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教育部對外華語教學能力認證考試試題 

(第 1 頁，共 5 頁) 

科目：國文 

※下列單選題請在答案卡上以 2B 鉛筆作答    

一、單選題(每題 2 分，共 40 分) 

1.下列以動物之特徵形成的譬喻或借代，敘述正確的是哪一選項？ 

(A)「蚍蜉」是螞蟻，力量微小，因此以「蚍蜉撼樹」比喻志氣宏偉。 

(B)「蜩螗」是胡蟬，鳴聲嘹亮，因此以「國事蜩螗」比喻國運昌隆。 

(C)「螽斯」是蝗蟲，生子極多，因此以「螽斯衍慶」比喻子孫眾多。 

(D)「吟蛩」是蟋蟀，擅長跳躍，因此以「蛩蛩懷顧」比喻得心應手。 

2.下列唐詩對句的內容，何者不是以「時間」與「空間」相對？ 

(A)王維〈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詩：「獨在異鄉為異客，每逢佳節倍思親。」 

(B)王昌齡〈出塞〉詩：「秦時明月漢時關，萬里長征人未還。」 

(C)杜甫〈詠懷古蹟‧其一〉詩：「支離東北風塵際，漂泊西南天地間。」 

(D)李白〈早發白帝城〉詩：「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 

3.下列成語運用最恰當的是哪一選項？ 

(A)深諳「曲突徙薪」的道理，讓他灰心喪志、一蹶不振。 

(B)他為官清廉，雖然俸祿優渥，卻仍「家徒四壁」。 

(C)報酬不高，食指卻浩繁，讓他飽受「采薪之憂」。 

(D)他「南箕北斗」的，將廢棄雜物清理得一乾二淨。 

4.修辭學界大抵同意「對偶」的原則有四：(1)字數相等(2)句法相似(3)平仄相對(4)兩句

意義關聯照應。下列最能切合四項標準的詩文是哪一選項？ 

(A)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 

(B)年來誰不厭龍鍾，雖在侯門似不容。 

(C)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 

(D)漢口夕陽斜度鳥，洞庭秋水遠連天。 

5.下列題辭，依照「新嫁／誕育／賀壽／哀輓」順序，最適當的應該是下列哪一選項？ 

(A)琴瑟和鳴／弄瓦誌喜／福壽全歸／彤管揚芬 

(B)珠聯璧合／瓜瓞綿綿／瑤池春永／淑德永昭 

(C)明月重圓／熊夢徵祥／彩帨螣輝／坤儀足式 

(D)鴻案相莊／喬木鶯聲／萱閣長春／慈雲縹緲 

 

 

(請轉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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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下列成語中所指歷史人物，何者說法為非： 

(A)江郎才盡：「江郎」指江淹。 

(B)班門弄斧：「班」指班超。 

(C)蕭規曹隨：「蕭」指蕭何，「曹」指曹參。 

(D)陸海潘江：「陸」指陸機，「潘」指潘岳。 

7.下列詩詞所吟詠的季節景象，正確的順序是哪一選項？ 

(甲)四月清和雨乍晴，南山當戶轉分明。更無柳絮因風起，惟有葵花向日傾。 

（宋‧司馬光） 

(乙)牆角數枝梅，凌寒獨自開。遙知不是雪，為有暗香來。（宋‧王安石） 

(丙)千里鶯啼綠映江，水村山郭酒旗風。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台煙雨中。 

（唐‧杜牧） 

(丁)孤村落日殘霞，輕煙老樹寒鴉，一點飛鴻影下。青山綠水，白草紅葉黃花。 

（元‧白樸） 

(A)夏、冬、秋、春 (B)春、冬、夏、秋 

(C)春、夏、秋、冬  (D)夏、冬、春、秋 

8.「楚人有賣其珠於鄭者，為木蘭之櫝，薰以桂椒，綴以珠玉，飾以玫瑰，輯以翡翠，

鄭人買其櫝而還其珠，此可謂善賣櫝矣，未可謂善鬻珠也。」（《韓非子‧外儲說左上》）

後世遂以「買櫝還珠」一詞比喻： 

(A)去除雜亂，保留菁華。 (B)名符其實，表裡如一。 

(C)捨本逐末，取捨失當。 (D)表裡不一，名實相違。 

9.下列詩詞所表現的意境，何者與「人生無常」的主題無關？ 

(A)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餘黃鶴樓。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 

（崔顥〈黃鶴樓〉） 

(B)少年聽雨歌樓上，紅燭昏羅帳。壯年聽雨客舟中，江闊雲低，斷雁叫西風。而今

聽雨僧廬下，鬢已星星也。悲歡離合總無情，一任階前點滴到天明。 

（蔣捷〈虞美人．聽雨〉） 

(C)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 

（劉禹錫〈烏衣巷〉） 

(D)凌波不過橫塘路，但目送，芳塵去。錦瑟年華誰與度？月橋花院，瑣窗朱戶，只

有春知處。    碧雲冉冉蘅皋暮，彩筆新題斷腸句。試問閒愁都幾許？一川煙草，

滿城風絮，梅子黃時雨。（賀鑄〈青玉案〉） 

 

 

 

(請接次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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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何以解憂，唯有杜康。」使用了「借代」修辭手法，下列使用相同修辭手法的是

哪一選項？ 

(A)孩子又像孩子了，每天吃很多錢，睡很多鐘點。 

(B)灑了滿天的珍珠和一個又圓又白的玉盤。 

(C)被花朵擊傷的女子，春天不是她真正的敵人。 

(D)那雙眼睛，如秋水、如寒星、如寶珠、如白水銀裡頭養著兩丸黑水銀。 

11.下列文句都有「無乃」一詞，請歸納其意義，並選取最合適的選項。 

(甲)「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太簡乎？」 

（《論語‧雍也》） 

(乙)「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左傳‧莊公二十四年》） 

(丙)「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無乃不可乎！」（《左傳‧僖公三十二年》） 

(丁)「上有絃歌聲，音響一何悲！誰能為此曲，無乃杞梁妻。」（〈西北有高樓〉） 

(A)恐怕、恐怕是 (B)不是、不會是 (C)可能是   (D)未必是 

12.下列文句皆有「以」字，哪一選項的用法有別於其他？ 

(A)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理於晉，且貳於楚也。 

(B)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 

(C)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D)而浮生若夢，為歡幾何，古人秉燭夜遊，良有「以」也。 

