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北市立福營國民中學 108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三次段考 9 年級 國文科試題
一、單一選擇題(33題，每題2.5分，共82.5分)
1.
下列形似字中，何組字音完全相同？
(Ａ) 綱／網／剛

(Ｂ) 緇／錙／淄

(Ｃ) 涅／毀／捏

(Ｄ) 臧／藏／臟

2.

下列選項「 」中的注音寫成國字之後，何者兩兩相同？
(Ａ) 運「ㄔㄡˊ」帷幄／拔得頭「ㄔㄡˊ」
(Ｂ) 衣「ㄍㄨㄢ」禽獸／羽扇「ㄍㄨㄢ」巾
(Ｃ) 功虧一「ㄎㄨㄟˋ」／衣食無「ㄎㄨㄟˋ」
(Ｄ)「ㄩㄥ」容華貴／「ㄩㄥ」人自擾

3.

下列「 」中的字，那一組字義相同？
(Ａ)「空」乏其身／簞瓢屢「空」
(Ｃ)「曾」不吝情去留／「曾」益其所不能

4.

(Ｂ) 管夷吾舉於「士」／咨爾多「士」
(Ｄ) 青春作伴好「還」鄉／貧者自南海「還」

下列文句，何者用字完全正確？
(Ａ) 他年僅十七歲，卻才華洋溢屢有創新作品發表，令人不可思議，嘖嘖稱奇。
(Ｂ) 在人潮川流不席的路口，過往際遇像隻離破碎的影片，拼湊不出完整記憶。
(Ｃ) 涉世未深的年青人，因一時貪婪，被人利用，成為詐騙集團中的待罪羔羊。
(Ｄ) 為完成夢想，他寒窗苦讀數十戴，終於在司法特考中展露頭角，高中榜首。

5.

下列文句「 」中的詞語，何者經替換後意思不變？
（Ａ）這是我人生重要的「里程碑」→終點站
（Ｂ）美麗的景色讓人「流連」忘返→躊躇
（Ｃ）黑心商人的行徑令人「不齒」→不恥
（Ｄ）我們要找出汙染的「元凶」→罪魁禍首

6.

「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這句話所要表達的道理，與下列何者最接近？
(Ａ) 有運動家風度的人，寧可有光明的失敗，絕不要不榮譽的成功。
(Ｂ) 人生須知道有負責任的苦處，才能知道有盡責任的樂處。
(Ｃ) 會打算盤的人，只有從勞苦中找出快樂來。
(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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鍊和策勵。

7.

史記 淮陰侯列傳中記敘韓信少時接受漂母的幫助後而圖報的故事，是崔瑗 座右銘中哪一句的寫照？
(Ａ)無道人之短，無說己之長
(Ｂ)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
(Ｃ)世譽不足慕，惟仁為紀綱
(Ｄ)隱心而後動，謗議庸何傷。

8.

麥帥希望自己的兒子不要過舒適的日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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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下列文句「 」中的成語，哪一組意思「相反」？
(Ａ) 她是一個「才高八斗」，「滿腹經綸」的學者，著作相當豐富。
(Ｂ) 事前準備，做事就不會手忙腳亂，「分身乏術」，而能「好整以暇」的面對問題。
(Ｃ) 在困厄中能「動心忍性」、愈挫愈勇的人，很少會在稍有成就後就「躊躇滿志」。
(Ｄ) 讀書不是「一蹴可幾」的事，莫存「一步登天」的僥倖念頭。

10.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下列哪些說法與此段文意相符
合？ (甲)英雄不怕出身低
(乙)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
(丙)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
(丁)中通外直，不蔓不枝。
(Ａ)甲丙
(Ｂ)乙丁
(Ｃ)甲乙
(Ｄ)丙丁。

11.

「在古人之後，議古人之失，易；處古人之位，為古人之事，則難。」這句話的涵義，與下列何者最接近？
(Ａ)不可以律己之律律人
(Ｂ)當局者迷，旁觀者清
(Ｃ)事非經過不知難
(Ｄ)今之視古，亦猶後之視今 。

12.

