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手足保養試題 

( D )1.保養指甲的工具需要多久消毒一次?(A)每天消毒一次(B)每週消毒一次(C)每半個月消毒一次(D)  

每次使用後消毒 

( B )2.操作工具掉落地面時應(A)馬上撿起來繼續操作避免影響進度(B)撿起來消毒後再使用(C)若客人  

沒有注意到，撿起來就可以繼續操作(D)立即丟棄換新的 

( B )3.人體的皮膚適用哪種消毒法?(A)紫外線消毒法(B)酒精消毒法(C)氯液消毒法(D)蒸氣消毒法 

( A )4.關於消毒觀念何者正確?(A)酒精做為消毒劑所需濃度為 75﹪(B)盥洗設備適用煮沸消毒法(C) 

煮沸消毒法是於沸騰的開水中煮至少 3 分鐘即可達到殺菌的目的(D)毛巾可以放入紫外線殺菌箱 

( D )5.造成灰指甲的原因是?(A)不當修剪(B)真菌感染(C)免疫系統問題(D)以上皆是 

( B)6.甲床因碰撞損傷導致甲面下方產生血塊，此種情況我們稱之(A)發炎(B)瘀傷甲(C)灰指甲(D)變 

色甲 

( A )7.指甲的組成和皮膚毛髮相同的主要成分是?(A)角質蛋白(B)鈣(C)脂肪(D)纖維素 

( B )8.人體皮膚的新陳代謝週期約?(A)15 天(B)28 天(C)60 天(D)180 天 

( D )9.影響指甲生長具有細胞分裂能力的是?(A)甲床(B)甲板(C)甲半月(D)甲母細胞 

( D )10.對於角質層的敘述何者為是?(A)角質層含水量在 15~30%最為理想(B)角質層細胞對弱酸、弱鹼

具有抵抗力(C)角質層的厚度依身體不同部位有所差異(D)以上皆是 

( B )11.美甲從業人員忌諱的行為是?(A)適度的讚美客戶(B)批評他人的手藝(C)傾聽顧客的傾訴(D)積 

極進取、負責盡職 

( C )12.以下哪一項不影響指甲健康?(A)懷孕(B)飲食(C)胖瘦(D)啃咬 

( C )13 對於敏感肌膚的處理方式何者為非?(A)先與顧客諮詢溝通後、再做簡單的皮膚測試 (B)敏感性   

肌膚、需輕柔、避免用力磨擦肌膚 (C)顧客發生過敏現象、直接用熱毛巾擦掉保養品 (D)所有產 

品都有可能對某些人產生過敏反應、而不是只有劣質品才會產生過敏 

( C )14.以下哪種情況易使美甲產品變質受損?(A)密封(B)經常使用(C)溫度過高(D)室溫保持 25 度 

( B )15.調製消毒液應使用(A)食鹽水(B)蒸餾水(C)自來水(D)礦泉水 

( D )16.物理消毒法包括?(A)紫外線(B)煮沸(C)蒸氣(D)以上皆是  



( C )17.下列手部按摩的目的何者錯誤?(A)促進手部血液循環(B)增加手部的美觀(C)減緩指甲的生長 

(D)舒緩放鬆肌肉 

( A )18.營業場所預防意外災害，最重要的是?(A)建立正確的安全觀念、養成良好的習慣(B)學會急救 

技術(C)維持患者生命(D)減少用電量 

( C )19.若要使客人有安全感，展示哪方面最佳?(A)手足保養之盆具(B)指甲疾病的治療(C)落實消毒流   

