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1 Ᏸԑ࡙ѲΠடಛΙΣᏰกᡛ!
೩ॎတடཾ)Ι*!ၐᚠ!
(B) 1.

ҡࣀϛԤӨԒޟӎྛȂήӖդᆍӎྛ឴ܻϽᏰӎন౩ȉ
(A)ઠޣӪछශȶᙢಁోȷҥۇӎᙫีܚюޟӎ
(B)லَܻᅋ୮ོޟԒᒉӎีܚюޟӎ
(C)ኄݿᔖҢܻҡࣀϛ ޟLED ᐷีܚюޟӎ
(D)ϿࡣႪଲߦޟЈުϛҥରႫีܚюޟӎȄ

(C) 2.

20 жकࡣȂӵડငҡ౩Ᏸሴᇯ࣏ΡཐޣՓிႆแޟȶࢲᇳȷ౩፣Ȃڏಛ
ӫΟоήϧቄᏰᇳȉ
(A)ಛӫȶܜղ(Le Blon)ޟέনՓᇳȷᇄȶሀ(ݓHering)ޟᄇҳՓᇳȷ
(B)ಛӫȶሀ(ݓHering)ޟᄇҳՓᇳȷ
ȃ
ȶሀۓᇺ૭(Helmholtz)ޟϤনՓᇳȷᇄȶᚭ
ઽ(Verner)ޟϲনՓᇳȷ
(C)ಛӫȶ྆ਿ(Young)ڷሀۓᇺ૭(Helmholtz)ޟέনՓᇳȷᇄȶሀ(ݓHering)ޟᄇ
ҳՓᇳȷ
(D)ಛӫȶഫࡄᅭ(Maxwell)྆ڷਿ(Young)ޟέনՓᇳȷᇄȶвႳ(Newton)ޟΜ
নՓᇳȷ
Ȅ

(D) 3.

ήӖԤᜰႫᆄݰᇄՓிޟᜰ߽ȂդޱϚғጂȉ
(A)ཌߝݰޟݰσܻऔՓӎߝݰޟȂ឴ܻϚџَӎޟጒ൜
(B)Ρџَӎघ࣏Ⴋᆄ ߝݰޟݰ400nm Ս 700nm Ϟ
(C)๙ѴጣҬࠉџҢӵమڷᚂᕛΰȂྱৢႆ໔ོ༌Ҫጳ
(D)ӨՓӎߝݰޟጒ൜ୢϛȂऔՓӎߝݰޟጒ൜ശσȂᙢՓӎԩϞȄ

(A) 4.

ȶᖳႠȷலَܻᇃᢊᅘȃУȃߜ឴ώഺհϛȂΙᆍоٔᘈᆨհࠢޟ
ݲȂԃੵٔΜிՓி឴ܻήӖդᆍސᡝᡗՓ౪ຫȉ
(A)ϓਖ਼Іৢ

(D) 5.

(B)ᒵᐅІৢ

(C)ׇӒІৢ

(D)၄ՓඹৢȄ

ԤᜰՓிᇄՓޟᇳݲȂήӖդޱϚғጂȉ
(A)౾বਢܚᒝޟȶবέிȷՓிѓࢂ༁ȃᆦȃፑȃᙢȃ༃ȃҩ้Փ
(B)цΡඡΰޟርૐ્ᙫȂୁࡣџᇧԙऔ๙ՓޟਟȂ឴ܻԤᐠਟ
(C)ฒᐠਟڥՌܻᝪүȃߜ឴้Ȃܒ፴ၶ࣏ԊۡȂञӎञዥиϚܾᒌՓ
(D)ആႆӎጣࣼڗ߆ํϱԤՓ࣠ይા१᠒ޟિՓிӫȂ឴ܻՓӎՓȄ

(A) 6.

ԤᜰՓӪߒޟҰПݲȂήӖդޱϚ឴ܻھԤՓӪޟጒᛟȉ
(A)оՓ፡ӪᆎޟՓிߒҰݲ

(B)оଢ଼ේ࣏ސӪޟՓிߒҰݲ

(C)оᝪސՓӪޟՓிߒҰݲ

(D)оড়Ӵ࣏ӪޟՓிߒҰݲȄ

ىႀفӖ! 1! ഺཱིंี

\೩ॎΙ(11)

(C) 7.

Ԥᜰி(Pantone)ྥՓಉޟఄक़ήӖդޱғጂȉ
(A)ٷᐃӀิՓிᡝܚفᇧհޟӟݶڕᏎՓಉ
(B)ՓಉՓဴоԅҔ U پҰӴ࣏ྛپछ
(C)МϽഋ้՝ෆоΰक़Փಉ 219C ߒҰȶᇃᢊऔȷ
(D)Փಉᆍѓ֤ᕗ߳ԤᐠਟᇄϽᏰਟΠᆍȄ

(A) 8.

໌ᆩॲ೩ॎਢȂήӖդᆍՓிԒၶᎌҢиலَܻᆩॲޟኇȉ
(A)sRGB

(B) 9.