根據別讓地球成為垃圾墳場一文，有關作者對於垃圾回收的看法，下列何者說明正確？
（Ａ）所有垃圾都能充分回收再利用。
（Ｂ）只要做好垃圾回收，地球就不會再受傷害。
（Ｃ）可回收的物品，在處理過程中不需消耗大量的能源。
（Ｄ）透過掩埋、焚燒等方式處理回收的垃圾，仍會對地球產生不良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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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人之過誤宜恕，而在己則不可恕；己之困辱宜忍，而在人則不可忍。」這段話最主要的意思是什麼？
(Ａ)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Ｂ)律己宜嚴，待人宜寬
(Ｃ)樂聞人過，不道己非
(Ｄ)對己能真，對人不虛

14.

班傑明．富蘭克林說：「會讓你疼痛、受傷的事物，才能夠教導你。」這句話的涵義與下列何者最接近？
(Ａ) 想要獲取知識必須痛下決心學習
(Ｂ) 內心的黑暗必須運用知識來驅除
(Ｃ) 處理問題比逃避問題更需要智慧
(Ｄ) 患難困苦是啟發智慧的最佳途徑

15.

「一籌莫展，最好去看石匠敲打石塊，也許他已經打擊幾十次，仍不見裂縫，可是就在第一百下時，石頭裂開了。」這
段話的涵義，與下列何者「相去最遠」？
(Ａ) 一經打擊就灰心，永遠是失敗的人。
(Ｂ) 成功是靠努力而成，不是靠希望。
(Ｃ) 機會是可遇不可求的，勉強不得。
(Ｄ) 成事不在力量多少，在能堅持多久。

16.

如果想勸一個整天對著上天祈求，卻從不努力的人，下列何者最適當？
(Ａ)實踐的雙手，比起祈禱的雙脣更具神力。
(Ｂ)驕傲自大的人，難道連太陽都擋得住嗎？
(Ｃ)沒有思考能力，不過是行屍走肉的軀殼。

(Ｄ)死讀萬卷書，不如活著走幾步接近自然。

17.

「在論斷別人之前，應該先穿上那人的皮鞋走上兩個星期。」「除非我能替代他的位子兩個禮拜以上，否則我沒有權力
批評我的兄弟。」以上兩句話的共同涵義與下列何者最接近？
(Ａ) 論斷別人通常需要等待時機成熟
(Ｂ) 待人應當多為別人設身處地著想
(Ｃ) 腳踏實地做事的人才有權力指責他人
(Ｄ) 欲求得他人諒解必須先了解他人處境

18.

「我們不是讓自己活得悲慘，就是讓自己活得堅強。兩者所花的力量是一樣的。」
「命運與機會無關，而是與選擇有關。
它不是等著發生的東西，而是等著努力達成的東西。」這兩句話共同傳達出的涵義，與下列何者最接近？
(Ａ) 快樂與痛苦是一體兩面
(Ｂ) 以堅強的態度接受失敗
(Ｃ) 人生方向可由自己掌握
(Ｄ) 機會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19.

「走向未知的路，路還很長；只走已知的路，路很快就會走到盡頭。」這句話的涵義與下列何者相去最遠？
(Ａ) 未知的路可給人更寬闊的想像與期待。
(Ｃ) 走已知的路比較有明確的目標可追尋。

(Ｂ) 無論未知或已知的路途都要勇敢面對。
(Ｄ) 未知的路相較於已知的路更難以掌握。

20.

別讓地球成為垃圾墳場一文作者認為能真正解決垃圾問題的方法：「必須將『禁止』、『減少』這些消極思考轉換成積極
的想法—不是減少廢棄物，而是將廢棄物轉化為其他有用的產品。」根據文中描述，下列何者可作為作者所說的「其他
有用的產品」的例子？
（Ａ）以咖啡渣製成的衣服
（Ｂ）省電節能的燈泡
（Ｃ）可充電的電動機車
（Ｄ）可分解的垃圾袋。

21.

清代書畫家鄭板橋曾寫過一副治家聯語：「咬完幾句有用書，可充飲食；養成數竿新生竹，直似兒孫。」由此對聯可知
鄭板橋對兒孫的期許為何？
(Ａ) 不求富貴，只求隱逸一生
(Ｂ) 治學可維生，耿介為家風
(Ｃ) 以詩禮傳世，留名不朽

22.

