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市 101 學年度國中技藝教育學程技藝競賽設計職群學科題庫
（B）1.所謂「設計」就是

(A)靈感 (B)一種有目的的創造

(C)陰謀 (D)智慧。

（B）2.下列對比的形態何者敘述錯誤？ (A)大小、多少、強弱是屬於份量對比 (B)明暗、黑白、光影是彩
度的對比 (C)紅與綠、黃與紫是屬於色相對比 (D)凹與凸、光滑與粗糙、素面與畫面等肌理是屬於
質地的對比。
（B）3.家電是屬於何種造形？ (A).自然造形 (B).實用造形

(C).藝術造形

(D).純粹造形。

（A）4.「綠色設計」強調環保概念，尤其在設計的過程中應包含 3R，下列選項，何者不是綠色設計中 3R
的內涵？ (A)Reverse (B)Re-use

(C)Reduce (D)Recycle。

（D）5.因應老年人在視覺、知覺和手指靈活度的逐漸退化，設計老年人的手機時，最需依據下列何種因素
來考慮老年人手機的操作介面及外觀？ (A)審美 (B)機件結構 (C)環境 (D)人因工程。
（C）6.每一項數字都會等於前兩項數字的相加和，是為哪一種比例的表現？

(A).調和比例

(B).黃金比例

(C).費波那齊數列 (D).等差級數。
（A）7.柏拉圖的多面體中，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正四面體是由四個四方形所構成 (B).正八面體是由
八個三角形所構成 (C).正十二面體是由十二個五角形所構成

(D).正二十面體是由二十個三角形所

構成。
（D）8.「包浩斯」 (A)是造形學院

(B)成立於德國

(C)是現代文明的產物

(D)著重於培養藝術創作人才

以上何者為非？
（B）9.一件良好的形態要獲得充分的生理機能應該具備 (A)材料學 (B)人體工學 (C)色彩學 (D)形態學
的要件。
（B）10.形態的視覺美感效果，賦予優美和諧的特質屬於審美的、心靈的範疇是何種機能？ (A)物理機能
(B)心理機能 (C)化學機能

(D)生理機能。

（D）11.下列何者不是仿生設計？ (A).聲納系統 (B).象形文字

(C).草皮地毯

(D).木頭桌子。

（D）12.人類對於自然景象的欣賞或精神思維的追求，所產生的造形是屬於何種因素？

(A)宗教信仰

(B)

實用性的因素 (C)遊戲或好奇 (D 審美或藝術。
（C）13.下列何者不屬於基礎造形的基本要素？ (A)形態 (B)機能 (C)利益 (D)美感。
（A）14. 將兩種以上的構成元素，於畫面中配置構成，在畫面構成上雖然沒有達成絕對平衡的要求，但卻
使我們在心理上感到平衡，通常此種平衡現象我們稱為

(A)非對稱平衡 (B)對稱平衡

(C)漸變

平衡 (D)統一平衡。
（D）15.為使造形更為完美，機能與形態必須如何配合？ (A)形態重於機能

(B)機能重於形態 (C)形態決

定機能 (D)互為表裡。
（D）16.點占有幾次元的空間？ (A)一次元 (B)二次元 (C)三次元 (D)無次元。
（C）17.塞尚認為大自然可還原成何種形體，以下何者為非？

(A)圓柱體 (B)圓錐體 (C)立方體 (D)圓

球體。
（C）18.下列何者不是純粹造形的特性？

(A).重審美

(B).較不受限

(C).重實用 (D).主觀。

（A）19.設計的構成要素中最小的單位是 (A)點 (B)線 (C)面 (D)體。
（A）20.談論部分與整體的關係是屬於形式要素中哪一種表現
（A）21.點的構成主要在於點的 (A)位置

(A).比例 (B).反覆

(B)大小 (C)虛實 (D)形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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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平衡 (D).對稱。

（C）22.設計工作是辛苦的，但也最具挑戰性，所以要確立自己的設計地位與淨化設計領域，下列何者行為
是不對的？

(A)要有突破現狀的勇氣 (B)相當有耐心 (C)人云亦云，只要有利可圖 (D)不斷吸

收新知。
（D）23.下列敘述何者為非?(A).等差級數是一數加上同數字，圖形呈現斜線造形
同數字，圖形呈現拋物線造形

(B).等比級數是一數乘上

(C).調和數列是以等差級數為分母所得的數列，圖形呈現曲線造形

(D).貝魯數列是前項數字乘 2 倍，加上再前項數字等於後項，圖形變化較費波那齊數列小。
（C）24.下列哪一種不是設計時常用的創意發想方法？

(A)垂直思考 (B)水平思考 (C)開會檢討法

(D)