13.下列文句與其說明，正確的是哪一選項？ 

(A)山雨欲來風滿樓——比喻事情即將發生的徵兆。 

(B)屋漏偏逢連夜雨——形容一個人常因禍而得福。 

(C)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形容一個人見風轉舵。 

(D)相濡以沫，相忘於江湖——形容一個人不忘恩。 

14.下列歇後語之釋義，正確的是哪一選項？ 

(A)瞎子吃湯圓——半斤八兩 

(B)西瓜園裏散步——左右逢源 

(C)圍棋盤裡下象棋——說易行難 

(D)看花容易，繡花難——做不得主 

15.「良劍期乎斷，不期乎鏌鋣；良馬期乎千里，不期乎驥、驁。」是強調做事以何為

主？ 

(A)務實   (B)美譽 (C)無為   (D)法古 

 

 

(請轉背面) 

 



 (第 4 頁，共 5 頁) 

16.下列各組中，錯別字最多的是哪一選項？ 

(A)壟斷交通/體型龐大/躬耕攏畝/禁止抄襲 

(B)人道援助/行動遲緩/繳交罰鍰/人情溫暖 

(C)鞠躬盡瘁/淬取精華/出類拔粹/玉石俱碎 

(D)全新裝潢/彈簧鬆弛/佩紫懷璜/黃髮垂髫 

17.下列各字在字典中歸入的部首，正確的是哪一選項？ 

(A)「辦」字收入「力」部。 (B)「亞」字收入「二」部。 

(C)「罪」字收入「非」部。 (D)「床」字收入「木」部。 

18.下列敘述不正確的是哪一選項？ 

(A)《史記》是編年體，《漢書》是紀傳體，兩者體裁不同。 

(B)《論語》、《大學》、《孟子》、《中庸》合稱「四書」。 

(C)《詩》、《書》、《易》、《禮》、《春秋》合稱「五經」。 

(D)《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合稱「四史」。 

19.下列描寫「春天」的是哪一選項？ 

(A)六出飛花入戶時，坐看青竹變瓊枝。如今好上高樓望，蓋盡人間惡路岐。 

(B)長日如年，無須量線；寸陰應惜，好記移轉。 

(C)細雨，杜鵑，又快是江南紅了櫻桃，綠了芭蕉的時節。 

(D)接天蓮葉無窮碧，映日荷花別樣紅。 

20.下列各組前後兩個「」的字詞，意義最相近的是哪一選項？ 

(A)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屈原〈離騷〉）╱「淹」芳芷於腐井兮，

棄雞骸於筐簏。（劉向〈九歎怨思〉） 

(B)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屈原〈離騷〉）╱海內知識，「零落」殆盡。

（孔融〈論盛孝章書〉） 

(C)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莊子‧齊物論》）╱北海「若」曰：井蛙不

可語於海者，拘於虛也。（《莊子‧秋水篇》） 

(D)「偽」臨朝武氏者，性非和順，地實寒微。（駱賓王〈為徐敬業討武曌檄〉）╱臣

少事「偽」朝，歷職郎署。（李密〈陳情表〉） 

 

 

 

 

 

 

 

(請接次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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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病句修改、翻譯及短文寫作，請在試卷上標明題號，並以藍、黑色原子筆或鋼筆作答 

二、病句修改(每題 2 分，共 10 分) 

請將多餘的字刪去或將錯誤的地方更正，須加修改之處以括號()標示；修改後的內容

寫在箭頭    之後，示例如下： 

【例 1】我跟大家介紹一下，這名是李經理。 

            答：(名)    位 

【例 2】暑假期間，有許多學生們出國遊學。 

            答：(們)    刪除「們」 

 

1. 王先生細說臺北故宮博物院所收藏的文物如數家珍，左右逢源，令在場的專家佩服

不已。 

2. 我以後想當一位華語教師在國外。 

3. 黃昏時刻，騎著腳踏車在河邊信步奔馳，真是一大享受。 

4. 我估計他肯定完全不了解事情的真象，所以才會有這麼曲折離奇的反應。 

5. 突然，草叢旁竄出一條蛇，我嚇到呼吸簡直幾乎要停下來了。 

三、語譯(20 分。請將下列原文譯成語體文) 

吾嘗終日而思矣，不如須臾之所學也。吾嘗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見也。登高而招，

臂非加長也，而見者遠；順風而呼，聲非加疾也，而聞者彰。假輿馬者，非利足也，

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絕江河。君子生非異也，善假於物也。 

（《荀子．勸學》）                                          

四、短文寫作(30 分。文長限 400-600 字，文言、語體不拘，但須分段，並加新式標點。不

得以詩歌、書信體裁寫作，違者不予計分。) 

 

作家鄭清文曾在國立臺灣大學洪游勉文學講座中說：「站在山底下看，山都是高的，站

在山腰看，山有高有低，站得越高，世界越大，可看到的東西越多，『批評』就是培養

走向山腰、走向山頂能力。」（2008年 11月）這段話原是談寫作與批評的關係，其實

也可以和人生有關，請就此申論個人觀點。 

 

 
 

 
 
 
 
 
 
 

(試題請隨試卷繳回) 
 



2019 年教育部對外華語教學能力認證考試試題解答 

(第 2 次公告) 

科目：國文 

一、單選題（每題 2 分，共 40分） 

 

◎經 108年 8月 2日教育部 2019年對外華語教學能力認證考試

筆試考科評分標準協調會議決議如下： 

  第一大題單選題第 5題答案更正為 B，第 10題答案更正為 A。 

1. C 2. C 3. B 4. D 5. B 

6. B 7. D 8. C 9. D 10. A 

11. A 12. D 13. A 14.B 15. A 

16. C 17. B 18. A 19.C 20. D 



 

2019 年教育部對外華語教學能力認證考試試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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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漢語語言學 

