寵物美容丙級題庫 06：寵物美容之基本技
能
1.
下列何者是可以修剪成最多造型的犬隻？①貴賓犬②北京犬③博美犬④西施犬。
2.
約克夏的髮髻一般都編成①單結②雙結③耳結④三結。
3.
下腹部被毛的剃除在公犬應成①倒Ｖ型②倒Ｕ型③ＷI 型④Ｍ型。
4.
犬淋浴完成後首先進行之工作為①使犬自動甩水②用大毛巾擦乾水份③用吸水巾
擦乾毛髮④以手擰乾大部分水份。
5.
那一部位在淋浴後殘留水分最多①足部②腹部③頸部④背部。
6.
一般寵物之淋浴工作優先順序是由①頭至尾②足至背③尾至頭④背至頭。
7.
吹風機與寵物之最佳距離為①5～10 公分②10～20 公分③30～40 公分④40 公
分以上。
8.
直毛犬修剪時剪刀拿的方向何者為誤？①橫向②朝上③朝下④順毛向。
9.
寵物美容工作者在清耳道時可以清理①垂直耳道②水平耳道③內耳道④中耳道。
10.
正確拔除耳毛時應以止血鉗①少量且迅速拔除②不管數量，但必須用力拔除③緩慢
大量拔除④一次大量拔除。
11.
耳垢如有硬化時，應先滴入清耳液，然後①用棉球塞入耳洞②用止血鉗立即清理③
以手輕按耳根④以棉花棒立即清理 ，以軟化耳垢。
12.
基礎剪(粗胚)之重點在於①外形(造型)的設定②美的感覺③藝術的品味④技巧的表
現。
13.
淋浴前點眼睛保養液之作用為①防止撞傷②形成保護膜③治療眼疾④使瞳孔收縮。
14.
將洗毛精適量稀釋後，應以何種工具將洗毛精均勻塗抹犬隻全身①毛刷②小水桶③
手鋼刷④海棉。
15.
潤絲精除能使皮毛柔順，有光澤外尚能①增加香味②除蚤③殺菌④中和酸鹼值。
16.
不管是任何犬種均需用電剪剃除乾淨的部位是①下腹、足底、肛門②尾根、下腹、
生殖器③前胸、眼眶、耳內④前胸、眼眶、尾根。
17.
任何頂毛髮髻的編飾必須在幾日內拆除重編，否則易使毛髮纏結斷裂①3～7 天②
15～20 天③30 天④一個半月內。
18.
為使被毛健康，編飾頂毛髮髻的位置、形狀及綁法應①時常變化②固定不變③形狀
改變但位置不變④綁法改變但位置不變。
19.
來店美容之母犬有腹部膨大之現象，此時應該：①恭喜畜主，母犬懷孕了②可能有
胃腸炎，應購買藥品服用
③可能有內寄生蟲，應進行驅蟲④無法知道原因，應建議畜主送醫檢查。
20.
送洗之犬、貓明顯有外寄生蟲感染，寵物美容人員進行下列處理何者較適當？①直
接以藥浴除蟲②與畜主商量後即可除蟲③僅進行一般美容程序，無需告知畜主④告知畜主，
並尋求獸醫師診治後，依醫囑進行必要程序。
21.
止部(額段)嚴重髒污並有惡臭，清洗時應使用①消毒水②雙氧水③稀釋硼酸水④毛
巾 搓洗。

22.
23.

