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模擬試卷

丹群布農語

〔說明〕

題目
(音檔)

Maqa kukulut a isia tama ista.

1 Kukulut

2 Kumbu

3 Kuskus

4 kuknav

題目
(音檔)

Maqa kaav a isan ngtus daza。

1 Kaav

2 Kahung

3 Kava

4 Kalatlidu

題目
(音檔)

Maqa Sinsi a mabaliv laupaku nibuh。

1 nibuh

2 Nipun

3 Niun

4 Nipaq

題目
(音檔)

Udamuan aipa tas’a mataqdung tu katukatu。

1 Mataqdung tu Katukatu

2 Kapa

3 Kalangkalang

4 Kakunanan

題目
(音檔)

masasak tu qalup masihal sa kaunun.

1月1日

第一部分：選擇題-對話推論選擇題-聽音選詞（每題5分，共10分）

本部分共5題，試卷上每題有四個選項，請聽電腦播出一個族語句子後
，選一個與所聽到內容最相符的選項，並在答案卡上作答。每題播出2

遍。

中高級

壹、聽力測驗

1月3日

1月4日

1月5日

1月2日



1 Masasak tu qalup

2 Maqaitqait tu qalup

3 Mazaipuq tu qalup

4 Madangqas tu qalup

〔說明〕

題目
（音檔）

A：Maaq sia Bananaz ta sizaun？
B：Sia huzuq ta。

1 Maqa Bananaz a siza i huzuq ta。

2 Maqa Bananaz a siza i qulaisva ta。

3 Maqa Bananaz a siza i tiiv ta。

4 Maqa Bananaz a siza i quaz ta。

題目
（音檔）

A：Napi’isauq istaa kaul a？

B：Pisanun tangadaq sapalan ta。

1 Isia ta Kaul a pisanun Sapalan tangadaq。

2 Isia ta kaul a napisanun sapalan dadaza。

3 Isia ta kaul a napisanun sapalan tanangaus。

4 Isia ta kaul a napisanun sapalan tankinuz。

題目
（音檔）

A：Maviia naipun namunata tu？

B：Namakai naipun hutan。

1 Manaipun a namakai hutan。

2 Manaipun a napitdaza hutan。

3 Manaipun a namasuaz hutan。

4 Manaipun a namatunu hutan。

題目
（音檔）

A: Uli isan lumaq tanhiku maaq a sauzun tu？
B: Pulavaz siin dapuut.

1 Uli ihan tanhiku masuaz pulavaz siin daput.

2 Uli ihan tanhiku masuaz laninasaz  siin lamuqu.

3 Uli ihan tanhiku masuaz bainudangqas siin daput.

4 Uli ihan tanhiku masuaz lamuqu siin daput.

1月5日

2月1日

2月2日

第二部分：選擇題-對話理解（每題2分，共10分）

本部分共5題，每題皆有1則2位族人之族語對話，請聽電腦播出對話後
，依據對話內容及問題，從4個選項中選出適當的答案，並在答案卡上
作答。每題播放2遍。

2月3日

2月4日



題目
（音檔）

A: Uli minaun i tina takna sinbaliv tu izuk?

B: Lusqa minaun tas’a.aupa ukan vuus.

1 Sinbaliv inaak izuk uka’an vuus.

2 Nii aak asa mapait i izuk.

3 Lusqa aipa mabaliv tas’a izuk.

4 nii naipa minaun i izuk.

〔說明〕

1月1日 題目

Haip tu tingmut, inaak aki madas zaku munsan ludun masuaz i

bainu. Angkus aki tas’a kaul. maqa saak a angkus i tanga.

Kahanin ludun a, maqa aki a kitnga mavalval ismuut.  Aupa nii

aak maqansiap ikma’ia ki kaul. Paqpun lusqain aak mindangaz

makai ki dalaq luak. masaingu a, manaskaldaingz a is’ang!（

50）

〔說明〕

2月1日 題目
Talaban tu qanian mastan maklang。

haip punsanan talaban saihaan aas vanglaz lingqaul？

2月2日 題目
Pit’ia mastan masaingu.

Isaan isuu tu lumaq  qanglas simaq a pipit’ia？

2月3日 題目 Maaq i pal’un aas tau qanian a. Isaq su asaun mun’isaq qaitmal?

2月4日 題目
Kaviaz a qanglas  pa’indangzdangz.tupa aak su’u tu.

