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6 學年度大學音樂術科考試樂理題目卷 

請一律於答案卷上作答 
 

一、和聲題 以下列數字低音，完成混聲四部和聲，並標示調性及和弦級數或功能代號。 20% 

 

二、和弦結構辨認 請寫出下列和弦及其轉位之名稱。 10% 

         
             
      
 
 
 
 

三、音程 10% 

 
（一） 寫出下列各題兩音之間完整的音程名稱（複音程以單音程作答）。 

 
 

    
 

 
 
（二）在指定音上方填加一音，使其成為指定的音程。 

 
 
 
 
 
四、音階 以指定音高為主音、結音或起音，寫出指定音階或調式，不寫調號，以臨時記號作答。 10% 

 
 

  
 

 
 

 
五、 移調與移調樂器 10% 

1. 在不移動五線譜音符位置、僅改變譜號、調

號與臨時記號之前提下，請將右列譜例移低

小七度記譜（調號不可省略）。             

2. 右列譜例為英國管之演奏用譜，若交由        

降 B 調單簧管演奏，應如何記譜（調號不           

可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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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3.              4.               5. 

1. 大音階（上行） 

2. 和聲小音階（上行） 

3. 商調式五聲音階（上行） 

4. 多里安（Dorian）教會調式音階（上行） 

5. 全音音階（上行） 

大七度 大六度 完全五度 減三度 

 

 大三和弦原位 

請 於 答 案 卷 上 作 答 

增四度 

例：           1.            2.            3.             4.            5.      

1.                 2.               3.               4.               5. 



六、 選擇題 40% 

1. 甫於 2016 年辭世的臺灣客家籍作曲家為 ○1  張邦彥 ○2  呂泉生 ○3  沈錦堂 ○4  郭芝苑。 

2. 下列曲種的發源地何者正確？ ○1  探戈（Tango）—阿根廷 ○2  圓舞曲（Valse）—美國           

○3  搖滾樂（Rock）—中國 ○4  爵士樂（Jazz）—義大利 

3. 下列何者不屬於吹管樂器？ ○1  管子 ○2  篳篥 ○3  嗩吶 ○4  口簧琴 

4. 下列何者不是斯特拉溫斯基（I. Stravinsky）的作品？ ○1 《春之祭》○2 《彼得與狼》○3 《火鳥》          

○4 《大兵的故事》 

5. 《思想起》是臺灣哪個地方的代表音樂？ ○1  頭城 ○2  恆春 ○3  埔里 ○4  竹東 

6. 《樂來樂愛你》（La La Land）甫於去年（2016）獲得美國金球獎的最佳原創音樂獎，請問此片是屬

於何種類型的音樂？ ○1  搖滾樂 ○2  爵士樂 ○3  鄉村音樂 ○4  清唱劇 

7. 下列哪種和聲外音，較常使用於重拍？ ○1  倚音 ○2  經過音 ○3  先現音 ○4  遁音 

8. 下列敘述何者有誤？ ○1  崑曲盛行於明、清兩朝 ○2  京劇主要唱腔為西皮、二黃 

○3  工尺譜是一種樂器的度量單位 ○4  彈詞為明朝的一種說唱音樂 

9. 下列國家與其代表傳統樂器何者有誤？ ○1  日本―尺八 ○2  印尼―甘美朗 ○3  印度―西塔琴 

○4  韓國―烏克麗麗 

10. 在「矮靈祭」中使用「臀鈴」的是哪一族？ ○1  泰雅族 ○2  邵族 ○3  賽夏族 ○4  布農族 

11. 下列術語中，何者與速度無關？ ○1  tempo rubato ○2  cresc. ○3  allegretto ○4  rit. 

12. 下列何者不是巴洛克時期的作曲家？ ○1  韋瓦第（A. Vivaldi）○2  巴赫（J. S. Bach） 

○3  韓德爾（G. F. Handel）○4  辛德密特（P. Hindemith） 

13. 交響樂團演出前調音，負責定音（標準音 A）的樂器是 

○1  雙簧管 ○2  小提琴 ○3  單簧管 ○4  長笛。 

14. C 大調的下屬和弦，為哪個調的關係調之屬和弦？ ○1  e 小調 ○2  F 大調 ○3  Bb大調 ○4  g 小調 

15. 下列哪位作曲家建立交響曲第一樂章的曲式？ ○1  舒曼（R. Schumann）○2  舒伯特（F. Schubert）  

○3  海頓（F. J. Haydn）○4  孟德爾頌（F. Mendelssohn） 

16. 一首   拍，48 小節的樂曲，以     的速度演奏，作品演奏時間為 ○1  1 分鐘 ○2  2 分 30 秒  

○3  2 分鐘 ○4  4 分鐘。 

17. 同一個小七和弦可存在於幾個大調中？ ○1  一個 ○2  二個 ○3  三個 ○4  四個 

18. 「品、相」存在於下列哪一樂器中？ ○1  三弦 ○2  琵琶 ○3  豎琴 ○4  低音提琴 

19. 葛雷果聖歌（Gregorian Chant）是 ○1  單曲調音樂（Monophony）○2  複曲調音樂（Polyphony）  

○3  主曲調音樂（Homophony）○4  十二音音樂（Twelve-tone Music）。 

20. 下列樂曲總共演奏幾小節？ ○1  14 小節 ○2  15 小節 ○3  16 小節 ○4  17 小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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