程及環境整潔 (D)營業登記證 

( C )20.美甲從業人員為保持良好的職業道德，應該避免何種行為？(A)誠實並公平對待(B)對自己的 

工作盡責(C)敷衍他人(D)言而有信 

( D )21.當客人進門時，美甲師應有的態度是？(A)問好後繼續喝咖啡看報紙(B)打招呼並開始介紹產 

品(C)馬上請另一位美甲師接待(D)親切招呼，詢問需求  

( D )22.如果客人預約遲到，美甲師應有得態度是？(A)電話聯繫客人(B)客人來時如果正在忙，馬上 

安排另一位美甲師幫忙(C)另行安排預約(D)以上皆是 

( C )23.消毒後的美工具應該放置在？(A)隨意的放在美甲桌上(B)放在通風無蓋的容器裡(C)乾式的消 

毒器內(D)與美甲材料一起放在抽屜裡 

( C )24.細菌可以經由下列何種方式進入人體內？(A)油性肌膚(B)乾性肌膚(C)有傷口的皮膚(D)濕潤的 

膚  

( D )25.美甲產品中的化學物質會通過哪種途徑進入人體？(A)攝取(B)皮膚接觸(C)呼吸(D)以上皆是 

( C )26.施做凝膠指甲時我們可以從下列何種途徑觀察真甲的健康狀況？(A)皮膚的顏色(B)指甲的長 

短(C)指甲的顏色(D)手指的粗細 

( B )27 皮膚表皮層的厚度約為？(A0.01mm~0.03mm) (B)0.03mm~1.0mm (C)0.3mm~3mm 

(D)3mm 以上 

( C )28 形成黑色素的細胞為何？(A)蘭格罕細胞(B)表皮細胞(C)黑色素細胞(D)以上皆非 

( D )29.能使凝膠產生聚合反應的條件為何？(A)光源(B)光引發劑(C)單體和低聚合物(D)以上皆是 

( B )30.人工指甲的修補多久進行一次最佳？(A)一週(B)2~3 週(C)一個月 (D)2~3 個月 

( A )31.預防疾病傳播感染得一個重要途徑是？(A)常洗手(B)用濕紙巾擦手(C)用漂白水洗手(D) 

不洗手 



( B )32.人工指甲無法修飾或改善何種指甲？(A)嵌甲(B)甲溝炎(C)咬甲(D)扇形甲 

( B )33.製作凝膠指甲再照 UV 燈時為什麼會產生刺痛？(A)皮膚太乾燥(B)凝膠一次放太多(C)UV 燈瓦 

數不夠(D)甘皮剪得太乾淨 

( C )34.塗擦凝膠時加強在指甲游離緣，除了美觀之外還有何原因？(A)讓指甲不易斷裂(B)讓客人覺 

得我們很細心(C)防止前端因摩擦而易脫落(D)沒有其他原因 

( D )35.與客人溝通目的在於？(A)打發時間(B)挖人隱私(C)廣交朋友(D)了解需求並建立良好的人際關 

係 

( A )36.美甲師如何預防病毒的傳染？(A)採取適當的消毒法(B)所有工具都要用紫外線消毒(C)用殺蟲 

劑來消毒(D)使用工具消毒水來清潔客人甲面 

( C )37.漂白水又稱？(A)酒精(B)乙醇(C)氯液(D)肥皂液 

( D )38.剛卸除人工指甲感覺真假變薄可能原因，為何？(A)卸甲不當(B)過度塗擦含酸固定劑(C) 