動腦會商法。
（B）25.黑夜天空閃爍的星星，或太平洋上一望無際所漂浮的一葉扁舟都具有

(A)線的感覺

(B)點的感覺

(C)面的感覺 (D)群的感覺。
（D）26.下列何者不是鉛筆標記 H 與 B 的表示意義？

(A)軟硬度

(B)黑白度

(C)石墨含量 (D)木材的厚

薄。
（A）27.下列何者不是線的特質？ (A)體積 (B)粗細 (C)方向 (D)角度。
（D）28.可以任意彎曲以利畫出各種曲線的用具是 (A)鋼尺 (B)圓規 (C)曲線板 (D)隨意曲尺。
（D）29. MMI 的中文名稱為？(A).電腦化
（B）30.自由曲線通常具有

(B).人工智慧

(C).資訊時代

(D).人機介面。

(A)硬直 (B)活潑 (C)單調 (D)刻板 的感覺。

（C）31.下列製圖儀器中，何者無法繪製直線？ (A)量角器 (B)橢圓板 (C)雲形規 (D)三角板。
（D）32.關於線的定義下列何者較為不正確？ (A)線是點移動的軌跡 (B)線是輪廓的邊緣 (C)線是境界，
是區隔 (D)線在感覺上是絕對無限長的。
（B）33.粗細不等，但長度相等的線條感覺上 (A)粗較長 (B)細較長
（B）34.紙張的厚度是以什麼表示？
（B）35.製圖用三角板角度為

90

(C)一樣長 (D)不一定。

(A)公分 (B)磅 (C)吋 (D)以上皆非。

(A) 20，30，60，90

(B) 30， 45，60，90

(C) 30，50，70 ，

(D) 45 ， 50 ， 75 ， 90 。

（A）36.「Symmetry」在基本設計中代表何種形式？

(A)對稱 (B)韻律 (C)平衡 (D)重複。

（C）37.具有女性的陰柔之美的是 (A)直線 (B)細線 (C)曲線 (D)粗線。
（D）38.下列何種紙張吸墨性最差？

(A)模造紙 (B)道林紙 (C)銅版紙 (D)描圖紙。

（D）39.下列何者非為透視圖一般所分種類？ (A)一點透視圖 (B)二點透視圖

(C)三點透視圖 (D)全透

視圖。
（B）40.用間隔疏密不同的線群平行排列可表達 (A)平面 (B)曲面 (C)立體 (D)斜面。
（D）41.文藝復興時代義大利人稱黃金比例為 (A)大比例 (B)唯一比例 (C)處女比例
（A）42.明暗法的設計技巧中把明暗分成九個階段，屬於低調子的是

(D)神聖比例。

(A)一二三 (B)四五六 (C)七八九

(D)以上皆非。
（D）43.下列何者不屬於自然環境景觀？(A).熱帶雨林 (B).塔克拉瑪干沙漠(C).北極冰山 (D).羅馬競技場。
（A）44.下列何者不是軟性公害？(A).廢氣

(B).資訊公害

(C).噪音

(D).疏離感

（D）
45.各種不同的形都能表現出其特有的輪廓線的心理特徵，能呈現出安定的秩序感的是 (A)偶然形

(B)

曲線形 (C)直線形 (D)正方形。
（C）46.立體的造形，應屬於幾次元的空間？ (A)一次元 (B)二次元

(C)三次元 (D)四次元。

（A）47.比例之於形態美不只存在於人造的物體，大自然的物體也有許多比例的形態，其中最具美感的比例
為 (A)1：1.618

(B)1：2.618 (C)3：5

（C）48.那基在哪裡創立新包浩斯？(A).洛杉磯

(D)5：8。
(B).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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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芝加哥

(D).舊金山。

（C）49.適當運用「線」的組合，可以產生三次元空間感。下列敘述，何者較不可能產生空間感？ (A)水
平方向的多條直線，粗細漸變

(B)斜方向的多條曲折線，疏密漸變 (C)水平方向的多條直線，等

距組合 (D)斜方向的多條曲折線，等距組合。
（A）50.造形的三大基本要素是 (A)形態、色彩、材質

(B)形態、技術、材質 (C)色彩、造形、機能 (D)

