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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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列有關服裝設計的敘述，何者錯誤？
(A)色彩的三屬性包括色相(V)、明度(H)、彩度(C)
(B)應用黃金分割比在服裝設計上，可掌握比例原則
(C)服裝設計應考慮when、where、who、why、how等五項因素
(D)服裝設計的要素包括線條、色彩、質料。
2.
3.

4.

5.

6.

7.

8.

中了樂透所獲得的獎金，是屬於下列何者？
(A)非實收入
(B)勞動所得
(C)財產所得
(D)臨時收入。
家庭生活環境中，有關良好社會環境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應該遠離都會市區
(B)需要高度依賴自然提供的資源
(C)位於高價商業區
(D)能提供家人便利的生活所需。
服飾成分標示 T / C，是表示哪兩種纖維混紡？
(A)三醋酸纖維與尼龍
(B)聚醯胺與羊毛
(C)嫘縈與壓克力纖維
(D)聚酯纖維與棉纖維。
下列有關家庭理財的敘述，何者正確？
(A)參加互助會比將錢存在郵局的風險低
(B)住院醫療險屬於財產保險
(C)信託投資的虧損由委託人或受益人負擔
(D)預借現金卡的利息遠低於房貸利息。
油桶或其他油質物體起火時，下列滅火方法何者正確？
(A)立刻打開窗戶
(B)用消防沙來撲滅
(C)立刻用冰水潑救
(D)用毛巾拍打著火處。
利用線條進行服裝設計時，下列敘述何者不適宜？
(A)為增加高度感，常在衣襟使用垂直線的設計
(B)為增加寬度感，常在蓬袖使用水平線的設計
(C)為讓視覺上有活力及律動感，常使用斜線的變化進行設計
(D)為呈現左右走向具穩重感，常利用水平線在袖口及衣襬進行設計。
下列有關家政教育之敘述，何者正確？
(A)日本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在家政教育中納入民主思想教育
(B)家政教育的內容不包括親職教育
(C)台灣首先成立家政科的學校是實踐家政經濟專校
(D)歐美家政教育始於十九世紀中葉，首創家政系的是英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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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0.

11.
12.

13.

14.

溫室效應會導致下列何種環境問題？
(A)全球雨量逐年減少
(B)海水優氧化
(C)改變生態平衡
(D)地球日照時間變長。

圖(一)
小玉想買電腦，請店家提供型號、功能、價格等資訊，是運用下列何種消費
者權利？
(A)滿足需求
(B)求取安全
(C)表達意見
(D)瞭解真相。
在西餐禮儀中，當侍者送上前菜時，需選用圖(一)中何項餐具用餐？
(A)9
(B)2 與 4
(C)6
(D)1 與 5。
下列有關膳食營養之敘述，何者正確？
(A)魚含有豐富的維生素 A、維生素 B 群及鐵質
(B)脂溶性維生素可貯存於體內，攝取過量時，會產生中毒現象
(C)水溶性維生素包括維生素 A、D、E、K，可從萵苣中攝取
(D)蘋果所含的熱量高，鈣質、維生素 A 非常豐富。
下列有關嬰幼兒生理發展的敘述，何者錯誤？
(A)女孩比男孩較早完成骨骼硬化
(B)一般的嬰兒呼吸速率比成人慢
(C)新生兒的視力多呈遠視狀態
(D)嬰幼兒對冷的刺激比熱的刺激敏感。
下列有關疾病膳食設計的敘述，何者正確？
(A)糖尿病患者之膳食，其蛋白質及醣類不需限制
(B)壞血病患者，宜增加脂溶性維生素食物的攝取
(C)腎臟病患者要攝取足夠的醣類、脂肪與熱量，限制鈉的攝取
(D)痛風患者之膳食中可以提供香菇、小管、雞肝等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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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有關空氣污染指標(Pollutant Standard Index, PSI)的敘述，何者正確？
(A)指標可以顯示空氣中所含污染物的種類
(B)指標超過 150 時，將開始影響人體健康
(C)台灣地區以二氧化碳、二氧化硫為主要指標污染物
(D)指標污染物中的一氧化碳，約 80 %是由汽機車所排出。
16. 下列有關維生素及礦物質的敘述，何者錯誤？
(A)維生素是構成人體骨骼、牙齒、肌肉等不可或缺的元素
(B)維生素E缺乏時，會使紅血球溶解加速，造成貧血
(C)礦物質中的鉀，可以從香蕉及番茄中獲得
(D)合成甲狀腺激素的主要成分是碘，缺乏時可以從海帶及藻類食物中獲得。

15.

