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育達系列 1 創新研發 

100 學年度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  

設計群專業(一) 試題 

第一部份：色彩原理(第 1至 20題，每題 2分，共 40分) 

 1. 關於光的標示方式，下列敘述何者不正確？ 

(A)光的波長以奈米(nm)標示 

(B)國際照明委員會(CIE)於西元 1931年公布了國際測色標準，採用 XYZ三刺激 

 值標示色彩 

(C)色溫(Color Temperature)標示色光的熱度，單位為 K，K值愈大色光散發的熱 

 度愈高 

(D)圖(一)為光譜反射率曲線，由反射出光的波段位於光譜上的位置，可以判斷出 

 此曲線代表的物體色為綠色。 

 

圖(一) 

 2. 關於常用顏料的性質，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油畫顏料色彩飽和度高，透明度亦高，最適合用來表現水的流動感 

(B)彩色墨水為油臘質，性質類似壓克力顏料，不透明的覆蓋效果佳 

(C)麥克筆有揮發性，適合快速處理色彩，常用於手寫海報、建築景觀圖、產品 

 設計圖 

(D)粉彩顏料適合塗繪牆面，多用於需要長期保存的壁畫，是西方繪畫使用的主 

 要材料。 

 3. 關於原色的概念，下列敘述何者不正確？ 

(A)牛頓(Newton)提出以光譜色彩秩序排列的七原色概念 

(B)赫林(Hering)提出四原色學說，認為紅、綠與黃、藍，分別為兩組對立的色對 

(C)伊登(Itten)首創三原色說，認為運用色光三原色紅、綠、藍，能合成各種色彩 

(D)麥斯威爾(Maxwell)疊合三原色色光，做出第一幅彩色影像，首創彩色影像複 

 製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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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請參考圖(二)所示之 3D結構圖，研判所標示的色彩屬性(Color Attributes)何者正

確？ 

(A)垂直的甲軸是明度軸 

(B)乙(橢圓盤)為同色色相面 

(C)丙點離甲軸愈遠彩度愈低 

(D)此圖無法用來標示色立體的屬性結構。 

 

圖(二) 

 5. 關於色彩體系(表色系)中的明度設計，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NCS色彩體系的無彩色明度值以 B標示 

(B)奧斯華德(Ostwald)色彩體系的明度分為 a、c、e、g、i、l、n、p等 8階 

(C)曼塞爾(Munsell)色彩體系明度軸的兩個端點，一端為 N0白色，另一端為 N10 

 黑色 

(D)色立體是一種有系統的色彩結構，其明度軸貫穿水平面，通常左端為黑色， 

 向右依序漸變為深灰、中灰、淺灰，最右則為白色。 

 6. 當色光疊合到另一色光或有色物體上時，會發生何種現象？ 

(A)等量的紅光和綠光疊合投影到白壁上，會形成黃色色塊 

(B)色光混合屬於加法混色，將許多不同色相的色光混合在一起，最後會得到七 

 彩色光 

(C)戴著藍色鏡片的眼鏡，看著交通號誌的黃燈亮起，燈色看起來是綠的 

(D)用黑色的透明玻璃紙覆到白光的燈上，照射出來的光是灰色的。 

 7. 應用混色原理的現象，下列敘述何者不正確？ 

(A)馬賽克(Mosaic)圖畫由細密的瓷磚構成，近看只見小色塊，遠觀呈現圖像，係 

 應用了視網膜上混色的原理 

(B)後印象派時期的點描畫法作品，應用了網點分色套印的連續混色原理 

(C)扯鈴時鈴盤呈現的色彩，是旋轉混色的結果 

(D)以黃線和藍線交織出的蘇格蘭(Scotland)綠格紋布料，其綠格花紋來自並置混色。 

 8. 關於彩色印刷作業，下列敘述何者不正確？ 

(A)印刷界慣用的油墨為色料三原色，再加上黑(Black)等四色 

(B)彩色原稿需先分色做出 C、M、Y、K四個分色片，它們再過網製出小點構成 

 的網版 

(C)網點構成的彩色印刷，係利用並置混合的原理，套印四色而成 

(D)演色表標示油墨的用量，若 C、M、Y均為 100 %，而 K為 0 %，則該色為白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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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關於同時對比法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畫面欲得到較佳的平衡感，畫面中鮮亮的色彩面積宜大，暗濁的色彩面積宜 

