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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104 學年度教師專業碩士學位學程招生考試 

美術專業試題 

 

一、選擇題（70%，每題 2%） 

 1、下列何者不是中國水墨畫的特質之一？ 

(A)重器輕道 

(B)重氣韻輕色彩 

(C)重筆墨輕形似 

(D)重菁英式輕大眾化 

(E)重精神性輕視覺化 

 

 2、日據時代，從日本帶進戶外繪畫觀念而對臺灣有重要影響，博得「臺灣西畫

之父」美名的是誰？ 

(A)藤島武二 

(B)鄉原古統 

(C)木下靜涯 

(D)石川欽一郎 

(E)鹽月桃甫 

 

 3、在中國畫的創作訓練中，以迅速捕捉瞬間印象，先視（看）後察（心），以

「視」為入口。以「察」為核心，並著重於後者。下列何者屬於此訓練法？ 

(A)同步 

(B)記憶 

(C)交替 

(D)生發 

(E)轉化 

 

 4、1960 年代，五月畫會帶起抽象水墨風潮，其中代表畫家劉國松，以自製的「國

松紙」作畫，並發展出哪一種皴法？ 

(A)拖泥帶水皴 

(B)泥裡拔釘皴 

(C)抽筋剝皮皴 

(D)大斧劈皴 

(E)披麻皴 

准考證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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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一生對臺灣建築、臺灣鄉土運動有很大貢獻，著有《臺灣古建築探索》並以

創作實踐而對後人影響深遠的畫家是？ 

(A)李乾朗 

(B)席德進 

(C)陳澄波 

(D)廖繼春 

(E)楊三郎 

 

 6、南朝姚最提出「心師造化」的觀點，爾後何人提出「外師造化，中得心源」

理論，成就水墨創作的指導規律？ 

(A)荊浩 

(B)宗炳 

(C)王微 

(D)張璪 

(E)張彥遠 

 

 7、中國畫表現的透視法有「六遠」的說法，下列何者不屬於「六遠」之一？ 

(A)高遠 

(B)平遠 

(C)深遠 

(D)迷遠 

(E)低遠 

 

 8、畫面的構成中有「圖與地」的原理，「圖」具有會有前進的效果，「地」則會

產生退後的感覺，下列何者對「圖」的性格描述有誤？ 

(A)大面積易成為「圖」 

(B)具有描寫紋理的有「圖」的性格 

(C)淺色的容易成為「圖」 

(D)單純的形容易成為「圖」 

(E)容易辨識的圖形會成為「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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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芥子園畫譜」是一本中國繪畫學習的範本，詳細介紹了中國畫中山水畫、

梅蘭竹菊畫以及花鳥蟲草繪畫的各種技法，是多人參與編著而成。下列何者

不是本書編著者之一？ 

(A)沈心友 

(B)王鑑 

(C)王蓍 

(D)王臬 

(E)王概 

 

10、「鉤勒法」是畫水墨畫時常的表現方法，下列對「鉤」與「勒」的描述，何

者為非？ 

(A)用筆順勢稱「鉤」 

(B)用筆逆勢稱「勒」 

(C)用筆單筆為「鉤」 

(D)用筆複筆為「勒」 

(E)用筆稱右為「鉤」，左為「勒」 

 

11、在中國書法的各種書體當中，形體結構講究疏密聚散，有「疏可走馬，密不

透風」稱呼的是哪一種字體？ 

(A)篆書 

(B)隸書 

(C)楷書 

(D)行書 

(E)草書 

 

12、繪畫風格「似嫩而蒼」，簡中寓繁，小中見大，外落寞而內蘊激情。被譽為

「元朝四大家」之一的畫家是誰？ 

(A)王蒙 

(B)吳鎮 

(C)倪瓚 

(D)黃公望 

(E)趙孟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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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中國畫善於運用墨法。一般由淡開始，待第一次墨跡稍乾，再畫第二次、第

三次，可以反覆皴擦點染許多次，甚至上了顏色後還可再皴、再勾、畫足為

止，使物象具有蒼辣厚重的立體感與質感。這種層層加墨的方法稱之為？ 

(A)宿墨法 

(B)破墨法 

(C)焦墨法 

(D)沖墨法 

(E)積墨法 

 

14、若以蘇軾的「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來討論水墨畫的風格，是指？ 

(A)畫要畫得逼真寫實 

(B)畫要畫抽象 

(C)畫要得細膩 

(D)畫要畫在似與不似之間 

(E)畫要畫變形 

 

