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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立武漢國中 111學年度第一學期九年級國文科補考題庫卷 

____年____班  座號：_____ 姓名：__________

一、單選題： 

(  )1. 「勝固欣然，敗亦可喜。」這句話強調什麼樣的心

境？  

(A)功敗垂成 (B)優勝劣敗 (C)勝卷在握 (D)超

越勝敗      答案：D 

(  )2. 運動家的風度一文中，引美國總統大選為例，指出

「選舉揭曉以後，羅斯福收到第一個賀電，就是威

爾基發的」，以下選項何者不適合形容此種運動精

神？  

(A)超越勝敗的精神 (B)願賭服輸的精神 (C)貫徹

始終的精神 (D)君子之爭的精神       答案：C 

(  )3. 「落後很多的人，即使沒有希望得獎，卻還是會努

力跑到終點。」是何種「運動風度」的表現？  

(A)貫徹始終 (B)服輸的精神 (C)超越勝敗的心胸 

(D)公平公開的競爭             答案：A 

(  )4. 下列選項皆為運動家的風度中的文句，何者屬於

「反面立說」？  

(A)健康的體力，是一生努力成功的基礎 (B)身體

不健康，心靈容易生病態 (C)有風度的運動家，不

但有服輸的精神，而且更有超越勝敗的心胸 (D)

「任重而道遠」和「貫徹始終」的精神，應由運動

家表現                        答案：B 

(  )5. 下列何者是用來說明「超越勝敗」的精神？   

(A)不怨天，不尤人 (B)勝固欣然，敗亦可喜 (C)

言必信，行必果 (D)任重而道遠      答案：B 

(  )6. 「寧可有光明的失敗，絕不要不榮譽的成功。」這

句話使用了「映襯」修辭。下列何者也使用相同的

修辭技巧？  

(Ａ)十字常常寫成千字，千字常常寫成十字 (Ｂ)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Ｃ)他是

一個活著沉默，但卻死得勇敢的人 (Ｄ)有風度的

運動家，不但有服輸的精神，而且更有超越勝敗的

心胸                          答案：C 

(  )7. 「決定勝負的這兩分半鐘，是靠每天四小時、一年

三百六十五天不停練習換來的。」下列何者最能詮

釋這段話的含義？  

(Ａ)成事在人，謀事在天 (Ｂ)十年樹木，百年樹

人 (Ｃ)臺上一分鐘，臺下十年功 (Ｄ)人爭一口

氣，佛爭一爐香                答案：C 

(  )8. 「在歡樂時，朋友會認識我們；在患難時，我們會

認識朋友。」這段話的意旨與下列何者最相近？  

(Ａ)富貴招朋友，困苦識知已 (Ｂ)與其得小人，

不如交愚人 (Ｃ)人生交契無老少，論交何必先同

調 (Ｄ)相識滿天下，知心能幾人      答案：A 

(  )9. 「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

其爭也君子」關於這段話的解讀，下列何者最佳？  

(Ａ)比賽時必須全力以赴，有始有終 (Ｂ)君子為

人謙和，與世無爭 (Ｃ)競爭過程必須合乎禮儀、

規範 (Ｄ)射箭比賽的勝利者，是真正文武雙全的

君子                            答案：C 

(  )10. 論語季氏：「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張潮

幽夢影：「對淵博友，如讀異書；對風雅友，如讀

名人詩文；對謹飭友，如讀聖賢經傳；對滑稽友，

如閱傳奇小說。」兩相對照下，論語中提到的「友

多聞」和幽夢影說的哪一類朋友最相近？  

(Ａ)淵博友 (Ｂ)風雅友 (Ｃ)謹飭友 (Ｄ)滑稽

友                           答案：A 

(  )11. 孔子說：「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

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

根據上文的敘述，哪一種朋友不是孔子定義中的

「益者」？  

(Ａ)善於迎合別人的朋友 (Ｂ)正直的朋友 (Ｃ)

有誠信的朋友 (Ｄ)見多識廣的朋友   答案：A 

(  )12. 談交友：「一個人多和異己的朋友討論，會逐漸發

現自己的學說不圓滿處，對方的學說有可取處，

逼得不得不作進一層的思考。」下列何者最貼近

上述主旨？  

(Ａ)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Ｂ)日知其所亡，

月無忘其所能 (Ｃ)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 

(Ｄ)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答案：C 

(  )13. 「一個人可以蔑視一切人的毀譽，卻不能不求見

諒於知己。」關於這段文字的說明，下列何者正

確？  

(Ａ)人不必太在意朋友的眼光和評價 (Ｂ)人都

希望獲取好朋友的寬恕諒解 (Ｃ)好朋友善意的

提醒可讓你更進步 (Ｄ)有真正的好朋友是人生

一件樂事                       答案：B 

(  )14. 下列成語何者與「點頭之交」意思最為相近？  

(Ａ)金蘭之交 (Ｂ)忘年之交 (Ｃ)生死之交 (Ｄ)