17.

18.

19.

20.

21.
22.

辦理觀摩會，讓團體成員能充分參與並相互協助，是屬於下列何種家政推廣
的方法？
(A)個人接觸法
(B)大眾傳播法
(C)團體指導法
(D)專家指導法。
下列有關目前台灣垃圾處理的原則，何者正確？
(A)保麗龍盒與塑膠瓶屬於同類別的資源垃圾
(B)日光燈管應先敲碎後與玻璃一起回收
(C)吸管應塞入鋁箔包內，再壓扁回收
(D)廚餘可以和一般垃圾放在一起丟棄。
下列有關毛髮的敘述，何者錯誤？
(A)毛髮的退化期約 1～2 週
(B)髮質良好的毛髮可承受約 350 公克的拉力
(C)正常毛髮含水量約 10 %～12 %左右
(D)健康狀態毛髮的pH值約在 4.5～5.5 之間。
高齡者因視力退化，常需依賴子女幫忙讀報時，最容易產生何種負面心理感
受？
(A)寂寞感
(B)歉疚感
(C)無聊感
(D)逃避感。
缺乏何種維生素，會造成皮膚乾燥、頭髮易斷裂、角質層增生、表皮變厚？
(A)維生素 D
(B)維生素 C
(C)維生素 B
(D)維生素 A。
下列有關高齡者保健的敘述，何者正確？
(A)可利用天然香料提升食慾
(B)應多從事活動量大的運動
(C)應多泡熱水澡促進血液循環
(D)早上起床後儘速外出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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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清潔類化妝品的功能與應用，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卸妝乳比卸妝霜油膩而且不易洗淨
(B)洗面皂去脂力強且親水性佳
(C)敷臉前先用去角質霜清潔效果較好
(D)清潔用敷面劑可去除老舊角質。
24. 下列有關嬰幼兒心理發展與保育的敘述，何者錯誤？
(A)選擇玩具以安全性為首要考量
(B)笑是新生兒主要的溝通方式
(C)胎兒期是智力發展的起點
(D)新生兒無法表現嫉妒的情緒。
25. 站立工作時，下列何者最符合良好工作姿態的原則？
(A)存放物品於高櫥櫃時，應依常用程度由中間往上、下擺放
(B)工作檯面高度應介於胸部與腰部之間
(C)取用高處物品時，盡量以單手取物，另一手接物
(D)熨燙衣物的平台高度宜對齊胸線。
23.

第二部份：家庭教育(第 26 至 50 題，每題 2 分，共 50 分)
26. 下列有關婚姻教育的敘述，何者錯誤？
(A)各階段婚姻教育的核心內容均為「姻親相處」
(B)協調離婚後的子女撫養與探視權屬於婚姻教育的範圍
(C)傳統父權主義的思維有礙婚姻教育的推展
(D)處理戀情結束的分手技巧可藉由婚姻教育而獲得。
27. 退休的陳爸爸過年前為定居美國的獨生子辦完婚禮；獨居的王媽媽正準備幫
大媳婦做月子。下列有關二者之家庭生命週期的敘述，何者正確？
(A)陳爸爸的家庭處於建立期，王媽媽的家庭處於收縮期
(B)陳爸爸的家庭處於建立期，王媽媽的家庭處於擴展期
(C)陳爸爸的家庭處於收縮期，王媽媽的家庭處於收縮期
(D)陳爸爸的家庭處於收縮期，王媽媽的家庭處於擴展期。
28. 章家夫婦與就讀高中的女兒、大兒子志明和媳婦春嬌住在一起。依據行政院
主計處(民 94)的分類，章家是屬於下列何種家庭型態？
(A)核心家庭
(B)小家庭
(C)重組家庭
(D)主幹家庭。
29. 大大在離婚後，帶著女兒與喪偶且有兒子的李先生再婚。下列有關大大在新
家庭中的作為，何者不適宜？
(A)為儘快讓繼子適應，大大要求繼子將生母的物品移除
(B)繼子不願意稱大大為媽媽，大大允許他稱呼自己為阿姨
(C)大大與李先生共同教養雙方的子女
(D)大大與李先生共同討論子女未來教育基金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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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31.
32.