15、世界博覽會(Universal Exposition)，又稱國際博覽會及萬國博覽會，簡稱世博

會、世博、萬博，是一個具國際規模的集會。參展者向世界各國展示當代的

文化、科技和產業上正面影響各種生活範疇的成果。世博會 2010 年在上海

展出，展覽主題為：「城市，讓生活更美好」，今年 2015 年將在哪一個國家

舉辦？ 

(A)西班牙／塞維亞 

(B)義大利／米蘭 

(C)日本／愛知 

(D)阿聯／杜拜 

(E)德國／漢諾威 

 

16、1950 年代末期即於紐約藝壇嶄露頭角，創作涵蓋超現實主義、抽象表現主義、

極簡主義、普普藝術、行為藝術等多元概念與形式，至今持續以其經典的圓

點圖騰風靡全球的日本藝術巨匠。2015 年在高雄市立美術館「夢我所夢：亞

洲巡迴展臺灣站」展出為下列何者？ 

(A)草間彌生 

(B)村上隆 

(C)奈良美智 

(D)福田繁雄 

(E)加藤彩 



第 5 頁，共 10 頁 

17、下列有關風格派(De Stijl)之敘述，何者錯誤？ 

(A)由一群建築師、設計師、藝術家與詩人在荷蘭發起 

(B)以抽象幾何取代自然型態 

(C)風格派(De Stijl)又稱為分離主義(Secessionism) 

(D)代表藝術家蒙德里安(Piet Mondrian)之抽象繪畫中線條、色塊與色彩協調

性 

(E)里特威爾德(Gerrit Thomas Rietveld)所設計紅藍椅，是從三度空間角度詮

釋 

 

18、多義圖形就是在同一個圖形中，可能產生兩種不一樣的圖形，多義圖形包含

空間反轉圖形、曖昧圖形、回轉錯視等。而在空間反轉圖形中，代表性荷蘭

版畫藝術家，曾在故宮博物館展出「自然與科學探索、人物描繪、精湛的版

畫技巧、傳說與宗教─聖經故事、旅行南歐的風景畫、心理遊戲般的視覺幻

象」六個主題，請問這位魔幻風格的錯覺藝術大師為何者？ 

(A) Frank Lloyd Wright, 1867-1959 

(B) M.C. Escher, 1898-1972 

(C) Andy Warhol, 1928-1987 

(D) Roy Lichtenstein, 1923-1998 

(E) Gustav Klimt, 1862-1918 

 

19、下列哪一位設計教育者，任教於包浩斯設計學校，負責「形態課程」，指導

學生素材與色彩等基礎課程，並在 1961 年出版《色彩的藝術》專書？ 

(A) Paul Klee 

(B) Walter Gropius 

(C) Wassily Kandinsky 

(D) Johannes Itten 

(E) Jackson Pollock 

 

20、英國倫敦 2012 年舉辦夏季奧運，根據國際奧委會(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簡稱 IOC)所制定之奧林匹克憲章(Olympic Charter)中，奧林匹克

五環之色彩從左至右是由下列哪五種顏色構成？ 

(A)黑、藍、橘、紅、綠 

(B)紫、橘、黑、綠、紅 

(C)藍、黃、黑、綠、紅 

(D)綠、灰、藍、橘、紅 

(E)紫、橘、黑、綠、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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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下列有關於「原色」與「混色」之敘述，何者錯誤？ 

(A)秀拉所利用的「點描技法」，其混色原理是色料反射的光線進入眼睛後，

在視網進行色光的混合，而非減法混色，因此明度和彩度不易降低。 

(B)「點描技法」之色彩混合原理與「彩色印刷之網點」色彩混合原理相同。 

(C)色料混合又稱為「加法混合」。 

(D)色光三原色之特性為不能再分解，不能再由其他色光混合出來，當三色

等量混合時會形成白色。 

(E)色光三原色是以生理學與物理學之觀點來立論，發現有紅(Orange red)、

綠(Green)、紫藍(Violet Blue)。 

 

22、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英國藝術與工藝美術運動的領導人之一。世

界知名壁紙花樣和布料花紋的設計者兼畫家。他所設計之四方連續布料花紋，

利用何種美的形式原理？ 

(A)反覆 

(B)漸層 

(C)強調 

(D)比例 

(E)統一 

 

23、臺中國家歌劇院（簡稱臺中歌劇院）2014 年剛落成，其建築設計是從 2005

年國際競圖首獎所產生。2009 年 12 月由麗明營造開始興建建築主體，獨創

的建築工法（曲牆建築工法和水幕防火設計）也獲得世界專利，而臺中國家

歌劇院是由下列哪一位建築師設計？ 

(A)安藤忠雄 

(B)伊東豊雄 

(C)西澤立衛 

(D)妹島和世 

(E)坂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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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座落於紐約市曼哈頓上東城的現代美術館「古根漢美術館」(The Solomon R. 