為使寵物皮毛美麗需要常：①梳刷②淋浴③藥浴④蒸氣浴。
可使毛髮整齊，並促進血液循環的動作是①剪毛②刷毛③剃毛④修毛。

24.
過度的沐浴對寵物有害，除容易引起皮膚不適外還有①鼻病②眼球受傷③肛門發炎
④毛質惡化。
25.
下列那一犬種美容時需要拔毛作業？①可卡②貴賓③雪納瑞④約克夏。
26.
下列有關博美犬之美容修剪方法何者有誤？①足尖需剪成貓足狀②耳朵顯的愈小
愈好③後肢由飛節垂直向下剪④用電剪剃臉為其特徵。
27.
犬貓洗澡水之溫度以幾度為宜？①25℃②35℃③45℃④50℃。
28.
所謂 Balance(平衡)，是指寵物犬美容時造型需①左右對稱②前重後輕③前輕後重
④左重右輕。
29.
患病犬貓嚴重污穢，如必須清理時應使用何種方式最適宜？①去漬油②乾洗劑③沐
浴④除蟲粉劑。
30.
送洗之犬隻皮毛沾滿機油等污物時，沐浴前應先使用何種物質處理油漬，而後再清
洗以避免造成傷害？①植物油②汽油③松節油④煤油。
31.
適合犬用洗毛精之酸鹼值是①強酸②弱酸③弱鹼④強鹼。
32.
長毛犬足底蹠球被毛需要修除，除了防止沾染污穢外，另外的主要功能為①涼快降
溫②去黴防蟲③增澀止滑
④美觀大方。
33.
博美犬美容時，在尾根部約 2 公分處應①根短上長②全部修短③電剪剃淨④後短
前長 ，然後再於尾端修成扇型。
34.
喉結為犬美容的定點位置，它是①公有母無②母有公無③公母都無④公母都有。
35.
最後肋骨為犬美容的定點構造，實際上是第幾肋骨？①10②11③12④13。
36.
貴賓犬實施短型剪法時，如遇體型不佳，腿短身長者，為求補正應①腹腰線修短提
高②腹腰線留長放低③修成胸長腰短④修成胸短腰長。
37.
修剪雪納瑞犬的腰腹線時，應①修成胸長腰短②修成胸短腰長③平行修剪④束腹修
剪。
38.
貴賓犬實施短型剪法時，如遇體型不佳，腿長身短者，為求補正應①腹腰線修短提
高②腹腰線留長放低③修成胸長腰短④修成胸短腰長。
39.
貴賓犬利用電剪剃毛，首先應剃除的部位是①尾部②足部③下腹部④顏臉部。
40.
比賽時北京犬之頭頂應修成①圓弧形②水平形③橢圓形④冠狀形。
41.
蝴蝶結的使用是因為①寵物自身喜愛②保護皮毛③目標明顯④人類喜歡。
42.
貓的美容程序首先應①剪爪②清耳③整毛④沐浴。
43.
沐浴完成，吹乾寵物被毛後，接下來應做那項工作？①電剪剃除雜毛②用排梳梳理
被毛③以剪刀修剪造型④ 清理肛門腺。
44.
犬隻美容時需觀察事項，哪一項不重要？①眼睛有無紅腫②皮膚有無紅斑③耳朵有
無味道④主人開的車子。
45.
以下哪一個現象犬隻不適合洗澡？①軀體有外傷②被毛髒③指甲太長④身上有寄
生蟲。
46.
犬隻美容時不需和主人溝通的項目為①有無疾病史②美容項目③犬隻特性習慣④
犬隻的玩具。
47.
寵物美容時，發現其耳朵有嚴重皮膚搔癢，請問下列哪一項處置不適合？①告知主
人②幫牠用藥處理③環境消毒避免感染④用具消毒。
48.
當犬隻美容時，走路的步伐不穩，不可能原因為①關節有問題②腳有傷口③腳黏到

異物④身上有寄生蟲。
49.
當犬隻洗澡時，狂叫不止，你不該如何做？①儘速完成，請主人帶回②不要使用烘
箱吹乾③棍棒威嚇④放置於有人的地方。
50.
當犬隻美容時，除了溝通造型需求外，以下何者不恰當？①犬隻的胖瘦②毛髮的保
養③牙齒的保健④犬隻的血統問題。
51.
當太胖或太老的犬隻進行美容時，以下哪項說明是錯的？①水溫不能太高②快速吹
乾，溫度不重要③對犬隻要溫柔④毛髮乾燥時不要置放於烘箱。
52.
正常寵物的耳朵聞起來應為①無味②酸味③臭味④腐敗味。
53.
寵物洗澡時，其正常的皮膚應是①有皮屑②光亮平順③有結痂④有紅疹。
54.
當犬隻洗澡時，發現其肛門下腫起摸起來會痛，原因可能為①肛門腺炎②關節炎③
大便黏住④有寄生蟲。
55.
當犬隻洗澡時，聞到嚴重的口臭味，不可能原因為①牙齒疾病②肝病③尿毒④腸炎。
56.
寵物美容時，聞到耳朵有異味，不可能原因為①黴菌感染②細菌感染③寄生蟲感染
④毛髮纏結。