 小 

(B)播放中的動畫，畫面不受同時對比的影響 

(C)在相鄰的色塊之間，以無彩色線條區隔，可強化同時對比的效果 

(D)不同色彩的色塊因並置而色相改變，係由於補色殘像作用的影響。 

10. 關於色彩明度對比的現象，下列敘述何者不正確？ 

(A)明度對比的強度比彩度對比的強度大很多，因此對配色效果的影響較彩度對 

 比大 

(B)明度不同的兩色並置，會產生「明者更亮，暗者更暗」的對比效應 

(C)黑棋盤上白格線之十字交點，由於明度對比產生邊緣色滲現象，會出現閃爍 

 的灰點 

(D)高明度對比的圖文格外清晰，容易閱讀，眼睛較不會疲勞。 

11. 欲調整色彩面積，使畫面產生平衡感，下列考慮事項何者不正確？ 

(A)美國色彩學家曼塞爾(Munsell)的色彩面積調和公式，認為相配兩色的面積 

 ，互與另一色的明度、彩度之乘積成反比 

(B)德國文豪歌德(Goethe)認為，純色色相間之明度比值，與它們之間的面積比值 

 成反比，可達成畫面平衡 

(C)根據曼塞爾的色彩面積調和公式，若 A色色彩值為 5YR 6/12，B色為 5R 4/10 

 ，則兩色達成平衡的面積比為 A：B＝3：15 

(D)根據歌德的純色色相間之明度比值，構成畫面平衡之色彩面積比值為紅：橙 

 ：黃：綠：藍：紫＝6：4：3：6：8：9。 

12. 關於色彩的明視度與注目性(誘目性)，下列敘述何者不正確？ 

(A)主體圖像與其背景的色彩，兩者明度差愈大，則該圖面的明視度愈大；兩者 

 明度差愈小，則明視度愈小 

(B)注目性高的色彩，明視度亦高 

(C)紅色的雨衣注目性高，但行走在夜雨中時，它的明視度仍比不上黃色的雨衣 

(D)將黃色的手機放在黑色的絨布上，會比將黑色的手機放在深紫色的絨布上 

 ，具有較高的明視度。 

13. 色彩的輕、重、冷、暖、脹、縮、進、退感，下列敘述何者最正確？ 

(A)明度低、彩度低的色彩為寒色，亦是膨脹色，也為前進色 

(B)明度高、彩度低的暖色為輕色，明度低、彩度高的暖色為重色 

(C)明度高、彩度高的色彩為暖色，亦是收縮色，也為後退色 

(D)金、銀、銅、鐵等金屬色皆為重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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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由感官知覺引發的色彩聯想，下列敘述何者較受大眾認同？ 

(A)小喇叭尖銳的聲音令人感受到深藍色的色彩意象 

(B)未熟青果的澀味常以黃色形容 

(C)紫色常用來代表散發薄荷香氣的產品 

(D)淺淡的粉紅色具有柔軟舒適感。 

15. 關於以色相為主的配色，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黃－黃綠」的配色屬於類似色相的搭配 