※下列單選題請在答案卡上以 2B 鉛筆作答 

一、 單選題（每題 2 分，共 70 分） 

1.現代漢語聲母 [ㄍㄎㄏ] 與哪一系列的音呈互補分布？ 

(A)[ㄐㄑㄒ]  (B)[ㄗㄘㄙ] 

(C)[ㄓㄔㄕ]  (D)以上皆非 

2.外來詞進入漢語詞彙系統有許多方式，其中音義兼譯方式可見譯者巧思。下列何者不

屬於此類？  

(A)幽默  (B)雷射  

(C)脫口秀  (D)蜜月 

3.下面哪個句子是屬於雙賓結構？  

(A)歹徒把我的皮包搶走。 (B)歹徒搶我的皮包。  

(C)我的皮包被歹徒搶走。 (D)歹徒搶我皮包。 

4.下列重疊式詞彙，何者具有嘗試義？  

(A)吃吃喝喝  (B)走走看看  

(C)踉踉蹌蹌  (D)來來去去 

5.漢語可以運用主動句式表達被動語意，下列何者不具被動語意？ 

(A)他安靜坐著，看著門開了。 

(B)事已至此，他只好鋌而走險。 

(C)他打算到超市添購家人一週生活所需。 

(D)心不在焉，茶杯就從手中滑落了。  

6.下面哪個選項中的「那」與「那你怎麼辦啊？」的「那」意思和用法相同？  

(A)那年暑假他回臺灣度假。 

(B)你要是沒空，那我找別人陪我去。  

(C)早期有很多企業家到外國去投資，結果發現那實在不是他們的根。  

(D)那是因為你的外務太多，不能專心。 

7.漢語人稱指示詞常常跨人稱使用，下列例句畫底線處人稱與括弧內的說明何者不恰

當？  

(A)我相信我們每一位同學都會自我約束，遵守試場規則。（第一人稱）  

(B)他是我們班的轉學生，你們班沒有新同學嗎？（第一人稱排除式）  

(C)我們別鬧了，等會兒陪你出去逛逛吧。（第二人稱）  

(D)這個人真絕，你向他借東西，他肯定拒絕，他向你借東西倒像理所當然。（第一人

稱） 

 

（請轉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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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漢語歷史悠久，下列關於漢語的敘述何者正確？ 

(A)先秦文字主要為象形字。 

(B)先秦與兩漢的押韻分類沒有不同。 

(C)魏晉南北朝屬於近代漢語時期。  

(D)中原音韻可說是北方官話的前身。    

9.下列哪一組詞的內部結構皆為主謂結構？  

(A)小說、漢字  (B)管家、司法  

(C)民主、眼熟  (D)價值、關閉 

10.下面哪一組全都是偏正式的複合詞？ 

(A)開朗、清楚、明白 (B)黑板、開水、汽車  

(C)追殺、提問、巡視 (D)石器、站立、遊戲 

11.下面哪一組全都是動賓式的複合詞？ 

(A)守時、得意、失望 (B)緊張、快樂、內疚  

(C)笑話、好聽、愉悅 (D)景色、美食、餐廳 

12.關於漢語否定副詞的功能與用法，下列敘述何者有誤？  

(A)否定副詞有其否定的語意範疇，範疇大小與詞序有關。 

(B)「不」主要是用來否定能力、意願及可能性。 

(C)「沒」主要是用來否定人、事、物的存在。  

(D)現代漢語僅存的否定副詞只有「不」與「沒」。 

13.甲：張三在哪？  

乙：他在圖書館或某個女同學家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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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聯準則 (maxim of relation) (D)方式準則 (maxim of manner) 

14.漢語聲韻系統中，有以鼻音為韻尾的陽聲韻，以及以塞音為韻尾的入聲韻，而陽聲韻

與入聲韻有發音上的對應關係。例如「東」是陽聲韻，與「東」相對應的入聲韻應該

是以哪一個塞音為韻尾？ 

(A) [-t]  (B) [-k] 

(C) [-p]  (D) [-ʔ]  

15.下列哪一項不是漢語聲母的區辨特徵？  

(A)有聲/無聲  (B)送氣/不送氣  

(C)輕音/重音 (D)阻音/非阻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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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以下哪一個字聲母的發音部位與其他的不同？ 

(A)拿 (B)老 

(C)島 (D)再 

17.以下哪個句子有結構性的歧義（structural ambiguity）？  

(A)請給我一個紅酒杯。 (B)這是一本新書。  

(C)你是在作夢？  (D)給他一點顏色。 

18.漢語量詞除了表示數量單位功能之外，部分量詞尚能呈現主觀評價，以下用法中，哪

一個量詞的用法不具主觀色彩義？  

(A)一夥人  (B)一堆人  

(C)一票人  (D)一群人 

19.以下哪一句裡的「過」為表示經驗的時貌標記(aspect marker)？ 

(A)十年前他去過美國。 (B)我不想錯過晚上的那場音樂會。  

(C)中午吃過飯，記得到辦公室找我。 (D)這沒什麼，你不要這麼難過。 

20.現代漢語中，以下哪種聲韻組合的說明是正確的？  

(A)唇齒音不拼齊齒呼韻母。 

(B)舌面音只拼開口呼韻母。  

(C)舌尖塞音可以拼撮口呼韻母。  

(D)以上皆正確。 

21.「A: 你買到了嗎？  B: 買到了！」，要了解這段對話的內容，聽話者應具備哪些知

識？  

(A)上下文脈 (linguistic context) (B)背景知識 (epistemic context)  

(C)言談環境 (physical context) (D)以上皆是 

22.注音符號排列方式 [ㄅㄆㄇㄈ]，[ㄉㄊㄋㄌ]，[ㄍㄎㄏ]，[ㄐㄑㄒ]，[ㄓㄔㄕㄖ]，[ㄗㄘ

ㄙ]。這六組的排列方式是依照 

(A)發音清濁  (B)發音方法  

(C)發音部位  (D)舌位高低 

23.下列關於「啊」字連讀變化的描述，何者不正確？ 

(A)「天啊」，「啊」字讀為[na] (B)「魚啊」，「啊」字讀為[ia]  