23.

(Ｄ) 活用知識，以求光耀門楣。

下列名言中，何者具有永續經營的環保意識？
（Ａ）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雲。
（Ｃ）烏鳥投林過客稀，前山煙暝到柴扉。

（Ｂ）況陽春召我以煙景，大塊假我以文章。
（Ｄ）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

「但我們或許忘了，在以前的年代，吃的、穿的、用的，一切物品用完之後都回歸大地，融入生態體系的循環。直到工
業革命之後，人類才製造出大量無法進入生態循環的物品，而且這些物品大多含有許多會影響健康的成分。」這段文字
寫出什麼現象？

24.

（Ａ）向大自然學習全新的製造模式，讓資源不斷循環利用。

（Ｂ）現今人類的存在對地球而言，無異是一個大浩劫。

（Ｃ）對照出今昔社會使用物品的差異及所造成的結果。

（Ｄ）人類為了追求方便、舒適的生活，不斷消耗地球資源。

「計程車司機小王，將客人不慎遺留在車上的現金一百萬元送至警察局，留待失主領回。」小王這種行為最符合下列哪
一句話的精神？
(Ａ) 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
(Ｃ) 君子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

(Ｂ) 賢者多財則損其志，愚者多財則益其過。
(Ｄ) 先義後利者榮，先利後義者辱；榮者常通，辱者常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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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少年安得長少年，海波尚變為桑田。」（李賀）這二詩句的涵義與下列何者最接近？
(Ａ) 人閒桂花落，夜靜春山空。月出驚山鳥，時鳴春澗中。
(Ｂ) 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
(Ｃ) 盛年不重來，一日難再晨。及時當勉勵，歲月不待人。
(Ｄ) 世譽不足慕，惟仁為紀綱。隱心而後動，謗議庸何傷。

26.

「有一天，父親嚴肅地對我說：『山林是布農男人奔馳和吶喊的地方，除了用腳印標示及保護我們的家園、土地及獵場
之外，也要捕獲許多的獵物與族親共同分享，這是布農男人亙古不變的宿命。』望著灰暗又不可捉摸的山林，我明白這
是不可逃避的偉大責任，我必須遵循歷代祖先的步伐，勇敢地邁向布農獵人之路！」文中所謂的「布農獵人之路」，是
指下列何者？
(Ａ) 重視自然生態保育
(Ｂ) 守護家園與分潤族人
(Ｃ) 延續祖命以壯大族群
(Ｄ) 鞏固山林神聖地位

27.

「這片曾經死寂的星球也有了復活的希望」一句使用了轉化修辭技巧，下列何者也使用了「轉化」修辭？
（Ａ）日常生活中我們不知不覺的習慣，原來就是殘害地球的元凶。
（Ｂ）故事描述未來的地球因為垃圾堆積如山、汙染嚴重，所以人類只好紛紛移民到外太空居住。
（Ｃ）在類似諾亞方舟的太空站裡生活的人類，隨著瓦力回到地球。
（Ｄ）瓦力獨自在垃圾堆中工作，他尋找一些有趣的廢棄物當寶貝。

28.

下列各組文句的涵義，何者最接近？
(Ａ) 無道人之短，無說己之長／毋以己長訐人之短，毋以己拙忌人之長。
(Ｂ) 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人有恩於我不可忘，而怨則不可不忘。
(Ｃ) 隱心而後動，謗議庸何傷／行事但求無愧我心，不求盡如人意。
(Ｄ) 在涅貴不緇，曖曖內含光／君子有含垢納汙之量，無好潔獨行之癖。

29.

關於「人恆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一段的說明，何者正確？
(Ａ) 藉人們遇到挫折時的反應，闡述「死於安樂」的道理。
(Ｂ) 「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指內心有困惑時，要表現在臉色上並說出來，對方才會明白。
(Ｃ)「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強調人須深思熟慮，才能有所作為。
(Ｄ) 說明人多在經歷挫折後，才懂得省思改過。

30.