(B)HSB

(C)CMYK

(D)LabȄ

ಁ౨ᄺഅϛेޟጰ(iris)џоШԙࣺᐠϛޟΙএᄺഅȉ
(A)ᜢаಢ

(B)ӎ

(C)៖ᜢ

(D)ۻаȄ

(D)10.! ٷᐃᏰޱඪюޟՓிᄇШᇄ݂࡙ᄇШᢎᘈȂήӖఄक़դޱғጂȉ
(A)छՓிᏰড়༬ᅭ(A.H.Munsell)ܚඪюޟՓி७ᑖ፡ڷШٽȂϚڧி࡙ኇ

(B)ݲϽᏰড়ഡգ(M.E.Chevreul)ࡾюȈલᙑࠢϛޟငጜጣనՓிས៉
ᄇШޟਝݎ
(C)ኈМᏰড়ᅈኈ(J.W.Goethe)ඪюϲএસՓޟி࡙Ш࣏ 6Ȉ8Ȉ9Ȉ6Ȉ4Ȉ3
(D)ኈҡ౩Ᏸড়ሀ(L.Hermann)ܚඪюޟሀПਿ(Hermann Grid)Ιᆍ݂࡙
ᄇШޟ౪ຫȄ
(A)11.! ٷᐃყ(Ι)ࢇনυۏষོȶ෬ᚔᒭৢ٩៖ԊӒྥೣጒȷޟᒭৢҰឌᇬȂ
ήӖՓդޱғጂȉ
(A)ҦȈ๙औՓȇΚȈ༁Փ

(B)ҦȈ༃ՓȇΚȈ༁Փ

(C)ҦȈ༁ՓȇΚȈ༃Փ

(D)ҦȈऔՓȇΚȈ༁ՓȄ

ყ(Ι)
(D)12.! ϚӣҕఊМϽधශȂᄇՓிٺޟҢᇄᇯڎޣԤϚӣޟຫཎဎȂήӖఄक़դޱϚ
ғጂȉ
(A)ሬоᆦՓΪԅߒҰᚂܖԊӒޟຫ
(B)ϛݍ೨ӻড়ޟᄯ௴ҢᆦՓᇄ۠ఀԤᜰ
(C)छѿܻၥଉࣼݖоऔՓߒҰѿήແ
(D)ϛቑҩՓᖛᜊߒҰࠍౡي܆ᐔ፴يȄ
ىႀفӖ! 2! ഺཱིंี

(C)13.! छᏰ༹ޱѠ(C.E.Osgood)ඪюᇭཎ৯ϷݲݙȂкौҢܻ፡ࢥΡঈᄇܻՓி
ޟཐڧȂήӖդᆍՓிಢӫၶ࣏ಒӫყ(Π)ՓிཎຫЏ࡙ߒޟ๖ݎȉ
(A)ҦȈ5PB 5/6ȇΚȈS3050ɯB60GȇеȈ3yR
(B)ҦȈ5B 4/8ȇΚȈS6020ɯR80BȇеȈ3yR
(C)ҦȈ5YR 5/8ȇΚȈS1050ɯY10RȇеȈ16gB
(D)ҦȈ5YR 5/8ȇΚȈS1060ɯY20RȇеȈ8YȄ

ყ(Π)
(A)14.! ӻՓࣺՓПݲӵ೩ॎᄂΰџඪټ೩ॎৱᒵڥՓޟՃஅᙃȂήӖಢӫϷտ
ӵӨՓிᡝفϞՓࣺᕗϛȂդޱߖғέُޟלՓПԒȉ
(A)YRȃGȃP

(B)Y50RȃRȃB70G

(C)PBȃGYȃG

(D)8Yȃ13bGȃ3yRȄ

(B)15.! PCCS Փிᡝޟفкौ੫ՓӵܻՓ፡྅܈ȂȶխՓ፡ՓȷᇄȶᄇШՓ፡Փȷ
Пݲџоඪټ೩ॎᄂՃȂਲ਼ᐃყ(έ)ȂրᘞήӖՓ፡Փಢӫդޱғጂȉ
(A)J Փ፡ས L Փ፡឴ܻᄇШՓ፡Փݲ
(B)K Փ፡ས H Փ፡឴ܻխՓ፡Փݲ
(C)E Փ፡ས I Փ፡឴ܻᄇШՓ፡Փݲ
(D)A Փ፡ས D Փ፡឴ܻխՓ፡ՓݲȄ

ყ(έ)

ىႀفӖ! 3! ഺཱིंี

(B)16.! ՓிӵРலҡࣀϛڎԤᜋտޟђȂҺഋϴၯᖂବᄇϚӣٙᆍೣጒဴถԒ
ЅጡጆȂήӖყ(Ѳ)ӨԒٙᎄဴถۻՓդޱғጂȉ
(A)ҦȈᆦՓȇΚȈҩՓȇеȈҩՓȇΛȈऔՓ
(B)ҦȈᆦՓȇΚȈҩՓȇеȈ༁ՓȇΛȈऔՓ
(C)ҦȈҩՓȇΚȈ༁ՓȇеȈऔՓȇΛȈऔՓ
(D)ҦȈᆦՓȇΚȈҩՓȇеȈऔՓȇΛȈ༁ՓȄ

