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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選題：
1.

(3) 廚房的地板①濕滑是必然現象無需計較②操作時可以濕滑③隨時保持乾燥清潔④要看是哪一
類餐廳而定。

2.

(4) 依中餐烹調檢定衛生規定，烹調材料洗滌之順序應為①牛肉→乾貨→魚貝→蛋②乾貨→牛肉
→魚貝→蛋③牛肉→魚貝→蛋→乾貨④乾貨→牛肉→蛋→魚貝。

3.

(1) 下列食品何者為非發酵食品？①牛奶②米酒③醬油④酸菜。

4.

(4) 下列魚類何者屬於海水魚？①鰱魚②鯽魚③草魚④鯧魚。

5.

(1) 存在於人體血液中最多的醣類為①葡萄糖②半乳糖③甘露糖④果糖。

6.

(2) 下列何種瓜類有較長的儲存期？①胡瓜②冬瓜③苦瓜④絲瓜。

7.

(3) 專利權又可區分為發明、新型與設計三種專利權，其中，發明專利權是否有保護期限？期限
為何？①有，5 年②無期限，只要申請後就永久歸申請人所有③有，20 年④有，50 年。

8.

(4) 比較受季節影響的水產品為①草蝦②海帶③蜆④虱目魚。

9.

(1) 依中餐烹調檢定標準，食物製備過程中，高污染度的生鮮材料必須採取下列何種方式？ ①最
後處理②沒有規定③中間處理④優先處理。

10. (1) 魚類的脂肪分佈在①腹部②魚肉③皮下④魚背

為多。

11. (3) 「紅燒下巴」的下巴是指①豬頭②舌頭③魚頭④猴頭菇。
12. (2) 與人體之能量代謝無關的維生素為①菸鹼素②維生素 A③維生素 B1④維生素 B2。
13. (4) 酸辣湯的辣味來自於①辣椒粉②芥茉粉③花椒粉④胡椒粉。
14. (2) 菜名中有「發財」二字的菜，其所用材料通常會有①蝦米②髮菜③金針④香菇。
15. (2) 下列水果何者不適宜低溫貯藏？①葡萄②香蕉③梨④蘋果。
16. (1) 菜餚如須復熱，其次數應以①一次②三次③二次④四次

為限。

17. (3) 膽汁可以幫助何種營養素的吸收？①蛋白質②礦物質③脂肪④醣類。
18. (3) 油炸掛糊食物以下列哪一溫度最適當？①260℃②140℃③180℃④240℃。
19. (3) 有關冰箱的敘述，下列何者為非？①經常除霜以確保冷藏力②減少開門次數與時間③每天需
清洗一次④遠離熱源。
20. (3) 廚房周邊所有門窗裝置的為下列何者較佳？①完整無破的門與紗窗②完整無破的紗門、窗戶
③紗門或氣門、紗窗配合門窗，需完整無破洞④完整的窗戶、紗門或氣門。
21. (1) 請問下列何者「不是」個人資料保護法所定義的個人資料？①綽號②身分證號碼③護照號碼
④最高學歷。
22. (1) 豬腳的清洗方法以①刮洗法②沖洗法③漂洗法④擦洗法

為宜。

23. (1) 盛裝「鴿鬆」的蔬菜最適宜用①結球萵苣②紫色甘藍③大白菜④高麗菜。
24. (4) 冷凍與冷藏的食品均屬低溫保存方法①可長期保存不必詳加區分②不需先進先出用完即可③
不需有使用期限的考量④應在有效期限內儘速用完。
25. (2) 含有筋性的粉類是①太白粉②麵粉③甘藷粉④玉米粉。
26. (2) 下列病原菌何者屬感染型？①金黃色葡萄球菌②沙門氏菌③仙人掌桿菌④肉毒桿菌。
27. (3) 炒牛毛肚(重瓣胃)應用①文火②煙火③武火④文武火

