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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單選題（每題 2 分，共 70 分） 

1.下列何者是漢語為孤立性語言（Isolating Language）的主要原因？  

(A)漢語文字為方塊字，每個字單獨存在，互不影響。  

(B)漢語主要特徵以聲調辨義。  

(C)漢語為主題明顯的語言。  

(D)漢語缺少形態變化。 

  

 2.請問下列哪一個詞彙輕聲化不具有辨義作用？ 

 (A)煙火 

 (B)練習 

 (C)地道 

 (D)兩個 

  

3.下列何者為動補複合詞？（前一個字是動詞，後一個字是副詞） 

 (A)月餅 

 (B)減少 

 (C)懶惰 

 (D)算命  

  

4.「油畫、版畫、水彩畫、國畫」，這幾個名詞最接近義位本身的上位概念是哪一個？ 

 (A)美術 

 (B)藝術 

 (C)美學 

 (D)繪畫  

  

5.「司馬庫斯的這棵神木 150 歲」，這句話裡哪一部分是謂語？ 

 (A)司馬庫斯的 

 (B)這棵 

 (C)150 歲 

 (D)神木  

  

6.「大家好，我是王莉莉，今年 25 歲，雙魚座，家住汐止，一共有 3 個姊妹」，這段

話使用什麼方式連貫語意？ 

 (A)語序 

 (B)焦點 

 (C)回指 

 (D)替代  



  

7.「這棵樹葉子很大」，這個句子的哪一部分是主題？ 

 (A)很大 

 (B)這棵樹 

 (C)這棵樹葉子 

 (D)葉子  

  

8.下列關於語音類型的判斷標準，何者正確？ 

 (A)發塞音時，氣流完全受阻。 

 (B)發清音時，聲帶張開振動。 

 (C)發輔音時，舌頭阻礙氣流。 

 (D)發鼻音時，軟顎提高閉合。 

  

 9.下列哪一個詞語不具有歧義現象？ 

 (A)張三昨天買的書 

 (B)兩個小孩的玩具（兩個小孩或兩個玩具？） 

 (C)大型家俱拍賣會（大型家俱還是大型拍賣會？） 

 (D)新郎和新娘的父母 （新娘的父母還是兩位新人的父母？） 

  

10.下列關於漢語的語音特徵，何者有誤？ 

 (A)漢語的語音數量是有限的。 

 (B)漢語的語音包含元音和輔音。 

 (C)漢語的擦音有送氣與否之分。 

 (D)漢語的語音以氣流外呼的方式發音。  

  

11.「為了這次考試，他從圖書館借了很多書，到今天都還堆在桌上」，這個句子共包含 

幾個介詞？ 

 (A)3 

 (B)4 

 (C)5 

 (D)6  

  

12.國語的念法，以下哪一個字屬於「合口」音？（含ㄨ的音） 

 (A)然 

 (B)我 

 (C)等 

 (D)鳥  

  

13.下列哪一組詞具有下義關係（Hyponymy）？ 



 (A)打鼾/睡覺 

 (B)內臟/腸胃 

 (C)緊張/焦慮 

 (D)動物/植物  

  

14.「難怪小林的女朋友又遲到了」，下列何者不屬於這個句子的預設？ 

 (A)小林有女朋友。 

 (B)小林的女朋友又遲到了。 

 (C)小林的女朋友曾經遲到。 

 (D)小林的女朋友下次會遲到。  

  

15.「皮大衣」中的「皮」屬於下列哪一類？ 

 (A)狀語 

 (B)賓語 

 (C)定語 

 (D)主語  

  

16.「甲：妳的頭髮好香，是用什麼洗的？ 乙：洗髮精」，從言談合作原則來看，乙的

回答違反了哪一個準則？ 

 (A)量 

 (B)質 

 (C)關係 

 (D)方式  

  

17.發「一」和「ㄩ」時，主要的不同點是？ 

 (A)送氣與否 

 (B)舌位高低 

 (C)唇形圓展 

 (D)清濁差別  

  

18.以下哪一個詞，不屬於音譯詞？ 

 (A)熱狗（hot dog） 

 (B)沙發 

 (C)幽默 

 (D)俱樂部  

  

19.以下哪一個地區，或哪一個語言，不屬於南島語系？（最後一律送分） 

 (A)菲律賓 

 (B)印尼 



 (C)臺灣原住民 

 (D)泰國  

  

20.閩南語七個聲調，不分陰調陽調的是？ 

 (A)平聲 

 (B)上聲 

 (C)去聲 

 (D)入聲  

  

21.國語音系中，不能和ㄘ這個聲母拼合的是？（ㄘㄞ、ㄘㄨ、ㄘㄡ都有，但沒有ㄘ一） 

 (A)[y] 

 (B)[ai] 

 (C)[u] 

 (D)[ou]  

  

22.有關現代漢語「ㄌ」和「ㄖ」的描述，正確的選項是？ 

 (A)都與鼻音有關 

 (B)都是濁輔音 

 (C)都是舌尖後音 

 (D)都可拼合舌尖元音  

  

23.有關開、齊、合、撮四呼的聲韻結合關係，正確的描述是？ 

 (A)齊齒呼的韻母標記是[y]元音 

 (B)ㄐㄑㄒ只拼合撮口呼韻母（非也，會有ㄐ一、ㄑ一、ㄒ一等音） 

 (C)ㄓㄔㄕㄖ只拼合開口呼韻母（非也，會有ㄓㄨ、ㄔㄨ、ㄕㄨ、ㄖㄨ等音） 

 (D)ㄋㄌ可拼合開、齊、合、撮四呼韻母  

  

24.加詞綴為現代漢語的一種構詞方式，加上詞綴後會改變原來詞性的選項是？ 

 (A)老虎 

 (B)桌子 

 (C)來頭 

 (D)花兒  

  

25.下列句子皆表被動語意，結構不同的選項是？ 

 (A)杯子打破了 

 (B)書總算讀完了 

 (C)門突然開了 

 (D)他挨了一巴掌  

  



26.「紅樓夢我讀了三天了」，這句話的語意是？ 

 (A)我整整花了三天讀完紅樓夢。 

 (B)我才花三天就已經讀完紅樓夢。 

 (C)我三天前就已經讀完紅樓夢了。 

 (D)我雖然讀了三天，還未讀完紅樓夢。  

  

27.下列選項未有預設前提的是？ 

 (A)你不抽菸了嗎 

 (B)他現在不打球了 

 (C)他吃完了蛋糕 

 (D)你總算準時上課了  

  

28.下列語句符合語法的選項是？ 

 (A)我以為你有事情不能及時趕來，你果然趕來了。 

 (B)我以為你有事情不能及時趕來，你反而提前趕來了。 

 (C)我以為你沒什麼事情一定能按時趕來，你居然趕來了。 

 (D)我以為你沒什麼事情一定能按時趕來，你反而提前趕來了。  

  

29.口語中，「就這樣」常常說成「就醬」發生了什麼語音的變化？（有兩個答案） 

 (A)連音變化 

 (B)異化 

 (C)縮讀 

 (D)同化  

  

30.以下關於漢語聲調的敘述，何者有誤？ 

 (A)聲調與詞義無關，改變聲調並不會改變詞義。 

 (B)聲調指的是語音的音高和音長。 

 (C)漢語的每一個漢字音節都有聲調。 

 (D)現代漢語的聲調僅有平、上、去聲，沒有入聲。  

  

31.下列哪一個字帶有複韻母？ 

 (A)開（kai） 

 (B)坑 

 (C)看 

 (D)卡  

  

32.關於「死」的用法，下列何者作為動詞用？ 

 (A)死心 

 (B)死會 



 (C)死記 

 (D)死巷  

  

33.下列詞彙中，從詞素（語素）義與詞義的關係來看，何者與其他三者不同？ 

 (A)恩怨 

 (B)動靜 

 (C)城牆（其他三個都是對比的，只有這個是同義的） 

 (D)睡覺  

  

34.下列關於漢語的鼻音特徵，何者正確？ 

 (A)漢語的濁聲母都是鼻音。 

 (B)漢語的鼻音都能擔任聲母。 

 (C)漢語的鼻音都能擔任韻尾。 

 (D)漢語的鼻音發音部位各不相同。  

  

35.關於漢字的由來和演變，以下敘述何者有誤？ 

 (A)「金文」盛行於西周，是一種鑄刻在青銅器上的文字。 

 (B)「甲骨文」通行於商代，主要作為占卜用。 

 (C)「隸書」是由大篆草率寫法形成的一種字體，主要流通於唐代。 

 (D)「篆書」是春秋戰國到秦漢之間使用的文字，包括大篆及小篆。 

  

※下列問答題請在試卷上標明題號，以藍、黑色原子筆或鋼筆作答  

二、問答題（每題 10 分，共 30 分）  

1.請將下列句子中的漢字排列組合，列出所有在漢語中符合文法的句子（Grammatical 

Sentences），並說明為何漢語容許這些組合（新排列的句子中可加入標點符號）。 例句：

請快來唱歌 

答：例如，唱歌請快來，請快來歌唱…… 

  

2.漢語的「頭」除了表示人或動物脖子以上的部分，如「人頭」的語義之外，還可表達

哪些不同的語義？請列出其他三種意義，並為每種語義提供一個例詞或例句。這些不

同的語義應該分析為多義（Polysemy）或同音異義（Homonym）的現象？請說明歸類

的理由。 

答：第一，頭獎…… 

  

3.請以實際例證說明現代漢語的音節結構為何？必要音素為何？可以有哪些語音成分？

音節的組合方式有哪些可能？ 

 

2014 年 

一、單選題（每題 2 分，70 分） 



1.「頭」在下列哪一個詞彙中是詞綴？ 

(A)書放在桌子上「頭」。 (B)野柳的女王「頭」面臨風蝕危機。 

(C)關於投資，他可說得「頭」頭是道。 (D)他中了統一發票「頭」獎。 

 

2.下列哪一個句子中動詞後的成分是補語？ 

(A)跑了一個逃犯 (B)去了五趟 

(C)來了五個人 (D)颱風毀了不少家園 

 

3.下列哪一組字的聲母對立特徵不是 [±送氣]？ 

(A)拆、摘 (B)載、菜 (C)坑、亨 (D)曲、舉 

 

