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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106學年度市立國民小學教師聯合甄選 

科目：專長類-「本土語(閩南語)」試卷 

說明：本試卷共50題，為四選一單選題（每題2分，共100分） 

 

1.根據《臺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蟹」這個字的標音應為何? 

  (A)tsîm  (B)hē  (C)tshi̍h  (D)sié 

2.下列何者不是本土語言教材編寫所必須具備的原則？ 

  (A)趣味性  (B)多元化  (C)生活化  (D)韻文化 

3.著有《普世戀歌》的台灣閩南語作家是下列哪一位？ 

  (A)宋澤萊  (B)方耀乾  (C)胡民祥  (D)陳金順 

4.下列何者是頭城的民俗慶典活動？ 

  (A)炸寒單爺 (B)蜂炮 (C)搶孤 (D)放天燈。 

5.下列何者是西拉雅族的祭典？ 

  (A)矮靈祭 (B)豐年祭 (C)夜祭  (D)戰祭 

6.請問以下哪個詞的構詞方式與其餘三個不同？ 

  (A)加減  (B)烏白  (C)食穿  (D)看破 

7.「一空掠雙隻－－好空。」這是哪種類型的文學作品？ 

  (A)謎猜  (B)孽譎仔話  (C)諺語  (D)笑話 

8.「千里路途無嫌遠，見面親像蜜攪糖，苦毋時鐘行倒轉，好話未講天先 

    光。」這是哪種類型的文學作品？ 

  (A)現代詩  (B)律詩  (C)諺語  (D)褒歌 

9.以下何者不是閩南語的慣用語？ 

  (A)絲瓜  (B)菜脯簽  (C)狗蟻碟仔  (D)拍某菜 

10.臺灣閩南語的「親屬稱謂」中，將華語的「舅媽」稱為什麼?  

   (A)阿姨 (B)阿姆 (C)阿妗 (D)阿嬸 

11.「_____你想欲按怎？」下列選項中哪一個台灣閩南語的「否定詞」較適當?  

   (A)免 (B)莫 (C)無 (D)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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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臺灣閩南語的歌仔冊，一般是用哪一種文體來書寫？  

   (A)七字仔  (B)現代詩  (C)七言絕句  (D)七言律詩 

13.下列何者是閩南語的講法？ 

   (A)好嗎?   (B)好吧？  (C)好耶！  (D)好無? 

14.阿麗說：「阿爸，阮欲來去看電影。」下列敘述何者是正確的?  

   (A)阿爸要去，阿麗不去        (B)不包含阿爸  

   (C)阿爸與阿麗都要去          (D)阿爸與阿麗都不要去 

15.下列何者不是閩南語的音節結構成份？  

   (A)聲母  (B)韻母  (C)聲調  (D)重音 

16.台灣原住民的語言屬於何種語系？ 

   (A)漢藏語系  (B)南亞語系  (C)南島語系  (D) 阿爾泰語系 

17.「伊佮師傅學做茶」的「佮」是什麼詞類？ 

   (A)動詞   (B)連接詞  (C)介詞  (D)副詞 

18.台語的連讀變調，一般第二聲會變為第幾聲? 

   (A)第一聲  (B)第三聲  (C)第五聲  (D)第七聲 

19.以下哪一個選項的台語聲調和其他選項不一樣？ 

   (A)比   (B)埤   (C)悲   (D)啡 

20.以下哪一個選項的台語聲調有出現隨前變調？ 

   (A)阿花    (B)阿輝仔   (C)雞仔   (D)貓仔囝 

21.以下哪一個選項的台語韻尾為/h/？ 

   (A)謝   (B)闊   (C)鹿   (D)拹 

22.以下哪一個台語詞有出現鼻化音？ 

   (A)蜘   (B)箸   (C)豬   (D)甜 

23.台語的「hái-ang」對應到華語是指什麼？ 

   (A)海豚   (B)海浪   (C)鯨魚   (D)漁人 

24.台灣第一份台語報紙最初的名稱為何？ 

   (A)台灣教會報  (B)台灣府城報  (C)台灣府城月報  (D)台灣府城教會報 

25.台灣第一份台語報紙的創辦人是誰？ 

   (A)馬雅各   (B)巴克禮   (C)甘為霖   (D)杜嘉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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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第一本以淡水腔台語為主體的《中西字典》的作者是誰？ 

   (A)馬偕   (B)巴克禮   (C)甘為霖   (D)杜嘉德 

27.〈咱台灣〉是誰寫的知名台文作品? 