Namaquaq aas mingdangaz isuu kaviaz？

2月5日 題目
Madia a bunun mazima tusasaus. Mazima as amin tusasaus？

Mavia dau？

〔說明〕

第三部分：看圖表達（10 分）

本部分共1題，請根據下面圖片，以族語簡短地說說你的想法。備答時
間2分鐘，作答時間約2分鐘。

貳、口說測驗

第一部分：段落朗讀（10分）

本部分共1題，請以報考方言別朗讀短文。準備時間1分半鐘，作答時

間1分半鐘。

第二部分：情境問答 (每題2分，共10 分)

每一問題包含2句(第1句為第2句鋪陳情境)，聽完題目後，以完整句子回
答。(每題含備答時間約40秒)。

2月5日



圖片意境

圖片意境：有一家人在庭院活動情況
有四個人在庭院中，祖父、祖母、男青年和小姐。祖父坐在
椅子上休息，祖母在搗米，男青年在用鋸子鋸木頭，小姐則
在餵狗吃東西。

圖片

〔說明〕

題目 Qasila a_____

1 Maqasbit

2 Madavus

3 Makamun

4 Mapa’is

題目 ____siin nusung maqtu isbazu ki inaliv.

1 Qusau

2 Quuaz

3 Tumpu

4 Is’as

題目 ____ haiza madia saka Iskaan。

1 Vanglaz

2 Dalaq

3 Libus

3月1日

第一部分：選擇題-詞彙語意(每題 2 分，共10 分)

本部分共5題，請由每題4個選項中選出最適合填入每個空格中的答案，
並在答案卡上作答。

1月1日

1月2日

參、閱讀測驗

1月3日



4 Daan

題目 Mapising aak_____iskaan.

1 Mapuszak

2 Matua

3 Ma’aktas

4 Masala

題目 Maaq a siqe amin makukuis；nii tu ____.

1 Maqulpiq

2 Mabulsuk

3 Makatpal

4 Mazaipuq

〔說明〕

題目 Inak Bai ____sanglav。

1 Mabubukbuk

2 Bukbukunin

3 Bukbuka

4 Isbukbuk

題目 Maaq a asu a nitu____zaku。

1 Kalat

2 kakalat

3 Kalatun

4 Nakalatun

題目 Maaq a talbinauaz a takna

1 Minutingkul

2 Istingkul

第二部分：選擇題-語言結構(每題 2 分，共 20 分)

本部分共10題，每題有四個選項。請在閱讀每一個族語句子後，從選項
中選出最符合語法結構、最適合填入空格的族語詞彙，並在答案卡上作
答。

2月1日

2月2日

2月3日

1月3日

1月4日

1月5日



3 Namutingkul

4 Patingkul

題目
Su’u siin Aping nitu tan’a bazbazan.Tina malka____mananu

masu’nuq tu.

1 muu

2 imuu

3 amu

4 mu’uh

題目 Maaq a lumaq inam laupaku____。

1 Takdadaan

2 kaitakdanan

3 Natakdaan

4 Taikdadaan

題目 Kusmuav aipun,_____masakbit a tian.

1 Paqpun

2 Aupa

3 Tu

4 Maqi

題目 Isuu va’u____tu？

1 Maquaq

2 Simaq

3 Laquaq

4 Maaq

題目 Kava-i mapaskus! ____ imita zikang.

1 Uka’in

2 Ka'a

3 Nii

4 Nii

2月4日

2月5日

2月6日

2月7日

2月8日

2月3日



題目 Katu ______madas Talulung!

1 Sipungul

2 Tinpuungul

3 Anpungul

4 Panpungul

題目 Isia ta tais’an mazima______ lukis.

1 Minkalalapat

2 UngKalapatan

3 Namingkalapat

4 Maimingkalapat

〔說明〕

1月1日
題目

（音檔）
Nii ak latuza malalaskan ta.

1月2日
題目

（音檔）
Maqa mungququma bunun a mapipinang i manuq.

1月3日
題目

（音檔）
Maqa mahaqbung tu asu a musbai？

1月4日
題目

（音檔）
Kilimi isu nadasun laqbingin tu kuus！

1月5日
題目

（音檔）
Maqa talmaidu bananaz qanglas ma-asik i lumaq.

〔說明〕

2月1日 題目 Imuu tastu lumaq, simaaq a mazima tindangkul？

2月2日 題目 Pun’piaqin aas qamisan mapasnava malas Bunun？

2月10日

本部分共5題，請聽電腦播放一個族語句子之後，在答案卷上寫出所聽
到的句子。每題播放2遍。

第二部分：問答題(每題2分，共10分)

本部分共5題，請閱讀一個族語問句後，依據題目指示，以報考之方言
別在答案卷上以完整的族語短句作答。

第一部分：句子聽寫(每題2分，共 10 分)

肆、寫作測驗

2月9日



2月3日 題目 Makuaq aas mapasnava asang tu vungka？

2月4日 題目
Maaq suu asaun maun a ququt’aqun？

Qanglas aas laquaq maun i ququt’aqun？

2月5日 題目 Mazima aas maun haval titi? Mavia da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