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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छઇϾֽᄮᙋ!
咱逐家攏知影：語言是文化 ê 根本，語言若滅，文化就絕，族群嘛自然會
消失去。所以語言毋但是建構文化世界，嘛是族群凝聚 ê 象徵、靈魂 ê 尊嚴。透
過母語 ê 學習，學生囡仔才會當深入去認捌建構佇語言面頂 ê 鄉土文化；甚至進
一步，利用鄉土文化 ê 精髓佮價值，創造新 ê 文化。
毋過誠可惜，過去錯誤 ê 教育政策，獨尊華語，害臺灣各族群 ê 母語攏強欲
消失去！這馬，為著欲搶救強欲化去 ê 臺灣話，除了小學開始有正式 ê 母語教育，
教育部嘛有綴著世界潮流，開始認真咧推捒認證制度。向望這會當親像春風吹
過，予臺灣話繼續生根發葉，成做咱這个島嶼上美麗 ê 人文風景。
現時佇臺灣社會講臺語 ê 人口猶是佔多數，毋過佇各種資源無法度佮其他
語言相比並 ê 情況下，煞變做「多數中 ê 弱勢」
，所以咱臺語嘛愛來『托福』一
下。向望透過臺語認證，會當鑑定臺語老師 ê 臺語能力佮學生 ê 臺語學習成果，
提升全民聽臺語、講臺語、讀臺文、寫臺文 ê 能力。嘛期待有一工，臺灣人會
當真有自信、真奢颺共人講：
「阮講 ê 話，是全世界上媠 ê 語言。」
教育部自 2010 年開始辦理閩南語認證，2012 年開始閣進一步共測驗分做
A、B、C 三卷來進行。這幾年來，阮毋但鼓勵身邊 ê 老師挑戰 B 卷 ê 檢定，嘛
鼓勵初學者佮學生對 A 卷開始考起。毋過，煞有真濟人問我：
「是欲讀啥物？欲
按怎練習？」是啊！逐縣市所辦 ê 研習班，攏是咧幫助老師通過 B 卷 ê 檢定，A
卷 ê 資源，嘛干焦一份公告佇網路 ê「A 卷試題範例」爾爾。
十月中旬，我一知影本土語言指導員，有教育部編予各縣市推捒母語 ê 經
費，隨決定成立工作坊來編寫「閩南語 A 級認證練習本」
。這本冊分做兩部分：
教育部試題範例佮模擬試題。試題範例閣加上參考答案，方便學習；模擬試題
有四份，除了予讀者透過模擬考試來了解家己 ê 程度，光碟閣有設計聲音檔通
予對用字無熟 ê 人使用。
編寫這本冊 ê 工作坊成員攏是新北市佇本土語言教育有傑出表現 ê 老師，除
了我，閣有呂海婷、沈瑩玲、唐明華、陳素年、陳慧玲、蕭曉燕、簡秋月老師
（照字姓筆劃排）。這本冊有 ê 參與，相信有真懸 ê 信度佮效度。
這本冊會當順利來完成，愛感謝阮民安國小梁榮富校長、劉靜雅主任、吳
貞瑩組長等等 ê 行政團隊，嘛愛感謝輔導團 ê 大家長劉安訓校長、邱香蘭校長、
陳秀芳主任 ê 鼓勵，劉明新老師、陳豐惠小姐、林佳怡小姐、鄭安住老師、教
育局龔東昇科長佮王筱婷科員 ê 支持，退休老師林綉華鬥校對，柯棟山主任、
唐明華老師鬥錄音，魔數多媒體公司設計製作。 ê 功德，我攏做一擺佇遮感
謝，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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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閩南語語言能力認證考試

A 卷試題說明

本試題說明為提供考生了解考試方式及題型使用，非為模擬
試題。本說明內之範例題目不涉及正式考試之試題內容，範
例題目題數與考試實際題數不同，難度亦不一定相仿，特此
聲明。

教育部
102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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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考試科目、題型、時間及配分
本考試 A 卷分為聽力測驗、口語測驗、閱讀測驗及書寫測驗，滿分 300 分，各
題型及配分如下表：

考試科目/題型
聽力測驗

考試時間
以音檔播放

1.聽音選擇(12 題)
2.對話理解(18 題)
口語測驗
1.詞句朗讀(2 題)

2.情境對話(4 題)
3.看圖講話(3 題)
閱讀測驗
1.語詞語法(20 題)

時間為準
(40 分鐘以內)
以音檔播放
時間為準

作答方式

配分

筆試

90 分

答案卡

口試

(30 分鐘以內)

錄音

20 分鐘

筆試
答案卡

90 分

60 分

書寫測驗
1.聽寫測驗(9 題)

2.塌空(填空)測驗(8 格)

20 分鐘

筆試
答案紙

60 分

3.語句書寫(1 題)
合計

11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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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 分

貳、各題型作答說明及試題範例
一、聽力測驗
(一)作答說明

1. 測驗時間：以音檔播放時間為準，40 分鐘以內。

2. 題型配分：第一部分「聽音選擇」，共 12 題單選題；第二部分「對話理解」，
共 18 題單選題。共 30 題，每題 3 分，共 90 分。

3. 作答方式：題目以音檔播放，題目唸 2 次，選項唸 1 次，請選出最適當的答

案，以 2B 鉛筆劃記於答案卡上正確的選項方格內，3 秒鐘之後就會繼續播放
下一題。當最後一題播放完畢，即結束考試並收卷。

(二)試題範例
正式試題播放前會聽到以下說明語：
教育部閩南語語言能力認證考試，考卷 A，聽力測驗。聽力測驗的測驗時

間以音檔播放的時間為準，在 40 分鐘以內。第一部分「聽音選擇」
，共 12 題單

選題；第二部分「對話理解」，共 18 題單選題。題目以聲音檔播放，題目唸 2
次，選項唸 1 次，請選出最適當的答案。以上說明若有任何問題，或聲音聽不
清楚，請現在立刻舉手向監考人員發問。若沒有問題，請翻開題本，聽力測驗
正式開始。
試題範例音檔
第一部份

聽音選擇

（考生聽到）
請問下面佗一張圖是王梨？（重複一次）
（A）
（B）
（C）
（D）。
（題本呈現）
1.（A）

（B）

（C）

（D）

（考生聽到）
伊掛電話了後，無去讀冊，就先去看批。請問伊看批進前咧做啥物代誌？
（重複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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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本呈現）
2.（A）講電話（B）讀冊（C）寄掛號（D）寫批
[第 3 到 12 題略]

參考答案：1.（A） 2.（A）

第二部份

對話理解

【對話第1段】
（考生聽到）
查埔：你有鉛筆無？
查某：我有5支，這2支予你。（重複一次）
（題本呈現）
1.根據對話，這个查某囡仔賰幾支鉛筆？
（A）2支（B）3支（C）5支（D）無半支
【對話第2段】
（考生聽到）
囝：媽，阮後日(āu--ji ̍t)欲考試。
媽：啊毋就拜二？
囝：嘿(Hennh)啊！（重複一次）
（題本呈現）
2.請問對話彼工是拜幾？
（A）禮拜（B）拜一（C）拜二（D）拜三
[第 3 到 18 題略]
參考答案：1.（B）2.（A）
二、口語測驗
(一)作答說明

1. 測驗時間：以音檔播放時間為準，30 分鐘以內。

2. 題型配分：第一部分「詞句朗讀」
，共 2 題，每題 5 分；第二部分「情境對話」，
共 4 題，每題 10 分；第三部分「看圖講話」
，共 3 題，第 1、2 題每題 10 分，
第 3 題 20 分。總計 90 分。

3. 作答方式：題目以音檔播放，各題準備和回答的時間不同，請依照音檔播放
的指示作答。各題型詳細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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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詞句朗讀」需唸出指定的詞彙或句子，準備時間 10 秒，朗讀時間 10
秒，請依指示準備及作答。
(2) 「情境對話」的題目會提供一個問題或情境，請考生回答指定的問題。
題目唸完之後，聽到「請回答」即可開始作答，準備和回答的時間不分
開，總計 30 秒。

(3) 「看圖講話」的第 1、2 題，請依圖片的內容，簡單回答所問的問題，題
目唸完之後，聽到「請回答」即可開始作答，準備和回答的時間不分開，
總計 30 秒。
「看圖講話」第 3 題，請依題目的提示，針對圖片內容加以

發揮，準備時間 30 秒，回答時間 30 秒，請依指示準備及回答，時間還

剩 10 秒時會「tng」一聲提醒。
(二)試題範例
正式試題播放前會聽到以下說明語：

教育部閩南語語言能力認證考試，考卷 A，口語測驗。口語測驗的測驗時

間以音檔播放的時間為準，在 30 分鐘以內。第一部分「詞句朗讀」2 題；第二
部分「情境對話」4 題；第三部分「看圖講話」3 題。題目以聲音檔播放，每一
題準備和回答的時間不一樣，請照聲音檔的指示來回答。以上說明若有任何問
題，或聲音聽不清楚，請現在立刻舉手向監考人員發問。若沒有問題，請翻開
題本，口語測驗正式開始。
試題範例音檔
（備註：本試題範例音檔簡化讀秒時間，測驗當日依實際秒數計算。）
第一部份

詞句朗讀

※每題準備時間 10 秒，朗讀時間 10 秒。
【第 1 條】請你唸出下跤這句話：「熱天的日頭，是有夠熱的。」
[第 2 題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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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份

情境對話

※每題準備和回答的時間總共 30 秒，聽到「請回答」
，即可開始回答，剩 10 秒
時會「tng」1 聲提醒。
【第 1 條】
問題：菜市仔咧賣的果子真濟種，請你講出五項果子的名。請回答。
參考答案：王梨、弓蕉、菝仔、葡萄、龍眼……。
(只要說出水果名稱即可 )

[第 2 到 4 題略]

第三部份

看圖講話

【第 1 條】

※準備和回答的時間總共 30 秒，聽到「請回答」
，即可開始回答，剩 10 秒時會
「tng」1 聲提醒。
問題：請講出每一張圖所代表的天氣，簡單回答就會使。請回答。

參考答案：第一張圖是好天。第二張圖是落雨天。
第三張圖起風矣。第四張圖是烏陰天。
[第 2 題略]
【第 3 條】

※準備時間 30 秒，回答時間 30 秒，剩 10 秒時會「tng」1 聲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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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請問這張圖內底的人當咧比賽啥物？比賽的情形大概按怎？