57.
寵物耳朵的清潔和操作失當，不會導致耳朵的①發炎②細菌感染③歪頭④呼入性肺
炎。
58.
寵物美容師於美容過程進行中時，最應避免發生的狀況為①被咬傷或抓傷②寵物排
遺③工具掉落④寵物摔落致受傷死亡。
59.
當寵物有皮膚病時，不適合的美容項目為？①洗澡②染色③剪毛④剃毛。
60.
當犬隻身上有寄生蟲時，除了驅蟲藥浴外，不建議主人為寵物①滴驅蟲劑②環境消
毒驅蟲③皮膚保健④餵食維他命。
61.
當寵物毛髮沾到黏鼠板時，最佳的清洗方式是使用①汽油②煤焦油③去漬油④沙拉
油 配合洗劑徹底清洗。
62.
當寵物全身毛髮纏結如片狀時，建議的美容方式是？①全身剃除②拆結③洗澡④做
造型。
63.
母犬來店寄宿或美容時，如發現有發情徵象，應注意①不可與其他成年公犬混居②
不可洗澡③不可使用吹水機④不可剪趾爪。
64.
當寵物在美容桌上不安分時，適當的處理方式為①叫罵牠②威嚇牠③打牠④扣上保
定繩。
65.
當寵物在美容操作時欲咬美容人員，何者處理方式較不適合？①扣上保定繩②戴上
口罩③戴上依莉莎白頭套
④以牙還牙咬回去。
66.
剪趾爪時，被施作之寵物不願站立時可用何種方式保定？①固定右前肢②固定左前
肢③用手和身體抱住④固定後肢。
67.
欲將陌生寵物由籠內攜出時，下列哪一項動作不宜？①直接伸手入籠②呼喚動物名
③避免與動物兩眼平視④ 利用毛巾輔助。
68.
從籠內或桌面抱離寵物時，以下何者是錯？①僅抓住寵物前肢②一手保定頸部一手
托住臀部③一手保定頸部一手環繞他的胸和腹部④一手扣住保定繩一手環抱寵物腹腰。
69.
在美容修剪時，犬隻不喜歡站立時，可用的保定方式是把手伸到①腳部下方②頸部
下方③腰部下方④抓尾巴來保定牠。
70.
對不習慣美容操作的犬隻以下哪一項是不適合的？①溫柔撫摸讓狗安心②輕輕刷
毛③讓狗慢慢習慣工具④使用蠻力壓制。

71.
與主人交接寵物時，下列哪一項不適合？①檢查籠子門有無關妥②卸除寵物的牽繩
③大型犬繫在陌生人不易接近處④確認犬隻項圈的鬆緊度。
72.
保定的方法有徒手和工具，下列哪一項工具較不適合？①伊莉莎白頭套②口罩③牽
繩④膠帶。
73.
專業的寵物美容師手部指甲應①剪短②留長③擦指甲油④貼水晶指甲。
74.
修剪趾爪時，正確應用何指確實按住趾爪根部？①大拇指和中指②大拇指和食指③
大拇指無名指④大拇指和小指。
75.
趾爪修剪完成後，正確運用挫刀的方式應①懸空②緊貼爪尖且同一方向進行③隨心
所欲④上下左右。
76.
寵物修剪趾爪躁動時，為免傷人，下列何者行為不正確？①戴口罩②將頭固定在腋
下③運用保定繩④嚴打使其屈服。
77.
清潔耳道時下列何者是不需使用的工具及用品？①止血鉗②耳粉③清耳液④拔毛
刀。
78.
清潔耳道時，如有發現嚴重耳疾時應①請畜主買藥自己點②主動立即告知畜主需送
醫治療③不用理會④畜主發現再告知其問題。
79.
拔除耳道深處毛的方式，下列何者不宜？①灑耳粉後拔除②用除毛劑去除③徒手拔
除④以止血鉗拔除。
80.
洗澡前梳理被毛如發現有纏結時，應①先梳後洗②直接下水③噴上解結液後即下水
④塗抹潤絲精後即下水。
81.
被毛打結時，專業美容師不會使用何種工具來做梳理？①針梳②排梳③蚤梳④刮刀。
82.
使用針梳梳理毛髮時，梳面的角度應與犬隻身體呈①縱向②平行③垂直④斜面。
83.
運用針梳的正確使力部位是在何處？①手肘②手腕③手臂④手掌。
84.
一般梳理犬隻耳部毛髮時，美容師不會運用何種工具來做梳理？①刀梳②針梳③排
梳④木柄梳。
85.
梳理犬隻耳部毛髮時，應用手掌托住①耳朵②四肢③頭部④身體。
86.
梳理長毛種犬隻下列何種工具最適當？①刀梳②木柄梳③排梳④尖尾梳。
87.
犬隻軀體較不容易形成毛球的部位是①腹部下側②四肢內側③耳朵後側④背部。

