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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立武漢國中一百零八學年度第一學期九年級國文科補考試題題庫 

命題教師：田惠芳        作答方式：讀卡             年    班    號 姓名：        

 

 

 

 

 

選擇題(50題)： 

1.【  】下列「 」中的注音寫成國字後，何組字形前後相同？  （Ａ）「ㄐㄩˊ」躬盡瘁／笑容可「ㄐㄩˊ」（Ｂ）

「ㄐㄩㄢ」款助人／「ㄐㄩㄢ」滴不剩（Ｃ）「ㄖㄨˊ」子可教／老弱婦「ㄖㄨˊ」（Ｄ）嚎「ㄊㄠˊ」大哭／ 

「ㄊㄠˊ」冶人才 

2.【  】請你判斷下列「 」中的字，何組讀音相同？(Ａ)「枵」腹從公／永垂不「朽」 (Ｂ) 運「籌」帷幄／管理 

範「疇」 (Ｃ) 花朵「凋」零／人煙「稠」密(Ｄ)應「屆」畢業／威武不「屈」 

3.【  】下列「 」中的字義經解釋後，何者意思完全正確？ (Ａ) 「調」素琴：調整、調音 (Ｂ)駕「馭」：控制、

指揮 (Ｃ)言「訖」：立即、馬上 (Ｄ)「圓」夢：團聚、團圓 

4.【  】「借代」在文學創作與生活上運用頻繁。下列選項「 」中詞語的借代含義，何者說明正確？ （Ａ）經過八

年的愛情長跑，她終於步上「紅毯」：借代「物質生活」 （Ｂ）現代網路發達，電子郵件的使用，「魚雁」往返立即

而便利：借代「美女」 （Ｃ）杜老先生退休之前，曾獲「杏林」之光美譽：借代「醫學界」 （Ｄ）為了防範「梁上

君子」，社區居民便加強了守望相助的精神：借代「流浪漢」。  

5.【  】關於「銘文」的敘述，下列何者並不正確？ (Ａ) 銘文是近代的一種文體，原是鑄刻在器物上的文字 (Ｂ) 銘

文商、周時期，早已登上歷史舞臺 (Ｃ) 鑄刻在碑版上的銘文，也可通稱為碑銘 (Ｄ) 「陋室銘」是一篇器物居室銘。 

6.【  】劉禹錫 陋室銘所描述的陋室其實不「陋」，因為他所刻畫的自然環境令人欣羨，請問下列何句是描述陋室所

在自然環境的不凡？ （Ａ）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Ｂ）苔痕上階綠，草色入簾青 （Ｃ）無絲竹之亂耳，無案牘之

勞形 （Ｄ）南陽 諸葛廬，西蜀 子雲亭。 

7.【  】根據「陋室銘」的課文，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Ａ)「何陋之有」一句貫串全文，承先啟後 (Ｂ) 「談笑有

鴻儒，往來無白丁」襯托主人的高雅脫俗、才德兼備 (Ｃ) 「南陽諸葛廬，西蜀子雲亭」，作者期許自己和揚雄、孔

明一般，可以施展長才、留名史冊  (Ｄ)「無絲竹之亂耳，無案牘之勞形」是從反面描寫陋室主人生活的悠閒自在。 

8.【  】下列何者並不適合作為座右銘？ （Ａ）行動為知識的果實 （Ｂ）拖延就是偷光陰的賊 （Ｃ）只要我喜歡，

有什麼不可以 （Ｄ）靈魂最美的音樂是仁慈。 

9.【  】下列詩句，何者使用明知故問的激問手法？ (Ａ)卿得良馬否 (Ｂ)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 (Ｃ)人生到 

處知何似？恰似飛鴻踏雪泥 (Ｄ) 孔子云：「何陋之有？」 

10.【  】劉禹錫身處陋室，而自得其樂的生活價值觀，與下列何人不同？ （Ａ）五柳先生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

如也 （Ｂ）差不多先生，凡事差不多，何必太認真 （Ｃ）孔子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在其中 （Ｄ）顏回簞

食瓢飲，窮居陋巷不改其樂。 

11.【  】「苔痕上階綠，草色入簾青。」其中「上、入」將靜態的景色描繪成活潑的動態。下列詩句，何者也有這種 

以「動詞」活化詩句的功效？ （Ａ）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Ｂ）星垂平野闊，月湧大江流 （Ｃ）故人具雞黍， 