「深夜的農場裡，小豬剛好醒來，發現一旁的老馬閉著眼睛站著不動。小豬嚇了一跳，一問之下，原來馬是站著睡覺的。
小豬覺得很奇怪，要睡覺為什麼不躺下來舒服地睡呢？老馬回答：
『舒服，是你的習慣，但我是馬，就是在睡覺的時候，
也要隨時準備奔馳。』」下列何者不適合形容故事中老馬的精神？
(Ａ)有備無患
(Ｂ)居安思危
(Ｃ)孜孜不倦
(Ｄ)生於憂患

31.

墨子云：「士雖有學，而行為本焉。」這句話的涵義與下列何者最接近？（註：「行」為本焉：音ㄒㄧㄥˋ，品行。）
(Ａ) 君子不患知之不博，而患德之不崇。
(Ｂ) 善學者，假人之長以補其短。
(Ｃ) 人不學則無以有懿德。

(Ｄ) 業精於勤，荒於嬉；行成於思，毀於隨。

32.

「人性混合著偉大與渺小、善與惡、崇高與卑微，我們彼此都差不多。也許某些人個性較強，能夠自由地把這些特性發
揮出來，但其實骨子裡人性是相同的。如果明白了這個道理，相信我們容忍他人，就會像容忍自己一樣。了解所有人都
有非非之想，可使我們律己不致太嚴苛，也能以幽默感判斷他人的過錯。」這段文字的意旨與下列何者最接近？
(Ａ)知錯能改，善莫大焉
(Ｂ)與人相處，貴在誠信
(Ｃ)人心不同，各如其面
(Ｄ)責己合度，待人寬厚

33.

「垃圾是現代社會很大的困擾與威脅。但我們或許忘了，在以前的年代，吃的、穿的、用的，一切物品用完之後都回歸
大地，融入生態體系的循環。直到工業革命之後，人類才製造出大量無法進入生態循環的物品，而且這些物品大多含有
許多會影響健康的成分。全球化競爭讓製造商從全世界尋找成本最低的原料，即使是高科技產品，也常常包含有毒的塑
料和染料。」本段運用何種寫作方式說明「垃圾是現代社會很大的困擾與威脅」？
（Ａ）以時間順序列出各時期處理垃圾的方法，提供未來參考
（Ｂ）以工業革命前垃圾能回歸自然與現代狀況作對比。
（Ｃ）根據高科技產品製造的有毒素料，分門別類，逐一說明。
（Ｄ）點出現代科技製造有毒物料的問題，並提出解決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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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閱讀測驗：請閱讀以下文章，並回答問題 (7 題，每題 2.5 分，共 17.5 分)
甲、
近塞上之人有善術者。
馬無故亡而入胡，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遽不能為福乎？」
居數月，其馬將胡駿馬而歸，人皆賀之。其父曰：「此何遽不能為禍乎？」
家富良馬，其子好騎，墮而折其髀，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遽不為福乎？」
居一年，胡人大入塞，丁壯者控弦而戰，塞上之人，死者十九，此獨以跛之故，父子相保。
（《淮南子．人間》）
34.
下列選項，那一個最符合本文主旨？
(A) 樂天知命，常保安康。
(B) 禍福相倚，變換無常。
(C) 趨吉避凶，因禍得福。
(D)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35.

關於本文的說明，下列何者正確？
(A)第一次「人皆弔之」，是因為馬兒被胡人偷走了。
(C)塞翁之子因家中失馬，而逃過徵召上戰場的命運。
乙、

(B)當失馬率胡駿馬歸家時，塞翁全家人都欣喜若狂。
(D)最後父子因兒子摔斷腿之禍，而有保全性命之福。

細草微風岸，危檣獨夜舟。星垂平野闊，月涌大江流。
名豈文章著，官應老病休。 飄飄何所似？天地一沙鷗。
36.

「星垂平野闊，月涌大江流」呈現出何種景象？ (A)幽美閑靜

37.

這首詩的意旨為何？
(A) 抒發詩人對身世的感慨。
(C) 表達詩人思念故鄉之情。

38.