真甲修磨過度(D)以上皆是 

(C)39.修磨真指甲形狀與長度時，磨板刻度多少最適當？(A)100(B)150(C)240(D)400 

( C )40.罐裝色膠需要取用時，我們可以使用？(A)棉花棒(B)手指頭(C)塑膠或金屬挖勺(D)磨板 

( C )41.專業的美甲師與一般的美甲師區別在於？(A)擁有漂亮的外表(B)使用知名的產品(C)隨時進修 

提升技能、考取專業證照(D)參加比賽 

( D )42.人體最大的器官是？(A)肺臟(B)腸胃(C)心臟(D)皮膚 

( A )43 會造成病變指甲原因，下列何者的說法錯誤？(A)經常做指甲(B)使用劣質的凝膠(C)指甲撞擊 

受傷(D)消毒工作未做好 

( B )44.凝膠上色照燈後產生皺的原因為何？(A)沒原因屬正常現象(B)因為量太多而導致未乾(C)塗佈 

不均勻(D)前置沒做好 

( C )45.我們應把美甲產品存放在？(A)陽光照射的地方(B)光照充足的展示櫃(C)陰涼乾燥 

避光處(D)潮濕的地方 

( A )46.下列何者敘述是正確的？(A)製作水晶指甲時，應該保持室內的空氣流通(B)可以在密閉的地 

下室施作美甲比較隱密(C)只要有味道的凝膠都是劣質品(D)使用過的美甲工具可以不經過消 

毒即可讓下一位客人使用 

( C )47.關於凝膠下列何者敘述是錯誤的？(A)也可稱為樹脂指甲(B)使用 UV/LED 光照，讓凝膠硬化定 

型(C)凝膠指甲需要溶劑做化學反應(D)可用卸甲液卸甲的凝膠我們稱為可卸式凝膠 



( B )48.下列何者是凝膠指甲操作的正確說法？(A)製作前一定要先用水浸泡過(B)上凝膠前須先處理 

甘皮並做好甲面乾燥(C)一次放多一點凝膠可以有效地縮短製作時間(D)上凝膠前甲面必須是 

光滑的 

( D )49.製作漸層凝膠時我們可以使用何者作為輔助？(A)漸層筆刷(B)海綿(C)底膠(D)以上皆可 

( B )50.下列何者敘述錯誤？(A)無法透過混和其他色彩而得到的純色為三原色(B)綠色是三原色之一 

(C)等比例混和兩種三原色得到的顏色稱為次色(D)紅色不屬於次色 

(C)  51. 每個人指甲生長速度不同，其中也會受到季節不同影響生長速度，下列何者敘述錯誤。 

(A)夏天指甲會長的比冬天快 (B) 年輕人指甲生長比老年人快 (C)常使用指尖工作者，指甲生長

較緩慢  (D)腳趾甲生指速度比手指甲慢 

(B)  52. 下列何者是皮膚角質層硬化的產物，負責保護指頭末端。 

(A)甲床 (B)指甲 (C)甲溝 (D)甲下皮 

(A)  53. 下列何者有調節體溫與末梢血液供給的作用。 

(A)甲床 (B)甲下皮 (C)指緣 (D)甲半月 

(B)  54.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指甲瘀青代表身體不好 (B)甲半月的大小與身體健康沒有直接的影響關係   

(C)指甲變形通常都是先天因素 (D)甲下皮沒有任何功能，不需要留著 

(D)  55. 有的人小趾指甲會分裂成兩片，稱作？  

(A)灰指甲 (B)咬甲 (C)甲溝炎 (D)跰甲 

(C)   56. 長期穿著不合腳的鞋子，可能造成什麼狀況，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指甲瘀青 (B)指甲擠壓變形 (C)香港腳 (D)嵌甲 

(D)   57. 腳趾甲變色或變厚，可能是什麼現象，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 真菌感染的徵兆 (B)灰指甲 (C)擠壓變形 (D) 嵌甲 