邀我至田家 （Ｄ）空山新雨後，天氣晚來秋。 

12.【  】「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可看出陋室主人的交友情形如何？ （Ａ）交往單純，心志高尚 （Ｂ）巴

結權貴，鄙視貧窮 （Ｃ）性情孤僻，不與人交 （Ｄ）遊戲人間，恬適自得。  

13.【  】「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斯是陋室，惟吾德馨。」下列何者與這段話的意旨最相近？ 

（Ａ）多充實學識，修養品德，並且要非常在意居住的環境 （Ｂ）居室裝潢的華美，勝過主人內在的涵養 （Ｃ）只

要有好才德就有好名聲，所以要居高位、住華廈 （Ｄ）主人是有德君子，故陋室看似簡陋，實則不陋。 

14.【  】以下是某位父親的自嘲：「我好比一個球，當我利用價值最高時，孩子你爭我奪，此時是□；退休之後，孩 

子們你推過來，我推過去，此時是□；到年高老邁，行動不便時，孩子們你一腳我一腳，唯恐踢不出去，此時是□。」 

缺空處依序宜填入下列何者？ (Ａ)籃球、足球、網球 (Ｂ)網球、排球、躲避球 (Ｃ)籃球、排球、足球 (Ｄ)橄欖 

球、乒乓球、躲避球。 

15.【  】麥帥為子祈禱文一文與朱自清的背影相比，下列何者說明正確？ （Ａ）前者以兒子的觀點，後者以父親的 

觀點描寫父愛 （Ｂ）前者採記敘兼論說的方式，後者則是採用抒情的筆法 （Ｃ）兩篇文章都以第三人稱觀點寫作 （Ｄ） 

均表現父親對兒子的關懷。 

16.【  】「不要引導他走上安逸舒適的道路，而要讓他遭受困難與挑戰的磨練和策勵。」這句話在說明什麼道理？ （Ａ）

逸豫適足以亡身 （Ｂ）勝固欣然，敗亦可喜 （Ｃ）勝敗乃兵家常事 （Ｄ）前事不忘，後事之師。 

17.【  】下列有關麥帥為子祈禱文的說明，何者正確？ （Ａ）文中流露出麥帥希望兒子能繼承他的衣缽，做一個勇

敢的軍人 （Ｂ）以為父的心，表現出作者內心的期許，並藉此訓勉兒子能多方修身養性 （Ｃ）本文一開頭即採命令

的語氣，言簡意賅，符合作者將軍的身分 （Ｄ）末句「我已不虛此生」為全文總結，表示兒子的所作所為皆已符合作

者內心的期待。 

18.【  】「在獲得成功之際，能夠謙遜而溫和。」這句話勉人做到下列何者？ （Ａ）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Ｂ）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Ｃ）勝固欣然，敗亦可喜 （Ｄ）勝而不驕，功成不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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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根據麥帥為子祈禱文的內容，此文是以下列何者為出發點而寫成的文章？ （Ａ）生命的喜悅 （Ｂ）戰爭 

的教訓 （Ｃ）父愛的豐盈 （Ｄ）歷史的借鑑。 

20.【  】「真實偉大的樸實無華，真實智慧的虛懷若谷，和真實力量的溫和蘊藉。」這段話運用了排比修辭技巧。下

列文句，何者也使用了相同的修辭技巧？ （Ａ）那明湖業已澄淨得同鏡子一般（劉鶚 大明湖） （Ｂ）大野中，孤

伶伶的一個人，不由膽破魂奪（陳冠學 田園之秋） （Ｃ）一般河流若遇阻礙，總顯得暴戾不安（路寒袖 守護灣潭的

燈） （Ｄ）帶一卷書，走十里路，選一塊清靜地（徐志摩 我所知道的康橋） 

21.【  】「幽默」一詞屬於外來語的音譯。下列詞語，何者不是外來語的音譯？ （Ａ）沙發 （Ｂ）叩應 （Ｃ）披

薩 （Ｄ）霹靂。 

22.【  】麥帥為子祈禱文一文的結尾提到：「我已不虛此生！」身為父親的麥帥，其心情最適合用哪一句話來說明？ 

（Ａ）忍一時風平浪靜，退一步海闊天空 （Ｂ）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地 （Ｃ）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Ｄ）