參考答案：
這个拜六，是阮學校的校慶，佇運動場有上緊張刺激的走標比賽。逐家攏拚性
命走，想欲爭取好成績。到尾仔穿紅衫編號 6 號的阿雲走第一；穿白衫編號 15
號的阿美走第二；穿藍色的衫編號 27 號的阿琴走第三。

三、閱讀測驗
(一)作答說明

1. 測驗時間：20 分鐘。

2. 題型配分：題型僅有「語詞語法」，共 20 題單選題；每題 3 分，共 60 分。

3. 作答方式：請選出最適當的答案，以 2B 鉛筆劃記於答案卡上正確的選項方格
內。
(二)試題範例
語詞語法
1.「這馬感冒咧大流行，四界攏看著人咳嗽佮＿＿，猶是較莫出門咧。」請問空
格仔內揀佗一个上適當？
（A）盹龜（B）流汗（C）擤鼻（D）注射
2.「欲解決這件代誌足『費氣』的。」請問內底的「費氣」佮下面佗一个意思上
接近？
（A）受氣（B）麻煩（C）拍損（D）浪費
參考答案：1.（C） 2. （B）

[第 3 到 20 題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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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書寫測驗
(一)作答說明

1. 測驗時間：20 分鐘。

2. 題型配分：第一部分「聽寫測驗」
，分為「聽寫拼音」和「聽寫漢字」兩部分，
共 9 題，每題 2 分；第二部分「塌空測驗（填空測驗）
」
，每題回答的格數不

同，總共 8 格，每格 4 分；第三部分「語句書寫」
，共 1 題，每題 10 分。總
計 60 分。

3. 作答方式：

(1) 先進行聽寫測驗，題目由音檔播放，每題都會先唸一次題目，再唸一句包
含該詞彙的句子，最後再唸一次題目。回答時只需要寫出作為題目的詞彙
即可。播放完畢後請繼續完成其他題型。
(2) 請將各題的答案，以閩南語文依序填寫在答案紙上指定的位置裡。

(3) 拼音及用字請以教育部公告之「臺灣閩南語羅馬字拼音方案」（臺羅正式
版，如：
「某囝」的拼音標為「bóo-kiánn」）及「臺灣閩南語推薦用字」
（700 字詞）為標準，超出推薦用字之其他漢字以教育部《臺灣閩南語常
用詞辭典》為主。惟「聽寫測驗」及「塌空測驗（填空測驗）」兩題型之
漢字部分，須以《臺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為標準。

(二)試題範例
正式試題播放前會聽到以下說明語：
教育部閩南語語言能力認證考試，考卷 A，書寫測驗。第一部分是聽寫測

驗，分為「聽寫拼音」和「聽寫漢字」
，總共 9 題。題目以聲音檔播放，每個語
詞都先唸 1 次，再唸 1 句包含這個語詞的句子，最後再唸第 3 次，回答時只要
寫出題目的語詞即可。聽寫測驗結束之後不用交卷，請繼續完成書寫測驗的其
他題目。回答時要把答案寫在答案紙指定的格子裡，
「聽寫拼音」請用教育部「臺

羅正式版」
，
「聽寫漢字」請以教育部《臺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的用字為標準。
以上說明若有任何問題，或聲音聽不清楚，請現在立刻舉手向監考人員發問。
若沒有問題，請翻開題本，聽寫測驗正式開始。
試題範例音檔
聽寫測驗

第一部份
A.聽寫拼音（請用臺羅正式版書寫）
1. 天頂

2. 音樂

天頂雲真厚的「天頂」 天頂
音樂真好聽的「音樂」

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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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答案

1

thinn-tíng

2

im-ga̍k

3
4

[第 3 到 4 題略]

B.聽寫漢字（請用教育部《臺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的用字書寫）
1.下晡
2.查某

下晡我有課的「下晡」 下晡
我是查某的「查某」

查某

題號

答案

1

下晡

2

查某

3
4
5

[第 3 到 5 題略]

第二部份

塌空測驗（填空測驗）

空格第 1、2 格

這是一个學生的自我紹介：
「我的名號做陳志明，是(1)的，今年 7 歲。體重 30
公斤，(2)129 公分，讀國小一年仔。」空格仔內是伊的性別佮體型，請寫出適
當的詞，而且愛符合閩南語的寫法。
參考答案：1.查埔

2.身懸

[第 3 到 8 格略]
第三部份

語句書寫

問題：你若欲留字條予恁阿母，講你無欲轉來食暗頓，你愛按怎寫？（愛交代
理由，30 字以內。）
參考答案：阿母：
放學了後，我欲去阿新兜寫功課，無欲轉來食暗頓。
查某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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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玲

練習卷(一)
一、聽力測驗
（考生聽到）
請問下面佗一張圖是「蘭花」？（重複一次）
（題本呈現）

1.（A）

（B）

（C）

（D）

（C）

（D）

2.請問下面佗一張圖是「畚斗」？

（A）

（B）

3.「頭家，予我一碗燒湯」，是叫頭家予你下面佗一項食的？
（A）豆花 （B）扁食湯 （C）紅豆湯 （D）燒仙草
4.「一个肚遐大，毋通懸低」主要是咧提醒佗一種人？
（A）跛跤的 （B）瘦抽的 （C）細漢的 （D）有身的
5.「伊去掠兔仔矣，無佇遮。」是講這个人按怎？
（A）佮意兔仔 （B）喙齒咧疼 （C）眩車咧吐 （D）嚨喉梢聲
6.厝裡的膨椅，一般攏囥佇啥物所在？
（A）食飯廳 （B）人客廳 （C）亭仔跤 （D）樓尾頂
7.地動的時陣，愛注意啥？
（A）共門拍開 （B）清水溝仔 （C）攢手電仔 （D）囤一寡菜
8.下面佗一款情形是咧講食物件的感覺？
（A）美夢甜甜 （B）目屎鹹鹹 （C）豆乾芳芳 （D）心頭酸酸
9.阿嬸是阿叔的太太，下面佗一个語詞佮「太太」的意思無仝款？
（A）牽手 （B）大嫂 （C）某 （D）家後
10.這粒柑仔脯脯，是講這粒柑仔按怎？
（A）袂偌甜 （B）無水分 （C）無夠黃 （D）無夠媠
11.阿媽攏趁下晡的時，出去運動。下晡大約是幾點？
（A）11-12 點 （B）9-10 點 （C） 7-8 點
11

（D）4-5 點

12.今仔日熱甲欲死，聽講明仔載會反天，明仔載的天氣無可能是按怎？
（A）變寒 （B）落雨 （C）透冷風 （D）出日頭
參考答案：01.（B） 02.（A） 03.（B） 04.（D） 05.（C） 06.（B）
07.（A） 08.（C） 09.（B） 10.（B） 11.（D） 12.（D）

第二部份

對話理解

【對話第1段】
（考生聽到）
阿母：阿明仔，今仔日患者誠濟呢！
阿明：阿母，這馬已經看到 13 號，閣 5 个就著你矣。（重複一次）
（題本呈現）
1.根據對話，阿明的老母掛第幾號？
（A）15 號 （B）16 號 （C）18 號 （D）19 號
【對話第 2 段】
阿爸：阿英，恁阿兄下昏暗愛加班點半鐘，今仔日會較晏喔！
阿英：是啊！伊普通攏六點就到厝矣！
2.根據對話，阿英的阿兄幾點會到厝？
（A）７點 （B）７點半 （C）６點半 （D）８點
【對話第 3 段】
查埔：阿英，明仔載咱來去觀音山。
查某：好啊！欲按怎去？
查埔：無偌遠，咱用上環保閣會當運動的方式去。
3.根據對話，阿英有可能會按怎去？
（A）坐火車 （B）坐公車 （C）騎機車 （D）騎跤踏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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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話第 4 段】
頭家：來喔，緊來買番麥，熟的一穗 10 箍，生的 6 箍。
人客：我欲５穗熟的，３穗生的。
4.根據對話，這个人客愛予頭家偌濟錢？
（A）68 箍 （B）86 箍 （C）60 箍 （D）88 箍
【對話第 5 段】
師：等一下體育課欲耍球，５个人一組，一組一粒球。
生：咱這班有 28 个人，我先來去借球。
5.根據對話，這位學生愛借幾粒球？
（A）５粒 （B）７粒 （C）４粒 （D）６粒
【對話第 6 段】
阿新：阿姊，人頭殼楞楞，嚨喉嘛足疼呢！
阿姊：阿新，你的額頭摸起來燒燒呢！
6.根據對話，阿新上有可能是按怎？
（A）蛀齒 （B）落屎 （C）感冒 （D）著傷
【對話第 7 段】
阿華：阿珍，我上佮意青色的，上討厭烏色的，你咧？
阿珍：拄仔好佮你倒反啦！
7.根據對話，阿珍上無愛佗一種色水？
（A）烏色 （B）白色 （C）紅色 （D）青色
【對話第 8 段】
阿勇：阿新，你的手骨哪會鞏石膏？
阿新：啊都無細膩摔倒啦！
8.根據對話，阿新是按怎會摔倒？
（A）毋甘願 （B）無注意 （C）毋知死 （D）無法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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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話第 9 段】
頭家：小姐，檸檬汁維他命 C 上濟，啉了皮膚會媠，緊來買幾粒仔。
人客：人都驚酸，毋敢啉啦！
9.根據對話，人客敢有買檸檬？
（A）有 （B）買５粒 （C）閣咧考慮 （D）無
【對話第 10 段】
查埔：阿美，你的面哪會青恂恂？
查某：煞毋知一隻烏狗雄雄傱出來。
10.根據對話，阿美當時的心情上有可能是下面佗一个？
（A）傷心 （B）著驚 （C）緊張 （D）受氣
【對話第 11 段】
囡仔：四界烏趖趖，有夠恐怖的？阿母，人會驚啦！
阿母：無驚，無驚，阿母佇遮。
11.根據對話，這个情形上有可能發生佇啥物時陣？
（A）失電 （B）地動 （C）透風 （D）霆雷公
【對話第 12 段】
查某：阿新，聽講你這擺數學考 100 分，有影無？
查埔：彼人烏白風聲的，是差一屑屑啦！
12.根據對話，阿新這擺數學上有可能考幾分？
（A）100 分 （B）98 分 （C）91 分 （D）67 分
【對話第 13 段】
查埔：你今仔日穿按呢，看起來敢若公主咧。
查某：多謝你的呵咾。
13.根據對話，應話的人是穿佗一種衫仔褲？
（A）牛仔褲 （B）䘥仔 （C）洋裝 （D）運動衫

