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北市立福營國中一 0八學年度第二學期九年級國文科第一次段考試題      答案請畫在答案卡上 

一、單選題  （1〜35題） 

1.下列「」中的字，何組讀音相同？  

（A）「俛」首悲泣／力「挽」狂瀾 

（B）「殫」精竭慮／肆無忌「憚」 

（C）無殼「蝸」牛／女「媧」補天 

（D）驚「詫」／「奼」紫嫣紅 

 

2.下列「」中的注音，寫成國字後，何組相同？ 

（A）萬馬奔「ㄊㄥˊ」／「ㄊㄥˊ」出時間 

（B）風雨如「ㄏㄨㄟˋ」／「ㄏㄨㄟˋ」人不倦 

（C）「ㄘㄨㄢˋ」位／分「ㄘㄨㄢˋ」而食 

（D）出類拔「ㄘㄨㄟˋ」／純「ㄘㄨㄟˋ」 

 

3.下列文句中的詞語運用，何者完全正確？ 

（A）寫作需疊床架屋，文章才能深度、廣度兼具 

（B）魯夫從小就心有鴻鵠，希望有朝一日站在世界頂端 

（C）居家隔離期間四處遊走，只會以鄰為壑，造成大家 

     的恐慌 

（D）會考將屆，繁重的功課常讓小祐忙到目不見睫 
 
4.下列「 」中的字義，何組前後意思相同？ 

（A）棋高一「著」／見微知「著」 

（B）不與漥「適」也／削足「適」履 

（C）既久而遂「安」之／心「安」理得 

（D）傲「殺」人間萬戶侯／「殺」風景 
 
5.「你一個文壇的新人，卻在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面前大談

小說創作方法，簡直是______。」畫線處最不適合填入

下列何者？ 

(A) 五柳門前論求仕   (B) 白樸堂前寫散曲 

(C) 王冕面前談畫荷   (D) 關公跟前耍大刀 
 
6.「陳師道的詩說：『好懷百歲幾時開？』□□，好情懷

是可以很奢侈地日日有的。退一步說，□□不是絕對快

活的情懷，那又何妨呢？□□胸中自有其情懷，也就夠

好了。」請將上段文字□□內依序填入適當的連詞： 

（A）因為、雖然、但是 

（B）其實、如果、寧可 

（C）因為、與其、不如 

（D）其實、即使、只要 
 
7.下列文句，何者沒有冗言贅字？ 

（A）天空的顏色似乎像是一幅未乾的水墨畫 

（B）他痴痴地凝望看著蒼穹，心中如有所悟 

（C）融融春陽下，眺望寬闊的海面，令人心曠神怡 

（D）假使如時間充裕，我絕對會準備好這次段考 
 

8.「自然之趣到處都有，並不限名山大川。如果你把所居

的城市看成你家，植物園就是你家後院……自然之趣 

，不必遠求。」此段文句的含義與下列何者最為相近？ 

（A）近水樓台先得月 

（B）胸懷丘壑，隨處皆山林      

（C）近水知魚性，近山識鳥音  

（D）相看兩不厭，只有敬亭山 
 
9.關漢卿〈四塊玉〉：「舊酒沒，新醅潑，老瓦盆邊笑呵呵，

共山僧野叟閒吟和」這首曲子所表現出來的心境，與下

列何者最相近？ 

（A）桃花流水窅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 

（B）獨在異鄉為異客，每逢佳節倍思親 

（C）春潮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橫 

（D）天階夜色涼如水，坐看牽牛織女星 

 