(A)  58. 修剪腳趾甲，以什麼型狀為佳，以防腳趾甲向內生長。 

(A)方圓型 (B)尖型 (C)橢圓型 (D)方型 

(C)  59. 長期穿著高跟鞋，足底容易磨出硬繭，一定要定期磨除，以免造成什麼狀況。 

(A)灰指甲 B2)甲溝炎 (C)雞眼 (D)嵌甲 



(D)  60. 什麼樣的狀況容易產生雞眼，下列何者敘述正確。 

(A)指甲長期修剪不當 (B)長期咬甲的人 (C)經常戶外運動者(D)腳部某些特定小面積形成壓力點

並長期摩擦 

(D)  61. 嵌甲俗稱凍甲，可能因為修剪不當，導致指甲生長方向不對，嵌進肉裡，容易造成指甲周

圍皮膚出現什麼狀況。 

(A)發炎紅腫 (B)流膿 (C)疼痛 (D)以上皆是 

(C)  62. 灰指甲是一種指甲的黴菌感染，下列何者非正確的情形。 

(A)指甲變灰 (B)指甲變黃 (C)指甲變薄 (D)指甲變厚 

(A)  63. 皮膚受到長期的壓迫或摩擦，表皮角質過度增厚，如中間帶有透明角錐核心，出現黃白色

隆起的角質物，稱為。 

(A) 雞眼 (B)嵌甲 (C)甲溝炎 (D)灰指甲 

(B) 64. 下列何者是屬於濾過性病毒感染，會越長越大，越長越多，建議要積極治療。 

(A)嵌甲 (B)病毒疣 (C)灰指甲 (D)香港腳 

(B) 65.足部的汗腺比身體其他部位多很多，一整天穿著包鞋，當鞋內的細菌跟汗液混合在一起，就

會產生什麼狀況。 

(A)嵌甲 (B)腳臭 (C)甲溝炎 (D)以上皆非 

(D)  66. 足部皮膚受到黴菌感染，醫學上稱為足癬，也就是俗稱的什麼。 

(A)灰指甲 (B)濕疹 (C)靜脈曲張 (D)香港腳 

(C) 67. 黴菌喜好在溫暖潮濕的環境中生長，因此下列何者錯誤。 

(A)鞋子要經常替換 (B)保持足部乾燥清潔 (C)預防足底太乾燥，盡量每天穿同一雙鞋  

(D)襪子選擇吸汗功能佳的 

(A)  68. 長期站立，容易使得雙腿下肢靜脈血向心回流不順暢，淤積在下肢靜脈血管，在重力壓迫

下，會形成什麼。 

(A) 靜脈曲張 (B)動脈曲張 (C)甲溝炎 (D)手腳冰冷 

(D)  69. 預防小腿靜脈屈張，下列何者敘述錯誤。 

(A)可以常用熱水泡腳 (B)常做小腿舒緩按摩 (C)避免長時間站立 (D)長期站立增加血液循環 

(B)  70.下列何者代表皮膚發炎，通常會出現紅、腫、熱、癢的情形。 

(A)灰指甲 (B)濕疹 (C)手汗症 (D)毛囊角化症 

(B) 71. 皮膚組織分成三大部分，下列何者為非。 

(A)皮下組織 (B)透明層 (C)真皮層 (D)表皮層 



(A)  72. 引起灰指甲有三種黴菌，下列何者為非。 

(A)皮屑芽孢菌 (B)皮癬菌 (C)念珠菌 (D)產色黴菌 

(A)  73. 皮膚去角質後，補充油脂與水份也很重要，所以去角質後，一定要擦什麼。 

(A)乳液 (B)指緣油 (C)護甲油 (D)亮光油 

(A)  74. 去角質是皮膚保養重要的一環，下列何者至正確。 

(A) 一週不要超過兩次 (B)可使用杏核顆粒去角質，效果較好 (C)使用塑膠顆粒去角質，比較溫

和 (D)去完角質皮膚就很滋潤，不需要再上保養品 

(D)  75.皮膚出現一顆顆的凸起物，主要是因為角質不正常增生，造成毛孔堵塞導致，稱為什麼。 

(A)雞眼 (B)肉刺 (C)濕疹 (D) 毛囊角化症 

(C)  76.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年紀大，代謝速度也會越來越慢 (B)肌膚的表皮細胞是以大約 28 天為一個周期進行代謝 