14

【對話第 14 段】
查某：你看後--日的天氣按怎？
查埔：氣象報告講，後--日的天氣無通像今仔日遮燒熱。
14.根據對話，後--日的天氣按怎？
（A）較燒烙 （B）袂出日 （C）會落雨 （D）會較涼
【對話第 15 段】
查埔：對遮坐高鐵到高雄，來回愛偌久？
查某：愛點半鐘。
15.根據對話，對遮坐高鐵到高雄，一逝愛偌久？
（A）30 分鐘 （B）60 分鐘 （C）45 分鐘 （D）90 分鐘
【對話第 16 段】
查某：頭家，滷肉咧用的豆油囥佇佗位？
查埔：你入去上內底倒手爿就揣會著.
16.根據對話，這段對話上有可能發生佇啥物所在？
（A）五金行 （B）𥴊仔店 （C）漢藥店 （D）花店
【對話第 17 段】
阿母：阿新，冰箱有檨仔，你欲食無？
阿新：母仔，哪會有檨仔？
阿母：恁阿舅對下港挽來的。
17.根據對話，挽檨仔來的是啥物人？
（A）阿母的小弟 （B）阿爸的阿兄 （C）阿新的阿姨 （D）阿新的阿姑
18.根據對話，阿舅上有可能對啥物所在來的？
（A）臺東 （B）臺北 （C）臺中 （D）臺南
參考答案：01.（C） 02.（B） 03.（D） 04.（A） 05.（D） 06.（C）
07.（D） 08.（B） 09.（D） 10.（B） 11.（A） 12.（B）
13.（C） 14.（D） 15.（C） 16.（B） 17.（A） 18.（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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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口語測驗
第一部份

詞句朗讀

※每題準備時間 10 秒，朗讀時間 10 秒。
【第 1 條】請你唸出下跤這句話：「有一粒球掔對遮來，緊閃。」
【第 2 條】請你唸出下跤這句話：「水滾矣，茶鈷蓋一直夯起來。」

第二部份

情境對話

，即可開始回答，剩 10 秒
※每題準備和回答的時間總共 30 秒，聽到「請回答」
時會「tng」1 聲提醒。
【第 1 條】
問題：煮菜的時陣，會用著灶跤的啥物物件？請你講出五項。請回答。
參考答案：菜刀、砧/菜砧/刀砧、瓦斯爐、鍋仔、煎匙……。
(只要說出廚房用品的名稱即可 )
【第 2 條】
問題：臺灣的鳥仔有真濟？請你講出五種。請回答。
參考答案：白翎鷥、烏鶖、抐桮、暗光鳥、青苔仔……。
【第 3 條】

(只要說出臺灣鳥類的名稱即可 )

問題：早起到學校，同學欲收功課的時，你雄雄發現減寫一項功課，這時陣你
欲按怎共老師講？請回答。
參考答案：老師，真歹勢！我昨昏功課寫好的時，無閣一項一項檢查，煞落勾
一項去，我連鞭會利用時間趕緊補好。
【第 4 條】
問題：你租的跤踏車，無法度準時還，請問你欲按怎敲電話共頭家講？請回答。
參考答案：頭家你好，我是共你租車的阿玲，我大約會慢二十分鐘轉去，
到時才閣補你租金，實在誠歹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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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份

看圖講話

【第 1 條】

，即可開始回答，剩 10 秒時會
※準備和回答的時間總共 30 秒，聽到「請回答」
「tng」1 聲提醒。
問題：請照順序講出下面三个部位的名稱。請回答。

參考答案：跤後蹬、跤頭趺、胳下空/胳耳空/胳胴跤（kueh-lang-kha）
【第 2 條】
※準備和回答的時間總共 30 秒，聽到「請回答」，即可開始回答，剩 10 秒時會
「tng」1 聲提醒。
問題：請講出圖裡這四个休閒場所，簡單回答就會使。請回答。

1

2

3

4

參考答案：第一張圖是遊樂園。第二張圖是動物園。
第三張圖是夜市仔。第四張圖是戲園/戲院/電影戲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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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條】
※準備時間 30 秒，回答時間 30 秒，剩 10 秒時會「tng」1 聲提醒。
問題：請共下面這四格的圖，照順序組成完整的描述。
（會當盡量發揮，毋過四張圖攏愛講有著）

1

2

3

4

參考答案：阮阿母驚阮食外口無衛生，早起五點四十就佇灶跤替阮規傢伙仔攢
早頓、款便當。十點就洗衫、摺衫，下晡三點閣愛摒厝內鑢塗跤，
規工敢若干樂遨遨輾。看著阿母遮辛苦，我暗時攏會共阿母掠龍，
阿母逐擺攏笑咍咍，呵咾我真有孝，講我是伊的心肝仔寶貝。

三、閱讀測驗
語詞語法
1.「阿舅的某，咱愛叫伊＿＿。」請問空格仔內揀佗一个上適當？
（A）阿姨 （B）阿姆 （C）阿妗 （D）阿嬸
2.「＿＿穿咧，較袂沃雨。」請問空格仔內揀佗一个上適當？
（A）雨幔 （B）外衫 （C）棉裘 （D）手囊
3. 「這个鱸鰻，硬欲共人收保護費，實在有夠＿＿。」請問空格仔內揀佗一个
上適當？
（A）龜毛 （B）慣勢 （C）勞力 （D）壓霸
18

4.「伊泅水泅傷久，跤煞＿＿。」請問空格仔內揀佗一个上適當？
（A）盹龜 （B）糾筋 （C）曲跤 （D）相硞
5. 「伊是＿＿的，毋是直的。」請問空格仔內揀佗一个上適當？
（A）曲跤 （B）歹空 （C）戇的 （D）虯毛
6.「𨑨迌物仔已經害去矣，閣哭嘛『無效』。」請問內底的「無效」佮下面佗一
个意思上接近？
（A）無的確 （B）無較縒 （C）無了時 （D）無半步
7.「伊煩惱甲＿＿。」請問空格仔內揀佗一个上適當？
（A）袂食袂睏 （B）無可奈何 （C）會老袂大 （D）心狂火著
8. 「伊愛＿＿人的胳耳空。」請問空格仔內揀佗一个上適當？
（A）掠 （B）搣 （C）擽 （D）搵
9.下面佗一个閩南語的講法是毋著的？
（A）伊有食嗎？

（B）伊有聽著無？

（C）你欲去佗？

（D）你拍算按怎做？

10. 下面佗一个閩南語的講法是正確的？
（A）這條狗真大隻。 （B）這本字典太細本。
（C）一把細雨傘。

（D）一尾大尾的魚仔。

11. 「你＿＿行較緊咧。」請問空格仔內揀佗一个上適當？
（A）要 （B）定 （C）嘛 （D）也
12.「天遐爾仔烏，等咧『凡勢』會落雨。」請問內底的「凡勢」佮下面佗一个
意思上接近？
（A）無要緊 （B）無定著 （C）無偌久 （D）無拄好
13. 「你去＿＿伊開門。」請問空格仔內揀佗一个上適當？
（A）共 （B）佮 （C）甲 （D）予
14.咱會當用「厚厚厚」來表示「足厚」
，請問下面佗一个無這款用法？
（A）薄薄薄 （B）媠媠媠 （C）滇滇滇 （D）硩硩硩
15. 「日頭光真猛。」這句話的意思是下面佗一个？
（A）天氣真熱 （B）日子歹過 （C）頭殼真疼 （D）跤手真猛
16. 下面佗一个閩南語的講法是毋著的？
（A）咱老師有來無？（B）恁老師有來無？
（C）老師有來無？（D）我老師有來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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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外口的風聲＿＿。」請問空格仔內揀佗一个上適當？
（A）咻咻叫 （B）鼾鼾叫 （C）咂咂叫 （D）嗚嗚叫
18.「看你遮爾＿＿，是發生啥物代誌？」請問空格仔內揀佗一个上無適當？
（A）兇狂 （B）生狂 （C）緊張 （D）慌張
19.下面佗一種人，定定會予人煽動？
（A）耳空輕 （B）厚話屎 （C）好性地 （D）囡仔性
20.「今仔日下晡的天氣真＿＿。」請問空格仔內揀佗一个上無適當？
（A）秋凊 （B）反天 （C）燒烙 （D）翕熱
參考答案：01.（C）
06.（B）
11.（C）

16.（D）

02.（A）

03.（D）

04.（B） 05.（D）

12.（B）

13.（A）

14.（D） 15.（A）

07.（A）
17.（A）

08.（C） 09.（A）

10.（D）

18.（D） 19.（A） 20.（B）

四、書寫測驗
第一部份

聽寫測驗

A.聽寫拼音（請用臺羅正式版書寫）
1. 啄龜 上課毋通啄龜的「啄龜」

啄龜

2. 雜唸 你莫遐雜唸的「雜唸」

雜唸

3. 刺疫 身軀無洗真刺疫的「刺疫」 刺疫
4. 快活 你人有較快活無的「快活」 快活
題號

答案

1

tok-ku

2
3
4

tsa̍p-liām

tshiah-ia̍h

khuìnn-ua̍h

B.聽寫漢字（請用教育部《臺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的用字書寫）
1. 塗跤 塗跤真清氣的「塗跤」

塗跤

2. 糞埽 共糞埽倒倒咧的「糞埽」

糞埽

3. 癩 耍甲一身軀真癩的「癩」

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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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璇石

這粒璇石真媠的「璇石」

璇石

5. 序大

做人愛有孝序大的「序大」

序大

第二部份

塌空測驗（填空測驗）

空格第 1 格
（1）月十五，攑鼓仔燈行街路。
參考答案：正
空格第 2 格
真𠢕煮食的師傅，嘛有人共叫做（2）。
參考答案：總舖師/總舖/廚子（tôo-tsí）
空格第 3、4 格
教室內底除了桌仔、椅仔，閣有啥物設備？請寫出兩項（3）、（4）。
愛寫佮華語書寫無仝的閩南語用詞，親像電腦、電視、講桌攏袂使。
參考答案：烏枋拭仔/烏枋拊仔、烏枋、冊架仔、電風……。
(只要寫出兩種即可)
空格第 5、6 格
阮學校的（5）有果子店，後壁有西藥房，（6）是文具店，倒手爿是電器行。
參考答案：5.頭前

6.正手爿/正爿

空格第 7、8 格
今仔日是拜一，（7）是禮拜，（8）是拜二。
參考答案：7.昨昏

8.明仔載
第三部份

語句書寫

問題：明仔載是阿公的生日，請你寫幾句仔話來祝福伊。（40 字以內）
參考答案：
阿公：你是咱兜的寶貝，祝你生日快樂、身體健康、萬事如意、老康健做啥物
攏袂𤺪。
查某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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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亭

練習卷(二)
一、聽力測驗
第一部份 聽音選擇
（考生聽到）
請問下面佗一張圖是「水筆仔」？（重複一次）
（題本呈現）

1.（A）

（B）

（C）

（D）

2. 下面佗一張圖是「爍爁」?