10.有關詩詞曲的說明，下列選項何者正確？ 

（A）曲：格律依曲牌規定，分為有科白的散曲和無科白 

     的雜劇 

（B）詞：又稱曲子詞，格律依詞牌規定，可以加襯字 

（C）樂府詩：句法參差，可以轉韻，其中以五言較為突 

     出 

（D）五言絕句：每首四句，偶數句押韻，不可換韻，要 

     對仗 
 
11.「偉人之所以偉大，得益於習慣的鼎力相助，失敗者

之所以失敗，習慣同樣責不可卸。」這段文字的含義與

下列何者最相近？ 

 (A) 為山九仞，功虧一簣 

 (B) 水能載舟，亦能覆舟 

 (C) 一薰一蕕，十年有臭 

 (D) 鷸蚌相爭，漁翁得利 

  

12.「與其不遜也，寧固。」這句話在「不遜」和「固」 

   之間，選擇了「固」。下列文句，何者的語法也帶有選 

   擇的取向？ 

 （A）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 

 （B）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 

 （C）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D）寧以義死，不苟幸生 
 
13.「有時我看到晚霞，總是出奇的想，這晚霞是 

           ，說再見時，一口氣搖動了天空所有的顏色，

然後，天空就以一種憂傷的姿勢，愈走愈遠，終於在黑

幕裡遠去，準備明天的表演。」依據文意，下列何者最

適合填入缺空中？  

  (A) 歸帆返航時帶路的羅盤 

  (B) 飛鳥歸巢時指引的明燈  

  (C) 天空告別時伸出的掌紋  

  (D) 上帝拭淚時拿出的手帕 

 
 
        P1.     背面還有試題 
 



14.王國維《人間詞話》有云：「古今之成大事業、大學問

者，必經過三種之境界：『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 

  ，望盡天涯路。』此第一境界也；『衣帶漸寬終不悔，

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界也；『眾裡尋他千百度，

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此第三境界也。」

這三種境界所著重表現者各不相同，下列最適合說明這

三個境界過程的是哪一選項？ 

 (A) 立志、堅持、領悟 

   (B) 迷惑、悔恨、落空 

   (C) 迷惑、悔恨、領悟 

   (D) 立志、堅持、落空 

 

15.白居易〈放言詩〉：「試玉要燒三日滿，辨才須待七 

   年期。」此詩句的意思與下列何者最為接近？ 

（A）精誠所至，金石為開 

（B）羅馬不是一天造成的 

（C）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 

（D）真金不怕火煉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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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人格特質？ 

 （A）能識時務，果決英明 

 （B）明知難成，勉力為之 

 （C）權宜通變，能屈能伸 

 （D）博古通今，謹行慎謀 

 

17.「一室之不治，何以天下國家為？」這種推論與下列

何者最接近？ 

（A）月盈則虧，水滿則溢 

（B）當局則迷，旁觀者清 

（C）礎潤而雨，月暈而風 

（D）上一次當，學一次乖 
 
18.「何物動人，二月杏花八月桂；有誰催我，三更燈火

五更雞」，上述對聯應該作為何種用途才恰當？ 

（A）花店開業聯 

（B）書齋聯 

（C）名勝古蹟聯 

（D）飯店開業聯 
 
19.建民在書上看到一段文字：「秦始皇統一天下之後，實

行了一連串的改革，其中，統一文字就是一項十分重要

的政策，李斯受命統一文字，這種文字就是□□。」□

□的文字應該是？  

（A）隸書  （B）楷書  （C）金文  （D）小篆 

 

