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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漢國中 109 學年度第一學期   

國 文 科 九年級  補考題庫         班      號  
               

 姓名                 
 

一、單選題 
 

(A)1.下列「」字的注音，何者是正確的？ 

  (A)「臃」腫：ㄩㄥ        (B)「旌」旗：ㄐㄧㄣ 
  (C)「肖」像：ㄒㄧㄠ      (D)「翹」首：ㄑㄧㄠˋ 
 
(D)2.下列「」字詞的解釋，何者最正確？ 

  (A)十餘次「飛馬」報到：騎著飛快的馬 
  (B)眾官盡皆「失色」：相較之下，較為遜色 
  (C)哪裡有「瞵視昂藏」的神氣：迎著風左顧右盼 
  (D)連他以前的畫作也「無出其右」：沒有能勝過的 
 
(B)3.下列「」字的注音，何者前後相同？ 

  (A)驚濤「駭」浪／言簡意「賅」      
(B)買「櫝」還珠／案「牘」勞形 

  (C)模「稜」兩可／壯志「凌」雲     
(D)羽扇「綸」巾／無與「倫」比 

 
(C)4.下列何者用字完全正確？ 

  (A)野牛群奔馳而過，揚起一陣麈土。    
(B)生活是適者生存的一場殊死博鬥。 

  (C)這顆鑽石在陽光下顯得色彩斑斕。    
(D)那頂帽子造形奇特，很引人注目。 

 
(A)5.下列前後字詞的意義，何者最相近？ 

  (A)眩目／照眼   (B)釉綠／黛青    
(C)鶴氅／羽翮   (D)案牘／臨摹 

 
(D)6.下列「」字的國字，何者是正確的？ 

  (A)言「ㄑ一ˋ」：迄        (B)鳥「ㄏㄨㄟˋ」：啄 
  (C)「ㄑㄩㄢˊ」伏：拳     (D)「ㄉㄨㄥˋ」嚇：恫  
 
(C)7.下列陋室銘文句中，何者「」字是實指顏色？ 

  (A)調「素」琴       (B)閱「金」經    
  (C)草色入簾「青」   (D)往來無「白」丁 
 
(C)8.下列有關三國演義的歇後語，何者是正確的？ 
  (A)草船借箭 ── 化險為夷      

(B)關公面前耍大刀 ── 見賢思齊 
  (C)劉備摔阿斗 ── 收買人心    

(D)孔明大擺空城計 ──大難臨頭 
 

(C)9.下列「」字的意義，何者前後相同？ 
  (A)「蓋」因不得已而用之／「蓋」一癩蝦蟆也 
  (B)魏兵「望」西城縣殺來／孔明登城「望」之 
  (C)得不「為」司馬懿所擒乎／二蟲盡「為」所吞 
  (D)司馬懿「乃」魏之名將／廷尉「乃」當之罰金  
 

(A)10.下列各句的語氣判斷，何者是正確的？ 

  (A)莫非諸葛亮無軍，故作此態。→ 推測語氣 
  (B)使安期有此性，猶當無一豪可論。→ 讚美語氣 
  (C)丞相玄機，神鬼莫測。→ 假設語氣 
  (D)應是母慈重，使爾悲不任。→ 責備語氣 
 
(D)11.下列「」詞語的運用，何者最恰當？ 

  (A)那位教練看起來「弱不禁風」，體格十分健壯。 
  (B)他因病暴瘦，「婀娜多姿」的模樣，真令人心疼。 
  (C)小姑娘身材勻稱，跳起舞來更顯得「虎背熊腰」。 
  (D)適當飲食和運動是維持「穠纖合度」體態的關鍵。 
 