33.

34.

35.

36.

37.

下列有關家庭生命週期的敘述，何者正確？(1)習俗文化會影響家庭生命週期
的長短；(2)以第一個小孩出生為家庭生命週期的起點；(3)頂客家庭和折衷家
庭的家庭生命週期相同；(4)家庭發展理論中最核心的概念架構為家庭生命週
期。
(A)(1)(3)
(B)(2)(3)
(C)(1)(4)
(D)(3)(4)。
清明節全家去掃墓，讓晚輩瞭解祭祖的意義與習俗，這是家庭的何種功能？
(A)情愛功能
(B)安全功能
(C)傳遞文化功能 (D)經濟功能。
下列有關性別教育的敘述，何者錯誤？
(A)性別教育是指增進性別知能的教育活動
(B)理想的性別教育重點是生育與養育知識
(C)性別平等教育是目前教育部重要政策之一
(D)父母是家庭中建構無性別偏見的關鍵人物。
越南籍女性阮氏秋花與台灣男性結婚，她想要申請中華民國國籍。下列有關
國籍取得的敘述，何者正確？
(A)阮氏秋花需先放棄越南國籍，才能取得中華民國國籍
(B)阮氏秋花不需放棄越南國籍，可直接申請擁有雙重國籍
(C)阮氏秋花結婚後不需申請，即可自動取得中華民國國籍
(D)阮氏秋花可先取得中華民國國籍，再放棄越南國籍。
安萍生產時，先生請了二天「陪產假」，期間工資照給。此「陪產假」的實
施是依據下列何種法令政策？
(A)兒童及少年福利法
(B)家庭教育法
(C)兩性工作平等法
(D)推行家庭教育辦法。
有關家庭教育推展機構的工作，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家庭教育中心設有「九九五」專線可提供民眾諮詢
(B)大眾傳播機構是目前投入家庭教育推廣活動最多的單位
(C)高中以下各級學校主要負責家庭教育志工培訓的工作
(D)家庭教育中心可結合縣市政府的勞工單位推展家庭教育。
下列有關學習型家庭的敘述，何者錯誤？
(A)有全家人共同學習的時間是學習型家庭的特徵
(B)單親家庭成員若願意互動學習，亦可形塑學習型家庭
(C)學習型家庭以個人為中心，強調學習成果重於學習過程
(D)學習活動不斷地在家庭生活中進行，是一種動態的持續過程。
下列針對隔代教養家庭的敘述，何者正確？
(A)台灣地區隔代教養的主因是家暴虐待
(B)隔代教養情況以都會區較為明顯
(C)「居家喘息服務」可讓心力交瘁的祖父母放鬆休息
(D)隔代教養家庭中的孩子較有自信及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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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有關家庭教育的敘述，何者正確？
(A)民國 36 年頒佈的「推行家庭教育辦法」是最早的家庭教育法
(B)家庭教育具有預防及解決家庭問題的雙重功能
(C)家庭教育應該在結婚後開始實施
(D)家庭教育的內容不宜隨著家人角色的變動而改變。
39. 下列有關家庭倫理教育的敘述，何者錯誤？
(A)家庭倫理教育是指增進家庭成員相互尊重及關懷的教育活動
(B)五倫中的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是探討家人相互對待的方式
(C)兄友弟恭和長幼有序都是家庭倫理中手足關係的表現
(D)家庭倫理教育主張家庭中的夫妻關係應以平權為基礎。
38.

