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NL二級紋綉彩繪師檢定 學科題庫 

（4）1 紋綉彩繪師從業人員應該有的專業素養為？ 

       （1）審美能力（2）目測能力（3）素描能力  ( 4）以上皆是  

（1）2 皮膚最外層為？（1）表皮層 （2）乳頭層 （3）真皮層 （4）皮下經織  

（2）3 皮膚經日光照射可以合成？（1）胺基酸 （2）維生素D （3）葡萄糖 （4）脂肪  

（1）4 皮膚健康有光澤，紋理細緻的是？ 

      （1）中性皮膚（2）油性皮膚 （3）乾性皮膚合 （4）混性皮膚  

（4）5 內部含有血管、神經、汗腺、皮脂腺等構造的是？  

      （1）表皮層 （2）基底層（3）皮下組織（4）真皮層  

（3）6 蒸餾水是常壓下加溫至幾度時所蒸餾而得的水？ 

      （1）70°C（2）120°C（3）100°C （4）200°C  

（4）7 紋綉彩繪師從業人員不但有優良技術，還要有？ 

      （1）甜言蜜語（2）穿著華麗（3）長的漂亮 （4）敬業精神  

（2）8 紋綉彩繪設計師除了應具備專業理論及精湛的技能外必須？ 

      （1）看人收費（2）職業道德 （3）拉高價格（4）依顧客人多寡  

（2）9  皮膚新陳代謝的週期約？（1）15 天 （2）28 天（3）35 天 （4）120 天  

（1）10 黑斑聚集在一起造成？（1）黑色素（2）胡蘿蔔素 （3）角質素 （4）血紅素  

（2）11 保護消費者權益，負責化粧品查驗工作的政府機構是？ 

       （1）環保署（2）衛生署 （3）消費者文教基金會（4）公平交易委員會  

（2）12 要保持皮膚清潔，洗澡、洗臉時應使用？（1）冷水 （2）溫水 （3）熱水（4）白開水  

（3）13 紋綉彩繪深度最好的位置應位於皮膚的哪一層？ 

       （1）皮下組織（2）表皮層（3）真皮層 （4）皆可  

（4）14 皮膚吸收養分最佳時刻為？（1）春季（2）冬季（3）白天（4）晚上  

（1）15 紅色的互補色為？（1）綠色（2）藍色（3）紫色（4）黑色  

（4）16 藍色的互補色為？（1）青色（2）綠色（3）紅色（4）橙色  

（1）17 紋綉彩繪師從業人員應該發揮？ 

       （1）團隊精神（2）自我本位（3）各作各的（4）主觀態度  

（2）18 紋綉彩繪師從業人員應該努力的目標，不包括？ 

       （1）優雅的談吐（2）詢問顧客隱私（3 )進修專業知識和技術（4）關心社會及流行趨勢  

（3）19 紋綉彩繪師從業人員為保持良好的職業道德，宜避免何種行為？ 

       （1）誠實、公平（2）負責盡職（3）工作敷衍（4）言而有信  

（1）20 無菌敷料的大小為？ 

       （1）超過傷口四周2.5 公分（2）與傷口一樣大（3）小於傷口 （4）大小均可  

（1）21 化學藥劑灼傷眼睛在沖洗時應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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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電話交談，為留給對方良好的印象，在說話時，應？ 

       （1）口齒清晰（2）快速講話 （3）提高聲調 （4）裝腔作勢  

（4）23 紋綉彩繪師從業人員應持有的個性是？（1）孤僻（2）自大（3）友愛（4）樂觀進取  

（3）24 下例那項不屬於含藥化粧品？（1）染髮劑（2）青春痘乳膏（3）清潔乳（4）漂白霜  

（4）25 化粧品中產生主要作用的成份是? （1）基劑（2）保溼劑（3）乳化劑（4）活性成份  

（1）26 純色是指色彩裡的成分沒有？（1）白或黑色（2）紅色（3）綠色（4）藍色  

 



 