(A)12.下列倒裝句還原後，何者正確？ 

  (A)何陋之有→ 有何陋           
(B)徐噴以煙→ 煙噴以徐 

  (C)黃河入海流→ 入海流黃河     
(D)明月松間照→ 明照間月松 

 
(B)13.下列「」詞語皆運用借代修辭，何者借代意義的說

明是正確的？ 

  (A)「魚雁」往返→ 史冊     (B)「烽火」連天→ 戰爭 
  (C)「布衣」卿相→ 隱士     (D)「絲竹」雅韻→ 縫紉 
 
(B)14.描述事物時，把抽象事物轉變為具體形象，是運用

「轉化」修辭。下列何者沒有運用此種「轉化」修辭？ 

  (A)好銳利的喜悅刺上我的心頭     
  (B)浪濤聲澎湃，猶如萬馬奔騰 
  (C)我的日子滴在時間的流裡       
  (D)愛情，淋濕了，又風乾了 
 
(B)15.「舌頭常常是表現自己最赤裸的履歷表。」這句話

的涵義與下列何者最接近？ 

  (A)出籠的鳥兒難抓回，說話過頭也難收回  
  (B)由人的言論可證明他是智慧或是愚蠢 
  (C)不敢說該說的話，至少不說不該說的話   
  (D)語言不是蜜，但卻能夠黏住一切東西 
 
(A)16.下列歌詠人物的詩句，何者是指三國時代的孔明？ 

  (A)若非先主垂三顧，誰識茅廬一臥龍      
  (B)馬騎赤兔行千里，刀偃青龍出五關 
  (C)三千弟子標青史，萬代先生號素王      
  (D)大忠大孝俱第一，雌雄莫辨又何傷 
 
(B)17.「爪利如鋒眼似鈴，平原捉兔稱高情。無端竄向青

雲外，不得君王臂上擎。」此詩是描寫哪一種鳥類？ 

  (A)鴿子    (B)老鷹   (C)烏鴉   (D)喜鵲 
 
(B)18.在空城計一文中，司馬懿傳令「教後軍作前軍，前

軍作後軍」，其用意為何？ 

  (A)加強防禦工事   (B)調度撤退陣形   
  (C)準備大舉進攻   (D)測試對方虛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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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9.下圖是三國演義和三國志的比較表，何處有錯誤？ 
  

 三國演義 三國志 

(A)作者 羅貫中 司馬遷 

(B)成書年代 元末明初 西晉 

(C)性質 歷史章回小說 紀傳體史書 

(D)文學價值 四大奇書之一 四史之一 
 
(D)20.下列何者最能表現出空城計中孔明臨危不亂、沉著

鎮定的態度？ 
  (A)低頭灑掃，旁若無人       
  (B)見魏軍遠去，撫掌而笑 
  (C)到城下，見了如此模樣，皆不敢進 
  (D)坐於城樓之上，笑容可掬，焚香操琴 
 
(B)21.孔明「空城計」的計策符合三十六計中哪一項說明？ 

  (A)敵已明，友未定，引友殺敵，不自出力 
  (B)虛者虛之，疑中生疑；剛柔之際，奇而復奇 
  (C)假之以便，唆之使前，斷其援應，陷之死地 
  (D)人不自害，受害必真。假真真假，間以得行 
 
(D)22.空城計中，孔明曰：「吾兵止有二千五百，若棄城而

走，必不能遠遁，得不為司馬懿所擒乎？」此段文字的主

要用意為何？ 

  (A)指導以寡敵眾的戰略     
  (B)安撫驚慌失措的百官 
  (C)自豪料事如神的遠見     
  (D)解釋設空城計的緣由 
 
(D)23.陋室銘作者身處陋室卻不以為意，此種淡泊胸懷與

下列何者最不相近？ 

  (A)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 
  (B)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

樂 
  (C)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

如也 
  (D)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

雖愚必明 
 
(A)24.下列關於陋室銘中「孔子云：『何陋之有？』」的說

明，何者是正確的？ 

  (A)隱含以「君子居之」自我期勉之意      
  (B)遺憾古今聖賢空有抱負卻未能實現 
  (C)採引用、感嘆修辭，加強文章說服力     
  (D)奉勸世人多充實自我，避免孤陋寡聞 
 
(B)25.陋室銘「苔痕上階綠」一句，除了描述陋室環境的

綠意盎然，還暗示了什麼事？ 

  (A)作者寄情山林   (B)作者訪客稀少    
  (C)陋室花香馥郁   (D)陋室地靈人傑 

 

(C)26.承上題，由文中何處可得知此情況，且藉此襯托主

人的高雅不凡？ 
  (A)可以調素琴，閱金經         
  (B)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C)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    
  (D)南陽諸葛廬，西蜀子雲亭 
 