(C)「好啊」，「啊」字讀為[na] (D)「娘啊」，「啊」字讀為[ŋa] 

24.「傷心」一詞可以插入其他語素，例如「傷透了心」，因此「傷心」一詞是   

(A)複合詞  (B)聯綿詞 

(C)派生詞  (D)離合詞 

 

 

 

 

（請轉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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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現代漢語與英語的比較，以下何者為不正確的描述？  

(A)現代漢語為主題凸顯語言，英語為主語凸顯語言。  

(B)現代漢語為聲調語言，英語為重音語言。  

(C)現代漢語的詞大多為單音節，英語的詞大多為多音節。  

(D)現代漢語與英語名詞組中心語多在後(head final)。 

26.四字格成語內部結構穩定，下列選項各組前後成語何者內部結構不一致？ 

(A)緣木求魚/刻舟求劍 (B)天長地久/山高水長  

(C)提心吊膽/雞鳴狗盜 (D)指鹿為馬/指桑罵槐 

27.「聞」在古漢語原意為「用耳朵聽」，現在指「用鼻子嗅」。這種語意變遷稱為 

(A)語意轉移  (B)語意擴張  

(C)語意窄縮  (D)語意模糊 

28.「這條圍巾花了我三張小朋友」，用千元鈔票上的「小朋友」圖案來指涉「千元鈔票」

是一種 

(A)隱喻用法  (B)借代用法  

(C)明喻用法  (D)委婉用法 

29.以下哪個句子預設「校園裡有鳳凰花」？  

(A)許多學校的校園裡種有鳳凰花。  (B)鳳凰花盛開於畢業時節。  

(C)校園裡有十多棵鳳凰花。    (D)校園的鳳凰花開了。 

30.在國語的音節中，既能充當聲母，又能充當韻尾的輔音是：  

(A) [l]  (B) [n]  

(C) [u]  (D) [ng] 

31.下列詞組中，哪一個屬於連謂詞組？  

(A)昨天下雨  (B)考慮清楚  

(C)積極參加  (D)站起來唱歌 

32.下列屬於意譯詞的是：  

(A)馬虎  (B)馬子  

(C)馬桶  (D)馬力  

33.下列哪個對「相對反義詞」(gradable antonyms，例如「高／矮」) 是正確的描述？  

(A)一對反義詞中有一個是中立（無標 unmarked）的語素 

(B)兩個反義詞互相依存   

(C)兩個反義詞互相矛盾 

(D)兩個反義詞互相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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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目的句指分句之間具有行為和目的關係的複句，下列何者不屬於目的句？ 

(A)他轉身離去，以免眼淚奪眶而出。 

(B)請他早點出門，以備會議能準時開始。 

(C)他一向準時，肯定有甚麼突發事件耽擱了。  

(D)他刻意在活動上表現熱情，好使主管留下印象。 

35.以下哪一個詞的構詞方式與其他三者不同？  

(A)夫子  (B)銀子  

(C)人子  (D)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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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從詞法與句法的角度說明「幫助」與「幫忙」的差別，並舉例闡述之。  

 

2.解釋下列例句中，畫線部分量詞短語的意義及語法功能有何不同？  

(1)他朝那個人一拳打了下去。   

(2)他打了那個人一拳。   

(3)他一口氣跑了回家。  

(4)他嚥了一口氣之後就離開人世。 

 

3.在「把」字句中，用「把」引進的對象可以是謂語動詞的工具、處所、使動者等。請

分析下列句中「把」字引進的成份與動詞是什麼關係？ 

    (1)他把床睡垮了。 

    (2)為了不讓狗叼走，他把一個盤子扣在那碗肉上。 

    (3)地這樣鏟了三遍，把大家都累壞了。 

 

 

 

 

 

 

 

 

 

 

 

 

 

 

 

（試題請隨試卷繳回） 



2019 年教育部對外華語教學能力認證考試試題解答 

(第 2 次公告) 

科目：漢語語言學 

一、單選題（每題 2 分，共 70分） 

 

◎經 108 年 8 月 2 日教育部 2019年對外華語教學能力認證

考試筆試考科評分標準協調會議決議如下： 

  第一大題單選題第 13題答案更正為 A 或 D 均可。 

1. A 2. D 3. D 4. B 5. C 

6. B 7. A 8. D 9. C 10. B 

11. A 12. D 13. A、D 14. B 15. C 

16. D 17. A 18. D 19. A 20. A 

21. D 22. C 23. C 24. D 25. C 

26. C 27. A 28. B 29. D 30. B 

31. D 32. D 33. A 34. C 35.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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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轉背面） 

科目：華語文教學  

※下列單選題請在答案卡上以 2B鉛筆作答 

一、單選題（每題 2分，共 50分） 

1. 國際上有許多測驗語言的考試，如：臺灣的 TOCFL或是中國大陸的 HSK，請問這類

的考試屬於： 

(A)成績測試 (B)能力測試 

(C)診斷測試 (D)潛能測試 

2. 對比分析產生於 20世紀 50年代，興起於 60年代，代表人物為美國的 Lado。請問這

項理論的作用和目的是？ 

(A)將學習者與母語相聯繫的文化遷移到第二語言系統中。 

(B)學習者將課堂語言知識反應在學習過程上，並受外在大綱支配。 

(C)預測哪些語言現象會在第二語言學習中對學生造成困難，並對學生已出現的錯誤加

以分析和解釋。 

(D)揭示學習者的中介語體系，從而瞭解第二語言習得的過程與規律。 

3. 偏誤分析產生於 20世紀 60年代，興盛於 70年代，代表人物是英國的 Corder。請問所

謂的偏誤（error）和錯誤（mistake）有何區別？ 

(A)偏誤相當於「口誤」、「筆誤」，如：說錯人名；錯誤是反映了說話者的語言能力和

水準。 

(B)偏誤具有規律性、系統性；錯誤是零星、沒有規律。 

(C)偏誤是指目的語與母語結構特徵形似；錯誤是指目的語與母語結構特徵有差異。 

(D)兩者意思相同，並無區別。 

4. 語言教學法各有所異，請針對下列論述找出最適當的教學法定義：「以說故事的方式讓

學生習得語言，通過故事讓學生掌握關鍵詞和理解故事內容，並對連環圖畫進行複述」。 

(A)全身反應法 

(B)聽說型教學法 

(C)任務型教學法 

(D)行為情境教學法 

5. 以下何者不是中介語（interlanguage）所能直接觀察出來的？  

(A)學習者的語言變異 (B)學習者的語言偏誤 

(C)學習者的語言產出能力 (D)學習者的理解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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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接次頁） 