（A）

（B）

（C）

（D）

3.「恁已經無閒規工矣，趕緊轉去歇睏。」請問這馬是啥物時陣矣？
（A）早起 （B）中晝 （C）下晡（D）暗時
4.小朋友下課的時陣，攏會去啥物所在拍球、走相逐？
（A）運動埕 （B）合作社 （C）健康中心 （D）教室
5.咱字若是寫毋著去，愛用下面佗一項物件共拭予清氣？
（A）布攄仔 （B）拊仔 （C）桌布 （D）面巾
6.「逐家鬥陣來摒掃！」請問摒掃的時陣毋免用著下面佗一項物件？
（A）掃帚 （B）籠床 （C）布攄仔 （D）畚斗
7.請問下面佗一个語詞的意思佮其他三个的意思無仝款？
（A）慢慢仔 （B）勻勻仔 （C）微微仔（D）寬寬仔
8.「頭燒燒，尾冷冷。」這句話是咧講一个人做代誌按怎？
（A）無記持 （B）無工夫 （C）無簡單 （D）無耐性
9.「食果子拜樹頭，啉泉水思源頭。」這句話是教咱做人愛按怎？
（A）感恩 （B）勤儉 （C）熱心 （D）實在
10.「食緊挵破碗。」這句話是教咱做代誌愛按怎？
（A）袂當膨風 （B）珍惜物件 （C）沓沓仔來 （D）跤手愛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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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佇偏僻的庄跤所在，有的國小愛合併，這个問題可能是啥物原因？
（A）老師傷濟 （B）學生傷少 （C）教室無夠 （D）揣無校長
12.逐年挕掉的教科書佮教材，攏愛刜足濟欉樹仔，咱欲按怎做較好？
（A）莫印冊 （B）莫買冊 （C）資源回收 （D）莫上課
參考答案：01.（A）02.（B）03.（D） 04.（A） 05.（B） 06.（B）
07.（C）08.（D）09.（A） 10.（C） 11.（B） 12.（C）

第二部份 對話理解
【對話第 1 段】
（考生聽到）
阿母：阿明，你欲去佗位？
阿明：我佮阿芬參伊兩个小弟欲去公園拍球。（重複一次）
（題本呈現）
1.根據對話，有幾个人欲鬥陣去公園𨑨迌？
（A）2 个 （B）3 个 （C）4 个 （D）5 个
【對話第 2 段】
查埔：已經三點半矣。
查某：是啊！閣一點鐘我就愛去補習矣。
2.根據對話，這个查某囡仔幾點愛去補習？
（A）兩點 （B）兩點半 （C）四點 （D）四點半
【對話第 3 段】
阿母：時間過了誠緊，隨九月矣！
囡仔：咱已經有半冬無看著阿英彼家伙仔矣。
3.根據對話，阿英全家是當時搬走的？
（A）二月 （B）三月 （C）四月 （D）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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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話第 4 段】
囡仔：肉圓、臭豆腐、麵線糊，攏是我愛食的。
阿母：毋過遮的無一項是恁爸仔佮意的。
4.根據對話，阿爸是愛食佗一項？
（A）逐項攏愛 （B）肉圓 （C）麵線糊 （D）攏無愛食
【對話第 5 段】
甲：恁阿英哪會無佮人做伙耍?
乙：伊都講伊毋敢，毋才一个人佇遐看冊。
5.根據對話，阿英的個性應該是按怎?
（A）閉思 （B）大方 （C）慢性 （D）好膽
【對話第 6 段】
查埔：動物園內底，我上佮意「圓仔」佮烏熊。
查某：是袂䆀啦！毋過我猶是感覺無尾熊上古錐。
6.根據對話，這个查某囡仔上佮意佗一種動物？
（A）貓熊 （B）烏熊 （C）無尾熊 （D）攏佮意
【對話第 7 段】
查某：你看我穿佗一領衫較好看？
查埔：「紅媠，烏大範。」你穿佗一領攏嘛好看。
7.根據對話，這个查某囡仔決定穿佗一領衫？
（A）紅色的 （B）烏色的 （C）烏紅的 （D）閣咧考慮
【對話第 8 段】
囡仔：阿母，我的便當咧？
阿母：啊毋是佇你捾的袋仔裡！你有影是「大目新娘，無﹝看見﹞灶」。
8.根據對話，你感覺這个查某囡仔是啥物款的人？
（A）目睭真媠 （B）真好膽 （C）無蓋謹慎 （D）愛食便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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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話第 9 段】
囡仔：阿母，後禮拜我就欲參加比賽矣。
阿母：放心啦！彼對你來講就親像「桌頂拈柑」
。
9.根據對話，阿母認為這擺的比賽按怎？
（A）誠簡單 （B）誠困難 （C）誠心適 （D）誠刺激
【對話第 10 段】
阿雯：阿母，我行李款好矣，連鞭就欲轉來去台北囉！
阿母：好！你愛會記得替我共親姆請安問好喔！
5.根據對話，這段對話上有可能發生佇啥物所在？
（A）公司 （B）公園 （C）後頭厝 （D）菜市仔
【對話第 11 段】
A：阿銘足𠢕摸的，莫怪功課攏寫袂了！
B：是啊！我頂擺和伊做伙寫功課，害我強欲擋袂牢。
11.根據對話，可見阿銘的跤手按怎？
（A）誠笨 tshiâng （B）誠死趖 （C）誠貓毛 （D）誠猛醒
【對話第 12 段】
A：阿珠仔攏予人袂講得，磕袂著就目屎流目屎滴！
B：莫怪人攏無愛佮伊做伙！
12.根據對話，下跤佗一个語詞無適合用來形容阿珠的個性？
（A）軟汫 （B）脆弱 （C）軟心 （D）軟弱。
【對話第 13 段】
志明：阿母，我明仔載愛交 650 箍買冊。
阿母：你去共屜仔底的零星的窮窮咧，提去交。
13.根據對話，屜仔底的「零星的」無可能是偌濟？
（A）100 箍 （B）50 箍 （C）1000 箍 （D）10 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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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話第 14 段】
阿新：阿公，你緊看，人我這擺數學考 100 分喔！
阿公：敢是天欲落紅雨矣，抑無阮阿新哪會遮爾𠢕！
14.根據對話，阿新考 100 分是予阿公感覺按怎的代誌？
（A）平常 （B）稀罕 （C）光榮 （D）驕傲。
【對話第 15 段】
阿媽：你看！阿玲這幅圖真有創意呢！
媽媽：是啊！莫怪會著等。
15.根據對話，下面佗一个語詞嘛會使提來講阿玲的圖？
（A）奇巧 （B）幼秀 （C）粗魯 （D）幼路。
【對話第 16 段】
阿蘭：我看阿舅 32 歲做老爸，有夠歡喜的！
媽媽：恁阿媽從伊娶某了開始等，已經等四年矣！上歡喜的應該是阿媽才著！
16.根據對話，阿舅幾歲娶某？
（A）36 歲 （B）30 歲 （C）28 歲 （D）29 歲。
【對話第 17 段】
阿英：阿媽！弟弟有夠雜插，連我的工課都做參落！
阿媽：按呢誠好啊！你愛感謝伊才著！
17.根據對話，弟弟的個性是按怎？
（A）誠好玄 （B）誠雞婆 （C）誠古錐 （D）誠愛耍。
【對話第 18 段】
阿媽：你看！阿新這馬閣佇遐咧嚓嚓趒矣！
媽媽：是啊！昨昏看伊燒甲規身軀軟膏膏，害我真煩惱！
18.根據對話，阿新昨昏是按怎？
（A）睏足飽 （B）足活潑 （C）破病矣 （D）誠歡喜。
參考答案：01.（C） 02.（D） 03.（B） 04.（D） 05.（A） 06.（C）
07.（D） 08.（C） 09.（A） 10.（C） 11.（B） 12.（C）
13.（C） 14.（B） 15.（A） 16.（C） 17.（B） 18.（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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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口語測驗
第一部份 詞句朗讀
※每題準備時間 10 秒，朗讀時間 10 秒。
【第 1 條】請你唸出下跤這句話：「樹仔去予風偃倒去。」
【第 2 條】請你唸出下跤這句話：「變歹去，上濟是閣買一臺新的爾爾。」
第二部份 情境對話
※每題準備和回答的時間總共 30 秒，聽到「請回答」
，即可開始回答，剩 10 秒
時會「tng」1 聲提醒。
【第 1 條】
問題：你欲去旅行的時陣，愛紮啥物物件？請你講出五項。請回答。
參考答案：衫、藥仔、錢、翕相機、帽仔……。
(只要是旅行會攜帶的物品即可 )
【第 2 條】
問題：校園的植物有真濟？請你講出五種。請回答。
參考答案：榕仔（樹）
、雞卵花、見笑草/畏擽草、指甲花、茄苳……。
(只要是校園植物即可 )
【第 3 條】
問題：你若去阿姨兜做客，請問你欲按怎佮伊開講？請回答。
參考答案：阿姨，恁這間厝看起來真清幽，你佮姨丈退休未？你攏無較老呢！
這馬我已經讀六年仔矣，表兄佮表姊敢咧食頭路矣？
【第 4 條】
問題：你若是學校「自治市市長」的候選人，請問你欲按怎紹介家己？請回答。
參考答案：逐家好！我是五年三班的阿興，阿興是一个做人真熱心，做代誌袂
糊塗的學生，我真向望會當替逐家服務，請逐家予我一个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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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份 看圖講話
【第 1 條】

