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編號 類別 中文 族語 備註 級別

1 01-01 01數字計量 一 kingal 初級

2 01-02 01數字計量 二 dha 初級

3 01-03 01數字計量 三 turu 初級

4 01-04 01數字計量 四 spac 初級

5 01-05 01數字計量 五 rima 初級

6 01-06 01數字計量 六 muturu mturu六 初級

7 01-07 01數字計量 七 mupitu mpitu七 初級

8 01-08 01數字計量 八 muspac mspac八 初級

9 01-09 01數字計量 九 mngari 初級

10 01-10 01數字計量 十 maxal 初級

11 01-11 01數字計量 十一 maxal kingal 初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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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01-12 01數字計量 十二 maxal dha 初級

13 01-13 01數字計量 十三 maxal turu 初級

14 01-14 01數字計量 十四 maxal spac 初級

15 01-15 01數字計量 十五 maxal rima 初級

16 01-16 01數字計量 十六 maxal muturu maxal mturu十六 初級

17 01-17 01數字計量 十七 maxal mupitu maxal mpitu十七 初級

18 01-18 01數字計量 十八 maxal muspac maxal mspac十八 初級

19 01-19 01數字計量 十九 maxal mngari 初級

20 01-20 01數字計量 二十 mpusal 初級

21 01-21 01數字計量 二十一 mpusal kingal 初級

22 01-22 01數字計量 二十二 mpusal dha 初級

23 01-23 01數字計量 二十三 mpusal turu 初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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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01-24 01數字計量 二十四 mpusal spac 初級

25 01-25 01數字計量 二十五 mpusal rima 初級

26 01-26 01數字計量 三十 mturul 初級

27 01-27 01數字計量 三十一 mturul kingal 高級

28 01-28 01數字計量 四十 spatul 初級

29 01-29 01數字計量 五十 mrimal 初級

30 01-30 01數字計量 六十 mturul kmxalan 初級

31 01-31 01數字計量 七十 mpitu kmxalan 初級

32 01-32 01數字計量 八十 mspac kmxalan 初級

33 01-33 01數字計量 九十 mngari kmxalan 初級

34 01-34 01數字計量 百 kbkuy 中高級

35 01-35 01數字計量 一百 kingal kbkuy 高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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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01-36 01數字計量 兩百 dha kbkuy 中級

37 01-37 01數字計量 一千 maxal kbkuy 中高級

38 01-38 01數字計量 一些 duma 高級

39 01-39 01數字計量 一次 ntxan 中高級

40 01-40 01數字計量 一串 lnhuwan 中高級

41 01-41 01數字計量 種類 kluwanan kluwan種類 中高級

42 01-42 01數字計量 一雙 mnddha 中高級

43 01-43 01數字計量 全部 kana 初級

44 01-44 01數字計量 一點點 tipiq 中高級

45 01-45 01數字計量 一半 cmka 中級

46 02-01
02代名詞、指

示詞
你 isu 初級

47 02-02
02代名詞、指

示詞
我 yaku 初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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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02-03
02代名詞、指

示詞
他 hiya 初級

49 02-04
02代名詞、指

示詞
你們 yamu 初級

50 02-05
02代名詞、指

示詞
我們 yami 初級

51 02-06
02代名詞、指

示詞
他們 dhiya 初級

52 02-07
02代名詞、指

示詞
你們的 namu nnamu你們的 初級

53 02-08
02代名詞、指

示詞
我們的 nami nnami我們的 初級

54 02-09
02代名詞、指

示詞
他們的 ndhiya 初級

55 02-10
02代名詞、指

示詞
你的 nisu su你的 初級

56 02-11
02代名詞、指

示詞
我的 naku mu我的 初級

57 02-12
02代名詞、指

示詞
他的 nhiya na他的 初級

58 02-13
02代名詞、指

示詞
我們(排除式) yami 高級

59 02-14
02代名詞、指

示詞
咱們(包含式) ita 初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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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02-15
02代名詞、指

示詞
咱們的 nnita ta我們的 初級

61 02-16
02代名詞、指

示詞
那個 way wa那個 初級

62 02-17
02代名詞、指

示詞
這個 niyi 初級

63 02-18
02代名詞、指

示詞
這裡 hini niyi hini這裡 初級

64 02-19
02代名詞、指

示詞
那裡 way wa ha那裡 初級

65 02-20
02代名詞、指

示詞
(像)這樣

manu so kiya
daw

manu so kiya u像這
樣

中高級

66 03-01 03疑問詞 多少 piya (可數的) knhnu(不可數的) 中級

67 03-02 03疑問詞 什麼 hmuya manu什麼 初級

68 03-03 03疑問詞 如何 mphuya nchuya/hyaun如何 中級

69 03-04 03疑問詞 何時(未發生) knuwan 高級

70 03-05 03疑問詞 誰 ima 初級

71 03-06 03疑問詞 哪一個 tuima tukinu哪一個 初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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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03-07 03疑問詞 哪裡 inu wa inu哪裡 初級

73 03-08 03疑問詞 是誰的 nima nnima是誰的 高級

74 03-09 03疑問詞 怎麼 hmuya 初級

75 03-10 03疑問詞 多少(歲；物) piya/kngkawas 初級

76 03-11 03疑問詞
多少(程度大

小)
piya khnu多少 初級

77 03-12 03疑問詞 什麼地方 inu 初級

78 03-13 03疑問詞 何時(已發生) knuwan 初級

79 03-14 03疑問詞 為什麼 hmuya 初級

80 04-01 04親屬稱謂 爸爸 tama 初級

81 04-02 04親屬稱謂 媽媽 bubu 初級

82 04-03 04親屬稱謂
堂、表兄弟

姐妹

mnswayi snaw
/mnswayi qridil

mnswayi snaw(堂表
兄) / mnswayi qridil
堂姊; 表姊

中高級

83 04-04 04親屬稱謂
男性長輩(祖
父；外公；

岳父)
tama rudan 初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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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04-05 04親屬稱謂
女性長輩(祖
母；外婆；

岳母)
bubu rudan 初級

85 04-06 04親屬稱謂 親戚 dadan llutuc親戚 中高級

86 04-07 04親屬稱謂 配偶 msdungs 中高級

87 04-08 04親屬稱謂 女婿 ama 中高級

88 04-09 04親屬稱謂 舅子
mnswayi snaw

qridin
高級

89 04-10 04親屬稱謂 弟媳 angu 中高級

90 04-11 04親屬稱謂 嫂嫂 ata 中高級

91 04-12 04親屬稱謂 媳婦 ata 中高級

92 04-13 04親屬稱謂 孫子/孫女 laqi laqi laqi laqi孫子女 中高級

93 04-14 04親屬稱謂 夫妻 msdungus 中高級

94 04-15 04親屬稱謂 丈夫 snaw 高級

95 04-16 04親屬稱謂 姻親 ray dadan姻親 高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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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04-17 04親屬稱謂 兄弟姊妹 mnswayi tnswayi兄弟姊妹 初級

97 04-18 04親屬稱謂 兄長 qbsurans snaw 高級

98 04-19 04親屬稱謂
(哥哥；姊姊)
通稱

qbsuran
qbsuran snaw(哥)

/qbsuran qridin(姊)
高級

99 04-20 04親屬稱謂 姊姊 qbsuran qridin qbsuran qridil姊姊 初級

100 04-21 04親屬稱謂 哥哥 qbruran snaw 初級

101 04-22 04親屬稱謂
(弟弟；妹妹)
通稱

swayi
swayi snaw(弟弟)

/ swayi qridin(妹妹)
初級

102 04-23 04親屬稱謂 弟弟 swayi snaw 初級

103 04-24 04親屬稱謂 妹妹 swayi qridin swayi qridil妹妹 初級

104 04-25 04親屬稱謂
(伯父；叔
叔；舅舅)通

稱

mnswayi bubu qbsuran tama/swayi
tama 初級

105 04-26 04親屬稱謂
(伯母；嬸
嬸；舅母)通

稱

qridin swayi
tama

qridil qbsuran tama/ qridil
swayi tama/ qridil mnswayi(也
可)qridin qbsuran tama/qridin

mnswayi

初級

106 05-01 05人物、身分 名字 hangan 初級

107 05-02 05人物、身分 男孩 laqi snaw 初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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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05-03 05人物、身分 女孩 laqi qridin laqi qridil女孩 初級

109 05-04 05人物、身分 朋友 dangi dupung朋友 初級

110 05-05 05人物、身分 孩童 laqi 初級

111 05-06 05人物、身分 老人家 rudan 初級

112 05-07 05人物、身分 女性 qridin qridil女性 初級

113 05-08 05人物、身分 男性 snaw 初級

114 05-09 05人物、身分 人 sediq 初級

115 05-10 05人物、身分 醫生 ising 初級

116 05-11 05人物、身分 老師 mptusa 初級

117 05-12 05人物、身分 敵人 payis 中高級

118 05-13 05人物、身分 長官 bukung 高級

119 05-14 05人物、身分 流氓 goro
goro(日本外來語)
roma(台語外來語)

高級

第 10 頁



序號 編號 類別 中文 族語 備註 級別

120 05-15 05人物、身分 警察 keysacu 高級

121 05-16 05人物、身分 平埔族 Kahabu 中高級

122 05-17 05人物、身分 客家人 Hakka
Maqay(鄙視用語/客
語什麼的意思)

高級

123 05-18 05人物、身分 校長 kocyo
kocyo(日本外來語)
bukung pyasan校長

中級

124 05-19 05人物、身分 閩南人 Holo
Klmukan/Tmukan(鄙視用
語;會吃人的人;用大斗笠
蓋住的人;一直說幹話的

人)

中級

125 05-20 05人物、身分 青年 risaw 高級

126 05-21 05人物、身分 神父 singhu 高級

127 05-22 05人物、身分 修女 sujyo 中高級

128 05-23 05人物、身分 外省人 Telu 中高級

129 05-24 05人物、身分 小姐 wouwa 初級

130 05-25 05人物、身分 學生 laqi muyas 初級

131 06-01 06身體部位 耳朵 birac 初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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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06-02 06身體部位 大腿 btriq 初級

133 06-03 06身體部位 眼睛 doriq 初級

134 06-04 06身體部位 臉 dqras 初級

135 06-05 06身體部位 嘴巴 quwaq 初級

136 06-06 06身體部位 頭 tunux 初級

137 06-07 06身體部位 指甲 kukuh 初級

138 06-08 06身體部位 手 bawa 初級

139 06-09 06身體部位 身體 hiyi qbubur身體 初級

140 06-10 06身體部位 鼻子 muhing 初級

141 06-11 06身體部位 腳 qaqay 初級

142 06-12 06身體部位 牙齒 rupun 高級

143 06-13 06身體部位 頭髮 snunux 高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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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06-14 06身體部位 血 dara 中級

