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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學年度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  

家政群專業(一) 試題 

第一部份：家政概論(第 1 至 25 題，每題 2 分，共 50 分) 

 1. 家政類群相關技術士技能檢定職類中，哪一個科別是所有等級(甲、乙、丙)皆具

備的？ 

(A)幼保科 (B)服裝科 (C)美容科 (D)時尚模特兒科。 

 2. 下列關於個人綜合所得稅的敘述，何者正確？ 

(A)申報時間為每年的 4 月份 (B)單身者皆不必申報 

(C)稅額計算方式採累進稅率 (D)年紀超過 80 歲則免申報。 

 3. 下列關於各種消費方式的敘述，何者正確？ 

(A)訪問買賣的交易若不合意時，可在收受商品後七日內退貨 

(B)推銷員未經邀約到你的住處推銷貨物，是為特種買賣 

(C)使用分期付款購物，須繳清所有費用才能拿到所購商品 

(D)網路購物通常可以最快速買到最便宜、划算的商品。 

 4. 關於家庭生活環境的安全與管理，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瘀傷時應立即冷敷，以減少出血及腫脹 

(B)食物中毒的嘔吐物，要盡快丟棄以免二次汙染 

(C)為避免延長線被踢到或絆倒，應藏置於地毯下 

(D)瓦斯爐的火焰以紅色為佳，表示已完全燃燒。 

 5. 有關工作簡化的說明，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洗澡時順便清洗浴室，這是使用了合併的工作程序 

(B)體積大、重量重的物品，應儲放在櫃子的最上方 

(C)大掃除的程序應該由天花板→ 牆壁→ 家具→ 地板 

(D)工作時頭、胸、腹保持自然平衡，較不易感到疲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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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下列何者是臭氧層破壞造成的直接影響？ 

(A)哺乳動物的皮膚癌及白內障罹患率增加 

(B)腐蝕建築物影響人類的呼吸系統 

(C)原本濕潤肥沃的土壤變成乾燥貧瘠 

(D)引起呼吸系統的疾病、頭暈及嘔吐。 

 7. 關於垃圾處理與資源回收，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玻璃製品應用厚紙包妥，丟入一般垃圾中 

(B)資源垃圾通常運至焚化廠或掩埋場處理 

(C)垃圾未分類目前並無罰則，只能勸導 

(D)經高溫(100℃)蒸煮一小時後的廚餘可充當豬隻飼料。 

 8. 小原在畫最愛的動物時，畫了一隻彩色且有翅膀的大象，他說：「我最愛這隻象，

因為牠有翅膀。」小原創造力特性的表現符合： 

(A)敏覺性 (B)流暢性 (C)獨創性 (D)精進性。 

 9. 幼兒的發展多來自學習與成熟的交互作用，下列敘述何者較偏向學習的形式？ 

(A)身高的變化 (B)牙齒的生長 (C)基本情緒的發展 (D)習慣的養成。 

10. 對於嬰幼兒的語言發展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單字句時期主要是練習發聲，因此真正的語言尚未開始 

(B)雙字句時期幼兒已脫離電報句的使用，並懂簡單的文法應用 

(C)造句期幼兒會模仿大人的語氣，並懂得使用「稱呼」 

(D)好問期在造句期之前，喜歡發問並用平行句。 

11. 對於嬰幼兒常見流行性感冒的保育預防或處置，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因潛伏期即具傳染性，因此當「燒、痛、倦」症狀出現時傳染性反而降低 

(B)疫苗保護力需要一段時間才能發揮，所以施打疫苗最佳時間為夏天 

(C)避免嬰幼兒罹患流行性感冒，平常應盡量減少開窗並勤戴手護套，以減少接 

 觸細菌 

(D)嬰兒抵抗力較弱，最好滿 6 個月後再施打流感疫苗。 

12. 某甲年約 70 歲，血壓在 120/85 毫米汞柱，空腹血糖在 90mg/dL，記憶力明顯衰

退，容易焦慮且性格改變，請問某甲的家人應留意預防下列哪些健康問題？ 

(A)高血壓、糖尿病  (B)高血壓、阿茲海默症 

(C)糖尿病、憂鬱症  (D)阿茲海默症、憂鬱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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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某乙是個忙碌的單身上班族且是家中唯一子女，父母皆七十多歲並希望和子女同

住。母親受黃斑部病變影響，視力雖幾乎全盲，但在熟悉的環境裡仍能生活自理；

父親近日自行到附近常去的公園運動時竟迷路。為兼顧工作與照顧父母的安全和

起居，某乙尋找的高齡者照護相關服務，下列何者最不合適？ 

(A)居家服務 (B)日間照護中心 (C)喘息服務 (D)養護中心。 

14. 關於日常生活禮儀，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到熟識朋友家中作客時，可直接開冰箱取物以節省主人招待時間 