，即可開始回答，剩 10 秒時會
※準備和回答的時間總共 30 秒，聽到「請回答」
「tng」1 聲提醒。
問題：請講出下面三種動物的名稱。請回答。

參考答案：虎、鹿仔、羊仔
【第 2 條】

※準備和回答的時間總共 30 秒，聽到「請回答」
，即可開始回答，剩 10 秒時會
「tng」1 聲提醒。
問題：請講出圖裡這四種休閒活動，簡單回答就會使。請回答。

1

2

3

4

參考答案：第一張圖是摃野球。第二張圖是泅水/游泳。
第三張圖是跳舞。第四張圖是行棋
【第 3 條】
※準備時間 30 秒，回答時間 30 秒，剩 10 秒時會「tng」1 聲提醒。
問題：請共下面這四格的圖，照順序組成完整的描述
（會當盡量發揮，毋過四張圖攏愛講有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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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參考答案：今仔日是冬節，阿母無閒咧挲圓仔，我佮小弟感覺真趣味，嘛想欲
試看覓。阮挲的圓仔有圓的嘛有扁的、有長的嘛有尖的，逐家攏挲
甲真歡喜。阿母知影阮愛食鹹圓仔，就用香菇、蝦米芡芳，閣摻阮
愛食的豬肉佮苳蒿。食著芳貢貢的圓仔湯，予阮感覺誠溫暖，有一
種幸福的滋味。 (123 字)

三、閱讀測驗
語詞語法
1.「阮阿爸逐工攏＿＿＿機車上班。」請問空格仔內揀佗一个上適當？
（A）駛 （B）牽 （C）騎 （D）攄
２.「下課矣，逐家攏走去＿＿＿＿耍球。」請問空格仔內揀佗一个上適當？
（A）游泳池 （B）運動埕 （C）教室 （D）合作社
３.「阿姨拄才＿＿電話來。」請問空格仔內揀佗一个上適當？
（A）揤 （B）搝 （C）縛 （D）敲
４.「骨力食栗，＿＿吞瀾。」請問空格仔內揀佗一个上適當？
（A）貧惰 （B）緊張 （C）頂真 （D）糊塗
５.「菜煮好矣，你趕緊共客廳的桌仔、＿＿排予好。」請問空格仔內揀佗一个
上適當？
（A）籠仔 （B）盒仔 （C）椅仔 （D）襪仔
６.「人若＿＿＿花花，就會共匏仔看做菜瓜。」請問空格仔內揀佗一个上適當？
（A）鼻仔 （B）目睭 （C）喙 （D） 耳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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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下面佗一種閩南語的講法是毋著的。」
（A）走甲裂褲跤

（B）驚甲起交懍恂

（C）散甲欲吊鼎

（D）好額甲鬼欲拖

8. 「一个人一款命。」請問這句話的意思是叫人莫按怎？
（A）怨嘆 （B）雜唸 （C）雜插 （D）厚話
９.「下面佗一个閩南語的講法是毋著的？」
（A）一支枴仔 （B）一塊枋仔 （C）一頭牛 （D）一匹布
10.下面佗一个「頭」的用法和其他三个無相仝？
（A）日頭 （B）大頭 （C）骨頭 （D）看頭
11.「＿＿＿會曉表演跳水。」請問空格仔內揀佗一个上適當？
（A）海狗 （B）海蛇 （C）海鰻 （D）海豬
12. 「這馬伊當咧走路。」請問這句話的意思是講伊咧按怎？
（A）行路 （B）散步 （C）逃亡 （D）運動
13.「小妹誠𠢕共阿媽

，莫怪阿媽共伊疼命命。」請問空格仔內揀佗一个

上適當？
（A）迷戀 （B）癡迷 （C）欶奶 （D）司奶
14. 「這領衫真合軀。」是講這領衫穿起來按怎？
（A）較大領 （B）絚擋擋 （C）傷短 （D）拄仔好
的欲拜好兄弟。」請問空格仔內揀佗

15.「今仔日是七月半，阿媽攢一桌
一个無適當？

（A）腥臊 （B）好料 （C）豐沛 （D）臭臊
16.「伊講話誠歹聲嗽。」是講伊講話按怎？
（A）聲音歹聽 （B）那講那嗽 （C）歹勢嗽 （D）口氣誠䆀。
17.下面佗一个語詞，是咧形容一个人的性地誠䆀？
（A）懊嘟嘟 （B）媠噹噹 （C）刺耙耙 （D）激怐怐
18.「逐擺若是拄著

，就愛真久才會當轉去到厝。」請問空格仔內揀佗一

个上適當？
（A）眩車 （B）窒車 （C）較車 （D）暝車
19.「你感冒矣，緊共

掛起來，按呢較袂穢予別人。」請問空格仔內揀佗

一个上適當？
（A）面巾 （B）手巾仔 （C）喙罨 （D）封喙
20.「你一句話都講甲

矣，哪會有人聽有啦！」請問空格仔內揀佗一个上

適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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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離離落落 （B）起起落落 （C）拖拖沙沙 （D）掩掩揜揜
參考答案：01.（C）

02.（B）

03.（D）

04.（A）

05.（C）

06.（B）

07.（D）

08.（A）

09.（C）

10.（B）

11.（D）

12.（C）

13.（D）

14.（D）

15.（D）

16.（D）

17.（C）

18.（B）

19.（C）

20.（A）

四、書寫測驗
第一部份 聽寫測驗
A.聽寫拼音（請用臺羅正式版書寫）
1. 越頭

2. 深緣
3. 剾風

4. 粗勇

越頭做伊去的「越頭」

越頭

伊生做較深緣的「深緣」

深緣

毋通出去剾風的「剾風」

剾風

人生做真粗勇的「粗勇」

粗勇

題號

答案

1

ua̍t-thâu

2
3
4

tshim-iân

khau-hong
tshoo-ióng

B.聽寫漢字（請用教育部《臺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的用字書寫）
1.攕仔

2.所費

3.荏懶

4.胡蠅
5.磅空

伊用攕仔食果子的「攕仔」

攕仔

遮的錢予你做所費的「所費」

所費

伊有夠荏懶的「荏懶」

荏懶

胡蠅貪甜的「胡蠅」

胡蠅

火車軁磅空的「磅空」

磅空

第二部份 塌空測驗（填空測驗）
空格第 1 格
我惹阿母受氣，害伊（1）紅紅。
參考答案：目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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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格第 2 格
透早起床，就看著阿爸咧無閒這，無閒（2），毋知咧創啥？
參考答案：彼
空格第 3、4 格
生活中，有誠濟咱（3）的代誌，（4）著疑問，愛請教別人。
參考答案：3.袂曉/毋知

4.拄/搪

空格第 5、6 格
這張相片是阿姊（5）的，逐家攏笑甲（6）開開。
參考答案：5. 翕

6. 喙/喙仔

空格第 7、8 格
過年的時陣，除了瓜子、糖仔以外，閣有啥物特別的年節喙食物？請寫出兩項（7）
、（8）。
參考答案：寸棗、生仁、麻米粩、發粿、甜粿、塗豆、菜頭粿、年柑
(只要寫出兩種即可)

第三部份 語句書寫
問題：請你用幾句仔話，簡單寫一个自我介紹。（50 字以內）
參考答案：我叫做阿玲，自細漢人就攏叫我躼跤仔。我行路毋但緊、性地閣
無蓋好，所以阮老爸嘛會叫我「刺耙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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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卷(三)
一、聽力測驗
第一部份 聽音選擇
（考生聽到）
請問下面佗一張圖是「茭白筍」？（重複一次）
（題本呈現）

1.（A）

（B）

（C）

（D）

2.請問下面佗一張圖是「犀牛」？

（A）

（B）

（C）

（D）

3.「我三不五時會來遮運動。」是講這个人按怎？
（A）無愛運動 （B）定定運動 （C）逐工運動 （D）毋捌運動
4.「阮阿爸若拄著車禍，攏愛隨趕去現場處理。」阿爸可能是咧食啥物頭路？
（A）法官 （B）老師 （C）送貨的 （D）警察
5.賊仔市是舊𨑨迌物仔的遊樂場佮舞臺，這是因為賊仔市會當予物件按怎？
（A）拍毋見 （B）揣著新主人 （C）修理 （D）挕掉
6.中秋節彼工，厝前厝後攏會鼻著一陣一陣的芳味，這是因為逐家咧創啥？
（A）擘柚仔 （B）食月餅 （C）啉汽水 （D）烘肉
7.「伊今仔日人有淡薄仔無爽快，所以袂當來讀冊。」請問伊哪會無來讀冊？
（A）心情無好 （B）厝裡有喜事 （C）身體欠安 （D）佮人冤家
8.「阮小弟生做真躼跤。」是講這个人的體格按怎？
（A）真懸 （B）真矮 （C）懸度普通 （D）懸度較矮
9.「伊做代誌誠拖沙。」是講這个人做代誌按怎？
（A）真慢 （B）真緊 （C）真頂真 （D） 真凊彩
10.「我感覺這項工課真硬篤。」是講這項工課按怎？
（A）真簡單 （B）無輕鬆 （C）無趣味 （D）真無聊

33

11.「這間百貨公司內面人洘秫秫。」是講這間百貨公司裡的情形按怎？
（A）攏無人 （B）人普通濟 （C）人真少 （D）人真濟
12.「我嘛是姑不而將才共你討這條數。」是講這个人按怎？
（A）想東想西 （B）不得已 （C）誠受氣 （D）毋甘願
參考答案：01.（C）02.（A） 03.（A） 04.（D）05.（B） 06.（D）
07.（C）08.（A） 09.（A） 10.（B）11.（D） 12.（B）