(C)代謝速度會依年齡越來越快 (D)一周可進行 1~2 次皮膚去角質 

(D)  77. 指緣邊乾燥時，容易會產生什麼狀況。 

(A)指緣乾裂 (B)脫皮 (C)肉刺 (D)以上皆是 

(B)  78. 關於去角質的作用，下列何者為非。 

(A) 可以代謝老廢角質 (B)每天都要去角質才能達到最好效果 (C) 提升皮膚對保養品的吸收  

(D)皮膚肌齡年輕化 

(C) 79. 下列哪種去角質容易對皮膚造成隱性傷口，造成皮膚受損。 

(A)塑膠顆粒 (B)天然蔗糖 (C)杏核顆粒 (D)以上皆是 

(A)  80. 關於足底硬皮處理，下列何者錯誤。 

(A)足底乾燥時磨除效果最好 (B)磨除足底硬皮前，要先讓足底皮膚泡水軟化  

(C) 可搭配上足底軟化的產品，幫助磨除硬皮 (D)順著足底皮膚紋路磨除 

(D)  81. 關於足底局部硬繭的產生，下列何者敘述錯誤。 

(A) 大多是長期摩擦而生成 (B)長期乾燥沒有處理 (C)穿鞋與走路方式造成 (D)天天泡腳造成 

(C) 82. 關於一個好的手足保養師，下列何者敘述錯誤。 

(A)主動關心客人的指甲皮膚狀況 (B)幫客人做好手足保養服務 (C)客人進門讓他自行就坐  

(D)親切對待客人 



(D)  83. 客人進門時，要有基本的禮貌，下列何者不應發生。 

(A)看到客人應主動打招呼 (B)親切接待客人 (C)迅速幫客人帶位倒茶水  

(D)不是自己的客人不用理會 

(B) 84. 下列何者為非。 

(A)指緣油與護手霜的使用順序應為指緣油再護手霜 (B)先上乳液再去角質，效果較佳  

(C)足部保養應先請客人足浴 (D)手足部保養包含指甲與皮膚的保養 

(A)  85. 下列敘述何者是正確的。 

(A)幫客人修剪甘皮時，不應過度修剪，以免受傷流血或不正常增生  

(B)修剪客人硬皮時，不需要泡水軟化 (C)指緣軟化產品會讓指甲容易斷裂 (D)以上皆非 

(B)  86. 關於工具使用，下列何者為非。 

(A)幫客人服務的手足保養工具應每次使用完，進行消毒 (B)做完客人，工具不一定要每次消毒  

(C)紫外線消毒是工具消毒方式之一 (D)工具不得未消毒前重複使用 

(D)  87. 泡腳盆使用完畢，下列敘述何者為正確。 

(A) 應清洗乾淨後再進行消毒(B)可使用消毒液及熱水浸泡 15 分鐘，再沖洗乾淨 

(C)每一個客人使用完都應進行清潔與消毒 (D)以上皆是 

(C) 88. 足磨棒使用完畢，下列敘述何者為正確。 

(A)忙碌時，可隔天再清洗 (B)使用清水沖洗即可達到清洗與消毒效果 (C)應刷洗乾淨後晾乾進

行消毒 (D)使用完畢可直接放入紫外線消毒箱進行消毒 

(D)  89. 一個健康的指甲應具備什麼條件。 

(A)紅潤色澤 (B)充足水份 (C)無凹凸且平滑的甲面 (D)以上皆是 

(C)  90. 關於甲下皮，下列敘述何者為非。 

(A)具有保護甲床的作用 (B)可以阻擋異物入侵，防止細菌感染(C)提供血液輸送 (D)以上皆是 

(D)  91. 指甲乾燥容易斷裂，可能是什麼原因。 

(A)常碰清潔劑 (B)缺乏鈣 (C)缺乏維生素 A (D)以上皆是 

(B)  92. 去角質顆粒不易被溶解時，容易在去角質時，造成皮膚出現隱性傷口或是皮膚二次傷害。 

下列何者，因為容易造成隱性傷口，所以不適合用來做去角質。 

(A)圓珠顆粒 (B)杏核顆粒 (C)天然蔗糖 (D)凝膠去角質 



(A)  93. 健康的皮膚表面會保持弱酸性,皮膚表面碰到弱酸性物質，毛孔就會緊閉， 

反之，碰到鹼性物質，毛孔就會打開。弱酸性是指什麼範圍。 

(A) ph4.5~5.5 (B) ph1.5~2.5 (C) ph7.5~8.5 (D) ph9.5~10.5 