(B)喝湯時，湯匙由內向外舀且不可用嘴吹涼 

(C)正式場合宴會用餐時，餐巾應置放於領口 

(D)與尊長同行時，應走在前方引領帶路。 

15. 添加物如超出安全值，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蜜餞上的人工甘味劑會導致鉛中毒 

(B)色素如果長期攝取，輕則頭暈，重則導致肝癌 

(C)塑化劑會引起消化系統問題並造成呼吸困難 

(D)防腐劑是食品重要保存劑，長期食用對人體影響有限。 

16. 下列哪一種食物，最適合肝炎患者食用？ 

(A)香菇煮芋頭 (B)燒酒雞 (C)起司焗烤火腿 (D)麻辣鍋。 

17. 下列有關皮膚構造的敘述，何者錯誤？ 

(A)皮下組織具有保溫及儲存能量的功能，一般女性的皮下脂肪較男性為厚 

(B)透明層內部的微血管(毛細血管)，是所有養分傳導的主要媒介 

(C)真皮層中的網狀層，包含膠原纖維，可維持皮膚彈性 

(D)有棘層為表皮層中最厚的一層，內含淋巴液。 

18. 下列有關毛髮構造的敘述，何者錯誤？ 

(A)毛囊底部的毛乳頭，可提供毛髮營養 

(B)毛乳頭中的毛母細胞，會分泌油脂保護頭皮 

(C)皮質層內的色素決定毛髮的顏色 

(D)毛髮中的表皮層形狀如鱗狀細胞重疊排列，位於頭髮結構的最外層。 

19. 依照 106 年中央主管機關行政院衛生福利部公告化妝品十五類七十五種的公告

中，下列何者不屬於面霜乳液類？ 

(A)剃鬍膏 (B)乳液 (C)營養面霜 (D)粉底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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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下列有關纖維的敘述，何者錯誤？ 

(A)耐摩擦，是聚酯纖維的優良特性之一 

(B)嫘縈為人類歷史上研發出的第一種人造纖維 

(C)聚醯胺纖維具伸縮性與彈性，是仿製羊毛最成功的合成纖維 

(D)麻的纖維較硬，彈性較差，但通氣性極佳，固有「夏布」之稱。 

21. 下列有關衣物洗滌的敘述，何者錯誤？ 

(A)肥皂水溶液呈鹼性，只要溫度控制得當，適合清洗所有纖維製品 

(B)洗滌衣物與洗液的重量比稱為浴比，一般以 1：10 為宜 

(C)洗滌的方法，可分為乾洗跟溼洗兩種 

(D)洗衣的程序宜先注入水後再加入洗劑。 

22. 下列關於織物燃燒鑑別法的敘述，何者正確？ 

(A)棉—燃燒迅速，有紙燃燒之氣味，灰燼輕而脆弱，灰白色羽狀灰燼 

(B)毛—燃燒緩慢，有芹菜味，灰燼不規則、黑色很脆、易碎 

(C)壓克力纖維—靠近火焰時，熔解收縮、緩慢燃燒，有甜味，灰燼呈圓形 

(D)聚酯纖維—熔融緩慢燃燒、冒黑煙，有燒肉味，灰燼為黑色不規則。 

23. 下列何者不屬於二十一世紀的時尚新趨勢？ 

(A)環保永續的極簡綠設計 

(B)健康與自給自足的樂活型態 

(C)了解流行趨勢，汰換不夠時尚的衣物 

(D)減碳蔬食。 

24. 下列各年代流行趨勢的敘述，何者錯誤？ 

(A)17 世紀為時尚發源時期，由法國國王路易十四帶動衣著風潮真正開始堪稱「時 

 尚」 

(B)1920 年代，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迪奧的「新風貌」作品代表戰爭貧窮與告別 

 無味衣生活的訊號 

(C)1960 年代，反越戰、反文化，年輕人挑戰社會秩序，迷你裙、牛仔褲、皮夾 

 克盛行 

(D)2000 年後，是個性化、多樣化的時代，青少年影響時尚，使人們視角從物資 

 轉移到自我。 

25. 過年時，如果想要傳授年菜料理技巧，最適合運用何種推廣方式？ 

(A)競賽會 (B)方法示範會 (C)座談會 (D)訓練研習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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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份：家庭教育(第 26 至 50 題，每題 2 分，共 50 分) 