88.
犬隻容易形成毛球的部位中，最難發現到的為①耳朵後側②頸部③大腿內側④口唇
周邊。
89.
長毛犬種短型剪法時，不會用到下列何者工具？①層次剪②直剪③電剪④拔毛刀。
90.
犬隻毛髮纏結嚴重，需用剪刀處理時，應以①逆毛向②橫向③縱向④順毛向 解
開，以免損耗大量毛髮。
91.
護眼液的功用為何？①預防灰塵②預防細菌③預防病毒④洗澡前的護眼。
92.
下列何者不是入浴之前的操作？①剪趾爪②清耳朵③梳毛④擠肛門腺。
93.
下列何者不是使用清耳液的優點？①潤滑耳道②芳香耳道③軟化耳垢④清潔耳道。
94.
下列何者不是剪趾爪所需使用的工具？①止血粉②磨趾爪器③止血鉗④趾爪剪。
95.
Foot line 是指愛犬美容的①腳圍②膝蓋線③腹腰線④下腹線。
96.
下列何者不是清耳朵所需的工具？①止血鉗②棉花③耳粉④止血劑。
97.
拔耳毛時不會用到①手指②剪刀③止血鉗④耳粉。
98.
下列哪一項不是洗澡前的準備？①點護眼液②綁蝴蝶結③清耳朵④梳毛。
99.
何者不是梳理被毛的優點或作用？①促進新陳代謝②使毛髮亮麗③可完全免除沐
浴④發現皮膚異狀。

100.
下列何者不是去除被毛纏結的工具？①剪刀②電剪③尖尾梳④拆結刀。
101.
被毛梳理完成後，需再使用何種工具再做確認完成？①針梳②排梳③木柄梳④尖尾
梳。
102.
犬隻在洗澡打濕前，以下哪一項不重要？①上保定繩②測水溫③淋上洗髮精④測水
壓。
103.
操作犬隻沐浴時，下列哪一項是被允許的？①和客人聊天②接聽手機③和犬隻聊天
④可單獨放犬隻在水槽內泡藥。
104.
在為寵物沐浴過程中，臨時有事暫時離開水槽，以下哪一個方式不合適？①請同事
代為看管②用毛巾包狗一齊移動③上保定繩④直接將寵物單獨留置於水槽內。
105.
在犬隻沐浴操作中，弄濕狗的身體，第一步驟不建議把水淋在哪個部位？①臀部②
背部③四肢④頭部。
106.
對於不喜歡洗澡的幼犬，以下哪一項不適合？①輕聲撫摸②利用溫水浸泡③蓮蓬頭
從空中直噴④用手托住犬隻胸部。
107.
在挑選犬隻洗髮精，不需考慮那些項目？①毛質毛色②皮膚狀況③香味④髒污情況。
108.
在幫犬隻洗澡時，要使用手哪個部位較優？①指甲②指腹③手掌④整隻手。
109.
犬隻油膩骯髒，洗澡時不建議使用何種洗劑？①沙拉脫②犬去污專用洗髮精③犬皮
膚深層洗髮精④多洗幾次。
110.
寵物美容師判斷寵物已沖洗乾淨的標準，以下何者錯誤？①毛髮有微澀感②沖水時
毛髮有一根根的感覺③擰乾身體水分時，水呈混濁狀④沒有泡沬。
111.
對於那些犬隻不需要調低洗澡的水溫？①肥胖犬隻②有心臟疾病的犬隻③成犬④
老犬。
112.
洗澡後犬隻使用潤絲精的目的之一是使鹼性的被毛回復成①弱鹼性②中性③弱酸
性④酸性。
113.
犬隻洗澡過程中，下列哪一個部位較不易澈底洗淨？①臉部②背部③肚子④尾巴。
114.
下列哪個部位在擦乾過程中，最易被擦乾？①臉部②趾部③背毛④耳朵毛。
115.
在犬隻洗澡過程中，哪個順序是對的？①打濕─洗澡─吸水─擰水─包裹②洗澡─
打濕─擰水─吸水─包裹
③打濕─洗澡─擰水─吸水─包裹④打濕─擰水─洗澡─吸水─包裹。
116.
寵物皮膚有狀況時，不適用哪一種洗劑？①藥用洗劑②深層皮膚洗劑③潤絲精④芳
香洗劑。
117.
吹風機吹乾寵物毛髮時應注意事項中，以下何者是錯的？①測風溫②測風壓③測距
離④大風高溫快乾就好。
118.
使用吹風機吹乾毛髮的程序是，需先吹哪個部位？①毛尖②毛幹③毛根④全身。
119.
在吹乾過程中，哪個部位須改低溫、低風量處理？①腹部②眼睛③四肢④背部。
120.
下列何者非寵物毛髮吹乾的要求重點？①適當乾燥②拉直③適當彈性④皮膚可吹
至泛紅。
121.
在犬隻毛髮乾燥過程中，發現毛髮容易沾黏針梳，不易吹乾、吹鬆的原因中，以下
何者可能性最低？①濕度較高②沒洗乾淨③皮膚病④潤絲濃度過高。
122.
在犬隻洗澡吹乾後，需再次確認哪個部位有無異狀？①眼睛、腳②耳朵、鼻子③耳
朵、眼睛④趾爪、鼻子。
123.
洗澡後，常使用去除水分的工具，以下哪一項易造成犬貓驚嚇？①高速吹水機②吸
水毛巾③大毛巾④用手擰
水。