(C) 94. 下列敘述何者為非。 

(A)蔗糖是一種天然果酸，可以溫和去除老廢角質 (B)蔗糖常被用來做成去角質產品 

(C)塑膠顆粒去角質可以被環境分解 (D)杏核顆粒去角質容易對皮膚造成隱性傷口 

(B) 95. 表皮層是皮膚最外層，由外而內依序是。 

(A)透明層→顆粒層→角質層→有棘層→基底層(B)角質層→透明層→顆粒層→有棘層→基底層  

(C) 基底層→透明層→角質層→有棘層→顆粒層(D) 基底層→有棘層→顆粒層→透明層→角質層 

(D)  96.角質層位於表皮層最外層，下列何者敘述正確。 

(A)不能過度去除 (B)角質層細胞是死細胞 (C)有保護皮膚的作用 (D)以上皆是 

(C) 97. 皮膚表皮層中有什麼可以幫助感受外界環境的變化。 

(A)血管 (B)靜脈 (C)末梢神經 (D)動脈 

(C) 98. 皮膚角質層厚度會依身體部位不同而有所差異，其中以哪個部位為最厚。 

(A)手背 (B)手臂 (C)手掌與腳底 (D)腳背 

(A)  99. 表皮層中沒有血管，是靠什麼的流通來代謝廢物以及供應養分。 

(A)淋巴液 (B)血液 (C)毛細孔 (D)細胞 

(D)  100. 關於皮膚下列何者敘述正確。 

(A) 表皮層位於皮膚最外層 (B)基底層位於皮膚最內層  

(C)表皮層具有保護的機能，可防止紫外線、異物、病毒、有害化學物質等進侵入表皮(D)以上皆

是 

(C )101.健康成人足部趾甲每月平均生長速度是多少? 

(A)0.1mm (B)0.1cm (C)1.5mm (D)0.05mm 

(C) 102.什麼情況下，指甲的生長速度會變快? 

(A)老化 (B)冬天 (C)幼兒孩童 (D)乾燥指甲 

(D) 103.指甲與周邊皮膚乾燥時會出現什麼反應? 

(A)縱向紋路 (B)指緣皮膚龜裂 (C)指甲分層 (D)以上皆是 

(A) 104.下列哪一項不屬於皮膚的附屬器官? 



(A)骨頭 (B)毛髮 (C)指甲 (D)汗腺 

(B) 105.足部趾甲生長速度最快的是哪一足趾? 

(A)足小趾 (B)足大趾 (C)足中趾 (D)一樣快 

(D) 106.足部趾甲修剪成什麼形狀容易發生崁甲問題? 

A) 尖型 (B)圓型 (C)橢圓型 (D)以上皆是  

(B) 107.指甲是由皮膚表皮中角質層分化出來的雲母片重疊堆積，由 3 層硬角質角質蛋白形成，下列

哪一層為最厚一層的硬角質? 

(A)背甲面 (B)中甲面 (C)腹甲面 (D)指尖 

(D) 108.長期穿不適合自己的鞋子形狀時容易造成什麼情形發生? 

(A)足底增厚 (B)雞眼 (C)骨頭變形 (D)以上皆是 

(B) 109.手掌與足底是皮膚表皮層最厚的一層，幾乎不被稱作細胞是因為有哪一層保護? 

(A)基底層(B)透明層(C)顆粒層(D)基底層 

(C) 110.儲存於表皮內的樹指狀細胞，掌管皮膚免疫，當感應到皮膚受到外部細菌入侵時，就會將訊

息傳送到腦部的是甚麼細胞? 

(A)黑色素細胞(B)角質化細胞(C)蘭格罕氏細胞(D)纖維母細胞  

(B) 111.貧血時指甲會出現什麼顏色反應? 

(A)白濁 (B)青白色 (C)黃白色 (D)青紫色 

(C) 112.綠膿菌感染時指甲會呈現綠色，下列何種情況會造成綠膿菌感染發生? 

(A)修剪過度 (B)穿鞋壓迫 (C)人工指甲出現縫隙分層 (D)過度使用指甲 

(D) 113.下列哪一項不屬於遺傳型指甲問題? 

(A)湯匙狀指甲 (B)鷹爪(C)球拍型指甲(D)彎鉤指 

(D) 114.關於灰指甲症狀何者不是? 

(A)混濁增厚 (B)指甲表面凹凸不平 (C)變色甲床分離 (D)不具傳染特性 

(A) 115.下列哪一種問題指甲美甲師可以為顧客進行服務? 