26. 某甲老是說：「不管在公司受了什麼委屈，只要回家看到另一半溫暖的笑臉，就

忘記一大半了！」可見，雖然現代家庭的許多功能式微，但哪一種功能卻是愈形

重要？ 

(A)娛樂功能 (B)情感功能 (C)教育功能 (D)經濟功能。 

27. 下列何者是「父系家庭」的型態？(甲)50 年臭豆腐老店秘方「傳子不傳女」； 

(乙)結婚後妻子須冠夫姓；(丙)兒女皆可繼承父親遺產；(丁)夫妻自行議定子女出

生後從父或從母姓氏；(戊)不孝有三、無後為大。 

(A)甲乙丙 (B)乙丙丁 (C)丙丁戊 (D)甲乙戊。 

28. 小美的父母長期照顧家中長輩，小美建議父母善用政府提供的「喘息服務」，每

月利用時間去逛逛書店、做自己喜歡的事，這是善加運用哪一種資源？ 

(A)社會資源 (B)物力資源 (C)自然資源 (D)人力資源。 

29. 關於親職教育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親」指家長，「職」為家長擔當的職責 

(B)單純指稱已為人父母之教育 

(C)是一種「共親職」教育 

(D)是預防教育也是再教育。 

30. 小昀作業沒做完，父母告訴小昀今天不可以看電視，直到作業寫完。父母運用的

是下列何種方法？ 

(A)隔離 (B)負增強 (C)消弱 (D)正增強。 

31. 關於族群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啃老族意指到了就業年齡而不願工作，或者在就業與失業之間不斷游走，經 

 濟上完全依賴或半依賴父母的年輕人 

(B)尼特族(NEET)意指努力升學、認真就業並進修之族群 

(C)頂客族(DINK)意指雙薪夫妻，沒有子女 

(D)蘇活族(SOHO)意指工作時間能夠自我調配和掌控的族群。 

32. 依照「性別工作平等法」的規定，下列何者錯誤？ 

(A)女性受雇者每個月可請生理假 

(B)女性受雇者妊娠三個月以上流產者，可請產假 

(C)受雇者配偶生產時可請陪產假，請陪產假期間薪資照給 

(D)受雇者任職滿一年後，於每一子女滿五歲前皆可申請育嬰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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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關於「性別」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性別(gender)是指生理的「性徵」 

(B)性(sex)一般屬於後天的差異 

(C)性別認同(gender identity)大約出現在兒童 6 歲左右 

(D)認為護士一定是「女性」，這是一種性別角色刻板印象(sex－role stereotype)。 

34. 關於性侵害防治教育，下列何者正確？(甲)性侵害案件只會發生在暗夜小巷； 

(乙)性侵害亦會發生在親人之間；(丙)性侵害不會發生在男性身上；(丁)加害人會

來自各個階層。 

(A)甲乙 (B)甲丙 (C)丙丁 (D)乙丁。 

35. 有關我國民法對婚姻的規定，下列何者錯誤？ 

(A)當事人雙方只要公開宴客，可以不必到戶政事務所登記 

(B)若未滿規定年齡者，須經法定代理人同意才能結婚 

(C)有配偶者，不得重婚 

(D)旁系血親六親等以內者不得結婚。 

36. 關於家庭倫理教育，下列何者正確？ 

(A)五倫出自「孟子．滕文公上」 

(B)五倫中有四倫屬於「家庭」 

(C)家庭倫理教育單指上對下、尊卑位階的家庭倫理價值觀 

(D)倫理教育在民國 100 年納入家庭教育法的範圍中。 

37. 臺灣家庭相關節日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2011 年 8 月 29 日為第一屆祖父母節 

(B)每年 7 月的第四個星期日為祖父母節 

(C)2010 年起訂每年 5 月為孝親家庭月 

(D)2003 年訂為家庭教育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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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有關我國近年來家庭與社會變遷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行政院 2010 年家庭收支調查顯示，「夫婦家庭」已經躍升為臺灣家庭組織型 

 態第一名 

(B)2018 年臺灣 65 歲以上人口佔總人口達到 14 %，正式進入「超高齡社會」 

(C)隨著生育率下降、平均壽命增加，臺灣依賴人口對工作年齡人口之扶養比越 

 來越高 

(D)因女性就業不易，較易尋求婚姻中的經濟安全，我國離婚男女再婚率一直是 

 女性高於男性。 

39. 林小姐離婚後帶著親生女兒小欣和張先生再婚，離婚的張先生也育有一子小威，

兩年後他們又生下新生寶寶小雯，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林小姐是小威的繼母 (B)小雯和小威是繼手足 

(C)這樣的家庭稱為「重組家庭」 (D)張先生可提出收養小欣之訴。 

40. 有關臺灣異國婚姻家庭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甲)跨國婚姻在民國 102 年達到

最高峰，之後呈下降趨勢；(乙)異國婚姻中的女性外籍配偶，以大陸與港澳地區

人數最多，印尼居次；(丙)臺灣適婚年齡男性人口多於女性，性別比例不平均，

是男性尋求跨國婚姻的原因之一；(丁)臺灣男性較多迎娶東南亞國家女性，而非

日韓女性，這是受到亞洲地區普遍「上嫁婚」觀念的影響。 

(A)甲乙 (B)乙丙 (C)丙丁 (D)乙丁。 

41. 志明和春嬌同在公司服務多年，最近喜獲麟兒，當了新手父母。兩人考慮申請育

嬰留職停薪，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春嬌可申請育嬰留職停薪三年，專心陪伴寶寶長大 