124.
使用吹風機吹乾犬貓的方法，以下哪一項是錯的？①順吹②逆吹③視動物部位而定
④全程以烘箱烘乾。
125.
使用烘箱輔助吹乾過程中，不需注意①動物急促喘息聲②動物的哀鳴聲③動物是否
想吃東西④溫度和時間。
126.
下列哪一項不是潤絲精(毛髮保養品)的功用？①保護毛髮②保濕③防止靜電④增
加毛量。
127.
使用吹風機用於寵物身上前，以下注意事項何者錯誤？①插座安全檢查②先高溫測
試再調適溫③依身體部位風力調整④收拾時將電源線纏繞於機身上。
128.
犬隻在洗澡吹乾後不需再檢查以下哪個部位？①耳朵②眼睛③趾爪④牙齒。
129.
在犬隻吹乾後應注意事項以下何者錯誤？①桌面要清潔②吹風機掛在保定桿上③
操作器具收入工具箱④桌面要消毒。
130.
犬隻皮膚哪個部位不是毛脂分泌旺盛部位①耳朵②足底③尾④背。
131.
洗澡的犬隻放入水槽中第一要務是①打濕②上保定繩③上洗劑④擠肛門腺。
132.
貴賓犬美容後肢角度三重點，以下何者不是？①尾球②坐骨端③膝關節④飛節。
133.
雪納瑞的頭部修剪，美容後的整體表現為①長方形②正方形③三角形④圓形。
134.
垂耳的寵物犬其蝴蝶結位置宜綁於①耳朵左方②耳朵根部③耳朵下方④耳朵右方
和眼睛高度的交叉位置。
135.
豎耳的寵物犬其蝴蝶結位置不宜綁於①左耳前②右耳前③左右兩邊④兩耳之間。
136.
寵物剪短型時，不建議使用哪個尺寸的電剪頭剃除身體毛髮？①5 ㎜②0.1 ㎜③8
㎜④3 ㎜。
137.
蝴蝶結的橡皮筋宜①直接綁於毛上②綁於美容紙上③直接綁於耳朵上④隨便綁但
要綁緊一點。
138.
紮耳飾毛時，不小心綁於耳肉上容易造成①血液循環不良而壞死②內耳發炎③毛囊
發炎④促進新陳代謝毛髮增生。
139.
犬展時，不需修剪體軀被毛的犬種為①貴賓犬②比熊犬③約克夏犬④雪納瑞。
140.
修剪毛髮時如使用電剪應與身體呈何種角度為佳？①90°②45°③30°④平行。
141.
頭頂的單一蝴蝶結位置應從兩眼①眼尾②眼頭③眼睛中間④眼睛下方
後劃半
圓到耳根部。
142.
貴賓犬需要剃除臉部毛髮時，下列敘述何者錯誤？①眼尾到耳根部前方②頸部的線
條呈Ｕ型或Ｖ型③頸部的線條最低點到前胸骨④逆理（剃）。
143.
瑪爾濟斯於犬展中規定須於頭頂綁上①一個②二個③三個④四個
髮髻。
144.
對於寵物造型的修剪，下列何項原則是不需考慮的？①平衡②對稱③標新立異④比
例。
145.
比熊犬修剪完成後頭部線條應呈現接近①圓型②三角形③長方形④正方形。
146.
雪納瑞耳朵之修剪應剃除掉耳朵之①1/3②1/2③1/5④全耳 的毛髮。
147.
下列何者對比熊犬修剪的敘述是錯誤的？①背要直②膝蓋部毛最長③腳呈圓柱狀
④兩眼與鼻子呈正三角形。
148.
貴賓修剪綿羊型，剃除尾根部時依正常尾長，應剃除全尾之①1/5②1/2③1/3④1/4。
149.
貴賓犬美容的腰線以①第十二根肋骨②第十一根肋骨③第十三根肋骨④第十根肋
骨 位置為準，依體長而作前後調整。
150.
參加犬展比賽時，西施需紮①一個②二個③三個④四個
髮髻。
151.
參加犬展比賽時，約克夏需紮①一個②二個③三個④四個 髮髻。
152.
博美犬的美容修剪，尾巴應呈①球型②方型③三角形④扇型。