(A)指甲白斑(B)指甲撥離(C)綠膿菌感染(D)巨甲症 

美甲師專業形象 



(A) 116.如果發現顧客的指甲有感染性疾病時我們應該? 

(A)建議顧客接受專業醫生的診療 (B)不管他，服務至上  (C)為顧客擦藥治療後再進行服務 (D)

推薦顧客產品回家擦好再來 

(D) 117.專業美甲師應具備什麼要素? 

(A)頭髮是否紮好，不影響服務進行 (B)穿著乾淨的工作服或圍裙 (C)服務中配戴口罩 (D)以上皆

是 

(C) 118.值得信賴的美甲師需要準備哪些，下列何者為正確要素? 

(A)配戴華麗飾品，吸引顧客目光 (B)噴強烈的香水，讓顧客記得 (C)簡單乾淨的穿著 (D)畫濃妝

給顧客加深印象 

(D) 119.顧客進門服務時，專業美甲師應為顧客作哪些準備? 

(A)器具是否消毒完畢 (B)當日預約電話提醒 (C)自身形象是否整齊怡人 (D)以上皆是 

(C) 120.下列何者不是美甲諮詢服務的流程? 

(A)了解顧客工作與生活習慣 (B)紀錄每次服務內容 (C)推銷好用產品(D)服務後告知注意事項 

衛生消毒與安全 

(A) 121.能有效殺死病毒微生物的為哪一項產品? 

(A)二氧化氯(B)酒精(C)兩性介面活性劑(D)陽性肥皂 

(C) 122.漂白水微鹼性物質，對皮膚腐蝕性強，使用時應須注意下列何者為非? 

(A)配戴手套後稀釋使用  (B)應存放在陰涼通風的地方 (C)不用稀釋，直接使用以免影響濃度 

(D)切勿與酸性溶液混用 

(A) 123.影響化學藥品殺菌力因素是先將消毒器具的表面清潔乾淨，表面不乾淨會影響消毒劑與病原

體的接觸，下列何者為是? 

(A)酒精在 80%以上之濃度時，殺菌力反而驟降 (B)使用陽離子介面活性劑與肥皂一起使用時效果

更好(C)將金屬器具使用氯液消毒法消毒 10 分鐘以上 (D)稀釋後的漂白水可存放 1 個月 

(B) 124.酒精消毒方法浸 泡於 70%~80%酒精消毒液中，有效的消毒方方式下列何者為非? 

(A)10 分鐘以上 (B)沾到血的毛巾可以用酒精消毒 (C)擦拭皮膚數次其蛋白質會凝固，使病原體死

亡(D)沾到血的金屬器具需要完全浸泡 

(C) 125.紫外線消毒法紫外線穿透力極低的特性，凡欲消毒之器具應為何? 

(A)照射 20 分鐘 (B)刀剪類使用後可直接放入消毒 (C) 照射強度需每平方公分 85 微瓦特 (D)可重

疊擺放並暫存 



(B) 126.使用氯液消毒法時不可將何種器具放入消毒? 

(A)塑膠刷子(B)甘皮剪(C)毛巾(D)玻璃缽 

(C) 127.顧客使用後的器具毛巾，應當? 

(A)噴撒完酒精後可以繼續使用(B)每天更換(C)每位使用後更換(D)每小時更換 

(A) 128.在 17 世紀，牛頓使用三稜鏡將太陽光線進行分光實驗，通過三稜鏡的太陽光變化成為稱作? 

(A)光譜(B)色譜(C)三原色(D)色帶 

(D) 129.膚色黑裡帶黃的顧客，可建議挑選哪一類型的顏色? 

(A)玫瑰色系(B)淺橘色(C)深紅色(D)金色 

(D) 130.黃綠色ˋ綠色ˋ紫色，給人又寒又暖的不確定感顏色是屬於? 

(A)暖色系(B)冷色系(C)暗色系(D)中性色系 

(A) 131.無色彩的配色是指? 

(A)黑白灰(B)紅黃藍(C)透明(D)橘綠紫 

(D) 132.下列何著不屬於對比色配色? 