ყ(Ѳ)
(C)17.! അלџϷ࣏ՌณഅלȃΡ࣏അלЅՌณёΡ࣏അלȂ឴ܻήӖդᆍϷȉ
(A)ਢौશ

(B)ުौશ

(C)לԙौશ

(D)ཐឈौશȄ

(B)18.! ήӖԤᜰഅޟלఄक़դޱϚғጂȉ
(A)അޟלέौશ࣏לᄘȃՓிЅ፴ཐ
(B)ኄဎޟഅࡾݿלΡഺഅלᡝࣀޟଢ଼
(C)അלџо࿋ԙӪຠζџо࿋ԙଢ଼ຠ
(D)ՌณࣨҡސഅޟלҬؑޟҡԆᅋϽȄ
(A)19.! ήӖդޱӵҕߑڗڧՙПหॳኇȂкห๋ޟᏎڷڨՙหݲᒊ
ӫȂݧ१հࠢᆠડϱొȂي༈ಛϛหȂоหႻӪϛѴޟหড়ȉ
(A)৸ඍᘄ

(B)ቓݘ

(C)ॢжჿ

(D)ቆҩүȄ

(D)20.! Ԥᜰҳ࢈ിސڐܚᙠޟЩϴჁޟఄक़ȂήӖդޱғጂȉ
(A)ማᇄ᎙ߧޟማӫߜܚᠥഅՄԙ

(B)୦фߧޟማᏢȂႺԤᠭᚧ

(C)ࡇںдཐ܈Щϴޟђᕼܚ፳

(D)༈жሜМശӻߧޟማᏢȄ

(D)21.! фޟώоഝ౮ശ࣏ӪȂϤσӪጎϛȂάᆎᓸࢶጎȂ౮Ꮲ႐७Ԥນޟޑ
ՓӕນȂԤȶߜ๛១ጣȷ
ȃȶԻֱȷϞᆎޟήӖդޱȉ
(A)ԭጎ

(B)ۢጎ

(C)໙ጎ

(D)রጎȄ

(C)22.! Ԥᜰ౪фഅีלޟఄक़ȂήӖդޱғጂȉ
(A)ኇߖфഅีלޟкौΨ໔پՌܻΪΞжक़ޟώཾ८ڼ
(B)छώၼଢ଼к೩ॎौ࣏ິఊ݈Ȃᇯ࣏ώछཐџоᒊΣҡࣀ
(C)ѓкоΡ࣏ҏޟ೩ॎ౩Ȃ࡚ҳΟ౪ф೩ॎఀ࢜ޟىᄺ
(D)ཱིІᄇᐠడҡȂᖿؑᙏዓᐠॳਿȂ௴Ңσ໔ϚᄇᆎඁդყלȄ

ىႀفӖ! 4! ഺཱིंี

(A)23.! Ѕഅޟל྅܈ӵҁ७ிᛲᏩหᇄਗ਼ᓏΰڳᔖΟԫࡣޟжࣨᢎȂငல௴Ңғ७
ᇄ७Һϣߒ౪ޟЙݲȂԤᜰԪЙݲӵᏩหЅਗ਼ᓏΡߒސ౪ޟఄक़ȂήӖդޱғ
ጂȉ
(A)ᓞհ७Ȃಁհғ७

(B)ᓞհғ७Ȃհ७

(C)ᓞհғ७Ȃᚖಁհғ७

(D)հ७Ȃဖഋоήհғ७Ȅ

(B)24.! МඈᑹਢႀМՙȃԽਭஅᛳȃܜරᅭೝៗ࣏МඈᑹέറȂԤᜰႀМՙห
հޟఄक़ȂήӖդޱϚғጂȉ
(A)ആႆᙢՓȃ༃Փ้ུՓپජᛲሉПශސȂٺห७֕౪ࠉࡣުཐ
(B)фߒհȶശࡣޟቷրȷᒊΣᆠྥޟആຜݲȂׇᐌ֕౪юҳᡝުᄺყ
(C)ցҢלᄘᎈᄐ࢙ڷϽȂϚړཎජᛲᎈᄐጣȂ֕౪Ռณޟҳᡝཐ
(D)ڏհࠢᖿؑ֯ᒋȃᄇᆎȃШٽȃ१ȃ౩ܒᇄᡒᒮޟഅॳלਿȄ
(C)25.! षौ೩ॎΙڎԤ੨ຜឈ৯ਝޟݎዉලყਰȂᔖ၎ᒵᐅήӖΙኵӖȂᡐ
Ͻོശσȉ
(A)้৯ኵӖ

(B)າݰઽቆኵӖ

(C)ٔᏇኵӖ

(D)፡ڷኵӖȄ

(D)26.! ೩ॎৱആႆՌณࣨޟᢎᄆȂҡלސᄘ੫ᕕுཐȂॊҡюȶҽҡ೩ॎȷ
Ȃࣺ
ၶϞήȂ
ȶШൕԒ೩ॎȷࠌҢȶШൕȷپលक़೩ॎᡒᒮϞ྅܈ȂШൕސٱޟᇄк
ᚠؠٮԤޢϞᜰ߽ȂήӖΙএ೩ॎ឴ܻȶШൕԒȷ೩ॎЙݲȉ
(A)

(B)

(C)

(D)

ىႀفӖ! 5! ഺཱིंี

(A)27.! ൖݽറි(Georg Jensen)ϝഫώࠢถޟфߒȂкौоҡڎԤώཾᇄ೩ॎ
छᏰޟሚᇧ࣏ࠢ੫ՓȂоყ(Ϥ)࣏ٽȂ၎հࠢᔖ၎ҥϧቄኺޟёώПԒׇԙȉ
(A)Йώᗫഅݲ
(B)ዔᠥݲ
(C)ёᔆԙݲל
(D)ܜܪԙݲלȄ

(B)28.!

