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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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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每題 1.5％） 

1、臺中市役所為臺灣臺中市日治時期的「辰野式」仿巴洛克建築之一，是

臺中地區鋼筋混凝土建築之始。請由下圖柱頭判斷其最接近於以下哪一

種柱式？ 

(A) 托斯坎柱式(Tuscan Order) 

(B) 多立克柱式(Doric Order) 

(C) 愛奧尼柱式(Ionic Order) 

(D) 複合柱式(Composed Order) 

(E) 柯林斯柱式(Corinthian Order) 

 

 

 

2、右圖為太陽神拉(Ra)的眼睛圖像，又稱為？ 

(A) 歐西里斯之眼 

(B) 蓋伯之眼 

(C) 永恆之眼 

(D) 荷魯斯之眼 

(E) 天使之眼 

 

3、達文西依據哪一本著作的描述畫出圖右的人體比例圖？ 

(A) 達文西《繪畫論》 

(B) 柏拉圖《理想國》 

(C) 亞里斯多德《詩學》 

(D) 歐基里德《幾何原本》 

(E) 維特魯威《建築十書》 

 

 

  

准考證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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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下列哪位畫家或藝術家不屬於新古典主義陣營？ 

(A) 卡諾瓦(Antonio Canova) 

(B) 大衛(Jacques-Louis David) 

(C) 安格爾(Jean Auguste Dominique Ingres) 

(D) 德拉克洛瓦(Eugène Delacroix) 

(E) 烏東(Jean-Antoine Houdon) 

 

5、下列哪位畫家不屬於印象派？ 

(A) 馬內(Édouard Manet) 

(B) 莫內(Claude Monet) 

(C) 雷諾瓦(Pierre-Auguste Renoir) 

(D) 畢沙羅(Camille Pissarro) 

(E) 庫爾貝(Gustave Courbet)  

 

6、下列哪一位畫家在藝術論著中明確論證音樂與美術的關係，將美術中的

點、線、面相當於音樂中的節奏和旋律，把長短線條視為音樂中的快慢

節奏？ 

(A) 克利(Paul Klee) 

(B) 蒙德里安(Piet Mondrain) 

(C) 康丁斯基(Kandinsky) 

(D) 米羅(Joan Miro) 

(E) 草間彌生 

 

7、請判斷右圖的藝術史風格名稱。 

(A) 分析立體派(Analytical Cubism)  

(B) 綜合立體派(Synthetic Cubism) 

(C) 結晶立體派(Crystal Cubism) 

(D) 分析未來派(Analytical Futurism) 

(E) 結晶未來派(Crystal Futu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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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元代畫家黃公望名作〈富春山居圖〉，所使用的皴法是： 

(A) 斧劈皴 

(B) 披麻皴 

(C) 雨點皴 

(D) 折帶皴 

(E) 牛毛皴 

 

9、乾隆皇帝的三希堂以哪三件稀世書法命名？ 

(A) 〈蘭亭序〉、〈寒食帖〉、〈劉中使帖〉 

(B) 〈快雪時晴帖〉、〈平安帖〉、〈寒食帖〉 

(C) 〈伯遠帖〉、〈劉中使帖〉、〈蘭亭序〉 

(D) 〈中秋帖〉、〈快雪時晴帖〉、〈伯遠帖〉 

(E) 〈平安帖〉、〈中秋帖〉、〈奉橘帖〉 

 

10、關於中國畫的款識、題跋，下列何者為非？ 

(A) 題者標在前，跋者在後 

(B) 題約始於唐，跋約起於宋 

(C) 作有署名曰識，署文曰款 

(D) 仲春是二月，蒲月是五月 

(E) 題畫用印，押角章以選用閒章為主 

 

11、下列中國畫家所提畫論，何者為非？ 

(A) 石濤：搜盡天下奇峰打草稿 

(B) 宗炳：山水以形媚道 

(C) 倪雲林：寫胸中逸氣 

(D) 李唐：外師造化，中得心源 

(E) 趙孟頫：以書入畫 

 

