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 卷試題說明>

教育部
閩南語語言能力認證考試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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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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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科目、題型、時間及配分
本考試 B 卷分為聽力測驗、口語測驗、閱讀測驗及書寫測驗，滿分 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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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話理解(15 題)

2.演說理解(15 題)

時間為準
(40 分鐘以內)

作答方式

配分

筆試

90 分

答案卡

口語測驗
1.情境對話(1 題)
2.看圖講話(1 題)

3.文章朗讀(1 題)

4.口語表達(2 題)

以音檔播放
時間為準

口試

(30 分鐘以內)

錄音

50 分鐘

筆試

90 分

閱讀測驗
1.語詞語法(20 題)
2.克漏字(8 題)

答案卡

120 分

3.文章理解(12 題)
書寫測驗
1.聽寫測驗(10 題)
2.語句書寫(2 題)

40 分鐘

筆試
答案紙

60 分

3.文章寫作(1 題)
合計

16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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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0 分

<B 卷試題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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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話理解」
，共 15 題單選題；第二部分「演說理解」，
共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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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與選項都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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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聽力測驗。聽力測驗的測驗時間

以聲音檔放送的時間為準，佇 40 分鐘以內，聲音檔放送結束就隨收考卷，請考

生佇逐條選項放送了後，隨佇答案卡頂面回答。第一部份「對話理解」，有 15

條選擇題；第二部份「演說理解」
，有 15 條選擇題。攏總 30 條。題目會以聲音
檔放送，題目佮選項攏唸 1 擺，請選出上適當的答案。以上說明若有問題，抑

是聲音聽袂清楚，請這馬隨攑手共監考人員問。若無問題，請共題目掀開，聽
力測驗正式開始。
試題範例音檔
第一部份 對話理解
（考生聽到）
【對話第 1 段】

A：若是講著熱心服務，我絕對袂輸人。

B：是～啦，若是講著雜插，絕對無人會贏你。
（題本呈現）
1.根據對話，會當知影應話的人認為講話的人？
（A）不時踅踅唸 （B）愛管閒仔事 （C）誠愛講白賊 （D）足愛展風神
[第 2 到 15 題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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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答案：1.（B）
第二部份 演說理解
（考生聽到）
【演說第1篇】
「唸歌」是一款uān-nā講，uān-nā唱，唸唱民間傳說、歷史故事抑是社會
事件、勸世文，流傳佇民間的說唱藝術。唸唱的人咱共伊叫做「歌仔先」
。記載
唸歌內容的冊，叫做「歌仔冊」，親像民間傳說的「廖添丁傳奇」、歷史故事的
「義戰噍吧哖」
、社會事件的「基隆七號房慘案」
、勸世教化的「十殿閻君」
，攏
是有名的歌仔冊。唸歌用的曲調叫做「歌仔調」
，譬論講「江湖調」
、
「七字仔調」
、
「都馬調」、
「南光(kong)調」，無仝的曲調會當用來表達無仝的劇情，上捷用的
歌仔調是江湖調。唸歌用的樂器，有月琴、大廣絃、三絃佮殼仔絃，較捷用的
是月琴交大廣絃，上捷用的是月琴，這寡樂器的聲音，配合歌仔先滄桑的聲嗽，
予咱聽著有一款真厚的江湖氣。
（題本呈現）
1.唸歌上捷用的歌仔調是啥物？
（A）都馬調

（B）江湖調

（C）南光調

（D）七字仔調

（C）歌仔師

（D）歌仔先

（C）殼仔絃

（D）大廣絃

2.唸歌的人叫做啥物？
（A）歌手

（B）歌者

3.唸歌上捷用的樂器是啥物？
（A）三絃

（B）月琴

4.「基隆七號房慘案」是屬佗一款性質的歌仔冊？
（A）社會事件 （B）歷史故事 （C）民間傳說 （D）勸世教化
[第 5 到 15 題略]
參考答案：1.（B） 2.（D） 3.（B）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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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對話」1 題，10 分；第二部分「看圖講話」1 題，
20 分；第三部分「文章朗讀」1 題，20 分；第四部分「口語表達」共 2 題，
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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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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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看圖講話」請針對圖片內容並依題目指示加以發揮，準備時間 30 秒，
回答時間 1 分鐘，請依指示準備及回答。時間還剩 10 秒時會「tng」一聲
提醒。
(3) 「文章朗讀」之文章字數 250 字左右，考生需依文章內容逐字朗讀，部分
字詞提供臺羅拼音輔助作答。準備時間 30 秒，回答時間 1 分 30 秒，請依