(C)29.!

(C)30.!

(A)31.!

ყ(Ϥ)
2022 ԑᇃᢊᐷོӵଽᖞᒲȂցҢฒΡᐠསၷ LED ᐷȂӵުۇϛಢԙӨԒഅלȂ
ԪᆍୈݲϚ឴ܻήӖդᆍഅߒל౪ȉ
(A)ӎጣຜឈ
(B)Ռณഅל
(C)ᘈҳᡝᄺԙ
(D)ଢ଼ᄘഅלȄ
ήӖդޱϚኈ೩ॎৱષ੫ 14 ဴා(Thonet No.14 Chair)ޟ੫Փȉ
(A)ཱི(Art Nouveau)ॳਿޟфߒհ
(B)жࣨശԞྥϽȃ໔᠉ޟУড়ڎ
(C)௴Ңᄾќ๖ᄺฒߜ឴ԚӇޟ໔ড়ڎ
(D)௴Ңዥᇑ᠉Ԣݲԙޟ໔ড়ڎȄ
רঈܚᔜޟಁᜢȂڏᜢаਟџоϷԙ࣠ይڷ༭ጲڍȂήӖᆍ༭ጲȂڎര
ᐠడܒ፴ȃആ݂ܒȃञঐ้ٹܒ੫፴ȂԤ༭ጲЫවϞᆎȂၶԤџୈԙ༭ጲᜢаȉ
(A)ᆹе(PP)
(B)ᆹ෩Κ(PVC)
(C)ᔆպΨᐙ્(PMMA)
(D)ᕗᐙ્(Epoxy)Ȅ
ήӖ 4 ාυȂդޱϚٺҢᇑ᠉Ԣݲᔆᇧԙלȉ
(B)
(C)
(D)
(A)

(C)32.! ω݂ٖ໌હघ౪фിސᓢȂَࣼѬ༱պ(Starck)ѴΡᄵҘᐠҰڏϛȂтࡦ
Ճ೩ॎᇄޟᜰ߽ȂήӖఄक़դޱᎌϸȉ
(A)೩ॎоᄂҢђ࣏кȂϚڎരޟкᢎቋܒ
(B)ѴΡᄵҘᐠ࣏ٺҢޱՄ೩ॎȂϚᆎ࣏ڏࠢ
(C)຺ູ܁܁ਢޟᢎᘈߒܖ౪לԒȂంज़೩ॎٖޟө
(D)೩ॎᖿޟـछཐלԒ࣏ᐠՄҡȂᇄߒޟܒ౪ฒᜰȄ
(A)33.! Ԥᜰසኋ᠌ޟఄक़ȂήӖդޱғጂȉ
(A)ᄇܻȶငڐȷհࠢޟमཱ࣏ܚҡޟॊҡഺհȂӵӫ౩ٺҢήӫޟݲ
(B)සኋ᠌߳៖ጒ൜Ȃ༉оࣼுَиڎᡝޟყܖМԅ้ഺհ࣏к
(C)සኋ᠌ܚࡡݲೣጒή᠌ޟցȂܻ 2000 ԑғԒԙҳжࣨಢᙑϴघ
(D)ሴΰᄇܻΠԩഺհ֏ӫݲȂؚܻڥ၎࣏֏ڎԤ୦ཾ࣏Ȅ
ىႀفӖ! 6! ഺཱིंี

(C)34.! ዅዅϴѧ໌Мഺ୦ࠢ೩ॎȂԃݎՃ໔೩ॎԙݎёᝯᗉȂϚಒӫήӖդᆍ೩
ॎᝯᗉޟёၥਿȉ
(A)Good Design ዩ (B)red dot ೩ॎዩ

