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NL二級紋綉師檢定 學科題庫 

（4）1 紋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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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紋綉眉型最常用的色料為？ （1）深咖啡&淺咖啡 （2）黑色 （3）藍色 （4）綠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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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老年人中，頭髮花白者，眉毛宜？（1）略深（2）深 （3）淺淡 （4）以上皆是  

（4）5 專業紋綉技術操作，下列何者正確？（1）寧短勿長 （2）寧淺勿深 （3）寧輕勿重    

      （4）以上皆是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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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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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客戶眉毛紋綉，顏色以何者搭配為宜？（1）膚色 （2）髮色 （3）年齡（4）以上皆是  

（2）9 下列敘述何者錯誤？（1）修眉前須取得兩眼之間的平衡（2）不須檢查眉頭、眉尾、眉峰   

        位置是否相同（3）眉尾絕不可以低於眉頭（4）眉峰約為眉長2/3位置  

（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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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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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紋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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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紋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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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皮膚新陳代謝的週期約？（1）15 天 （2）28 天（3）35 天 （4）120 天  

（3）15 皮膚易出油，表面看起來油膩感的是？（1）中性皮膚（2）乾性皮膚（3）油性皮膚 

        （4）敏感性皮膚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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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皮脂分泌最旺盛的年齡？（1）10～13 歲（2）15～20 歲（3)21～28歲（4）30～35歲  

（1）18 能描畫出自然柔和的線條，對於初學者最理想的描畫眼線用品是？（1）眼線筆 

        （2）眼線液（3）眼線餅（4）卡式眼線筆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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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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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紋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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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為顧客紋綉時入針的深度應？（1）較深越好（2）較淺越好（3）隨意（4）視客人膚質  

        有所不同 

（4）23 皮膚吸收養分最佳時刻為？（1）春季（2）冬季（3）白天（4）晚上  

（3）24 何者是修眉的正確用具？（1）鋒利刀片（2）水果刀（3）安全刀片（4）尖頭的剪刀  

（3）25 修眉時，以眉夾拔除多餘眉毛時毛髮方向？（1）逆毛（2）垂直（3）傾斜45°（4）皆可  

 

 



 

（1）26 濃眉給人的感覺是？（1）剛毅（2）溫柔（3）甜美（4）嫵媚  

（3）27 長型臉的人眉型適合？（1）上揚眉（2）角度眉（3）一字眉（4）柳葉眉  

（2）28 上、下眼線在眼尾處拉長的畫法、適合何種眼睛？（1）細小眼睛（2）圓眼睛 

        （3）下垂眼睛（4）狹長眼睛 

（1）29 紅色的互補色為？（1）綠色（2）藍色（3）紫色（4）黑色  

（4）30 藍色的互補色為？（1）青色（2）綠色（3）紅色（4）橙色  

（4）31 拔眉毛時，夾子要靠近那個部位才能減輕疼痛感？（1）皆可（2）毛幹（3）毛端 

       （4）毛根 

（1）32 紋綉師應該具備的精神？（1）專業技術（2）自我本位（3）自私自利（4）主觀態度  

（2）33 設計眉形時，鼻翼至眼尾的角度為？（1）50度（2）45度（3）55度（4）40度  

（3）34 有關眉型的敘述，下列何者有誤？（1）眉毛很細，弧度很大，會使臉部有驚訝的表情 

       （2）兩眉距離大，會使眼睛有茫然凝視的感覺（3）頰部豐滿或臉型較短的人宜畫下垂眉    

         型（4）菱型臉或眼皮深陷的宜畫弓型眉 

（2）35 紋綉從業人員應該努力的目標，不包括？（1）優雅的專業談吐（2）詢問顧客隱私 

       （3 )進修專業知識和技術（4）關心社會及流行的趨勢  

（3）36 紋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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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痤瘡（青春痘）的治療是誰的工作？（1）皮膚科醫師（2）美容從業人員（3）皮膚科醫 

         師美容從業人員均可（4）美甲師  

（3）38 發現顧客臉上有一出血及結痂的小黑痣，應如何處理？（1）無需理會 （2）給予塗抹消    

         炎藥膏（3）請顧客找皮膚科醫師診治（4）想辦法點掉該痣  

（4）39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1）眉毛的最高點，應為瞳孔最外側 （2）眉峰約在眉長的2/3處  

        （3）畫眉必須取得二眼之間的平衡 （4）以上皆是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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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化學藥劑灼傷眼睛在沖洗時應該？（1）偒側眼睛在下（2）緊閉眼瞼（3）兩眼一起沖洗 

       （4）健側眼睛在下  

（2）42 機器操作眉形時，入針長度應為？（1）0.05~0.1mm（2）0.1~0.2mm （3）0.15~0.2mm  

       （4）0.2~0.25mm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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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紋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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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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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 方形臉適合？（1）平眉 （2）標準眉 （3）角度眉（4）一字眉  

（4）47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1）彎彎的眉型能顯現女性的柔媚（2）角度眉給人理智、敏銳的 

        印象（3）短而直的眉型，有年輕活力的感覺（4）以上皆是  

（3）48 角質厚、男性、油性進行紋綉應？（1）進針淺，速度快（2）進針深，速度快（3）進針 

        深，速度慢（4）進針淺，速度慢  

（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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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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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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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紋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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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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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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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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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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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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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紋綉只能紋到皮膚？（1）真皮乳頭層 （2）表皮層 （3）有棘層 （4）無所謂 

