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南藥理大學 103 學年度第二學期轉學生招生考試
考試科目(二) 化粧品概論試題【四技三年級、二技一年級】本試題共 1 張 2 面
准考證號碼：
注意
事項

一、 本試題計 40 題，甲部分 20 題，每題 4 分；乙部分 20 題，每題 6 分，兩者合計共 200 分。每題都有(A)(B)(C)(D)
四個答案，其中只有一個是正確，請將正確的答案選出，然後在答案卡上同一題號相對位置方格範圍內，
用 2B 鉛筆全部塗黑，答對者得題分，答錯與不答者該題以零分計。
二、 請先將本試題准考證號碼方格內，填上自己准考證號碼，考完後將「答案卡」及「試題」一併繳回。

【甲】每題 4 分
1.

下列何者屬於兩性界面活性劑？ (A)Alkyl sulfate

2.

Xanthan gum 添加於化粧品，有何作用？ (A)起泡劑 (B)增黏劑 (C)抗菌劑 (D)美白劑

3.

化粧品中添加 methyl paraben(MP)的主要用途是作為？ (A)防腐劑 (B)美白劑 (C)防曬劑 (D)抗氧化劑

4.

抗老化化粧品作用的正確位置？ (A )基底層 (B)角質層 (C)真皮層 (D)皮下組織

5.

保養品中常用的界面活性劑為 (A)陽離子 (B)陰離子 (C)兩性 (D)非離子

6.

下列何種粉末具有較佳的遮蓋力？ (A)二氧化鈦 (B)碳酸鈣 (C)滑石粉 (D)玉米澱粉

7.

下列何者屬於液態蠟而不是油脂 (A)荷荷芭油 (B)琉璃苣油 (C)杏核油 (D)月見草油

8.

下面何者為物理性防曬劑 (A)甘油 (B)膠原蛋白 (C)玻尿酸 (D)TiO2

9.

Carbomer 於化粧品中的用途？ (A)保濕劑 (B)美白劑 (C)增黏劑 (D)防腐抗菌劑。

(B)Betaines (C)Amine oxides

(D)Tween 20

10. D&C Red No.5 於化粧品中的用途？ (A)色料 (B)抗氧化劑 (C)香料 (D)增黏劑
11. Citric acid 於化粧品中的用途？ (A)酸鹼調節劑 (B)抗氧化劑 (C)香料 (D)增黏劑
12. 下列何者為含 18 個碳之高級飽和脂肪酸？ (A)Myristic acid
13. 下列何者為成膜劑 (A)PVP (B)纖維素 (C)Dimethicone

(B)Lauric acid (C)Stearic acid

(D)矽利光油

14. 下列何者屬理療性化粧品？ (A)美白霜 (B)洗面乳 (C)口紅 (D)眼影
15. 香水是利用界面活性劑的何種特性製備的化粧品 (A)清潔 (B)乳化 (C)濕潤 (D)溶化
16. 天然保濕因子以 (A)MEC

(B)HLB

(C)INS

(D)NMF 表示

17. 易氧化的油 (A)合成油 (B)植物油 (C)礦物油 (D)動物油
18. 固融體劑型化粧品 (A)指甲油 (B)化粧水 (C)口紅 (D)髮膠
19. 可抗油膩感、為助乳化劑者 (A)玻尿酸 (B)硬脂醇 (C)泛醇 (D)油酸
20. 下列何者具有珍珠光澤 (A)二氧化鈦 (B)雲母 (C)高嶺土 (D)蜜蠟

＜背面尚有題目＞

(D)Palmitic acid

【乙】每題 6 分
21. 下列何者可知植物油不飽和度？ (A)酸價 (B)碘價 (C)皂化價 (D)INS 值
22. 下列何者判斷油是否易氧化的？ (A)酸價 (B)碘價 (C)皂化價 (D)INS 值
23. 維他命 B5 前驅物 (A)玻尿酸 (B)硬脂醇 (C)泛醇 (D)油酸
24. 中和 1 克油脂所含游離脂肪酸所需氫氧化鉀之毫克數 (A)酸價 (B)碘價 (C)皂化價 (D)INS 值
25. 塑身化粧品作用的正確位置？ (A)真皮層 (B)皮下組織 (C)基底層 (D)角質層
26. 化粧品在工廠製造過程中，由於原料、製程的不適當所產生的污染稱為 (A)一次污染 (B)二次污染 (C)三次污染
(D)四次污染
27. 利用反射或散射紫外線達到防曬功效的防曬劑為 (A)紫外線吸收劑 (B)化學性防曬劑 (C)物理性防曬劑 (D)以上
皆對
28. 下列何者之主要功能為捕捉自由基 (A)紫外線防止劑 (B)抗氧化劑 (C)維生素 A 酸 (D)紫外線吸收劑
29. 下列何者為細胞間脂質中，含量最高的成分？ (A)神經醯胺 (B)醣醛酸 (C)膠原蛋白 (D)環糊精
30. 下列何成分不具美白效果？ (A)熊果素 (B)維生素 C (C)膠原蛋白 (D)對苯二酚
31. 下列何者為乳化製品 (A)化粧水 (B)面膜 (C)香水 (D)洗面乳
32. 於化粧品中具有鎖水作用的成分為 (A)二氧化鈦 (B)蜜蠟 (C)礦物油 (D)MP
33. 能防止乳霜類產品乾凅結塊的成分 (A)甘油 (B)蜜蠟 (C)滑石粉 (D)高嶺土
34. 角質細胞的代謝物 (A)肉毒桿菌 (B)玻尿酸 (C)神經醯胺 (D)果酸
35. 下列何者油品較為新鮮 (A)A.V.= 4.8 (B)A.V.= 2.8

(C)A.V.= 3.8 (D)A.V.= 1.8

36. 何種植物油具有延長使用期限的作用？ (A)椰子油 (B)山茶花油 (C)荷荷芭油 (D)小麥胚芽油
37. 毛細孔小有細紋可能是何種肌膚 (A)過敏性 (B)中性 (C)油性 (D)乾性
38. 下列何者添加於化粧品中，可當金屬離子封鎖劑？ (A)三乙醇胺(TEA)
脂酸酯(MGDS) (D)烷基硫酸鹽類(SLS)

(B)乙二胺四乙酸(EDTA) (C)乙二醇二硬

39. 下列何者為對苯二酚之衍生物，具有美白功效？ (A)杜鵑花酸 (B)麴酸 (C)咖啡酸 (D)熊果素
40. 維生素 E 於化粧品中的用途？ (A)防曬劑 (B)抗氧化劑 (C)酸鹼調節劑 (D)防腐抗菌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