(B)一堆全熟的柳丁、蜜柑和金桔，置於同一個透明玻璃盤內，屬於多色相配色 

(C)以相同的原味牛奶、黑糖、茶與原味西谷米，改變分量比例做出一系列珍珠 

 奶茶，會呈現對比色相配色 

(D)以三原色中的紅與綠構成「萬綠叢中一點紅」的配色，屬於補色色相配色。 

16. 關於配色方法的敘述，下列何者不正確？ 

(A)彩虹色與漸層色皆採用律動的原則配色，以產生視覺移動的美感效果 

(B)欲強調畫面上的重點，可將色彩區分為主色與輔色，藉由提高兩者間的對比 

 ，來突顯主體 

(C)類似調和的配色注重「變化中見統一」，而對比調和的配色講求「統一中有變 

 化」 

(D)多色雜陳的畫面，可經由均勻覆蓋一層半透明的色彩，來形成共通色調，由 

 主調色支配整體效果，產生統一感。 

17. 以色調為主的配色，具有下列何種特性？ 

(A)PCCS色彩體系將有彩色的色彩分為 24種色調 

(B)若想利用明度和彩度差異均小的色彩進行對比色調配色，只要選擇對比色相 

 或互補色相的色彩即可 

(C)欲利用亮(Bright)與暗(Dark)色調的色彩做同一色調配色，必需選擇同色相的 

 色彩 

(D)類似色調配色採用明度類似、彩度相近的色彩進行配色，如艷(Vivid)與亮 

 (Bright)、暗(Dark)與深(Deep)等相鄰色調的配色皆屬之。 

18. 關於企業識別系統的標準色設計原則，下列敘述何者不正確？ 

(A)標準色限為單色，其餘均為建議色彩，並非標準色 

(B)依據企業或產品的屬性而設定 

(C)設定在不同狀況下的配色運用方式 

(D)標示色票與表色數據作為色彩複製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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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關於色彩效果的檢測，下列敘述何者不正確？ 

(A)進行感情效果測驗時，可經由寫出所選擇色樣的喜好順序，檢測對色彩的喜 

 好度 

(B)讓受測者在一定時間內連續觀看多種色彩，以檢測對色彩的記憶度，屬於視 

 覺效果測驗中的連續刺激法 

(C)請受測者用一些形容詞語彙，形容特定色彩的表現，可檢測那些色彩在不同 

 狀況下表現的效果與表現強度 

(D)使用語意差異分析法(Semantic Differential Technique , SDT)檢測色彩效果時， 

 需用主觀的標準挑選感性語彙，以製作色彩形象尺度表。 

20. 某廠商想了解消費者對其產品配色設計的評價，做了一個抽樣調查，請消費者針

對該產品在 8個色彩形象的表現上，以最差 1分至最優 10分加以評等。所採用

的色彩形象語彙及其得分如下：堅固的 8分、美觀的 5分、柔軟的 7分、安全的

6分、實用的 8分、新潮的 2分、休閒的 4分、輕盈的 5分。請問下列圖表何者

最適宜用來解析這些數據？ 

(A)對比型語意色彩形象尺度表(又稱 SD Profile語意折線圖) 

(B)多向型色彩形象尺度表(又稱雷達圖) 

(C)十字型語意色彩形象尺度表 

(D)色彩意象座標圖。 

第二部份：造形原理(第 21至 35題，每題 2分，共 30分) 

21. 下列哪一個造形明顯的構成「律動」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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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以一個平面作為基礎，在該平面上做出立體化的凸出形體稱為： 

(A)平面立體構成 (B)實體構成 (C)半立體構成 (D)立體構成。 

23. 造形的四要素為何？ 

(A)形態、色彩、材料、質感 (B)形態、色彩、功能、美感 

(C)形態、色彩、材料、美感 (D)功能、色彩、材料、美感。 

24. 自然界的造形無論其如何演化，主要在達到下列哪項目的？ 

(A)美觀 (B)活動 (C)生存 (D)奇特。 

25. 下列所述之藝術設計事件，何者不正確？ 

(A)英國的工業革命開啟了西洋現代造形文化活動的序幕 

(B)西元 1851 年於英國倫敦舉行的萬國博覽會為世界第一屆萬國博覽會 

(C)美術工藝運動(The Arts & Crafts Movement)受到新藝術運動(Art Nouveau)風格 

 的影響 

(D)洛可可時期(Rococo Art)之造形藝術精美、浮華，使用變化的曲線裝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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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中國隋唐時期的造形藝術文化屬於下列哪一種風格？ 