6. 關於語言習得理論，下列學者和所主張的觀點，配對正確的是？ 

(A) Piaget強化論（reinforcement theory）行為主義刺激-反應。兒童說話是基於對成人

的話語做出反應，反應正確就有獎賞，使之受到強化並形成習慣。 

(B) Chomsky內在論（innate theory）認為兒童天生具有語言習得機制（language 

acquisition device），使其能對接觸的語言進行處理，強調規律的內在化。 

(C) Osgood認知論（cognitive theory）主張語言學習與遺傳心理有關，取決於天生能力，

人向環境學習產生語言。 

(D) Vygotsky環境理論（theory of environment）主張語言習得與環境有關。 

7. Ausubel「有意義的學習」（meaningful learning）應用於第二語言教學，以下敘述哪一

個是正確的？ 

(A)教學活動設計應配合學生的能力和經驗。 

(B)教材的主題或內容應該取材自學生過往的人生經歷。 

(C)詞彙教學應先告知詞條的意思。 

(D)教師在教學時應避免使用學生的母語，使學生沉浸於目標語的環境。 

8. 「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是聽解的兩個重要過程。以下何者是「由上而下」的技

巧？ 

(A)注意句子的結構。 (B)找出言談標記。 

(C)掌握語音的解碼。 (D)區別輕重音和語氣。 

9. 「衣服你昨天買很好看。」、「車子的我哥哥很貴。」這兩個句子最可能的偏誤原因是

下列哪一選項？ 

(A)語體誤判 (B)母語影響 

(C)目標語過度類化 (D)溝通策略 

10. 以下關於「字本位」的詞彙教學，何者正確？ 

(A)以詞條為單位。 (B)容易與口語結合。 

(C)重視組成詞的個別字義。 (D)先教高頻詞。 

11. 有關華語學習者在第二語言（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CSL）或外語（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CFL）的環境中習得目標語，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CSL的學習者多來自相同的母語背景。 

(B) CFL大多是以目標語授課的沉浸式教學。 

(C) CSL比 CFL的學習者更容易融入目標語社會。 

(D) CFL比 CSL的學習者更常出現母語弱化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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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轉背面） 

12. 「關鍵期假說」（the critical period hypothesis）主張「人類習得語言的關鍵時間大約在

青春期以前」。關於關鍵期與第二語言習得，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不同年齡間的兒童，第二語言習得的情形並無不同。 

(B)兒童及成人的第二語言習得變項太多，不應加以比較。 

(C)關鍵期以前的學習者，較可習得像母語人士一樣的口音。 

(D)關鍵期以後大腦側化，右腦不再參與第二語言習得。 

13. 部件是組成漢字的零件，有關漢字部件的說法，下列何者正確？ 

(A)「成字部件」指的是合體字。 

(B)「不成字部件」指的是偏旁、部首。 

(C)部件分析對字義、字音的探討不具作用。 

(D)「立早章」、「言午許」都是利用漢字部件說解漢字。 

14. 下列關於「溝通式教學法」（communicative language teaching）的敘述何者正確？ 

(A)語言形式結構的正確性比流暢性更重要。 

(B)課堂以目標語溝通，不使用母語與翻譯。 

(C)教材教法重視語言使用的靈活性。 

(D)閱讀寫作應與口語練習同時進行。 

15. 「他不喜歡學習，而很快快樂樂地學中文在臺灣」是一個混合偏誤的病句，下列何者

不是這個病句的偏誤形式？ 

(A)遺漏（omission） (B)誤加（addition） 

(C)誤代（mis-selection） (D)錯序（misordering） 

16. 以下關於第二語言學習之敘述，何者為非？ 

(A)大量接觸第二語言，兒童在語言使用的準確性上更具優勢。 

(B)兒童在還沒有完全掌握母語時，有可能採母語學習方式來學習第二語言。 

(C)從學習效率來衡量，青少年期才是學習第二語言的最佳時期。 

(D)青春期後才開始第二語言學習，其外語也可能達到極高水準。 

17. 有關閱讀技巧的方法，美國學者 Robinson提出 SQ3R。S為綜覽（Survey）、Q為提問

（Question），另外所謂的 3R不包含下列何者？ 

(A) Reading進行實際閱讀。 

(B) Review根據記憶對閱讀內容進行複習。 

(C) Reward對閱讀後的成效進行評估與獎勵。 

(D) Recite根據記憶對閱讀材料進行重組（reconstru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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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接次頁） 

18. 下列學習者狀況，TOCFL入門基礎級對象是？ 

(A)具備 2,500-5,000個詞彙量。 

(B)非華語地區學習 60-240小時。 

(C)在臺灣學習華語的時數達 360-960小時。 

(D)具備基本語法及 500-1,000個基礎詞彙量。 

19. 華語測驗命題時，下列選項何者錯誤？ 

(A)選項彼此之間應該具備邏輯上的關聯。 

(B)好的測驗題目必須注意難度、鑑別度和誘答力。 

(C)每個試題只問一個獨立而明確的問題，避免同時包含太多概念。 

(D)題幹應儘量採正面敘述，若使用否定句，必須在否定字眼下加註底線。 

20. Bennett認為應重視語言教學中的文化內涵，最有效的方法是「文化比較法」。下列敘

述何者正確？ 

(A)透過比較學習，最後理解接受 C2文化。 

(B)必須達到一定語言程度，才能理解 C2文化。 

(C)先讓學生瞭解 C2的價值觀、思想模式與社會行為。 

(D)比較 C1與 C2，特別強調 C2中那些 C1所沒有的概念。 

21. 以下關於普遍語法（universal grammar）的敘述，何者有誤？ 

(A)屬於天生的語言學習機制。 

(B)幼兒大腦能將吸收進來的語言加以歸納。 

(C)幼兒在學習語言的過程中，不會出現前所未聞的錯誤語句。 

(D)是喬姆斯基（Noam Chomsky）所提出的。 

22. 林老師在教學生沒見過的詞彙「雛鳥」時，說出「幼小的鳥」來幫助學生理解，這種

教學策略稱之為： 

(A)上下關聯法 (B)新舊關聯法 

(C)聯想法 (D)對比法 

23. 許多學者認為語法教學必須有排序性，對於語法點的難易度評定，下面哪一個原則是

錯誤的? 