(A)27. 下列關於陋室銘的敘述，何者是正確的？ 
  (A)作者為唐朝詩人劉禹錫，與白居易並稱為「劉白」  
  (B)銘是用來戒勉他人，或頌揚自己功德的一種文體 
  (C)「斯是陋室」這句為全文主旨，表達作者宏偉志向 
  (D)全文對仗精巧，每句皆押韻，音調和諧，琅琅上口 
   
(D)28.陋室銘：「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

靈。」這段話是運用譬喻修辭，旨在強調什麼的重要性？ 

  (A)山明水秀，引人入勝     
  (B)虔誠信仰，靜心修行 
  (C)瀟灑脫俗，仙風道骨     
  (D)個人品德，學問涵養 
 
(C)29.若想利用網路搜尋有關梁實秋的資料，下列哪一組

關鍵字最容易找到？ 

  (A)推行白話文學運動／農民作家       
  (B)兒童文學的先驅／永遠的青鳥 
  (C)研究莎士比亞的權威／雅舍小品     
  (D)右手寫詩左手寫散文／白玉苦瓜 
 
(D)30.「杜鵑叫……一聲急似一聲，竟是淒絕的哀樂。客

夜聞此，說不出的酸楚。」此段話所表達出的情感，與何

者最不相同？ 

  (A)等是有家歸不得，杜鵑休向耳邊啼     
  (B)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 
  (C)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     
  (D)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 
 

(B)31.鳥：「鳥到這種地步，我想牠的苦悶，大概是僅次於

黏在膠紙上的蒼蠅；牠的快樂僅優於在標本室裡住著罷？」

這句話真正意旨為何？ 

  (A)批評人類製作動物標本的殘忍不仁     
  (B)哀憫鳥類身受拘束，無法翱翔天際 
  (C)呼籲保育自然動物，不要濫捕獵殺     
  (D)說明自然界有其弱肉強食的食物鏈 
 
(A)32.鳥這篇文章中，何者最能表現「倏地」的情狀？ 

  (A)牠像虹似地一下就消逝了           
  (B)細瘦而不乾癟，豐腴而不臃腫 
  (C)聽見那像哭又像笑得鴟梟的怪叫      
  (D)跳盪得那樣輕靈，腳上像是有彈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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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3.「百囀千聲隨意啼，山花紅紫樹高低。始知所向金

籠聽，不及林間自在啼。」歐陽脩畫眉鳥此詩的主旨為何？ 
  (A)自然環境中的畫眉鳥叫聲較為動聽     
  (B)擁有美麗羽毛的鳥類未必有美妙叫聲 
  (C)對自由的讚美和對環境束縛的憎惡     
  (D)希望辭官歸隱後能徜徉在鳥語花香中 
 
(C)34.下列鳥一文中的句子，何者不是從「聽覺」角度來

描寫？ 

  (A)有的一聲長叫，包括著六七個音階 
  (B)窗外是一片鳥囀，不是吱吱喳喳的麻雀 
  (C)煙突冒煙的時候，一群麻雀擠在簷下的煙突旁邊取暖 
  (D)有時是獨奏，有時是合唱，簡直是一派和諧的交響樂 
 
(D)35.畫的悲哀主角岡本熱愛畫畫，文章卻以「悲哀」為

題。何者與其要旨最不相關？ 
  (A)領悟了人生總是苦樂相參     
  (B)面對物是人非的今昔對比 
  (C)志同道合的摯友因病早逝     
  (D)自己的繪畫技巧未獲肯定 
 
(B)36.畫的悲哀中，岡本認為「志村的圖畫未必那麼出色，

偏偏大家都激賞他的作品。而我即使畫得再好，也不會有

人褒獎，所以，少年的我非常怨恨他的廣受歡迎。」這段

話所表現出的心態與下列何者相同？ 
  (A)寧願被人嫉妒，也不要被人憐憫     
  (B)凡事想贏過別人的人最容易嫉妒 
  (C)嫉妒我的人不知不覺中頌揚了我    
  (D)嫉妒容易使他人和自己兩敗俱傷 
 
