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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題： 

 人體生理---------------------------------------------- 

1.(1) 全身都有: 

     (1)小汗腺  (2)皮脂腺  (3)大汗腺  (4)透明層 

2.(1) 最厚的皮膚是在 

  (1)手掌及腳掌  (2)兩額  (3)前額  (4)下額 

3.(2) 最薄的皮膚是在 

     (1)眉毛  (2)眼瞼  (3)前額  (4)手臂 

4.(1) 皮膚表皮層最厚的一層是:   

     (1)有棘層  (2)角質層  (3)基底層  (4)顆粒層 

5.(1) 人體最小的單位是 

     (1)細胞  (2)器官  (3)組織  (4)系統 

6.(2) 毛髮中哪一個部分含色素 

     (1)角質  (2)皮質  (3)髓質  (4)生長基層 

7.(4) 下列哪一項不是皮膚的附屬品 

  (1)指甲  (2)毛髮  (3)趾甲  (4)微血管 

8.(3)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1)毛幹主司毛髮的生長  (2)毳毛通常有體質的構造 

     (3)皮膚吸收的途徑主要是經由毛囊達皮膚內 

     (4)年齡越大毛髮的生長期越長 

9.(4) 表皮細胞會不斷剝落不斷生長的是 

     (1)顆粒層  (2)棘狀層  (3)透明層  (4)角質層 

10.(2) 皮脂腺分布最多的是 

     (1)手掌  (2)臉部  (3)腳底  (4)頸部 

11.(3) 人體最大面積的器官是 

 (1)心臟  (2)肺  (3)皮膚  (4)肚子 

12.(3) 毛髮生長週期，成長期會不斷供給養分,成長迅速是: 

     (1)毛囊  (2)微血管  (3)毛乳頭  (4)皮脂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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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髮生理---------------------------------------------- 

1.(2) 毛髮的表皮層是一種 

     (1)透明狀  (2)半透明狀  (3)不透明狀  (4)黑色狀 

2.(3) 每一根毛髮生長週期以頭髮來說是: 

     (1) 1-2年   (2) 2-3年 (3) 2~6年  (4) 3-5年 

3.(2) 毛髮露出表皮可見的部分稱為 

     (1)髮根  (2)髮幹  (3)髮骨  (4)毛囊 

4.(2) 人類毛髮的粗硬、細軟決定在於 

(1)表皮層  (2)皮質層  (3)隨質層  (4)毛乳頭 

5.(3) 所謂多孔性是毛髮吸收下列何者的能力 

     (1)角質素  (2)陽光  (3)水分  (4)紫外線 

6.(3) 捲曲型毛髮在顯微鏡下觀察的外型幾乎是 

     (1)圓形  (2)橢圓形  (3)扁平型  (4)三角形 

7.(4) 毛髮與皮膚的酸鹼度是以什麼單位來表示的?   