(A)語意越複雜，困難度越高。 (B)語用功能越低，困難度越高。 

(C)越不易類化者，困難度越高。 (D)跨語言差距越大，困難度越高。 

24. 以下有關「客人來了」和「來客人了」的比較，何者敘述最不適當？ 

(A)兩者的信息結構不同 (B)兩者的論元結構不同 

(C)兩者的語用情境不同 (D)兩者的語意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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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轉背面） 

25. 每一種教學法都有其優缺點，下面哪一個敘述是對的？ 

(A)視聽教學法透過口語練習的方式習得外語。 

(B)溝通式教學法重視語言的準確度更勝於流暢度。 

(C)自然教學法鼓勵學生在對談中使用句子和生詞，重視準確度。 

(D)文法翻譯法最受到批評的部分是不注重書寫能力。 

※下列是非題請在答案卡上以 2B鉛筆作答 

二、 是非題（每題 2分，共 16分） 

1. 語法種類很多，我們可以把語法大致分為規範性語法（prescriptive grammar）與描述性

語法（descriptive grammar），前者具有主觀性的正確與錯誤之別，後者則為客觀陳述

語言現象，沒有對錯之分。 

2. 克拉申（Krashen）的自然順序假設（the natural order hypothesis）認為「儘管成人母語

背景不同，存在文化差異，但是順序卻非常相似」。因此，自然習得順序是可以預測的。 

3. 提問是語言課堂上常見的教學行為。初級課程因學習者的語言量有限，課堂提問以開

放型問題居多。 

4. 諺語具有文化意涵，可以引起學生的學習興趣。像「早起的鳥兒有蟲吃」是英國的諺

語，對英語母語者來說不會有理解上的困難。 

5. 一個在課堂上表現活躍的學生，勇於嘗試說話，閱讀速度也比一般學生快，但他的學

習成績卻不穩定，這個學生屬於反思型風格（reflective style）。 

6. 學習華語文的動機主要分為融合型動機和工具型動機，為了工作需要而學習華語文的

工具型動機學習者，學習效果較好。 

7. 華語老師在進行詞義解釋時，若採用對譯法，不但要注意詞義範圍的大小，也需注意

詞義的褒貶差異。 

8. 結構式教材首重語法結構，常以情境會話作為課文的主要形式，而功能式教材則著重

交際溝通能力，課文形式乃依語法結構的難易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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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題請隨試卷繳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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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問答題（共 34分） 

1. 演繹式的語法教學（deductive grammar teaching）和歸納式的語法教學（inductive 

grammar teaching）有什麼不同？請舉例說明。（10分） 

2. 如何進行非固定短語的語塊教學？請分別簡述以下兩種語塊形式的教學策略。（10分） 

（一）框架語：「...三...四」，如：低三下四。 

（二）口語慣用句式：「一...就是...」，如：他一走就是半年。 

3. 請根據以下例句，回答題（一）及題（二）： 

（甲）公司最近雇用了一批老礦工進行坑道修改工程。 

（乙）王先生在咖啡館裡與老同學敘舊。 

（丙）警員有時會來整頓流動攤販並開罰單，但過不久，攤販又聚集，這已經是老

問題了。 

（一）區分「老」的不同語意及說明此三者的關聯性。（7分） 

（二）請提出一套能使學生掌握此組多義詞的教學方法。（7分） 

 

 



2019年教育部對外華語教學能力認證考試試題解答 

科目：華語文教學 

一、 單選題（每題 2分，共 50分） 

1. B 2. C 3. B 4. D 5. D 

6. B 7. A 8. A 9. B 10. C 

11. C 12. C 13. D 14. C 15. A 

16. A 17. C 18. D 19. A 20. C 

21. C 22. B 23. B 24. B 25. A 

二、 是非題（每題 2分，共 16分） 

1. O 2. O 3. X 4. O 

5. X 6. X 7. O 8. X 

 



2019 年教育部對外華語教學能力認證考試試題 

(第 1 頁，共 4 頁) 

科目：華人社會與文化 

※下列單選題請在答案卡上以 2B 鉛筆作答 

一、單選題(每題 2 分，共 60 分) 