指示準備及回答。時間還剩 20 秒時會「tng」2 聲提醒，請盡量作答直到

時間結束。測驗重點在於能否正確而流暢地讀出字音及變調，聲音優美與
情緒表達的程度不在評分範圍內。
(4) 「口語表達」的題目為一個開放性的問題，請考生盡量闡述自己的看法。
準備時間 1 分鐘，回答時間 2 分鐘，請依指示準備及回答。時間還剩 20

秒時會「tng」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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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口語測驗。口語測驗的測驗時間，

以聲音檔放送的時間為準，佇 30 分鐘以內。第一部份「情境對話」1 條；第二
部份「看圖講話」1 條；第三部份「文章朗讀」1 篇；第四部份「口語表達」，
有 2 條。題目會以聲音檔放送，每一條準備佮回答的時間無仝款，請照聲音檔
的指示來回答。以上說明若有問題，抑是聲音聽袂清楚，請這馬隨攑手共監考
人員問。若無問題，請共題目掀開，口語測驗正式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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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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境對話
※準備佮回答的時間攏總 30 秒，問題問了，聽著「請回答」
，就會使開始講，
閣賰 10 秒的時會「tng」1 聲提醒。

問題：你去予人請，已經感覺食飽矣，毋過人閣一直挾菜予你。你實在食袂落
去，閣無想欲得罪人，你會按怎共拒絶？請用幾句仔話來表現你的意思。
請回答。
第二部份 看圖講話
※準備的時間 30 秒，講的時間 1 分鐘，閣賰 10 秒的時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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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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份 文章朗讀
※準備的時間 30 秒，朗讀的時間 1 分 30 秒，閣賰 20 秒的時會「tng」2 聲提
醒。
外來統治者通常會對殖民地人民做出無理的要求佮剝削，搶奪殖民地的
財富了，共好康的攏送轉去的母國。荷蘭人統治臺灣的時陣嘛是無例外。俗
語講：「有毛的食甲棕簑，無毛的食甲秤錘(tshìn-thuî)。」會當說明外來統治
者痟貪的程度。雖罔荷蘭人佇臺灣主要是進行殖民統治，毋過有一寡統治措
施，無形中對臺灣的現代化嘛有一定的幫贊(tsān)。像講荷蘭人為著推廣基督
教教義，所以替無書面文字的平埔族創造羅馬字的書寫系統，閣佇 1636 年，
設立臺灣有史以來的第一間學校。另外，荷蘭人閣對「印度」進口百外隻的赤
牛來臺灣，臺灣對彼站開始才有犁田的牛。
第四部份 口語表達
※每一條準備的時間 1 分鐘，講的時間 2 分鐘，閣賰 20 秒的時會「tng」2 聲
提醒。
【第 1 條】一般人認為運動對健康真有幫助，請你用一項佮意的運動來說明你
的看法。
[第 2 題略]

7

<B 卷試題說明>
三、閱讀測驗
(一)作答說明

1. 測驗時間：50 分鐘。

2. 題型配分：第一部分「語詞語法」
，共 20 題單選題；第二部分「克漏字」
，共
8 題單選題；第三部分「文章理解」，共 12 題單選題。總計 40 題，每題 3
分，共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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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部份 語詞語法
1.老爸對後生講：
「你的橐袋仔內一定是袋磅子。」照這句話的意思，老爸對後
生的態度是：
（A）呵咾 （B）剾洗 （C）無奈 （D）厭氣
2.「我做一塊薁蕘(ò-giô)，成本毋但 30 箍，你欲叫我賣你 20 箍，你欲叫我＿
＿喔？」請問空格仔內揀佗一个上適當？
（A）歹趁 （B）倒塌 （C）了尾 （D）食家己
參考答案：1.（B） 2.（B）

[第 3 到 20 題略]
第二部份 克漏字

若毋是為著遮的囡仔、為著這个家庭，伊

(1) 甘願放翁放囝？細囝逐工

攏著愛飼奶，翁婿𤆬𤆬三个囡仔，擔頭嘛真沉重， (2) ，嫁出去的小妹徛仝庄
內，小妹暫時共上細漢的囡仔抱去照顧，已經欲成冬矣！日子一下久，細漢囝
開始依依呀呀學講話以後， (3) 共小妹當做是家己的老母，照這款範勢，有
可能兩冬後，工課期滿，囡仔就袂認得家己的老母到底是啥人矣。
1.（A）哪會