20.「山，沒有病，頭髮卻不斷掉落，禍首是土石流。」

上文中未包含哪一種句型 ？ 

（A）表態句 

（B）敘述句 

（C）有無句 

（D）判斷句 

21.下列文句，何者用字完全正確？ 

（A）他對眾人的批評不但不以為忤，反而欣然接受。 

（B）醫護人員抱持誓死如歸的精神，為國人犧牲奉獻。 

（C）勤洗手，注重衛生與防疫習習相關。 

（D）對抗新冠肺炎病毒，台灣早已準備就序。 
 
22.「原來完美的狀態也是可怕的□這不一定是迷信，其  

  實也是一種生活經驗累積的智慧□因為沒有任何狀態， 

  包括完美，是持久的□而完美狀態的改變只有一個結果 

  ─變成不再完美。」文中□處，依序應填入何種標點 

  符號最恰當？ 

（A）：，。         （B）─：；  

（C）─。，      （D）：。， 
 

23.「先驅者是那種願意把自己視為：理所當然之事、前

例、教條都捨棄的人。當我們願意這麼做的時候，會發

生什麼事？人生不再是沿著單一方向前進的直線，而是

多線條的組合，朝各種方向飛去，在立體空間，上下探

索所有的可能性。」依據本文，下列何者最適合作為這

段文字的標題？ 

（A）尋找生命的奧秘 

（B）掌握人生的方向 

（C）單飛不寂寞 

（D）挑戰人生不設限 
 
24.「好書千年常如新」這句話的含義，與下列何者最接

近？ 

（A）好書如至友，永遠不相負 

（B）讀者的好惡能決定書的命運 

（C）好書是永遠不枯萎的植物，就像松柏般碧綠長青 

（D）只要書還在世上流傳，作者就會永垂不朽 
 
25.下列詩歌中，何者表現出無入而不自得的情懷？ 

（A）碧玉妝成一樹高，萬條垂下綠絲絛。不知細葉誰裁  

     出，二月春風似剪刀。 

（B）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涼風冬有雪。若無閒事掛心 

     頭，便是人間好時節。 

（C）終日尋春不見春，芒鞋踏破嶺頭雲。歸來笑拈梅花  

     嗅，春在枝頭已十分。 

（D）何處秋風至，蕭蕭送雁群。朝來入庭樹，孤客最先 

     聞。 

 

26.「平生淡薄，雞兒不見，童子休焦。家家都有閒鍋 

 灶，任意烹炮。煮湯的貼他三枚火燒，穿炒的助他一把 

 胡椒。倒省了我開東道，免終朝報曉，直睡到日頭高。」 

 由本曲內容看來，作者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A) 斤斤計較，一毛不拔  

(B) 得過且過，不求上進  

(C) 處事圓滑，面面俱到 

(D) 淡泊豁達，與世無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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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型冠狀病毒感染潛伏期約 5.2天，但也可能長達