1. 嬰兒初生的第一項禮儀是向親友報喜，生男孩叫弄璋之喜，生女孩叫弄瓦之喜，「璋」

與「瓦」分別指以下哪兩項物品？ 

(A)武器與廚刀 (B)文房四寶與佩巾 

(C)弓箭與手環 (D)玉器與紡織用的紡磚 

2. 下列哪個成語，最不適合用來形容某個人的文化高低或素養？  

(A)學貫中西 (B) 敏而好古 (C)扭轉乾坤 (D)不識之無 

3. 「委婉語」是華人交際文化很重要的表達方式，通常是因為對於所談論的事物有所禁

忌或避諱，故在字面上採取較隱諱的委婉表達方式。下列不屬於委婉表現的是哪一選

項？ 

(A)死亡—山陵崩 (B)生病—玉體違和 

(C)外貌—玉樹臨風 (D)肥胖—身體福泰 

4. 下列題詞，何者最適合用於經營生意？ 

(A)華陀再世 (B)德高望重 (C)書香世家 (D)客似雲來 

5. 廟宇常用對聯來表示該廟主祀何神，下列三幅對聯分別指的是？ 

「瓶中甘露常遍灑，手內楊枝不計秋」 

「系出莆田坤儀稱母，恩源菏澤水德配天」 

「志在春秋功在漢，忠同日月義同天」 

(A)觀音菩薩/媽祖/孔子 (B)觀音菩薩/媽祖/關公 

(C)媽祖/觀音菩薩/關公 (D)媽祖/觀音菩薩/孔子 

6. 很多外國人對於臺灣人見面打招呼喜歡問:「食飽未(吃飽沒)？」覺得很奇怪。這問候

語可能不包含下面哪一種文化內涵？ 

(A)早期移民的生活艱辛，謀食不易，因而問候人家「食飽未」，其實是祝福對方能夠

三餐溫飽，平安無事之意。 

(B)臺灣人認為溫馨熱鬧的家庭聚餐是生活幸福和諧的表徵，所以問候對方「食飽未」，

是為了要「祝福一家和好與大家幸福」。 

(C)早期宗族社會裡，存在著廣義的家族情誼，在路上碰到認識的面孔，因而問候人家

「食飽未」意思是說：你吃過了麼？若是還沒，到我家裡去吃吧。 

(D)早期臺灣移民社會，生活艱辛，謀食不易，加上戰爭戰亂頻仍，老百姓不能安心吃

飯，所以「食飽未」的意涵，其實是政府確認老百姓糧食是否充實無虞。 

(請轉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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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辦桌是臺灣很具特色的飲食文化，關於辦桌的敘述，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普通喪事菜數是奇數，喜事菜數是偶數。 

(B)臺南北門，總鋪師的人口總數高居全國之冠，有食神之鄉美稱。 

(C)菜色及上菜方式固定不變，保存了中國傳統宴席的內涵及特色。 

(D)辦桌又稱為流水席，主要在大都市最熱鬧的地方盛行，用來表現主人的尊貴與闊氣。 

8. 小華出生一個月了，家人比較不會為小華做什麼習俗活動？ 

(A)掛口酥餅 (B)打金鎖片 (C)請吃雞酒油飯 (D)穿繡卍字的衣服 

9. 小周與女友相戀多年，近日決定訂婚。他下聘定親後，女家接受了聘禮。根據《儀禮．

士昏禮》，請問以下哪一詞語是指訂婚？ 

(A)納采 (B)納吉 (C)納徵 (D)問名 

10. 下列哪一項不是元宵節的活動？ 

(A)迎花燈 (B)猜燈謎 (C)聽香 (D)接財神 

11. 中國傳統中的印章最早的作用是： 

(A)賞玩藝術 (B)識別收藏鑑賞 

(C)政治權力的象徵 (D)表達印主的思想感情 

12. 毛筆所用材質不同而有不同的特性，有的含水量多，有的富有彈性，初學寫字應選用： 

(A)羊毫 (B)兼毫 (C)紫毫 (D)狼毫 

13. 華人地區的茶生產與飲茶有長久的歷史，不同的地區也有不同的飲茶習慣，請問以下

有關茶的敘述何者正確？ 

(A)藏族習慣喝高山茶。 (B)蒙古人習慣喝加奶或鹽的鹹奶茶。 

(C)大陸潮州人習慣喝花茶。 (D)貴州與廣西的苗族和侗族習慣喝鐵觀音。 

14. 大華進了一家餐廳，點了：烤乳豬、鮑參翅肚、冬瓜盅、炸子雞等菜色，大概可知道

他是進了： 

(A)粵菜館 (B)湘菜館 (C)淮菜館  (D)川菜館 

15. 小李在大學的課堂上認識幾位外國朋友，有一天他帶外國朋友參觀並介紹四合院，請

問以下哪一項他所描述的四合院內容有誤？ 

(A)四合院多數為單層格局。 

(B)四合院的格局若呈「口」則可稱一進院落。 

(C)四合院的格局若呈「目」則可稱二進院落。 

(D)四合院通常由正房、東西廂房和倒座房組成。 

 

 

(請接次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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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以下關於當代臺灣布袋戲的敘述，何者有誤？ 

(A)黃俊雄的《雲洲大儒俠》主角為史艷文。 

(B)許王為「小西園掌中劇團」團長，並有「戲狀元」美譽。 

(C)《聖石傳說》為當代布袋戲的一個里程碑，故事主角為素還真。 

(D)侯孝賢執導的電影《戲夢人生》即是講述傳奇布袋戲偶師黃海岱的故事。 

17. 堂號是每一姓氏的淵源，也是每一姓氏的代稱。華人傳統大都掛起祖先的堂號，視為

光榮的標記，以明木本水源之所自，藉以緬懷先祖之創業垂統。如果堂號是隴西堂，

堂聯是:「經傳道德，名重謫仙。」應該是哪一氏族的祠堂？ 

(A)王 (B)李 (C)朱 (D)劉 

18. 中國古代的帝王，其代表的星宿是哪一選項？ 

(A)文曲 (B)天魁 (C)紫微 (D)左輔 

19. 客家人拜祭的伯公，是傳統信仰中的哪一位尊神？ 

(A)廣澤尊王 (B)赤腳大仙 (C)土地公 (D)姜子牙 

20. 臺灣原住民是臺灣社會文化的特色，關於原住民社會文化的描述，何者有誤？ 

(A)2014 年行政院會通過原民會提案，同意增設「拉阿魯哇族」及「卡那卡那富族」

成為臺灣原住民族。 

(B)政府於屏東縣瑪家鄉設置之原住民文化園區，主要以展示、保存臺灣原住民族文化

為主的博物館。 

(C)各部落都有其特色的祭典活動，例如阿美族的豐年祭、賽夏族的矮靈祭、卑南族的

猴祭、布農族的射耳祭。 

(D)目前政府公布的原住民共有九族，在南投魚池鄉有九族文化村，展現臺灣原住民的

多元文化面向。 

21. 我國的東南亞新住民以哪一個國家居多？ 

(A)越南 (B)泰國 (C)印尼 (D)柬埔寨 

22. 小陳在大學修過和僑生教育有關的課程，他到海外和當地的華人交流時，向他們介紹

我國僑生教育的特點。請問以下哪一項小陳對僑生教育的敘述有誤？ 

(A)英國長期提供經費支持臺灣的僑生教育。 

(B)僑生教育起源於晚清時期的華僑政策。 

(C)臺灣的僑生教育已超過六十年的歷史。 

(D)目前馬來西亞的僑生人數為在臺灣僑生最多者。 

23. 美國的華人現今有四百餘萬，他們來自不同的華人國家或地區。請問二十世紀之前，

在美國定居下來，並成為美國華埠最早的華人移民群體者，是來自於說哪一漢語方言

的群體？ 

(A)粵語 (B)閩語 (C)客家語 (D)潮州語 

(請轉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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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伊斯蘭教自唐朝傳入中國之後，對中國的天文、醫藥和建築等都有所影響。請問下列