第二部份 對話理解
【對話第 1 段】
（考生聽到）
阿公：老的！明仔載初一愛食菜喔！
阿媽：著啊！人我昨日就想著矣！（重複一次）
（題本呈現）
1.根據對話，今仔日是初幾？
（A）初一 （B）初二 （C）三十 （D）初三。
【對話第 2 段】
人客：Ùn-tsiàng，對遮坐甲紅樹林遐，車錢愛偌濟？
司機：兩百箍啦，抑無用抾客的會較俗啦！
2.根據對話，ùn-tsiàng 所講的「抾客」是啥物意思？
（A）跳錶 （B）包車（C）算逝的 （D）算人頭的
【對話第 3 段】
查埔：借問一下，若欲報戶口，愛佇幾號的窗仔口辦？
查某：請來三號辦理。
3.根據對話，這段對話上有可能發生佇啥物所在？
（A）病院 （B）戶政事務所 （C）衛生所 （D）警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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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話第 4 段】
阿美：阿母，四月二五欲請人客，愛閣攢啥貨無？
阿母：愛會記得帖仔，一禮拜前就愛寄出去喔！
4.根據對話，請人客的帖仔上慢佗一工就愛寄？
（A）四月十五 （B）四月初十 （C）四月十七 （D）四月十八
【對話第 5 段】
查某：你喔！見擺就遮爾衝碰。
查埔：歹勢啦！我都有話無講真艱苦。
10.根據對話，你感覺這个查埔個性按怎？
（A）厚面皮 （B）急性 （C）驚見笑 （D）頂真
【對話第 6 段】
阿媽：毋知按怎我若來遮，看著穿白衫的人，血壓就一直衝懸。
媽媽：阿母，免驚啦！
6.根據對話，這段對話上有可能發生佇啥物所在？
（A）公所 （B）捷運站 （C）病院 （D）公園
【對話第 7 段】
阿明：阮媽媽明仔載欲去恁兜！
阿華：我足久無看著阿姑矣。
7.根據對話，講話的人佮應話的人是啥物關係？
（A）姨表 （B）兄弟仔 （C）叔伯 （D）姑表
【對話第 8 段】
阿媽：阿雲，你專工為我揀這間餐廳辦桌喔！
阿雲：是啊！這間的手路菜就是豬跤麵線呢！
8.根據對話，辦桌的原因上有可能是啥？
（A）滿月 （B）做生日 （C）結婚 （D）換帖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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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話第 9 段】
頭家：今仔日大俗賣，買兩盒送一盒，雞卵糕一盒百二箍
阿母：頭家，按呢我買四盒。
9.根據對話，買物件的人會當提幾盒轉去？
（A）四盒 （B）六盒 （C）八盒 （D）十盒
【對話第 10 段】
老師：明仔載恁愛會記得紮水、戴帽仔佮穿布鞋喔！
學生：老師，阮知！
10.根據對話，學生上有可能去做的活動是啥物？
（A）食飯 （B）泅水 （C）山 （D）唱歌
【對話第 11 段】
販仔：我賣的魚仔攏真鮮啦！
顧客：啊這尾明明都目睭濁濁，鼻著閣臭臭。
11.根據對話，這个販仔真𠢕按怎？
（A）漲懸價 （B）講白賊 （C）釘孤枝 （D）學工夫
【對話第 12 段】
查某：阿明，你敢會當駛車載我去車頭？
查埔：我昨昏才共車送去保養，無我騎 oo-tóo-bái 載你去好無？
12.根據對話，阿明想欲用啥物車載伊的朋友？
（A）汽車 （B）鐵馬 （C）機車 （D）烏頭仔車
【對話第 13 段】
查某：厝邊隔壁若需要鬥相共，勇伯仔攏傱代先。
查埔：像頂擺阮兜欲裝潢，伊知影了後，就共我鬥揣師傅來估價。
13.根據對話，勇伯仔的個性按怎？
（A）好禮 （B）古意 （C）骨力 （D）熱心
14.根據對話，勇伯仔真適合做啥物頭路？
（A）木工 （B）里長 （C）塗水師 （D）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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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話第 15 段】
查某：借問一下，遮佗位有咧賣果子？
查埔：你對遮直直行，看著公園倒斡有一間郵局，郵局的對面就是矣！
15.根據對話，這个問路的人有可能欲創啥物？
（A）寄批 （B）買瓜子 （C）買葡萄 （D）買果汁機
16.根據對話，離果子店上近的應該是啥物所在？
（A）郵局 （B）公園 （C）電器行 （D）餐廳
【對話第 16 段】
阿母：是啥人共遮滴甲澹漉漉？
囡仔：阿明啦！伊拄才佇內底洗喙。
17.根據對話，阿明上有可能佇啥物所在？
（A）食飯廳 （B）浴間仔 （C）冊房 （D）房間
18.根據對話，阿明可能會用著啥物物件？
（A）齒抿仔 （B）碗箸 （C）衛生紙 （D）雪文
參考答案：01.（C） 02.（D） 03.（B） 04.（D） 05.（B） 06.（C）
07.（D） 08.（B） 09.（B） 10.（C） 11.（B） 12.（C）
13.（D） 14.（B） 15.（C） 16.（A） 17.（B） 18.（A）

二、口語測驗
第一部份

詞句朗讀

※每題準備時間 10 秒，朗讀時間 10 秒。
【第 1 條】請你唸出下跤這句話：「這个門傷重，愛瞪力才捒會開。」
【第 2 條】請你唸出下跤這句話：「過年到矣，阿媽用籠床咧炊粿。」

37

第二部份

情境對話

，即可開始回答，剩 10 秒
※每題準備和回答的時間總共 30 秒，聽到「請回答」
時會「tng」1 聲提醒。
【第 1 條】
問題：你上愛耍的𨑨迌物有啥物？請你講出五種。請回答。
參考答案：干樂、紙牌仔、珠仔、機器人、布尪仔……。
(只要說出玩具的名稱即可)
【第 2 條】
問題：菜市仔咧賣的海產有真濟？請你講出五種。請回答。
參考答案：虱目魚、吳郭魚、鰻、蚶仔、花枝……。
(只要說出海產的名稱即可)
【第 3 條】
問題：恁小弟若足揀食，請問你欲按怎共苦勸？請回答。
參考答案：阿弟仔，咱人愛靠食物件才會當提供身體所需要的營養，咱毋通揀
食，著愛逐項食，按呢才有體力通做代誌喔！
【第 4 條】
問題：你若遲到，請問你欲按怎共老師講？請回答。
參考答案：老師，真歹勢！今仔日我的亂鐘仔毋知按怎哪會無霆（喨）
，害我睏
甲傷晏遲到矣，我毋是刁意故的，失禮啦！

第三部份

看圖講話

【第 1 條】

※準備和回答的時間總共 30 秒，聽到「請回答」
，即可開始回答，剩 10 秒時會
「tng」1 聲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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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請講出圖裡這三種穿插的名稱。請回答。

參考答案：洋裝、裙、䘥仔
【第 2 條】
※準備和回答的時間總共 30 秒，聽到「請回答」，即可開始回答，剩 10 秒時會
「tng」1 聲提醒。
問題：請講出圖裡這四款頭路，簡單回答就會使。請回答。

1

2

3

4

參考答案：第一張圖是總舖師/廚子，第二張圖是護士，
第三張圖是警察，第四張圖是作穡人。
【第 3 條】
※準備時間 30 秒，回答時間 30 秒，剩 10 秒時會「tng」1 聲提醒。
問題：請共下面這四格的圖，照順序組成完整的描述。
（會當盡量發揮，毋過四張圖攏愛講有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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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參考答案：阿母家己佇厝裡看電視，看著電視咧教人做『瑜珈』運動，伊愈看
愈有興趣，就綴咧做，做咧做咧雄雄聽著啪一聲，阿母的腰紲去跩
著，疼甲擋袂牢就隨去看醫生。醫生看看咧共講：
「欲做運動進前，
身軀一定愛先振動一下，予筋骨較軟略(nńg-lio̍h)，身軀較燒烙，按
呢才袂造成運動傷害。」(122 字)

三、閱讀測驗
語詞語法
1.「伊予爸母足『操煩』的!」請問內底的「操煩」佮下面佗一个意思上接近?
（A）操勞 （B）煩惱 （C）受氣 （D）艱苦
2.下面佗一个語詞上適合用來形容物件的氣味?
（A）甜粅粅 （B）燒燙燙 （C）芳貢貢 （D）闊莽莽
3.「伊是厝裡上細漢的囡仔，也就是講伊是厝裡的

。」請問空格仔內揀

佗一个上適當？
（A）屘仔囝 （B）大漢囝 （C）毋成囝 （D）了尾仔囝
4.下面佗一个閩南語的講法是正確的？
（A）我食飽飯矣 （B）我做完功課 （C）伊啉酒醉矣 （D）伊洗好衫矣
5.「我是『刁工』來看你的。」請問內底的『刁工』佮下面佗一个意思上接近?
（A）厚工 （B）專工 （C）停工 （D）罷工

40

6.「這領衫勼水去矣。」是講這領衫按怎？
（A）洗了變細領 （B）沐著水變澹澹 （C）浸佇水裡 （D）用水洗九擺。
7.「我聽著有人咧

電鈴。」請問空格仔內揀佗一个上適當？

（A）按 （B）敲 （C）揤 （D）摸
8.「為著健康，阮兜的青菜攏用

的，無用油，嘛無摻鹹汫。」請問空格

仔內揀佗一个上適當？
（A）炒 （B）燖 （C）滷 （D）煠
9.「你是睏無好siooh？無，哪會一直咧

。」請問空格仔內揀佗一个上適

當？
（A）拍呃 （B）哈唏 （C）放屁 （D）擤鼻
10.「你這个囡仔哪會遮爾仔

，仙講都講袂聽！」請問空格仔內揀佗一

个上適當？
（A）好空 （B）佮意 （C）狡怪 （D）古意
11.請問下面佗一个閩南語的講法是毋著的？
（A）你看甲神神神。

（B）伊聽甲信信信。

（C）我啉甲滇滇滇。

（D）食甲飽飽飽。

12.請問下面佗一个閩南語的講法是毋著的？
（A）阿母共阮惜命命。 （B）阿爸心肝亂操操。
（C）小弟規工閒仙仙。 （D）小妹歡喜笑哈哈。
13.「貢丸湯拄煮好爾爾，猶＿＿＿＿＿，毋好燙著。」請問空格仔內揀佗一个
上適當？
（A）冷吱吱 （B）軟荍荍 （C）燒滾滾 （D）氣怫怫
14.「風颱來的時陣，會透大風、落大雨，嘛定定會有

。」請問空格仔內

揀佗一个無適當？
（A）水崩山 （B）大地動 （C）塗石流 （D）痟狗湧
15.「古早人佇冬節這工，攏會＿＿＿圓仔。」請問空格仔內揀佗一个上適當？
（A）摸 （B）挲 （C）磨 （D）撋
16.「欲食中晝頓矣，恁毋通閣食

矣。」請問空格仔內揀佗一个上適當？

（A）𨑨迌物 （B）手路菜 （C）四物仔 （D）四秀仔
17.「魚趁鮮，人趁『茈』。」請問內底的「茈」佮下面佗一个意思上接近？
（A）少年 （B）勇健 （C）快活 （D）精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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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掃地掃壁角，洗面洗