以免肉質過老而口感差。

28. (3) 依據良好食品衛生規範準則，食品加工廠之牆面何者不符規定？①牆面平整②不可有空隙③
牆壁剝落④需張貼大於 B4 紙張之燙傷緊急處理步驟。
29. (1) 下列何種食物為維生素 B2 的最佳來源？①牛奶②瘦肉③西瓜④菠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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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2) 製作完成之菜餚應注意①可重疊放置②不可重疊放置③沒有規定④交叉放置。
31. (2) 患有高血壓的人應多食用下列何種食品？①速食品②生鮮食品③罐頭食品④醃製、燻製的食
品。
32. (3) 炸豬排時宜使用豬的①五花肉②後腿肉③里肌肉④前腿肉。
33. (2) 廚房滅火器放置位置是①主廚②全體廚師③副主廚④老闆

應有的認知。

34. (3) 處理要冷藏或冷凍的包裝肉品時①包裝紙與肉品之貯藏無關②包裝紙愈厚愈好③要將包裝紙
與肉之間的空氣壓出來④將空氣留存在包裝紙內。
35. (2) 蔬果產品之冷藏溫度下列何者為宜？①－5～－12℃②5～7℃③2～－2℃④2～4℃。
36. (4) 吃了河豚而中毒是因河豚體內含有的①細菌②過敏原③化學物質④天然毒素

所致。

37. (3) 執行自動檢查主要是下列何者的工作？①行政人員②顧客③現場主管及人員④安全衛生部
門。
38. (2) 下列哪一種食物含有較多量的膽固醇？①肝②腦③干貝④沙丁魚。
39. (2) 封罐良好的罐頭食品可以保存期限約①五年②三年③七年④九年。
40. (2) 三槽式餐具洗滌方法，其第二槽必須有①滿槽的自來水②流動充足之自來水③添加有消毒水
之自來水④添加清潔劑之洗滌水。
41. (1) 下列何者與預防甲狀腺機能無關？①充足的核果類②食用含碘的食鹽③多食海苔④多吃海
魚。
42. (3) 選購以符合經濟實惠原則的罐頭，須注意①進口品牌②可保存五年以上者③外觀無破損、製
造日期、使用時間、是否有歪罐或銹罐④價格便宜就好。
43. (2) 消毒抹布時應以 100℃沸水煮沸①10 分鐘②5 分鐘③15 分鐘④20 分鐘。
44. (2) 廚房排水溝為了阻隔老鼠或蟑螂等病媒，需加裝①一層細網狀柵欄②三層細網狀柵欄③二層
細網狀柵欄④粗網狀柵欄

，並將出水口導入一開放式的小水槽中。

45. (3) 下列何者不會構成政府採購法之刑責？①合意使廠商不為投標或不為價格之競爭者②專案管
理廠商洩漏關於採購應秘密之資訊③過失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者④借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投
標者。
46. (1) 下列何者不屬於蔬菜？①綠豆②皇帝豆③四季豆④豌豆夾。
47. (2) 使用絞肉機時，不可直接用手推入，以防止絞入危險，須以①湯匙②木棍③筷子④炒杓

