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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109 學年度學士班日間部轉學生招生考試 

語言學概論（含台語文學與台灣文化）試題 
 

適用學系：台灣語文學系二、三年級 

 

一、選擇題（台語語言學概論）（每題 2%，共 50%） 
1. 台語人稱代名詞中，所指稱的對象包括聽話者在內的是哪一個？ 

(A)阮(guán)  
(B)咱(lán)  
(C)恁(lín)  
(D)(in) 

2. 以下台語詞彙畫底線部分的發音，何者錯誤？ 
(A)當面(tong)  
(B)方小姐(png)    
(C)西藥(se)    
(D)開錢(khai) 

3. 以下台語三連音形容詞的第一音節，何者為特殊變調？  
(A)短短短  
(B)臭臭臭  
(C)濕濕濕  
(D)重重重 

4. 下列何者屬於「虛詞」？ 
(A)名詞  
(B)連接詞  
(C)形容詞  
(D)動詞 

5. 請問下列哪個句子合乎台語語法？ 
(A)小可仔古意古意  
(B)有一點仔老老實實  
(C)淡薄仔歡歡喜喜  
(D)足假仙假仙 

6. 下列台語形容詞的詞義，何者表現最弱？ 
(A)有夠燒  
(B)誠燒  （背面尚有試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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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足燒  
(D)燒燒 

7. 以下台語詞彙的構詞方式何者和另外三個不同？ 
(A)鼻目喙  
(B)歹聲嗽  
(C)鹹酸甜  
(D)烏焦瘦 

8. 「費氣費觸」的「觸」是甚麼成分？  
(A)詞尾  
(B)指示詞  
(C)方位詞  
(D)代名詞 

9. 請問以下引號內的台語漢字，何者的韻尾與其餘三者不同？  
(A)評「審」   
(B)現「金」   
(C)趕「緊」   
(D)錄「音」 

10. 以下何者非正確的台語重疊形容詞用法？  
(A)戇直戇直  
(B)鬼祟鬼祟  
(C)散形散形  
(D)狡怪狡怪 

11. 人們對於世界的看法會受語言結構的影響，此說謂之： 
(A)多線式理論  
(B)薩皮爾沃夫假設 
(C)詞彙擴散理論  
(D)格林規律 

12. 「伊上有禮貌」的「上」是甚麼詞類？  
(A)動詞  
(B)形容詞  
(C)介詞  
(D)副詞 

13. 以下各台語詞何者不是外來語？  
(A)運將(ùn-tsiàng)  
(B)淺拖(tshián-thua)  
(C)雪文(sap-bûn)  
(D)瓦斯(gá-su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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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伊有食檳榔。」句中的「有」用法與下列何句中的「有」相同？  
(A)伊有三本台語字典  
(B)伊聽有老師講的話 
(C)伊有拍拚 
(D)伊有厝通蹛 

15. 台語句中的連讀變調，哪一種詞最常唸本調？  
(A)嘆詞   
(B)名詞   
(C)介詞   
(D)連詞 

16. 以下各台語詞的用法，何者沒有表示「吹牛」的意思？  
(A)歕雞胿   
(B)臭彈   
(C)鬥話榫   
(D)膨風 

17. 台語「五官」的「五」聲母為： 
(A) g   
(B) ng   
(C) n   
(D)零聲母 

18. 關於以「漢字」書寫台語文，以下敘述何者正確？  
(A)漢字表音的功能可以跨越不同方音的障礙  
(B)有一些台語詞彙的寫法與華語不同  
(C)教育部「臺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所公布的漢字都是台語的正確本字  
(D)所有的台語詞都可以用漢字來書寫 

19. 以下哪個字在台語中是屬於「入聲字」？  
(A)福   
(B)浮   
(C)扶   
(D)符 

20. 台語「仔」前變調跟一般的變調不同，請問「豆」在「豆仔」中變調為第

幾聲？  
(A)第一聲    
(B)第二聲    
(C)第三聲   
(D)第七聲 

（背面尚有試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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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所有的閩語都有大量的文白異讀字，因為各時代進入的優勢語言往往結合

著文字出現，所以以這種方式借入的語音系統稱為：  
(A)白話層   
(B)口語層   
(C)外來層   
(D)文讀層 

22. 台語「柑仔」一詞讀作[kam-á]，但是[á]實際上讀作 [má]，這是語言學所

說的甚麼作用？  
(A)逆化   
(B)同化   
(C)移位   
(D)類比 

23. 下列的音節組合，何者在台語中不出現？  
(A) bap    
(B) jiok    
(C) tih    
(D) giat 

24. 以下台語「量詞」的用法，何者不恰當？  
(A)一葩(pha)葡萄   
(B)一跤(kha)皮箱  
(C)一綹(liú)麵線   
(D)一支(ki)弓蕉 

25. 以下台語詞中的「落」，何者讀音與其他三者不同？  
(A)落第   
(B)落伍   
(C)落漆   
(D)落魄 

 