。」請問空格仔內揀佗一个上適當？

（A）目眉 （B）鼻空 （C）喙齒 （D）耳空
啦！」請問空格仔內揀佗一

19.「你傷客氣矣，後擺人來就好，毋通閣紮
个無適當？
（A）帶手 （B）好禮 （C）等路 （D）伴手

20.「見擺若是聽著風颱欲來，阿媽就會心肝結規丸。」請問這句話是啥物意思？
（A）真煩惱 （B）真費氣 （C）真歡喜 （D）真厭氣

參考答案：01.（B）
06.（A）
11.（C）

16.（D）

02.（C）

03.（A）

04.（C）

05.（B）

12.（D）

13.（C）

14.（B）

15.（B）

07.（C）

17.（A）

08.（D）

09.（B）

18.（D）

19.（B）

10.（C）
20.（A）

四、書寫測驗
第一部份 聽寫測驗
A.聽寫拼音（請用臺羅正式版書寫）
1. 陷眠

2. 海湧
3. 寂寞

4. 擽呧

睏罔睏，毋通陷眠的「陷眠」

陷眠

海湧真大的「海湧」

海湧

伊一个人真寂寞的「寂寞」

寂寞

細漢囡仔真愛予人擽呧的「擽呧」

擽呧

題號

答案

1

hām-bîn

3

tsi ̍k-bo̍k

2
4

hái-íng

ngiau-ti

B.聽寫漢字（請用教育部《臺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的用字書寫）
1.尻川

小弟予阿母拍尻川的「尻川」

尻川

2.囂俳

這个人真囂俳的「囂俳」

囂俳

3.喙䫌

伊的喙䫌哪會遐紅的「喙䫌」

喙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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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佳哉

佳哉我有紮雨傘的「佳哉」

佳哉

5.欣羨

伊頭腦巧，予人誠欣羨的「欣羨」

欣羨

第二部份 塌空測驗（填空測驗）
空格第 1 格
暗時飛來飛去的（１），袂輸閃爍的天星。空格仔內是動物的名稱。
參考答案：1.火金蛄
空格第 2 格
電視毋通看傷久，（２）才袂近視。空格仔內是器官的名稱。
參考答案：2.目睭
空格第 3、4 格
下課的時，有人趕緊去（３）放尿，嘛有人走去（４）拍球。
空格仔內是學校的場所名稱。
參考答案：3.便所

4.運動埕

空格第 5、6 格
物件毋通囥傷（５），愛囥較（６）咧，我才提會著。空格仔內是方位名稱。
參考答案：5.懸

6.低

空格第 7、8 格
毋管是（７）人抑是（８）人，咱攏愛對人有禮貌。
空格仔內是佮人認捌、交往的深、淺。
參考答案 7.生份 8.熟似
第三部份 語句書寫
問題：你若當選學校的模範生，請你用幾句仔話，寫出你的心情。
（30 字以內）
參考答案：感謝老師佮同學予我有閣再學習的機會，我會認真拍拚來服務逐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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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卷(四)
一、聽力測驗
第一部份 聽音選擇
（考生聽到）
1.請問下面佗一張圖是「愛文」？（重複一次）
（題本呈現）

（A）

（B）

（C）

（D）

（C）

（D）

2.請問下面佗一張圖是「露螺」？

（A）

（B）

3.「伊規个家伙攏予人拐了了。」是講伊的財產予人按怎？
（A）騙去 （B）掠去 （C）抾去 （D）燒去
4.「伊做代誌真骨力。」是講這个人做代誌按怎?
（A）真出力 （B）足凊彩 （C）真𠢕趖 （D）誠拍拚
5.「伊一直流鼻水，規身軀起畏寒。」請問這个人感覺按怎?
（A）足感動 （B）無爽快 （C）真受氣 （D）誠憂愁
6.「這塊柴冇冇。」是講這塊柴按怎？
（A）無夠媠 （B）傷大塊 （C）無夠大 （D）無結實
7.「阿智蹛臺南，伊欲去新竹揣阿舅。」請問坐佗一種交通工具上緊?
（A）捷運 （B）高鐵 （C）火車 （D）水龍車
8.下面佗一項物件會囥佇灶跤？
（A）冊櫥 （B）衫櫥 （C）菜櫥 （D）藥櫥
9.「欲暗仔佇公園有音樂會呢？」請問音樂會上有可能佇幾點演出?
（A）下晡一點 （B）下晡三點 （C）下晡五點 （D）暗時八點
10. 「伊跋倒矣，我趕緊來去買一條藥膏予伊抹。」請問藥膏愛去佗位買？
（A）漢藥店 （B）電器行 （C）五金行 （D）西藥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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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是愛閣等偌久？我這馬已經大腸告小腸矣。」這是咧講我人按怎？
（A）嚨喉疼 （B）𠢕膨風 （C）足𠢕趖 （D）腹肚枵
12.「伊今仔日真反常，哪會遮爾歹聲嗽。」請問伊原來的個性按怎？
（A）壓霸 （B）歹性地 （C）斯文 （D）雷公性
參考答案：01.（C） 02.（D） 03.（A） 04.（D） 05.（B） 06.（D）
07.（B） 08.（C） 09.（C） 10.（D） 11.（D） 12.（C）

第二部份 對話理解
【對話第 1 段】
（考生聽到）
查某：今仔日統一發票開獎矣，你敢有著？
查埔：錢也袂生跤，免驚伊走去啦！（重複一次）
（題本呈現）
1.根據對話，會使知影這个查埔人的個性按怎？
（A）無膽 （B）閉思 （C）恬靜 （D）慢性
【對話第 2 段】
查埔：今仔日是舊曆八月十五，恁兜有欲烘肉無？
查某：阮阿爸講彼無環保啦，所以我干焦會當鼻芳爾爾。
2.根據對話，彼工是啥物節日？
（A）元宵節 （B）肉粽節 （C）中元節 （D）中秋節
【對話第 3 段】
阿姨：阿安，你幾歲矣？
阿安：閣兩個月我就滿十二歲矣。
3. 根據對話，請問阿安這馬幾歲？
（A）十歲 （B）十一歲 （C）十二歲 （D）十三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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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話第 4 段】
後生：阿母，人遮足疼的，𤆬我去予醫生看啦！
阿母：﹝啥人﹞叫你四秀仔食遐濟，食了閣毋洗喙。
4.根據對話，這个囡仔上有可能按怎？
（A）頭殼疼 （B）目睭疼 （C）喙齒疼 （D）腹肚疼
【對話第 5 段】
囡仔：阿母，桌頂拭好矣？
阿母：桌頂全菜幼仔，哪會遮烏魯木齊？
5.根據對話，這个囡仔做代誌按怎？
（A）足實在 （B）真古意 （C）誠骨力 （D）傷凊彩
【對話第 6 段】
人客：頭家，這「花仔菜」按怎賣？
頭家：一蕊三十五啦！這爿的青菜，一把二十，欲順紲買寡無？
人客：按呢我欲買一蕊花仔菜佮一把蕹菜。
6.根據對話，彼个人客愛予頭家偌濟錢？
（A）三十五箍

（B）二十箍

（C）五十箍

（D）五十五箍

【對話第 7 段】
甲：恁攑鼓仔燈欲去佗位？
乙：阮欲去廟口臆燈猜、看鬧熱。
7.根據對話，彼工是啥物節日？
（A）元宵節 （B）五日節 （C）中秋節 （D）重陽節
【對話第 8 段】
查某囝：阿爸，過--兩工矣我會轉去看你。
老爸：好啊，啊是當時欲轉來？
查某囝：都初五啦！
8.根據對話，查某囝敲電話彼工是佗一工？
（A）初三 （B）初五 （C）初七 （D）初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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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話第 9 段】
某：你的面色遮歹看，哪會無愛去歇一下？
翁：一陣囡仔佇隔壁房若粟鳥仔咧，嘻嘻嘩嘩，哪睏會去。
9. 根據對話，請問翁無法度歇睏的原因是啥物？
（A）粟鳥仔一直叫 （B）囡仔傷吵 （C）人咧艱苦 （D）無房間通䖙咧
【對話第 10 段】
囡仔：害矣啦！老師講拜五欲考試，我冊攏猶未讀呢！
阿母：拜五？啊毋就是後日？
10.根據對話，今仔日是拜幾？
（A）拜一 （B）拜二 （C）拜三 （D）拜四
【對話第 11 段】
查某：誠久無﹝看見﹞，你是搬去佗位？
查埔：喔！我都搬轉去後山佮序大人蹛啦！
11.根據對話，應話的人這馬上有可能蹛佇啥物所在？
（A）基隆 （B）花蓮 （C）彰化 （D）屏東
【對話第 12 段】
A：聽講阿慶叔仔下昏暗欲辦桌請人客呢！
B：阿慶叔仔鹹澀甲出名，一个錢是拍二四个結，敢有可能？
12.根據對話，阿慶叔仔平常時予人啥物印象？
（A）𠢕開錢 （B）足大方 （C）毋趁錢 （D）蓋凍霜
【對話第 13 段】
A：美華，百貨公司當咧大拍賣，行！咱來去踅踅咧好無？
B：我這個月橐袋仔空空，後個月才閣講啦！
13.根據對話，美華是按怎無愛去踅百貨公司？
（A）傷無閒 （B）人無爽快 （C）無錢矣 （D）工課傷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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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話第 14 段】
A：阿娟，我坐八點的火車，差不多翻點到台北。
B：阿爸，你放心，到時我會去車頭接你。
14.根據對話，阿娟老爸啥物時陣會到台北車頭？
（A）透早 （B）中晝 （C）下晡 （D）半暝
【對話第 15 段】
尪：老的，你哪會共規厝間舞甲挐氅氅？
某：我才想欲問你，我囥佇眠床頭的錢咧？
15.根據對話，兜有可能發生啥物代誌？
（A）火燒厝 （B）做風颱 （C）著賊偷 （D）淹大水
【對話第 16 段】
囡仔：阿媽，你哪會包遮濟肉粽？
阿媽：戇孫的，你毋知明仔載是啥物日子喔？
16.根據對話，明仔載上有可能是下面佗一个節日？
（A）母親節 （B）中秋節 （C）五月節 （D）過年
【對話第 17 段】
A：阿公，你欲去佗位？我駛車載你去。
B：戇孫，彼个所在，干焦坐車袂到啦！
17.根據對話，阿公欲去的所在上有可能是佗位？
（A）馬祖（B）南投（C）台南（D）新竹
【對話第 18 段】
A：阿美，你嫁來遮就愛加減仔學煮食！
B：阿母，我會認真佮你學一寡仔手路菜啦！
18.根據對話，兩个是啥物關係？
（A）叔伯姊妹（B）大家新婦（C）母仔囝（D）媽孫仔
參考答案：01.（D）02.（D）03.（B）04.（C） 05.（D）06.（D）
07.（A）08.（A）09.（B）10.（C） 11.（B）12.（D）
13.（C）14.（D）15.（C）16.（C） 17.（A）1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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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口語測驗
第一部份 詞句朗讀
※每題準備時間 10 秒，朗讀時間 10 秒。
【第 1 條】請你唸出下跤這句話：「我定定看媽媽用肥豬肉煏油。」
【第 2 條】請你唸出下跤這句話：「你是人客，曷好勢予你鬥洗碗。」
第二部份 情境對話
※每題準備和回答的時間總共 30 秒，聽到「請回答」
，即可開始回答，剩 10 秒
時會「tng」1 聲提醒。
【第 1 條】
問題：學生讀冊的時，會用著啥物物件？請你講出五項。請回答。
參考答案：字典、鉛筆、簿仔、原子筆、課本
(只要說出文具用品的名稱即可 )
【第 2 條】
問題：人破病、身體無爽快的情形有幾若種？請你講出五種。請回答。
參考答案：實鼻、落屎、蛀齒/喙齒疼、嚨喉疼、寒著/冷著/感著
【第 3 條】
問題：你足想欲買一支手機仔，請問你欲按怎共你的爸母講？請回答。
參考答案：阿爸、阿母，手機仔毋但會當敲電話、查資料，閣有足濟功能的。
阮同學已經有誠濟人買矣，我嘛誠想欲有一支。恁放心啦！我袂用
來耍 game 影響功課！拜託的啦！予我買一支啦！
【第 4 條】
問題：你若無細膩共同學的杯仔挵破去，請問你愛按怎共會失禮？請回答。
參考答案：阿義仔！我拄才行路傷生狂，無細膩煞共你囥佇桌頂的杯仔挵破去
實在足失禮的，我會趕緊買一个新的來還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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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份 看圖講話
【第 1 條】