4.下列何者屬會意字？ 

(A)人 (B)老 (C)休 (D)上 

 

5.下列哪一個選項不是表示範圍的副詞？ 

(A)都 (B)只 (C)才 (D)僅 

 

6.下列哪一組複合詞皆屬並列結構？ 

(A)考試、正直、腦死 

(B)改革、聲音、禁止 

(C)語言、說明、公園 

(D)擴大、客人、西瓜 

 

7.下列哪一個字和其他的字無法押韻？ 

(A)國 (B)奪 (C)愁 (D)活 

 

8.下列哪一個慣用語的內部結構與其他三者不同？ 

(A)走後門 (B)開夜車 (C)鬼畫符 (D)交白卷 

 

9.古稱「婦人」為士之妻，現代漢語則稱其為已婚的女子，請問在詞義的演變上，發生

了何種作用？ 

(A)深化 (B)擴大 (C)縮小 (D)轉移 

 

10.「只有好好努力，才能考上好大學。」請問此句的語法關係為： 

(A)條件關係 (B)並列關係 (C)轉折關係 (D)選擇關係 

 

11.我們習慣會因為前後發音的互相影響，導致「看一看」的「一」發生了什麼語音的

變化？ 

(A)同化 (B)異化 (C)弱化 (D)消失 



 

12.下列哪一個複合詞是動賓結構？ 

(A)報導 (B)報名 (C)報復 (D)報告 

 

13.下列哪一個三音節詞的結構關係與其他不同？ 

(A)乾燥劑 (B)安全帽 (C)販賣機 (D)映象管 

 

14.下列哪一個聲母發音時氣流會由舌頭的兩側流出？ 

(A)ㄒ (B)ㄌ (C)ㄍ (D)ㄇ 

 

15.國語音系中，韻母 [i] 能和下列哪ㄧ個聲母結合？ 

(D)[ʨ] 

 

16.「地震」屬於哪一種結構的複合詞？ 

(A)偏正 (B)主謂 (C)述賓 (D)並列 

 

17.下列哪一組皆為雙聲連綿詞？ 

(A)玲瓏、蹣跚 (B)冒昧、荒唐 (C)蜘蛛、流連 (D)枇杷、珊瑚 

 

18.比較國語與閩客方言的音韻系統，下列敍述何者正確？ 

(A)國語沒有濁音聲母 (B)國語沒有入聲 

(C)閩客方言沒有脣齒音聲母 (D)閩客方言沒有圓脣元音 

 

19.下列詞語中，何者為實詞？ 

(A)可是 (B)從 (C)紙張 (D)應該 

 

20.「蟻」屬於下列哪一種詞素？ 

(A)自由詞素 (B)附著詞素 (C)衍生詞綴 (D)屈折詞綴 

 

21.「爭」、「蒸」詞彙間的關係屬於下列哪一種？ 

(A)反義詞 (B)同音詞 (C)同義詞 (D)多義詞 

 

22.「去買兩斗米酒回來招待老朋友。」這句話裡哪一個字要變調？ 

(A)買 (B)兩 (C)酒 (D)老 

 

23.下列哪一種語言與漢語的親屬關係最接近？ 

(A)日語 (B)藏語 (C)蒙古語 (D)布農語 

 

24.下列敍述，哪一項可以由「李老師還待字閨中」推知？ 



(A)李老師很漂亮 (B)李老師結過婚 (C)李老師喜歡書法 (D)李老師是女的 

 

25.下列哪一句話最貼近「弟弟給狗吃包子」之意涵？ 

(A)狗吃弟弟的包子 (B)弟弟把包子給狗吃 

(C)包子被弟弟的狗吃了 (D)弟弟把狗的包子給吃了 

 

26.根據心理語言學的研究，大腦在處理漢語這種聲調語言的時候，優先使用哪一部分 

來處理？ 

(A)右腦 (B)左腦 (C)小腦 (D)延腦 

 

27.下列哪一個句子中的「誰」是疑問代名詞？ 

(A)誰都會喜歡這個孩子 

(B)誰知道故事的結局就把它寫下來 

(C)他樂善好施，誰不知道他是個大好人 

(D)明天誰會來開會 

 

28.現代漢語最常用的構詞法為下列哪一種選項？ 

(A)重疊 (B)附加 (C)複合 (D)內部屈折 

 

29.下列哪一個句子中，主語的語義角色是「施事」？ 

(A)弟弟用石頭把窗子打破了 (B)石頭把窗子打破了 

(C)窗子被弟弟打破了 (D)窗子打破了 

 

30.下列哪一組詞的聲母都屬於響音(sonorant)？ 

(A)盤、含 (B)瞞、凡 (C)纏、然 (D)藍、難 

 

31.下列哪一個詞的聲母使用的發音方法和其他詞不同？ 

(A)七(送氣清塞擦音) (B)西(不送氣清擦音) (C)分(不送氣清擦音) (D)森(不送氣清擦 

音) 

 

32.下列哪一組詞的詞綴附加之前後位置不同？ 

(A)彈性、小妹 (B)花兒、我們 (C)老王、第二 (D)綠化、椅子 

 

33.下列哪一組皆為形聲字？ 

(A) 河、本 (B)江、鳥 (C)悶、沽 (D)看、老 

 

34.下列哪一個句子不包含狀語？ 

(A)你們都要來嗎？ (B)他經常打瞌睡。 

(C)我喜歡看電視。 (D)大概要下雨了。 



 

35.關於合作原則(Cooperative Principle)的敍述，下列選項何者正確？ 

(A)量的準則(Quantity Maxim)指說話的內容簡潔有條理。 

(B)方式準則(Manner Maxim)指說話的方式委婉而有禮貌。 

(C)質的準則(Quality Maxim)指說話的內容是自認為真實的。 

(D)關係準則(Relation Maxim)指說話的方式依雙方關係而定。 

 

二、問答題（每題 10 分，共 30 分） 

1.請說明下列同一組的詞彙彼此在發音上有何異同。 

(A)銀河、迎合 (B)荷蘭、河南 

 

2.歧義句是生活中常常出現的句型，試就所學，說明下列句子產生歧義的多種可能，並

解釋如何在生活中避免這樣的現象產生？ 

(A)小明想出來了 

(B)他誰都不認識 

 

3.現代漢語表示事件發生的時間成分可以出現在句中的哪些位置？試舉例並說明它的 

限制條件。 

 

2013 年 

一、單選題（每題 2 分，共 70 分） 

1.「臺北火車站」一詞當中共有幾個送氣音節？ 

(A)一個 (B)二個 (C)三個 (D)四個 

 

2.一個完整的漢語音節，至少應該包括哪些成分？ 

(A)聲母和元音 (B)聲母和聲調 (C)元音和韻尾 (D)元音和聲調 

 

3.下列音譯詞，何者與「迷你裙」的構詞方式相同？ 

(A)雪碧 (B)維他命 (C)啤酒 (D)俱樂部 

 

4.注音符號「ㄅ」是由下列何者之古文省形而得？ 

(A)勺 (B)句 (C)白 (D)包 

 

5.下列何者屬於偏義詞？ 

(A)睡覺 (B)呼吸 (C)語言 (D)幫助 

 

6.在現代漢語中，下列何者屬於自由語(詞)素(free morpheme)？ 

(A)大 (B)偉 (C)麗 (D)員 

 



7.下列何者所包含的詞皆由單一語(詞)素構成？ 

(A)椅子、螞蟻 (B)猩猩、矛盾 (C)妯娌、玫瑰 (D)吩咐、學習 

 

8.下列何者不屬於許慎「六書」中的形字？ 

(A)鳴 (B)召 (C)湘 (D)筷 

 

9.國語音系中，韻母ㄢ不能和下列哪一個聲母直接構成組合關係？ 

(A)ㄅ (B)ㄈ (C)ㄗ (D)ㄒ 

 

10.下列哪一個聲母使用的發音部位和其他詞不同？ 

A)地 (B)細 (C)逆 (D)替 

 

11.句子「他才該送我花吧！」不包含下列哪種詞？ 

(A)雙賓動詞 (B)程度副詞 (C)能願動詞 (D)語氣助詞 

 

12.下列「早」的用法，何者擔任狀語？ 

(A)他來得比我早 (B)他從早工作到晚 

(C)我早就知道了 (D)現在已經不早了 

 

13.下列「分別」的用法，何者屬於動詞？ 

(A)我們已經分別多年 (B)我和他分別去一趟 

(C)這些事應分別處理 (D)這兩幅畫沒有分別 

 

14.《詩經‧大雅‧大明》：「大任有身」。閩南語、客語也有「有身」一詞，意思都是指： 

(A)勇敢 (B)健美 (C)長壽 (D)懷孕 

 

15.下列何者和佛教音譯詞無關？ 

(A)和尚 (B)塔 (C)沙發 (D)僧 

 

16.在親屬詞的語(詞)義場中，下列何者是[－同姓]？ 

(A)父 (B)叔 (C)舅 (D)姑 

 

17.下列何者為主謂式複合詞？ 

(A)高血壓 (B)心臟病 (C)膽結石 (D)登革熱 

 

18.「王明宗一步一腳印地學習著，從擔任工友、職員、主任到中學校長，始終如一。」 

句中具有狀語功能的成分是： 

(A) 一步一腳印 (B)著 (C)到 (D)中學 

 



19.下列引號內的語(詞)素，何者不是詞綴？ 

(A)她「老」公是大學教授 (B)「老」吾老以及人之老 

(C)張「老」師榮獲總統獎 (D)貓哭「老」鼠----假慈悲 

 

20.下列何者不是形聲字？ 

(A)優 (B)空 (C)聞 (D)伐 

 

21.下列詞語何者的詞義在歷史發展中，所指的範圍縮小變窄了？ 

(A)貨 (B)牧 (C)臭 (D)裏（裡） 

 

22.「烏日」的漢語拼音，聲調不計，下列何者正確？ 

(A)u rhi (B)wu rhi (C)u ri (D)wu ri 

 

23.現代漢語音節結構可區分聲母、韻頭(介音)、韻腹(主要元音)、韻尾四部分，下列何

者四部分俱全？ 

(A)水、永 (B)冗、東 (C)秋、條 (D)待、多 

 

24.下列關於漢語上聲的敍述，何者正確？ 

(A)上聲在陰平、陽平、去聲音節前須變調，調值為 21 

(B)上聲在上聲音節前須變調，調值為 15 

(C)上聲在輕聲音節前無須變調 

(D)上聲的調值為 215 

 