12、關於中國瓷器下列何者敘述錯誤？ 

(A) 宋代哥窯的主要特徵是釉面有裂紋開片 

(B) 明代的彩瓷以成化年間的鬥彩最為著名 

(C) 鈞窯是宋代白瓷的代表 

(D) 汝窯生產間青瓷被宋人評為第一 

(E) 元代燒瓷技術以青花及釉裡紅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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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關於完形心理學所提出的群化原則(Rule of Grouping) ，下列敘述何者錯

誤？ 

(A) 色盲檢查表是利用群化原則中「閉鎖的原則」，來測驗眼睛辨色能

力 

(B) 傳統書法中的「筆斷意不斷」是利用群化原則中「連續原則」，來達

到群化現象 

(C) 酒杯與酒瓶是利用具有共同機能或作用，讓我們知覺上容易把他認

為同一系統（群） 

(D) 有缺口的圓，還能感受到是圓形，是因為「閉鎖的原則」與「近接

的原則」相乘作用關係 

(E) 我們眼中所看到的物象，之所以能夠知覺出它是某種形體，是因為

藉由某些條件，將其凝聚為一種形狀 

 

14、在紅燈下，雖然白紙受光線影響成為紅色，人們仍依然能辨別它是白紙，

此現象為： 

(A) 柏金赫現象 

(B) 色陰現象 

(C) 色彩共感覺 

(D) 色彩的恆常性 

(E) 薄暮現象 

 

15、以紐約為中心的藝術運動，是一種透過形狀和顏色以主觀方式來表達，

而非直接描繪自然世界的藝術，又稱紐約畫派。其中一代表性畫家，傑

克遜．波洛克(Jackson Pollock)喜歡用潑灑和滴落顏料的技巧來創作，被

認為是「行動繪畫」的起源之一。傑克遜．波洛克為下列何種藝術運動

之代表畫家？ 

(A) 新藝術運動(New Nouveau) 

(B) 抽象表現主義(Abstract Expressionism) 

(C) 達達主義(Dadaism) 

(D) 立體派(Cubism) 

(E) 未來主義(Futu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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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關於色彩學之專有名詞，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 本身會發光的物體，例如綠色燈泡所發出之綠光，會直接刺激我們

的眼睛，產生綠的色彩感覺，稱為「光源色」 

(B) 「明視度」是指圖形與背景色彩，會因為兩者之間色相差、明度差、

彩度差等因素，而產生視認時清楚或不清楚的程度差別 

(C) 當我們從陽光普照的戶外，進入到昏暗的戲院中，眼睛需要一小段

時間來適應，這是「明適應」 

(D) 當我們凝視一色許久，會產生形狀相同而色彩相反顏色的虛像，此

種虛像稱之為「補色殘像」 

(E) 年長者的頭髮，遠看是灰色，近看則發現黑白相間，此種是色彩混

合原理是「並置混合」 

 

17、有關「中國傳統色彩」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 傳統國畫顏料中的「赭石」，其顏料色彩為「紅褐色」 

(B) 國畫中「墨分五色」，即指色彩之明度變化分成五個階段 

(C) 色彩與「五行」、「方位」之對應關係中，黃色對應方位的「中央」 

(D) 唐三彩主要以黃、綠、白三色為主之彩釉 

(E) 中國傳統的國劇臉譜中，以白色表示純潔的性格 

 

18、下圖為下列哪一個城市所主辦之夏季奧運標誌？  

(A) 1992 西班牙巴塞隆納 

(B) 2000 澳洲雪梨 

(C) 2004 希臘雅典 

(D) 2012 英國倫敦 

(E) 2016 巴西里約熱內盧 

 

 

 