(C)37.畫的悲哀中，岡本提到「他居然畫的是哥倫布肖像，

而且還是用粉彩筆作畫！……我的馬頭跟滿臉鬍鬚的哥倫

布，簡直無法相提並論。」透過此段可以得知，岡本是如

何看待他與志村的畫作？ 

  (A)兩人的畫平分秋色    (B)兩人風格截然不同 
  (C)岡本自嘆不如志村    (D)岡本一人獨占鰲頭 
 
(A)38.畫的悲哀：「突然間，我興起一個念頭：對了，我也

用粉彩筆畫畫看。於是我立刻趕回家，得到父親的同意，

跑去買了粉彩筆，然後帶著畫板出門。」此段文字表現出

岡本劍及履及的行為，可以用下列何者形容？ 
 (A)坐而言，不如起而行    (B)鍥而不舍，金石可鏤 
  (C)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D)嚴以律己，寬以待人 
 
(C)39.下列詩詞中的季節背景，何者正值「仲夏」時節？ 

  (A)風捲雪到寒停鉤，潭水冰景遠梅秀     
  (B)薊門八月霜華濃，何時種竹能成叢 
  (C)五月榴花照眼明，枝間時見子初成     
  (D)東風忽起垂楊舞，更作荷心萬點聲 
 
 
 

 

(A)40.「儘管考試成績總是獨占鰲頭，老師卻常責備我態

度高傲，同學也討厭我的盛氣凌人。總之，我在學校的人

緣很差。」這段話所描述的情形與下列何者最相近？ 
  (A)自大自我者，常失人敬       
  (B)驕傲多源於我們的無知 
  (C)驕傲走在前，野心後面跟     
  (D)人用驕傲掩飾自己的卑怯 
  
(C) 41.「人生最可怕的不是年歲的增長，而是伴隨著年歲

增長，你卻仍在原地踏步。」這段文字的涵義，與下列何

者最相近？  
 (A)人貴在能夠思考，這讓人有別於其他動物    
  (B)通往成功的道路往往是布滿荊棘 
  (C)生命價值在於能不斷充實，使它豐富多彩    
  (D)人們缺乏的不是力量，而是意志 
 
 
二、閱讀題組  
 
 
 
 
 
 
 
 
 
 
 
 
 
 
 
 
 
 
 
 
 
 
 
 
 
 
(D)42.根據上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曹操與楊脩兩人互相出題目，讓對方猜 
  (B)楊脩曾經研究過曹娥的事蹟，故能解題 
  (C)「絕妙好辭」是用來稱讚女子文思敏捷 
  (D)「黃絹」等八字是運用析字而成的謎題 
 

(B)43.根據上文，曹操與楊脩的才智程度如何？ 

  (A)兩人伯仲之間    (B)楊脩更勝一籌   
  (C)楊脩相形見絀    (D)兩人天壤之別 
 
 
 

(壹)         

    魏武○1嘗過曹娥碑下，楊脩從，碑背上見題作「黃

絹幼婦外孫齏臼」八字，魏武謂脩曰：「卿解不？」

答曰：「解。」魏武曰：「卿未可言，待我思之。」行

三十里，魏武乃曰：「吾已得。」令脩別記所知。脩

曰：「黃絹，色絲也，於字為絕。幼婦，少女也，於

字為妙。外孫，女子也，於字為好。齏臼○2，受辛木，

於字為辤○3。所謂『絕妙好辭』也。」魏武亦記之，

與脩同，乃歎曰：「我才不及卿，乃覺○4 三十里。」  
                            
                            (世說新語‧捷悟) 

※註釋： 

○1 魏武：即曹操。 

○2 齏臼：音ㄐㄧ ㄐㄧㄡˋ。  

      指搗薑蒜等辛香料的器具。

○3 辤：通「辭」。 

○4 覺：通「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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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阿豪很期待即將到來的畢業旅行，其中有一個行

程是去參觀奇美博物館，所以他先上網查詢相關資

料，得知博物館一樓館區平面圖與開館時間，如下： 
 
 
 
 
 
 
 
 
 
 
 
 
 
 
 
 
 
 
 
 
 
 
 
 
 