25.「鵝」、「特」、「車」這幾個字的讀音帶有共同韻母，關於韻母的描述，何者正確？ 

(A)展唇音 (B)低元音 (C)前元音 (D)清音 

 

26. 下列何者的詞義演變方式相同？ 

(A)墳、身、金 (B)走、去、聞 (C)兵、精、牧 (D)臭、自、朕 

 

27.下列何者屬於偏正式複合詞？ 

(A)輕視 (B)打斷 (C)反正 (D)添加 

 

28.「寓意動人」四字其讀音的「四呼」順序為： 

(A)合口呼、撮口呼、齊齒呼、開口呼 

(B)撮口呼、齊齒呼、合口呼、開口呼 

(C)撮口呼、合口呼、齊齒呼、開口呼 

(D)合口呼、齊齒呼、撮口呼、開口呼 

 

29.下列詞語中的數詞，何者是實指？ 



(A)三言兩語 (B)三妻四妾 (C)三令五申 (D)三跪九叩 

 

30.下列何者屬於同形詞？ 

(A)古今字 (B)破音字 (C)重文 (D)連綿詞 

 

31.下列四字格成語中，何者內部的組合關係和其他的不同？ 

(A)東山再起 (B)羊入虎口 (C)鋒芒畢露 (D)泰然自若 

 

32.下列各句畫底線的語助詞，何者不是「啊」的連音變讀？ 

(A)要他不喝酒，我看難哪！ (B)你在這兒學打鼓哇! 

(C)好啦，別說了！ (D)這相片裡的人是誰呀！ 

 

33.漢語七大方言中，北方方言使用人口最多，其次是： 

(A)粵語 (B)吳語 (C)閩語 (D)客語 

 

34.下列何者不是「兼語句」？ 

(A)請大家不要說話 (B)他開著電視睡覺 

(C)公司派小王出差 (D)老師要我當班長 

 

35. 關於「反義詞」，下列敍述何者正確？ 

(A)所有的詞皆有反義詞 (B)「聰明」的反義詞是「傻瓜」 

(C)「大」和「小」是絕對反義詞 (D)「真」的反義詞是「假」 

 

※下列問答題請在試卷上標明題號，以藍、黑色原子筆或鋼筆作答 

二、問答題（每題 10 分，共 30 分） 

1.請以(A)「因為」(B)「根本」的用法為例，說明漢語詞類的兼類現象。 

(「因為」可以當介詞，如「我來這兒就是因為你」，但也可當連接詞「因為他努力，

所以才會有好表現」。「根本」可以當定語，如「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也可當狀語

「我根本不知道他們怎麼了」。這種一個詞有兩個或兩個以上的詞性就是「兼類」，漢

語這種現象很普遍) 

 

2.現代漢語共同語的聲調系統為何？除了基本的聲調系統之外，有無輕聲？各聲調如何 

發揮辨義功能？ 

(主要有四聲：陰平、陽平、上聲、去聲，另外還有輕聲。) 

 

3.請根據下面的例子，說明「鼓勵」和「鼓舞」在意義與用法上的差別。 

(A)老師鼓勵學生多發問。 

(B)感謝大家對我的鼓勵與愛護。 

(C)新政策鼓舞了投資者。 



(D)鼓舞員工士氣是主管的首要任務。 

(E)這真是個令人鼓舞的消息。 

(F)老師一個微笑便能給學生莫大的鼓舞。 

(鼓勵指對晚輩刺激並勉勵，鼓舞是指使人振奮) 

 

2012 年 

一、單選題（每題 2 分，共 70 分） 

1.下列哪一個選項的歧義與其他三個不同？ 

(A)告別山上的孩子 (B)關於黃春明的書 

(C)臺灣語言研究概況 (D)小華的家教不夠好 

(A, B, C 都是語法的問題，D 是詞彙的問題) 

 

2.關於漢語拼音，下列敘述何者不正確？ 

(A)標調時，通常只標本調，不標變調 

(B)標調時，聲調一般標在主要元音上 

(C)跟聲母 l、n 拼寫時，ü 必須寫成 u(其他可以寫 u，但跟著 l, n 反而不能省略) 

(D)注音符號的ㄐ、ㄑ、ㄒ，用 j、q、x 表示 

 

3.將「感冒」[gan mao]讀成[gam mao]，這是發生了何種語流音變？ 

(A)同化 (B)異化 (C)弱化 (D)強化 

 

4.下列哪一個選項不是「聲音四要素」？ 

(A)音色 (B)音強 (C)音高 (D)音韻 

 

5.如果有人把「婆婆」說成「伯伯」，表示他無法掌握聲母中的哪一個特徵？ 

(A)圓唇 (B)送氣 (C)濁音 (D)清化(ㄅ和ㄆ的差異在於送氣與否) 

 

6.如果有人把「及時」說成「記事」，表示他可能會把「離開」說成下列哪一個語詞？ 

(A)力開 (B)理開 (C)利愾 (D)離愾 

 

7.在聲母系統中，氣流受上齒齦的阻礙而產生的語音，指的是下列哪一個音？ 

(A)ㄅ (B)ㄗ (C)ㄊ (D)ㄎ 

 

8.漢語南方方言區的人常把「天氣好熱」說成「天氣好樂」。「熱」和「樂」的區辨在於

聲母的哪一個特徵？ 

(A)捲舌音／非捲舌音 (B)擦音／塞擦音 

(C)不送氣音／送氣音 (D)濁音／清音 

 

9.下列哪一個語音現象不是近代漢語的特色？ 



(A)清音濁化 (B)撮口呼 (C)舌尖元音 (D)顎化音(以清音為主) 

 

10.下列哪一組聲母的區別特徵(distinctive feature)與其他組不同？ 

(A)「剛／康」 (B)「磚／穿」 (C)「閂／酸」 (D)「白／排」 

(其他都是送氣和不送氣的差異，只有 C 式捲舌和不捲舌的差異) 

 

11.下列哪一組語詞都是虛詞？ 

(A)必然、致勝 (B)快活、否則 (C)最後、決定 (D)由於、以其 

 

12.下列哪一組外來語的翻譯策略不同？ 

(A)電腦、電話 (B)冰淇淋、三溫暖 (C)優格、雷射 (D)彼得兔、卡車 

 

13.關於「兒化韻」，下列敍述哪一個不正確？ 

(A)「花兒」讀成 [huār] 

(B)「花兒」讀成兩個音節(一個音節) 

(C)「花捲」加兒化韻能使動詞變名詞 

(D)「花兒」與「孤兒」之「兒」字讀音不同 

 

14.現代漢語「介詞」多從動詞演變而來，下列哪一個介詞已經不兼具動詞的功能？ 

(A)到 (B)在 (C)給 (D)以 

 

15.下列哪一個字的讀音不屬於「齊齒呼」？ 

(A)鞋 (B)威 (C)牙 (D)齊 

(要有ㄧ來當介音) 

 

16.下列哪一組複音節語詞的構詞方式一致？ 

(A)形象、荒蕪、傾銷、拆散 

(B)分開、結婚、吵醒、改良 

(C)記者、低頭族、理想化、知名度 

(D)叮噹、伶仃、嘩啦啦、淅瀝淅瀝 

(其他都有很多差異，但 C 都是衍生詞素) 

 

17.關於語言的分類，下列敍述哪一個正確？ 

(A)現代漢語的語序，兼具 SVO 和 SOV 二種類型 

(B)漢語和藏語都屬漢藏語系，包括拉薩語和賽德克語 

(C)漢語為孤立語，具有明確的時式，故語詞間接合緊密 

(D)英語和法語屬印歐語系，俄語和土耳其語則屬高加索語系 

 

18.下列哪一組語詞都是單純詞？ 



(A)放心、歐巴馬、玩家 (B)幽默、宅急便、玻璃(翻譯名詞，要完整表達一個意思) 

(C)宅男、無尾熊、關心 (D)爪牙、撩落去、幽靜 

 

19.關於反義關係，下列哪一組語詞與其他三組不同？ 

(A)升高、降低 (B)增重、減輕 

(C)加強、減弱 (D)進入、退出 

(其他都是一個尺度上的不同程度，但 D 是完全相反) 

 

20.下列哪一句中的「自己」可以刪除而不影響語法？ 

(A)未來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B)我自己就可以決定一切 

(C)他決定好好地犒賞自己 (D)他給自己定下一個嚴格的規定 

 

21.下列哪一句是「連動句」？ 

(A)老師送我一本書 (B)我們去臺北看畫展(兩個一般動詞連續使用) 

(C)小張請我看電影 (D)他要說的就是這些了 

 

22.下列哪一句沒有括弧中的預設？ 

(A)小王會不會來開會？(小王不會出席)(應該是不確定才要問) 

(B)他想再喝一杯咖啡嗎？(他已經喝了一杯) 

(C)他已經戒菸了嗎？(他曾經有抽菸的習慣) 

(D)王媽媽的兒子出國了嗎？(王媽媽至少有個兒子) 

 

23.下列哪一句劃底線的「書」為泛指？(不特定指哪本書) 

(A)我明天去她家當面把書還給她 

(B)書我已經校對了三次，應該沒有錯了 

(C)書是我的精神食糧，所以不可一日或缺 

 (D)一看見作家已在書上簽了名，她就不再吵鬧了 

 

24.下列對話違反了 Grice 合作原則(Cooperative Principle)中的哪一項準則？ 

甲：肚子餓了，停車吃點東西吧！想吃什麼？ 

乙：什麼都好，就是不要 M-C-D-O-N-A-L-D-S。(車子後座有兩個小孩) 

(A)方式準則 (B)數量準則 

(C)質量準則 (D)關聯準則 

(溝通雙方共同遵守以確保會話順利進行的基本原則，故意違反的時候會是要對方了解

某些含意，在這題當中是把原本表達的方式，換用拼音來呈現，顯然這是要避免小孩

的意見加進來) 

 

25.關於語意指涉，下列劃底線的部分哪一個不會因語境而變化？ 

(A)請你到這裡來 (B)會議室是在三樓 



(C)那個不是我要的 (D)百貨公司周年慶今天開始 

(其他都會因為情境而有差異) 

 