白頭搔更短，渾欲不勝簪。 

23.【  】下列文句，何者用字最精簡？（Ａ）麥帥是戰功顯赫的傑出軍事家，令人欽佩（Ｂ）這篇文章具有啟發性，

值得我們善加深思（Ｃ）他的人生體驗豐富，值得借鏡參考（Ｄ）這段文字充分顯現表達天下父母對兒女的深切期許。 

24.【  】下列句中的意涵，何者配對最不恰當？ （Ａ）在誠實的失敗之中，能夠自豪而不屈／寧可有光明的失敗， 

絕不要不榮譽的成功（Ｂ）不要以願望代替實際作為／勝利是不會向我走來的，我必須自己走向勝利 （Ｃ）對未來善 

加籌畫，但是永不忘記過去／經驗是最佳的導師，引領吾人開拓前方的路 （Ｄ）駕馭他人之前，先能駕馭自己／善於 

利用時間的人，永遠找得到充裕的時間。 

25.【  】麥帥希望自己的兒子不要過太舒適的日子，期待他在風雨中更加茁壯，下列何者「無法」說明麥帥的心情？ 

(Ａ)電流一定要遇到阻力，才能使燈泡發光 (Ｂ)海洋必須受礁石的阻擋，才能激起浪花 (Ｃ)安穩的生活，才是家庭

真正幸福的時光 (Ｄ)所有成功的桂冠，都必是荊棘編織而成。 

26.【  】下列文句，何者可看出司馬懿冷靜的一面？ （Ａ）懿笑而不信，遂止住三軍，自飛馬遠遠望之 （Ｂ）莫

非諸葛亮無軍，故作此態，父親何故便退兵 （Ｃ）司馬懿乃魏之名將，今統十五萬精兵到此 （Ｄ）此人必引軍投山

北小路去也。 

27.【  】「亮平生謹慎，不曾弄險。今大開城門，必有埋伏。我軍若進，中其計也。」「此人料吾平生謹慎，必不弄

險，見如此模樣，疑有伏兵，所以退去。」這兩段話透露出下列何種訊息？ （Ａ）孔明知己知彼，使司馬懿起疑而退

兵 （Ｂ）西城縣大開四門，是為了歡迎魏兵進入 （Ｃ）司馬懿是一個舉棋不定的人 （Ｄ）雙方的衝突一觸即發。 

28.【  】根據空城計一文，由於馬謖失守街亭，孔明急忙調兵遣將，重新部署，以致魏軍來襲時，西城縣爆發危機。

請問在此危急存亡之際，孔明為何不率兵撤逃？ （Ａ）孔明生性太愛冒險 （Ｂ）城中藏有大量金銀財寶  

（Ｃ）想與司馬懿一決高下 （Ｄ）若棄城而走，必不能遠遁。 

29.【  】對於中國古典小說的說明、請選出正確答案。（Ａ）儒林外史是遊記體章回小說，記述書中主角身世家國和

感傷 （Ｂ）世說新語是志人筆記小說，收錄東周到西晉的名人軼事 （Ｃ）三國演義描寫魏、蜀、吳三國故事，藉其

中的歷史人物，來表彰忠孝節義，褒忠貶奸 （Ｄ）老殘遊記是著名小說，諷刺科舉時代的讀書人為追求功名的醜態。 

30.【  】有關下列文句的語氣說明，何者錯誤？ （Ａ）「汝輩焉知」：斥責 （Ｂ）「吾若為司馬懿，必不便退也

」：自豪 （Ｃ）「丞相玄機，神鬼莫測」：讚嘆 （Ｄ）「莫非諸葛亮無軍」：否定。 

31.【  】關於空城計一文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Ａ）以旁觀者的立場寫成，採用對比和懸疑筆法，刻畫出孔明

足智多謀的形象 （Ｂ）全文藉著對話和口吻，來凸顯出人物鮮活的形象 （Ｃ）全文依故事情節的發展來寫，屬於一

種倒敘的寫法 （Ｄ）是章回體的歷史小說，文體為記敘文。  

32.【  】「凡先處戰地而待敵者逸，後處戰地而趨戰者勞。故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句中善戰者應敵的方式，