 (1) mg值  (2) gr值  (3) mv值  (4) ph值 

8.(3) 淡色的毛髮含有較少的 

     (1)氧  (2)硫  (3)氮  (4)鋅 

9.(2) 健康毛髮的含水量為 

     (1) 10%以下  (2) 10%~15%  (3) 15%~20%  (4) 20%~30% 

10.(3) 組成毛髮髓質的是 

     (1)鱗狀細胞  (2)棘狀細胞  (3)立方細胞  (4)顆粒細胞 

11.(1) 毛髮的營養來自於毛髮的毛乳頭,因為它含有豐富的 

     (1)血管  (2)肌肉  (3)腺體  (4)脂肪 

12.(3) 有「毛髮生長之母」之稱的是   

 (1)毛幹  (2)毛根  (3)毛乳頭  (4)根鞘 

13.(4) 毛髮的橫切面構造是  

     (1)像一根吸管  (2)像一根實心的棒子   

     (3)分為五層:髓質、皮質、棘層、顆粒層及角質層   

     (4)分為三部分:髓質、皮質及表皮 

14.(3) 有利於毛髮的營養素    

(1)醣類  (2)碳水化合物  (3)蛋白質食物  (4)澱粉 

15.(1) 約有多少毛髮是屬於生長期    

(1) 90%～95%  (2) 50%~55%  (3) 80%~85%  (4) 75%~80% 

16.(4) 如果毛乳頭被破壞了,毛髮將會  

     (1)再生長  (2)生長快速  (3)生長緩慢  (4)停止生長 

17.(1) 毛髮的退化期約   

 (1) 1~2周  (2) 2~4周  (3) 6~8周  (3) 8~10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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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 退化期的頭髮約占頭髮總量的   

 (1) 1%  (2) 5%  (3) 10%  (4) 20% 

19.(2) 錯誤的敘述是   

 (1)每根毛髮的生長期約 2~6年     (2)毛髮的退化期很短是 1~2年  

 (3)眉毛的生長期和休止期大致約為 5~6個月   

 (4)一般人的毛髮總數大約為十萬根 

20.(4) 何者不是毛髮的生長週期   

     (1)生長期  (2)休止期  (3)退化期  (4)營養期 

21.(4) 毛髮 PH值在何種範圍內是健康的  

     (1) PH7  (2) PH5.5~6.5  (3) PH7.5~8.5  (4) PH4.5~5.5 

22.(4) 一般睫毛生命週期為  

     (1) 2~6個月  (2) 2~6週  (3) 6~8個月  (4) 6~8週 

23.(2) 毛髮遇到何種酸鹼值毛鱗片會打開 

     (1)酸性  (2)鹼性  (3)中性  (4)無性   

24.(1) 毛髮遇到何種酸鹼值毛鱗片會閉合 

 (1)酸性  (2)鹼性  (3)中性  (4)無性   

25.(1) 睫毛與眉毛屬:   

     (1)短毛  (2)胎毛  (3)長毛  (4) 汗毛 

26.(2) 人類毛髮的粗硬、細軟決定在   

 (1)表皮層  (2)皮質層  (3)髓質層  (4)毛乳頭 

27.(3) 毛髮的表皮層是由髮根處向髮梢圍著毛髮的四周約   

     (1) 1~2層  (2) 3~5層  (3) 7~9層  (4) 15~20層  如鱗片般順次重疊 

28.(2) 毛髮的表皮層是一種  

     (1)透明狀  (2)半透明狀  (3)不透明狀  (4)黑色狀 

29.(1) 多毛症指身體長出過多: 

     (1)毛髮  (2)角質  (3)痣  (4)疣 

30.(4) 毛髮的主要成分是   

     (1)碳水化合物  (2)脂肪  (3)重金屬  (4)蛋白質 

31.(2) 毛髮成長不受哪一項影響  

      (1)季節  (2)味覺  (3)荷爾蒙  (4)健康 

32.(4) 如果毛乳頭被破壞了,毛髮將會   

      (1)再生長  (2)生長快速  (3)生長緩慢  (4)不再生長 

33.(3) 毛髮約需多久才會長出頭皮外  

   (1) 2~5小時  (2) 2~5天  (3) 2~5星期  (4) 2~5個月 

34.(3) 年紀漸長,毛髮的生命週期會   

      (1)逐漸延長  (2)持續不變  (3)逐漸縮短  (4)與嬰兒期相同 

35.(2) 每個人的頭髮因新陳代謝的關係會掉髮,通常每天約掉  

      (1) 10~20根  (2) 50~100根  (3) 20~30根  (4) 100~200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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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2) 汗毛不具: 