153.
下列對可卡犬傳統造型修剪的敘述，何者錯誤？①頭不剃耳朵要剃②腳修剪成碗公
狀③耳朵剃
1/2～1/3④背用電剪剃。
154.
迷你雪納瑞 犬型背毛宜用①0.5 ㎜②2～3 ㎜③5 ㎜④8 ㎜
的電剪剃除。
155.
博美犬修剪成獅子型時，用不到下列何種工具？①電剪②直剪③打薄剪④拆結刀。
156.
下列對雪納瑞
型修剪的敘述，何者錯誤？①前肢的內外側要筆直②耳朵毛不剃
③飛節與地板呈垂直狀④眉毛呈柳葉狀。
157.
貴賓犬綿羊型的腳圍應修成①Ｕ形②Ｖ形③一字形④喇叭形。
158.
貴賓犬綿羊型的尾根應修成①Ｕ形②Ｖ形③倒Ｖ形④圓形。
159.
貴賓犬綿羊型的貴賓腳剃除位置在①第一指(趾)關節②第二指(趾)關節③第三指(趾)
關節④手根球。

160.
長毛西施犬剪短型不建議使用下列何種工具？①電剪②直剪③層次剪④刮刀。
161.
一般寵物犬剪短型中的西高地犬造型，其頭部的表現宜呈現①長方形②正方形③圓
形④三角形。
162.
約克夏修犬型時背毛宜用①0.5~1②3~5③5~8④8~10
㎜的電剪剃除。
163.
約克夏修成雪納犬型時耳朵之修剪應剃除掉耳朵之①1/3②1/2③1/5④全耳
的
毛髮。
164.
約克夏修犬型時尾巴應①剃除全尾②剃 1/3 留 2/3③剃 1/2④不剃留全尾。
165.
瑪爾濟斯犬修剪成
犬型時頭部宜用①0.1~0.5②1~5③8~10④10~13
㎜範圍
內的電剪順向剃除。
166.
雪納瑞犬耳朵內外側毛應用①1 ㎜②3 ㎜③5 ㎜④8 ㎜
的電剪順向剃除。
167.
西高地白
犬型其背毛剃除宜用①0.1~0.5②1~5③8~10④10~13
㎜範圍內的
電剪順向剃除。
168.
西高地白
犬型其尾巴應如何修剪？①剃光②修剪成圓形③根部粗、末端細④根
部細、末端粗。
查看其他題庫請登陸張雅如寵物美容：
http://www.ladygogoschoo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