第 6 頁，共 12 頁 

19、幼兒園為迎接新學期到來，園中所有教室將粉刷上嶄新色彩，以營造出

不同教室之教育功能。下列關於色彩心理感覺的敘述何者錯誤？ 

(A) 黃色具有前進的感覺 

(B) 白色具有爽朗的感覺 

(C) 紅橙色具有興奮的感覺 

(D) 綠色與紫色具有寒冷的感覺 

(E) 淡藍色具有柔和感覺 

 

20、近幾年在臺灣舉辦之大型活動，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2009 年世界運動會在臺北舉行 

(B) 2010 年國際花卉博覽會在高雄舉行 

(C) 2010 年以「城市，讓生活更美好」為主題之世界博覽會在高雄舉行 

(D) 2011 年世界設計大會在臺北舉行 

(E) 2016 年臺灣燈會在臺中舉行 

21、下列關於「建築與造形」之敘述，何者正確？ 

(A) 立體派畫家塞尚(Paul Cézanne)曾說：「一切形體均可還原至圓球體、

三角柱與立方體」 

(B) 高雄世運主場館是由安藤忠雄設計 

(C) 臺中東海大學的路思義教堂是由李祖原設計 

(D) 臺北 101(TAIPEI 101)大樓是由貝聿銘設計 

(E) 不使用釘子，由中國發明的木材連結方式為「榫卯結構」 

 

22、下列有關於「點、線、面、體」之敘述，何者錯誤？ 

(A) 康丁斯基曾說：「在抽象或想像中，點是完美的小、完美的圓。」 

(B) 法國艾菲爾鐵塔為線立體構成 

(C) 當點向四面八方擴散，會產生「線化」作用，如印刷網點原理 

(D) 蒙德里安將造形還原到垂直與水平的最簡單元素「面」的構成 

(E) 朱銘的太極系列雕刻為塊立體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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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以下有關莫內(Claude Monet)所述，何者為非？ 

(A) 法國印象派畫家 

(B)〈印象‧日出〉(Impression Sunrise)是其 1872 年左右之創作 

(C) 在西元 1880－1891 年間創作了一系列的「乾草堆」作品 

(D) 以在吉維尼附近所見到的田園景象為創作主題，畫面著重在表現光

線與氣氛 

(E) 他的第一個系列作品〈巴黎聖母院〉，就是在不同的角度和一天中不

同的時間來畫 

 

24、以下有關文字所述，何者為是？ 

(A) 埃及象形文字代表音樂，也有代表事物的圖畫，或是發音的記號 

(B) 甲骨文字為殷商時代刻在龜甲與獸骨上文字，是夏朝人占卜過後留

下的卜辭，偏向於原始圖畫文字 

(C) 東巴文字為中國雲南省麗江地區納西族的傳統文字，文字構成偏向

圖畫，外型活潑生動 

(D) 阿拉伯文字由便捷的幾何形所構成，廣泛應用於雕刻建築花紋上，

也有大幅度變形的藝術字體  

(E) 埃及楔形文字是埃及人早期使用蘆葦桿壓印在泥板上，因而字的筆

劃都成為具橢圓形的線條，如同楔形 

 

25、以下有關李梅樹所述，何者為是？ 

(A) 1902 年出生於鶯歌鎮，從小就熱愛音樂和美術 

(B) 對廟裡的雕刻與彩繪很有興趣，並立志成為雕刻家 

(C) 1922 年考入於臺北師範學校，一生從事美術教育 

(D) 1947 年開始投入修建淡水清水祖師廟的工作，直到 1983 年去逝 

(E) 圖畫書《三角湧的梅樹阿公》帶領讀者認識李梅樹的生活，以及他

的繪畫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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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由於科技的進步，物質環境的改變，藝術家們的創作理念、內容、媒材、