(B)志明可申請育嬰留職停薪半年，且享有薪資五成作為育嬰留職停薪津貼 

(C)志明有意繼續進修，夫妻倆可趁此機會同時申請育嬰留職停薪，帶著寶寶全 

 家出國進修 

(D)春嬌考慮委請婆婆托嬰，自己利用兩年時間繼續在職場衝刺，等寶寶兩歲時， 

 可再申請育嬰留職停薪一年來陪伴寶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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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某甲和某乙結婚多年無法生育，在他們 42 歲這一年決定收養子女，下列敘述何

者正確？(甲)他們可以透過合格的收出養媒合機構進行收養子女；(乙)有朋友認

識未婚懷孕少女願意出養小孩，他們可以直接至法院聲請收養；(丙)某乙的妹妹

願意出養女兒給某乙，他們可以直接至法院聲請收養；(丁)建議他們先參加親職

準備教育課程，了解如何教養子女及進行「身世告知」；(戊)他們應審慎考慮，

一旦收養即視為親生，不應該因為孩子稟賦、氣質或身心問題而中止收養，以免

對孩子造成二度傷害。 

(A)甲乙丙丁 (B)乙丙丁戊 (C)甲丙丁戊 (D)甲乙丁戊。 

43. 關於「溝通」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甲)孩子說話兩眼閃爍，不敢直視對方，

此時觀察孩子非語言訊息較語言內容更為重要；(乙)與人溝通時，應儘量注意別

人的觀感，多用「你」為開頭，來表達自我感受；(丙)家人之間面臨衝突或意見

不一致時，可以是溝通的契機；(丁)當哥哥闖禍時，不想面對爸爸，而是請弟弟

去說明原因，以避免衝突，是一種良好的直接溝通。 

(A)甲乙 (B)甲丙 (C)乙丁 (D)丙丁。 

44. 關於情緒管理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將自我情緒適當地調整，以反應出合理行為 

(B)能理解他人的情緒，覺察他人的需求 

(C)是與生俱來的天賦，較難透過後天學習來獲得 

(D)面對挫折與挑戰，能苦中作樂。 

45. 小欣停下手邊工作，聽完小伶傾訴：「連假旅行時，錢包被偷走，還與同行朋友

大吵一架的過程」，小欣再用自己的話，將小伶的話說一遍，並提出問題。以上

過程是指下列哪一種人際溝通技巧？ 

(A)問題分享 (B)我的訊息 (C)衝突化解 (D)積極傾聽。 

46. 小華在班上打翻飲料後，馬上跟老師說：「都是小星害我打翻的，不是我的錯。」

這是哪一種溝通型態？ 

(A)責備型 (B)打岔型 (C)超理智型 (D)成熟型。 

47. 「小孩不要有太多自我的想法，依父母的建議為主」，是指父母扮演下列哪一個

角色？ 

(A)安慰者角色 (B)心理學家角色 (C)道德家角色 (D)指揮官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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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金融海嘯後，某甲被迫放無薪假，家中收入銳減，全家人因此改變消費習慣，

開源節流，共同克服經濟問題。」以上案例，最符合健康家庭哪一個特質？ 

(A)相互讚美表達感激 (B)齊聚一堂的時間 

(C)精神的寄託  (D)應付危機與壓力。 

49. 關於「家庭教育法」的主要精神與影響，下列何者錯誤？ 

(A)明訂家庭教育的範圍 (B)建構完整的推廣體系  

(C)建置完善的家庭資料庫 (D)確立終身學習的觀念。 

50. 通過「家庭教育專業人員」資格認定者，由哪一個部門核發資格證明書？ 

(A)教育部 (B)勞動部 (C)考試院 (D)衛生福利部。 

 

 

 

 

 

 

 

 

 

 

 

 

 

 

 

 

 

 

【解答】 

1.(B) 2.(C) 3.(AB) 4.(A) 5.(C) 6.(A) 7.(D) 8.(C) 9.(D) 10.(C) 

11.(D) 12.(D) 13.(D) 14.(B) 15.(B) 16.(A) 17.(B) 18.(B) 19.(D) 20.(C) 

21.(A) 22.(A) 23.(C) 24.(B) 25.(B) 26.(B) 27.(D) 28.(A) 29.(B) 30.(B) 

31.(B) 32.(D) 33.(D) 34.(D) 35.(A) 36.(A) 37.(C) 38.(C) 39.(B) 40.(C) 

41.(D) 42.(C) 43.(B) 44.(C) 45.(D) 46.(A) 47.(D) 48.(D) 49.(C) 50.(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