(C)ߜᘈཱིؾዩ

(D)iF ೩ॎዩȄ

(D)35.! ೩ॎആႆלຫȃᢎ܈Ѕቷछ้Ӱશ༈ႀཎొȂ೩ॎৱၼҢಒဴጡጆ༈ሎଉȂ
ԝޱ၌ጆಒဴΟ၌ଉȄήӖҡࣀϛӨᆍٺҢಒဴޟПݲȂդޱϚғጂȉ
(A)џοџዅޟଢ଼ΨΪٗޟԢጣࡾҰಒဴȂϐԙ࣏фߒࠢถޟᜋտ
(B)ӵൢ೩ॎΰџٺҢޙᅵ߆ޟϯશپຫட឴τޟܒࠢཎຫ
(C)ଉᡝຮყٺҢᔣΡࣺխߒޟܖଢ଼հყپ༈ႀཎ܈ଉ
(D)ຫ(Symbol)ಒဴΙૡϚሯौငႆᏰಬ։џΟ၌ѺܚфߒޟཎဎȄ
(A)36.! ԤᜰМϽၥ߳Ԇޟఄक़ȂήӖդޱϚғጂȉ
(A)МϽၥ߳ޟԆϷ࣏ᐣѬၥᇄМϽၥڍσ७ө
(B)МϽၥ߳ԆөҡᄘᇄΡМӓԆȃӓޟڷПөֆΨ
(C)ᇃᢊܻ 1982 ԑϴҀٮᄂࢊȶМϽၥ߳Ԇݲȷ
(D)ȶޥୢᖂᡝᕊഅȷჂᓾۨҕҢᇄԒ೩ॎ߳پԆМϽၥȄ
(D)37.! Ԥᜰᕗცҗ៉ีޟఄक़ȂήӖդޱϚғጂȉ
(A)ᕗცҗ៉ีޟѓ֤ՌณᕗცᇄΡώᕗცޟೣგᇄ௰ଢ଼
(B)ᆦՓཾӵҡႆแȃแוᇄ้݈֯Ճኌ६ճᄇᕗცޟፐᔞ
(C)গභޟ࿅ρӔ߳ᓎσዂȂᐿ੫ޟυኆഅל६ճᄇު፡ٷޟᒦ
(D)ᆦ࡚ᑞޟΪΠࡾԤօܻঙՌณᕗცᇄΡഅᕗცޟҁᒋȄ
(B)38.! Ԥᜰฒራᛤ೩ॎޟఄक़ȂήӖդޱғጂȉ
(A)छᏰޱഫ(R.L.Mace)ඪюȶ࣏ઍᄂޟжࣨ೩ॎȷ
Ȃ൶࣏ؑ৵༖ఊတሯؑ೩
ॎޟҢܒȂѓ֤ฒራᛤުޟ೩ॎೣࠌ
(B)ฒራᛤ೩ࢊѓ֤ࡉϱѴၾȃۃၾ೩ॎȃЙȃዂఘȃᏲޡᑒ้Өᆍުೣ
გȂ֯ࡦՃ٘ᡝڎԤીഞٺޟޱҢ߯ցܒ
(C)ӵฒራᛤޟᕗც೩ॎϛȂϴӓඃޟܚ೩ॎ҆ौڎԤՍЍޢ৷ 90 ϴϷޟଟఋ
ުȂо߯ᡱᎈාٺҢٺޱҢ
(D)ฒራᛤ೩ॎϛᄇܻۃၾޟ೩ॎԤڏೣጒȂٽԃ࣏ΟᡱޡΡ౩၌ۃၾޟПө
ܒȂலӵЙΰညΣᘈԅᇄᕓ७ᏲޡᑒȄ
(C)39.! Ԥᜰ೩ॎၼଢ଼ҡॳޟਿ੫ՓϞఄक़ȂήӖդޱғጂȉ
(A)ࡣ౪фкဎܛ౪фкဎޟᙏዓᄂҢȂᒊΣএܒϽЅΡܒϽȂঙڎђкဎ
ᇄ౩ܒкဎ
(B)छώၼଢ଼ޟᑹଔڗڧώཾ८ڼᐠడϽලЅኇȂ࡙ྃ៖ᐠడϽछᏰ
(C)౪фкဎ೩ॎၼଢ଼ᇄΙԩжࣨσᏽԤᜰȂଆώཾϽᐠడҡᇄྥϽޟ
ᜰ߽
(D)ලලॳਿӰڧȃՃѠȃᕒρዅ้ኇȂԙ࣏ΙএሬϽࢺޟ೩ॎၼଢ଼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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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40.! ყ(ϲ)Ϸտ࣏ѲএϚӣࢲޟ೩ॎॳਿȂٷԑфӑࡣוȂήӖդޱғጂȉ
(A)ΚȃΛȃеȃҦ (B)ҦȃеȃΛȃΚ (C)ΛȃеȃΚȃҦ (D)еȃΛȃҦȃΚȄ

ყ(ϲ)
(C)41.! ߖԑپᑹଔ೨ӻӴПኊ๊Ȃߴ໌ӴПޟᢎӎᇄМϽਏᑹȂԪ࣏ᕗც೩ॎ
ӵМϽΰޟᄂ፺ȂήӖӵԪП७ࣺޟᜰଔྛᇄఄक़դޱғጂȉ
(A)ᇃࠒҩޟݬጸ߆ཾȃݍ۬؆ဣȃࠒᇄЫ٨ٙἾශՓȂ឴ܻՌณ
ၥྛᆰ៖ีޟ७ө
(B)МϽഋඪюȶOTOP ӴП੫ՓȷМϽཾᐌӫࢇ๊ȂඪюȶΙ࠲Ι໐ȂՌкՌ
ԁȷޟ྅܈
(C)ӴПኊМϽࠢถϽȂٽԃऻਸέဎޟУᓏȃѕዅࣀȃݍ༖ཱིΛ
⁵ȃۣ៌㢢ᇏ้
(D)2021 ԑ࣏ᇃᢊȶӴПഺҡϯԑȷ
ȂჂᓾߧԑΡড়໐Ս࠲ѿีȂᏰಬऋ
ഺཱིีȄ
(D)42.! ᇃᢊ೩ॎՌ 2000 ԑоࡣȂ໌ΣଔॴᇄᙽਢȂήӖդޱϚԪࢲ೩ॎี
ݷȉ
(A)೩ॎി។ོ๖ӫȃऋȃ೩ॎȂ౪ӵӴϽޟ੫ՓȂζڎሬϽޟຜഏ
Ȃԃოဎȶড়ཎȅо࣏ড়ȷᇃᢊ೩ॎ
(B)೩ॎᏽ๊ఀىഋ࣏ΟஉىМഺΡϗܚᖞᒲޟᏰҡ೩ॎᝯᗉЅሬҺࢺᏰ
ಬॎห
(C)ᇃᢊ೩ॎंـ௰ଢ଼ၮᐌӫ೩ॎഺቋ݈ҁѮȂԃఀऋਪछཐఀىȃᇃ១
ຜឈ೩ॎ้
(D)ȶσடਮ೩ॎȷӪ࣏ȶཱིΙф೩ॎȷ
ȂЕሴᇃᢊ೩ॎӨऋفཾޟ
។לԒȄ
(D)43.! РҏӈЈஆ 2016 ԑ௰юޟසኋЙᐠၽᔛȶџჲ GOȷ(Pokémon GO)ȂٺҢ
ޱᆒၼҢϧቄኵ՝ȉ
(A)3D ኵ՝௭ජ

