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立臺中教育大學100學年度大學日間部轉學招生考試 

語言學概論（含國音學）試題 

適用學系：語文教育學系二年級 

一、單選題 60%（每小題 1分） 

1. 現代漢語中不能當韻尾的是：(A)[i] (B)[u] (C)[m] (D)[n] 

2. 現代漢語中不能當聲母的是：(A)[m] (B)[n] (C)[l] (D)[ŋ] 

3. 「三普」中的「三」讀成[sam]，這是因為何種語流音變？(A)同化 (B)

異化 (C)換位  (D)弱化 

4. 下列哪個語詞不會因為讀輕聲而改變詞意？(A)東西 (B)買賣 (C)地道 

(D)窗戶 

5. 下列哪個字的音節結構不符合空韻的現象說明？(A)知 (B)吃 (C)師 

(D)基 

6. 下列各詞中，屬於聯合式的複合詞是哪一項？(A)跳高 (B)月亮 (C)窗戶 

(D)自滿 

7. 下列各詞中，不屬於偏正式的複合詞是哪一項？(A)司機 (B)同學 (C)

白糖 (D)蛋白 

8. 「選他當班長」是哪一種詞組？(A)動賓詞組 (B)連動詞組 (C)兼語詞組 

(D)主謂詞組 

9. 下列哪個詞組是屬於謂補詞組？(A)木頭房子 (B)活潑可愛 (C)打掃乾

淨 (D)進行調查 

10. 下列哪一個詞不是音譯外來詞？(A)葡萄 (B)維他命  (C)邏輯 (D)芙蓉 

11. 「我說了三遍」中的「三遍」是：(A)主語 (B)定語 (C)賓語 (D)補語 

12. 下列詞組，何者沒有歧異(A)打死老虎 (B)對國外影片 (C)爸爸和媽媽

的同事 (D)拆掉老舊的房子 

13. 下列哪句不屬於台灣國語特有的語法句型？(A)明天天氣很冷 (B)昨天他

真地有看電視 (C)這道菜會很辣 (D)鐘響了，他用跑的進教室 

14. 「老師」的「老」是屬於下列哪一項(A)定語 (B)形容詞 (C)詞根 (D)

詞綴 

15. 下列哪一項不是「兒化」的功能？(A)確定詞性 (B)區別詞意 (C)表達情

感 (D)表達由上對下 

16. 下列哪一個語詞的「子」不是扮演詞綴的功能？(A)房子 (B)墊子 (C)



蓮子 (D)蓋子 

17. 「面目全非」屬於下列何種詞組？(A)聯合詞組 (B)動賓詞組 (C)主謂詞

組 (D)連動詞組 

18. 下列哪一項不是蜜蜂所能傳遞的訊息？(A)花蜜的遠近 (B)花蜜的方向 

(C)花蜜的高低 (D)花蜜的品質 

19. 認為語言的起源是來自一群人一起出力工作所發出的聲音，這種理論稱之

為：(A)喲嗨論 (B)汪汪論 (C)情緒呼叫論 (D)模仿論 

20. 1886 年法國語言學會認為討論語言起源的議題不合法規，究其原因為(A)

觸及語言學的禁忌 (B)挑撥種族情緒 (C)各說各有理 (D)違反當時的

道德 

21. 從人類的生理結構來看，哪一項不是語言發展的因素？(A)牙齒平齊 (B)

嘴唇柔軟 (C)面目表情豐富 (D)舌頭靈活 

22. 黑猩猩無法說人類的語言，其最主要受限於：(A)鼻腔 (B)氣管 (C)聲帶 

(D)會厭 

23. 下列何者不屬於人類語言的特性？(A)任意性 (B)開放性 (C)文化傳遞

性 (D)單向性 

24. 研究語音的物理特性是屬於何種語音學的研究範圍？(A)發音語音學 (B)

聲學語音學 (C)聽覺語音學 (D)感知語音學 

25. 所謂「聲道」不包括下列哪一項的器官？(A)肺部 (B)口腔 (C)咽腔 (D)

鼻腔 

26. 下列何者對於楔形文字的描述是錯誤的？(A)與所表之事物缺乏相似性 

(B)為蘇美人所使用 (C)為已知最早的文字 (D)是刻在木塊上的文字 

27. 下列何者是屬於日爾曼系的語言？(A)德語 (B)義大利 (C)英語 (D)法

語 

28. Grice 所提的「交談合作原則」不包括下列哪一項準則？(A)量的準則 (B)

質的準則 (C)類型的準則 (D)方式的準則 

29. 「我賭一百塊!」這句話是屬於下列哪種言語行為？(A)表述類

(Representatives) (B)承諾類(Commissives) (C)指使類(Directives) 

(D)宣告類(Declarations) 