145 06-15 06身體部位 肉 wawa hiyi肉 中級

146 06-16 06身體部位 額頭 kduruk 中級

147 06-17 06身體部位 肚子 buyas nbuyas肚子; 腹部 中級

148 06-18 06身體部位 乳房 nunuh 高級

149 06-19 06身體部位 小腿肚 sngcaku 高級

150 06-20 06身體部位 肩膀 hwirang 中級

151 06-21 06身體部位 下巴 bkluy 中級

152 06-22 06身體部位 背部 bukuy 中級

153 06-23 06身體部位 皮 qraqil 中級

154 06-24 06身體部位 胸腔 brah 中級

155 06-25 06身體部位 男性生殖器 masa balung睪丸 中高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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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 06-26 06身體部位 女性生殖器 pipi 高級

157 06-27 06身體部位 肺 baraq 中級

158 06-28 06身體部位 心臟 tama baraq 中級

159 06-29 06身體部位 手肘 hiqur bawa 高級

160 06-30 06身體部位 口水 halus 中級

161 06-31 06身體部位 膝蓋 bqlic pungu qaqay膝蓋 中級

162 06-32 06身體部位 傷口 luqah 中級

163 06-33 06身體部位 胃 lhbun 中級

164 06-34 06身體部位 肝臟 rumul 中級

165 06-35 06身體部位 痰 siyaq tuyuq口水 中級

166 06-36 06身體部位 甲狀腺腫 biqar walu 高級

167 06-37 06身體部位 油脂 msiyang 高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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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 06-38 06身體部位 肋骨 tkrang 中高級

169 06-39 06身體部位 膽囊 pahung 高級

170 06-40 06身體部位 拇指 tama bawa 中高級

171 06-41 06身體部位 喉嚨 welu 中級

172 06-42 06身體部位 舌頭 hma 中級

173 06-43 06身體部位 腰部 hwinuk 中級

174 06-44 06身體部位 手指 tluing bawa 中級

175 06-45 06身體部位 門牙 brah rupun 高級

176 06-46 06身體部位 汗水 mring 中級

177 06-47 06身體部位 脖子 waru 中級

178 06-48 06身體部位 鼻涕 ngucun 中高級

179 06-49 06身體部位 關節 pungu 中高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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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 06-50 06身體部位 臀部 sulay 中高級

181 06-51 06身體部位 腳掌 dapil 中高級

182 06-52 06身體部位 頸子 qilu 高級

183 06-53 06身體部位 腋窩 qduwan 高級

184 06-54 06身體部位 腎臟 quru 高級

185 06-55 06身體部位 嘴唇 pdahung quwaq 中級

186 06-56 06身體部位 毛 ubal 中級

187 07-01
07動物(含昆

蟲)
尾巴 ngungu 中級

188 07-02
07動物(含昆

蟲)
豬 babuy 初級

189 07-03
07動物(含昆

蟲)
狗 huling 初級

190 07-04
07動物(含昆

蟲)
羊 miric 初級

191 07-05
07動物(含昆

蟲)
貓 ngiyaw 初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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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 07-06
07動物(含昆

蟲)
鳥 qduda bhni鳥 初級

193 07-07
07動物(含昆

蟲)
魚 qcurux 初級

194 07-08
07動物(含昆

蟲)
雞 rodux 初級

195 07-09
07動物(含昆

蟲)
猴子 rungay 初級

196 07-10
07動物(含昆

蟲)
牛 dapa 初級

197 07-11
07動物(含昆

蟲)
老鼠(統稱) qolic 初級

198 07-12
07動物(含昆

蟲)
青蛙 crayux 初級

199 07-13
07動物(含昆

蟲)
貓頭鷹 tukung 初級

200 07-14
07動物(含昆

蟲)
穿山甲 arung 中高級

201 07-15
07動物(含昆

蟲)
山豬 boyak 高級

202 07-16
07動物(含昆

蟲)
野鴿子 biucx

byucux野鴿;
ramang斑鳩

中高級

203 07-17
07動物(含昆

蟲)
蟲(統稱) kuwi 中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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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 07-18
07動物(含昆

蟲)
烏龜 kuluk 中級

205 07-19
07動物(含昆

蟲)
蛇 quyu 中高級

206 07-20
07動物(含昆

蟲)
飛鼠 rapic 中級

207 07-21
07動物(含昆

蟲)
豹 rklic 中高級

208 07-22
07動物(含昆

蟲)
水鹿 rqnux 中高級

209 07-23
07動物(含昆

蟲)
熊 kumay 中級

210 07-24
07動物(含昆

蟲)
山羌 pada 中高級

211 07-25
07動物(含昆

蟲)
蟑螂 supur 中高級

212 07-26
07動物(含昆

蟲)
蜻蜓 diyadan 中高級

213 07-27
07動物(含昆

蟲)
蝴蝶 tlaway 中高級

214 07-28
07動物(含昆

蟲)
蜘蛛 probaw 中高級

215 07-29
07動物(含昆

蟲)
雄性動物生

殖器官
balas 高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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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 07-30
07動物(含昆

蟲)
松鼠 brihuc 中高級

217 07-31
07動物(含昆

蟲)
田鼠 qolic paru 中高級

218 07-32
07動物(含昆

蟲)
蚊子 preykay 中高級

219 07-33
07動物(含昆

蟲)
頭蝨 quhing 高級

220 07-34
07動物(含昆

蟲)
蒼蠅 rngedi 中級

221 07-35
07動物(含昆

蟲)
蜜蜂 walu 中級

222 07-36
07動物(含昆

蟲)
雄性(動物) balas 高級

223 07-37
07動物(含昆

蟲)
乳豬 buru babuy bru babuy乳豬 中高級

224 07-38
07動物(含昆

蟲)
鴨 bibi 高級

225 07-39
07動物(含昆

蟲)
蚯蚓 bicun 中級

226 07-40
07動物(含昆

蟲)
動物的內臟 bilaq 中高級

227 07-41
07動物(含昆

蟲)
土蜂 bnguhur 高級

第 19 頁



序號 編號 類別 中文 族語 備註 級別

228 07-42
07動物(含昆

蟲)
蝦 bolung 中級

229 07-43
07動物(含昆

蟲)
大象 dapa ngucun 中高級

230 07-44
07動物(含昆

蟲)
馬 dapa dmayi 中高級

231 07-45
07動物(含昆

蟲)
雌性(動物) bubu

draqun母鹿;bubu牛、
羊、狗、貓(畜類)wipu母
雞;母鴨;母鵝(禽類)

中高級

232 07-46
07動物(含昆

蟲)
螃蟹 krarang 高級

233 07-47
07動物(含昆

蟲)
蟬 kdiyac 高級

234 07-48
07動物(含昆

蟲)
百步蛇 quyu mlhay 中高級

235 07-49
07動物(含昆

蟲)
翅膀 palic 中高級

236 07-50
07動物(含昆

蟲)
蝙蝠 bkaric 中高級

237 07-51
07動物(含昆

蟲)
蝸牛 pngucun 高級

238 07-52
07動物(含昆

蟲)
麻雀 puruc 中高級

239 07-53
07動物(含昆

蟲)
鍬形蟲 psaqic 高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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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編號 類別 中文 族語 備註 級別

240 07-54
07動物(含昆

蟲)
老鷹 qdiraw 高級

241 07-55
07動物(含昆

蟲)
螞蟻 uyah 中高級

242 07-56
07動物(含昆

蟲)
鵝 gaciyo 中高級

243 07-57
07動物(含昆

蟲)
水鳥 qduda qsiya qbhni qsiya 高級

244 07-58
07動物(含昆

蟲)
窩巢 rudu 中高級

245 07-59
07動物(含昆

蟲)
虎頭蜂 srting

tdiyung虎頭蜂;
sndrayung竹蜂

高級

246 07-60
07動物(含昆

蟲)
跳蚤 tmaquy 中高級

247 07-61
07動物(含昆

蟲)
眼鏡蛇 quyu tqbaqaw 中高級

248 07-62
07動物(含昆

蟲)
烏鴉 tiyaqung 中高級

249 07-63
07動物(含昆

蟲)
幼犬 uruk 中高級

250 07-64
07動物(含昆

蟲)
(動物的)角 urung

urung牛角、老鹿茸、羊
角、羌角; tnguraw rqnux

幼鹿茸
中高級

251 07-65
07動物(含昆

蟲)
蚱蜢 kotung 中高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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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編號 類別 中文 族語 備註 級別

252 08-01 08植物 香蕉 blbun 中級

253 08-02 08植物 稻穀 dmux payay 中級

254 08-03 08植物 樹 qhuni 高級

255 08-04 08植物 芋頭 sari 中級

256 08-05 08植物 甘蔗 sibus 中級

257 08-06 08植物 葉子 wasaw 中級

258 08-07 08植物 甘藷 bunga 高級

259 08-08 08植物 柑橘 mudu 中級

260 08-09 08植物 花朵 phpah 高級

261 08-10 08植物 南瓜 bawan 中高級

262 08-11 08植物 雜草 spriq sudu 中高級

263 08-12 08植物 玉米 lhngay 高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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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4 08-13 08植物 檳榔 sbiki 中高級

265 08-14 08植物 竹子 ddima 高級

266 08-15 08植物 樹枝 cida 高級

267 08-16 08植物 (植物的)果實 hiyi pnwalang 中高級

268 08-17 08植物 竹筍 lxi dima 中級

269 08-18 08植物 香菇 ngiraw 高級

270 08-19 08植物 鳳梨 kalac 高級

271 08-20 08植物 草 spriq 高級

272 08-21 08植物 藤類 wahar
qwarux黃藤(編織

用)
高級

273 08-22 08植物 桃子 aring 中高級

274 08-23 08植物 李子 bnuwan 高級

275 08-24 08植物 水果 hiyi qhuni 高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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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6 08-25 08植物 樹頭 pusu wamil 高級

277 08-26 08植物 木耳 riwa
qlung木耳; qulung

公雞冠
中高級

278 08-27 08植物 蕃茄 tmato 高級

279 08-28 08植物 樹根 wamil 中高級

280 08-29 08植物 野百合 boxi 中高級

281 08-30 08植物 姑婆芋 brayaw 中級

282 08-31 08植物 胡瓜 ciyak 高級

283 08-32 08植物 山蘇 crihung 中高級

284 08-33 08植物 胡蘿蔔 ningjing banah 高級

285 08-34 08植物 空心菜 eyngcay 高級

286 08-35 08植物 長豆 sukay bbaraw 中高級

287 08-36 08植物 綠豆 layan 中高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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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編號 類別 中文 族語 備註 級別