(B)ຎᔣᄂცᇄऎᔜ၆ည

(C)Ρᖛኇᒱᜋ

(D)ᘗቨᄂცЅӒ౨ۡ՝فಛ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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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4.! ࢚όୢޟω؆ବᄇΙԑΙ࡙ޟኊڐȂۏଊ࢚೩ॎϴѧღڞօ໌୦ࠢ೩
ॎȂ೩ॎϴѧღആႆഺཎีདޟႆแȂᏗᆹюџоีޟӓᜋᇄПөȂήӖ
Өᆍഺཎีདޟᐇհఄक़դޱғጂȉ
(A)သΨᐭᕝݲɯᡱ೩ॎϴѧღԙষବᄇ၎؆ޟӨᆍ੫ᇄ੫Փඪюཎَᇄ
ᄺད
(B)୰ڢ፡ࢥݲɯ೩ॎϴѧღԙষٖ၎؆ȂବᄇૅՂᇄۨҕആႆᢎᄆᐌ౩
ю
(C)ᘪઽϷݲݙɯάᆎུ࣏ݲȂкौӨᆍЈުޟདݲആႆ 5W2H ໌ݲ
ᐌ౩
(D)݂ݲɯΙᆍЫҁࡦՃޟПԒȂ१ӵᖒདᇄഺഅΨޟᐌӫȂആ݂ᇄ
Σ໌ϷݙȄ
(C)45.! ȶώӞᆠડȷ։೩ॎৱޟശଽცࣨȂ൷ีථӞЖޟᆠડȂᡝ౪ȃȃၾޟ
έএცࣨȄՄԻώӞΡџᇳ೩ॎৱޟଔྛȂӵݍȃՙПᄇܻԻώᆠડӻԤၷȂ
ήӖఄक़դޱғጂȉ
(A)ȮՃώȯںᜰܻЙώཾڷᇧഅώޟড়ೣጒȇ
ȮЈώސȯࠌ࣏
ΪΜжकϛޟલᙑԻऋӒਪ
(B)ՙПϤжकԤώӞོޟಢᙑȂԃᆋॱਪޟհ߳ޱᛳထၯёώོޟк߳
ထΡ
(C)ᏇੲݍПӞৱޟфߒȂ࣏ี݂ϞડȂπУ࡚ᑞՍᏢސࣺ࿋റюȂෆင
ี݂ΟᏎНȃᒽυ
(D)Ռ 1869 ԑȂ़ώཾ८ڼۖளଢ଼ᐠడҡȂϷԙЙώώڷᐠడώཾڍσ
ሴȄ
(A)46.! Ԥᜰ೩ॎีᗍ༖ޟఄक़ȂήӖդޱϚғጂȉ
(A)AI ޟ೩ॎᔖҢȂپՌܻσኵᐃΰޟӻᆍಢӫȂџᗗջҡසኋ᠌ތដ
(B)ϣଢ଼൬ᡝ೩ॎѓ֤ӌგȃٺҢޱငᡛ(User Experience)ंـȃٺҢޱϭ७(User
Interface)೩ॎ
(C)Ӱᔖଢ଼၆ညޟලЅȂีюᔖԒᆩॲȂᎌҢܻӨᆍޟଢ଼၆ည
(D)ᘗቨᄂცޟᔖҢȂᡝᡛຎᔣᇄ౪ᄂӫޟცȂџհ࣏ࣀଢ଼ޟΙᕗȄ
(C)47.! ೩ॎৱޟᎴԙџᇳΙᆍϗޣޟᜋଋጛȂήӖԤᜰ೩ॎޣᜋ੫ܒդޱϚғጂȉ
(A)೩ॎᏰಬሴኄݿȂ๖ӫᐌӫΨȃᢎᄆΨȃΨȃഺഅΨޟ೩ॎޣᜋᡝ
ف
(B)ሯᏰಬࣺᜰޟȶಬுޣᜋȷЅଡؑ೩ॎПݲᏰ้ޟȶଽޣᜋȷ
Ȃٮи
೩ॎࡦޱᆰᙽөٺҢ࣏ޱϛЖࡦޟᆰ
(C)அܻடཾϷώȂ೩ॎৱ१ӵഺཎีདȂڏтԤᜰܻԙҏᆓȃѿൟ้
ޣᜋࠌׇӒҺҥ୦ཾငᕊ॒ޱ
(D)ѓ֤ၮሴޣᜋޟᐗөᏰಬȂසኋऋᄇٺҢޱҡࣀငᡛȃϣଢ଼ऋȃᄂც
ऋ้ᖃөཱིޣᏰಬ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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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8.! Ԥᜰ࡚ᑞ೩ॎᇄഅלԃყ(Μ)ȂήӖఄक़դޱғጂȉ
(A)ઠন೩ॎޟȶѮѕ 101 σዂȷȂоϛ༱ዂȃԼ࣏അלкᡝ྅܈
(B)ࡂϦ೩ॎޟȶҳ࢈ിސࠒȷ࡚ᑞȂ௴ҢЊྃഛޟ྅܈
(C)੫(Wright)೩ॎޟȶѠਲ਼ᅕछᓢȷȂЫҔ๖ᄺϛ൶ؑཐ
(D)њղ੫(Callebaut)ܚ೩ॎޟȶഝԧᗴ༪ȷഅپלՌܻٔᏇኵӖȄ