（1）59 紋綉術前流程和者不正確？（1）隨興即可（2）設計眉型（3）清潔&消毒 

        （4）術前拍照 

（4）60 固色劑塗敷時間何者較為適當？（1）無所謂 （2）10~15分鐘 （3）10~20分鐘  

        （4）5~10分鐘  

（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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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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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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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 有關唇型的修飾,下列何者正確？ （1）依照顧客原本的唇型設計不需調整 （2）厚唇型,  

         設計時可將唇輪廓內縮0.05－0.10cm （3）利用顏色與色階差異做出內縮效果，不需刻 

         意做縮唇（4）厚唇型,上唇峰宜描成尖型,且以深色描出輪廓  

（3）65 若需修改眉色，下列何者正確？（1）藍眉應用帶綠色色料 （2）紅眉應用帶藍色色料  

       （3）紅眉應用帶綠色色料（4）藍眉應用帶紫色色料  

（4）66 下列何者為不宜進行美瞳線操作？（1）近期做過眼部手術（2）眼睛多淚（3）過敏體 

        質（4）以上皆是  

（4）67 皮膚最薄的部位是？（1）額頭 （2）手掌 （3）腳底 （4）眼瞼  

（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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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 半永久唇部操作，何者正確？（1）糖尿病患者不宜（2）唇形過小者不宜 （3）怕痛者 

         不宜（4）唇色不佳者不宜  

（1）70 操作唇部何者敘述正確？（1）操作後不影響刷牙，但需使用開水漱口（2）操作後飲食 

         無禁忌 （3）操作後可使用美白類保養品 （4）操作後一星期即可補色  

 

 



 

（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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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脂肪細胞  

（4）72 紋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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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狀況持續使用修復霜（4）以上皆是  

（1）73 半永久唇部操作，下列何者敘述正確？（1）紫色嘴唇須用黃色調和（2）紫色嘴唇須用 

         藍色調和（3）紫色嘴唇須用綠色調和（4）紫色嘴唇須用咖啡色調和 

（2）74 半永久紋綉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1）操作後永久留色（2）操作後有可能會產生結痂 

       （3）操作後二週內即可補色（4）創面大不容易癒合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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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6 眼線設計概念下列何者正確？（1）可做隱形眼線設計（2）可作外眼線設計 （3）可內   

         眼線設計 （4）以上皆是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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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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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9 細長眼給人的感覺下例何種正確？（1）給人遲鈍的感覺（2）看上去比較機靈（3）眯 

        眯眼缺乏活力（4）有狡猾的觀感  

（4）80 眉色的選用主要依據（1）顧客的髮色（2）顧客的膚色（3）顧客的喜好（4）以上皆是  

（1）81 下眼線操作紋綉的正確位置？（1）下眼瞼溝處（2）超出下眼睫毛根部（3）下眼皮處皆 

         可（4）只有下眼尾處可以操作  

（4）82 眉型設計主要依據（1）顧客的喜好（2）顧客的臉型（3）顧客的眼距離（4）以上皆可  

（4）83 固色劑主要功能何者錯誤？（1）留色 （2）上色（3）顯色（4）除色  

（1）84 紋綉術後修護何者錯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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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5 眼尾下垂眼線何者正確？（1）無需調整（2）上眼線在眼尾眼眶前約0.3cm處可微微 

        上揚（3）適合自然描繪（4）以上皆是  

（1）86 理想的眉型,其眉頭應在？（1）眼頭（2）嘴角（3）鼻頭（4）眼尾 的正上方  

（1）87 紅色的對比色是？（1）綠色 （2）黃色（3）藍色 （4）紫色  

（4）88 從眉頭至鼻翼的鼻影畫法何著恰當？ （1）小鼻 （2）長鼻 （3）大鼻（4）短鼻  

（1）89 卸妝時重點卸妝的部位是？（1）眼、唇（2）額頭 （3）雙頰 （4）頸部  

（3）90 欲使唇型輪廓緊縮,下例何著正確？（1）亮色調（2）淡色調（3）深色調（4）淺色調  

（2）91 外眼線操作部位是指？（1）內眼瞼處（2）睫毛根部以外的眼皮上（3）睫毛根部 

       （4）下眼瞼處  

（1）92 紋綉設計時,光源最好採？（1）正面光（2）背面光（3）右側光（4）左側光  

（4）93 有關眼睛的構造何者為正確？（1）眼角膜好比是照相機透鏡前方之透明蓋子（2）睫狀    

         體可分泌水樣液稱為"房水" （3）角膜為眼球前方透明的組織（4）以上皆是  

（3）94 有關眼睛的構造何者為非？（1）上眼瞼主要功能是保護眼睛（2）淚腺會分泌眼淚來滋 

        潤眼睛（3）睫毛是讓眼睛看起來更漂亮（4）水晶體為位於瞳孔後面的扁平橢圓形透明 

        晶狀體  

（4）95 眉毛主要用色何者正確？（1）咖啡色系（2）大地色系（3）黑灰色系（4）以上皆是  



 

（4）96 紋唇主要用色，下例何者錯誤？（1）紅色系（2）橘色系（3）粉色系（4）黃色系  

（4）97 紋綉眉毛前置工作下例為者正確？（1）客戶諮詢（2）消毒工具（3）眉型定位 

       （4）以上皆是  

（2）98 色相環中, 深藍色是屬於？（1）暖色（2）寒色（3）中間色（4）無彩色  

（1）99 任何臉型、年齡都適合的眉型是？（1）標準眉（2）弓型眉（3）短型眉（4）平型眉  

（2）100 臉的寬度少於長度的 2/3 是何種臉型？（1）圓型臉（2）長形臉（3）倒三角形   

        （4）菱型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