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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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試時間 作答方式 配分 

聽力測驗 
1.聽音選擇(12 題) 
2.對話理解(18 題) 

以音檔播放 
時間為準 

(40 分鐘以內) 

筆試 
答案卡 

9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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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音檔播放 
時間為準 

(30 分鐘以內) 

口試 
錄音 

90 分 

閱讀測驗 
1.語詞語法(20 題) 

20 分鐘 
筆試 
答案卡 

60 分 

書寫測驗 
1.聽寫測驗(9 題) 
2.塌空(填空)測驗(8 格) 
3.語句書寫(1 題) 

20 分鐘 
筆試 
答案紙 

60 分 

合計 110 分鐘  30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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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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檔播放結束立即收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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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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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檔播放結束立即收卷，請考生於每
題選項播放結束後，立即在答案卡上作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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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請問下面佗一張圖是王梨？（重複一次）（A） （B） （C） （D）。 
（題本呈現） 

（A）  （B） （C）   （D）  

 
（考生聽到）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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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blgjts.moe.edu.tw/tmt107/audio/A_hearing.mp3
http://blgjts.moe.edu.tw/tmt107/audio/A_hearing.mp3
http://tw.wrs.yahoo.com/_ylt=A3eg.xPXFoxOgSQAx7l21gt./SIG=12qvqnh9k/EXP=1317832535/**http:/www.yzyn.com/uploadfile/pic/upload/200802/20080203034620473.jpg
http://tw.wrs.yahoo.com/_ylt=A3eg.xjAFoxO7AgAwott1gt.;_ylu=X3oDMTBpZTByOGFiBHBvcwMyBHNlYwNzcgR2dGlkAw--/SIG=1mpgoi3lh/EXP=1317832512/**http:/tw.image.search.yahoo.com/images/view?back=http://tw.image.search.yahoo.com/search/images?p=%E6%B0%B4%E6%9E%9C&js=1&ei=utf-8&fr=yfp&w=1000&h=750&imgurl=news.xinhuanet.com/food/2006-03/22/xinsrc_39203032213402811048025.jpg&rurl=http://news.xinhuanet.com/food/2006-03/22/xinsimple_39203032213402811048025.htm&size=117KB&name=%E6%89%8B%E7%BB%98%E6%B0%B4%E6%9E%9C(10)&p=%E6%B0%B4%E6%9E%9C&oid=4239f6c69479627616ebe8df04a680ce&fr2=&no=2&tt=5200000&sigr=12fpaenoc&sigi=125pum1t6&sigb=12o7fo8ub&.crumb=o8IAZIe7pF2
http://tw.wrs.yahoo.com/_ylt=A3eg.xjAFoxO7AgAyItt1gt.;_ylu=X3oDMTBpcWpidGtpBHBvcwM4BHNlYwNzcgR2dGlkAw--/SIG=1m39om8l9/EXP=1317832512/**http:/tw.image.search.yahoo.com/images/view?back=http://tw.image.search.yahoo.com/search/images?p=%E6%B0%B4%E6%9E%9C&js=1&ei=utf-8&fr=yfp&w=900&h=895&imgurl=img10.3lian.com/c1/newpic/03/06/09.jpg&rurl=http://www.3lian.com/gif/2009/05-23/48582517322.html&size=156KB&name=%E9%9D%92%E6%9F%A0%E6%AA%AC%E6%B0%B4%E6%9E%9C%E5%9B%BE%E7%89%87&p=%E6%B0%B4%E6%9E%9C&oid=528764960f8ac77005bb5b3cc1b22f02&fr2=&no=8&tt=5200000&sigr=11khnb8be&sigi=116r9lgok&sigb=12o7fo8ub&.crumb=o8IAZIe7pF2
http://tw.wrs.yahoo.com/_ylt=A3eg.xhKF4xONwUAMbht1gt.;_ylu=X3oDMTBqbWlpczNlBHBvcwM1MgRzZWMDc3IEdnRpZAM-/SIG=1o9vpg6jq/EXP=1317832650/**http:/tw.image.search.yahoo.com/images/view?back=http://tw.image.search.yahoo.com/search/images?p=%E6%B0%B4%E6%9E%9C&js=1&b=41&ni=20&ei=utf-8&xargs=0&pstart=1&fr=yfp&w=1600&h=1200&imgurl=bz1111.com/d/2007-10/200710310039072348.jpg&rurl=http://bz1111.com/desk/class102/8643/40a571ae03b6c96b.htm&size=183KB&name=%E6%B8%85%E6%99%B0%E6%B0%B4%E6%9E%9C+(1600x1200%E5%88%86...&p=%E6%B0%B4%E6%9E%9C&oid=031e394630d21e11fb63270668b75c78&fr2=&no=52&tt=5200000&b=41&ni=20&sigr=11p68f4g9&sigi=11buruq4i&sigb=13kce10h9&.crumb=o8IAZIe7pF2
http://blgjts.moe.edu.tw/tmt107/audio/A_hearing.mp3�
http://tw.wrs.yahoo.com/_ylt=A3eg.xPXFoxOgSQAx7l21gt./SIG=12qvqnh9k/EXP=1317832535/**http:/www.yzyn.com/uploadfile/pic/upload/200802/20080203034620473.jpg�
http://tw.wrs.yahoo.com/_ylt=A3eg.xjAFoxO7AgAwott1gt.;_ylu=X3oDMTBpZTByOGFiBHBvcwMyBHNlYwNzcgR2dGlkAw--/SIG=1mpgoi3lh/EXP=1317832512/**http:/tw.image.search.yahoo.com/images/view?back=http://tw.image.search.yahoo.com/search/images?p=%E6%B0%B4%E6%9E%9C&js=1&ei=utf-8&fr=yfp&w=1000&h=750&imgurl=news.xinhuanet.com/food/2006-03/22/xinsrc_39203032213402811048025.jpg&rurl=http://news.xinhuanet.com/food/2006-03/22/xinsimple_39203032213402811048025.htm&size=117KB&name=%E6%89%8B%E7%BB%98%E6%B0%B4%E6%9E%9C(10)&p=%E6%B0%B4%E6%9E%9C&oid=4239f6c69479627616ebe8df04a680ce&fr2=&no=2&tt=5200000&sigr=12fpaenoc&sigi=125pum1t6&sigb=12o7fo8ub&.crumb=o8IAZIe7pF2�
http://tw.wrs.yahoo.com/_ylt=A3eg.xjAFoxO7AgAyItt1gt.;_ylu=X3oDMTBpcWpidGtpBHBvcwM4BHNlYwNzcgR2dGlkAw--/SIG=1m39om8l9/EXP=1317832512/**http:/tw.image.search.yahoo.com/images/view?back=http://tw.image.search.yahoo.com/search/images?p=%E6%B0%B4%E6%9E%9C&js=1&ei=utf-8&fr=yfp&w=900&h=895&imgurl=img10.3lian.com/c1/newpic/03/06/09.jpg&rurl=http://www.3lian.com/gif/2009/05-23/48582517322.html&size=156KB&name=%E9%9D%92%E6%9F%A0%E6%AA%AC%E6%B0%B4%E6%9E%9C%E5%9B%BE%E7%89%87&p=%E6%B0%B4%E6%9E%9C&oid=528764960f8ac77005bb5b3cc1b22f02&fr2=&no=8&tt=5200000&sigr=11khnb8be&sigi=116r9lgok&sigb=12o7fo8ub&.crumb=o8IAZIe7pF2�
http://tw.wrs.yahoo.com/_ylt=A3eg.xhKF4xONwUAMbht1gt.;_ylu=X3oDMTBqbWlpczNlBHBvcwM1MgRzZWMDc3IEdnRpZAM-/SIG=1o9vpg6jq/EXP=1317832650/**http:/tw.image.search.yahoo.com/images/view?back=http://tw.image.search.yahoo.com/search/images?p=%E6%B0%B4%E6%9E%9C&js=1&b=41&ni=20&ei=utf-8&xargs=0&pstart=1&fr=yfp&w=1600&h=1200&imgurl=bz1111.com/d/2007-10/200710310039072348.jpg&rurl=http://bz1111.com/desk/class102/8643/40a571ae03b6c96b.htm&size=183KB&name=%E6%B8%85%E6%99%B0%E6%B0%B4%E6%9E%9C+(1600x1200%E5%88%86...&p=%E6%B0%B4%E6%9E%9C&oid=031e394630d21e11fb63270668b75c78&fr2=&no=52&tt=5200000&b=41&ni=20&sigr=11p68f4g9&sigi=11buruq4i&sigb=13kce10h9&.crumb=o8IAZIe7pF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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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本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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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ı̍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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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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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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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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blgjts.moe.edu.tw/tmt107/audio/A_spoken.mp3
http://blgjts.moe.edu.tw/tmt107/audio/A_spoken.mp3
http://blgjts.moe.edu.tw/tmt107/audio/A_spoken.mp3�


<A卷試題說明>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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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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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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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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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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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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3 到 20 題略] 
 
參考答案：1.（C） 2.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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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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blgjts.moe.edu.tw/tmt107/audio/A_dictation.mp3
http://blgjts.moe.edu.tw/tmt107/audio/A_dictation.mp3
http://blgjts.moe.edu.tw/tmt107/audio/A_dictation.m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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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份 聽寫測驗 
A.聽寫拼音（請用臺羅正式版書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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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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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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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