26.關於中國文字，下列敍述哪一個不正確？ 

(A)中國文字在隸變後，字型逐漸趨向固定 

(B)四體二用中的「二用」，是指轉注和假借 

(C)「文」和「字」的定義、內容所指以及構造方式都是一樣的 

(D)形聲字聲符可顯示音讀，如：「江」、「河」中的「工」和「可」 

 

27.下列選項中，哪一個劃線語詞用的是基本語義？ 

(A)不能再查下去了，他很有背景 

(B)做人要腳踏實地，不要老想著走後門 

(C)她受了驚嚇，睡得很不安穩，一直說著夢話 

(D)現在是交通尖峰時間，他還塞在路上，一定會遲到的 

(夢話是本意，其他都有延伸的意義) 

 

28.關於漢字的六書分類，下列哪一組不相同？ 

(A)它、名、莫 (B)八、刃、本 (C)來、自、門 (D)燕、馬、車 

(它原本指蛇，象形；名指入夜後看不清楚對方，因此要報名，為會意；莫原指暮，會

意；八原指分，指事；刃、本指事；來，麥的源字，象形；自指鼻子象形，轉為自己；

門象形；燕、馬、車均象形) 

 

29.以「Kaohsiung」、「Taipei」來拼寫「高雄」、「臺北」，是使用哪一種拼音系統？ 

(A)漢語拼音 (B)通用拼音 (C)威妥瑪拼音 (D)國語注音符號第二式 

 

30.根據「關聯準則」，如果有人說「屋裡真悶」，下列哪一句最能代表同屋人的相同感 

受？(提供切題相關的訊息) 

(A)因為下雨，所以關閉窗戶 (B)別悶在屋裡，趕快開電視 

(C)屋裡空氣不流通，應打開窗戶 (D)長時間待在屋裡，心情不暢快 

 

31.下列各語詞中的「日」、「月」，哪一個不是指自然界的「日」、「月」？ 

(A)日居月諸 (B)日月可鑒 (C)明並日月 (D)日積月累 

(前三個都是，D 代表時間) 

 

32.下列各個習慣用法中，肯定形式和否定形式的意義相同，哪一句解說不正確？ 

(A)「好熱鬧=好不熱鬧」，都是「熱鬧」的意思 

(B)「好容易=好不容易」，都是「容易」的意思(都是不容易的意思) 

(C)「好快樂=好不快樂」，都是「快樂」的意思 

(D)「難免出錯=難免不出錯」，都是「出錯」的意思 



 

33.下列劃線語詞中，哪一個語意指向是主語？ 

(A)我打跑了那隻狗 (B)我已經教會了小明 

(C)他昨天看見了李四 (D)他終於逼退了情敵 

 

34.下列哪一組語詞屬於動補結構？ 

(A)吵醒 (B)吵鬧 (C)吵架 (D)吵雜 

 

35.下列哪一組語詞沒有隱含主語與賓語之間的社會位階？ 

(A)指導 (B)請求 (C)報告 (D)觀察 

 

二、 申論題（每題 10 分，共 30 分） 

1.「和」、「跟」兼屬連詞和介詞。根據 a 到 e，請回答下列二個問題： 

(A)請指出「和」、「跟」，何者為連詞？何者為介詞？ 

(B)請說明「和」、「跟」作為連詞和介詞之區分原則為何？ 

a.他和我說過他會來(介詞) 

b.我跟他都知道這件事(連詞) 

c.每件事都跟他有關係(介詞) 

d.老師正在跟他說話(介詞) 

e.愛情和同情是有差別的(介詞) 

(連詞是連接兩個詞性相同的單位，因此可以將此二者找出來、對換，若語意沒有改變

則是連詞，反之則是介詞) 

 

2.漢語的構詞方式主要有偏正、述賓(動賓)、述補(動補)、並列、主謂等五種。請把下

列十個語詞，依照上述五種構詞方式予以分類： 

(A)兒童 (B)死硬 (C)氣喘 (D)得罪 (E)澄清 

(F)性善 (G)明牌 (H)蹺課 (I)中立國 (J)蓮花落 

(偏正：明牌、中立國、死硬；動賓：得罪、翹課；動補：澄清；並列：兒童；主謂：

氣喘、性善、蓮花落) 

 

3.請分析「一刀畢命」的成語結構，並請說明「一刀畢命」與「一刀斃命」之間的語意 

關係指涉為何？ 

(「一刀畢命」是 SVO 的結構，是結束政治生命的意思，一個動作就結束其政治生命；

「斃」則是死掉的意思，一個動作就令其死亡) 

 

2011 年 

一、單選題（每題 2 分，共 70 分） 

1.對於現代漢語特徵的敍述，下列選項何者不正確？ 

(A)聲調具有辨義作用 (B)非屈折語 



(C)沒有濁阻音（voiced obstruents）(D)修飾語前置 

(ㄇㄋ等是濁阻音) 

 

2.現代漢語語法方面的特點，下列選項何者不正確？ 

(A)主語凸顯(是主題凸顯) 

(B)有豐富的量詞 

(C)語序和虛詞是表達語法關係的主要手段 

(D)詞類和句子成分之間不存在一一對應的關係 

 

3.對中國文字的敍述，下列選項何者不正確？ 

(A)相對於形聲字而言，則象形、指事字的字形與字音無關 

(B)許慎提出的六書中具有語音關係的是：形聲、假借、轉注 

(C)現代漢語文字可依所歸屬的部首認定其必然屬於同類事物，如：熱、燕(燕指鳥，與

火無關，因此並非同部首就是同類事物) 

(D)形聲字「江」與聲符「工」今音不同，但古音相同 

 

4.下列哪個元音的發音特質在現代漢語不具區別意義的功能？ 

(A)舌位的高低 (B)舌位的前後 

(C)嘴唇的圓展 (D)聲音的長短 

 

5.關於ㄧㄨㄩ元音的敍述，下列選項何者正確？(這三個音舌頭位置較高) 

(A)ㄧㄨㄩ是高元音 (B)ㄧㄨㄩ是下降元音 

(C)ㄧㄨㄩ是展唇元音 (D)ㄧㄨㄩ是響度大的元音 

 

6.有一些語詞連讀會產生音變，下列選項出現的語詞，何者音變類型相同？(D 的兩個

都是輔音逆同化) 

(A)「總」經理；「總」統府 (B)「好」朋友；「好」好先生 

(C)含羞「草」；草「草」結束 (D)坦克→「ㄊㄤˇ」克；觀光→「ㄍㄨㄤ」光 

 

7.關於ㄗㄘㄙㄓㄔㄕ的描述，下列選項何者正確？ 

(A)ㄙㄕ是塞擦音 (B)ㄗㄘㄙ是舌尖前音 

(C)ㄗㄘㄓㄔ是擦音 (D)ㄗㄘㄙㄓㄔㄕ是舌面音 

(A 是擦音，C 是塞擦音，D 的ㄓㄔㄕ是舌尖硬顎音) 

 

8.對於現代漢語中「ㄋ」和「ㄌ」的敍述，下列選項何者不正確? 

(A)都是舌尖音 (B)都是濁音 

(C)都是口音 (D)都是聲母 

(C 都是鼻音) 

 



9.當ㄨ與哪個聲母相拼時，不可以做為介音使用？ 

(A)ㄅ (B)ㄙ (C)ㄘ (D)ㄓ 

(可以找到聳、從、中的音，但沒有ㄅㄨ○的音) 

 

10.下列哪一組字韻尾相同？ 

(A)滅、妹 (B)光、關 (C)音、英 (D)以上皆非 

(A. mie, mei; B.guang, guan; C.yin, ying) 

 

11.下列哪一組的聲母都屬於阻音(obstruent)？ 

(A)罵、怕 (B)搭、擦 (C)拉、哈 (D)拿、罰 

(阻音包含了塞音--ㄅㄆㄉㄊㄍㄎ--與塞擦音--ㄐㄑㄓㄔㄗㄘ) 

 

12.下列哪一組的聲母發音部位不同？ 

(A)配、妹 (B)南、頭 (C)古、口 (D)吸、思 

(A 都是雙唇音，B 都是舌尖齒齦音，C 都是舌根音，D 的前者是舌面前音後者是舌尖

前音) 

 

13.下列哪一個詞可能發生鼻音發音部位同化（assimilation）的現象？ 

(A)辛苦 (B)麵條 (C)急忙 (D)蜜蜂 

(把前面一個字的韻尾帶到後一個字，若兩者舌位不同可能會產生影響，形成同化現象，

此出的 A.xinku，前一字的韻尾是舌尖齒齦音，後一字的聲母是舌根音，若發生同化則

會把 k 弱化，其他都沒有這個情形) 

 

14.下列詞彙劃線處何者詞素義不同？ 

(A)老虎 (B)老人 (C)老婆 (D)老師 

(除了 B 之外，其他都是前綴詞，沒有特別意義，而 B 則是形容詞) 

 

15.下列合成詞的構成方式，何者為並列式？ 

(A)鐵路 (B)朋友 (C)月亮 (D)老師 

(A 是偏正式，重點在後一字，前者是形容詞之類；B 是並列式，兩個字都是同義；C

是主謂式，前個字是主詞後一個字陳述；D 是加個前綴詞) 

 

16.下列詞彙中，何者構詞方式與其他不同？ 

(A)說明 (B)消息 (C)跳高 (D)統一 

(除了 B 之外，其他都是謂補式，先一個動詞再加一個補語) 

 

17.下列哪一組詞都屬於單純詞？ 

(A)咖啡、馬達 (B)猛然、阿姨 (C)偏偏、呢喃 (D)或許、琵琶 

(A. coffee 與 motor 的音譯，各自代表一個概念，不能分開，其他都有至少一個是組合



而來) 

 

18.下列哪一個詞屬於偏正式複合詞？ 

(A)吃力 (B)忘記 (C)年長 (D)抹布 

(偏正式代表一種修飾關係，前面為修飾詞語，後面為名詞) 

 

19.下列哪一個詞包含衍生詞素(derivational morpheme)？ 

(A)最高 (B)高的 (C)高度 (D)跳高 

(度現在已經是衍生詞素，有溫度、寬度、長度等詞) 

 