(A)崇尚寫實，手法嚴謹 (B)華麗、精巧與燦爛 

(C)造形簡潔，溫潤古樸 (D)典雅、樸素。 

27. 關於材質的特性，下列敘述何者不正確？ 

(A)塑膠種類繁多，可以製作成不透明、半透明、透明或各種顏色及硬質、半硬 

 質、軟質等不同特性的產品 

(B)玻璃的主要成分為矽砂，其硬度高且具有高度的穿透性，透光性很高 

(C)紙材本身具有輕薄、平滑的表面質感，容易切割、加工與黏著，可以呈現出 

 輕快感的現代造形 

(D)木材較石材或金屬更容易加工，具有可塑性、電絕緣性、耐水性、耐蝕性 

 ，容易塑造，可以作切割加工或黏著，但無法加熱彎曲。 

28. 宋代馳名中外的五大名窯為汝窯、鈞窯和下列哪三窯？ 

(A)官窯、哥窯、定窯 (B)定窯、龍泉窯、官窯 

(C)哥窯、定窯、龍泉窯 (D)哥窯、景德窯、定窯。 

29. 關於造形「形式要素」中的表現形式，下列敘述何者不正確？ 

(A)「比例」是利用數理規則來組構造形元素，造形中之各個組成元素間具有數 

 理法則的關係 

(B)「漸變」是以同一單元體的元素或形象，作相同規律性的重複排列 

(C)「律動」是一種有規律或節奏的變化呈現，具有各種動態表現的節奏感 

(D)「對比」是指當兩種或兩種以上的元素在一起時，產生對立或強烈的相異感 

 之狀況。 

30. 關於中國造形發展史，下列敘述何者不正確？ 

(A)秦漢時期，由於受到「玄學」的影響，其藝術創作展現出氣韻生動、神采飛 

 揚的表現風格 

(B)由夏、商、周時期出土的甲骨文，證實了當時已使用象形、會意、指事、形 

 聲、假借等文字造形方法 

(C)宋朝的陶瓷藝術表現是中國歷代以來最為壯盛的時期 

(D)青銅器是使用紅銅加錫而成，是商朝時代之代表性工藝造形。 

31. 關於西方造形文化風格的演進，下列敘述何者不正確？ 

(A)包浩斯(Bauhaus)設計學院主張藝術與技術產業結合，消除過去工匠與藝術家 

 之間的隔閡，提高了量產的可行性 

(B)「巴洛克藝術」(Baroque Art)興起於十七世紀，反對文藝復興藝術的平靜和克 

 制，表現富麗、豪華、繁盛的造形 

(C)蒙德里安(Piet Mondrian)為風格派的重要人物，其創作常使用紅、黃、藍、黑 

 與白色以及水平與垂直分割的排列，建立其獨樹一幟的新造形主義(Neo－ 

 Plasticism) 

(D)流線形風格(Streamlining)興起於英國，主要出現在產品設計與交通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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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在中世紀西方造形文化中，其特色為尖形拱門、肋狀拱頂與飛扶壁的是下列哪一

種建築？ 

(A)希臘、羅馬(Greece， Roman)建築 (B)拜占庭(Byzantine)建築 

(C)哥德式(Gothic)建築 (D)巴洛克(Baroque)建築。 

33. 裝飾藝術(Art Deco)起源於西元 1925年之哪一個都市所舉辦的「現代工業裝飾藝

術展覽會」(Exposition Internationale des Arts Decoratifs Industriels et Modernes)？ 

(A)義大利羅馬 (B)法國巴黎 (C)英國倫敦 (D)德國柏林。 

34. 下列何者屬於塊立體形態？ 

(A)一座山體 (B)電線桿 (C)綠豆 (D)浮雕。 

35. 所謂「純粹造形」是隨創作者個人的精神、思想之非功能用途而表達，其構成的

形態不包括下列哪一項？ 

(A)繪畫 (B)雕塑 (C)剪紙 (D)建築物。 

第三部份：設計概論(第 36至 50題，每題 2分，共 30分) 