哪一選項的敘述有誤？ 

(A)唐代的伊斯蘭教係源自當時的大食國。 

(B)明代之後，廣泛的把伊斯蘭教稱作回教。 

(C)伊斯蘭教僅由西亞和中亞的陸上絲路傳入中國。 

(D)明代瓷器上的阿拉伯文和裝飾花紋，是受到伊斯蘭教的影響。 

25. 利瑪竇（Matthacus Ricci）來華傳教的主要方式是： 

(A)推廣西方語言文化。 (B)向民間傳播西方科學知識。 

(C)引導改變中國陋俗。 (D)讀儒家經典、襲用儒禮、改穿儒服。 

26. 明朝鄭和下西洋，其船隊七次都停留在東南亞的哪一個城鎮？ 

(A)曼谷 (B)馬尼拉 (C)馬六甲 (D)坤甸 

27. 下列華人文化的基本特質，哪一項的敘述較不正確？ 

(A)俗語：「親不親，故鄉人」反映華人的愛鄉敬土觀。 

(B)《論語》：「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反映華人的崇尚天道觀。 

(C)《莊子》：「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反映華人的自然相應和諧觀。 

(D)《孟子》：「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反映華人的崇尚倫理觀。 

28. 「飛雪連天射白鹿」，這七個字代表的小說屬於哪一類？ 

(A)言情小說 (B)武俠小說 (C)鬼怪小說 (D)偵探小說 

29. 中國雕版印刷的黃金時代是： 

(A)唐朝 (B)宋朝 (C)元明 (D)清朝 

30. 元朝趙孟頫如果印名片，上面的頭銜可能是「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修國

史」，那麼，趙孟頫在今天，下列哪個職位與他最不相關？ 

(A)首都市長 (B)文化部部長 (C)國史館館長 (D)總統府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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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分，共 40 分) 

1.佛教東傳對中華文化有何影響？請從思想、學術、文學、藝術等方面作答。(20分) 

2.「天地君親師」可視為華人文化中的另一種「五倫」，試就所知，申論天地君親師為何

發展成祭祀與信仰，並融入華人生活。(20分) 

 

 

 

 

(試題請隨試卷繳回) 



2019 年教育部對外華語教學能力認證考試試題解答 

(第 2 次公告) 

 

科目：華人社會與文化 
 
一、 單選題（每題 2 分，共 60 分） 

1. D 2. C 3. C 4. D 5. B 

6. D 7. A 8. A 9. B、C 10. D 

11. C 12. B 13. B 14. A 15. C 

16. D 17. B 18. C 19. C 20. D 

21. A 22. A 23. A 24. C 25. D 

26. C 27. B 28. B 29. B 30. A 

 

◎經 108年 8月 2日教育部 2019年對外華語教學能力認證考試筆試考

科評分標準協調會議決議如下： 

  第一大題單選題第 9 題答案更正為 B 或 C 均可。 



2019年教育部對外華語教學能力認證考試試題 
（全 1 頁） 

場次：一 

科目：華語口語與表達 
※請考生從左到右依箭頭順序讀出。 

一、朗讀單音節字詞，限時 1 分鐘，請開始。（15分）  

杯  舊  島  羅  課 
 

撐  乞  資  瑟  侯 
 

題  許  流  姑  順 
 

鬧  如  捲  餓  猜 
 

府  他  前  忍  住 
 

約  忙  份  追  跑 

二、朗讀雙音節詞語，限時 1 分鐘，請開始。（15分） 

芬芳  饅頭  理想  禁止  蜘蛛 
 

闖關  傳播  帥啊  聯絡  一塊兒 
 

潛入  冰品  地鐵  電燈  累積 

三、朗讀短句，限時 1 分鐘 30 秒，請開始。（20分） 

1. 會議要結束了，大家還有什麼建議嗎？ 

2. 到底要去聽音樂會呢？還是準備明天的考試？實在兩難。 

3. 地球暖化日趨嚴重，節能減碳，人人有責。 

4. 現在有許多兒童網路成癮，讓家長傷透腦筋。 

5. 現代科技講求人本，以造福人群為目標。 

6. 夜市裡的小吃讓人垂涎三尺，大夥兒不去品嘗品嘗嗎？ 

7. 好山、好水、好心情，觀光客的疲累隨之煙飛雲散。 

8. 在夕陽西下的時候幻想，不如在旭日東升的當下投入工作。 

9. 春雨之後，草木俄而發榮滋長，暢茂條達而生色。 

10. 你們應該響應綠色環保啊，用這樣的紙太可惜了！ 

四、朗讀短文，限時 1 分鐘 30 秒，請開始。（25分） 

  我歡喜讀菜單，全世界只有中華料理的菜單最像詩句，一般西方菜單
上呈現的菜名都旨在顯示食材，中華料理的食材卻常常故意隱晦，形而上

地表現菜式的意境，如廈門南普陀的素菜名：彩花迎賓、南海金蓮、半月

沉江、白璧清雲等等；又如客家菜的菜名有：孔明借箭、八脆醉仙、雙燕
迎春、四季芙蓉、玉兔歸巢、麒麟脫胎等等。乍看之下，豈知「麒麟」是

狗，「胎」是豬肚呢？我更歡喜讀食譜，食譜裡不乏優美的文字，遑論文

學裡的飲食。文學裡的美食總是帶著懷舊況味，令人沉思，令人咀嚼再三。 

五、短述，限時 3 分鐘。本大題評分的標準以語音為主，實際內容為輔，離題 

不予計分，請開始。（25分） 

題目：我的夏日消暑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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