20.下列哪一組詞彙不屬於相同結構的合成詞？ 

(A)寒冷、血肉 (B)雪白、月亮 (C)擴大、打倒 (D)吹牛、跳舞 

(A 都是並列式，C 都是謂補式，D 都是動賓式，B 的前者是並列式，後者是主謂式) 

 

21.有些單詞在後面加上一個後綴「子」字，詞性便會產生轉變，下列單詞具有這種性

質的是哪一個選項？ 

(A)猴 (B)橘 (C)椅 (D)老 

 

22.下列哪一個詞彙不屬於反義複合名詞？ 

(A)買賣 (B)開關 (C)花草 (D)輕重 

 

23.下列漢語外來詞借進的方式，何者兩兩相同？ 

(A)鯊魚；琥珀 (B)幽默；浪漫 

(C)劍橋；史丹佛 (D)夏威夷；新幾內亞 

(A 是 shark 和 amber，前者是音譯，後者非；B 是 humor 和 roman，兩者皆是音譯；C

是 Cambridge 和 Stanford，前者是音譯與意譯並存，後者是音譯；D 是 Hawaii 和 New 

Guinea，前者是音譯，後者是音譯與意譯並存) 

 

24.下列哪一個句子屬於兼語式結構？(由兩句話合成，後面一句的主語省略) 

(A)他講話講得很激動 (B)他把資料寄送出去 

(C)他命令我立刻離開 (D)他指派我一個任務 

 

25.下列引號中的字何者表示顏色？ 

(A)不分青紅「皂」白 

(B)他就是幕後「黑」手 

(C)他的父親是「黑」道人士 

(D)你說了那麼多，還是「白」費唇舌 

 

26.「這房子住過三戶人家」，是有歧義的句子，下列哪一種理解與可能的語意無關？ 



(A)這房子先後住過三戶人家 

(B)三戶人家共有這棟房子 

(C)有三戶人家住過這棟房子 

(D)這房子夠大曾一次有三戶人家同住 

 

27.以下哪個選項，其中文義的歧義類型與其他三者不同? 

(A)我借他一本書 (B)兩個哥哥的朋友 

(C)我去上課 (D)商店關門了 

(A 沒說清楚誰借誰；B 是兩個哥哥還是兩個朋友；C 不清楚是教人還是被教；D 不清

楚是下班關門還是結束營業的關門) 

 

28.從漢語語法判斷，下列語句何者無冗詞贅字？ 

(A)今天的事就當作教訓吧，下次小心點就是了 

(B)相隔數年，他依舊還是愛說冷笑話(依舊/還是，二擇一) 

(C)他做事少一根筋，總是被挨罵(被/挨，二擇一) 

(D)年紀漸長，老是說起過去的往事總是讓人感慨萬千(老是/總是，二擇一；過去的往

事) 

 

29.下列哪一個名詞不可以兼做為量詞？ 

(A)車 (B)頭 (C)鐘 (D)筆 

(A 兩車水泥；B 三頭水牛；D 兩筆生意) 

 

30.關於「狀語」的敍述，下列選項何者不正確？ 

(A)修飾動詞或形容詞性的成分叫做狀語 

(B)副詞和形容詞常充當狀語 

(C)結構助詞「的」是狀語的標誌 

(D)狀語可放在主語前或謂語後面 

 

31.下列何者為主謂語句？ 

(A)老師叫你們回家 (B)老闆有事找你 

(C)我問他去不去 (D)這本書我看過 

 

32.下列哪一句是屬於賓語提前的句子？ 

(A)他連跟他女兒都不說話 (B)我早餐已經吃過了 

(C)那件事情不好辦 (D)以上皆是 

 

33.下列哪一個劃底線的部分擔任狀語？ 

(A)他把書寄到臺灣 (B)他買了到臺灣的機票 

(C)他到臺灣學中文 (D)他的目標是要到臺灣 



 

34.下列哪一個「跟」屬於連詞？(前後名詞可以調換) 

(A)我跟室友都是南部人 (B)你何必跟我們計較呢 

(C)我的嗜好跟朋友一樣 (D)我跟在他後面撿垃圾 

 

35.下列哪一個劃底線的詞擔任文內照應語（anaphor）？(為文中另一名詞的代替) 

(A)他想買這種手機 (B)他今年每天到健身房 

(C)他不相信任何人 (D)他從玻璃窗看到自己 

 

二、申論題（每題 10 分，共 30 分） 

1.根據下面例句回答問題： 

(A)他把錢拿走了。 

(B)孩子把著門框站了起來。 

(C)你在外面把門。 

(D)我丟了一把傘。 

請回答： 

(1)指出上面各例句中「把」的詞性。哪一例句是「把」字句？(A) 

(2)說明上面各例句中「把」字的意義。(A 表示處理、處置的意思；B 扶著；C 看守；

D 量詞單位) 

 

2.請將以下四組反義詞分為互補反義（complementary antonym）和級差反義（gradable 

antonym）兩類，並解釋各類的語意關係有何特徵，並為每一類列舉一個新的例子。 

(A)多/少 (B)分/合 

(C)單數/雙數 (D)懶惰/勤勞 

(A 和 D 是級差反義，這表示代表一件事情的不同程度，例如年輕/年老；B 和 C 是互

補反義，非此即彼，例如生/死) 

3.何謂介音？漢語中有哪些介音？它們的發音方式有何共同點和相異點？ 

(拼音時介音在聲母與主要元音之間，而發音方式也是介於聲母與韻母之間，漢語中的

一ㄨㄩ這三個即是介音，他們都屬於高元音，但嘴型與舌位不同，一與ㄩ屬於前元音，

ㄨ屬於後元音，ㄧ是展唇，ㄩ與ㄨ是圓唇) 

 

2010 年 

國內 

一、單選題（每題 2 分，共 70 分）  

1.注音符號ㄅ唸到ㄏ，可大略分成[ㄅ、ㄆ、ㄇ]、[ㄈ]、[ㄉ、ㄊ、ㄋ、ㄌ]、[ㄍ、ㄎ]、

[ㄏ]五組，這五組（第一組到第五組）的排列順序主要是依據下列何者來決定?  

(A)有聲無聲 (B)發音部位 (C)發音方式 (D)以上皆是 

 

2.有關兩岸文字的描述，下列何者有誤?  



(A)同一個概念有時會用不同詞彙來表達 

(B)同一個詞彙有時表達不同的概念 

(C)正體字與簡化字的差別只是形體不同，用法相同 

(D)兩岸的文字差異可以觀察到語言背後的文化與認知差異 

建議：很多字詞的用法都不一樣。 

 

3.下列哪一個句子不能用來支持主題是名詞組位移的現象?  

(A)那場火幸虧消防隊來得早 

(B)蘋果我最喜歡吃 

(C)那個朋友我不認識 

(D)書我送了他兩本 

建議：其他幾句都是把受詞（賓語）移位到句首。 

 

4.下列哪一組中的聲母發音方式不同？  

(A)圖、戶 (B)副、弧 (C)思、析 (D)尼、幕 

 

5.下列哪一個句子中的「來」能當結果補語?  

(A)他拿了一本書來 (B)他來拿一本書 

(C)他拿來了一本書 (D)他拿一本書來看 

建議：C 跟在動詞後，當補語。 

 

6.下列哪一組外來語的翻譯策略不同?  

(A)華爾街、迷你裙 (B)卡賓槍、吉普車 

(C)保齡球、馬殺雞 (D)可口可樂、比基尼 

 

7.如果「小王」是信息焦點，用下列哪一個句子來表達最適合?  

(A)看見小王走開了(B)老師把小王帶走了 

(C)小王離開教室了 (D)連小王都知道這件事了 

 

8.舌根送氣塞音指的是下列哪一個音？  

(A)注音符號ㄍ(g) (B)注音符號ㄎ(k)  

(C)注音符號ㄏ(h) (D)注音符號ㄥ(ng)  

 

9.比較「他喝了一口茶」和「他一口茶也沒喝」二個句子中的「一口茶」。 

(A)前者為有指名詞組，而後者為無指名詞組 

(B)前者為無指名詞組，而後者為有指名詞組 

(C)兩者皆為有指名詞組 

(D)兩者皆為無指名詞組 

 



10.下列哪一個詞為主謂式複合詞？  

(A)走訪 (B)說明 (C)心虛 (D)留神 

 

11.就「年輕」、「老虎」、「鴨子」這幾個例子而言，下列哪個選項都屬於黏著

詞素？  

(A)年、虎 (B)輕、老 (C)鴨、虎 (D)老、子 

 

12.下列哪一個是雙聲疊韻的例子？  

(A)慌張 (B)秘密 (C)蜜蜂 (D)蟑螂 

 

13.下列劃線者，哪一個不是漢語派生後綴？  

(A)可信度 (B)拳頭 (C)本土化 (D)床上 

 

14.下列哪一個句子是兼語句?  

(A)老闆派他去美國開會 (B)他被老闆派去美國開會 

(C)他在美國開一個月的會 (D)老闆和他一起去美國開會 

建議：兼語是兩個句子的架構，但前一個句子的賓語與後一句的主語一樣，因

此省略。 

 

15.下列哪一個句子中的「可以」和例句中「可以」的意義最相近?  

