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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中教育大學1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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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每小題 1 分） 

1. 下列那個不是母音分類時考慮的因素？ 

（A）舌面高低 （B）氣流阻塞的程度（C）唇形（D）舌面前後 

2. 國語子音中，濁音有四個。下列哪個不是濁音？ 

（A）ㄇ （B）ㄌ（C）ㄎ （D）ㄖ 

3. 漢語研究中，發音時聲帶不震動的子音稱為什麼？ 

（A）流音 （B）濁音（C）清音（D）介音 

4. 下列哪個國語子音是邊音？ 

（A）ㄨ（B）ㄌ（C）ㄙ（D）ㄩ 

5. 下列哪個國語子音是舌尖後不送氣塞擦音？ 

（A）ㄓ（B）ㄊ（C）ㄗ（D）ㄉ 

6. 下列哪個詞類屬於「開放性的詞類」？ 

（A）連詞（B）介詞（C）副詞（D）冠詞 

7. 構詞方式有「衍生」及「複合」兩種。下列哪個詞是「衍生詞」？ 

（A）綠化（B）動搖（C）洗澡（D）雷雨 

8. 下列哪英文單字不是詞綴加詞根構成的？ 

（A）reuse （B）inevident（C）desirable（D）remember 

9. 「任意性」是語言的特色之一，但下列那一類詞與其代表事物之間的關係並非完全

任意？ 

（A）擬聲詞（B）創新詞（C）衍生詞（D）介詞 

10. 漢語一般是一個音節一個語素，但下列何者為兩個音節一個語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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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蘋果（B）葡萄（C）蕃茄（D）木瓜 

11. 下列哪一個詞不是雙聲聯綿詞？ 

（A）坎坷（B）靦腆（C）慷慨（D）忐忑 

12. 「芭蕾舞」、「卡片」、「俱樂部」，以上三個外來詞是屬於借詞形式的哪個種類？ 

（A）借音（B）借音兼表意（C）借音兼借形（D）借形 

13. 下列哪個選項劃線部分的字為自由語素？ 

（A）小狗（B）老虎（C）今天（D）杯子 

14. 下列哪個選項劃線部分的字為構形詞位？ 

（A）作家（B）工業化（C）學生們（D）大型 

15. 下列哪個漢語詞彙結構為偏正結構？ 

（A）早晚（B）頭疼（C）擴展（D）微笑 

16. 下列哪一句話有歧義現象？ 

（A）正在看書（B）跑了一圈操場（C）哭得很傷心（D）拜訪英國的朋友 

17. 「桌子上放了一本書」一句是屬於何種國語特殊句式？ 

（A）兼語句（B）連動句（C）被動句（D）存現句 

18. 「說話求清楚有條理，避免模棱兩可的說法」是「交談合作原則」的哪一項準則？ 

（A）量的準則（B）質的準則（C）關係的準則（D）方式的準則 

19. 漢語的「甭」等於「不用」屬於哪種構詞現象？ 

（A）複合（B）融合（C）略語（D）反向構詞。 

20. 「事實動詞」必須以其補語子句所述的內容屬實為其前設條件。下列何者為「事實

動詞」？ 

（A）假設（B）發現（C）相信（D）推測 

21. 研究語音的強度、頻率、音質是語音學研究中的哪個領域？ 

（A）發音語音學（B）聲學語音學（C）聽覺語音學（D）應用語音學 

22. 下列哪一個語言不屬於漢藏語系？ 

（A）緬甸語（B）越南語（C）粵語（D）西夏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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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原始語的擬測是屬於哪一門語言學分支？ 

（A）歷史語言學（B）心理語言學（C）社會語言學（D）應用語言學 

24. 語言和語言接觸時，接觸範圍小，雙方語言又無親屬關係時，會以自己語言為基礎，

加上對方語言的詞彙或語法規律，發展出一套語言系統。這種語言稱為什麼？ 

（A）原始語（B）克里奧語（C）通用語（D）混雜語 

25. 下列哪一類詞屬於虛詞？ 

（A）代詞 （B）介詞（C）量詞（D）形容詞 

26. 「犧牲」原本指古代祭祀用的牲畜，現代表示為正義目的捨棄自己的性命。這是屬

於何種語義演變？ 

（A）詞義擴大（B）詞義縮小（C）詞義轉移（D）詞義同化 

27. 「我跟小李借了一本書」一句中，小李屬於何種語義角色？ 

（A）施事 （B）受事（C）與事（D）主事 

28. 下列哪一組詞屬於上下位關係？ 

（A）鋼筆－粉筆 （B）樹幹－樹枝（C）楊樹－白楊樹（D）電腦－鍵盤。 

29. 英文go的過去式是went，若兒童學習者說成goed，是屬於哪種現象？ 

（A）過度規則化 （B）從上而下模式（C）可逆向規則（D）刪略變形規律。 

30. 在語言學習過程中，母語對第二語言學習的影響稱為什麼？ 

（A）語言輸入（B）語言轉移（C）錯誤分析（D）過量學習 

31. 「我建議你到別家去買」一句話是哪類言語行為（speech act）？ 

（A）指使類（B）宣告類  （C）承諾類（D）表述類 

32. 下列哪一個詞屬於構形重疊，重疊後意思有變化？ 

（A）寶寶（B）星星（C）天天（D）偏偏 

33. 接近音又稱非摩擦延續音，下列哪一項不是接近音的類別？ 

（A）介音 （B）流音（C）邊音（D）鼻音 

34. 下列子音哪個不是塞音？ 

（A）ㄘ （B）ㄉ（C）ㄍ（D）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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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下列哪一項不是描述子音的主要依據？ 

