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108 學年度學士班日間部轉學生招生考試

語言學概論（含母語文學與臺灣文化）試題
適用學系:台灣語文學系二、三年級
一、選擇題 I（每題 2%，共 50%）
1. 以下台語詞彙的構詞方式何者和另外三個不同？
(A) 檳榔 (B) 枇杷 (C) 蟧蜈 (D) 腹肚
2. 「魚趁鮮，人趁茈」這句諺語的意思是
(A) 鼓勵人趁年少的時努力做一些有意義的事
(B) 勸人未雨綢繆
(C) 比喻天生我材必有用
(D) 意謂一舉兩得
3. 就台語聲母的發音部位而言，下列何者不是雙唇音？
(A) ph (B) m (C) p

(D) n

4. 以下句子何者不合台語語法？
(A) 伊唱起歌來
(B) 小弟有去看電影
(C) 逐家聽著消息攏氣甲
(D) 洗了真清氣
5. 下列何詞語在台語中可能發生「同化作用」？
(A) 新娘

(B) 新正 (C) 新市 (D) 新聞

6. 台灣人習慣在私人場合說母語；在正式場合說華語，這在社會語言學中稱
為？
(A) 語碼轉換 (code-switching)
(B) 雙語（bilingualism）
(C) 雙言(diglossia)
(D) 語言接觸 (language contact)
7. 下列何者不是本土語言教材編寫所必須具備的原則？
(A) 生活化 (B) 韻文化 (C)文學性 (D) 實用性
8. 下列台語各詞語的「數詞」
，何者為實指？
(A) 七早八早 (B)三人五目 (C) 三心兩意 (D) 十喙九尻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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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下列各自選項的詞中都有一「仔」字，請問哪一個選項的「仔」非源自「小
稱」？
(A) 蠓仔香 (B) 翁仔某 (C)墓仔埔 (D) 尪仔冊
10. 下列詞彙何者不是並列式構詞法？
(A) 腹肚 (B) 風雨 (C) 兄哥 (D) 透早
11. 以下哪個字在台語中是發「鼻化母音」？
(A) 慢 (B) 扁 (C) 遠 (D) 命
12. 「這條路真歹行，你著
(A) 勻勻仔 (B) 寬寬仔

行。」這個台語句中的空格填入何者不恰當？
(C) 慢慢仔

(D) 微微仔

13. 「你欲去看電影抑是去踅街？」這句台語疑問句的類型是
(A) 選擇問句 (B) 特指問句 (C)正反問句 (D) 是非問句
14. 下列詞語何者在台語中不讀「輕聲」？
(A) 石頭 (B) 李家 (C) 厝裡 (D) 騙人
15. 下列何者為「雙賓句」？
(A) 阿兄共小弟拍
(B) 阿兄去學校讀冊
(C) 阿兄叫你去房間
(D) 阿兄分我兩粒糖仔
16. 台語數字「一」到「十」中，入聲字有幾個？
(A) 3 個 (B) 4 個 (C) 5 個 (D) 6 個
17. 下列台語－華語的詞彙對譯，何者錯誤？
(A) 同姒仔－妯娌
(B) 新婦仔－媳婦
(C) 阿叔仔－小叔
(D) 同門－連襟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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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台語會運用 ABB 式重疊來增加形容詞的生動感，以下何者不是形容詞的
重疊
(A) 燒燙燙 (B) 滑溜溜

(C) 利閃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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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行透透。

20. 下列使用台語「著」的句子中，何者不是正確的用法？
(A) 伊戴著一頂紅色的帽仔
(B) 伊磕袂著就欲罵人
(C) 我無聽著你咧講啥
(D) 無定著彼件代誌是伊做的
21. 下列台語的量詞用法，何者不正確？
(A) 一把鉸刀 (B) 一跤手指