（B）就會

3.（A）閣

（B）才

（C）愛會

（D）嘛會

2.（A）無拄好 （B）無定著 （C）好佳哉 （D）真僥倖
（C）抑

（D）煞

[第 4 到 8 題略]

參考答案：1.（A） 2.（C） 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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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份 文章理解
【第 1 篇】
春天來的時，芳芳的樟仔花會報予你知。三、四月是樟仔開花的時陣，毋
過真少人會去注意著樟仔開花矣。有可能是樹身真懸，嘛有可能是伊的花傷細
蕊，抑是黃綠色的花閣佮淺綠色的新葉做伙發，誠歹引起人的注意。嘛有可能
是這馬的人傷過無閒，無時間嘛無心情去注意身軀邊大自然的變化。
樟仔的樹欉、樹椏、樹根佮葉仔攏會當提煉樟腦砂佮樟腦油。樟腦砂是做
臭丸、防腐劑佮芳料的原料。樟腦油會當治腹肚疼、做強心劑，嘛會當治皮膚
病。樟仔的用途真闊，伊的木材，除了會當提煉樟腦以外，閣是做家具、雕刻
藝術品的好材料。
佇清國到民國初年，樟腦、蔗糖佮茶米予人叫做臺灣三寶，是臺灣重要的
出口貨。樟仔的樹形闊閣媠，廟前種一欉，樹跤就是泡茶開講的好所在。樟仔
雖然是咱真熟似的樹仔，毋過咱往往無去注意著伊。毋管咱熟似也好，無注意
著伊也好，伊一直恬恬仔開花、結子，陪伴佇咱的身軀邊，予咱清新的空氣，
予咱清幽的環境。
請根據頂面文章回答問題。
1.這馬的人真少注意著樟仔開花，下面佗一項毋是文章內底有講著的原因？
（A）樟仔樹身真懸，人較看袂著 （B）現代人毋捌樟仔欉生做啥款
（C）樟仔花細蕊，人袂去注意著 （D）樟仔花的色水佮新葉差不多
2.根據本文，樟仔的特色無包括下面佗一項？
（A）花佮葉仔會同齊發

（B）樟仔葉是泡茶的好材料

（C）樟仔的樹形真闊真媠 （D）樟仔柴會當做家具佮雕刻品
3.文章內底所講著的樟腦的用途是下面佗一項？
（A）做強心劑 （B）治腰子病 （C）做落屎藥 （D）治糖尿病
[第 4 到 12 題略]
參考答案：1.（B） 2.（B） 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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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書寫測驗
(一)作答說明

1. 測驗時間：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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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題，每題 2 分；第二部分「語句書寫」，共 2 題，每題 10 分；第三部
分「文章寫作」1 題，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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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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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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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書寫測驗。第一部份是聽寫測驗，

閣分做「聽寫拼音」佮「聽寫漢字」2 个部份。攏總 10 條。題目會以聲音檔放

送，每一條攏會先唸 1 擺，閣唸一句包含這个語詞的話句，回答的時，干焦需
要寫出題目的語詞就會使。聽寫測驗結束了後，毋免交考卷，請繼續完成書寫
測驗其他的題目。回答的時，愛共答案寫佇答案紙指定的格仔內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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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說明若有問題，抑是聲音聽袂清楚，請這馬隨攑手共監考
人員問。若無問題，請共題目掀開，聽寫測驗正式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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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題範例音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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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uân-liōng

2

nn̄g-jîn

3
4
5

[第 3 到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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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度晬

2

咒誓

3
4
5

[第 3 到 5 題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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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卷試題說明>
第二部份 語句書寫
【第 1 條】

，會使隨家己的意思加
問題：請用下面的語詞寫一段話（大約 2、3 句就會使）
添語詞，毋過一定愛有遮的語詞：拍無去(phah-bô--khì)、皮包(phuê-pau)、
手機仔(tshiú-ki-á)、證件(tsìng-kiānn)、佳哉(ka-tsài)。
[第 2 題略]
第三部份 文章寫作
問題：臺灣熱天氣溫真懸，天氣真熱。請你以「熱天」為題目，寫一篇短文，
描寫你個人對「熱」的印象佮感受，嘛會使寫熱天的情境、適合佇熱天做的活
動等等，會當自由發揮。（150-200 字之間，答案紙大約 10 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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