推

入。
48. (3) 阿翔發明了一種可以提昇太陽能電池蓄電效能的裝置，請問要向哪個機關申請專利權？ ①經
濟部能源局②經濟部工業局③經濟部智慧財產局④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49. (1) 地震發生時，廚房工作人員應①立即關閉瓦斯、電源，經由樓梯快速逃出②逃至頂樓等候救
援③立刻搭電梯逃離④原地等候地震完畢。
50. (3) 將所有細菌完全殺滅使成為無菌狀態，稱之①消毒②殺菌③滅菌④商業殺菌。
51. (2) 食品的廣告中，「預防」、「改善」、「減輕」等字句①百分之八十涉及療效②涉及療效③
未涉及療效④百分之五十涉及療效。
52. (3) 空心菜是夏季盛產的蔬菜屬於①花果類②莖球類③葉菜類④根莖類。
53. (2) 我工作的餐廳，午餐在 2 點休息，晚餐於 5 點開工，在這空檔 3 小時中，廚房①視情況而定
可否當休息場所②不可以當休息場所③視老闆的規定可否當休息場所④可當休息場所。
54. (1) 為使牛肉肉質較嫩，切肉絲時應①橫著肉紋切②斜著肉紋切③順著肉紋切④隨意切。
55. (3) 洗滌區屬於下列何者？①準清潔區②一般作業區③污染區④清潔區。
56. (4) 鹽醃的水產品或肉類①必須冷凍②不必冷藏③包裝好就好④必須冷藏。
57. (2) 肉經加熱烹煮，會產生收縮的情形，是由於加熱使得肉的①筋骨質②蛋白質③礦物質④磷質
凝固，析出肉汁的關係。
58. (1) 用蕃茄簡單地雕一隻蝴蝶所需的工具是①片刀②果菜挖球器③長竹籤④短竹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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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4) 食物腐敗通常出現的現象為①重量減輕②蛋白質變硬③鹽分增加④發酸或產生臭氣。
60. (4) 黏性最強的米為下列何者？①在來米②蓬萊米③長糯米④圓糯米。
61. (4) 夏天氣候潮濕，五穀類容易發霉，對我們危害最大且為我們所熟悉之黴菌毒素為下列何者？
①紅麴毒素②黑麴毒素③綠麴毒素④黃麴毒素。
62. (1) 製作「燉」、「煨」的菜餚，應用①文火②大火③旺火④武火。
63. (2) 沙拉油品質愈好則①加熱後愈容易冒煙②加熱後不易冒煙③一經加熱即很快起泡沫④不加熱
也含泡沫。
64. (3) 鹽漬的水產品或肉類，使用後若有剩餘應①放在陰涼通風處②放在陽光充足的通風處③放置
冰箱冷藏④可不必冷藏。
65. (3) 造成勞工危害之暴露劑量與下列何者有關？①濃度乘作業高度②濃度乘作業面積③濃度乘暴
露時間④作業面積乘作業高度。
66. (4) 三槽式餐具洗滌設施的第三槽若是採用氯液殺菌法，那麼應以餘氯量多少的氯水來浸泡餐
具？①100ppm②50ppm③150ppm④200ppm。
67. (4) 依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規定，新僱勞工所接受之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不得少於 3
小時，但從事電焊作業，應再增列幾小時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①1②2③0.5④3。
68. (2) 下列刀工中何者為不正確？①「末」比「粒」小②「絲」比「條」粗③「粒」比「丁」小④
「茸」比「末」細。
69. (1) 每年食品中毒事件以五月至十月最多，主要是因為①氣候條件②外食關係③學校放暑假④交
通因素。
70. (4) 胡蘿蔔素為何種維生素之先驅物質？①維生素 E②維生素 K③維生素 D④維生素 A。
71. (2) 鮮奶如需熱飲，各銷售商店可將瓶裝鮮奶加溫至①50℃②60℃③30℃④40℃

以上。

72. (1) 蒸蛋時宜用①文火②武火③旺火④三者隨意。
73. (1) 砧板材質以①塑膠②不銹鋼③硬木④軟木

為宜。

74. (3) 使用鑽孔機時，不應使用下列何護具？①耳塞②防塵口罩③棉紗手套④護目鏡。
75. (4) 沙門氏菌的主要媒介食物為①蔬菜、水果等產品②淡水魚、蝦、蟹等產品③海洋魚、貝類製
品④禽肉、畜肉、蛋及蛋製品。
76. (2) 有關防腐劑之規定，下列何者為正確？①使用對象無限制②使用對象與用量均有限制③使用
對象與用量均無限制④使用量無限制。
77. (2) 調味乳應存放在①乾貨庫房②冷藏庫③冷凍庫④室溫

中。

78. (2) 下列何者與消防法有直接關係？①進出口食品②餐飲業③蔬菜供應商④餐具業。
79. (2) 最重要的個人衛生習慣是①隨時戴手套操作②經常洗手③一年體檢兩次④戒菸。
80. (1) 一公克脂肪可產生①9②4③7④12

大卡的熱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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