泛泛之交                       答案：D 

(  )15. 「夫鳥同翼者而聚居，獸同足者而俱行。」上文

和談交友一文何段涵義最接近？  

(Ａ)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Ｂ)如切如磋，如琢如

磨 (Ｃ)責己宜嚴，責人宜寬 (Ｄ)同聲相應，同

氣相求                         答案：D 

(  )16. 「世界最酷毒的刑罰算幽禁和充軍，逼得你和你

所常接近的人們分開，讓你嘗無親無友那種孤寂

的滋味。」下列何者最能說明這段話的涵義？   

(Ａ)與親友走散是人生最痛苦的事 (Ｂ)孤單一

人是世上最大的苦難 (Ｃ)被囚禁是世上最嚴重

的處罰 (Ｄ)當兵最苦的是要與陌生人相處 

                                          答案：B 

(  )17. 談交友中說：「告訴我誰是你的朋友，我就知道你

是怎樣的一種人。」這句話的含義與下列何者最

為相近？  

(Ａ)人為財死，鳥為食亡 (Ｂ)同明相照，同類相

求 (Ｃ)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Ｄ)十目所視，十

手所指                            答案：B 

(  )18. (甲)送孟浩然「之」廣陵(乙)吾欲「之」南海(丙)

天下事有難易乎？為「之」，則難者亦易矣(丁)人

「之」立志，顧不如蜀鄙之僧哉。上列「之」字

哪些作「往」解釋？  

(Ａ)甲丙 (Ｂ)乙丁 (Ｃ)甲乙 (Ｄ)丙丁 

                                           答案：C 

(  )19. 「小新：『媽，公園有個可憐的歐巴桑，我想幫助

她。』媽：『小新真有愛心，媽這 10 塊錢你拿去

給她吧！』媽：『咦！你怎麼買了香腸？』小新：

『她就是賣香腸的嘛！』」若動機不提，小新的行

為可用下列哪一項成語來形容？  

(Ａ)自相矛盾 (Ｂ)本末倒置 (Ｃ)自私自利 (Ｄ)

一舉兩得                    答案：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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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旦旦而學之，久而不怠焉，迄乎成，而亦不知

其昏與庸也。」這些話勉勵我們為學應抱持何種

態度？  

(Ａ)學思並重 (Ｂ)劍及履及 (Ｃ)力學不倦 (Ｄ)

不恥下問                    答案：C 

(  )21. 「富者有慚色」的「色」字，是「臉色」的意思。

下列各項的「色」字，何者也是「臉色」的意思？  

(Ａ)察顏觀「色」 (Ｂ)「色」藝俱佳 (Ｃ)五光

十「色」 (Ｄ)表現出「色」   答案：A 

(  )22. 下列「 」中的字，何者音義全對？  

(Ａ)不「逮」人也：ㄉㄞˋ，追捕 (Ｂ)自南海

「還」：ㄈㄢˇ，回來 (Ｃ)「屏」棄不用：ㄅㄧ

ㄥˇ，拋棄 (Ｄ)吾材之「庸」：ㄩㄥ，平實 

答案：C 

(  )23. 下列哪一項是屬於「有問有答」的設問法？  

(Ａ)天下事有難易乎？為之，則難者亦易矣 (Ｂ)

人之立志，顧不如蜀鄙之僧哉？ (Ｃ)蓮之愛，同

予者何人？ (Ｄ)如此佳景，為何沒有甚麼遊人？ 

A 答案： 

(  )24. 由「吾資之聰，倍人也；吾材之敏，倍人也。屏

棄而不用，其與昏與庸無以異也。」可證明什麼

道理？  

(Ａ)聰敏不可恃 (Ｂ)學而不思則罔 (Ｃ)青出於

藍而勝於藍 (Ｄ)昏庸不可限   答案：A 

(  )25. 「昏與庸，可限而不可限也，不自限其昏與庸而

力學不倦者，自立者也。」這段文句的含義，最

接近於下列何者？  

(Ａ)學無止境 (Ｂ)天賦可恃 (Ｃ)勤能補拙 (Ｄ)