40.

41.

42.

43.

44.
45.

小力的智力正常，但因中樞神經系統功能異常，導致聽、說、讀、寫等學習
皆有顯著困難。小力最可能是下列何者？
(A)肢體障礙
(B)情緒障礙
(C)資賦優異
(D)學習障礙。
下列何者最適合做為子職教育的內容？
(A)教導子女做家事體會雙親辛勞
(B)教導子女正確的學習態度
(C)教導子女處理婚姻中的衝突
(D)教導子女與同學相處的方式。
小新想將消費券全部拿去買網路遊戲的儲值點數，爸媽覺得不妥，和小新討
論後達成共識，一半買儲值點數，一半買學用品。小新父母的教養方式是屬
於下列何種類型？
(A)獨裁型
(B)民主型
(C)溺愛型
(D)放任型。
下列針對語言發展遲緩的孩子所提供的資源，何者不屬於政府資源？
(A)家扶中心辦理的家長支持團體
(B)家庭教育中心辦理的學習型家庭計劃
(C)公立幼稚園提供的融合教育機制
(D)教育主管機關提供的巡迴輔導服務。
下列哪一個國家目前承認同性婚姻的合法化？
(A)義大利
(B)韓國
(C)紐西蘭
(D)荷蘭。
下列有關推展家庭教育的敘述，何者正確？
(A)目前在宣導及推展家庭教育的事務上，內政部是最大推手
(B)家庭教育法規定大學每學年須實施二小時的親職教育課程
(C)大部分家庭教育的內涵包含在九年一貫課程中的綜合活動領域
(D)家庭教育諮詢委員會應全由政府官員組成，以考核家庭教育的推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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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何者是台灣家庭與社會互動的新面貌？(1)許多企業推展「對家庭友善」
的措施，幫助員工兼顧家庭與職業生涯；(2)台灣婚配市場改變，跨國婚姻增
多，且出生率也逐年增加；(3)經濟全球化，造成許多台商家庭過著「候鳥」
般的家庭生活；(4)資訊科技發展，造就許多「蘇活族」，可以邊工作邊關照
與家人的互動。
(A)(1)(3)(4)
(B)(2)(3)(4)
(C)(1)(2)(4)
(D)(1)(2)(3)。
47. 王詩琴與李漢強同居且未婚生有一女小萍，後來二人因故分開。李漢強並未
申請領養小萍。下列有關小萍身份的敘述，何者正確？
(A)享有與李漢強婚生子女相同權利 (B)戶籍上以「父不詳」作登記
(C)戶籍上會記載父親為李漢強
(D)親權歸李漢強，並從父(李)姓。
48. 民國 57 年的家庭計畫，提出「三三二一」的口號，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46.

(A)第一個「三」是結婚三年生第一個孩子
(B)第二個「三」是三十歲前生第一個孩子
(C)「二」指的是兩個孩子恰恰好
(D)「一」指的是男孩女孩一樣好。
49. 下列有關家庭教育法的敘述，何者正確？
(A)家庭資源與管理教育是屬於家庭教育的範圍
(B)家庭教育的推展應以固定、符合終身學習為原則
(C)家庭教育專業人員之職前教育及在職訓練是職訓局的任務
(D)家庭教育的主管機關在中央為內政部，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50. 依據兒童福利聯盟提出的「三三三專案」，下列針對父母與子女互動的敘述，
何者錯誤？
(A)父母每天要擁抱子女 30 秒
(B)父母每天要聆聽子女說話 3 分鐘
(C)父母每天要陪伴子女 30 分鐘
(D)父母每天要陪子女做 3 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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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八學年度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
家政群專業(一)試題詳解
【解答】
1(A)
11(D)
21(D)
31(C)
41(A)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1.