(A)紅配綠(B)黃配紫(C)藍配橘(D)黑配白 

(B) 133.選擇電子儀器服務顧客時，應選擇正確的電壓與伏特，下列哪一項介紹正確? 

(A)磨甲機與光療燈的電源線都是一樣的線頭，可以共同使用 

(B)電源線故障時，購買電源線應找有合格產品認證標誌店家購買 

(C)店內插座不夠用時可以無限制使用多插孔延長線 

(D)充電式磨甲機沒電時可以插電使用 

(C) 134.目前亞洲區磨頭柄通用直徑是? 

(A)1.35(B)2.5(C)2.35(D)3 

(A) 135.一般卸甲磨頭粗細由大到小的排列為何? 

(A)XC>C>M>F>XF 

(B)XF>F>M>C>XC 

(C)XC>F>M>C>XF 

(D)XF>C>M>F>XC 

(C) 136.保養時推薦的磨甲機轉數為? 



(A)1000rpm~3000rpm 

(B)10000rpm~15000rpm 

(C)5000rpm~8000rpm 

(D)8000rpm~12000rpm 

(D) 137.修磨真甲甲型時建議使用何種細數磨棒? 

(A)80 度(B)100 度(C)150 度(D) 180 度~240 度 

(B) 138.凝膠前置時推薦的磨棒係數為何? 

(A)100 度海綿拋(B)180 度海綿拋(C)100 度磨棒(D)180 度磨棒 

(A) 139.緩和凝膠硬化熱能的方式，下列何者為非? 

(A)噴水降溫，使其緩和(B)將凝膠燈具離指面 2 倍距離(C)降低凝膠燈瓦數(D)適時將手在未到最

熱點時拿出降溫 

 

(B) 140.下列何種凝膠顏色容易在塗刷過厚時造成凝膠起皺的情況發生? 

(A)紅色(B)黑色(C)透明色(D)黃色 

(A) 141.底層與上層凝膠塗刷過薄時哪一項敘述為非? 

(A)彩色凝膠塗刷後容易發皺(B)硬化層不夠製作完凝膠指甲容易造成浮起(C)光澤度不足(D)甲面

出現凹凸不平 

(A) 142.油脂與水份分泌過多的客人，推薦的操作方法?A 

(A)一指一指的操作(B)不斷的噴灑酒精，使其乾燥(C)延長凝膠燈硬化的時間(D)底膠可以多塗刷

幾次，加強牢固性 

(A) 143.凝膠燈所使用的波長為何? 

(A)紫外線 A (B)紫外線 B (C)紫外線 C (D)以上皆可 

(B) 144.凝膠延長時，架指模前推薦修磨的真甲甲型為? 

(A)方型(B)橢圓形(C)圓形(D)尖型 

(C) 145.下列哪段波長可以使凝膠穩定硬化? 

(A)100mm~280mm(B)280mm~315mm(C)315mm~405mm(D)400mm~700mm 

(C) 146.硬式凝膠屬於不可卸凝膠，建議最佳卸除方式? 

(A)長長後慢慢修剪(B)使用 100 度或 150 度磨棒卸除(C)使用磨甲機卸除(D)使用卸甲液包覆後卸

除 

(D) 147.按摩時為了讓顧客感覺放鬆可以? 

(A)跟顧客聊天(B)放搖滾音樂(C)將燈光調亮(D)添加精油在按摩油裡 



(D) 148.客人卸除凝膠指甲後、容易斷裂的原因? 

(A)因包覆卸甲液流失水分造成(B)顧客自行撕掉人工甲產生甲面裂痕(C)因為施作凝膠前須將甲面   

水分油質去除產生的指甲乾燥(D)以上皆是 

(B) 149.按摩的目的與效果下列何著為非? 

(A)促進血液循環，提升新陳代謝(B)有效減肥，減少脂肪囤積(C)增加皮膚的保水度與油份(D)舒

緩肌肉的緊張感 

(A) 150.足部指甲如果出現輕微砍甲狀況時可以用何種工具? 

(A)砍甲棒(B)甘皮剪(C)剪刀(D)鐵推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