14天。何時開始有傳染力並不清楚，某些個案可能在

無症狀階段就會傳染。 

    大多數個案以「發燒」和「乾咳」為主，部分病患

有其他症狀，例如肌肉酸痛、頭痛、喉嚨痛和腹瀉。不

過所有須住院者其肺部光片皆有浸潤現象，且胸部電腦

斷層出現毛玻璃狀病變。約 1/3病患接著產生急性呼吸

窘迫症候群，需要加護病房照護，尤其會發生在有其他

疾病的患者（例如糖尿病、高血壓）。 

27.根據上述資料，下列說明何者正確 ？ 

（A）出現症狀的確診病患，才具有傳染力 

（B）新型冠狀病毒病患一定會出現乾咳和腹瀉症狀 

（C）所有染上新型冠狀病毒患者肺部都有浸潤現象 

（D）有其他疾病的患者比一般人更需要加護病房照護 
 
28.「吳沃堯，字趼人，晚清小說家、報人。在其編撰的

《新笑林廣記》序中，他說：『邇日學者，深悟小說具

改良社會之能力於是競言小說。竊謂文字一路其所以入

人者，壯詞，不如諧語，故笑話小說尚焉。』又因部分

笑話『鄙俚不文，皆下流社會之惡謔』，他思而改良之，

作《新笑林廣記》。另一部《俏皮話》收錄 126 篇笑話，

先於報刊連載，之後發行單本。」根據這段文字，下列

敘述何者正確？ 

（A）吳沃堯以為理直氣壯的文字比笑話引人入勝 

（B）吳沃堯創作笑話的目的，是作為茶餘飯後的談資 

（C）晚清已有報刊發行，創作者可在報刊連載作品 

（D）《新笑林廣記》內容多鄙俚文學、戲謔之詞 
 

29.〈後園作回文詩〉：「斜峰繞徑曲，聳石帶山連。花餘 

拂戲鳥，樹密隱鳴蟬。」可正讀亦可反讀，營造出回旋反 

復的趣味。下列詩句，何者沒有運用相同的手法？  

(A) 泊雁鳴深渚，收霞落晚川 

(B) 春梅雜落雪，發樹幾花開 

(C) 遙望四邊雲接水，碧峰千點數鷗輕 

(D) 雲母屏風燭影深，長河漸落曉星沉 

 

30.語文中，有時會運用「兩個否定詞」來表示「肯定」 

  的意思，下列詞語何者屬於這種情況？                         

 （A）無可厚非     

 （B）無遠弗屆 

 （C）無牽無掛      

 （D）毋枉毋縱 

 

31.「我察覺自己始終沒有學會如何樂在生活，而只會追

逐成就；我終生都在追尋幸福，卻始終找不到。」這段

話的含義，與下列何者最接近？ 

(A) 身在幸福中往往看不到自己擁有的幸福 

(B) 追逐成功之路與通往幸福之路背道而馳 

(C) 真正的幸福在於能夠享受自己的生活 

(D) 胸懷大志的人在艱苦困難時也會感到幸福？                         

                            

 32.學期末了，老師請學生寫下對其他同學的評語，下列

評語何者帶有貶意？                         

 （A）文不加點    （B）飛揚跋扈 

 （C）休休有容    （D）自得其樂 

 

33.「長槍短戟，用各不同，但精其一，已足致勝。」這 

  段話意謂著什麼？                         

 （A）人貴求精不求多，貪多無益 

 （B）天生我材必有用，毋須妄自菲薄 

 （C）凡事盡其在我，不必在乎成敗 
 （D）人之不同悉如其面，不必強求其同 
 

34.「西湖香市，起於花朝，盡於端午。山東進香普陀者

日至，嘉、湖進香天竺者日至，至則與湖之人市焉，故

曰香市。」根據上述文意，「香市」的名稱由來為何？ 

（A）正逢春和景明鳥語花香時 

（B）西湖市集販售各類拜拜用香 

（C）進香時節湧入眾多進香客 

（D）市集充滿女子的脂粉香氣 

 

35.「然杭人遊湖，止午未申三時，其實湖光染翠之工， 

山嵐設色之妙，皆在________，________始極其濃媚。」 

由上文可知杭州人喜於午後遊湖，然作者對遊湖時間別有 

一番見解，除了月下遊湖之外，還有什麼時間是作者所青 

睞的？請從下列選項中，選出最合適填入畫線處的句子 

(A) 涼生子夜，晨光熹微   (B) 白露暖空，素月流天 

(C) 日正當中，斜陽西落  (D) 朝日始出，夕舂未下 

二、題組  
   

三峽 ‧北魏‧酈道元‧《水經》 

自三峽七百里中，兩岸連山，略無闕處；重岩疊嶂，

隱天蔽日，自非亭午夜分，不見曦月。至於夏水襄陵，

沿溯阻絕。或王命急宣，有時朝發白帝，暮到江陵，其

間千二百里，雖乘奔御風，不以疾也。春冬之時，則素

湍綠潭，回清倒影。絕巘多生怪柏，懸泉瀑布，飛漱其

間，清榮峻茂，良多趣味。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澗肅，

常有高猿長嘯，屬引淒異，空谷傳響，哀囀久絕。故漁

者歌曰：「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裳。」 

36.「或王命急宣，有時朝發白帝，暮到江陵，其間千二 

 百里，雖乘奔御風，不以疾也。」這段文字主要想表 

 達三峽的何種特色？  

 (A) 三峽水流迅速   (B) 三峽交通便利 

 (C) 王命傳喚急促   (D) 舟車往來疲憊 

 