與下列何者最接近？ (Ａ)以退為進，先逸後勞 (Ｂ)慰勞軍士，求致人和 (Ｃ) 掌握先機，以逸待勞 (Ｄ) 一鼓作

氣，以勢懾人。 

33.【  】「塞上長城空自許，鏡中衰鬢已先斑。出師一表真名世，千載誰堪伯仲間」這首詩出自三國時代的人物，請

問詩中所敘述的人是誰？ (Ａ)司馬懿 (Ｂ)孔明 (Ｃ)曹操 (Ｄ)司馬昭。 

34.【  】「孔明傳令：『眾將旌旗，盡皆藏匿。諸軍各守城鋪，如有妄行出入及高聲言語者，立斬。大開四門，每一

門上用二十軍士扮作百姓，灑掃街道，如魏兵到時，不可擅動，吾自有計。』」關於這段文句的說明，下列何者正確？ 

（Ａ）內容讀來冗長又拖延、節奏不緊湊 （Ｂ）主帥言而無信，欺敵毫不手軟 （Ｃ）諸葛亮只是想要僥倖逃過一劫  

（Ｄ）孔明展現從容果敢的態度。 

35.【  】「孔明乃披鶴氅，戴綸巾，引二小童，攜琴一張，於城上敵樓前憑欄而坐，焚香操琴。」下列何者不適合用

來說明孔明的作為？ （Ａ）處變不驚 （Ｂ）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 （Ｃ）人生如戲 （Ｄ）處之泰然。 

36.【  】「已知天定三分國，猶竭人謀六出師。」根據句意，這句話主要在呈現哪一種人格特質？ (Ａ)明知難成，

勉力為之 (Ｂ)權宜變通，能屈能伸 (Ｃ)能識時務，果決英明 (Ｄ)博古通今，謹行慎謀。 

37.【  】碧翠絲的羊一文中所引用的「碧翠絲理論」：「一個小小的開始，可以結出大大的果實」，根據其中文意，

「小小的開始」和「大大的果實」各指下列何者？ (Ａ)美國康州小孩捐零用錢／碧翠絲成為家鄉首位大學生 (Ｂ)

美國康州小孩捐零用錢／碧翠絲考了全校第一名 (Ｃ)碧翠絲的爸爸得到這山羊／碧翠絲的故事寫成書並暢銷 (Ｄ)

碧翠絲的爸爸得到山羊／碧翠絲獲得美國學校獎學金 

38.【  】下列哪句話可以用來說明碧翠絲的羊全文的主旨？ (Ａ) 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 (Ｂ)勿以善小而不為   

(Ｃ)送魚給他，不如送他一支釣竿 (Ｄ) 一勤天下無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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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蝴蝶效應」是指氣象學上的一種理論：地球上任何微不足道的變化，都可能影響到全球氣候。後來引申有

微不足道的力量卻可能改變世界的意涵。下列何者的意思與之相近？  (Ａ)一枝草，一點露 (Ｂ)一花一天堂 (Ｃ)

牽一髮而動全身 (Ｄ)羅馬不是一天造成的。 

40.【  】「只要任何一個環節出了問題，碧翠絲都不可能圓她的夢」，表示要完成碧翠絲的夢想，可能會有許多變動

的因素，請問下列何者並非影響的原因？  (Ａ)碧翠絲的父母決定讓她上學 (Ｂ)美國作家寫成碧翠絲的故事 (Ｃ)

經濟學家所發表的「碧翠絲理論」 (Ｄ)美國小學生選擇幫助落後國家的農夫。 

41.【  】假如某報社的記者採訪碧翠絲後，寫好了一篇報導文章，內容描述獲得就學機會的碧翠絲力爭上游，經由美

國作家寫成童書後，因而獲得美國學校的獎學金，最後成為家鄉的首位大學生。請根據內容，替此文下一個最切合報導

內容的標題？ (Ａ)失敗為成功之母 (Ｂ)有志者事竟成 (Ｃ) 留財不如留德 (Ｄ)忠言逆耳利於行。 

42.【  】「碧翠絲從小想讀書，但家境貧寒，父母無力供她上學。」碧翠絲想上學卻無法上學的困境，可以用下列哪

句話概括之？ (Ａ)皇天不負苦心人 (Ｂ)比上不足，比下有餘 (Ｃ) 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Ｄ) 心有餘而力不足。 

43.【  】「她的年齡雖然比一般一年級的學生大了很多，但是碧翠絲不在乎，她珍惜這個上學的機會，非常努力，考

了全校第一名。」關於碧翠絲的表現，我們可以用下列哪句話來形容她？ (Ａ) 有志不在年高，無志空長百歲 (Ｂ)

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Ｃ) 花有重開日，人無再少年 (Ｄ)十年寒窗無人問，一舉成名天下知 

44.【  】看完碧翠絲的羊一文後，有人根據文章整理了碧翠絲的上學之路：「康州小孩捐錢買山羊給非洲農夫→(甲)