288 08-37 08植物 麥 mugi 高級

289 08-38 08植物 蔥 neygi 中高級

290 08-39 08植物 豆芽 tasul sukay 高級

291 08-40 08植物 百香果 qbuway 高級

292 08-41 08植物 山藥 lnbay 中高級

293 08-42 08植物 檜木 qulic 高級

294 08-43 08植物 幼苗 nayay rabu sama 中高級

295 08-44 08植物 種子 rhak 中高級

296 08-45 08植物 野草莓 rhnuk 中高級

297 08-46 08植物 梅子 ricah 高級

298 08-47 08植物 過貓 lmala 高級

299 08-48 08植物 山櫻花 snuwil cnuwil紅櫻花 高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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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編號 類別 中文 族語 備註 級別

300 08-49 08植物 咬人貓 dkiya 高級

301 08-50 08植物 山胡椒 mqri 高級

302 08-51 08植物 樹豆 sunguc 高級

303 08-52 08植物 柚子 tlahi 中高級

304 08-53 08植物 菸草 spriq puqan 中高級

305 08-54 08植物 辣椒(通稱) ucik 中級

306 08-55 08植物 棉花 wata 高級

307 08-56 08植物 地瓜 bunga 初級

308 08-57 08植物 番石榴 quti rodux 初級

309 09-01
09物品(不含
食品)

書 patas 初級

310 09-02
09物品(不含
食品)

錢 pila 初級

311 09-03
09物品(不含
食品)

球 boru 初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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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09-04
09物品(不含
食品)

桌子 sdharan matas 初級

313 09-05
09物品(不含
食品)

電話 qnawal 初級

314 09-06
09物品(不含
食品)

筆 impicu 初級

315 09-07
09物品(不含
食品)

椅子 wakac tlengan椅子 初級

316 09-08
09物品(不含
食品)

藥物 iyu 初級

317 09-09
09物品(不含
食品)

電腦 kanpyutar
teyngnaw電腦(華語

外來語)
初級

318 09-10
09物品(不含
食品)

雨傘 ubung；trasi 初級

319 09-11
09物品(不含
食品)

手錶 tokey bawa 初級

320 09-12
09物品(不含
食品)

鐘錶 tokey 高級

321 09-13
09物品(不含
食品)

鉤子 daung 中級

322 09-14
09物品(不含
食品)

細線 waray 高級

323 09-15
09物品(不含
食品)

繩索 wasil 中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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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09-16
09物品(不含
食品)

針 qumi 中級

325 09-17
09物品(不含
食品)

木杵 sru suru 中級

326 09-18
09物品(不含
食品)

枝條 cida 高級

327 09-19
09物品(不含
食品)

篩子 btuku bwiya/bluhing篩子 高級

328 09-20
09物品(不含
食品)

小刀 yayu 高級

329 09-21
09物品(不含
食品)

船隻 asu 高級

330 09-22
09物品(不含
食品)

剪刀 saqic 中高級

331 09-23
09物品(不含
食品)

木炭 bawah 高級

332 09-24
09物品(不含
食品)

水桶 tutu qsiya bakic(日外來語) 中高級

333 09-25
09物品(不含
食品)

釣竿 ngahi putuc釣竿 中高級

334 09-26
09物品(不含
食品)

竹筒 tutu ddima 高級

335 09-27
09物品(不含
食品)

電燈 camaw deyngki(日外來語) 高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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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6 09-28
09物品(不含
食品)

蓋子 umuk 中級

337 09-29
09物品(不含
食品)

(竹製的)刮麻
具

usak 中高級

338 09-30
09物品(不含
食品)

污垢 rutiq 中高級

339 09-31
09物品(不含
食品)

木臼 duhung 高級

340 09-32
09物品(不含
食品)

棉被 capang 高級

341 09-33
09物品(不含
食品)

碗 pngerah 中級

342 09-34
09物品(不含
食品)

網子 kadi 高級

343 09-35
09物品(不含
食品)

飯鍋 kama 高級

344 09-36
09物品(不含
食品)

鋸子 kruc 中級

345 09-37
09物品(不含
食品)

紙張 patas 中高級

346 09-38
09物品(不含
食品)

杯子
mmahan
pngerah

中高級

347 09-39
09物品(不含
食品)

釣具 qqiya ngahi 高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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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編號 類別 中文 族語 備註 級別

348 09-40
09物品(不含
食品)

袋子 lubuy 高級

349 09-41
09物品(不含
食品)

鍋鏟 icux pchdanan 中高級

350 09-42
09物品(不含
食品)

斧頭 puru 中級

351 09-43
09物品(不含
食品)

夾子 daquc 中高級

352 09-44
09物品(不含
食品)

床舖 qlapaw 中級

353 09-45
09物品(不含
食品)

梗 qmuru 中高級

354 09-46
09物品(不含
食品)

鏡子 wawi 中高級

355 09-47
09物品(不含
食品)

工具 ddiyun qqiya工具 中高級

356 09-48
09物品(不含
食品)

弧形(底)鍋 cbracan 高級

357 09-49
09物品(不含
食品)

炭灰 qbulic 中高級

358 09-50
09物品(不含
食品)

瓶子 rusuq 高級

359 09-51
09物品(不含
食品)

湯匙 wihi 中高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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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0 09-52
09物品(不含
食品)

菜盤 sara 中高級

361 09-53
09物品(不含
食品)

相片 sasing 高級

362 09-54
09物品(不含
食品)

肥皂 baciq seyking(日外來語) 中級

363 09-55
09物品(不含
食品)

濾酒渣網 sisi sinaw 中級

364 09-56
09物品(不含
食品)

梳子 slaw 中級

365 09-57
09物品(不含
食品)

揹帶 wahu 中高級

366 09-58
09物品(不含
食品)

扇子 singpuki 中高級

367 09-59
09物品(不含
食品)

湯鍋 tupih 中高級

368 09-60
09物品(不含
食品)

水瓢(舀水用) cahu 中級

369 09-61
09物品(不含
食品)

電冰箱 kulu huda
pingsyang(華語外

來語)
中高級

370 09-62
09物品(不含
食品)

電視 treybi 日語外來語 高級

371 09-63
09物品(不含
食品)

水管 paypu hosu(日語外來語) 中高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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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2 09-64
09物品(不含
食品)

枕頭 tpunu 中級

373 09-65
09物品(不含
食品)

鐵鎚 tuting 高級

374 09-66
09物品(不含
食品)

鐵釘 kugi 鐵釘(日語外來語) 中高級

375 09-67
09物品(不含
食品)

卡在牙縫之

物
pnqiya rupun 中高級

376 09-68
09物品(不含
食品)

菜刀 yayu 高級

377 09-69
09物品(不含
食品)

魚網 kadi qcurux 中級

378 09-70
09物品(不含
食品)

橡皮擦 ssurus 初級

379 09-71
09物品(不含
食品)

簍子 rawa 初級

380 10-01 10山川地理 道路 elu 中級

381 10-02 10山川地理 山林 bbuyu 初級

382 10-03 10山川地理 小溪 ayu 初級

383 10-04 10山川地理 風 bwihur 中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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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4 10-05 10山川地理 沙子 bnaqi 高級

385 10-06 10山川地理 泥土 dxral 中級

386 10-07 10山川地理 河流 yayung 中級

387 10-08 10山川地理 湖泊 langu 中高級

388 10-09 10山川地理 森林 bbuyu 中級

389 10-10 10山川地理 縫隙 iyax 中級

390 10-11 10山川地理 洞穴 bling 中級

391 10-12 10山川地理 山腳下 driq dwiyaq 中高級

392 10-13 10山川地理 土堆 dxral wnutu 中高級

393 10-14 10山川地理 岩洞 lhngaw 高級

394 10-15 10山川地理 草原 siba 高級

395 10-16 10山川地理 溫泉 qhding 高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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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6 10-17 10山川地理 峽谷 ayu doras 高級

397 10-18 10山川地理 山洞 lhngaw bling dwiyaq山洞 高級

398 10-19 10山川地理 岩石 btasil 高級

399 10-20 10山川地理 瀑布 tulaq twelaq瀑布 中高級

400 10-21 10山川地理
獨立的小山

頭
dwiyaq burux duyaq山頭 高級

401 10-22 10山川地理 崇山峻嶺 lmiqu
dwiyaq beyhing高山

峻嶺
高級

402 11-01 11自然景觀 下雨 qmuyux 初級

403 11-02 11自然景觀 太陽 hidaw 初級

404 11-03 11自然景觀 月亮 idas 初級

405 11-04 11自然景觀 天空 karac 初級

406 11-05 11自然景觀 星星 pngerah 初級

407 11-06 11自然景觀 雨 quyux 初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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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8 11-07 11自然景觀 雪 huda 中級

409 11-08 11自然景觀 冬天 misan 初級

410 11-09 11自然景觀 夏天 rbawan 初級

411 11-10 11自然景觀 雷 bruwa 中級

412 11-11 11自然景觀 露水 drmul drmul qsiya露水 高級

413 11-12 11自然景觀 雲 rulung 初級

414 11-13 11自然景觀 煙 qrngun 中高級

415 11-14 11自然景觀 閃電 liwaq tqliwaq雷電 中高級

416 11-15 11自然景觀 旱田 qpahan qnpahan田地 中級

417 11-16 11自然景觀 陰天 msurung 中高級

418 11-17 11自然景觀 火 puniq 中級

419 11-18 11自然景觀 冰 huda 中高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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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 11-19 11自然景觀 地震 runu 中級

421 11-20 11自然景觀 影子 sasaw 中級

422 11-21 11自然景觀 颱風
buwihur
beyhing

高級

423 11-22 11自然景觀 霜 sipa 高級

424 11-23 11自然景觀 水滴 hbuy quyux 中高級

425 11-24 11自然景觀 水患 rngecux 中級

426 11-25 11自然景觀 春天 srwasaw 初級

427 11-26 11自然景觀 海邊 siyaw ucilung 中高級

428 11-27 11自然景觀 秋天 qrpuhan 初級

429 11-28 11自然景觀 彩虹 hakaw utux 初級

430 11-29 11自然景觀 日落 muqi hidaw rmiyax hidaw日落 初級

431 11-30 11自然景觀 天黑 mnkung 初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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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11-31 11自然景觀 雨停 msuwan 初級