30. 「開會」與「會計」兩詞中的「會」其關係我們稱為：(A)同音字 (B)同

形字 (C)多義字 (D)反義字 

31. 教育部正式公佈「注音符號」是在民國：（A）元年 （B）五年 （C）七

年 （D）九年 

32. 「万、兀、广」這三個在今日國音已不用的聲母，都屬於：（A）邊音 （B）

清音 （C）鼻音 （D）濁音 

33. 發「ㄓ、ㄔ、ㄕ、ㄖ」時，要把舌尖翹起來，和下面哪個發音部位相接，



所以又叫翹舌音：（A）上齒 （B）上齒齦 （C）前硬顎 （D）軟顎 

34. 發舌尖後音時，舌尖應接觸於：（A）齒背 （B）硬口蓋 （C）軟口蓋 （D）

咽喉 

35. 濁、擦聲的聲母是：（A）ㄌ （B）ㄏ （C）ㄒ （D）ㄖ 

36. 中國語中構成字音的三要素是：（A）聲、韻、調 （B）讀音、語音、語法 

（C）脣形、舌位、口形 （D）語言、語詞、語法 

37. 注音符號ㄇ和ㄋ發音時的共同現象，都是：（A）擦音 （B）塞擦音 （C）

鼻音 （D）塞音 

38. 下列何者屬擦聲？（A）ㄅㄆ （B）ㄕㄖ （C）ㄐㄑ （D）ㄍㄎ 

39. 注音符號ㄐ的發音方法和下列那一個聲符相同？（A）ㄅ（B）ㄙ（C）ㄕ（D）

ㄓ 

40. 屬雙脣、塞爆、清音、送氣的聲符是：（A）ㄅ（B）ㄆ（C）ㄍ（D）ㄐ 

41. 聲符「ㄍㄑ」按發音方法分類是屬於：（A）塞擦聲 （B）擦聲 （C）邊

聲 （D）塞爆聲 

42. 氣流受了發音器官某部位的阻塞後，阻塞的部位突然分開，而爆出氣的發

音法，是屬於：（A）擦聲 （B）塞擦聲 （C）邊音 （D）塞爆聲 

43. 氣流是不顫動聲帶的，即氣息從聲門出來受阻之後的氣流作用。這種氣流

「不帶音」的叫：（A）清音 （B）濁音 （C）低音 （D）高音 

44. 聲母「ㄗ、ㄘ、ㄙ」的發音部位：（A）舌尖前音 （B）脣齒音 （C）舌

尖後音 （D）舌面前音 

45. 下列各組ㄦ化詞哪一個和「小花兒」讀法不同？（A）手絹兒 （B）豆芽

兒 （C）拼盤兒 （D）大個兒 

46. 「他在鄉里橫行霸道，霸道極了。」第二個「道」應唸為：（A）ㄉㄠˋ （B）

ㄉㄠˇ （C）ㄉㄠˊ （D）․ㄉㄠ  

47. 「一、七、八、不」四字，在中古音中都是：（A）陽平 （B）入聲 （C）

陰平 （D）去聲字 

48. 拿「ㄧ」「ㄨ」「ㄩ」跟其他的韻符相併合，所結合之韻符謂之：（A）單韻

符 （B）結合韻符 （C）輔音符 （D）合韻符 

49. 下列何者是複韻母？（A）ㄟㄝ （B）ㄚㄛ （C）ㄞㄠ （D）ㄤㄥ 

50. 下列那一組都是單韻符：（A）ㄚㄛㄜㄝㄧ （B）ㄞㄟㄠㄡ （C）ㄢ一ㄨ

ㄩ （D）ㄤㄥㄚㄛㄜ 

51. 「帀」又稱空韻，注音的時候省略，是屬於：（A）捲舌韻母 （B）舌尖元

音 （C）舌面元音 （D）舌面尾音 

52. 以舌根「兀」為韻尾的是：（A）ㄤㄥ （B）ㄢㄣ （C）ㄣㄥ （D）ㄢㄤ 

53. 國語中開齊合撮四呼都具備的韻符是：（A）ㄚㄛ （B）ㄜㄝ （C）ㄞㄟ

ㄠㄡ （D）ㄢㄣㄥ 



54. 不跟開口呼的韻相拼的聲符是：（A）ㄅㄆ （B）ㄐㄑㄒ （C）ㄍㄎㄏ （D）

ㄗㄘㄙ 

55. 國語裡收「ㄧ」音尾的複韻母共有：（A）ㄞㄟ（B）ㄢㄣ（C）ㄤㄥ（D）ㄛ

ㄜ。 

56. 連接在去聲字之後的輕聲字，其音高應是：（A）1 度 （B）2 度 （C）3

度 （D）4度 

57. 「ㄧ、ㄨ、ㄩ」都是屬於：（A）前元音 （B）高元音 （C）後元音 （D）

低元音 

58. 國語的拼音現象，雙脣音「ㄅ、ㄆ、ㄇ」沒有：（A）開口呼 （B）齊齒呼 

（C）合口呼 （D）撮口呼 

59. 「ㄣ」是「ㄜㄋ」合成的音，音樂的「音」實際讀成：（A）ㄧㄜㄋ （B）

ㄧㄝㄋ （C）ㄧㄚㄋ （D）ㄧㄋ。 

60. 下列那一個詞在發音時，上一個聲字變為前半上？（A）北平 （B）橄欖 

（C）雨水 （D）好美。 

 

二、解釋名詞 40%（每小題 5分） 

1. 請解釋漢語音節結構 

2. 何謂語音學（phonetics） 

3. 何謂音韻學（phonology） 

4. 何謂附著語素（bound morphemes） 

5. 舊國音 

6. 零聲母 

7. 五度制調值標記法 

8. 下降複元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