（1）27 設計「類似色相調和」，如何選用著色？ 

       （1）紅橙、橙、黃橙（2）紅、黃、綠 （3）紅、綠、藍（4）黃、藍、綠 

（3）28 紋綉彩繪師從業人員在刊登廣時下例何者為正確？ 

       （1）利用假見證宣傳（2）誇大療效 （3）真實敘述與表現產品品質（4）明星代言  

（2）29 不易上色的皮膚有？（1）鬆弛（2）油性肌膚（3）敏感肌膚（4）以上皆是  

（4）30 含對苯二酚(Hydroquinone)成分之產品係以下列何種管理？ 

       （1）一般化粧品（2）含藥化粧品（3）.醫療器材（4）藥品  

（3）31 經公告免予申請備查之一般化粧品，其包裝可以無須標示？ 

       （1）廠名（2）廠址 （3）備查字號（4）成分  

（3）32 左手中食指控制穩定皮膚？ 

      （1 )控制客人不要晃動（2）感覺客人是否睡著（3）感覺針震動的力度（4）感覺入針深度  

（1）33 未經領有工廠登記證而製造化粧品者，可處？ 

      （1）一（2）二 （3）三（4）四年以下有期徒刑  

（1）34 紋綉彩繪最好紋到皮膚？（1）真皮乳頭層 （2）表皮層 （3）有棘層 （4）無所謂 

（1）35 紋綉彩繪術前流程和者不正確？ 

       （1）隨興即可（2）圖形轉印（3）清潔&消毒 （4）術前拍照 

（3）36 下列術後注意事項，何者為非（1）盡量不沾水，保持創面乾燥（2）少吃辛辣刺激食物 

       （3）脫痂時用手撕掉即可（4）修補操作最少為30天後  

（1）37 皮膚水分揮發損失量 ( T r a n s - e p i d e r mal water loss, TEWL)與下列何者無關？ 

       （1）皮膚的厚度（2）皮膚的油脂分泌（3）溫 度 （4）季 節  

（2）38 皮膚主要的化學屏障為？ 

       （1）有棘層和黑色素（2）角質層的游離脂肪（3）基底層和汗液（4）顆粒層和皮脂膜  

（4）39 皮膚最薄的部位是？（1）額頭 （2）手掌 （3）腳底 （4）眼瞼  

（2）40 表皮可分為五層，由外至內依次下例何著正確？（1）角質層、顆粒層、有棘層、透明 

        層、基底層（2）角質層、透明層、顆粒層、有棘層、基底層（3）角質層、透明層、 

        有棘層、顆粒層、基底層（4）角質層、顆粒層、透明層、有棘層、基底層  

（3）41 表皮內新陳代謝最旺盛的細胞是？ 

       （1）黑色素細胞 （2）有棘層細胞 （3）基底層細胞 （4）脂肪細胞  

（4）42 紋綉彩繪術後下列敘述何者正確？（1）結痂不可用手撕除（2）盡量避免觸碰操作部位， 

        免感染（3）視狀況持續使用白凡士林（4）以上皆是  

（1）43 雙手最容易帶有菌，紋綉從業人員應當經常洗手，尤其是？（1）工作前後，如廁後 

       （2）工作前，如廁後（3）工作前，如廁前（4）工作後，如廁後  

（1）44 感覺功能的神經末梢和特殊感受器廣泛分佈於？  

       （1）皮膚 （2）血液 （3）真皮層 （4）皮脂線  

（1）45 手指與皮膚適用下列那種消毒法？ 

       （1）酒精消毒法（2）紫外線消毒法（3）複方煤餾油酚溶液消毒法（4）氯液消毒法  

（1）46 紋綉彩繪術後修護何者錯誤？ 

       （1）忌食：甜食（2）忌食：辛辣食物（3）忌食：海鮮食物（4）忌食：刺激食物  

（1）47 紅色的對比色是？（1）綠色 （2）黃色（3）藍色 （4）紫色  

（1）48 紋綉彩繪設計時,光源最好採？（1）正面光（2）背面光（3）右側光（4）左側光  

（4）49 紋綉彩繪前置工作下例為者正確？ 

       （1）客戶諮詢（2）消毒工具（3）圖形設計定位（4）以上皆是  

（2）50 色相環中, 深藍色是屬於？（1）暖色（2）寒色（3）中間色（4）無彩色  



 