材質、色彩、光線。
（D）51.下列何者不是平面造形中的基本形？ (A)正三角形 (B)正方形 (C)圓形 (D)長方形。
（B）52.在平面設計上，我們所做的造形稱為圖，圖的周圍即是 (A)天 (B)地

(C)線 (D)畫。

（D）53.「Proportion」是美的形式中的 (A)對比 (B)平衡 (C)調和 (D)比例。
（A）54.採用點、線、面、光影及色彩等要素，在平面上作立體感的方式有很多種，下列何者敘述較不正確？
(A)將相同大小的點或相等間隔的線排列，可以產生立體感覺
變化，可以產生遠近的感覺

(B)利用線條粗細的不同，產生濃淡

(C)將平面圖形，最亮到最暗部分，作成明度漸層，可以產生立體感覺

(D)採不同之前進色、後退色，構成不同色面，可以在畫面上形成凹凸的立體感覺。
（C）55.物體在空間所占的輪廓稱為

(A)形式 (B)形態 (C)形狀 (D)形。

（B）56.下列何者英文簡稱為「CAM」？(A).電腦虛擬動畫

(B).電腦輔助製造

(C).電腦輔助設計

(D).電腦輔助繪圖。
（C）57.何者較不易成為圖？

(A)色彩對比較大者

(B)較突出者 (C)較靜態者 (D)較凸者。

（B）58.中國人對天地的概念中，是存在著天配圓、地配 (A)廣 (B)方 (C)長

(D)渾。

（A）59.「動勢」存在於造形本身，若以點、線、面的基本造形來說明動勢，下列何者正確？ (A)斜線比直
線有動勢 (B)規則形比不規則形有動勢 (C)正圓形比橢圓形有動勢 (D)水平線比曲線有動勢。
（B）60.在視覺上能產生深度與空間的心理知覺，下列因素何者錯誤？ (A)明暗 (B)對稱 (C)重疊 (D)
大小。
（B）61.下列何者不是開放曲線？ (A)拋物線 (B)橢圓 (C)漩渦線 (D)雙曲線。
（C）62.在紙上滴下一些墨汁而成的墨紋，或者在紙上的顏料流動成形是屬於

(A)幾何形 (B)自由形

(C)

偶然形 (D)有機形。
（A）63.「水平方向」的線，不具下列何種心理效果？

(A)權威 (B)恆久 (C)和平 (D)寂靜。

（D）64.一般而言，點的位置放於何方是最穩定，且具有放射的力量

(A)上方 (B)下方 (C)左方 (D)中

央。
（B）65.下列何者為有機造形？ (A)球形

(B)蛋形 (C)多角形 (D)菱形。

（D）66.在自然界，下列何者不具對稱的特性？ (A)蝴蝶 (B)蜻蜓 (C)樹葉 (D)變形蟲。
（A）67.關於點材構成的使用，下列何者在台灣最為少見？ (A)玻璃罐裝產品上點狀凸起，供盲人識別內
容物的點字構成 (B)用小燈泡繞柱或沿樹懸掛，造成夜間光點的構成 (C)牆面或盆器中用球形玻
璃珠，排列成浮雕式的點材構成 (D)星狀中空摺紙自然灑落，形成自由落體的點材構成。
（B）68.澳洲雪梨歌劇院的型態類型屬於 (A)偶然形態 (B)人為形態 (C)自然形態

(D)植物形態。

（B）69.下列何者非為臺灣設計界經常學習效法的三大設計輸出國？(A).日本 (B).中國 (C).美國 (D).歐洲。
（C）70.在設計原理中，以中央設一縱軸，而左右或上下完全同形，稱之為 (A)律動 (B)漸層 (C)對稱

(D)

對比。
（D）71.玻璃碎片是屬於 (A)幾何形 (B)有機形 (C)自然形 (D)偶然形。
（B）72.將紙摺成兩半，用剪刀以摺線為主軸剪出的造形稱為
由曲線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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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偶然形 (B)對稱形 (C)立體形 (D)自