433 11-32 11自然景觀 刮颱風
sbuwihur
beyhing

初級

434 11-33 11自然景觀 日出 criyu hidaw thidaw曬太陽 中級

435 12-01 12建築 家 sapah 初級

436 12-02 12建築 窗戶 blingan 初級

437 12-03 12建築 門 nluk rhngun門口 初級

438 12-04 12建築 學校 sapah pyasan pyasan學校(簡稱) 初級

439 12-05 12建築 石頭 btasil
btunux(單手可拿起

的石頭)
中級

440 12-06 12建築 屋頂 knuluh 中級

441 12-07 12建築 橋樑 hakaw 中級

442 12-08 12建築 工寮 beywi 中高級

443 12-09 12建築 廁所 saan ganguc 中高級

第 37 頁



序號 編號 類別 中文 族語 備註 級別

444 12-10 12建築 柱子 uruc 中級

445 12-11 12建築 石堆 hnwatan
hawac石牆; 駁坎;

qnalang圍牆
中高級

446 12-12 12建築 雞寮 kadu rodux 高級

447 12-13 12建築 樓梯 qlqahan 中高級

448 12-14 12建築 庭院 nganguc sapah 中級

449 12-15 12建築 牆壁 qnabil 中高級

450 12-16 12建築 穀倉 rpun 中高級

451 12-17 12建築 蓋屋頂 dmamux 中高級

452 12-18 12建築 搭建圍籬 smalu qnalang
smalu libu; smalu

tibu
搭建圍籬

高級

453 12-19 12建築 後院 bukuy uyung 中級

454 13-01 13時間 明年 kawas kngkawas年; 明年 高級

455 13-02 13時間 晚上 kman 初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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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6 13-03 13時間 昨天 ciwa 初級

457 13-04 13時間 明天 kusun 初級

458 13-05 13時間 今天 saya 初級

459 13-06 13時間 早上 mrbu 初級

460 13-07 13時間 白天 diyan 中級

461 13-08 13時間 前天 cnkaxa 高級

462 13-09 13時間 清晨 caman 高級

463 13-10 13時間 黑暗 mkung mnkung黑暗 中高級

464 13-11 13時間 傍晚 ubiyan
smsung日落黃昏時

刻; 節慶
中高級

465 13-12 13時間 接續 lmutuc babaw下回 中級

466 13-13 13時間 半夜 cka rabi 中高級

467 13-14 13時間 當時 ciida 中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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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8 13-15 13時間 大前天 cntruwan 中高級

469 13-16 13時間 待會兒 kiya hari 中級

470 13-17 13時間 大後天 kntruwan 中高級

471 13-18 13時間 亮光 rmdax
rdax(也可);
tmngaw黎明

中級

472 13-19 13時間 後天 mkaxa 中高級

473 13-20 13時間 上午 mrbu caman清早 中高級

474 13-21 13時間 未來 nxan
babaw na/

babaw niya下次 中高級

475 13-22 13時間 夜 kman cka rabi午夜；半夜 中高級

476 13-23 13時間 年輕時 mbbiyax cida 中高級

477 13-24 13時間 一下子 tnayis pnayis;saya(也可) 中高級

478 13-25 13時間 下午
babaw cka

hidaw
kndaxan(也可) 初級

479 13-26 13時間 (幾)點鐘 nanji 初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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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0 13-27 13時間 星期日 diyax sngayan nicyobi(也可) 初級

481 13-28 13時間 年 kngkawas kngkwasan 初級

482 13-29 13時間 天天 kddiyax kdiyax常常 初級

483 13-30 13時間 現在 saya 初級

484 13-31 13時間 生日 diyax pntingan 初級

485 14-01 14空間 裡面 ruma 中級

486 14-02 14空間 在某處 wa ha wa hiya在那裏 中級

487 14-03 14空間 上面 baraw 中級

488 14-04 14空間 前面 brah 中級

489 14-05 14空間 下面 trahuc truma裡面; 下方 中級

490 14-06 14空間 中間 cka iyax(縫隙) 中高級

491 14-07 14空間 外面 nganguc 中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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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2 14-08 14空間 旁邊 siyaw 中級

493 14-09 14空間 頂 dudux knuruh屋頂 中高級

494 14-10 14空間 右邊 narac 中級

495 14-11 14空間 左邊 iril 高級

496 14-12 14空間 角落 duriq muhing;hiqu角落 高級

497 14-13 14空間 某物之下 truma 高級

498 14-14 14空間 經過 nuda mnuda經過 中級

499 14-15 14空間
(從某處)到某

處

peyyah hini mi
beytaq hiya

kndadax hini mi
dhuq hiya從這裡到

那裡
中級

500 14-16 14空間 從某處 peyyah pneyyah, piyah從 中高級

501 15-01 15農耕 鋤草 mabal sudu qmibuh鋤草 高級

502 15-02 15農耕 犁田 tmabun 中級

503 15-03 15農耕 播種 tmukuy mhuma種植 中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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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4 15-04 15農耕 種苗(動作) nayay sama
sipa種苗; rhak sama

菜種
高級

505 15-05 15農耕 穀物乾燥簍 wiwan
dngan payay穀物乾

燥簍
高級

506 15-06 15農耕 犁 cakur parih dapa牛犁 高級

507 15-07 15農耕 鐮刀 kaur soki(日外來語) 中級

508 15-08 15農耕 鋤頭 auc awic鋤頭 中級

509 15-09 15農耕 倉庫 rpun
kansoki倉庫(日外

來語)
中高級

510 15-10 15農耕 開墾 knburah
psakur開墾; tmatak

砍除
中高級

511 15-11 15農耕 肥料 hiriyo 肥料(日本外來語) 高級

512 15-12 15農耕 篩穀器具 btuku
bruhing; bwiya篩穀

器具
高級

513 15-13 15農耕 催熟(果實) pkhada pshada催熟 高級

514 15-14 15農耕 稻草 sudu payay 高級

515 16-01 16狩獵 弓 bhniq budi箭 中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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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6 16-02 16狩獵 矛 sbrangan 中級

517 16-03 16狩獵 箭矢 budi raqic箭矢 中高級

518 16-04 16狩獵 餌 sngraki sraki餌 中高級

519 16-05 16狩獵 槍 puniq
patus槍; hukuc拐杖;

槍
高級

520 16-06 16狩獵 獵刀 puting 高級

521 16-07 16狩獵 直形獵刀 puting 高級

522 16-08 16狩獵 獵物(統稱) camac 中級

523 16-09 16狩獵 石壓式陷阱 dangar btunux 高級

524 16-10 16狩獵
套頸式繩索

陷阱
durang 高級

525 16-11 16狩獵 籃子 rawa 中級

526 16-12 16狩獵 捕鳥陷阱 tbabaw 中高級

527 17-01 17宗教 禁忌 psaniq pndakar禁止的 中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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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8 17-02 17宗教 夢 spi 中級

529 17-03 17宗教 巫術 smiyus 高級

530 17-04 17宗教 教會 pnrhulan
kyokay(日本外來

語)
中高級

531 17-05 17宗教 祖靈祭
smapuh utux

rudan
中高級

532 17-06 17宗教 播種祭 smratuc 中高級

533 17-07 17宗教 鬼魂 utux 中級

534 17-08 17宗教
法器(巫醫治
病用)

qqiya smapuh 高級

535 18-01 18織布服飾 帽子 bunuh bosi(日本外來語) 初級

536 18-02 18織布服飾 衣服 lukus 初級

537 18-03 18織布服飾 編織 tminun 中高級

538 18-04 18織布服飾 肚兜 torah 高級

539 18-05 18織布服飾 男用耳環 bbatu
pqcul birac snaw
男用耳環

高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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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0 18-06 18織布服飾 女用耳環 briqu
pqcul birac qridin
女用耳環

高級

541 18-07 18織布服飾 褲子 ribun 高級

542 18-08 18織布服飾 破掉 mhliq 高級

543 18-09 18織布服飾 頭飾 pcpingan tunux
bkuy tunux; qqiya

tunux頭飾 中高級

544 18-10 18織布服飾 編網針 wikus
qqiya tunan織布器

具
高級

545 18-11 18織布服飾 腰帶 habuk habuk hwinuk腰帶 中級

546 18-12 18織布服飾 苧麻 kri 中級

547 18-13 18織布服飾 染色 sqmamas qmawa染色 中級

548 18-14 18織布服飾 浮織 lmamu baraw sqlalu; slung浮織 高級

549 18-15 18織布服飾 女性長褲
ribun bbaraw

qridin
ribun qridin女性長

褲
高級

550 18-16 18織布服飾 苧麻線 nuqah waray苧麻線 高級

551 18-17 18織布服飾 布匹 pala paru sapaw qlapaw布匹 高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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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2 18-18 18織布服飾 妝扮飾物 qqiya pcping 高級

553 18-19 18織布服飾 傳統女上衣
ratang qridin

cbiyaw

lukus qridin cbiyaw; sritan
qridin cbiyaw; lukus qridil
cbiyaw; sritan qridil cbiyaw

傳統女上衣

高級

554 18-20 18織布服飾 傳統女裙 ribuc qridin
skato qridin cbiyaw;
skato qridil cbiyaw
傳統女裙

中高級

555 18-21 18織布服飾 鞋子 kucu 高級

556 18-22 18織布服飾
揹小孩的背

帶
sbal 中高級

557 18-23 18織布服飾 毛線 waray
waray kasimirong毛

線
高級

558 18-24 18織布服飾 裙子 skato qlidin skato qlidil裙子 高級

559 18-25 18織布服飾 男用遮陰布 tahawak handosi(日外來語) 高級

560 18-26 18織布服飾
男用背負網

袋
tokan 中級

561 18-27 18織布服飾 擋胸巾 torah 高級

562 18-28 18織布服飾 袖子 ucux 中高級

563 18-29 18織布服飾 上衣 lukus mubaraw sritan/ratang 中高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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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4 18-30 18織布服飾
頭帶(女用背
籃用)

wahu 高級

565 18-31 18織布服飾
織布用的素

麻線
nuqah 高級

566 18-32 18織布服飾 刮苧麻 smkri 高級

567 19-01
19傳統文化與

習俗
女用揹籃 brunguy 中級

568 19-02
19傳統文化與

習俗
圓形竹簍 rawa ddima brunguy女性用藤簍 中高級

569 20-01 20交通 公車 basu 日外來語 高級

570 20-02 20交通 腳踏車 ddeyngsya 日外來語 中高級

571 20-03 20交通 車站 twanan rulu eyki(日本外來語) 中高級

572 20-04 20交通 輪胎 papak rulu 高級

573 20-05 20交通 船 asu 高級

574 20-06 20交通 車子 rulu 高級

575 20-07 20交通 火車 kisya 高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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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6 21-01
21食物(非植

