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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考證號碼：  

嶺東科技大學 97學年度第一學期日間部暨進修部轉學招生考試試題 

流行設計論  
注意： 
1. 本試題共計 50題，總分 200分。 
2. 請選擇一個最適當答案，以原子筆依次填寫在答案卷上。 
3. 答錯者，不倒扣；未填答者以 0分計。有關數值計算題目，以最接近答案為準。 

 
第一部份：每題 3分，共 10 題，合計 30 分 

1. 為使裝戴的假睫毛看起來較自然，假睫毛的寬幅修剪最好是眼睛長度的: (A) 1/3長 (B)稍短 (C) 1/2長(D)一樣長為宜。 
2. 欲使唇型輪廓緊縮，描畫唇型時宜以：(A)淡色調 (B)深色調 (C)淺色調(D)亮色調 為主。 
3. 方型臉在服飾方面應選擇 : (A)高領 (B)平口領 (C)Ｕ型領 (D)大領口。 
4. 化粧色彩中，表現華麗或樸素的主要因素是色彩的: (A)色相 (B)明度 (C)彩度 (D)色溫。 
5. 長型臉在畫眉毛時眉峰時應: (A)平直為準 (B)畫較低 (C)畫較高 (D)畫圓型。 
6. 化妝不但要配合時間、地點、場合，更需要注意年齡、身分與: (A)對稱 (B)線條 (C)平衡 (D)色彩之搭配。 
7. 色彩相互組合，呈現融洽狀態時稱為(A)補色 (B)調和 (C)對比 (D)強調。 
8. 布料會影響穿著的舒適性的是: (A)布的強力 (B)垂墜性 (C)透氣性 (D)抗壓縮挺性。 
9. 巴黎由何時開始有服裝界的領導權？ (A)文藝復興時代 (B)巴洛克時代 (C)路易１６時代 (D)洛可可時代 
10.服裝設計，可以利用形的大小或線的粗細表現漸層之效果可稱為: (A)比例 (B) 調和 (C) 韻律(D)平衡。 
 
第二部份：每題 4分，共 30 題，合計 120 分 

11.下列何者用語與「流行」之意無關 (A)Concept (B) Fashion (C) Mode (D) Vogue  
12.側頸點的代號為：(A)SBP  (B) NPO  (C) BNP  (D) SNP 
13.A.H.(Arm Hole)英文指的是：(A)手圍 (B)袖襱 (C)腰圍 (D)腕圍 
14.服裝上有一排排的流蘇設計是下列何民族？(A) 蘇美人 (B)羅馬人 (C)希臘人 (D) 克里特人 
15.背寬比胸寬大 3~4公分者，其體型是： (A)挺胸體型 (B)後傾體型 (C)駝背或包肩體型 (D) 正常體型 
16.蠶絲薄質料的車縫，使用的車針是： (A) 16號 (B) 9號(C) 14號(D) 11號 
17.較平車縫牢固的手縫法是： (A)藏針縫 (B)斜針縫 (C)細針縫 (D)回針縫 
18.處理布邊之鎖邊車通常又稱為：(A)盲縫車 (B)拷克車 (C)鎖眼車 (D)平車 
19.斜線設計在視覺上會產生 (A)穩定感  (B)活潑具有動感  (C)重量感  (D)哀傷。 
20.兩種顏色排在一起會使暗色變的更暗，明色變的更明的現象稱為(A)色相對比 (B) 彩度對比 (C) 明度對比 (D)面積對比 
21.將顏色混在一起，可以調出很多顏色，是利用那三原色(A)紅籃紫(B)黃綠紫(C)紅黃藍 
22.採用彩度之層次配色如：(A) 由灰色趨向鮮色 (B)由紫色趨向青色 (C)由黃色趨向綠色 (D)由黑色趨向白色 
23.高彩度是指: (A)混色中含量較高者 (B)配色中含量較高者 (C)純色中含量較高者 (D)補色中含量較高者     
24.英文中的 Value指的是：(A)明度 (B)色相 (C)彩度 (D)色相環 
25.可使色彩用品與皮膚隔離並具紫外線的用品為(A)面霜(B)化妝水(C)清潔霜(D)美容霜 
26.黑眼圈、眼袋的修飾可在眼圈周圍按壓:(A)粉紅色 (B)黃褐色 (C)象牙白 (D)咖啡色  之粉底  
27.性感型態表現時唇部大都以(A)粉紅(B)大紅(C)橘紅 來表現豐滿的脣型 
28.設計新娘妝時，對化妝的濃淡應: (A)淡妝 (B)濃妝 (C)依新娘的外型特徵 (D)依新娘的喜愛  來設計 
29.化妝時會使五官容貌呈現平面感的燈光是: (A) 側面光 (B)底光 (C)正面光 (D)頂光 
30.白天外出為表現出自然的化粧眼影宜選擇 (A) 紅色系 (B)金黃色系 (C)紫色系 (D)藍色系 
31.防曬膏需每隔多少小時使用一次，以維持防曬效果:(A) 2-3小時 (B) 5-6小時 (C) 8-10小時 (D) 20-30分鐘 
32.所謂黃金睡眠時間是: (A)晚上 10點至 12點 (B)晚上 12點至凌晨 2點 (C)晚上 10點至凌晨 2點  
33.與皮膚的氧化與還原有密切關係的是: (A)維生素 A  (B)維生素 B  (C)維生素 C  (D)維生素 D 
34.促進血液循環，防止皮膚老化,宜補充下列何種維生素?(A)維生素 D(B)維生素 E(C)維生素 K(D)維生素 H 
35.髮型設計範圍包括: (A)剪吹技術、包頭梳理、不包含染髮技術  (B)剪吹、整髮、燙髮及染髮設計 (C)流行彩妝及頭皮護
理  (D)洗髮、吹整 