 
 
 
 
 
 
(C)44.根據此一樓平面圖，下列說明何者正確？ 

  (A)古今中外的盔甲等陳設在戊區 
  (B)藝術大師羅丹的雕塑作品在己區 
  (C)可以在壬區看到黑面琵鷺的標本 
  (D)想看鎮館之寶北極熊標本要到乙區 
 
(A)45.根據上述相關資料，下列說明何者正確？ 

  (A)一樓展覽內容涵蓋藝術、生物等範疇 
  (B)雕塑水景庭園是屬於室內展區的部分 
  (C)想去參觀博物館，最遲要在下午四點半前入館 
  (D)暑假首日 7 月 15 日(週三)可以去戶外園區遛達 
 

 
 
 
 
 
 
 
 
 
 
 
 
 
 
 
 
 
 
 
 
 
 
 
 
 
 
 
 
 
 
 
(D)46.根據本文，若要將所學習到的內容轉換成長期記

憶，應該採取下列何者方式？ 
  (A)學習後，複習一遍 
  (B)通宵熬夜，反覆練習 
  (C)一邊聽音樂，一邊讀書 
  (D)理解所學，並與生活連結 
  
(D)47 為什麼作者說完「遺忘是人生的一部分。所有進入

你 腦袋的事情，百分之九十九會被你忘掉」之後，要說 「謝

天謝地」？下列說明何者最為合理？ 

  (A)因為會遺忘，才可以憑藉各自的學習努力來分出勝負 
  (B)若是沒有清除掉舊記憶，腦容量會無法接收新的訊息 
  (C)人類的短期記憶只有半分鐘，有的可以持續一、兩天 
  (D)要記值得記憶的，瑣碎而不值得記的事忘了反而更好 

   
 

§開放時間：戶外園區 9:00－18:30 (開館日免費自由參觀)
          奇美博物館 9:30－17:30 
                 （售票截止 16:30 ／最後入場 17:00）
 
§休館日：每週三／農曆除夕／特殊公告之休館日     

(己) 奇美廳 
(庚) 雕塑水景庭園 
(辛) 陸鳥展示區 
(壬) 水鳥展示區 
(癸) 博物館入口 

(甲) 動物廳 
(乙) 兵器廳 
(丙) 羅丹廳 
(丁) 雕塑大道一 
(戊) 特展廳 

庚 

甲  

乙  

丙 
丁

戊

己

辛

壬

癸 

１Ｆ 館區平面圖 

(叁)   

    遺忘是人生的一部分。  

    所有進入你腦袋的事情，百分之九十九會被你

忘掉，謝天謝地。顯然一項訊息要在腦海中長期保

留下來必須經 過三個階段。一、人類感官所接受

的印象，如交談內容、 觸摸的感覺、家具亮光漆

微弱的氣味等等，絕大部分只在 腦部逗留幾秒

鐘，然後就消失了。二、記憶過程的第二個 階段

是短期記憶。如果到達這個階段的訊息在短期內沒

用到，也就是說，沒叫出來複習一遍，那麼很可能

就被你忘了。很快，也許半分鐘，也許一、兩天。

把腦海中的訊息 叫出來複習有實際的效果。如果

你記住某項訊息之後不久就回想幾次，可以增加它

長留在你腦海中的機會。所以學外語的時候，反覆

做句型練習可以幫助你記住文法要點。 三、記憶

的第三個階段——長期記憶就等於是我們的檔

案。學習的三個階段分別是：一、「記錄」學習內

容。二、 把學習內容「歸檔」。三、「回想」學習

內容。   

    知道這一點以後，我們就不難瞭解美國布拉德

利大學的研究報告為什麼指出閱讀時聽背景音樂

並不是一件好事。外界的聲音，即使是悅耳的樂

聲，也會把原本應該 抓牢的思想擠出來。專家建

議我們，用功閱讀之後最好馬 上去睡覺，午睡前

或晚上睡覺前（如果你不會太累）看書，應該可以

獲得最好的效果。以理解的方式學習知識，效果要

好得多了。如果新的知識與生活其他細節有關，你

更可能把這些知識穩穩地存到記憶裡去。         

 

                                （牛頓文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