（A）發音方式（B）發音部位（C）氣流阻塞與否（D）聲帶震動與否 

36. 英語裡[bl□k]是容許的語音組合，但英語沒有這個發音的字，這是屬於什麼現象？ 

（A）系統空缺（B）互補空缺（C）偶然空缺（D）對立空缺 

37. 下列哪個選項劃線部分的字不是表示語法功能的構形詞綴？ 

（A）我吃完飯再去（B）這本書我讀了三次（C）我去過香港（D）我看著書呢 

38. 漢語中特有的離合詞大部份都是屬於哪種詞彙結構？ 

（A）主謂結構 （B）動補結構（C）並列結構（D）動賓結構 

39. 依照構詞方式，漢語屬於語言分類的哪種語言？ 

（A）孤立語（B）黏著語（C）綜合語（D）溶合語 

40. 「小明上星期才剛去過美國」一句中哪部分是指示功能詞 （deixis）？ 

（A）小明（B）上星期（C）才（D）去過 

41. 漢語的音節結構規律為（C）（M）V（E）。「ㄧㄠ」的音節結構為何？ 

（A）CMVE（B）CVE（C）MVE（D）MV 

42. 下列哪個IPA母音的響度最大？ 

（A）i（B）e（C）a（D）u 

43. 「張三看見李四」一句中，張三屬於何種語義角色？ 

（A）施事（B）受事（C）與事（D）主事 

44. 下列哪個語言屬於拉丁語系？ 

（A）英語（B）西班牙語（C）德語（D）荷蘭語 

45. 牙牙學語期指得是嬰兒開始咿咿呀呀發出自己語音的時期。一般嬰兒何時進入牙牙

學語期？ 

（A）三、四個月（B）五、六個月（C）七、八個月（D）九、十個月 

46. 下列哪個漢語詞彙結構為動補結構？ 

（A）說明（B）膽小（C）打牌（D）體會 

47. 哪一派語言習得理論的學者認為人類具有與生俱來的學習能力，而語言習得只是這



第 5 頁，共 8 頁 

 

種能力的部分，沒有特殊心理機制掌管語言習得？ 

（A）經驗主義理論（B）先天理論（C）認知理論（D）合作勞動理論 

48. 有關人腦與語言的描述，下列何者有誤？ 

（A）左右半腦有功能偏向的現象（B）右半腦被稱為優勢半腦（C）左半腦傾向分析

性的處理（D）右半腦傾向處理「自動式」的語言及語用功能 

49. 但下列哪一個多語國家未產生對立或衝突性質的語言問題？ 

（A）瑞士（B）加拿大（C）比利時（D）愛爾蘭 

50. 下列哪個選項中的「好」詞義與其他選項不同？ 

（A）好孩子（B）好工作（C）好痛快（D）好人 

51. 「人生有酒須當醉，一滴何曾到九泉」中收音為高、展元音的有幾個？ 

（A）一個（B）兩個（C）三個（D）四個 

52. 「他們班上人才濟濟，這事就算我們如法炮製，也是相形見絀吧！」中「濟」「炮」

「絀」三字音讀依序是： 

（A）ㄐㄧˋ、ㄆㄠˋ、ㄓㄨㄛˊ（B）ㄐㄧˋ、ㄆㄠˊ、ㄓㄨㄛˊ（C）ㄐㄧˇ、ㄆ

ㄠˊ、ㄔㄨˋ（D）ㄐㄧˇ、ㄆㄠˋ、ㄔㄨˋ 

53. 「ㄓ、ㄔ」在發聲時最大的不同在於？ 

（A）送氣、不送氣（B）聲帶是否顫動（C）發音部位（D）氣流的阻礙狀態 

54. 注音符號「ㄩ」不和那個音結合？ 

（A）ㄥ（B）ㄝ（C）ㄢ（D）ㄚ 

55. 下列哪一選項的「ㄦ化韻」變化是錯誤的？ 

（A）拼盤兒（ㄆㄧㄣㄆㄢˊㄦ） （B）女孩兒（ㄋㄩˇㄏㄚˊㄦ） （C）肉餡兒（ㄖ

ㄡˋㄒㄧㄚˋㄦ） （D）八字兒（ㄅㄚˊㄗㄜˋㄦ） 

56. 國語中的撮口呼有幾個？ 

（A）四個（B）五個（C）六個（D）七個 

57. 下列各組ㄦ化詞,哪一個讀法和「小花兒」不同？ 

（A）拼盤兒（B）豆芽兒（C）大個兒（D）手絹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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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骯髒、琵琶、丟球、九幽」四個語詞中之中，有幾個「雙聲詞」： 