      (1)毛鱗片  (2)髓質層  (3)皮質層  (4)毛乳頭 

 專業知識---------------------------------------------- 

1.(2) 植睫毛的長度,一般選擇比顧客本身睫毛的多少比例為宜  

      (1)1~1.2倍   (2) 1.2~1.5倍 

      (3)1.5~2倍   (4) 2.1~2.5倍 

2.(3) 植睫毛的位置距離眼瞼皮膚多少為佳   

      (1) 0~0.5mm  (2) 0.5~1.0mm  (3) 1.0~1.5mm  (4) 1.5~2.0mm 

3.(4) 倒出植睫黑膠時,應使瓶身保持   

      (1) 45度角  (2) 90度角  (3) 30度角  (4) 180度角 

4.(2) 剛植睫後,表層似乎乾燥,但深層部分可能尚未完全乾,應以接合後幾小時

視為乾燥時間 

      (1) 2~3小時  (2) 5~6小時  (3) 6~7小時  (4) 7~8小時 

5.(1) 植睫後可以刷睫毛膏嗎    

  (1)應使用植睫專用睫毛膏  (2)不可以  (3)所有的睫毛膏都可以使用 

6.(2) 自然型睫毛植睫時數量大約為多少數量   

      (1)單眼 30~40根  (2)所有睫毛 50~60%  (3)50~60根   

(4)原有睫毛的 30~40% 

7.(3) 進行植睫時,應做好哪一個步驟   

      (1)擦拭下睫毛  (2)塗抹保養品  (3)清潔  (4)修剪睫毛 

8.(4) 正常情形下,多久可以再重複做植睫一次   

   (1) 90天後  (2) 15~30天後  (3) 10~15天後  (4) 30~45天後 

9.(2) 一般植睫膠水多為   

      (1)酸性  (2)鹼性  (3)中性  (4)不一定 

10.(3)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1)使用植睫黑膠前不可搖晃  (2)已開封的黑膠可以保存 2~3年   

 (3)黑膠應保存於低溫狀態    (4)黑膠用不完可以分裝起來 

11.(4) 植睫後,以下敘述何者不正確  

      (1)應使用不含油質清潔產品  (2)避免使用蓮蓬頭沖洗臉部  

 (3)勿使用睫毛夾            (4)可使用一般睫毛膏來保護睫毛 

12.(2) 植睫時下睫毛應該如何處理   

  (1)覆蓋面紙保護      (2)以低黏性膠帶固定  

  (3)以高黏性膠帶固定  (4)不需要特別處理 

13.(3) 植睫設計時應以何為標準   

(1)美睫師想法  (2)顧客想法  (3)與客戶溝通討論後結果   

(4)市場流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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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以下敘述何者不正確 

      (1)每個人都適合植睫    (2)可植兩三根睫毛於眼中做敏感測試  

  (3)嫁接前先幫客人拍照  (4)嫁接時若產生過敏應立即停止植睫 

15.(4) 植睫後的保護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1)兩小時內不碰水    (2)兩天內避免進入高溫烤箱    

 (3)避免以手搓揉睫毛  (4)不需塗抹任何保護產品 

16.(2) 植睫時盡量應盡量選擇植於 

      (1)生發期  (2)成長期  (3)衰退期  (4)脫落期 

17.(2) 植睫後應避免立即進入高溫潮溼場所,因為剛接好的睫毛會因為吸入過

多的水氣產生 

      (1)霧化現象  (2)白化現象  (3)柔化現象  (4)膠化現象 

18.(1) 植睫後,建議使用   

  (1)睫毛雨衣  (2)睫毛增長液  (3)睫毛膏  (4)眼霜  延長植睫壽命 

19.(4) 客戶的眼型為大小眼,專業的美睫師應如何挑選適合的睫毛來嫁接呢 ? 