2(D)
12(B)
22(A)
32(B)
42(B)

3(D)
13(B)
23(A)
33(A)
43(A)

4(D)
14(C)
24(B)
34(C)
44(D)

5(C)
15(D)
25(A)
35(D)
45(C)

6(B)
16(A)
26(A)
36(C)
46(A)

7(B)
17(C)
27(C)
37(C)
47(B)

8(C)
18(A)
28(D)
38(B)
48(B)

9(C)
19(B)
29(A)
39(B)
49(A)

10(D)
20(B)
30(C)
40(D)
50(D)

(A)色彩的三屬性包括色相(H)明度(V)彩度(C)。
公益彩劵中獎、樂透所獲得的獎金是屬於臨時收入。
良好社會環境是選住宅區、並有提供家人便利生活所需的條件、交通便捷。
T/C T 是指聚脂纖維 65% C 是指 35%棉纖維。
(A)互助會存錢比郵局風險高；(B)住院醫療屬人身保險；(D)預借現金卡利息
高於房貸利息。
油類起火以窒息方式滅火，以滅火砂、乾粉滅火器來撲滅。
蓬袖屬弧線設計。
(A)日本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1945)，家政教育納入民主思想教育；(B)家政教
育內容包括親職教育；(D)歐美家政教育，德國最先創立家政系。
溫室效應會導致生態平衡改變。
提供型號、功能、價格資訊是屬消費者瞭解真相的權力。
1、5 屬前菜用刀叉。
(A)魚含維生素 A、D、B 群；(C)脂溶維生素是 ADEK；(D)蘋果含豐富醣、
熱量不高、膳食纖維高。
(B)一般嬰兒呼吸速率比成人快。
(A)糖尿病限醣；(B)壞血病宜增加水溶性維生素 C；(D)痛風應避高普林。
(A)指標可顯空氣污染物濃度；(B)指標超過 100 時，影響健康；(C)台灣地區
以懸浮粒子、O 3 為主要指標污染物。
(A)礦物質是構成人體骨骼、牙齒、肌肉不可缺元素。
觀摩會是團體指導法。
(B)日光燈管不屬玻璃類，含毒不應敲碎；(C)不包括吸管；(D)廚餘與一般垃
圾分開。
一般健康的頭髮大約可支撐 100～150 公克重量。
維生素 A 缺乏皮膚過度角質化。
育達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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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24.
26.
27.
28.
29.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1.
43.
45.

46.
47.
48.
49.

卸妝霜比卸妝乳較油膩。
(B)哭是新生兒的主要溝通方式。
各階段婚姻教育的核心內容並不都是姻親相處。
陳爸爸處於接受子女的異性伴侶為收縮期，王媽媽調整為祖父母角色為收縮
期內的空巢期。
為折衷家庭既主幹家庭。
為重組家庭應大量的尊重，不要求繼子女將自己的親生父母親由自己的生活
中完全除去。
性別教育重點在於增進性別知能的教育。
依國籍法，申請中華民國國籍，須放棄自己的外國國籍。
兩性工作平等法 97 年修正陪產假為 3 天。
(B)各級學校是目前投入推廣家庭教育活動最多的單位；(C)縣市政府所設家庭
教育中心負責培訓志願工作人員。
學習型家庭以家庭為中心，重學習過程。
(A)主因為父母工作或離異；(B)以原住民家庭為多；(D)小孩子缺乏安全感。
具有預防與解決功能。
(B)父子有親、長幼有序、夫婦有別是闡述家庭中的行為準則。
子職教育即對父母、家庭應有的態度及責任。
家扶基金會是一個關懷弱勢兒童及其家庭的非營利組織。
(A)教育部是最大推手；(B)高級中等學校每學年實施 4 小時家庭教育課程，
並會同家長會辦理親職教育；(D)學者專家、機關、團體代表組成家庭教育諮
詢委員會。
台灣生產率逐漸減少。
因未辦理結婚手續，無法受法律保障，也未辦收養，故以「父不詳」登記。
再隔 3 年生第 2 個小孩。
(B)以多元、彈性、符合終身學習為原則；(C)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D)主管
機關在中央是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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