ყ(Μ)
ɕᎧήМȂӱ๎ 49ɯ50 ᚠ
ӵ໌೩ॎᄂώհਢȂலоՃყ७հ࣏೩ॎৱᇄཾк܄Ԫ೩ॎྜᇄཎߒ܈ႀ
ޟ൬ϭȂω⋽ӵஈΙ୦ཾު೩ॎਰޟ೩ॎӈਢȂཾڗкඪټΙ၆Ⴚॳ
ਿ(Art Deco)ޟყਰ೩ॎൢȂհ࣏ԁޟՃყȂԃყ(Τ)Ȅ

ყ(Τ)
(B)49.! ᄇܻ၆Ⴚॳਿޟഅל੫ՓȂήӖఄक़դޱғጂȉ
(A)ڗڧලලޟኇȂөԢጣᖅፒޟഅל೩ॎ
(B)ڎϛछࢸѠМ݂ȃݍПМޟސ፡Ѕࠉፏ౪фഅל
(C)ࢺڎጣഀ࡙ཐȂ֕౪ߨᄇᆎԤᐠഅל
(D)ІᐠడϽȂЛࡻЙώ҈അޟᝋॳਿȄ
(B)50.! ω⋽དौӵԪ୦ཾުࡉϱ೩ॎਰϛȂ࣏ཾкᒵᗊ၆Ⴚॳਿޟড়ڎȂձᇯ࣏
ήӖಢ೩ॎৱޟড়ڎհࠢȂு௰ᙨȉ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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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學年度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
設計群專業(一) 試題詳解
1.(B)

2.(C)

3.(D)

4.(A)

5.(D)

6.(A)

7.(C)

8.(A)

9.(B)

10.(D)

11.(A)

12.(D)

13.(C)

14.(A)

15.(B)

16.(B)

17.(C)

18.(B)

19.(A)

20.(D)

21.(D)

22.(C)

23.(A)

24.(B)

25.(C)

26.(D)

27.(A)

28.(B)

29.(C)

30.(C)

31.(A)

32.(C)

33.(A)

34.(C)

35.(D)

36.(A)

37.(D)

38.(B)

39.(C)

40.(D)

41.(C)

42.(D)

43.(D)

44.(A)

45.(C)

46.(A)

47.(C)

48.(A)

49.(B)

50.(B)

1.

(A)(C)(D)電光、生物光為自然光；(B)折式螢光棒為不可還原的化學光。

2.

(C)「階段說」理論整合了楊格(Young)和赫姆豪茲(Helmholtz)的感應 RGB 的感色細胞說及赫林
(Hering)生理四原色說。

3.

(D)各色光的波長範圍區間由大至小為：紅、綠、藍、紫、橙、黃。

4.

(A)貝類珠光表面在光的反射種類是屬於干涉反射。

5.

(D)萬花筒內有色玻璃紙重疊的繽紛色彩混合，會變暗因此屬於減法混色。

6.

(A)以色調名稱的色彩表示法是屬於系統色名。

7.

(A)是依據曼塞爾 Munsell 色彩體系所製作的印刷油墨色票；(B)色票色號以字母 U 來標示是指
Uncoated 膠版紙(非塗佈紙)；(D)Pantone 色票種類因材質不同，會有不同的色票，例如 C、U、M、
TC、TP…等。而跟紙張印刷最相關的是 C(塗布紙)和 U(非塗布紙)二種。

8.

(A)sRGB 最初設計的目的是網路及網頁瀏覽的圖像通用色彩空間。

9.

(B)虹膜(iris)可控制光線進量，因此相當於相機光圈中的葉片。

10.

(A)美國色彩學家曼塞爾(A.H.Munsell)所提出的色彩面積調和比例，公式為：明度×彩度，因此也
會受到彩度的影響；(B)紡織品中的經緯線條色彩搭配是同時對比的效果；(C)歌德(J.W.Goethe)提
出六個純色的明度面積比值為 6：8：9：6：4：3。

12.

(D)中國國劇白色臉譜表示陰險多謀，剛愎自用，工於心計。

14.

(A)YR、G、P(橙、紫、綠)再伊登色相環中為第二次色，為倒正三角形。

15.

(A)J 色調搭配 L 色調屬於類似色調配色法；(C)E 色調搭配 I 色調屬於接近色調配色法；(D)A 色
調搭配 D 色調屬於對比色調配色法。

18.

(B)廣義的造形涵蓋全部「自然界萬物」與「人類的有形文化」之總稱。

19.

「在民國初期…」
、「以畫馬馳名…」因此選(A)。

20.

(A)青銅合金為：銅＋錫＋鉛；(B)是西周時期的青銅器；(C)毛公感念周王，於是鑄鼎紀事。

21.

(D)宋代五大名窯中「哥窯」的特點：「金絲鐵線」、「百圾碎」。

22.