物)
飯 idaw 初級

577 21-02
21食物(非植

物)
水 qsiya 初級

578 21-03
21食物(非植

物)
白米 buwax 高級

579 21-04
21食物(非植

物)
菜餚 mnhada damac

hnpuyan/pnchada菜
餚

中級

580 21-05
21食物(非植

物)
青菜 sama padiq青菜 中級

581 21-06
21食物(非植

物)
酒 sinaw 中高級

582 21-07
21食物(非植

物)
鹽 timu 中級

583 21-08
21食物(非植

物)
蜜 biyuq 高級

584 21-09
21食物(非植

物)
蛋 balung 中級

585 21-10
21食物(非植

物)
油 abura 高級

586 21-11
21食物(非植

物)
味道 knux sknxan味道 高級

587 21-12
21食物(非植

物)
湯 bu 中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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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8 21-13
21食物(非植

物)
豆類 sukay beyluh豆類 高級

589 21-14
21食物(非植

物)
白蘿蔔 daykung

deykung也可(日外
來語)

高級

590 21-15
21食物(非植

物)
穀粒 buwax 中級

591 21-16
21食物(非植

物)
糯米 dhquy buwax hlama糯米 中高級

592 21-17
21食物(非植

物)
粥 idaw rumu muwang稀飯; 粥 中級

593 21-18
21食物(非植

物)
小米 macu 中級

594 21-19
21食物(非植

物)
糖 sato 中高級

595 21-20
21食物(非植

物)
豬肉 siyang siyang babuy豬肉 中高級

596 21-21
21食物(非植

物)
麵 bicun 中級

597 21-22
21食物(非植

物)
醬油 soyu 高級

598 21-23
21食物(非植

物)
在來米 buwax cayray buwax payay稻米 中高級

599 21-24
21食物(非植

物)
米糠 tnabuy 中高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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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 21-25
21食物(非植

物)
麵粉 udongko 高級

601 22-01 22顏色 白色 mbhuway 初級

602 22-02 22顏色 黑色 mqalux 初級

603 22-03 22顏色 紅色 mbanah 初級

604 22-04 22顏色 紫色的 mtlawa mtdahung紫色的 高級

605 22-05 22顏色 黃色的 mcays 中高級

606 22-06 22顏色 咖啡色 mkdamay 高級

607 22-07 22顏色 灰色 mqbulic 高級

608 22-08 22顏色 綠色 msama 中高級

609 22-09 22顏色 顏色 rakaw 初級

610 23-01 23聲音 狗吠聲 lul huling 中高級

611 23-02 23聲音 歌 uyas 中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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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24-01 24抽象名詞 聽說
so niyi ka kari

qnbhangan
中級

613 24-02 24抽象名詞 獨自一人 murux taxa hiyi獨自一人 高級

614 24-03 24抽象名詞 相同 mntna 中級

615 24-04 24抽象名詞 部落 alang 初級

616 24-05 24抽象名詞 日子 diyax 中級

617 24-06 24抽象名詞 是的 iyaq kiya是的 初級

618 24-07 24抽象名詞 語言 kari 中級

619 24-08 24抽象名詞 力量 biyax 中高級

620 24-09 24抽象名詞 目標 dngusan 高級

621 24-10 24抽象名詞 文化 waya kmlawa bungka(日外來語) 中高級

622 24-11 24抽象名詞 意義 dungus imi(借日本) 高級

623 24-12 24抽象名詞 結婚 msturung 中高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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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 24-13 24抽象名詞 各色各樣
lnlamu

kluwanan
kngkingal kluwan
各色各樣

中高級

625 24-14 24抽象名詞 價格 knkrayan
neydang bbriyun價

格
中高級

626 24-15 24抽象名詞 用途 ddiyun 高級

627 24-16 24抽象名詞 婚姻
pnstrngan
msdungus

中高級

628 24-17 24抽象名詞 遲到 mscuqi 初級

629 25-01 25行動 關上 lbi
lban; phung; phngun

關閉
中高級

630 25-02 25行動 賣 sbari 中高級

631 25-03 25行動 去 usa 初級

632 25-04 25行動 打開 mrawah rawah; rwahi打開 初級

633 25-05 25行動 (叫人)過來 awah 中級

634 25-06 25行動 買 mari mbari; briyun買 中級

635 25-07 25行動 給 bqani biqi; muway給 中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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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6 25-08 25行動 來 awah 初級

637 25-09 25行動 借 knbarux 中級

638 25-10 25行動 走路 mksa 初級

639 25-11 25行動 走(離開) wada 高級

640 25-12 25行動 飛 skaya 中級

641 25-13 25行動 跑 (祈使) tmalang 中級

642 25-14 25行動 抵達 dhuq 中級

643 25-15 25行動 送(客人) hmaduc 中級

644 25-16 25行動 逃跑 qduriq 中級

645 25-17 25行動 進入 mtmay mrmux進入 中級

646 25-18 25行動 翻倒 pspaux 高級

647 25-19 25行動 帶 adas dsi 中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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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8 25-20 25行動 趕走 lwaqun liwaq; lwaqi(也可) 中高級

649 25-21 25行動 折返 mbrinah tbrinah; mtbrih折返 高級

650 25-22 25行動 (植物)生長 mdakil
mkarang攀爬;
kndkilan成長

中級

651 25-23 25行動 讓開 isiya(祈使句)
thdiq; hmdiq; siya讓

開
中高級

652 25-24 25行動 贈送(禮物) muway 高級

653 25-25 25行動 沿著山巒 mqdwiyaq
mqlmiqu;

mqduyaq沿著山巒 中高級

654 25-26 25行動
(植物的果實)
掉落

mntuting /mhhur 高級

655 25-27 25行動 (往)上坡 msttu sttu 高級

656 25-28 25行動 接(人) snturung 高級

657 25-29 25行動 越溪而過 mkaraw yayung 中高級

658 25-30 25行動
向人家要(東

西)
meysa 中高級

659 25-31 25行動 倒(水) hmri 高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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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0 25-32 25行動
走(向某個方

向)
mquri pquri向著 中級

661 25-33 25行動
(藤類植物)攀

爬
mkarang mdakil生長; 攀爬 高級

662 25-34 25行動 逛一逛 rrmiwaw
mkksa走一走; 散散

步
高級

663 25-35 25行動 追 mhraw 中級

664 25-36 25行動 趕上 snkla smkla趕上 中高級

665 25-37 25行動 滑掉 srahuq 中高級

666 25-38 25行動 分開 pswayay mswayay分開 中高級

667 25-39 25行動 攜帶(如帶傘) madas 初級

668 25-40 25行動 穿(如穿衣服) mlukus 初級

669 25-41 25行動 戴(如戴帽子) mkbunuh pusa bunuh戴 初級

670 25-42 25行動 出現 cmriyu 初級

671 25-43 25行動 坐著 tlung 初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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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2 25-44 25行動 站著 mhiyu 初級

673 25-45 25行動 關(門；窗) mluk 初級

674 25-46 25行動 要來 mpiyah miyah; meyyah要來 初級

675 25-47 25行動 來過 mneyyah mniyah來過 初級

676 25-48 25行動 去了 mnusa wada da 初級

677 25-49 25行動 爬行 mkkarang 初級

678 25-50 25行動 看起來 qtan
qtaan; qtan so看起

來
初級

679 25-51 25行動 拜訪 tqita mtqita拜訪; 見面 初級

680 25-52 25行動 出去 usa nganguc 初級

681 26-01 26肢體動作 跳躍 storing pstaril; pstaring跳躍 中級

682 26-02 26肢體動作 跳舞 rmweri 中級

683 26-03 26肢體動作 坐下 tlung 初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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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4 26-04 26肢體動作 彎腰 tbku hwinuk tkmu(折衣物) 中高級

685 26-05 26肢體動作 掛 qyanan
psayi; mqiya;

pswiwil掛 中高級

686 26-06 26肢體動作 玩(球) ppulah(boru) mpulah玩 高級

687 26-07 26肢體動作 拿取 mangal 中級

688 26-08 26肢體動作 打(人) smbuc
cmbu打;射; ptuluk

揍
中高級

689 26-09 26肢體動作 刺 btaqan meytaq; cmuqi刺 中高級

690 26-10 26肢體動作 射擊 cmbu 中級

691 26-11 26肢體動作 跌倒 mtakur 高級

692 26-12 26肢體動作 踢 mtur qmqah踏 中高級

693 26-13 26肢體動作 推 cmikul 中級

694 26-14 26肢體動作 砍伐 tmatak 中級

695 26-15 26肢體動作 搖動 lmlu mllu搖動 中高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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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6 26-16 26肢體動作 折斷 murung 中高級

697 26-17 26肢體動作 發抖 mkkrang 高級

698 26-18 26肢體動作 抓癢 kmawah 中級

699 26-19 26肢體動作 爬上(去) mdakil 高級

700 26-20 26肢體動作 躺 tqraq ksaraw躺 中級

701 26-21 26肢體動作 揹(人) mapa 高級

702 26-22 26肢體動作 敲碎 pstmu urmun; tmtu敲碎 中高級

703 26-23 26肢體動作 扛 mhan mapa扛 中級

704 26-24 26肢體動作 翻動 pspoxan pspaux; primax翻動 中級

705 26-25 26肢體動作 滾落 mstakur 高級

706 26-26 26肢體動作 撞到 mstatuk tsbuc撞到 中高級

707 26-27 26肢體動作 抱著 qmraq tmaku; dmuwi抱著 中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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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8 26-28 26肢體動作 吹 miyuk 高級

709 26-29 26肢體動作 挖掘 kmari 中高級

710 26-30 26肢體動作 切 kmuruc mbing; mbuh切 中級

711 26-31 26肢體動作 游泳 tmapaq qsiya 中級

712 26-32 26肢體動作 藏起來 lingan lingi藏起來 中級

713 26-33 26肢體動作
抓(如抓到動

物)
qmraq qrapi抓 中高級

714 26-34 26肢體動作 砍 smqic sipaq; smipaq;
umalak 中高級

715 26-35 26肢體動作 揹負(物品) mapa 中級

716 26-36 26肢體動作 分(東西) masu 中級

717 26-37 26肢體動作 剖切 ubingi
mbing; mbuh剖切

byaki; byakun(切豬
肉)

中高級

718 26-38 26肢體動作 綁住 bkiyan sbky; bki; bkuy綁住 中高級

719 26-39 26肢體動作 拉 bnbil
dmulus拖著; blbil;

bbili拉著
中高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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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0 26-40 26肢體動作 劈(木材) ubhun mbuh劈; cmax劈 中高級