（B）73.下列有關造形元素「點」的敘述何者較為正確？ (A)「點」的定向移動形成面 (B)「點」在平面
構成時，其形狀不受限制 (C)大、小「點」並列時，小「點」會有膨脹與前進的感覺

(D)「點」

的面化過程中無法表現出立體感。
（A）74.將水彩加水稀釋，滴一滴在紙上，用力吹會產生 (A)偶然形 (B)幾何形 (C)有機形 (D)不規則
形。
（C）75.由數學方式所構成的形稱為

(A)徒手形 (A)意外形 (C)幾何形 (D)偶然形。

（B）76.比例常運用於建築、工藝和繪畫上，尤其是被稱為「神聖比例」的黃金比例。請問下列何者最接近
黃金比例？ (A)電腦桌 (B)國旗
（A）77.包裝盒打開後所呈現的圖形，稱為

(C)A3 紙張 (D)21 吋電視螢幕。
(A)展開圖 (B)三視圖 (C)剖面圖 (D)投影圖。

（C）78.根據定義，下列何者屬於「旋轉對稱」方式？
（B）79. 眼睛可以比喻成一個很精巧的 (A)電視機

(A)H (B)％ (C)卍

(B)攝影機 (C)雷達機

(D)W。
(D)收錄音機。

（B）80. 在實驗室中透過三稜鏡分析光譜的是 (A)畢卡索 (B)牛頓 (C)包浩斯 (D)曼賽爾。
（A）81.英文中的 Value 是指

(A)明度 (B)彩度 (C)色相 (D)色相環。

（B）82.紅色光和綠色光混合後會變成？ (A)紫色 (B)黃色 (C)青色 (D)橙色。
（A）83.印刷用的網版，乃是把照片的濃淡改變成下列何者，並藉其大小和疏密度表現出照片的明暗？
(A)點 (B)線

(C)面 (D)立體。

（D）84.軍隊的迷彩服以及動物、昆蟲身上的保護色，都具有偽裝與擬態的效果，此種視覺現象與下列何者
相近？ (A)平衡

(B)對比

(C)對稱 (D)群化。

（A）85.「萬綠叢中一點紅」是何種對比？

(A)色相對比 (B)明度對比 (C)彩度對比 (D)邊緣對比。

（B）86.下列何者不是黃色降低明度的方法？ (A)混入黑色 (B)混入白色 (C)混入補色 (D)混入紅色。
（C）87.英文中的 Chroma 是指 (A)色相 (B)明度 (C)彩度 (D)色相環。
（A）88.光線的波長區別了

(A)色相 (B)明度 (C)彩度 (D)色調。

（D）89.同一色塊，在亮面邊緣，會比在暗面邊緣來得暗些，是何種現象？ (A)繼續對比 (B)色相對比

(C)