(《旅夜書懷》杜甫)
(B)荒冷淒涼

(C)高遠壯闊

(D)熱鬧嘈雜。

(B) 書寫詩人老當益壯的雄心壯志
(D) 表達詩人想要回歸田園的渴望。

「飄飄何所似？天地一沙鷗。」詩人以「沙鷗」自況，詩中「沙鷗」所表達的意義，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展現詩人敬畏自然的謙卑
(B) 表達詩人歸耕田園的嚮往
(C) 表現詩人豪放不羈的性格
(D) 暗喻詩人漂泊如萍的身世
丙、
有一年，我們在加拉巴哥群島最南端的小島登陸，由嚮導帶領尋找太平洋綠海龜的巢。這種海龜在四、五月間孵化，
一出生即面對大自然嚴格的生死挑戰，牠們必須在空中掠食者威脅的陰影下，奮不顧身地投入海洋，以免成了鳥兒們的
點心。
天色漸暗，小海龜們若想要離巢，便會有一名先鋒出去探望：是否有掠食者出現？是否能讓其他同伴跟進？當我走
近其中一個巢，發現一個剛孵出的小海龜的頭。我趕緊向同伴們招手，目不轉睛地注視著，小海龜的頭約有半英吋露出
沙上，一動也不動。
當其他人走近，前方灌木叢中突然傳來窸窸窣窣的聲音，一隻小嘲鶇正向我們接近。「大家安靜地看，」嚮導在小
嘲鶇距離小海龜數英吋近時警告著：「牠正準備攻擊！」
果然，小嘲鶇開始以喙啄著小海龜的頭，試圖將牠拉至沙灘。「難道你不去救牠嗎？」我的同伴心急地要求嚮導，
而他只是將食指抵著嘴教大家安靜，「這是大自然的法則！」他再次提醒：「我們能做的只是安靜地看著！」
「我不會眼睜睜讓這一切發生！」一位來自洛杉磯的素食主義者抗議。
「如果你再無動於衷，我就要採取行動了！」另一人對嚮導下了最後通牒。
這些人道主義者的爭執及喧嚷將小嘲鶇嚇走了，嚮導不情願地將小海龜自沙中取出，幫助牠爬向海洋。
接下來發生的事，令嚮導及所有訪客都驚訝不已。在我們所幫助的那隻小海龜爬向海洋後，上百隻小海龜接收了錯
誤訊息，瞬間傾巢而出。數秒鐘內，天空聚滿等待佳餚的鳥兒們：軍艦鳥、塘鵝、燕尾鷗，還有數量不斷增加的小嘲鶇
飢餓地跟隨著不顧一切前進的小海龜。
「噢！老天，」我聽到身後的聲音，「看看我們做了些什麼！」
現在，小海龜的捕食者們已大開殺戒。
當一切都結束後，滿足的鳥叫聲充斥著整個天空，好像是為了慶祝一場盛宴。空氣中的氣氛愈來愈凝重，耳中所能
聽見的只是拍打在白色沙灘上的浪濤聲。我突然注意到，這群充滿人性善良的人，是多麼的安靜。
我想，這也許就是面對大自然的謙卑之聲吧！
（改寫自麥可．布魯門桃 人性，太多的人性）

39.

作者透過這則故事所傳達的旨意，與下列何者最接近？ (Ａ)人性本善

40.

根據本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Ａ)素食主義者抗議的原因，是不忍見到初生的小海龜遭到掠食。
(Ｂ)嚮導要眾人只是安靜地看著，以避免吵雜的人聲驚嚇小海龜。
(Ｃ)嚮導不情願地將小海龜自沙中取出，是因為同情小嘲鶇沒有食物。
(Ｄ)這群充滿人性善良的人後來趨於安靜，是因為內心充滿祥和之情。

(Ｂ)適者生存

(Ｃ)尊重自然

(Ｄ)弱肉強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試題完畢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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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
1

2

3

4

5

6

7

8

9

10

B

A

D

A

D

D

B

C

B

A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C

D

B

D

C

A

B

C

B

A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B

D

C

A

C

B

A

C

D

C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A

D

B

B

D

C

A

D

C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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