721 26-41 26肢體動作 扯斷 pstqan
pstuq; murung; rmi;

rmun扯斷 中高級

722 26-42 26肢體動作 提著 dmidil
diyi; didil; ddili;

ddilan提著 中級

723 26-43 26肢體動作 握著 dmuwi
angal/ngali/ diyi/

duwi握著 中級

724 26-44 26肢體動作 捆綁 mkuy bkiyi; bkiyan綑綁 中級

725 26-45 26肢體動作 按住 muruc
prti; prtun; mirik;

rrikan; pixi; ripi按住 中高級

726 26-46 26肢體動作 拔除 umabal
ubali; bali; makan拔

除
中高級

727 26-47 26肢體動作 挑選 umau 中級

728 26-48 26肢體動作 散撒 cmuyuq rmhak; trhak撒種 中高級

729 26-49 26肢體動作 啄 qyutan
qmiyuc咬, qmqur攅,

matuk啄
中高級

730 26-50 26肢體動作 插 sbeytaq btaqi; beytaq; cuqi插 高級

731 26-51 26肢體動作 堆積 untuwan
umutu; mutu; mnutu

堆積
中高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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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2 26-52 26肢體動作 搬運 hmaqul hquli; hqulun搬運 中高級

733 26-53 26肢體動作 拔出 mnabal wabal; bali拔出 中高級

734 26-54 26肢體動作 攪動 lwanun lwani; primax攪動 中高級

735 26-55 26肢體動作 壓住 rkanan
prti; prtani; wirik;

rikan壓住 中高級

736 26-56 26肢體動作 搔癢 kmawah
mkrak; smkrak;

kawah; kuhi搔癢 中高級

737 26-57 26肢體動作 握拳 kmux bawa tkmu bawa握拳 高級

738 26-58 26肢體動作 摘取 lmamu lmuwi摘取 中高級

739 26-59 26肢體動作 晃動 mllu lmlu晃動 高級

740 26-60 26肢體動作
剝(花生；豆

類)
qmilic rmhiq剝皮 中高級

741 26-61 26肢體動作 涉水而過 mkaraw mtaring跨水而過 中高級

742 26-62 26肢體動作 振動 lmlu
mllu; kmki; dmdi振

動
高級

743 26-63 26肢體動作 打包 lmabu
labu; lbuwi; mabun

打包
中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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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4 26-64 26肢體動作 採收 lmamu
qmburung收割稻米;

kmtuy採收茶葉
中高級

745 26-65 26肢體動作 (將器具)磨利 lipax lpaxi磨利(祈使句) 中高級

746 26-66 26肢體動作 (搖)動 slwelu lmlu; lwanun搖動 中高級

747 26-67 26肢體動作 追捕 bhrawan mhraw; bhraw追捕 高級

748 26-68 26肢體動作 打碎 ptmuwan sptmu; ptnmu打碎 中高級

749 26-69 26肢體動作 倒(下) ptingan
mcuyuq; cuwiq(指
水或米粒倒下)

中高級

750 26-70 26肢體動作 扭轉 priqan mriq; pspriq扭轉 中高級

751 26-71 26肢體動作 豎立 phiyu phyuwan豎立 中高級

752 26-72 26肢體動作 踩踏 qmlqah qmqah; qlqahan踩踏 中高級

753 26-73 26肢體動作 跨過 mqangaw
qmataq; mtaring;

hqangaw跨過 高級

754 26-74 26肢體動作 割 krtan
kmuruc(割繩子);
hmibaw芒草割傷

中級

755 26-75 26肢體動作 掐住 pcqran cqranan掐住 中高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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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6 26-76 26肢體動作 壓制 mipix
pixan; mirik; rikan

壓制
高級

757 26-77 26肢體動作 餵食 tmabu tnbuwan餵食 中級

758 26-78 26肢體動作 捕抓 qmraq qrapan捕抓 中級

759 26-79 26肢體動作 撬開 bnrawan
brawi撬開 lmhlah;

hlhlah解開
高級

760 26-80 26肢體動作 (用腳)踏 qlqahi qmlqah; qmqah踏 高級

761 26-81 26肢體動作 壓扁 qpiyan qpi; sqpi壓扁 中高級

762 26-82 26肢體動作 剝皮 rhiqun rmhiq; rnhiqan剝皮 中高級

763 26-83 26肢體動作
擦(如口紅；
油漆)

rcuhun sricuh; rmicuh擦 中高級

764 26-84 26肢體動作 亂翻 prudu
rmudu; bnbur; bburi

亂翻
中高級

765 26-85 26肢體動作 揉搓(衣物) rndruc
dmruc; rndruwan揉

搓
高級

766 26-86 26肢體動作 靠著 sntama
stmanan依靠(精神層面
的) sdahar; sdharan依靠

(有形的)
高級

767 26-87 26肢體動作 鞭打 snbuc
sqaraw/sbuc/sbtan鞭

打
中高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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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8 26-88 26肢體動作 側臥 tqraq
mtqraq(也可)
msbang休憩

中級

769 26-89 26肢體動作 削(水果) smquri 中高級

770 26-90 26肢體動作 捻線 smuyuk 中級

771 26-91 26肢體動作 剪 smaqic smqic剪 高級

772 26-92 26肢體動作 砍除 smipaq tmatak砍草 中級

773 26-93 26肢體動作 招手 tmaus bawa mkuwak bawa招手 中級

774 26-94 26肢體動作 剁 tmtu tntuwan剁 中高級

775 26-95 26肢體動作 搗 tmikan tnkanan搗 高級

776 26-96 26肢體動作 打架 tdiyal
mtdiyal; tlayun;

tnlayan打架 中級

777 26-97 26肢體動作 擠 tkiyux
mkkiyux擁擠;

muruc擠(物品);
qcli; qclan擠捏

中高級

778 26-98 26肢體動作 低下頭 thmuku 高級

779 26-99 26肢體動作 拉(上來) blbil
bbilan拉; sduwi;

sdwiyan握
中高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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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0 26-100 26肢體動作 (用手)挖掘 kmari
knriyan挖掘;

qmqur; qnquran鑽洞
中級

781 26-101 26肢體動作 剝樹皮 rmhiq rhqanan剝樹皮 中級

782 26-102 26肢體動作 畫圖 rmicuh rncuhan畫圖 初級

783 26-103 26肢體動作 隨意 hmti
hmuc; mhmuc;
knhmtan隨便 初級

784 26-104 26肢體動作 蹲下 tbku qaqay 初級

785 26-105 26肢體動作 起立 tutuy 初級

786 27-01 27飲食 吃 mkan qi; uqi; kan吃 初級

787 27-02 27飲食 吸 mhuc
huc; hmuc; huti;

hutan吸 中高級

788 27-03 27飲食 喝 mimah mahi喝 中高級

789 27-04 27飲食 吐 pbrih
brih吐; tmuyuq吐口

水
中級

790 27-05 27飲食 咬 qmiyuc qiyuc; qyuti咬 中級

791 27-06 27飲食 吞嚥 rmqun mrqun吞嚥 中高級

第 66 頁



序號 編號 類別 中文 族語 備註 級別

792 27-07 27飲食 吞下 rqnun rqni 中高級

793 27-08 27飲食 燙到 clingay
sculing; clingan;

cnlingan燙到 中高級

794 27-09 27飲食 噎到 cbqiran 中高級

795 27-10 27飲食 飽食 mtngi 中高級

796 27-11 27飲食 咀嚼 skani
msnanang; skanan咀

嚼
高級

797 27-12 27飲食 渴 mhuaw 中級

798 27-13 27飲食 啃 tmqtic qmtic啃; qmilic撕裂 高級

799 27-14 27飲食 餓 muray 中級

800 27-15 27飲食 吃(東西) mkan kan; qi; uqi吃 初級

801 27-16 27飲食 吃早餐
mkan idaw

mrbu
mkan uqan mrbu吃

早餐
初級

802 27-17 27飲食 吃午餐
mkan idaw cka

hidaw

mkan uqan cka
hidaw
吃午餐

初級

803 27-18 27飲食 吃晚餐
mkan idaw

kman
mkan uqan kman吃

晚餐
初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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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4 28-01 28認知感官 遇到 snturung qntan看到 中高級

805 28-02 28認知感官 知道 mkla klaun知道 初級

806 28-03 28認知感官 看 qmita 初級

807 28-04 28認知感官 說 rmngaw
rngaw說; 講 squwaq

說話
初級

808 28-05 28認知感官 忘記(祈使) chungi chngi忘記 初級

809 28-06 28認知感官 閉(眼睛) qmi pqmi 初級

810 28-07 28認知感官 聞(如聞味道) sknxan smknux; snknux聞 中級

811 28-08 28認知感官 觸摸(物品) tlungan tmlung; tlngan觸摸 高級

812 28-09 28認知感官 邀請 splawa
lwanan; mlawa;

lmawa邀請 高級

813 28-10 28認知感官 感覺 kuxul
lnglungan; qnita;

naqah quxul感覺不
好

高級

814 28-11 28認知感官 告訴(別人) rmngaw
rngawi; srngaw;

rngawan告訴 中高級

815 28-12 28認知感官
叫喚(如餵雞
前會叫喚)

ku ku ku ku ku
…

kuc kuc kuc kuc…
…

叫喚雞
高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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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6 28-13 28認知感官 詢問 smiling 中級

817 28-14 28認知感官 答應 smruwa cmiyuk回應 中級

818 28-15 28認知感官 相信 snhiyi snhiyun相信 中級

819 28-16 28認知感官 謾罵 mhmuc msang
msang rmngaw謾罵;
mutux knsangan暴怒;
sngsngnganu易怒的

中高級

820 28-17 28認知感官
觸碰(如碰觸
到身體)

tmlung
tlung; tlngan;觸碰
duwi; dmuwi使用

高級

821 28-18 28認知感官 回應 cmiyuk 中高級

822 28-19 28認知感官 聽 mbahang
qbahang; qnbhangan

聽
初級

823 28-20 28認知感官 舔 cnhpic mhpic舔 中高級

824 28-21 28認知感官 交代(事情) dmurun kari hmiti kari交待; 遺言 中高級

825 28-22 28認知感官 睜眼 trawah doriq 中高級

826 28-23 28認知感官 瞄準 lmngu
plengu; lnguy;

meycu瞄準 中高級

827 28-24 28認知感官
教(如教人寫

字)
tmsa tmwesa; tnsanan教 中高級

第 69 頁



序號 編號 類別 中文 族語 備註 級別

828 28-25 28認知感官 想(思考) lmngelung
lnglungi; lmlung想

(思考)
初級

829 28-26 28認知感官 觀察 qmita
sdmhaw觀賞;
kmuruy探究

高級

830 28-27 28認知感官 會(做某事) mkla 初級

831 28-28 28認知感官 禱告 dmurun inori(日外來語) 初級

832 28-29 28認知感官 喜歡 snkuxul smkuxul喜歡 初級

833 29-01 29情緒思維 喜愛 skxlun
smkuxul; snkuxul喜

愛
高級

834 29-02 29情緒思維 害怕 micu
smicu恐怖; kcuwi;

kcuwan懼怕
中高級

835 29-03 29情緒思維 哭 lingis lmingis哭 中高級

836 29-04 29情緒思維 疼愛 umalu 中高級

837 29-05 29情緒思維 高興 mqaras sqaras; sqrasan高興 中級

838 29-06 29情緒思維 生氣 msang 中級

839 29-07 29情緒思維 愛護 umalu 高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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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0 29-08 29情緒思維 嚇一跳 skluwi 中高級