，即可開始回答，剩 10 秒時會
※準備和回答的時間總共 30 秒，聽到「請回答」
「tng」1 聲提醒。
問題：請講出下面三種手指頭仔的名稱。請回答。

參考答案：大頭拇、指指/二指、䆀指/尾二指
【第 2 條】
※準備和回答的時間總共 30 秒，聽到「請回答」，即可開始回答，剩 10 秒時會
「tng」1 聲提醒。
問題：請講出圖裡這四種店名，簡單回答就會使。請回答。

1

2

3

4

參考答案：第一張圖是麭店。第二張圖是目鏡行。
第三張圖是文具店。第四張圖是電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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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條】

※準備時間 30 秒，回答時間 30 秒，剩 10 秒時會「tng」1 聲提醒。
問題：請共下面這四格的圖，照順序組成完整的描述。
（會當盡量發揮，毋過四張圖攏愛講有著）

1
3

2
4

參考答案：今仔日天氣真好，阮規家伙仔鬥陣騎跤踏車去𨑨迌。阮那騎那看風
景，看著逐家攏笑咪咪佮阮相借問，阮感覺真歡喜。我愈騎愈緊，
一時無注意煞去軋著石頭，跋一个四跤翹上天，疼甲哀哀叫。阿爸
看我跤著傷就共我載，予我會當輕輕鬆鬆，繼續坐車佮逐家做伙去
𨑨迌。(122 字)

三、閱讀測驗
語詞語法
1.「欲去，烏影；毋去，吊鼎」講出討海人歹______的心聲。請問空格仔內，揀
下面佗一个語詞上無適當？
（A）趁食 （B）趁燒 （C）趁錢 （D）討趁
2.下面佗一个講法是正確的？
（A）彼間大厝真大間

（B）彼間厝真大間

（C）彼間闊厝真大間

（D）彼間厝真闊間

3. 下面佗一个講法是正確的？
（A）落起雨來矣

（B）衫趕緊穿上

（C）行入去厝內

（D）提出一本冊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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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伊的設計提著世界冠軍，______甲強欲掠袂牢。」請問空格仔內，揀下面佗
一个語詞上適當？
（A）猛 （B）衝 （C）沖 （D）傱
5.「這个查某囡仔的面真______，看著足媠的。」請問空格仔內，揀下面佗一个
語詞上適當？
（A）滑 （B）光 （C）釉 （D）幽
6.「我欲甲你攬『牢牢』，毋放開。」請問下面佗一个語詞的意思佮「牢牢」上
接近？
（A）緊緊 （B）峇峇 （C）密密（D）絚絚
7.「伊毒食牢咧矣，我看伊這世人______矣！」請問空格仔內，揀下面佗一个語
詞上適當？
（A）發捔 （B）缺捔 （C）抾捔 （D）死捔
8.「伊的雞肉去予狗仔______去矣！」請問空格仔內，揀下面佗一个語詞上無適
當？
（A）咬 （B）吞 （C）掠 （D）食
9.「咱做人愛較規矩咧，袂使______來！」請問空格仔內，揀下面佗一个語詞上

無適當？
（A）慢且 （B）亂使 （C）濫使 （D）烏白
10.「伊足𠢕______的，莫怪會顧人怨。」請問空格仔內揀佗一个上適當？
（A）算數 （B）詭計 （C）比賽 （D）計較
11.「師父上山去採藥，下昏暗就會______轉來。」請問空格仔內揀佗一个上適
當？
（A）出山 （B）落山 （C）下山 （D）山
12.「逐工透早攏愛食______ 身體才會健康。」請問空格仔內揀佗一个上適當？
（A）早餐 （B）早點 （C）早頓 （D）白飯
13.「人情留一線，日後好______。」請問空格仔內揀佗一个上適當？
（A）見面 （B）鬥陣 （C）相看 （D）相相
14.「遮有一____蛇，足驚人的」請問空格仔內揀佗一个上適當？
（A）隻 （B）尾 （C）條 （D）个
15.「毋通冤家，若無閣見面會真______。」請問空格仔內揀佗一个上適當？
（A）受氣 （B）恬靜 （C）笑詼 （D）礙虐
16. 「頭家，弓蕉共我秤兩______。」請問空格仔內揀佗一个上適當？
（A）葩 （B）把 （C）攕 （D） 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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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阿母牽阿媽______過戶橂。」請問空格仔內揀佗一个上適當？
（A）跳 （B）迒 （C）傱 （D）衝
去踢著椅仔跤，煞共菜湯捙捙倒。」請問空格仔內揀佗一个上

18. 「小弟
適當？

（A）無礙著 （B）無半步 （C）無張持 （D）無要緊
19. 「夜市仔的物件真好食，逐擔阮攏有去

過。」請問空格仔內揀佗一个

上適當？
（A）買賣（B）交陪 （C）交關 （D）來往
20. 「伊緊張甲規身軀_____。」請問空格仔內揀佗一个上適當？
（A）咇咇掣 （B）氣怫怫 （C）燒滾滾 （D）青恂恂
參考答案：01.（B）
06.（D）
11.（B）

16.（D）

02.（B）

03.（C）

04.（B）

05.（C）

12.（C）

13.（C）

14.（B）

15.（D）

07.（C）
17.（B）

08.（C）
18.（C）

09.（A）
19.（C）

10.（D）

20.（A）

四、書寫測驗
第一部份 聽寫測驗
A.聽寫拼音（請用臺羅正式版書寫）
1.鬱卒

心情真鬱卒的「鬱卒」

鬱卒

2.作穡

認真作穡的「作穡」

作穡

3.古錐

徛鵝真古錐的「古錐」

古錐

4.扭掠

跤手誠扭掠的「扭掠」 扭掠
題號

答案

1

ut-tsut

2
3
4

tsoh-sit

kóo-tsui
liú-lia̍h

B.聽寫漢字（請用教育部《臺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的用字書寫）
1.家婆

2.勇健

3.頷頸

伊真家婆的「家婆」

家婆

身體真勇健的「勇健」

勇健

頷頸伸長長的「頷頸」 頷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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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尪仔
5.梢聲

布袋戲尪仔的「尪仔」 尪仔
講話梢聲的「梢聲」

梢聲

第二部份 塌空測驗（填空測驗）
空格第 1 格
滷肉的時，愛摻一寡仔（１）才會媠色。空格仔內是食品添加物。
參考答案：1.豆油
空格第 2 格
阿媽過身去矣，阿爸真傷心，一直流（２）。
參考答案：2.目屎

空格第 3、4 格
伊的身材本來誠（３），因為定定食宵夜，這馬變甲足（４）的。
參考答案：3.瘦抽/瘦

4.大箍/肥

空格第 5、6 格
阿公的頭毛、（５）佮（６）攏變白矣。
參考答案：喙鬚、目眉。
空格第 7、8 格
食青菜會當幫助消化，請寫出兩項菜蔬。（7）、（8）
參考答案：菜瓜、豆菜、菜頭、花仔菜、菠薐仔……。
(只要寫出兩種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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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份 語句書寫
問題：恁學校舉辦運動會，你想欲寫卡片招好朋友阿志來，請你寫幾句仔話共
邀請。（50 字以內）
參考答案：
阿志：後禮拜六，是阮學校 50 週年的運動會，我有表演跳舞喔！希望你會當來
參加。
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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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奇

ᅥݑᄬ B ৺ᄮᙋቚ௫ώ!
Ŝበᆷ؎ࣶ!
呂海婷

新北市海山國小教師

沈瑩玲

新北市大同國小教師

林淑期

新北市民安國小教師

唐明華

新北市重陽國小閩南語教師

陳素年

新北市厚德國小教師

陳慧玲

新北市泰山國小教師

蕭曉燕

新北市民安國小教師

簡秋月

新北市民安國小教師
〈照字姓筆劃的順序來排〉

■ ેҖበᏭĈ林淑期、陳慧玲、呂海婷!!
■ ᐂ!!!!ࢰĈ林淑期、柯棟山、唐明華!
■ నࢍᄦү!
魔數電腦多媒體股份有限公司

■ဦֽͯ
教育部閩南語常用詞辭典
魔數電腦多媒體股份有限公司

■ۍ۰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新北市閩南語輔導團

■͟ۍഇ
民國 104 年 01 月

!ିՄ̶ֳăᝌܓଯ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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