(C) 一身(sian)尪仔

(D) 一枇(pî)弓蕉

22. 台語「仔」前變調跟一般的變調不同，請問「樹」在「樹仔」中變調為
第幾聲？
(A) 第一聲 (B) 第二聲

(C) 第三聲

(D) 第七聲

23. 兩種語言接觸之後，會形成另一個兼具兩個語言特色的新語言，稱為
(A) 共通語 (B) 克里歐語 (C) 接觸語 (D) 洋涇濱語
24. 在台語中有些雙音節形容詞可以重疊為 AABB 的形式，有些則否。請問
以下何者不能重疊為 AABB 的形式？
(A) 凊彩 (B) 老實 (C) 兇狂 (D) 古錐
25. 請問下面哪一組台語詞的文白音不正確？
(A) 開(khai)錢；開(khui)門
(B) 世(sè）界；一世(sì）人
(C) 力(la̍t)量；出力(li̍k)
(D) 煎(tsian）魚；煎(tsuann)茶
二、選擇題 II（每題 2%，共 50%）
1. 以下哪一個媽祖繞境行程，是以「無固定路線、徒步距離最遠」聞名？
(A)大甲媽 (B) 白沙屯媽 (C) 旱溪媽 (D) 南瑤宮媽
2. 一般都認為台灣歌仔戲的發源地為哪一個縣市？
(A) 彰化 (B) 台南 (C) 宜蘭 (D) 高雄
3. 請問以下哪個非是以台語劇為主的舞台劇劇團？
(A) 阮劇團 (B) 金枝演社 (C) 夾腳拖劇團 (D) 屏風表演班。
4. 按照台灣傳統習俗，以下何者的禮金金額需要是單數？
(A) 奠儀 (B) 紅包 (C) 寺廟捐獻 (D) 小費
5. 台灣哪個地區有「送肉粽」的習俗？
(A) 全台各地 (B) 中部海線 (C) 南部山區 (D) 東部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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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日治時期的第一次台灣文學論戰通常又被稱為什麼論戰？
(A) 本土文學論戰
(B) 書寫文字論戰
(C) 台灣話文論戰
(D) 台灣前途論戰
7. 台語神怪小說《小封神》是以何地的神廟為背景寫作而成的？
(A) 高雄 (B) 台南 (C) 鹿港 (D) 艋舺
8. 台語圖像詩創作者極少，請問以下何者為著名台語圖像詩集？
(A) 《烏／白》
(B) 《苦楝若開花》
(C) 《台窩灣擺擺》
(D) 《人面冊的春天》
9. 以下哪位詩人在不同時期分別出版了全台語、全客語、全華語的詩集？
(A) 李勤岸 (B) 李喬 (C) 曾貴海 (D) 向陽
10. 以下哪首詩作描寫了台語在「國語運動」時期在學校受壓迫的狀況？
(A) 〈講一句罰一箍〉
(B) 〈海翁宣言〉
(C) 〈人講你是一條番薯〉
(D) 〈大目降的春天〉
11. 所謂的「白話字」，即為下列何種台語羅馬字書寫方式？
(A) 台灣羅馬字
(B) 通用拼音
(C) TLPA 拼音
(D) 教會羅馬字
12. 以下哪份報紙創刊於 1885 年，是全台最早的報紙？
(A) 《台灣教會公報》
(B) 《台灣日日新報》
(C) 《台灣民報》
(D) 《台灣新民報》
13. 請問以下哪一選項是台語大河小說《鄉史補記》的作者？
(A) 陳雷 (B) 胡長松 (C) 陳明仁 (D) 胡民祥
14. 請問以下何者非是詩人向陽以勞資關係為主題的諷刺詩
(A) 〈阿爹的飯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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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村長伯仔欲造橋〉
(C) 〈搬布袋戲的姊夫〉
(D) 〈在公佈欄下腳〉
15. 以下何者非為台語小說家陳明仁的作品？
(A) 《拋荒的故事》
(B) 《阿 Chhûn》
(C) 《路樹跤的 tō͘-peh-á》
(D) 《燈塔下》
16. 台語作家胡民祥長年旅居美國，常有以美國為背景的台語文學著作發
表。請問以下何者屬於他的作品？
(A) 《夏娃伊意紀遊》
(B) 《苦楝若開花》
(C) 《台灣大風雲》
(D) 《天地之間》
17. 下列哪一位台語文學研究者並未有台語文學史一類之專著？
(A) 張春凰 (B) 方耀乾 (C) 廖瑞銘 (D) 何信翰
18. 以下何者為台語詩人林央敏所著，知名的敘事詩（長詩）作品？
(A) 《胭脂淚》
(B) 《菩提相思經》
(C) 《一葉詩》
(D) 《故鄉台灣的情歌》
19. 以下哪位女性文學家以「宗教」題材的作品著稱
(A) 清文 (B) 王貞文 (C) 藍淑貞 (D) 丁鳳珍
20. 台語文學雜誌甚少由官方出資出版。以下哪一份台語文學雜誌是例外，
其資金有（地方）政府色彩？
(A) 《海翁台語文學雜誌》
(B) 《台江台語文學》
(C) 《台文 Bong 報》
(D) 《台文戰線》
21. 有一位詩人，他曾和唱歌仔戲聞名的女旦歌手合作，以女歌手當時的愛
情為主題創作出一張台語專輯，其歌詞典雅，別具特色。請問這是哪一
位詩人？
(A) 路寒袖 (B) 向陽 (C) 李勤岸 (D) 黃勁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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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請問在台語現代詩中，最常用來比喻台灣的植物是下列哪一種？
(A) 空心菜 (B) 百合 (C) 番薯 (D) 苦楝
23. 下列哪個台語文學刊物，先在北美（美國、加拿大）發行，後來才改回
台灣發行至今？
(A) 《台文通訊》
(B) 《海翁台語文學雜誌》
(C) 《鹽分地帶文學》
(D) 《台灣 e 文藝》
24. 台語詩中不乏對其他族群的關心，以下那首詩並非以原住民族為主題的
詩？
(A) 〈雨落佇咱查某祖的腹肚頂〉
(B) 〈我是台窩灣擺擺〉
(C) 〈平埔夜祭〉
(D) 〈平安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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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穎兒童台語文學》
(B) 《幼獅文藝》
(C) 《台灣兒童文學》
(D) 《滿天星兒童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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