(1)不管他,反正大小眼也不是我的問題   

(2)挑選 B捲度同一尺寸幫她嫁接  

(3)挑選 C捲度不同尺寸幫她嫁接  

(4)挑選兩種不同捲度,和不同的尺寸,依客戶的眼型來嫁接 

20.(2) 真睫毛很軟支撐力不夠時何種嫁接方法為正確   

(1)可一搭三接到滿   

(2)先搭 0.07mm補強再接正常粗度(0.10mm或 0.15mm)  

 (3)接越長越好      (4)先燙再接 

21.(2) 請問眼距寬的人較不適合嫁接以下何種睫毛款式  

      (1)可愛型  (2)性感型  (3)優雅型  (4)無限制 

22.(2) 請問下列哪個季節,嫁接睫毛維持的時間會較短   

      (1)春天  (2)夏天  (3)秋天  (4)冬天 

23.(3) 接睫過程中下列何者為第一優先  

      (1)以夾子夾取睫毛  (2)吹乾.梳順  (3)消毒雙手及器具  (4)術後保養 

24.(2) 為何強調根根分明才是健康的接睫方式  

(1)只是因為漂亮   

(2)每根睫毛的生長週期不同,根根分明嫁接不沾黏,才不會造成睫毛斷裂

及影響生長   

(3)因韓式接法都是這樣說 

25.(4) 通常我們建議客人盡量不要去泡三溫暖蒸氣是因為黑膠遇到幾度以上即

會開始融解   

      (1) 28度  (2) 35度  (3) 30度  (4) 40度 

26.(2) 接睫後建議客人最佳回補時間   

      (1)一週內  (2)兩到三週  (3)四到六週  (4)掉光再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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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3) 接睫後應於幾小時後再碰水   

  (1)馬上就可以碰水  (2) 12小時  (3) 4~6小時  (4) 8~10小時 

28.(3) 請問一般纖維毛與黑鑽睫毛的不同之處   

(1)都一樣  (2)材質不同  (3)差別於光澤度呈現出效果不同   

(4)粗細度不同 

29.(1) 接睫毛時顧客一直流眼淚,下列哪項處理方式不正確   

  (1)請客人忍耐              (2)檢查眼膜或貼布是否貼太高 

  (3)幫客人吹風加速黑膠揮發  (4)檢查是否眼皮拉太高 

30.(3) 嫁接睫毛濕度的安全容許範圍為    

 (1) 20~30%   (2) 30~40%   (3) 40~70%   (4) 70~80% 

31.(1) 睫毛去蛋白棉片用於嫁接前的目的為何   

      (1)清除睫毛上油質與髒污,有助睫毛嫁接後的持久度  

(2)沒任何作用只是用心安 

   (3)保養睫毛                  (4)以上皆非 

32.(3) 纖維毛和水貂毛如何分辨  

      (1)用看的  (2)用摸的  (3)用火燒  (4)以上皆非 

33.(4) 一般睫毛週期為   

      (1) 2~6月  (2) 2~6週  (3) 6~8月  (4) 6~8週 

34.(2) 毛髮遇到   

(1)酸性  (2)鹼性  (3)中性  (4)無性  毛鱗片會打開 

35.(1) 毛髮遇到   

(1)酸性  (2)鹼性  (3)中性  (4)無性  毛鱗片會閉合  

36.(3) 濃密型睫毛植睫時數量大約為原有睫毛的多少   

      (1) 30~40根  (2) 50~60%  (3) 70~80%  (4) 原有睫毛的 10~20% 

37.(2) 植睫時下睫毛應該如何處理   

(1)覆蓋面紙保護  (2)以膠帶黏貼固定  (3)不理他  (4)不需特別處理 

 

38.(4) 專業植睫師所用的睫毛為何   

 (1)動物毛髮  (2)羽絨毛  (3)塑膠  (4)膠原蛋白睫毛 

39.(3) 合格的植睫膠水須通過甚麼檢驗認證   

 (1)IOS9000認證  (2)GMP認證  (3)FDA認證  (4)KFC認證 

40.(2) 植睫後,若客人感到不舒服,應   

     (1)為了美觀,請客人忍耐     (2)盡速協助客人將不舒服的睫毛卸除下來  

 (3)請客人趕緊自己卸除睫毛  (4)請客人先點眼藥水 

41.(3) 客人已經犯有眼疾,植睫師應該    

(1)若客人堅持,應該要幫客人嫁接  (2)請客人點眼藥水後,在開始嫁接  

 (3)請客人先回去,等眼疾好了再嫁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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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措施---------------------------------------------- 