工具亦不斷創新，因此產生了許多有趣、新奇的現代藝術作品，以下所

述何者為非？ 

(A) 其中一種創作方式就是將藝術與環境互相結合 

(B) 有些藝術家改造自然環境形成「地景藝術」 

(C) 史密斯(Robert Smithson) 1970 年在美國猶他州以貝殼、鵝卵石完成

〈螺旋堤〉 

(D) 克里斯多(Jaracheff Christo) 1969 年在澳洲以塑膠布、尼龍繩完成〈包

捆海岸〉 

(E) 很多早期地景藝術作品保留了材料被自然力改變、侵蝕的客觀屬性，

僅僅短暫地存在，如今只能在紀錄片或者照片檔案中找到 

 

27、有關臺灣畫家顏水龍，以下所述何者為是？ 

(A) 一生勤奮、執著，早年留學法國、英國 

(B) 回臺後，於 1933 年和陳澄波、廖繼春、李梅樹、楊三郎、李石樵等

人創立了「臺灣美術協會」 

(C) 1950 年起，作畫逐漸趨於某些特定的題材，以農村日常生活為題材

的創作是一大特色 

(D) 1961 年起陸續製作了一連串的馬賽克壁畫，如臺中體育場外牆的

〈運動〉 

(E) 山胞畫像中以阿美少女、嘉義鄒族、烏來泰雅族婦女為其最愛 

 

28、以下繪本圖畫書的內容何者不是以拼貼為主要創作媒材？ 

(A) 艾瑞卡爾(Eric Carle)－《好餓的毛毛蟲》 

(B) 莫里斯桑達克(Maurice Sendak)－《野獸國》 

(C) 濟慈(Ezra Jack Keats)－《下雪天》 

(D) 里歐里奧尼(Leo Lionni)－《田鼠阿佛》 

(E) 陳致元－《小魚散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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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有關齊白石，以下所述何者為非？ 

(A) 原名齊純芝 

(B) 由於家族以務農為生，祖父齊萬秉認為農耕不能賺錢，於齊白石 2

歲時起教授寫字 

(C) 6 歲時在公公所開設之蒙館學習，半年後輟學 

(D) 14 歲起作木匠，學習雕花木工 

(E) 因家中靠近白石湖，故取別號白石山人 

   

30、有關奇美博物館，以下所述何者為非？ 

(A) 典藏分兵器、工藝、樂器、化石、動物、繪畫、隕石、雕塑共八類 

(B) 臺灣館藏最豐富、最富盛名的私人博物館 

(C) 常設展文物來自於奇美文化基金會、奇美實業與許文龍家族之收藏 

(D) 館藏特色為全球數量最多之鋼琴收藏，涵蓋世界各大製琴師名作 

(E) 全臺灣最完整之西方繪畫雕塑收藏，堪為西方藝術之窗 

 

31、下列敘述何者有誤？ 

(A) 宋朝郭熙在其畫論中提出「三遠」的山水畫創作構圖觀點 

(B) 元朝趙孟頫提倡「作畫貴有古意」和「書畫同源」繪畫的理論 

(C) 明朝董其昌提出「尚南貶北論」，特別強調南宗畫的正統性 

(D) 清朝揚州八怪主要是以意境主觀，具獨特風格的山水畫作品嶄露頭

角 

(E) 〈魏晉勝流畫贊〉為顧愷之作品 

 

32、北宋山水畫發展出一種沿畫面中軸線安置主要物象的「巨碑式」構圖模

式，下列何者最能代表這樣的風格？ 

(A) 郭熙〈早春圖〉 

(B) 馬遠〈風雨山水圖〉 

(C) 范寬〈谿山行旅圖〉 

(D) 夏圭〈山水圖〉 

(E) 董其昌〈溪山仙館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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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畫家波提切利(Sandro Botticelli, 1445-1510)最著名的

作品之一〈維納斯的誕生〉，主要是用以下何種媒材繪製完成的？ 

(A) 濕壁畫 

(B) 水彩 

(C) 油彩 

(D) 膠彩 

(E) 蛋彩 

 