精益求精                     答案：C 

(  )26. 由「吾一瓶一缽足矣」一句，可看出貧僧的心境

如何？  

(Ａ)貧者的心滿意足 (Ｂ)關懷的深情 (Ｃ)成功

的喜悅 (Ｄ)堅定的信心         答案：D 

(  )27. 下列有關為學一首示子姪文句的分析，何者正

確？  

(Ａ)「吾一瓶一缽足矣」——表現出「安貧樂道」

的態度 (Ｂ)「自恃其聰與敏而不學者，自敗者

也」——是指「聰明反被聰明誤」 (Ｃ)「旦旦而

學之，久而不怠焉」——說明「生也有涯，而知

也無涯」的道理 (Ｄ)「人之為學有難易乎？學

之，則難者亦易矣」——近似「種瓜得瓜，種豆

得豆」                         答案：B 

(  )28. 作者在文章中舉古書之例：「燕太子丹朝於秦，秦

王留之，與之誓曰：『使日再中，天雨粟，烏白頭，

馬生角，乃得歸。』當此之時，天地祐之，日為

再中，天為雨粟，烏頭白，馬角生。」是為了強

調下列何者？  

(Ａ)研究學問必須尋根究柢 (Ｂ)查閱歷史有助

於澄清事情的因果關係 (Ｃ)只相信書上所說之

事而不加以證實， 便是沒有科學頭腦的行為 

(Ｄ)提出古書紀錄來證明科學考證的價值 

                                    答案：D 

(  )29. 下列哪一項不是作者認為養成科學頭腦的方法？   

(Ａ)精密正確 (Ｂ)注重事實 (Ｃ)了解關係 (Ｄ)

研究理論                      答案：C 

(  )30. 「天雨粟」中「雨」原為名詞，在此轉品為動詞

「降落」。下列「 」中的字何者也屬於「轉品」？  

(Ａ)落「井」下石 (Ｂ)斬「草」除根 (Ｃ)「狼」

吞虎嚥 (Ｄ)「拔」山倒樹        答案：B 

(  )31. 「陳太丘與友期行，期日中，過中不至，太丘捨

去，去後乃至。元方時年七歲，門外戲。客問元

方：『尊君在不？』答曰：『待君久不至，已去。』

友人怒：『非人哉！與友期行，相委而去。』元方

曰：『君與家君期日中。日中不至，則是無信；對

子罵父，則是無禮。』 友人慚，下車引之，元方

入門不顧。」關於本文內容的解讀，下列何者正

確？  

(Ａ)陳太丘因為對方爽約憤而離去 (Ｂ)元方認

為客人遲到是無信的行為 (Ｃ)客人到陳太丘家

就因遲到深感慚愧 (Ｄ)元方招待客人進屋裡 

                            答案：B 

二、題組： 

    贈僧詩   彭端淑 

  有僧遠自蜀中至，赤足峰頭向我鳴。 

  欲刻韋馱鎮佛寺，為求巧匠到京城。 

  一瓶一缽隨緣募，千山千水背負行。 

  志士苦行能若此，人間何事尚難成！ 

（  ）32.依照詩中的描述，當彭端淑看到僧侶時，下

列選項的描述何者最不可能是僧侶的外表？ (Ａ)神情

疲憊 (Ｂ)面紅耳赤 (Ｃ)瘦骨嶙峋 (Ｄ)衣衫襤褸 

答案：B 

（  ）33.關於「一瓶一缽隨緣募，千山千水背負行」

兩句詩句的寫作目的，下列何者正確？ (Ａ)敘述僧侶

一邊完成志向一邊遊歷山水，得到一舉兩得的功效 (Ｂ)

表示僧侶生活窮困，藉此引發世人同情心，協助僧侶達

成志願 (Ｃ)讚揚僧侶一路上雖遇險阻，但總能矢志不

移地守著佛門的戒律 (Ｄ)用以強調僧侶一路走來經歷

許多艱辛，襯托僧侶可貴的堅定意志 

答案：D 

（  ）34.下列文句中，何者最接近本詩的主旨？ (Ａ)

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 (Ｂ)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

也 (Ｃ)盛年不重來，一日難再晨 (Ｄ)善惡隨人作，禍

福自己招 

答案：A 

閱讀理解： 

(     )35.前美國職棒明星鈴木一朗曾說：「如果大家認

為不努力也有成就的人是天才，那我不是天才；如果努

力之後完成一些事的人被稱為天才，我想我就是天才。」

依據這段話，鈴木一朗對天才的定義為何？  

(Ａ)天才不必太努力就會有所成就 (Ｂ)天才還是需靠

努力才能發揮天分 (Ｃ)有成就的人，很不喜歡被稱作

天才 (Ｄ)只要有成就，當不當天才無所謂 

答案：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