1.(4) 下列何者非導電體   

 (1)濕毛巾  (2)人體  (3)可口可樂  (4)膠帶 

2.(2) 台灣地區電燈供電電壓與頻率規格是   

 (1) 110V/50Hz  (2) 110V/60Hz  (3) 220V/50Hz  (4) 100V/50Hz 

3.(2) 通常夏天人體最舒適溫度為  

  (1) 16℃~20℃  (2) 20℃~24℃  (3) 24℃~28℃  (4) 28℃~32℃ 

4.(4) 美容從業人員在顧客有觸電感覺時,應   

(1)用手將顧客移開   (2)沒什麼關係   

(3)拿濕繩子勾拉客人 (4)盡速切斷電源 

5.(4) 改善環境衛生是  

    (1)衛生機關  (2)環保機關  (3)清潔人員  (4)人人都有責任 

6.(3) 一氧化碳中毒的處理方式是   

(1)喝蛋白或牛奶          

(2)喝食鹽水  

(3)將患者移至通風處並檢查呼吸脈搏   

(4)採半坐半臥姿勢   必要時盡速送醫 

7.(4) 化學藥劑灼傷眼睛在沖洗時應該   

(1)傷側眼睛在上  (2)緊閉眼睛  (3)兩眼一起沖  (4)傷側眼睛在下 

8.(3) 漂白水含   

(1)酸性  (2)中性  (3)鹼性  (4)強酸性  物質 

9.(1) 毛巾最簡易消毒方法是   

(1)煮沸消毒法  (2)紫外線消毒法  (3)陽性肥皂液消毒法   

(4)酒精消毒法 

10.(1) 蒸氣消毒箱內中心溫度需多少度以上殺菌效果最好   

(1) 80℃  (2) 70℃  (3) 60℃  (4) 50℃ 

11.(1) 使用酒精消毒時,機具完全浸泡至少需多少時間  

(1) 10分鐘  (2) 15分鐘  (3) 20分鐘  (4) 25分鐘  以上 

12.(1) 為增加室內房間明亮度,牆壁顏色宜採 

(1)淡色  (2)深色  (3)中間色  (4)灰色 

 職業道德---------------------------------------------- 

1.(2) 當發現自己的看法和顧客不同時應  

(1)堅持自己的意見  (2)與顧客溝通協調  (3)對服從  (4)不理不睬 

2.(1) 遇有訪客需引導時,接帶者與訪客行進時的位置  

(1)接帶者在前,訪客在後  (2)接帶者在後,訪客在前   

(3)兩者並行             (4)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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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電話交談,為留給對方良好印象,在說話時,應  