Guggenheim Museum)，本建築物設計師為世界三大建築巨人所設計，他在

1944 年提出美術館的建築具體方案，因二次大戰遲至 1956 年才動工，這棟

特殊的建築物，像是沿著柱狀方向纏繞的白色頭帶，其外觀與周圍典型的曼

哈頓建築物相較之下，形成了強烈的對比。下列何者為該建築物之設計師？ 

(A) Ludwig Mies van der Rohe 

(B) Le Corbusier 

(C)貝聿銘 

(D) Frank Lloyd Wright 

(E) Peter Eisenman 

 

25、超現實主義是法國開始的藝術潮流，源於達達主義，致力於解放隱藏在心中

潛意識的想像力，以達到追求新的藝術可能性。下列哪一位，非超現實主義

代表畫家？ 

(A) René François Ghislain Magritte 

(B) Salvador Dalí 

(C) Marc Chagall 

(D) Joan Miró 

(E) Marcel Duchamp 

 

26、下圖為 2015 年初新落成的臺南奇美博物館建築局部，請由此一柱頭形式判

斷奇美博物館所欲使用的柱式名稱？ 

(A)多利克柱式 

(B)愛奧尼亞柱式 

(C)科林斯柱式 

(D)托斯坎柱式 

(E)混合柱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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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請判斷下圖為下列哪一位浪漫主義美術家的作品？ 

(A)傑利柯(Theodore Gericault) 

(B)德拉克洛瓦(Ferdinand V. E. Delacroix) 

(C)哥雅(Francisco de Goya) 

(D)泰納(William Turner) 

(E)弗里德里希(Caspar David Friedrich) 

 

 

28、「高貴的單純，靜穆的偉大」是哪一位學者用來說明古代希臘藝術偉大精神

的用語？ 

(A)柏拉圖 

(B)亞里士多德 

(C)溫克爾曼 

(D)萊辛 

(E)黑格爾 

 

29、下圖現代繪畫名作「夜遊者(Nighthawks)」是哪一位畫家的代表作？ 

(A)馬內(Édouard Manet) 

(B)竇加(Edgar Degas) 

(C)愛德華‧霍普(Edward Hopper) 

(D)法蘭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 

(E)盧西安‧佛洛伊德(Lucian Fre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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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右圖為「巫女圖」帛畫局部，這幅帛畫出土於何處？ 

(A)三星堆  

(B)五星堆  

(C)七星堆 

(D)六堆 

(E)馬王堆 

 

31、臺北故宮 102 年 5 月曾展出「幸福大師－雷諾瓦與二十世紀繪畫特展」，下

列關於雷諾瓦(Pierre-Auguste Renoir)的敘述，何者正確？ 

(A)雷諾瓦曾和莫內、塞尚及畢卡索等人一起在巴黎舉辦落選沙龍展，也就

是後來所謂的第一屆印象派畫展。 

(B)他對色彩的運用相當細膩，喜用「點描法」作畫 

(C)雷諾瓦於 1881 年義大利之旅中，受拉斐爾作品影響，畫作風格試圖返回

古典主義，這段時期的畫作有時會被稱為「拉斐爾時期」。  

(D)雷諾瓦以人物畫出名，畫作甜美、悠閒，擅長描繪豐滿、明亮的臉和手

部。 

(E)他的經典作品包括「晚禱」和「拾穗」。 

 

32、如欲上網查詢國外網站有關「粉彩」的材料特性，應該鍵入下列哪一個關鍵

詞，查詢效果最直接？ 

(A) Liquitex 

(B) Pastel 

(C) Oil Color 

(D) Gouache 

(E) Fresco 

 

33、「Lithograph」為版畫版種之一，其最恰當的中譯為？  

(A)木版畫 

(B)石版畫 

(C)紙版畫 

(D)絹版畫 

(E)銅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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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下列畫家有誰不能被列為巴洛克畫家的典型代表？ 

(A)魯本斯(Peter Paul Rubens) 

(B)委拉斯貴茲(Velázquez) 

(C)林布蘭(Rembrandt) 

(D)卡拉瓦喬(Caravaggio) 

(E)布雪(François Boucher) 

 

35、下列圖形，何者為有機形(organic shape)？ 

     

(A) (B) (C) (D) (E) 

 

二、簡答題（30%，每題 10%） 

1、「六法」是品評與創作中國畫的重要標準。此標準是由何人總結前人經驗而提

出？其內容為何？試簡述之。 

 

2、色彩專有名詞解釋： 

(1)色光三原色 

(2)色料三原色 

(3)高短調、低長調 

(4)減法混合 

(5)並置混合 

 

3、請以傑克遜‧波洛克(Jackson Pollock)作品為例說明抽象表現主義(abstract 

expressionism)的繪畫風格特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