36. 關於設計的敘述，下列何者不正確？ 

(A)工業革命為影響近代設計發展的主要力量 

(B)人類設計活動源於舊石器時代，與造形活動同步 

(C)設計創作不需要依照人類的生活需求或方式來解決問題 

(D)設計產品也能與藝術作品一樣，充滿哲學與情感訴求。 

37. 下列何者不是設計的客體？ 

(A)iPad 的雜誌廣告  (B)iPad 的產品概念 

(C)iPad 的軟體介面  (D)iPad 的展場燈光。 

38. 關於現代設計的發展趨勢，下列敘述何者不正確？ 

(A)基於藝術與經濟的理念結合，人性化是二十一世紀現代設計考量的首要條件 

(B)自包浩斯(Bauhaus)以後，設計發展為專業工作，量產、標準化與符號化，成 

 為近代設計的指標 

(C)電腦、多媒體科技及網路等工具，為現今設計發展帶來革命性的改變 

(D)科學與技術影響近代設計文化特色，包括造形、內容、方法與材料等。 

39. 為了符合大眾消費者市場之考量，關於設計創作的主要構思與動機，下列敘述何

者不適宜？ 

(A)解決慾望需求  (B)改善生活需求 

(C)解決問題  (D)實現設計師自我理想。 

40. 典範思維設計的階段順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評估選擇方案→收集資料→確定任務→構思發想→執行方案 

(B)確定任務→收集資料→構思發想→評估選擇方案→執行方案 

(C)構思發想→收集資料→確定任務→執行方案→評估選擇方案 

(D)收集資料→確定任務→構思發想→執行方案→評估選擇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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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關於設計的象徵與寓意，下列敘述何者不正確？ 

(A)圖像(Icon)、符號(Index)、象徵(Symbol)為消費者對符號理解的三種層次 

(B)透過符號傳達訊息，最容易達到溝通的效果 

(C)符號需經過學習，才能理解其所代表的意義 

(D)以廣告影片為例，圖像是一種符號，但是聲音、音效與配樂並不是符號。 

42. 以陽明山國家公園為例，下列何者為自然環境中的人為設計？ 

(A)園內的登山步道，例如：陽峰古道、百六戛古道、魚路古道 

(B)園內的稀有原生植物，例如：唐杜鵑、野鴉椿、野生櫻花林 

(C)園內的濕地與池沼，例如：大屯池、二子坪、夢幻湖、向天池 

(D)園內的火山地質景觀，例如：火山錐、爆裂口、火山口、火口湖。 

43. 關於使用者與設計者的敘述，下列何者不正確？ 

(A)設計者以設計的專業知能、學識與美學理念，對客體環境做規劃與修正 

(B)設計創作的主體與客體的應用考量，是以設計者為主，提出設計的構想 

(C)設計者與使用者，不論是角色定位、現象、觀感的反應與偏好，都有極大的 

 落差 

(D)設計者除了要考慮主體「心」的內在意涵外，也要顧及到客體「物」的外在 

 ，才能解決問題。 

44. 下列何種設計專業不需要理解工業材料的特性、製造與其應用方式？ 

(A)工業設計 (B)多媒體設計 (C)織品設計 (D)空間設計。 

45. 下列何種專業知識不屬於產品設計產業領域？ 

(A)動線 (B)美感 (C)結構 (D)色彩。 

46. 國內企業欲進行手機、電腦等委託外觀設計的開發案，最需要找的設計公司為

何？ 

(A)平面設計公司  (B)產品設計公司 

(C)數位媒體設計公司 (D)空間設計公司。 

47. 下列何種專業領域不適宜應用於社區整體營造及環境整合的發展？ 

(A)空間規劃 (B)景觀設計 (C)美容與美髮 (D)傳統工藝。 

48. 宏碁公司創辦人施振榮先生，曾發表「微笑曲線」理論，該曲線的兩端分別為下

列何者？ 

(A)研發與品牌 (B)製造與管理 (C)品牌與銷售 (D)研發與製造。 

49. 在中國，新娘結婚禮服採用紅色調，其代表的意義為喜氣、熱鬧與歡樂，此種具

有地域特性意涵的設計是屬於何種性質？ 

(A)創作性 (B)環境性 (C)生產性 (D)文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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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臺灣日據時代的皇民化運動裏，下列何種圖紋裝飾風格被大量應用於建築與傢俱

上？ 

(A)哥德式(Gothic)  (B)巴洛克式(Baroque) 

(C)洛可可式(Rococo) (D)普普式(Popular)。 

 

 

 

 

 

 

 

 

 

 

 

 

 

 

 

 

 

 

 

 

 

 

 

 

【解答】 

1.(C) 2.(C) 3.(C) 4.(A) 5.(B) 6.(A) 7.(B) 8.(D) 9.(D) 10.(D) 