841 29-09 29情緒思維 快樂 mqaras 中級

842 30-01 30生活作息 整理 sntur kmaraw清掃 中高級

843 30-02 30生活作息 洗(衣物) mahu
bahu; bnhuwan洗

(衣物)
初級

844 30-03 30生活作息 工作 qnpah qmpah工作 初級

845 30-04 30生活作息 停止 msangay
rmdu停(車); thtur堵

塞
初級

846 30-05 30生活作息 浪費 smliq 初級

847 30-06 30生活作息 起床 tutuy 初級

848 30-07 30生活作息
再見(如互道
再見)

swayay mswayay再見 初級

849 30-08 30生活作息 小便 cnhmu cmhmu小便 高級

850 30-09 30生活作息 睡覺 mtaqi 初級

851 30-10 30生活作息 殺牲畜 smipaq
umuyak殺豬; phuqil

殺死
中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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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2 30-11 30生活作息 大便 qmuti
quti大便; musa

nganguc上廁所(這
才是正統說法)

中高級

853 30-12 30生活作息 休息 msangay sangay休息 高級

854 30-13 30生活作息 睏(想睡覺) mtqran
mslung打瞌睡;
qmtaqi想睡覺

中級

855 30-14 30生活作息 打掃 smksik smsik打掃 中高級

856 30-15 30生活作息 學習 smluhay 中級

857 30-16 30生活作息 躺臥 tqraq sbang躺臥 中級

858 30-17 30生活作息 做惡夢 sdema 中高級

859 30-18 30生活作息 偷竊 mpowi mowi; umowi偷竊 高級

860 30-19 30生活作息 煮(菜) mhapuy chada煮 中級

861 30-20 30生活作息 燒(如燒稻草) psqama
mtahu生火; psramaq

起火燃燒
中級

862 30-21 30生活作息 打哈欠 msurak 高級

863 30-22 30生活作息 烤(如烤地瓜) muduh 中級

第 72 頁



序號 編號 類別 中文 族語 備註 級別

864 30-23 30生活作息
烹煮(飯／肉
／地瓜)

mhapuy hmanguc水煮食物 高級

865 30-24 30生活作息 等待 pcmiyah 中高級

866 30-25 30生活作息 陷獵 dmangar 中高級

867 30-26 30生活作息
曬乾(如將衣
服曬乾)

dmngu 中級

868 30-27 30生活作息
以杓汲水(祈

使)
cmahu qsiya 高級

869 30-28 30生活作息
將水排出(疏

減)
pqluluy qsiya posa qsiya排放水 高級

870 30-29 30生活作息
收拾(祈使，
如收拾東西)

stri
krawi清掃; skuwi收
拾好; sntur收拾整

理
高級

871 30-30 30生活作息 碾(米) tmikan 高級

872 30-31 30生活作息 晾乾 pdngu 中高級

873 30-32 30生活作息 蓋被子 hmilaw 中級

874 30-33 30生活作息
照起來／照

明
prdax 中高級

875 30-34 30生活作息 炒(如炒花生) pciyus trabus 高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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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6 30-35 30生活作息 以籠捕魚蝦
pkadi qcurux mi

bolung
高級

877 30-36 30生活作息 蒸(如蒸飯) pskulu
phlama煮糯米飯;

pstilux蒸煮
中級

878 30-37 30生活作息 種植 mhuma 中級

879 30-38 30生活作息 釣魚 pngahi 中高級

880 30-39 30生活作息 生火 ptahu tahu; mtahu生火 中高級

881 30-40 30生活作息 醃漬(祈使) qmasi
qnmasan; qmamas醃

漬
高級

882 30-41 30生活作息 燒焦 sqrun 中高級

883 30-42 30生活作息 照顧 kmlawa
qmlahang照顧; 治

理
中級

884 30-43 30生活作息 剪(頭髮) psaqic saqic; smaqic剪 中高級

885 30-44 30生活作息 浸泡 rmbu rnbu 中級

886 30-45 30生活作息
掀開(如掀開
蓋子)

rwahi rawah; rmawah掀開 高級

887 30-46 30生活作息 掩埋 murus
rmus掩埋; rmbung;

rnbung埋在土裡
高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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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8 30-47 30生活作息 替換(衣服) priyux riyux替換 中級

889 30-48 30生活作息 鎖上 rhuwi sruhu; mruhu 中高級

890 30-49 30生活作息 鋪床 qlapaw pawa床鋪 高級

891 30-50 30生活作息
燒(如燒獵物
的毛)

smaruk 中高級

892 30-51 30生活作息 剝葉 rmhiq 中高級

893 30-52 30生活作息 尿急 mtbiyax 高級

894 30-53 30生活作息 量測 smuung 高級

895 30-54 30生活作息 燃燒 sqama 高級

896 30-55 30生活作息 懸掛(祈使) slwili swili; slani懸掛 高級

897 30-56 30生活作息 模仿 tmuru muru; truwi模仿 中高級

898 30-57 30生活作息 飼養 tmabu tbuwi飼養 中級

899 30-58 30生活作息 炒(飯菜) cmiyus 中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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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 30-59 30生活作息 點火 mutung 中級

901 30-60 30生活作息 讀書 muyas
smpu patas唸書;
mita patas看書

初級

902 30-61 30生活作息 喝(水) mahi mimah喝 中高級

903 30-62 30生活作息 (用鋤具)挖掘 kmari kriwi挖掘 中級

904 30-63 30生活作息 (居)住 mniq nniqan居住的所在 中級

905 30-64 30生活作息 唱歌 muyas uyas
muyas sapah pyasan
在學校上課

初級

906 30-65 30生活作息 玩耍 mpulah mulah; plahi玩耍 初級

907 31-01 31生老病死傷 死亡 mhuqil
huqil指所有生物的
死亡; mrdang單指
人類的死亡

高級

908 31-02 31生老病死傷 好痛 akay
akay全身疼痛, 或是受
到驚嚇之驚嘆詞; akix
被打到的疼痛。

中高級

909 31-03 31生老病死傷 受傷 mluqah 高級

910 31-04 31生老病死傷 遺失 mrdang 中高級

911 31-05 31生老病死傷 痛 mnarux 高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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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2 31-06 31生老病死傷 流血 sdara 中級

913 31-07 31生老病死傷 懷孕 mchdil mptlaqi待產 中高級

914 31-08 31生老病死傷 活的 mudus 中高級

915 31-09 31生老病死傷 放屁 tquti 中高級

916 31-10 31生老病死傷 跛腳 mpika mkrikic瘸腿 高級

917 31-11 31生老病死傷 撫養 dmanga
tmquli生養(孩子);
tnqliyan收養的(孩

子)
高級

918 31-12 31生老病死傷 生長 mdakil 中高級

919 31-13 31生老病死傷 疤 ariq 高級

920 31-14 31生老病死傷 癢 mkrak 高級

921 31-15 31生老病死傷 打瞌睡 mtqran
mslung愛睏;

knptaqi想睡覺
中級

922 31-16 31生老病死傷 打噴嚏 cbunguc cbnguc打噴嚏 中高級

923 31-17 31生老病死傷
嫁給非本族

群的族人
wada sediq icil 高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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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4 31-18 31生老病死傷 痠痛 mnarux 初級

925 31-19 31生老病死傷 生病 mnarux 初級

926 31-20 31生老病死傷 化膿 nalaq 中高級

927 32-01 32特徵 瘦(身形) mliwang
rqling細瘦;

hrwaling苗條
高級

928 32-02 32特徵 重(重量) chdil 初級

929 32-03 32特徵 輕(重量) clokah 初級

930 32-04 32特徵 高(身高) reykun
bbaraw瘦長; beyki
高大; beyhing魁梧

初級

931 32-05 32特徵 大的 beyhing
beyhing無限大的(泛指所有
一切); beyring大的(指生
物); beyki大的(指物體);

paru一般大小(泛指所有)

初級

932 32-06 32特徵 矮(身高) butun

tipiq矮小; llbu矮小;
uxiyux長不大的(發育
不良); ahay矮(日外來

語)

初級

933 32-07 32特徵 勤勞 mdrumuc 初級

934 32-08 32特徵 冷 mskuy 初級

935 32-09 32特徵 小的 tiping
tipiq小的, 一點;

tiring更小的
初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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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6 32-10 32特徵 多 ou / kari bay 初級

937 32-11 32特徵 漂亮 malu qtan
mbtunux指人長得俊美漂
亮; msediq balay指人長
得俊美漂亮且充滿愛與

勇敢有智慧

初級

938 32-12 32特徵 冰冷 bbaraw 初級

939 32-13 32特徵 悶熱 mttilux 高級

940 32-14 32特徵 少的 tikuh
tipiq少的(指物品或

食物)
初級

941 32-15 32特徵 酒醉 bsukan 初級

942 32-16 32特徵 笑 mhulis 中高級

943 32-17 32特徵 濕的 mhuriq 中高級

944 32-18 32特徵 熟 mhada 中高級

945 32-19 32特徵 厚的 kndux 中級

946 32-20 32特徵
未熟的(如這
塊肉是生的)

meyluq 中高級

947 32-21 32特徵 薄的 mpux hlpis單薄的 中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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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8 32-22 32特徵 髒 rutiq 高級

949 32-23 32特徵 懶惰 mbsurux
mbhitur半途而廢;
有始無終

初級

950 32-24 32特徵 乾淨 mburah 中高級

951 32-25 32特徵 很快 ini biyaw
spidaw; hyayi很快;
迅速(日外來語)

中高級

952 32-26 32特徵 明亮 rmdax 高級

953 32-27 32特徵 胖(身形) qthur tbnaw壯碩 中級

954 32-28 32特徵 乾的 mdngu 中級

955 32-29 32特徵 累 mowic 中級

956 32-30 32特徵 好可憐 so swalu plun; pwalu可憐 高級

957 32-31 32特徵 新的 burah 中級

958 32-32 32特徵 舊的 smudal 中級

959 32-33 32特徵 近 dalih 中高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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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0 32-34 32特徵 燙 mtilux 高級