   (A)王育德   (B)林茂生   (C)蔡培火   (D)鄭溪泮 

28.關於當代台灣白話文學的敘述哪項正確？ 

   (A) 源自二十世紀初的台灣話文論戰   (B) 源自十九世紀末的教會羅馬字 

   (C) 源自中國五四運動               (D) 源自日本現代文學 

29.以下哪一位不是台語作家？ 

   (A)余光中   (B)陳明仁   (C)林宗源   (D)胡民祥 

30.以下哪一位作家曾以詩作〈臺灣合奏島國交響——聽蕭泰然演奏曲〉榮獲打 

   狗鳳邑文學獎台語新詩首獎？ 

   (A)杜信龍   (B)陳正雄   (C)施俊州   (D)林文平 

31.知名台語詩作〈故鄉 ê田園〉是誰的作品？ 

   (A)李秀   (B)陳雷   (C)胡長松   (D)陳明仁 

32.以下書名與作者配合何者有誤﹖ 

   (A) 小川尚義 《日臺大辭典》    (B) 許極燉 《常用漢字臺語辭典》 

   (C) 陳修《臺灣語大辭典》       (D) 蔡培火 《臺灣俗語辭典》 

33.以下對原住民敘述何者有誤﹖ 

   (A) 原住民可區分為平埔族和高山族 

   (B) 臺灣諸多地名和詞彙深受平埔族影響 

   (C) 虱目魚和雪文受平埔族詞彙的影響 

   (D) 明清以後大量閩粵人渡海來台，以人口文化優勢同化居住在西部平原的 

       平埔族 

34.以下哪個地名不是由原住民語言命名的﹖ 

   (A)阿猴   (B)打貓   (C)打狗   (D)柳營 

35.以下哪一組是收舌根鼻音韻尾﹖ 

   (A) 設、別、彼 (B) 格、竹、國 (C) 姆、梅、媒 (D) 飯、黃、光 

36.下列哪一組屬於文讀音﹖ 

   (A)大寮   (B)雨中鳥   (C)毒魚   (D)方先生  

37.下列哪一組閩南語與括弧內的國語詞彙不同﹖ 

   (A)火金姑(螢火蟲)  (B)霜仔(下雪)  (C)潘(餿水)  (D)貓仔面(痲臉)  



第 4 頁，共 5頁 

 

38.以下哪個語詞有輕視的意思﹖ 

   (A)海仔   (B)狗仔   (C)做戲仔   (D)雞仔 

39.下列何者不是正確的﹖ 

   (A)〈補破網〉李臨秋詞、王雲峰曲           (B)〈農村曲〉葉俊麟詞曲 

   (C)〈阮若打開心內門窗〉王昶雄詞、呂泉生曲 (D)〈西北雨〉周添旺詞曲 

40.下面哪一組閩南語詞彙和國語詞彙對應是錯的﹖ 

   (A)落南/南下  (B)鐵牛/耕耘機  (C)毛尾仔/辮子  (D)皮猴戲/掌中戲 

41.以下國語語詞對應閩南語講法，何者不是習慣性講法﹖                                                                                                                                                                        

   (A)疝氣/墜腸  (B)夜盲症/鳥仔目  (C)腮腺炎/豬頭肥  (D)浮腫/摜水 

42.「扛轎喝艱苦，坐轎也艱苦」用國語來形容是﹖ 

   (A)各有苦衷  (B)徒勞無功  (C)比喻生活艱苦  (D)反來反去 

43.閩南語的語音古無輕唇音，因此「非、敷、奉、微」等輕唇音聲母，就讀如 

   「幫、滂、並、明」等重唇音，所以下列國語「ㄈ聲母」，何者對應到閩南 

    語是錯的﹖ 

   (A)「分」錢---pun              (B)「房」間---pâng  

   (C)「芳」花---phang            (D)「豬」母---ti 

44.下列對郁永河的《裨海記遊》敘述何者有誤﹖ 

   (A) 上卷說明來臺緣由，並記錄從福州到鹿耳門的行程，以十二首「臺灣竹       

枝詞」作結 

   (B)《裨海記遊》，又名《採硫日記》，書中描繪 17世紀的台灣風土民情   

   (C)《裨海記遊》該書，即描繪郁永河此趟採硫工作的過程 

   (D)《裨海記遊》所描寫的是清雍正時期的採硫過程 

45.有關賴和的敘述何者不妥﹖ 

   (A) 本職是醫生，但是卻在文學領域留下盛名，尤其是他的詩作，被公認是 

       台灣最有代表性的民族詩人 

   (B) 是台灣 1930年代作家所公認的文壇領袖，其文學作品採「浪漫主義」 

       的手法，主編過《台灣民報》的文藝欄   

   (C) 是台灣日治時期重要的作家 

   (D) 賴和作品洋溢著民族情感與人道主義，被譽為「台灣文學之父」 

46.以下讀音何者正確﹖ 

   (A) 八仙、八家將的「八」是白話音 (B) 力頭、出力的「力」是文讀音   

   (C) 銃子、甲子的「子」是白話音   (D) 冬至、冬雨的「冬」是白話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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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以下四字成詞閩南語和國語詞彙應對何者不妥﹖ 

   (A) 無晝無暗→廢寢忘食       (B) 用盡心血→嘔心瀝血   

   (C) 你奸我鬼→爾虞我詐       (D) 狗吠火車→無聲無息 

48.「乞食趕廟公」的聲調本調下列何者正確﹖ 

   (A)  4  8  2  7  1           (B) 8  4  2  7  1   

   (C)  8  4  1  3  7           (D)  4  8  1  3  7 

49.這領衫有新╴╴╴﹖此句疑問句空格該填入哪個字較為妥當﹖ 

   (A)唉   (B)無   (C)嗎   (D)呢 

50.下列對後綴詞尾「頭」的說法何者不妥﹖ 

   (A) 暗頭就是指晚上，有縮小範圍的意思  

   (B) 「頭」字有時也表示次等貨，如豆頭 

   (C) 番薯頭是指地瓜渣 

   (D) 擔頭的用法與暗頭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