例句：「喝牛奶可以補鈣。」 

(A)我可以和你一起去看電影嗎？ (B)美術展覽倒可以看看 

(C)木頭可以做成椅子 (D)你可以在這兒睡覺 

 

16.下列哪一個敍述是正確的？  

(A)漢語屬於漢藏語系，包括平埔語和客家語 

(B)「正」和「在」的基本語義都是指「動作的進行」 

(C)介詞「對」、「向」、「跟」可以互相替換使用 

(D)「賣弄」和「炫耀」是既是同形詞也是近義詞 

 

17.下列哪一個詞語中，「跑」的語義與「跑江湖」相同？  

(A)跑碼頭 (B)跑單幫 (C)跑龍套 (D)跑買賣 

 

18.下列哪一個選項與合成詞「手足」的構詞法是一樣的？  

(A)飛奔(B)挨打 (C)輪船 (D)木馬 

建議：「手足」是並列關係，四個選項只有「飛奔」算是。 

 

19.病句「一碗飯，我吃完了。」違反了漢語的哪一個原則？  

(A)時間順序 (B)從低到高  



(C)從親到疏 (D)有定到無定 

 

20.下列哪一組詞彙都是動賓複合詞？  

(A)開張、打卡、算盤、破局 (B)打點、破壞、算術、開關 

(C)破解、算計、打探、開發 (D)算命、破題、打架、開竅 

建議：動賓複合詞要一個動詞加一個受詞。 

 

21.下列哪一組詞彙都是虛詞？  

(A)坦承、否認 (B)因為、所以 

(C)終於、達成 (D)低調、似乎 

 

22.下列哪一組詞彙都是外來語？  

(A)相片、寫真 (B)嚴選、精選 

(C)達人、專家(D)定食、豚骨 

 

23.關於元音和輔音，下列哪一個描述是錯誤的？  

(A)發元音時氣流在聲道裡幾乎沒有摩擦 

(B)元音響度通常比輔音大 

(C)輔音無法成為音節的核心 

(D)輔音可分為有聲和無聲 

 

24.關於漢語的韻母系統，哪一個敍述是正確的？  

(A)漢語的韻母都是由元音組成的 

(B)漢語的韻母包含介音、主要元音和韻尾 

(C)漢語的介音包含零介音，一共有三個 

(D)漢語的元音韻尾有/i/ /u/ /a/三個 

 

25.關於漢語的聲調系統，哪一個敍述是正確的？  

(A)漢語的聲調有辨義作用 

(B)中古的入聲演變為今天漢語的第一聲、第二聲、第三聲 

(C)漢語兩個第二聲連讀時，第一個第二聲要讀為第三聲 

(D)「一」和「八」的聲調變讀屬於自由音變 

 

26.下列的句子中哪一句沒有括弧中的預設？  

(A)再來一杯酒？(你已經喝了一杯)  

(B)你也是高雄人？(已知有一個人是高雄人)  

(C)他又被老師留下來了嗎？(他被老師留下來至少一次)  

(D)他明天會不會去看電影？(他明天會去看電影)  

 



27.下列哪一組字韻尾相同？  

(A)班、邦 (B)應、冷 (C)高、該 (D)盆、彭 

 

28.「趕快」聽起來像是「港快」，是屬於音韻上的哪一個現象？  

(A)同化現象 (B)異化現象 (C)刪除現象 (D)增音現象  

 

29.下列哪一句不是病句？  

(A)讓我們一起來體驗日本文化的洗禮 

(B)村裡的老村長再三地說他非常樂意提供協助 

(C)接下來留一點時間讓大家進行一個詢問 

(D)檢警單位正在調查李姓街民為何遭到被挨打的經過 

 

30.「赤身的裸像」表現下列哪一種現象？  

(A)近義 (B)矛盾 (C)冗言 (D)預設 

 

31.下列關於漢語的語序特徵，何者有誤？  

(A)漢語動補結構內的動詞後面不能帶賓語 

(B)漢語可透過語序表示訊息新舊和時間先後 

(C)漢語用作修飾的詞語一般位於名詞中心語的前面 

(D)漢語表示時間、地點和方式的詞語一般位於動詞中心語的後面 

 

32.下列例句中的結構可以用漢語篇章中的哪一種現象來描述?  

例句：「這條項鍊價錢太貴了，顏色太淺，設計太簡單，樣式也不討人喜歡，

我不想買。」 

(A)替代 (B)關聯詞 (C)主題鏈 (D)照應 

 

33.下列關於會話含意（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的敍述，何者有誤？  

(A)語境影響會話含意的推導和理解 

(B)會話含意用來描述絃外之音或話中有話的現象 

(C)當說話者刻意違反合作原則時，便可能產生會話含意 

(D)會話含意表示說話者實際的語言表現和內在的語言潛能不一致 

 

34.下列哪一組詞都是單純詞？  

(A)途徑、咔嚓 (B)玻璃、沙發 

(C)水壺、蘿蔔 (D)蚯蚓、彈性 

 

35.下列哪一組詞的構詞方式不同？  

(A)明白、擴大 (B)地震、山崩 

(C)輕視、微笑 (D)答題、越界 



 

二、是非題（每題 1 分，共 10 分）  

╳1.漢語是漢藏語系的一支，在詞彙結構類型上屬於孤立性語言，而在詞序類型

上是很確定的動賓語言。 

╳2.語法關係包括主語、賓語、施事者等概念。 

3.漢語一般將新信息放在句末，而將舊信息放在句首。 

╳4.漢語的輔音清濁具有區別意義的功能。 

5.「助手」、「新面孔」等詞彙的造詞策略都應用了「部分表整體」的原則。 

6.漢語的「空韻」是指只有聲母沒有韻母的現象，如「資、吃」等。均可 

7.現代漢語裡的助詞、介詞、量詞、連詞都是屬於虛詞，不能單獨充當語法成

分。 

8.「麗麗寄了一本書給約翰。」這個句子中「麗麗」是來源又兼當施事者，而

約翰是目標。 

╳9.漢語的變調受語音結構影響，與語法結構無關。 

╳10.漢語的動詞擔任謂語，不能擔任主語、賓語或定語。 

 

※下列題目請在試卷上標明題號，並以藍、黑色原子筆或鋼筆作答  

三、問答題（每題 10 分，共 20 分）  

1.請簡述下列二個例句中，為何(a)句的使用通常比(b)句更符合人們認知的特點？ 

(1)a.這輛自行車在教堂附近。 

b.??教堂在這輛自行車附近。 

(2)a.煙囪在房子上面。 

b.??房子在煙囪下面。 

 

2.請比較下列各組聲母或元音在發音部位和方式上有何差異？  

(A)比較ㄖ(r)和ㄙ(s)  (B)比較ㄩ(ü)和ㄨ(u) 

 

國外—1 

一、 單選題（每題 2 分，共 70 分）  

1.雙唇音在漢語裡有三個，就是： 

(A)ㄍ、ㄎ、ㄏ(g、k、h) (B)ㄅ、ㄆ、ㄇ(b、p、m)  

(C)ㄐ、ㄑ、ㄒ(j、q、x) (D)ㄗ、ㄘ、ㄙ(z、c、s) 

 

2.邊音，在漢語裡有： 

(A)一個 (B)二個 (C)三個 (D)四個 

解釋：ㄌ 

 

3.元音的三個幅度是： 

(A)前後、展圓、捲舌 (B)高低、展圓、捲舌 



(C)前後、高低、展唇 (D)前後、高低、展圓 

 

4.現代漢語將古代的入聲歸併到： 

(A)平聲、上聲、去聲、入聲 (B)陰平、陽平、陰上  

(C)陰平、陽平、上聲、去聲 (D)上聲、去聲、平聲 

解釋：第一聲、第二聲、第三聲、第四聲 

 

5.下列哪二個都是「偏正詞組」?  

(A)紅紅的臉、正確意見 (B)乾淨衣服、幫助朋友 

(C)塑膠口袋、進行學習 (D)幫助同學、已經出發 

解釋：這是一種中心詞在後的構詞方式，前面通常是形容詞 

 

6.用來修飾、限制謂語的詞叫做： 

(A)述語 (B)賓語 (C)狀語 (D)定語 

 

7.下列哪句話符合漢語習慣?  

(A)有待解決的任務很多 (B)有待完成的任務很多 

(C)有待考慮的任務很多 (D)有待解釋的任務很多 

 

8.「□去臺北旅遊的事情，我們就討論到這裡吧！」。□裡應填入： 

(A)等於 (B)由於 (C)對於 (D)關於 

 

9.下列哪一句是存現句?  

(A)大家仍舊看戲 (B)我來自臺灣 

(C)屋子裡坐著三個人 (D)今天星期日 

解釋：地點＋動詞＋名詞 

 

10.「使大家高興」是個： 

(A)述語結構 (B)主謂結構 (C)兼語結構 (D)連動結構 

解釋：兼語結構是兩句話，而第一句的受詞彙變成第二句的主詞，因此就連

在一起省略 

 

11.如果「畫」是「有定」(definite)名詞，用下列哪一個句子來表達最適合?  

(A)那一幅畫掛在牆上 (B)他收藏了一幅畫  

(C)牆上掛著一幅畫 (D)他掛一幅畫在牆上 

 

12.所謂「開放性詞類」指的是名詞、動詞，和： 

(A)形容詞、代詞(B)形容詞、副詞 

(C)副詞、連詞 (D)副詞、代詞 



解釋：相對於介係詞、代名詞、連接詞是有限的，開放性詞類就是可無限擴張 

的，也包括形容詞、副詞。 

 

13.下列哪二個都是漢語構詞方式中的衍生詞？  

(A)綠化、濕度 (B)醫師、尊重 

(C)溫度、生成(D)綠化、生物 

解釋：衍生詞就是用一種固定型態的構詞，像化、度、師、家等都是 

 

14.下列哪句話有語病？  

(A)他昨天考試得了第一名 (B)他每次考試都得到第一名 

(C)他每次考試都得了第一名 (D)他昨天考試再次得到第一名 

解釋：(B)和(C)看起來很像，但「了」表示完成，但「每次」則不適合這種句

型。 

 

15.下列哪個不是介詞結構：  

(A)經過一年 (B)關於這件事 (C)在曼谷 (D)住在樓上 

解釋：「住」是動詞。 

 

16.下列何者可以用來說明漢語是主語可以省略的語言(pro-drop language)?  

(A)她拿著雨傘出門 (B)我勸他明天來 

(C)衣服洗好了(D)鳥飛走了 

解釋：(C)的主語是某人，但在這句話當中完全看不見，即省略了。 

 

17.「他的表情冷漠，若無其事的樣子。」句中「若無其事的樣子」的前面，應加 

述語： 

(A)顯示 (B)顯出 (C)顯然 (D)顯明 

 

18.「滿懷信心」是個： 

  (A)述補結構 (B)偏正結構 (C)主謂結構 (D)述賓結構 

解釋：述賓結構是「動詞＋受詞」的結構，在語言學領域，動詞可用述語表示，

受詞則用賓語表示  

 

19.複句分二大類，就是聯合複句和：  

(A)關係複句 (B)主從複句 (C)連貫複句 (D)對立複句 

 

20.「他要問你一道題。」是個：  

(A)帶賓語結構 (B)述賓結構 (C)雙定語結構 (D)雙賓結構 

解釋：雙賓結構就是兩個受詞的句型 

 



21.臺灣手語用食指指牙齒來表達「白色」，這種造詞策略跟下列哪一個漢語造詞

策略類似？  

(A)咖啡色 (B)深紅色 (C)藍綠色 (D)淺白色 

解釋：用具體事物來表色 

 

22.下列哪一個句子不能用來支持主題是名詞組位移的現象?  