34、法國繪畫為十九世紀中後期的藝術運動之一，它試圖以對當代生活無偏

見的觀察為基礎，客觀的表現外部世界。上述思潮與藝術運動稱之為： 

(A) 寫實主義 

(B) 象徵主義 

(C) 絕對主義 

(D) 矯飾主義 

(E) 古典主義 

 

35、1490 年曼帖那(Andrea Mantegna, 1431-1506)繪製一幅蛋彩畫〈死去的基

督〉，畫中為了畫面的合理和賓主關係，而將基督圖像的頭部略微放大，

並將雙腳縮小、壓低。這種繪畫表現的方法，稱之為： 

(A) 正面法則 

(B) 多點透視法 

(C) 平行透視法 

(D) 前縮法 

(E) 以上皆非 

 

36、哥德式建築看起來輕巧精緻、空間寬廣，關於其主要建築特色，下列何

者為非？ 

(A) 尖拱 

(B) 肋筋穹隆 

(C) 山形牆 

(D) 飛扶壁 

(E) 垂直式(Perpendicullar)彩色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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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關於西洋美術史下列敘述何者有誤？ 

(A) 希臘藝術是歐洲文藝復興時期，藝術家所考察研究的主要古代文化

遺產 

(B) 喬托(Giotto di Bondone, 1266-1337)被視為啟發文藝復興的藝術家 

(C) 蒙德里安(Piet Cornelies Mondrian, 1872-1944)認為只有自然寫實的

形象，才是真正純粹的形象 

(D) 塞尚是啟發立體派的藝術家 

(E) 超現實主義與重視潛意識理論有關 

 

38、二十世紀西方興起一種使用光學技術，營造出奇異藝術效果的藝術思潮；

它主張用嚴謹的科學設計亦可啟動視覺神經，視覺作用喚起並組合成象，

達到與傳統繪畫同樣動人的藝術體驗。這種藝術思潮一般稱之為： 

(A) 偶發藝術(Happening) 

(B) 集合藝術(Assemblage) 

(C) 極限藝術(Minimal Art) 

(D) 硬邊藝術(Hard Edge) 

(E) 歐普藝術(Op Art) 

 

39、在美學上主張「傳達論」，認為創作的作品必需能夠傳達清楚，並且讓

人能充份的感受到。因此，傳達並且經驗到相同的情感是文藝活動的基

礎。主張上述理論的十九世紀文豪是誰？ 

(A) 雨果(Victor Hugo) 

(B) 托爾斯泰(Leo Nikolayevich Tolstoy) 

(C) 黑格爾(Friedrich Hegel) 

(D) 薄迦丘(Giovanni Boccaccio) 

(E) 喬依斯(James Augustine Aloysius Joy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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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約瑟夫．波依斯(Joseph Beuys, 1921-1986)《給卡塞爾的 7000 棵橡樹》

的計畫，包括 7000 次反覆的創始動作，讓人和其所處的地點因此聯結，

透過栽植一棵樹的象徵性舉動，也意味著人人皆可以是藝術家。他的這

個植樹計畫是連繫著其所聲稱的以下何種觀念？ 

(A) 社會雕塑 

(B) 公共藝術 

(C) 生態美學 

(D) 地景藝術 

(E) 行動藝術 

 

二、簡答題（40％） 

1、2016 臺北燈節主燈「福祿猴」（葫蘆猴）被全臺民眾嫌棄粗劣醜陋，釀

成年度最大美學事件。請就造形藝術角度說明你對「福祿猴」的看法與

評價。（15％） 

 

 

 

 

 

 

 

 

 

 

 

2、我們可以運用圖畫書或繪本，將生動的故事，用感人或趣味的美好畫面

帶入課程。試舉一例說明： 

(1) 如何將圖畫書或繪本融入國小生活課程？（8％） 

(2) 前述課程中與美感活動有關之教學步驟為何？（7％） 

 

3、論普普藝術(POP ART)對當代藝術的影響。（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