二、選擇題（台語文學與台灣文化）（每題 2%，共 50%） 

1. 按照「國家語言發展法」的規定，請問自哪一學年度起，本土語文將列入

每個學生必選修的科目？  
(A) 109    
(B) 110    
(C) 111    
(D) 112 
 



 第 5 頁，共 8 頁 

2. 中部海線的「送肉粽」是甚麼樣的儀式？  
(A)端午節風俗   
(B)做醮以肉粽祭祀  
(C)除煞儀式   
(D)祭祖儀式 

3. 東港最有名的民俗祭典是下面哪一個？  
(A)媽祖進香   
(B)矮靈祭   
(C)放天燈   
(D)燒王船 

4. 以下哪部非屬台灣歌仔戲知名的「本地歌仔四大齣」之一？  
(A)《山伯英台》   
(B)《陳三五娘》   
(C)《白蛇傳》   
(D)《呂蒙正》 

5. 以下哪位非為台灣知名布袋戲操偶師？  
(A)李天祿   
(B)黃俊雄   
(C)陳錫煌   
(D)林崑海 

6. 「矮靈祭」是台灣原住民中，哪一族的傳統祭典？ 
(A)布農族   
(B)賽夏族   
(C)泰雅族   
(D)阿美族 

7. 台灣傳統婚禮儀式中的「送日頭」，送的是以下何者？ 
(A)喜餅   
(B)八字   
(C)聘禮   
(D)結婚日期 

8. 按照台灣傳統習俗，以下何者的禮金金額需要是雙數？  
(A)奠儀   
(B)紅包   
(C)寺廟捐獻   
(D)小費 
 

（背面尚有試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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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請問下面哪一首非為日治時代知名音樂人鄧雨賢先生的作品？  
(A)大稻埕行進曲   
(B)月夜愁   
(C)四季紅   
(D)黃昏嶺 

10. 請問下面哪一首是知名音樂人陳達儒先生的作品，內容描寫台灣女性和荷

蘭船員的糾葛？  
(A)港邊惜別   
(B)心酸酸   
(C)安平追想曲   
(D)南都夜曲 

11. 以下哪個是許丙丁先生的作品？  
(A)菅芒花   
(B)魯冰花   
(C)茉莉花   
(D)無言花 

12. 下面哪一本是 1917 年戴仁壽醫師在台南基督長老教會醫院所出版，台灣早

期相當重要的護理教材？  
(A)身體理的總論   
(B)內外科看護學   
(C)基本護理學   
(D)牛津護理手冊 

13. 以下哪個是呂赫若講述主角為了租屋，必須放棄母語（台語）所產生的內

心掙扎的故事？ 
(A)亞細亞的孤兒   
(B)南國哀歌   
(C)月光光   
(D)牛車 

14. 請問，以下哪份是在台灣文學史上有相當份量，於 1885 年開始發行，用羅

馬字書寫的台語報紙？  
(A)台灣民報   
(B)台灣府城教會報  
(C)台灣日日新報   
(D)芥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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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下面哪一個是戰後第一份純台語文學的詩刊？  
(A)蕃薯詩刊   
(B)菅芒花詩刊   
(C)笠詩刊   
(D)蓮蕉花台文雜誌 

16. 以下哪位台文作家近年來以其台語詩作享譽國際，曾獲頒多項國際詩人

獎，著有詩集《我腳踏的所在就是台灣：世界旅行詩》和《台窩灣擺擺 
Tayouan Paipai》？  
(A)方耀乾   
(B)李魁賢   
(C)李敏勇   
(D)鹿耳門漁夫 

17. 以下哪位台語作家喜好以電腦／網路為題材寫詩，曾出版詩集《人面

冊 ê 花蕊》、《人面冊 ê 季節》…等詩集，並有詩作〈電腦寡婦〉？  
(A)林宗源   
(B)林央敏   
(C)路寒袖   
(D)李勤岸 

18. 台語作家中唯一以魔幻寫實的風格著名，著有《燈塔下》、《槍聲》的作

者是？ 
(A)胡長松   
(B)陳金順   
(C)陳明仁   
(D)劉承賢 

19. 以下哪位是當前詩壇中唯一以台語/客語/華語均出過詩集的詩人？  
(A)向陽   
(B)路寒袖   
(C)曾貴海   
(D)杜潘芳格 

20. 擅長描寫早時台灣農村居民互動以及底層人民生活，著有《拋荒的故事》、

《路樹跤的杜伯仔》的是以下哪位文學家？  
(A)陳明仁   
(B)鹿耳門漁夫   
(C)宋澤萊   
(D)胡民祥 
 

（背面尚有試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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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詩人向陽的著作收錄在許多版本的課本中。請問下列哪一首詩是他描寫

921 大地震的作品？  
(A)搬布袋戲的姊夫  
(B)烏暗沉落來  
(C)在公佈欄下腳  
(D)議員仙仔無佇厝 

22. 請問下面四本台語「旅行文學」的作品，哪一本是以夏威夷為背景？  
(A)三姊妹看世界  
(B)我腳踏的所在就是台灣  
(C)夏娃伊意紀遊  
(D)哈佛台語筆記 

23. 請問下列哪位台語女性作家有歌、詩、散文的作品公開發表，而且均有得

獎紀錄？  
(A)清文   
(B)王昭華   
(C)王貞文   
(D)藍淑貞 

24. 以下哪個台語文學的刊物是由兩個刊物合併而成的？ 
(A)台文通訊罔報  
(B)海翁台語文學雜誌  
(C)台文戰線  
(D)台江台語文學雜誌 

25. 請問下列哪份文學雜誌是由抗癌作家顧德莎與其他同好共同發起的兒童文

學專門雜誌？ 
(A)《幼獅文藝》  
(B)《滿天星兒童文學》  
(C)《台灣兒童文學》 
(D)《幼穎兒童台語文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