(1)快速講話  (2)口齒清晰  (3)提高聲調  (4)裝腔作勢 

4.(4) 美容從業是一種   

(1)人與技術  (2)人與毛髮  (3)人與美容  (4)人與人直接接觸 

5.(3) 顧客有抱怨及牢騷時,應以何種態度來處理   

(1)不須理會 (2)當作沒這回事虛偽應付一下   

(3)仔細聆聽盡力為顧客解決問題並檢討原因 

6.(4) 美睫設計是流行的帶動者,對新的資訊應要掌握,且隨時  

(1)對自己標準加以強化  (2)有錢可圖 

(3)得過且過            (4)充實或在職進修 

7.(1) 美睫設計師應具備專業理論及精湛的技能,更重要的是 

(1)職業道德  (2)顧及客人多寡  (3)價錢高  (4)看顧客收費 

8.(3) 美睫師工作姿勢正確,應 

(1)身體往前傾  (2)舒服就好  (3)腰挺直.較不易駝背 

9.(3) 美容從業人員從顧客進門到出門宜使顧客感覺 

(1)冷淡  (2)陰沉  (3)賓至如歸  (4)不受重視 

10.(4) 身為美容從業人員為顧客服務時,主要原則是 

(1)聽客人的指揮    (2)不管客人的意見   

(3)根據老闆的意見  (4)請聽意見與顧客討論 

11.(4) 客人詢問時應 

(1)沉默不答  (2)笑而不答  (3)不理不睬  (4)微笑回答 

12.(1) 美容從業人員應發揮    

(1)團隊精神  (2)自我本位  (3)各做各的  (4)隨隨便便 

13.(4) 美容院中聊天的好話題應該是   

(1)政治性的  (2)爭議性的  (3)宗教性的  (4)非爭議性的 

14.(4) 哪一種才能把一個人的個性、品性顯現出來 

(1)美髮  (2)美容  (3)美睫  (4)整體配合   

15.(1) 設計師本身儀容、態度應加以重視,更重要的是對待顧客時盡量強調對

方  (1)優點  (2)缺點  (3)流行  (4)個性 

16.(1) 美睫設計師除了應具備專業理論及精湛技能,更重要是  

(1)職業道德  (2)顧及客人多寡  (3)價格 

17.(1) 工作時從業人員的服裝    

(1)整齊的制服  (2)穿著流行的服裝  (3)奇裝異服  (4)自己喜歡的服裝 

18.(3) 美容從業人員工作時應   

(1)大聲或粗聲說話    (2)任意批評他人   

(3)面帶笑容輕聲細語  (4)同事間互相嬉鬧 

19.(1) 美容從業人員服務態度應該是   

(1)和藹可親  (2)隨隨變變  (3)馬馬虎虎  (4)嚴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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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 下列哪一項不是良好的職業修養 

(1)誠實  (2)守信  (3)熱心  (4)欺騙 

21.(1) 對待顧客態度應該   

(1)誠實有信,一視同仁   (2)視所給小費而定   

(3)隨自己情緒好壞而定  (4)是顧客而定 

22.(2) 所謂敬業精神就是  

(1)做一行怨一行  (2)求時、求進、求新的精神   

(3)打擊同行      (4)道人是非 

21.(4) 如果發現顧客皮膚呈現會癢之鱗屑紅斑時,應如何   

(1)替顧客處理          (2)讓顧客去買藥用   

(3)讓顧客去看外科醫師  (4)讓顧客去看皮膚科醫師 

22.(1) 美容院服務品質的評價主要是 

(1)顧客  (2)老闆  (3)從業員  (4)旁觀者  給予的 

23.(2) 美容從業人員不但有優良的技術,還要有   

(1)甜言蜜語  (2)敬業精神  (3)穿著華麗  (4)美好面貌 

24.(2) 電話交談為留給對方良好印象，在說話時因: 

(1)快速講話  (2)口齒清晰  (3)提高聲調   (4)裝腔作勢  

25.(1) 美容從業人員應接受定期健康檢查: 

(1)每年一次   (2)每半年一次   (3)每二年一次  (4)就業時檢查一次就夠 

26.(2) 美容從業人員，X光檢查是 

(1)半年一次   (2)一年一次   (3)二年一次   (4)三年一次 

27.(2) 美容從業人員，視力檢查是 

(1)半年一次   (2)一年一次   (3)二年一次   (4)三年一次 

28.(4) 視力經矯正後人在 

(1) 0.8  (2) 0.6  (3) 0.5  (4) 0.4 以下者 不得擔任美容師 

29.(2) 美容從業人員至少應滿: 

(1) 14歲   (2) 15歲   (3)16歲   (4) 17歲 

30.(2) 幸福快樂的人生應該是: 

(1)貧窮   (2)健康   (3)疾病   (4)愚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