11.(C) 12.(B) 13.(B) 14.(D) 15.(A) 16.(C) 17.(D) 18.(A) 19.(D) 20.(B) 

21.(B) 22.(C) 23.(A) 24.(C) 25.(C) 26.(B) 27.(D) 28.(A) 29.(B) 30.(A) 

31.(D) 32.(C) 33.(B) 34.(A) 35.(D) 36.(C) 37.(B) 38.(A) 39.(D) 40.(B) 

41.(D) 42.(A) 43.(BC) 44.(B) 45.(A) 46.(B) 47.(C) 48.(A) 49.(D) 5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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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學年度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  

設計群專業(一) 試題詳解 

1.(C) 2.(C) 3.(C) 4.(A) 5.(B) 6.(A) 7.(B) 8.(D) 9.(D) 10.(D) 

11.(C) 12.(B) 13.(B) 14.(D) 15.(A) 16.(C) 17.(D) 18.(A) 19.(D) 20.(B) 

21.(B) 22.(C) 23.(A) 24.(C) 25.(C) 26.(B) 27.(D) 28.(A) 29.(B) 30.(A) 

31.(D) 32.(C) 33.(B) 34.(A) 35.(D) 36.(C) 37.(B) 38.(A) 39.(D) 40.(B) 

41.(D) 42.(A) 43.(BC) 44.(B) 45.(A) 46.(B) 47.(C) 48.(A) 49.(D) 50.(B) 

 

 1. (C)色溫是標示色光的色彩，K值愈大，愈近短波長色光色。 

 2. (A)油畫顏料不適合表現流動感；(D)粉彩不能塗繪牆面。 

 3. (C)是楊賀學說(楊格及賀姆毫磁)，不是伊登。 

 4. (B)乙為同明度面；(C)丙應是彩度愈高；(D)可以。 

 5. (A)NCS以 S標示明度值；(C)N0為黑，N10 為白；(D)明度軸為垂直線。 

 6. (B)最後是白光；(C)黃燈會帶灰竭色；(D)照出來還是暗黑色。 

 7. (B)不是應用網點分色套印；而是網點並置原理。 

 8. (D)則該色為暗灰色。 

 9. (A)鮮亮色彩宜小；(B)同時存在同一畫面，是為同時對比；(C)須用無彩色的黑色。 

10. (D)須用高明度為底；對比以上明度為圖才對。 

11. 
104B

126A





色

色
 

51B

33A





色

色
 

5B

9A

色

色
 A：B＝5：9 

12. 注目性高的色彩，明視度不一定高。 

13. (A)不一定是寒色，且是後退、收縮感；(C)是膨脹色、前進色；(D)金銀為淺色。 

14. (A)黃色才是；(B)綠帶灰會有澀味；(C)黃綠色有薄荷香味。 

15. (B)是同一色相；(C)它會是同一色相，不同明度；(D)三原色沒有「綠」色。 

16. (C)類似調和注重「統一中求變化」，對比調和則相反。 

17. (A)12個色調；(B)不一定只選色相，彩度更要考慮；(C)同一色調不可能有亮及

暗同時存在。 

18. (A)標準色可在 2－3色間。 

19. (D)語意差異分析法需用客觀方式來選用。 

21. 曲線造形構成「律動」較明顯。 

22. 半立體構成之特性即平面基礎做出立體化的凹凸感，例如浮雕。 

23. 造形三要素：形態、色彩、質感，再加上材料之特性結構(材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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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比如沙漠中的駱駝，牠的鼻子上有個蓋，以阻擋沙漠風沙的直接侵入，得以呼吸