（2）51 無色彩除了白與黑之外， 還包括了(1) 綠(2) 灰(3) 黃(4) 紅。 

（1）52 色彩的三原色， 是指(1) 紅、黃、藍(2) 紅、綠、藍(3) 紅、黃、綠(4) 橙、 綠、紫 

（4）53 那些人不適合紋綉彩繪？(1)長期服用抗凝血藥物者，經常有外傷傷口癒合慢者 (2)操 

        作區塊有血管瘤、毛囊炎等 (3)女性生理期 (4)以上皆是 

（3）54 下列何者不具補色對比關係？ （1）橙-藍 （2）紅-綠 （3）紫-綠 （4）黃-紫。 

（3）55 小腿紋綉彩繪正確的轉印操作方式為  

       （1）躺著轉印（2）抬腳轉印（3）站著轉印（4）隨便都可以 

（4）56 紋綉彩繪時，消毒顧客皮膚所使用的工具為?  

       （1）50%酒精（2）生理食鹽水（3）純水 （4）藍藻 

（1）57 下列那一層與皮膚表面柔軟，光滑有關？ 

       （1）角質層（2）透明層（3）顆粒層（4）基底層。 

（3）58 皮膚受冷變白是因為？（1）血液循環（2）擴張循環（3）血管收縮（4）排汗作用 

（1）59 表皮的厚度約有？（1） 0.07~0.2mm（2） 0.07~0.1mm（3）0.07~1 mm（4）0.05~0.2mm 

（3）60 下列何項不是皮膚的功能？（1）分泌（2）知覺（3）造血（4）呼吸。 

（4）61 對自己的工作態度應該（1）斤斤計較（2）同工同酬（3）論件計酬（4）全力以赴。 

（4）62 對顧客的服務態度如何，會使顧客裏足不前？ 

       （1）草率（2）漫不經心（3）馬馬虎虎（4）以上皆是 。 

（3）63 在一純色中加入白色會使得此色彩產生下列何種變化？（1）明度降低、彩度提高（2） 

        明度提高、彩度提高（3）明度提高、彩度降低（4）明度降低、彩度降低 

（2）64 顧客資料應（1）隨意處理（2）妥善保管（3）賣給別人（4）以上皆是。 

（4）65 顧客消費金額的高低，都應（1）給臉色看（2）只服務高消費客戶 

       （3）不理低消費的人（4）一律給予相同的尊重與服務 。 

（1）66 癢覺的皮膚接受器是： （1）神經末端（2）毛囊（3）皮脂腺（4）小汗腺。 

（4）67 可以操作紋綉彩繪的部位為? （1）手臂（2）肩胛骨（3）大腿（4）以上皆可 。 

（1）68 紅色加下列那一種顏色會變成暗濁色？（1）綠色（2）黃色（3）橙色（4）白色。 

（3）69 較適用於手指、皮膚的消毒法，下列何者正確？ 

       （1）氯液消毒法（2）煤餾油酚肥皂溶液消毒法（3）酒精消毒法（4）紫外線消毒法 

（1）70一般而言哪個部位的紋綉彩繪最容易褪色（1）手指（2）胸口（3）手臂（4）腰部 。 

（4）71 紋綉彩繪前應避免（1）喝酒（2）熬夜（3）空腹（4）以上皆是。 

（4）72 紋綉彩繪後應避免（1）泡溫泉（2）游泳（3）曝曬於豔陽下（4）以上皆是。 

（2）73 表皮層中其細胞會不斷剝落、遞補的是 

       （1）透明層（2）角質層（3）顆粒層（4）有棘層。 

（4）74 血管、淋巴管分佈於：（1）角質層（2）表皮層（3）基底層（4）真皮層。 

（4）75 哪一種洗手的方式清潔效果最好？ 

       （1）用乾布擦拭（2）用水盆洗手（3）基用清水沖洗（4）用清潔劑或肥皂後沖洗 

（4）76 對顧客的抱怨，要 

       （1）不理會（2）不干預（3）待會再說（4）迅速採取適當應對作法，不可推卸 。 

（3）77 下列何者不是色彩屬性（1）色相（2）明度（3）光澤（4）彩度。 

（3）78 下列色彩何種顏色明度最高（1）紅色（2）橙色（3）黃色（4）藍色 

（4）79 接到客戶電話要清楚的紀錄 

       （1）客戶資料（2）服務項目（3）相關事項（4）以上皆是 。 

（4）80 紋繡彩繪暈色的主要原因有？ 

       （1）刺入皮膚過深（2）重複次數過多（3）針片角度未垂直（4）以上皆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