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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Questionnaire (355 sentences in total) 
 
發生什麼事情 透過我來宣布消息 

罰單要花多少錢 這裡沒有小偷 

髮夾很可愛 一頭乳牛很值錢 

法國好玩嗎 人不能穿透牆壁 

這裡要開發 拖鞋在哪裡 

不乖的話要處罰 鴕鳥長得很大 

我不懂憲法 妥當處理了嗎 

番茄很好吃 拓寬道路要快點 

煩惱很多 拜託妳幫幫忙 

反正今天休假 動物園有駱駝 

飯店很豪華 我覺得這樣不妥 

不要打翻果汁 開拓一條路要很久 

他是個不平凡的人 咧嘴笑一個吧 

上課往返要一小時 裂開了就丟掉 

一起來吃飯吧 把箱子排列一下 

方法有很多種 樓梯很滑要小心 

房子好大 漏水了怎麼辦 

訪問誰比較好 我家住在五樓 

放棄選總統吧 竹簍裡面有魚 

我妹妹的名字叫阿芳 天機不可洩漏 

我家是平房 羅馬在歐洲 

我去拜訪老師 裸露身體會感冒 

他被下放到外島去 落下了幾滴雨 

飛機要降落了 我們來敲銅鑼 

肥料加太多了 你全身赤裸 

匪諜就在你身邊 我不喜歡吃乳酪 

費用很高 摳門就是小氣 

張菲是我的偶像 口水不要亂噴 

水肥很便宜 扣掉五佰還剩多少 

阿明是個土匪 右邊有個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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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的電費多少錢 鈕扣掉了 

分數剛好及格 擴大營業範圍 

墳墓長滿了野草 這裡場地很開闊 

粉紅的顏色 街道上都沒人 

奮鬥吧 結果就下雨了 

他的評分很嚴格 解釋一下這句話 

我們的祖墳在那裡 借錢要記得還 

新竹的米粉很有名 大街小巷都是人 

他很興奮 這個死結我打不開 

風景不錯 小姐很漂亮 

逢甲大學在台中 世界上有很多國家 

諷刺的話很傷人 協調不夠 

奉獻甚麼好呢 寫字要寫整齊 

他看起來很春風 謝謝你的幫忙 

我會做裁縫 這裡有一些餅乾 

這裡供奉很多菩薩 氣氛很和諧 

佛教很流行 我流血了 

他每天都拜佛 我喜歡吃螃蟹 

否則天就黑了 抽籤比較公平 

夫婦感情很好 仇人很多 

服務態度不好 醜聞大家都知道了 

腐爛的水果不要買 臭味從那邊來的 

父親年纪很大 君子報仇三年不晚 

他是個好丈夫 這件衣服很醜 

垃圾漂浮在水面上 東西壞了很臭 

政府辦事效率不好 戳破你的謊話 

他的財富很多 綽號是大西瓜 

背包一個五百元 寄信要蓋郵戳 

北京是個古城 他個性很齷齪 

被動的人比較吃虧 柔道是很好的運動 

他的茶杯很小 肉粽要記得吃 

我不住在台北 他個性很溫柔 

這棉被很保暖 去那裡買猪肉 

憋尿對身體不好 湊巧在這裡遇到你 

別人的老婆比較美 搓成一條繩子 

彆扭嗎？深呼吸一下 矬樣很好笑 

跟爸爸道別再出門 錯誤要改過來 

胚芽很營養 這裡有一撮火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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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伴媽媽去買菜 這個樣子看起來很矬 