順暢，眼睛上有眼簾，也利於風暴中的視線；澎湖絲瓜也為因應當地乾燥沙地氣

候，而和台灣本島的絲瓜，有其造形上明顯的差異；又如動物的保護色(擬態)。 

25. 西元 1851年於英國倫敦舉行的萬國博覽會之展示了各式各樣機器與機器製作的

粗糙的產品，引起了威廉莫里斯和約翰拉斯金的關心，他們認為產品的粗糙以及

缺乏人性品質的造形，使人類的生活、大大的貶質，因而發動了所謂「美術工藝

運動」。新藝術運動(Art Nouveau)風格流行於西元 1890～1910 年間，以比利時和

法國為中心，以自然植物形狀為基礎，創作出流暢性的自由曲線造形，廣泛地在

歐美造成國際流行。 

26. 崇尚寫實，手法嚴謹為秦之造形特色，而隋唐時代，北方社會流行及崇尚白瓷，

正好與南方盛產的青瓷形成「北白南青」的趨勢。陶瓷方面，唐代最具特色就是

唐三彩和彩繪陶，其豐碩飽滿的造形及絢爛華麗的色彩，或可表現大唐帝國的繁

盛及氣魄。 

27. 木材不具有可塑性，更不耐水性，且塑造非木材之特性。 

28. 瓷經學者研究歸納，以定、汝、官、哥、鈞五大名窯最為出名。定窯以白瓷淺刻

見長；汝、官、哥窯則以青瓷為主。 

29. 「漸變」是元素或形象作漸進性排列。 

30. 是魏晉南北朝受到「玄學」的影響。 

31. 流線形風格(Streamlining)興起於美國。 

32. (A)希臘、羅馬(Greece，Roman)建築造形，則以厚重堅實的石造牆壁、高大的塔

樓、半圓形拱穹結構為主要特徵；(B)拜占庭(Byzantine)建築，聖馬可教堂是與君

士坦丁堡的聖索菲亞大教堂齊名的拜占庭風格的建築。巨大的圓頂和燦爛的鑲嵌

畫是它最突出的特點；(C)哥德式(Gothic )建築造形以高、直、尖的造形著稱，運

用交叉肋拱、高扶壁、飛扶壁、尖拱結構和新裝飾體系有強烈的上沖趨勢，暗示

接近天國的信念；(D)巴洛克(Baroque)建築造形方面利用規則的波浪狀曲線和反

曲線的形式賦予建築元素以動勢的理念，是所有巴洛克藝術最重要的特徵。 

33. Art Deco運動的名稱出自 1925 年在巴黎舉辦的「巴黎國際現代化工業裝飾藝術

展覽會」(The exposition des Arts Decoratifs)，這其中有許多的名稱出現，如「Chanel

樣式」、「佰亞利樣式」……直到最後才普遍以「Art Deco」稱呼。這個展覽旨在

展示一種「新藝術」(Art Nouveau)運動之後的建築與裝飾風格。 

34. (B)電線桿是線立體；(C)綠豆是點立體；(D)浮雕是半立體。 

35. (D)建築物是實用造形。具有功能性、目的性、條件性、實用性之造形，稱為「實

用造形」。 

36. 設計創作需要依照人類的生活需求或方式來解決問題。 

37. iPad 的產品概念是屬於主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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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基於設計與經濟的理念結合，人性化是二十一世紀現代設計考量的首要條件。 

39. 設計師應是理性設計且為大眾而設計。 

40. 確定任務→收集資料→構思發想→評估選擇方案→執行方案。 

41. 廣告影片中的圖像是一種符號，聲音、音效與配樂也是符號。 

42. 園內的登山步道，例如：陽峰古道、百六戛古道、魚路古道為自然環境中的人為

設計。 

43. 設計創作的主體與客體的應用考量，應以使用者為主，提出設計的構想。 

44. 多媒體設計不需要理解工業材料的特性、製造與其應用方式。 

45. 動線知識是屬於空間設計產業領域。 

46. 國內企業欲進行手機、電腦等委託外觀設計的開發案，最需要找產品設計公司。 

47. 美容與美髮不適宜應用於社區整體營造及環境整合的發展。 

48. 宏碁公司創辦人施振榮先生，曾發表「微笑曲線」理論，該曲線的兩端分別為研

發與品牌。 

49. 在中國，新娘結婚禮服採用紅色調，其代表的意義為喜氣、熱鬧與歡樂，此種具

有地域特性意涵的設計是屬於文化性。 

50. 臺灣日據時代的皇民化運動裏，巴洛克式(Baroque)圖紋裝飾風格被大量應用於建

築與傢俱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