(A)那場火幸虧消防隊來得早 (B)蘋果我最喜歡吃 

(C)那個朋友我不認識 (D)書我送了他兩本 

解釋：BCD 的句法都倒裝，把擔任受詞的名詞移到句首，但 A 不是 

 

23.下列各組中的聲母發音部位何者不是由前到後的排列?  

(A)怕、樂、苦(B)拔、自、歌 

(C)爬、大、吃(D)資、獸、力 

 

24.「地震」一詞的構詞方式和下列哪一個詞組相似？  

(A)心急 (B)照亮 (C)幹活 (D)提升 

解釋：這是一種主述結構，先主詞，後動詞 

 

25.下列哪一個語詞是屬於雙聲疊韻的例子？  

(A)慌張 (B)秘密 (C)蜜蜂 (D)蟑螂 

 

26.下列哪一個雙音詞的第二個非固定輕聲唸法和「漂亮」不一樣？  

(A)衣服 (B)謝謝 (C)後頭 (D)記得 

 

27.下列哪一組區別性特徵可用以區分「機」與「妻」的聲母？  

(A)+捲舌音 (B)+鼻音 (C)+送氣 (D)+聲帶振動 

解釋：機不送氣，妻送氣，其他嘴型舌位條件都一樣。 

 

28.下列哪一組中的四個韻母是相同的？  

(A)徘徊、抬愛 (B)運動、運氣 

(C)蜜蜂、通風 (D)秘密、迷惘 

解釋：(A)都是ㄞ 

 

29.就「年輕」、「老虎」、「鴨子」這幾個例子而言，下列哪個選項都屬於黏著

詞素？  

(A)年、虎 (B)輕、老 (C)鴨、虎 (D)老、子 

解釋：都不能單獨成詞 

30.下列哪一個詞與「太陽餅」的構詞方式最相近?  

(A)牛肉麵 (B)牛車 (C)娃娃車 (D)梯田 



 

31.下列哪一個的聲母屬於響音(sonorant)？  

(A)補 (B)母 (C)府 (D)組 

解釋：濁音，這裡只有母 

 

32.下列哪一個詞屬於並列式複合詞？  

(A)頭痛 (B)朗誦 (C)羊毛 (D)挨打 

解釋：並列是兩種詞性一樣 

 

33.下列哪一個詞不擔任代詞？  

(A)哪裡 (B)人家 (C)幾乎 (D)這樣 

 

34.「赤身的裸像」表現下列哪一種現象？  

(A)近義 (B)矛盾 (C)冗言 (D)預設 

解釋：就是多此一舉 

 

35.下列哪一個詞屬於程度副詞？  

(A)偶爾 (B)稍微 (C)總共 (D)絕對 

 

二、 是非題（每題 1 分，共 10 分）  

1.漢語的主題可以是定指或泛指。 

╳2.「這裡除了方便以外，還很安靜。」是個「排除關係」的句子。 

解釋：這是外加關係 

3.語用學(Pragmatics)是指語言使用及溝通功能的種種，以及語用與語法各層次

結構的關係。 

╳4.語音要組合成詞才能表意，但語言的組合是隨意的。 

解釋：語音是隨意的，但語言組合會根據各自的意義。 

5.人類發音器官所能發出的聲音很多，其中只有部分是語音。 

╳6.構詞學(Morphology)是研究語詞的外在結構、功能和其規律的學問。 

解釋：構詞學是研究詞的內在結構。 

7.現代漢語最常用的否定詞是「沒」與「不」，二個都可用來否定動詞。 

╳8.漢語是漢藏語系的一支，在詞彙結構類型上屬於孤立性語言，而在詞序類型

上是很確定的動賓語言。 

解釋：漢語屬於孤立語，但詞序上並不固定，有很大的彈性。孤立語是單獨的詞

沒有時態、單複數的變化，而是以加入其他的字組合來表示。 

╳9.漢語的「空韻」是指只有聲母沒有韻母的現象，如ㄢ, ㄣ, ㄠ, ㄡ(an, en, ao, 

ou)。 

解釋：舉例錯誤，應該是ㄓ、ㄔ、ㄕ、ㄖ、ㄗ、ㄘ、ㄙ 

╳10.漢語的變調受語音結構影響，與語法結構無關。 



解釋：例如「買好米」、「影響我」，不同的語法結構，變調的方式就不一樣。 

 

三、 問答題（每題 4 分，共 20 分）  

1.什麼是形聲字？什麼是會意字？請各舉二例並加以說明。  

「形聲」，根據說文解字的定義是：「以事為名，取譬相成。」意思是依事物的類

別，拿一個字作為形旁（意符），用讀音相同或相近的字比擬字音（聲符），組合而成

形聲字。也就是說形聲字由形旁和聲旁組成， 形旁表示這個字的意義類別，聲旁表示

這個字的讀音。 由於這種字給讀者提供的信息量大，可供選擇的構字部件多，組合起

來比較方便，所以成為漢字主要的造字方法。例如「館」字，從食旁表示跟食物相關，

從「官」的音；「河」從水旁表示跟水相關，從「可」的音。 

「會意」跟句說文解字的定義是：「比類合誼，以見指撝。」意思是比合字形所畫

的事物，就可以看出字形所指的字義。它跟「象形」的區別在於「會」：把兩個字的字

形及字義「會」在一起，而得出一個新的字義。有了這個「會」「意」的過程，字形就

能記錄比較抽象的字義。例如「念」從今從心，代表現在心中所想；「林」代表許多樹

木之處。 

2.什麼是複韻母？什麼是聲隨韻母？請各舉二例並加以說明。 

複韻母是由兩個或三個元音結合在一起，例如ㄞ(ai)、ㄠ(ao)。 

聲隨韻母是在元音後面還有聲母，例如ㄢ(an)、ㄥ(eng)。 

3.什麼是「單純詞」？什麼是「合成詞」？請各舉二例並加以說明。 

單純詞是表示一個單純概念，如葡萄、日等；合成詞是由兩個或多個單純詞組合

而成，如日出、爬山等。 

4.下列二句均有歧義，請分別說明其所包含的意義有哪些？  

(1)小麗有個男朋友很驕傲。 (2)這支雞翅很難吃。 

(1)歧義來自語句結構，一者可以說小麗很驕傲(關係詞修飾)，再者也可以說是其

男友很驕傲(兼語句)。 

(2)歧義來自「難吃」這個詞可以表示不好吃，也可以表示讓人吃得很辛苦。 

5.請比較下列各組聲母或元音在發音部位和方式上有何差異？  

(A)比較ㄓ(zh)和ㄙ(s) (B)比較ㄝ(ê)和ㄨ(u)  

ㄓ是舌尖後塞擦音，不送氣，清音；ㄙ是舌尖前擦音，不送氣，清音。兩者都不

送氣，但前者是舌尖往後翹起碰觸到硬顎後再離開，後者是舌尖靠近齒齦讓氣

流從細縫中流出。 

ㄝ是舌頭前伸，高低居中，展唇；ㄨ則是舌頭後縮，舌位上升，圓唇。 

 

2009 年 

一、 單選題（每題 1 分，共 50 分） 

1.下面哪個詞的構詞方式和其他的不同？ 

(A)鞠躬（聯合式） (B)幫助     (C)建築      (D)圖書 

 

2.下列哪個外來詞的構詞方式和其他的不同？ 



(A)樂活     (B)雷達      (C)霓虹燈   (D)托福（考試） 

 

3.「東西」、「老子」都有不同的詞義，詞義的區別是靠下列哪一項？ 

(A)音長        (B)音重        (C)音高   (D)送氣 

 

4.下面哪個字的韻母和「民」不一樣？ 

(A)金 (B)您      (C)聽      (D)信 

 

5. 漢語濁音聲母有幾個？ 

(A) 1 (B) 2 (C) 3 (D) 4 

 

6.以下哪一組反義詞的關係和其他的不同？ 

(A)好─壞 (B)冷─熱    (C)真─假 (D)遠─近 

 

7.以下哪個例子屬於委婉語（euphemism）的例子？ 

(A)高抬貴手  (B)發福    (C)寒舍    (D)年年有餘（魚） 

 

8.「張三的弟弟是家中的獨生子。」屬於以下哪一項？ 

(A)矛盾結構  (B)預設      (C)隱喻    (D)多義結構 

 

9.下列哪一組字的聲母都是帶聲的濁音?（濁聲母為 m n l r） 

(A)浪、商 (B)北、妹    (C)綴、為 (D)農、榮 

 

10.下列哪一個敘述不是佛教文化對漢語發展與研究的影響？ 

(A)帶動漢字音節複輔音消失、聲母結構簡化 

(B)確立漢語注音的「反切」法 

(C)引進大量外來語譯詞和借詞 

(D)使書面語產生口語化的傾向 

 

11.下列哪一組詞都是由兩個詞素構成的? 

(A)馬達、物資 (B)細膩、玲瓏 (C)召喚、流行 (D)葡萄、老虎 

 

12.下列哪一個敘述是漢語構詞的特色? 

(A)現代漢語詞彙以單音節詞佔絕大多數 

(B)現代漢語的構詞法多採複合形式 

(C)現代漢語詞類的型態標記十分清楚 

(D)現代漢語的構詞法和造句法差異很大 

 

13.下列哪一個敘述是漢語的句法結構特色? 



(A)句子中主語、動詞、賓語的語序十分固定 

(B)句子的界定與劃分有清楚的句法依據 

(C)結構上屬於「主題顯著」的語言 

(D)修飾語出現於被修飾語之後 

 

14.下列哪一組詞全部都含有附加的詞綴? 

(A)個人、老闆、妻子      (B)可塑性、小張、電腦化 

(C)人們、兒女、畫家      (D)現代化、饅頭、祖父 

 

15.下列哪一句中畫線部分名詞的指稱為定指? 

(A)書我已經還給他了      (B)他很喜歡看書 

(C)我想買一本書送給他     (D)有一些書放在桌上 

 

16.下面例句表面上違反了合作原則中的哪一個準則? 