（A）一個（B）二個（C）三個（D）四個 

59. 國語聲母中雙脣音有： 

（A）ㄅㄆㄇ（B）ㄅㄆㄈ（C）ㄉㄊㄇ（D）ㄅㄉㄇ 

60. 國音中唯一不單獨與聲母拼合的韻母為？ 

（A）ㄢ（B）ㄝ（C）ㄣ（D）ㄥ 

61. 以下哪一個國字的聲母是脣齒音？ 

（A）繃（B）破（C）磨（D）佛 

62. 下列哪一組「區別性特徵」，可用以區分現代國音「幫」與「滂」的聲母？ 

（A）捲舌音（B）鼻音（C）送氣（D）聲帶振動 

63. 注音符號注音中哪一組結合韻不能和聲母相拼？ 

（A）ㄧㄝ（B）ㄧㄡ（C）ㄧㄤ（D）ㄧㄞ 

64. 「懦弱」兩字聲母之異同？ 

（A）前者為舌尖後音，後者為舌尖音（B）前者為舌尖音，後者為舌尖後音（C）

均為舌尖後音（D）均為舌尖音 

65. 與「ㄉ」相對的送氣音是下列選項國字之聲母？ 

（A）爹（B）科（C）貸（D）陪 

66. 國語注音符號的聲母符號ㄐ、ㄑ、ㄒ，在拼合語音時，後面一定跟隨有ㄧ、ㄩ，是

因為： 

（A）ㄐ、ㄑ、ㄒ的發音部位在較後面（B）ㄐ、ㄑ、ㄒ會排斥ㄨ音（C）ㄐ、ㄑ、

ㄒ是受到一、ㄩ影響後顎化現象的產物（D）ㄧ、ㄩ的響度跟ㄐ、ㄑ、ㄒ較能配合 

67. 下列各組發音方法，何者有分送氣與不送氣？ 

（A）擦聲、鼻聲 （B）塞聲、擦聲 （C）邊聲、塞擦聲 （D）塞聲、塞擦聲 

68. 不和聲母直接拼音的韻母是： 

（A）ㄛ（B）ㄟ（C）ㄝ（D）ㄚ 

69. 下列哪一組聲母屬「舌尖前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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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ㄅㄆㄇㄈ（B）ㄉㄊㄋㄌ（C）ㄗㄘㄙ（D）ㄓㄔㄕㄖ 

70. 下列哪個聲母發音時送氣的氣流最強？ 

（A）ㄔ（B）ㄙ（C）ㄏ（D）ㄌ 

71. 把「很」讀成「粉」的錯誤，主要是由那個因素造成？ 

（A）發音方法（B）雙聲疊韻（C）發音部位（D）樂音噪音 

72. 國語聲母中邊音有幾個？ 

（A）一個（B）二個（C）三個（D）四個 

73. 矯正國語發音錯誤，必先發現語音犯錯類型。學生把「熱身」唸成「樂身」，是因

為他把聲母的 

（A）舌尖後擦聲唸成舌尖邊聲（B）舌尖後擦聲唸成舌尖鼻聲（C）舌尖鼻聲唸成

舌尖後擦聲（D）舌尖邊聲唸成舌尖鼻聲 

74. 下列屬於零聲母的字有幾個「指/按/抑/揄/掩」： 

（A）二個（B）三個（C）四個（D）五個 

75. 「空韻」是指一個音節的什麼現象？ 

（A）押韻現象（B）零聲母現象（C）聲母被省略現象（D）只有聲母沒有韻母的現

象 

76. 某位名人在接受訪問時說：「偶（我）素（是）鞋猴（學佛）的。」請問該名人應

針對聲母的哪些發音部位與發音方法進行矯正？ 

（A）雙脣音、舌尖前音、擦音（B）唇齒音、舌尖音、塞擦音（C）脣齒音、舌尖

後音、擦音（D）雙唇音、舌面前音、塞音。 

77. ㄅ、ㄆ、ㄉ、ㄊ、ㄍ、ㄎ之發音方法是： 

（A）鼻聲（B）塞擦聲（C）邊聲（D）塞聲 

78. ㄈ、ㄙ、ㄕ、ㄒ、ㄏ五個聲母是屬於： 

（A）清塞音（B）清擦音（C）塞擦音（D）濁擦音 

79. 聲母的「濁音」，就是聲母發音時，氣流從肺部出來，通過聲門的時候，左右兩個

聲帶閉攏，通過的氣流會使聲帶發生顫動，發出「帶音」的聲音。現代國音的聲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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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共有幾個「濁音」？ 

（A）一個（B）二個（C）三個（D）四個 

80. 國音元音中響度最小的是？ 

（A）ㄚ（B）ㄝ（C）ㄨ（D）ㄛ 

 

二、名詞解釋20%（每小題5分） 

1. 通用語 

2. 單字句 

3. 結合韻 

4. 上聲變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