補色對比 (D)邊緣對比。
（A）90.眼睛中感覺色彩的細胞位於

(A)視網膜 (B)虹膜 (C)眼角膜 (D)水晶體。

（A）91.市場賣紅蘋果的小販，白天可利用綠色包裝紙來襯托，夜晚應選擇哪一種顏色的燈光，使紅蘋果的
顏色感覺更鮮豔？ (A)紅

(B)黃 (C)綠 (D)青 (E)紫。

（A）92.可見光中，何種色光的波長最長？

(A)紅光 (B)黃光 (C)綠光 (D)藍光。

（A）93.我們對於色光的明暗和色彩，何種感覺較快？
（A）94.英文中的 Hue 是指

(A)色相 (B)明度 (C)彩度 (D)色調。

（D）95.下列何種色彩為人工色彩？
（B）96.紅色的物體是因為它

(A)彩虹 (B)朝陽紅霞

(C)藍天白雲

(D)霓虹燈。

(A)吸收了紅色光 (B)反射了紅色光 (C)反射了綠色光 (D)吸收了白色光。

（D）97.能調和任何色相的是
（B）98.色溫度是指色光的

(A)明暗 (B)色彩 (C)一樣快 (D)無法分辨。

(A)紅、綠

(B)黃、紫

(C)藍、綠 (D)黑、白。

(A)溫度 (B)色彩 (C)明暗 (D)頻率。

（A）99.我們用來區分不同色彩的名稱，是依據色彩的

(A)色相 (B)明度 (C)彩度 (D)色感。

（C）100.通過透明物體所產生的色彩我們稱為 (A)表面色 (B)光源色 (C)透過色 (D)白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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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 101 學年度國中技藝教育學程技藝競賽設計職群 術科題庫（一）
表現主題： 健康城市‧陽光臺北 海報設計
一、試題說明
全球健康城市、國際安全社區發展迄今 20 餘年，透過市民與市府、公私部門的共同努力，臺
北市內湖區、中正區，及信義、大同、文山、南港區分別於 94 年、97 年及 99 年通過國際安全社
區認證；臺北市大安區、士林與北投區，及松山、中山、萬華區分別於 95 年、96 年及 99 年成功
加入國際組織「健康城市聯盟」。
為進一步提升市民生活品質，促進市民健康，增進國際醫療衛生交流，91 年 1 月 27 日於中正
紀念堂廣場辦理之「健康城市元年、臺北嘉年華會」活動中宣佈 91 年為「臺北健康城市元年」
，並
著手規劃健康城市計畫，積極推動參加世界衛生組織健康城市網絡，並藉由舉辦國際研討會與健康
城市領袖圓桌論壇，展現臺北健康城市營造內涵與特色，藉以強化市民的認同與參與，共同提升全
體市民之健康，為臺北市民建構一個安心、生態、繁榮、友善、幸福、文化、便捷、健康、活力、
永續國際級首都城市，成功打造臺北成為亞太健康城市。

二、內容主題
(一) 請以「幸福、文化、健康、活力」四項為海報設計重點，需自行將上述概念轉化為實際圖像
並於畫面展現，圖面必須包含臺北特色地標(如 101、自由廣場等)及展現「運動與健康」特
點意像
(二) 主標題： 健康城市‧陽光臺北
(三) 表現：造型以寫實或簡化手法表現均可

三、製作規格與要求
(一)
(二)
(三)
(四)
(五)

尺寸：八開，直式(非直式扣 5 分)
標題： 健康城市‧陽光臺北 (必寫，不完整或錯別字扣 1-5 分)
圖面意像：必須包含臺北特色地標(如 101)及展現運動特點等意象
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必放未置入或不完整扣 1-3 分)
畫面限平面為主彩色表現繪製媒材不限
(不合規定之表現媒材如裱貼、半立體等扣 1-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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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 101 學年度國中技藝教育學程技藝競賽設計職群 術科題庫（二）
表現主題：臺北好設計、共居心生活 海報設計
一、試題說明
世界設計之都（World Design Capital，簡稱 WDC）是國際工業設計社團協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Societies of Industrial Design，簡稱 Icsid）所發起的全球性活動。WDC 的徵選每
兩年進行一次。每次皆是由專業的評審團，從眾多申請的城市中選出最具有典範意義的一座，將其
命名為世界設計之都。
根據《全球設計觀察》報告，2010 年臺灣的設計競爭力排名為第 13 名。在臺灣，每 10 家設計產
業有 3 家在臺北市。臺北市文創產業營業額佔全國的 62%。臺北擁有豐沛且傑出的設計人才，在各
大國際競賽上，都得到高度的肯定。
為使臺北市在 2016 年世界設計之都選跋脫穎而出，市政府導入綠色設計、提升原創品牌形象
與設計力、推展創意設計、形塑創意新聚落以及與世界接軌等 5 大目標，以「臺北好設計、共居心
生活」為主題，舉辦「臺北設計月」
、
「臺北工業設計獎」等諸多活動；臺北宜古宜今，重視文創與
歷史傳承的特質必會於 2016 年大放異彩，成為閃耀之星。

二、內容主題
(一) 請以臺北宜古宜今，重視文創與歷史傳承為海報設計重點，需自行將上述概念轉化為實際圖
像並於畫面展現，圖面必須展現「宜古宜今，重視文創與歷史傳承」特點意像
(二) 主標題：臺北好設計、共居心生活
(三) 表現：造型以寫實或簡化手法表現均可

三、製作規格與要求
(一) 尺寸：八開，直式(非直式扣 5 分)
(二) 標題：臺北好設計、共居心生活
(必寫，不完整或錯別字扣 1-5 分)
(三) 圖面意像：必須展現宜古宜今，重視文創與歷史傳承意象
(四) 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必放未置入或不完整扣 1-3 分)
(五) 畫面限平面為主彩色表現繪製媒材不限
(不合規定之表現媒材如裱貼、半立體等扣 1-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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