36.髮型設計上「對稱」給人: (A)有活潑有動感  (B)穩定  (C)立體感 (D)沉重 
37.個人的情緒緊張或精神受到打擊時:(A)頭髮容易脫落 (B)頭髮容易分叉 (C)頭髮容易增長 (D)頭髮容易變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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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下列哪一個答案在髮型設計時不列入考慮的因素: (A)髮色及髮長 (B)時間、地點、場合 (C)洗髮精的選擇 (D)氣候 
39.燙髮時,對捲棒使用的描述何者正確  (A)選擇捲棒的直徑大愈大捲度愈小 (B)選擇捲棒的直徑大愈，表示設計的髮型的
頭髮長度愈長 (C)捲棒的排列會隨著設計的髮型不同而改變排列方式 (D)以上皆非 

40.髮型設計之前，設計者應考慮先有  (A)構想後觀察顧客 (B)先觀察顧客條件後構思 (C)只要考慮流行趨勢 (D)選擇新潮
的髮型趨勢 

 
第三部份：每題 5分，共 10 題，合計 50 分 

41.標準眼長應是臉寬的幾分最為標準: (A) 1/2 (B) 1/4 (C) 1/5 (D) 1/6 
42.有關鼻型的修飾方式下列何者有誤？: (A) 基本鼻型修飾是由眉頭開始，且在鼻樑兩側修飾陰影 (B)長鼻型之鼻影係由眉
頭擦到眼頭， 接著在鼻翼兩側以鼻影修飾 (C)鼻頭大的修飾技巧，應在兩側鼻翼以陰影修飾為宜 (D) 短鼻是由眉頭修
飾到鼻翼之間， 而鼻樑中央處則修飾以高明度色彩為主。 

43.對黑白攝影粧之敘述，下列何者有誤？: (A)眉毛不宜太粗以免有凶惡感 (B) T字部位應用暗色粉餅拍按(C)唇膏勿採用暗
紅色，以免相片上形成黑唇感覺 (D) 唇部輪廓應描清楚，以正紅色或豆沙色唇膏為宜 。 

44.針對粉底的擦拭技巧，下列何者錯誤？: (A)眼睛周圍，表情紋和細紋明顯時，粉底宜薄，且少量逐次地重覆擦勻 (B)下
巴及下顎鬆弛的部位宜擦上暗色的粉底 (C)臉上紋路粗的部位，粉底宜擦厚擦勻 (D)法令紋處，應將皮膚撫平，再薄薄

輕拍上粉底，則摺紋較不明顯。 
45.決定人體膚色的是：(A)黑色素 (B)胡蘿蔔素 (C)血紅素 (D)太陽光素。 
46.最直接的流行傳播方式為: (A) 報紙廣告 (B)發表會 (C)電視報導 (D)雜誌介紹。 
47.鈕釦直徑 2cm，厚度 0.5cm其釦洞須：(A)3cm (B)2.5cm (C)2cm (D)1.5cm 
48.在裁剪前，歪斜的毛料其布紋整理方法為: (A)用熨斗壓燙 (B) 用蒸氣燙斗墊布 (C) 泡水後再晾乾燙平 (D)先噴水將布
紋拉正後再燙平。 

49.牛津布( O x f o r d ) 多以: (A)棉 (B) 蠶絲(C) 羊毛(D)聚酯纖維 為材質。 
50.領口、袖襱等邊緣，加上牽條的目的是：(A)防止變形 (B)增加厚度 (C)防止起皺 (D)縮縫作用 
 

（試題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