37.三峽是漫漫長江中一段壯麗的風景，在酈道元的筆 

   下，三峽的美不分晝夜、不分四季各有風情，根據本 

   文內容，下列四則敘述，何者正確？ 

 (A)三峽兩岸崇山綿延，山勢高聳入天，連亭午夜分也   

    見不著日月     

                      P3.     背面還有試題 



(B) 春冬時生機勃發，急流、綠水、怪樹、飛瀑各在其間 

    趣味無限 

(C) 夏季時水勢高漲，甚至能漫過兩岸丘陵，船隻能夠逆 

    流而上 

(D)「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裳。」說明兩岸猿 

    鳴聲感人肺腑，令人喜極而泣 
 

          登泰山記      姚鼐《惜抱軒文集》 

    余以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自京師乘風雪，歷齊河、

長清，穿泰山西北谷，越長城之限，至於泰安。是月丁未，

與知府朱孝純子潁由南麓登。四十五里，道皆砌石爲磴，

其級七千有餘。 

    泰山正南面有三谷。中谷繞泰安城下，酈道元所謂「環

水」也。余始循以入，道少半，越中嶺，復循西谷，遂至

其巔。古時登山，循東谷入，道有天門。東谷者，古謂之

「天門谿水」，餘所不至也。今所經中嶺及山巔崖限當道

者，世皆謂之天門雲。道中迷霧冰滑，磴幾不可登。及其

上，蒼山負雪，明燭天南；望晚日照城郭，汶水、徂徠如

畫，而半山居霧若帶然。 

     戊申晦，五鼓與子穎坐日觀亭，待日出。大風揚積

雪擊面。亭東自足下皆雲漫。稍見雲中白若摴蒱數十立

者，山也。極天雲一線異色，須臾成五彩。日上，正赤如

丹，下有紅光，動搖承之。或曰：「此東海也。」回視日

觀以西峯，或得日，或否，絳皓駁色，而皆若僂。 

 

38. 下列有關本文寫作手法的敘述，何者正確？ 

 (A) 本文以順敘筆法寫成，兼有描寫和議論 

 (B) 第二段關於「天門」的介紹屬於補敘 

 (C) 以側面烘托手法呈現泰山的高峻 

 (D) 作者按照空間順序，寫日出前後的不同景色 

 

39.下列詩文所呈現的時間，何者與「戊申晦，五鼓與 

  子穎坐日觀亭，待日出。」相同？ 

(A) 五夜漏清天欲曙，萬年枝暖日初長  

(B) 一覺西堂亭午睡，悠悠春夢逐春風 

  (C) 初秋一雨新涼，子夜長吟未央  

  (D) 晚風拂柳笛聲殘，夕陽山外山 
 

40.下列有關本文的敘述，何者正確？ 

(A) 作者循東谷進入，沿路艱險，到達泰山山頂 

(B) 黃昏時，夕陽如丹砂般豔紅，天空呈現五彩顏色 

(C) 日出照耀下汶水、徂徠山就像是一幅美麗的山水畫 

(D)「蒼山負雪，明燭天南」是寫山頂所見之美 

 

 

       

 

 

試題結束，祝考試順利 

 

 

 

 

 

 

 

 

 

 

 

 

 

 

 

 

 

 

 

 

 

 

 

 

 

 

 

 

 

 

 

 

 

 

 

 

 

 

 

 

 

 

 

 

 

 

 

 

 

P4.



    新北市立福營國中一 0八學年度第二學期九年級國文科第一次段考試題答案 

 

1. D 2. A 3. C 4. B 5. A 6. D 7. C 8. B 9. A 10. C 

11. B 12. D 13. C 14. A 15. D 16. B 17. C 18. B 19. D 20. A 

21. A 22. B 23. D 24. C 25. B 26. D 27. D 28. C 29. D 30. B 

31. C 32. B 33. A 34. C 35. D 36. A 37. B 38. C 39. A 40. 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