碧翠絲的爸爸得到山羊→(乙)美國學校提供碧翠絲獎學金→(丙)碧翠絲的父母決定讓她上學→(丁)美國作家將碧翠絲

的故事寫成書→碧翠絲成為家鄉第一個大學生」但他不小心弄錯了順序，請幫他找出正確的順序應是下列何者？  

(Ａ)甲乙丙丁 (Ｂ) 甲丁乙丙 (Ｃ) 甲丙乙丁 (Ｄ) 甲丙丁乙 

45.【  】依碧翠絲的羊這篇文章所述的內容，作者認為所謂的「不朽價值」是指什麼呢？ (Ａ)享有人生的榮華富貴

，坐擁無限錢財 (Ｂ)啟發一個人的心智，改變他的一生 (Ｃ)得到極高的權勢和地位，受世人尊敬 (Ｄ)居住有豪宅

、駕駛名跑車、能炫耀名利。  

46.【  】作家琹涵認為「人生如火花，但若積極貢獻人生，即使生命枯朽，仍然璀璨如昨。」下列何者理念與此意涵 

「不相近」？ (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 (Ｂ)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 (Ｃ)待有餘而後濟人，必無濟人之 

日 (Ｄ)愛人助人是快樂的投資，其利息就是快樂。 

47.【  】菜根譚：「鷹立如睡，虎行似病，正是他攫人噬人手段處。故君子要聰明不露，才華不逞，才會有肩鴻任鉅的

力量。」這段話主旨在說明什麼？ (Ａ)有才德者要鋒芒內斂 (Ｂ)肩負重任的人行動要快速 (Ｃ)外表看似愚笨的

人，實則不可畏 (Ｄ)有才華一定要讓別人知道。 

 

  

「雖然心疼孩子被學校老師嚴厲的拷打，嘴巴上卻大聲罵他：打死去好﹗讀書不打拚，不專心，打死去好﹗你要

知，你老師打你是愛你好，你若無做不對，伊敢會隨便打你﹖枉費給你讀書，這樣不識三二，也敢批評你老師，

你阿爸我敢是這樣教你？哭？哭好命是麼﹖欠人教示啦你，查埔子這樣無志無氣！」 

                ( 洪醒夫父親大人) 

48.【  】關於上文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Ａ) 上文描述父親鼓勵孩子為學需懂得尊師和專心致志 (Ｂ)這是傳統

父親愛之深、責之切的言語 (Ｃ)這是描述傳統父親教育小孩的過程 (Ｄ) 作者控訴自己犯錯時被大人體罰的所有經

過。 

 

 

事父盡孝敬，事君端忠貞。兄弟敦和睦，朋友篤信誠。從官重公慎，立身貴廉明。待士慕謙讓，蒞民尚寬平。 

理訟惟正直，察獄必審情。謗議不足怨，寵辱詎須驚？                                   

                                                                                 ( 陳子昂座右銘) 

49.【  】下列何者並非陳子昂對自己的警惕內容？ (Ａ)對父母孝敬，對國家忠貞 (Ｂ) 當官要公正廉明 (Ｃ) 說

話要謹慎，飲食要節制 (Ｄ)兄弟和睦，朋友誠信 

 

 

田園有真樂，不瀟灑終為忙人；誦讀有真趣，不玩味為鄙夫；山水有真賞，不領會終為漫遊；吟詠有真得， 

不解脫終為套語。                                                                                                                                                                       

                                                                                   （小窗幽記） 

50.【  】從以上的內容判斷，能擁有「真樂、真趣、真賞、真得」的收穫，應該是哪一種類型的人？ (Ａ) 閒適風雅 

(Ｂ) 汲汲營營(Ｃ)離群索居 (Ｄ)德高望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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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題：共五十題 

 

1. 

C 

6. 

B 

11. 

B 

16. 

A 

21. 

D 

26. 

A 

31. 

C 

36. 

A 

41. 

B 

46. 

B 

2. 

B 

7. 

A 

12. 

A 

17. 

B 

22. 

B 

27. 

A 

32. 

C 

37. 

A 

42. 

D 

47. 

A 

3. 

B 

8. 

C 

13. 

D 

18. 

D 

23. 

A 

28. 

D 

33. 

B 

38. 

B 

43. 

A 

48. 

D 

4. 

C 

9. 

D 

14. 

C 

19. 

C 

24. 

D 

29. 

C 

34. 

D 

39. 

C 

44. 

D 

49. 

C 

5. 

A 

10. 

B 

15. 

D 

20. 

D 

25. 

C 

30. 

D 

35. 

C 

40. 

C 

45. 

B 

50. 

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