例句：「張愛玲畢竟是張愛玲。」 

(A)質的準則  (B)量的準則  (C)關聯準則  (D)方式準則 

 

17.下列哪一個句子不帶有台灣國語的句法特色? 

(A)這件事我有聽他說過 (B)慢慢走，不要用跑的 

(C)你的書包會不會重        (D)他到底來不來 

 

18.下列哪一個詞通常不能以「AAB」的方式重疊? 

(A)散步    (B)交友    (C)說話   (D)讀書 

 

19.下列哪一個詞和「退休」一詞的構詞方式最相似? 

(A)軟弱        (B)是非 (C)割讓 (D)湊巧 

 

20.「鮮」、「明」、「信」三字的造字方式屬於六書中的哪一種? 

(A)指事 (B)會意 (C)假借 (D)象形 

 

21.下列哪一個句子中的「起來」和例句中「起來」的意義最相近? 

例句：「天氣漸漸熱起來了。」 

(A)請站起來  (B)這個杯子看起來很不錯 

(C)把衣服穿起來            (D)他突然哭了起來 

 

22.下列哪一個詞的色彩意義和其他的詞不同? 

(A)勾當 (B)主意 (C)狡猾 (D)走狗 

 

23.下列哪一個形聲字的形符和聲符結構方式和「聞」字相似? 



(A)閣 (B)悶 (C)圓 (D)梨 

 

24.下列哪一個義項是「嫩」的本義? 

(A)缺少經驗       (B)烹調時間短、容易咀嚼 

(C)初生而柔弱       (D)顏色淺 

 

25.下列哪一個有關言語互動的「合作原則」之敘述不是正確的? 

(A)人們遵循合作原則是出於道德的考量 

(B)違反合作原則中的準則時，可能傳達「絃外之音」 

(C)合作原則和禮貌原則的考量可能彼此衝突 

(D)不同語言文化對合作原則中各準則的依循可能不同 

 

26.下列哪一個句子不是病句? 

(A)他被老師讚美了很多     (B)請掛帽子在這裡 

(C)失敗不能搖動他的信心    (D)那場大火幸虧消防隊來得快 

 

27.下列各項中全都屬於單純詞的是 ___ 。 

(A)爸爸、桌子、語言   (B)玻璃、矛盾、蝙蝠 

(C)猩猩、彷彿、斤兩   (D)蜘蛛、沙發、葡萄 

 

28.“我看電視。”在“我”的位置上，可以換成“他、小王、老師、人們”等。“我”與

這些詞之間的關係屬於 ___。 

(A)組合關係  (B)聚合關係   (C)動賓關係   (D)主謂關係 

 

29.下面哪一項是主謂式（陳述式）的複合詞？ 

(A)迎候 (B)海嘯 (C)紮根 (D)落成 

 

30.下面哪一項是動賓式（支配式）的複合詞？ 

(A)簽名 (B)進駐 (C)亮麗 (D)地震 

 

31.成語「顧全大局」的內部構造方式為 ___。 

(A)並列結構     (B)偏正結構      (C)動賓結構  (D)主謂結構 

 

32.下面何者為虛詞？ 

(A)紅花 (B)漂亮 (C)公斤 (D)究竟 

 

33.下面哪一句沒有括符內的預設？  

(A)校園的湖邊種了許多楊柳樹(預設：校園裡有湖) 

(B)十全電影院今晚放甚麼電影(預設：十全電影院今晚有電影) 



(C)張三今天來學校嗎(預設：張三今天來學校) 

(D)小王比小李還高(預設：小李高) 

 

34.甲：小李，今天晚上我們一起去看電影，好不好？ 

乙：我明天上午一、二節有課，還沒準備。 

 在此對話中乙違反了 Grice (1975)合作原則(Cooperative Principle)中的哪項準

則(Maxim)？  

(A)數量準則(Maxim of Quantity)  (B)質量準則(Maxim of Quality) 

(C)方式準則(Maxim of Manner)   (D)關聯準則(Maxim of Relation) 

 

35.下列哪一個詞的語義成分與其他不同？ 

 (A)僵化    (B)分解         (C)稀釋    (D)催化 

 

36.嚴格上來說，下列哪一個是病句？ 

(A)他把人揍得鼻青臉腫       (B)他被一個人讚美了 

(C)他平常跑步跑得很快         (D)因為沒錢，他沒上學 

 

37.下列各組，哪一組中的聲母發音位置不同？ 

(A)賊、材         (B)歌、克  (C)福、歲  (D)把、罵 

 

38.當「難」出現在「免」前面時，韻尾/n/會變為/m/，這種現象稱之為： 

(A)語音異化 (B)語音同化 (C)語音弱化     (D)語音脫落 

 

39.舌根擦音指的是下列哪一個音？ 

(A)注音符號ㄍ   (B)注音符號ㄎ  (C)注音符號ㄏ   (D)注音符號ㄥ 

 

40.複合名詞中的組成要素（N1 與 N2）有某種語意關聯，下列哪一組複合名詞中

的 N1 與 N2 語意關聯不同？ 

(A)娃娃車、馬車 (B)雨衣、太陽眼鏡 (C)書包、酒杯 (D)脣膏、眼藥 

 

41.簡體字「干」可以用來表達正體字的「乾」和「幹」，把原本兩個不同的詞結合

為一的現象稱之為： 

 (A)反義詞 (B)多義詞 (C)同形詞    (D)上下位詞 

 

42.下列哪一個句子沒有狀態改變的語意？ 

(A)我把他推倒了  (B)我已經吃飽飯 

(C)我餓了              (D)我很喜歡她 

 

43.下列哪一個句子中的疑問詞「誰」沒有泛指的功能？ 



(A)剛才誰在敲門        (B)他誰都幫助過 

(C)他對誰態度都一樣       (D)誰都會這個題目 

 

44.下列哪一個動詞屬於離合詞？ 

(A)吵架（吵了一架） (B)介紹 (C)修理  (D)訪問 

 

45.下列有關「把」字句的描述，何者有誤？ 

(A)把名詞組不能出現在「應該」、「會」等助動詞之前  

(B)把字後面的賓語（受詞）一般為有定名詞組 

(C)謂語一般是有界的(bounded) 

(D)只要是及物動詞就能出現在把字句（*把這件事注意了） 

 

46.下列何者為指事字？ 

(A)清、梅（形聲） (B)馬、鼠（象形） (C)本、末  (D)盜、伐（會意） 

 

47.如果「書」是新信息，用下列哪一個句子來表達最適當？ 

(A)他拿出來一本書           (B)他拿出一本書來 

(C)他拿一本書出來          (D)他把書拿出來 

 

48.下列哪一個時量成分「三天」是指動作完成後所歷經的時間？ 

(A)他玩了三天了（玩有起點與終點）(B)他死了三天了（死為瞬間完成的動詞） 

(C)他哭了三天了（哭有起點與終點） (D)他考慮了三天了（考慮有起點與終點） 

 

49.「上」有不同的意義，下列例子何者可以解釋為達到某種目的？ 

(A)飛上樹梢 (B)戴上眼鏡 (C)考上證照  (D)開上馬路 

 

50.下列哪一個例子不是意譯的外來詞？ 

(A)籃球 (B)蜜月 (C)馬力   (D)雷達 

 

二、是非題（每題 1 分，共 10 分） 

1.「華語」或「對外華語」名稱的選擇主要考量的是教學對象，與政治立場無

關。 

╳2 漢語共有五個介音。（“i、u、ü”3 個） 

╳3.在元音裡，高元音比低元音響一點兒。（相反） 

╳4.漢語的濁聲母只有ㄅㄆㄇㄈ（b p m f）四個，其餘都是清聲母。（m n l r） 

5.「請他來，並不容易。」這個句子的主語是個兼語詞組。 

╳6.「天亮」和「頭痛」在漢語構詞學上稱為「動補」複合詞。（主謂） 

7.「漢語語法像杯苦酒」是一種譬喻的說法。 

8.現代台灣所使用「八卦」一詞與民國初年的漢語比起來在語意與語法方面都



有了很大的不同。 

╳9.漢語是主題顯著的語言，因此主題一定要出現。（顯著但未必一定出現：昨天

寫了三個鐘頭的報告） 

╳10.現代漢語裡的介詞大都是由古漢語裡的形容詞、名詞虛化來的。（動詞） 

 

※以下題目請在試卷上標明題號，並以藍、黑色原子筆或鋼筆作答 

三、簡答題（將答案寫在試卷，每題 5 分，共 20 分） 

1.下列的詞中，有哪些可以依「AABB」重疊形式重疊? 有哪些可以依「ABAB」

重疊形式重疊?其重疊詞的意義各有何特徵? 

 (A)研究     (B)大方     (C)認識     (D)整齊 

   (E)順利     (F)討論     (G)商量     (H)清楚 

2.在下面老闆與秘書的對話中，老闆真正想表達的是甚麼意思?請依照合作原則及

其準則，說明他說出的話「現在是下午三點鐘」如何能夠表達他真正的意思。 

   秘書：我想要到百貨公司去 

   老闆：現在是下午三點鐘 

   秘書：好吧 

3.（1）張三推倒了李四→張三把李四推倒了（2）張三吃飽了飯→＊張三把飯吃

飽了。為何句（1）的轉換合乎語法，而句（2）卻是不合語法？試從語法學、

語義學觀點加以解釋。 

4.輕聲跟不輕聲有辨別意義的作用。請就：地道、買賣、妻子等詞加以辨別。 

 

四、問答題（將答案寫在試卷，每題 10 分，共 20 分） 

1.詞綴分為衍生詞綴及屈折詞綴，請用以下例子說明這兩種詞綴之不同，並將這

些例子依詞綴不同分類且略述其功能。 

數位化、桌子、去過（英國）、記者、上頭、我們。 

2.請根據下面所提供的共同特徵回答下列問題：  

坐具 靠背 扶手 轉動 彈簧 

椅子   ＋   ＋   —   —   — 

凳子   ＋   —   —   —   — 

沙發   ＋   ＋   ＋   —   ＋ 

轉椅   ＋   ＋   ＋   ＋   — 

(1)椅子、凳子、沙發和轉椅是不是屬於同一語義場？（是）它們屬於哪一個語

義場？（坐具） 

(2)用來區別椅子和凳子的特徵是什麼？ 

(3)沙發和轉椅如何區別？ 

(4)跟凳子有最多不同的是哪些樣東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