配合度很高 這件衣服不錯 

小孩的活力充沛 耶誕節快到了 

瞥見有人在那邊 椰子樹長得好高 

撇清跟他的關係 野生動物都很兇 

只能匆匆一瞥 葉子滿地都是 

眉毛很黑 他是個老爺 

每天都要運動 視野不錯 

妹妹讀國小一年級 半夜才去睡覺 

我最愛吃草莓 剖開西瓜分大家吃 

她穿旗袍看起來真美 解剖動物來做實驗 

這種情況很曖昧 得睡了，時間不早了 

滅火要快 再忙也得吃飯 

消滅蟑螂 跌倒了再爬起來 

謀殺三個人 我的外號叫老爹 

某人跟我講的 我喜歡蝴蝶 

阿明是主謀 兜風的感覺很好 

飛機帶我環遊世界 斗六的文旦很有名 

肥料一包五百塊 豆花一碗二十元 

匪諜就在你身邊 嬰兒吃飯要帶圍兜 

費用大約一千塊 冷到全身發抖 

張菲出新唱片 她公司內鬥很嚴重 

找水肥工人 多餘的部分就不要了 

不可浪費 奪走幾十條人命 

否則我就跟你翻臉 躲到地下室避難 

你是否生病了 剁下一根手指 

貼紙有很多種 這裡好多人喔 

鐵路修好了 難民搶奪食物 

請你張貼這張海報 天災很難閃躲 

我們要購買鋼鐵 做人不可以懶惰 

偷渡是犯法的 內容相當豐富 

投資要慢慢來 失敗不要氣餒 

室內比較溫暖 悠閒的時光一下就過 

捏著鼻子不呼吸 游泳當作運動 

聶雲是個明星 有人說他是老師 

個性扭捏不好 右邊看起來歪歪的 

不要幫他造孽 我很為他擔憂 

挪開那張椅子 讓我為你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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糯米不好消化 大家都是朋友 

不要相信他的承諾 祈求神明的保佑 

雷聲好大 編造的謊言會被揭穿 

壘球比賽很刺激 貶低別人是不好的 

累壞了快去休息 變化太大了 

好像要打雷了 那邊有個老太太 

我不是你的傀儡 阿扁是台南人 

眼淚都流下來了 分辨是非很重要 

給他一本書 偏向哪邊都不公平 

勾子勾到衣服了 便宜的東西我最愛 

狗肉不可以吃 騙人是不對的 

購買東西要拿發票 這篇文章是他寫的 

水溝好臭 這片餅乾真好吃 

他家養好多小狗 綿羊長得好可愛 

這些錢根本不夠 勉勵自己要進步 

鍋子是用來炒菜的 麵包買來當早餐 

國家安全人人有責 睡眠不夠精神不好 

果然他是個壞人 避免發生衝突 

過去了就不要計較 上面有什麼東西 

冬天要吃火鍋 顛倒過來就看不懂了 

他去美國唸書了 點歌給你唱 

水果很新鮮 電視好像壞了 

這些不過是巧合 山巔已經下雪了 

黑色的毛衣我不要 這部電影是經典作品 

他曬的很黑 我買了新的床墊 

喉嚨覺得不舒服 天氣看起來不錯 

吼叫可以發洩情緒 填寫表格要仔細 

大猴小猴真可愛 明天我要開學了 

聽聽我的怒吼 這糖果好甜 

活力的來源是早餐 年紀有多大 

火車常常誤點 鯰魚一條多少錢 

或許這樣也不錯 念書要認真 

賺錢維持生活 今年景氣不太好 

聽說他家失火了 他很想念你 

這件衣服是水貨 蓮花開得好漂亮 

切斷這條毛線 臉上有髒東西 

茄子最近很便宜 練習就會進步 

竊盜相當嚴重 花蓮的風景很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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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把紅蘿蔔切片 洗臉之後比較涼快 

番茄也是水果 這條鐵鍊已經斷了 

而且他也這麼說 所以這是個好意見 

不可以偷竊 鎖住不讓他出門 

週轉不靈怎麼辦 他真的很囉唆 

咒語實在很神奇 公園的廁所很髒 

今天是一週的開始 威力強大要小心 

輪軸歪了要調整好 微笑的人很受歡迎 

宇宙裡有外星人 偉人也是有缺點的 

桌子上有餅乾 味精加了很多 

卓越的人都很努力 他終於要發威了 

餐桌旁邊是椅子 翁倩玉是台灣人 

這裡的水很混濁 淹水真的很麻煩 

是誰躲在那邊？ 顏色我會挑白的 

收拾好你的房間 演員的演技不錯 

熟人也要有分寸 燕子飛來飛去 

手上戴了戒指 抽菸會得癌症 

壽命超過了七十歲 發炎的話記得吃藥 

這禮物我絕對不收 他右眼近視很深 

肉要煮熟才能吃 我最討厭吃青菜 

他是個保守的人 這條路我絕對不走 

野獸都很可怕 那小孩很欠揍 

說話也要小心 昨天是星期五 

碩士畢業了沒？ 左右不分的人很多 

聽說這裡很好玩 座位都沒了 

弱勢的人要多關心 工作了一整天 

他個性很軟弱 蒐集很多郵票 

他根本就是老賊 感冒咳嗽快去吃藥 

走路要花一小時 縮小尋找的範圍 

揍人的人被抓走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