(A)影響近代造形發展的主要力量是來自於十八世紀中葉英國的工業革命；
(B)美術工藝運動主張設計要為大多數民眾服務，認為工藝美感可以融入生活；
(D)新藝術配合機械生產，以有機曲線與非對稱架構為主的裝飾風格。

24.

(B)「最後的審判」為米開朗基羅的作品、達文西的畫作為「最後的晚餐」。

25.

五大數列級數變化量由大至小為：等比數列＞貝魯數列＞費波納齊數列＞調和數列＞等差數列。

26.

(D)柳宗理的大象椅是符合與主題並沒有直接關係，設計屬於「比喻式」。

28.

題意所指是屬於人為造型。

29.

索涅特 14 號椅由 6 塊蒸汽擠壓曲木、10 枚螺絲和 2 個墊圈組成的椅子。

育達系列

1

創新研發

31.

(A)太師椅的曲線是通過小段的直木在榫卯的連接下形成的。

32.

(A)設計以實用功能為主，亦可兼具藝術的主觀價值性；(B)外星人榨汁機為使用者而設計，不使
用時亦可為藝術品；(D)設計講究的美感形式是為機能而生，與藝術性的表現相關。

33.

(B)智慧財產權保護範圍除看得見且具體的圖像或是文字等創作，亦包含「無形」的權益夥；(C)
「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公約」於 1967 年國際間所建立的；(D)二次創作的「衍生著作」改作是原
本的著作權人所具有的權利，如果未經原著作權人同意就進行改作，會違反著作權法。

34.

(C)「金點新秀設計獎」為「新一代設計展」展會中所辦理，參與條件為在學學生，因此該公司不
符合資格。

35.

(D)象徵(Symbol)符號需要「約定俗成且經過學習」才能了解符號因此需要經過學習才可了解它所
代表的意義。

36.

(A)化資產的保存分為：(1)有形文化資產；(2)無形文化資產。

37.

(D)「綠建築」為九大指標，非十二項指標。

39.

(A)後現代主義並非承襲現代主義的簡潔實用，可不具功能的感性主義；(B)美術工藝運動是反機
械生產，擁護中世紀歌德美學；(D)ArtDeco 風格因受藝術、考古、爵士樂等影響，成為一個國際
化流行的設計運動。

40.

年代排序依序為：丙－美術工藝運動、丁－新藝術、甲－構成主義、乙－普普藝術。

41.

(A)臺南白河的蓮花產業、東海岸村落、南投集集與水里車埕景色，是屬於促進地方的觀光與文化
振興的面向；(B)經濟部中小企業處自 1989 年起推動 OTOP(One Town One Product)一鄉鎮一特產
計畫；(D)2019 年為臺灣「地方創生元年」，是鼓勵青年人從城市回家鄉發展，透過地方既有
的「地、產、人」資源導入在地特有的價值與獨特性，導入「創意、創新、創業」。

42.

(D)1981 年，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配合「臺灣產品優良設計選拔展」
，首次辦理了「全國大
專院校設計展」，即為新一代設計展之前身。

43.

(D)寶可夢 GO 使用的技術為 AR 擴增實境及全球定位系統。

44.

(B)為觀察法；(C)又稱為明箱法；(D)水平思考法著重在擺脫舊的經驗約束，衝破常規，提出創造
性的見解與觀點，是發散性思維，又稱為發散式思維法。

45.

(A)《考工記》是成書於春秋末、戰國初關於手工業和製造工藝技術的國家規範；《天工開物》則
為十七世紀中國的綜合性百科全書；(B)歐洲早期的同業公會起源於 9、10 世紀，約在 11 世紀，
歐洲同業公會逐漸開始向現代意義的商業聯盟轉變，14 世紀後始出幫工行會，亦開始有「行會」
一詞；(D)工業革命在 1759 年左右已經開始。

46.

(A)AI 的設計應用，來自於大數據上的多種組合，因為多種組合容易產生資料引用而產生智慧財
產權上的爭議。

47.

(C)基於專業分工，設計師著重在創意發想，也需涉獵成本控管、市場行銷等知識等相關知識。

48.

(B)姚仁喜設計的「國立故宮博物院南院」建築，以傳統水墨畫之「濃墨」
、
「飛白」及「渲染」三
種筆法為概念發想，發展出虛、實量體相互交織的流線形體；
(C)萊特(Wright)設計的「古根漢美術館」從鸚鵡螺結構中尋求靈感；(D)卡伯特(Callebaut)所設計
的「陶朱隱園」造形來自城市之樹的概念和生命之源 DNA 的雙螺旋結構。

49.

(A)裝飾藝術受到：(1)古代埃及帝王陵墓文物出土的影響；(2)古代中南美洲印第安人文化的影響；
(3)汽車前衛象徵及時代感的影響；(4)表演藝術華麗燦爛舞台設計影響，並未受到普普藝術的影
響；(C)具流線速度感為發生於 1930 年代的美國流線型風格(Streaml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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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A)李特維德 Gerrit Rietveld「紅藍椅」是屬於風格派；(B)保羅‧佛洛 Paul Follot 設計椅子是屬於
裝飾藝術時期；(C)義大利設計師 Joe Colomb 設計 Tube Chair 超現代外觀和自由組合的型態；(D)
米歇爾‧盧基 Michele de Lucchi 設計的 First Chair 屬於「孟菲斯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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