961 32-35 32特徵 壞掉 naqah 中級

962 32-36 32特徵 辣 mnihu mrmul鹹 中級

963 32-37 32特徵 遠 thiyaq 中高級

964 32-38 32特徵 腫 mlabu 高級

965 32-39 32特徵 彎曲 mridil mriqi彎曲(指道路) 高級

966 32-40 32特徵 久的 bsiyaq 高級

967 32-41 32特徵 瞎了 mbudu 中高級

968 32-42 32特徵 毒 pcahu doku毒(日外來語) 高級

969 32-43 32特徵 很好吃 chiya malu uqun很好吃 中級

970 32-44 32特徵 滑 sdhriq 高級

971 32-45 32特徵 苦 mtbasi苦澀 mnihur辛辣 初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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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2 32-46 32特徵
脆弱(如這根
鐵絲易斷裂)

mripuh tbutun斷裂 高級

973 32-47 32特徵
未成熟的(果

實)
meyluq

ini khada還沒熟;
mdaluh未成熟

高級

974 32-48 32特徵 偷偷地 tlling 高級

975 32-49 32特徵 (人)眾多 hbaraw 中級

976 32-50 32特徵 輕快 clokah 中高級

977 32-51 32特徵 酸 mbasi tbasi酸 中高級

978 32-52 32特徵 鹹 mrmul mnstmuwan鹹的 高級

979 32-53 32特徵 故意 mnsung
thksaw假裝;
mnangi故意

中高級

980 32-54 32特徵 稀爛的 stmaq 高級

981 32-55 32特徵 壯碩 mmanang 中高級

982 32-56 32特徵 暖和 muxul 高級

983 32-57 32特徵 鈍的 muapung
ini ekan;

ini khungun指刀不
鋒利

高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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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4 32-58 32特徵 甘甜 mchiya msibus; ssibus 高級

985 32-59 32特徵 澀澀的(味覺) pngpang mbasi苦澀 高級

986 32-60 32特徵 高瘦(身材) hrwaling
reyqun高瘦/

mliwang枯瘦; rqling
瘦

中高級

987 32-61 32特徵 (傾)斜 mridil 高級

988 32-62 32特徵 軟 mhnuk 中級

989 32-63 32特徵 很硬 mkray 中高級

990 32-64 32特徵 酸臭 sbngux 高級

991 32-65 32特徵 直 msdurux sdurux直 高級

992 32-66 32特徵 滿了 thngay da thngayi裝滿 高級

993 32-67 32特徵 好好的 tblayaq
mnduwa認真的;
malu bay真正好

高級

994 32-68 32特徵 (空間)寬敞 thdiq
llabang寬敞; ini
tkiyux不會擁擠

高級

995 32-69 32特徵 正確 mndungus
balay babay真正的;
nduwa balay真實的;
ini qnuqu沒有錯誤

高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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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6 32-70 32特徵 全濕透 mhuriq kana mhuriq bay全濕透 高級

997 32-71 32特徵 慢慢 thuway so bay apung慢吞吞 中級

998 32-72 32特徵 溫的(水) muxul mtltu冷的 高級

999 32-73 32特徵 粗(物) qthur 中級

1000 32-74 32特徵 長 bbaraw 中級

1001 32-75 32特徵 細 rqling 高級

1002 32-76 32特徵 短 llbu butun短 高級

1003 32-77 32特徵 炎熱 mtilux 初級

1004 32-78 32特徵 成熟(果實) mhada 初級

1005 32-79 32特徵 滿滿 htngay 初級

1006 32-80 32特徵 英俊 msediq bay
snaw balay真正的
男人; msdhriq英俊

瀟灑
初級

1007 33-01 33助動詞 應該 kasi ka
asi ka; so kiya; naka

應該
高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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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8 33-02 33助動詞 一定 qulung
qlingun; ida; kasi;

asi ka一定 高級

1009 33-03 33助動詞 能夠 mtduwa 高級

1010 33-04 33助動詞 可能 ida balay ya bay可能 高級

1011 33-05 33助動詞 慶祝 smsung
sqrasun慶賀;
smsung節慶

中級

1012 33-06 33助動詞 擦拭 smurus ssrus; ssurus擦拭 中級

1013 33-07 33助動詞 使喚 srkiyan smraki; srraki 中高級

1014 34-01 34其他 摺疊 tbkuwi
mku; bku; tbku摺疊;

mtapa層層疊起
高級

1015 34-02 34其他 裂開 mcbac 中高級

1016 34-03 34其他 使用 dmuwi 高級

1017 34-04 34其他
溢出(如水溢
出來)

thrinas 高級

1018 34-05 34其他 幫忙 dmayaw 中級

1019 34-06 34其他 (有東西)附著 sdan
sndanan附著;
sqapah黏住

中高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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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0 34-07 34其他 混以某物 prmaxi
prmaxan; primax混

以某物
高級

1021 34-08 34其他 被(搖)動的 sllu
lwanan; mllu; lmlu
被搖動著

中級

1022 34-09 34其他 刷除 kmawas
kwasi; msus刷除;
srsi; smurus擦拭

高級

1023 34-10 34其他 依賴 stmani sntama; smtama;
stmanun 高級

1024 34-11 34其他 倒入 prmuxi 中高級

1025 34-12 34其他 阻擋 hmtur 中高級

1026 34-13 34其他 留下 htii 中高級

1027 34-14 34其他 聲響 hnang 高級

1028 34-15 34其他 超過 hmrinas 中高級

1029 34-16 34其他 崩落 msunu 高級

1030 34-17 34其他 煞車 hmuruc
breyki煞車(日外來

語)
高級

1031 34-18 34其他 尋找 miying
wiman找尋; sndalan

找到
中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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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2 34-19 34其他 丟棄 qmada qdani丟棄(祈使句) 中高級

1033 34-20 34其他 禁止 mdakar
pdakar禁止; hmtur

阻止
中高級

1034 34-21 34其他 有 niqan 初級

1035 34-22 34其他 剩下 msngari 中高級

1036 34-23 34其他 設置 phiyu 中高級

1037 34-24 34其他 開始 prading
pnrdingan起初的;

pwela帶頭的
中級

1038 34-25 34其他 完成 mhdu nhdanan最終 中級

1039 34-26 34其他 找碴 miying kari 高級

1040 34-27 34其他 製作(物品) smalu 中級

1041 34-28 34其他 找到 smdiyan 中高級

1042 34-29 34其他 數(計算) smpu 中級

1043 34-30 34其他
(獵物掉入陷
阱)陷中

tdiyal 高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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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4 34-31 34其他 撞擊某物 ttatuk
statuk撞擊(車撞樹);

ttuluk撞擊(肉身);
tsbuc撞擊(肉身)

高級

1045 34-32 34其他 旋轉 mtqiri mspriq自轉 高級

1046 34-33 34其他 圍著某物 mtlibu
tlibu圍著; tqapur擁
入; mrahul群聚

高級

1047 34-34 34其他 好 malu su 高級

1048 34-35 34其他 謝謝 mhuway su
mhuway su balay非
常謝謝你; mhuway

namu謝謝你們
初級

1049 34-36 34其他 不客氣 ini huya 中級

1050 34-37 34其他 沒有 uka 初級

1051 34-38 34其他 沒關係 ini huya 中級

1052 35-01 35否定詞 不要 uxay 初級

1053 35-02 35否定詞 不可以 naqah iya不要 初級

1054 35-03 35否定詞 不是(回答用) uxay 初級

1055 35-04 35否定詞
沒有(表擁有
的否定詞)

uka 初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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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6 35-05 35否定詞
不要(祈使句

用)
iya 初級

1057 35-06 35否定詞 不知道 uri 初級

1058 36-01 36助詞或其他 真的 balay bay mnduwa bay真的 初級

1059 36-02 36助詞或其他 正在 wisu nisu正在; 你的 初級

1060 36-03 36助詞或其他 隨意 knhmuc
hmuc; mhmuc; hmti

隨意
中高級

1061 36-04 36助詞或其他 好的(沒問題) iyaq
malu好; kiya是的,

對
高級

1062 36-05 36助詞或其他 因為 alaw adaw因為 中級

1063 36-06 36助詞或其他 不論 ana hmuya ana manu所有一切 高級

1064 36-07 36助詞或其他 立即 ssaya balay
nhari balay立即;
nhari binaw快點;
knllu balay迅速

中高級

1065 36-08 36助詞或其他 足夠 mttuku
knttuku; knbaka足

夠
中高級

1066 36-09 36助詞或其他 再 dungan
duwan再; mntxan一

次
中級

1067 36-10 36助詞或其他 只有 wana
wana nanaq; wana

nanak只有 中高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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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8 36-11 36助詞或其他 剛剛 hana saya bay剛剛 中高級

1069 36-12 36助詞或其他 少許 tikuh hari 高級

1070 36-13 36助詞或其他
暫時(離開一

下)
tnayis 高級

1071 36-14 36助詞或其他 從不 uxay bay 高級

1072 36-15 36助詞或其他 不該 naqah so kiya 高級

1073 36-16 36助詞或其他 所以 so kiya daw 中級

1074 36-17 36助詞或其他 經常 kddiyax
kdiyax經常; knttu時

常
中高級

1075 36-18 36助詞或其他 和 mi dha以及; 二 初級

1076 36-19 36助詞或其他 偶爾 mncun 高級

1077 36-20 36助詞或其他 是嗎(語助詞) kiya hu? balay hu是嗎? 高級

1078 36-21 36助詞或其他 還(尚未) ida bay ida bey還(尚未) 高級

1079 36-22 36助詞或其他 如果 nasi 高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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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 36-23 36助詞或其他 很 bay balay; bey很 高級

1081 36-24 36助詞或其他 如此 so niyi
so kiya如此; kiya mi
因此; 所以

中高級

1082 36-25 36助詞或其他 也 uri
ida bay還(尚未); so
hari好像; so kiya wa

那就
中高級

1083 36-26 36助詞或其他 剛才 saya balay saya hari剛才 中級

1084 36-27 36助詞或其他 整天 tnkaxa 中高級

1085 36-28 36助詞或其他 都 kana 中高級

1086 36-29 36助詞或其他 僅僅 wana nanaq
wana; wana nanak僅

僅
高級

1087 36-30 36助詞或其他 雖然 ana so
ida so本來; kiya

nanaq本來就
高級

1088 36-31 36助詞或其他 嗎(用在問句) hu
kiya hay對吧？是
嗎？nhari haw快點

好嗎？
初級

1089 36-32 36助詞或其他
主格標記(各
族用語)

ka 初級

1090 36-33 36助詞或其他
受格標記(各
族用語)

無此詞彙 初級

1091 36-34 36助詞或其他
屬格標記(各
族用語)

na 初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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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2 36-35 36助詞或其他 在(這裡) wa
wa; way在(這裡).

wa用在句首, way用
在句尾。

初級

1093 36-36 36助詞或其他 可以(做某事) malu naqah不可以 初級

1094 36-37 36助詞或其他 傻瓜 mngetiq
mngangah啞巴;傻瓜;
mngeraq傻瓜(Seejiq

Truku常使用之用語)
高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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