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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北市立福營國民中學 109學年度第學期九年級國文科第一次段考試題卷 

(請使用 2B鉛筆在電腦卡上依題號畫卡) 

一、 選擇題（每題 2.5分）共 40題，考卷有五面 

1. 下列選項「」中的字，何組讀音前後相同？  

(A) 身先士「卒」／倉「卒」成軍       (B）行「拂」亂其所為／法家「拂」士 

(C）勤能補「拙」／相形見「絀」       (D)「黎」民百姓／面目「黧」黑 

2. 下列選項「」中的字義，何組意思前後相同？ 

(A)桃花盡「謝」／水流花「謝」             (B)坐斷東南戰未「休」／「休」養生息 

(C）心平氣「和」／「和」衣而眠            (D)談經論「道」／「道」聽途說  

3. 下列選項「」中的注音寫成國字後，何組字形前後相同？ 

(A)言語「ㄒㄧ」落／事有「ㄒㄧ」蹺      (B)「ㄩㄣˊㄩㄣˊ」眾生／辛苦耕「ㄩㄣˊ」 

(C)「ㄈㄢˊ」花盛開／「ㄈㄢˊ」衍不絕  (D)不「ㄎㄢ」一擊／「ㄎㄢ」正錯誤 

4. 下列「」中的字經替換後，何者意思沒有改變? 

(A) 漫「卷」詩書喜欲狂／蜷   

(B)「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早   

(C)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毋     

(D)困於心，「衡」於慮／恆 

5. 下列「 」中的成語都出自孟子一書，何者使用正確？  

(A)任何事應該持之以恆，秉持「己飢己溺」的態度，即使再困難的事也容易了 

(B)聽了理化老師解說會考題型後，同學們「茅塞頓開」不再疑惑 

    (C)這次模擬考題題型刁鑽艱澀，對我而言如同「反掌折枝」，成績慘況不忍卒睹 

   (D)當權者若能秉持「引領而望」、民胞物與的精神，才能改善全國國民的生活          

6. 「昨夜雨疏風驟，濃睡不消殘酒。試問卷簾人，卻道海棠依舊。知否，知否？應是綠肥紅瘦。」        

(李清照 如夢令)關於本闋詞，下列描述何者正確？  

(A)由詞中可感受捲簾人心態是多愁善感  

(B)由詞中感受到作者知音難尋的苦悶    

(C)綠肥是指海棠葉或綠葉茂密，紅瘦是指海棠花或紅花凋謝。    

    (D「濃睡不消殘酒」是指作者藉酒消愁，抒發抑鬱不得志的心情 

7. 同一個詞語有時會出現「一詞多義」的現象，下列各「 」中詞語，何者前後意思相同？ 

(A)母親說行為舉止要落落「大方」、循規蹈矩，才不會貽笑「大方」  

(B)因為他的揮霍無度，不過一年「光景」，家中「光景」就一落千丈 

(C)他為人嶔崎磊落、風格「非凡」而且不自視「非凡」、驕矜自滿   

(D)聲名「狼藉」的通緝要犯，被警方發現躲在一片「狼藉」的廢棄工廠內 

8. 下列關於論語和孟子的比較，何者敘述正確？  

(Ａ)作者—論語：孔子與其弟子／孟子：孟子與其弟子  

(Ｂ)時代—論語：戰國／孟子：春秋  

(Ｃ)重要思想—論語：性善學說，實施仁政，民貴君輕／孟子：以仁為本，有教無類，因材施教  

(Ｄ)特色—論語：篇幅短小，文字簡約／孟子：長篇，文辭犀利，善譬喻。 

9. 下列「」的語詞說明，何者意思說明正確？  

(Ａ)「行」拂亂其所為:行人  

(Ｂ)桂花，真教我「魂牽夢縈」:極為思念的意思  

(Ｃ)王老先生上星期因跌倒，「朱顏」蒼白:容貌憔悴 

(Ｄ)赤膊，無關乎「瀟灑」:行為不加約束，隨心所欲 

10. 「平分秋色一輪滿，常伴雲衢千里明。」文句中所描述的傳統節日，與下列何者相同？  

(Ａ)有燈無月不娛人，有月無燈不算春。春到人間人似玉，燈繞月下月如銀  

(Ｂ)暮雲收盡溢清寒，銀漢無聲轉玉盤。此生此夜不長好，明年明月何處看  

(Ｃ)爆竹聲中歲又除，頓回和氣滿寰區。春風解綠江南樹，不與人間染白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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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銀燭秋光冷畫屏，輕羅小扇撲流螢。天階夜色涼如水，坐看牽牛織女星。 

11. 關於辛棄疾 南鄉子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Ａ)「年少萬兜鍪，坐斷東南戰未休」讚嘆孫權少年有為  

(Ｂ)「滿眼風光北固樓」描述周遭景色幅員遼闊，氣壯山河 

(Ｃ)「天下英雄誰敵手？曹 劉」暗指作者的能力足以媲美曹 劉  

(Ｄ)「生子當如孫仲謀」點出當時北宋朝臣對孩子的期許。 

12. 下列有關「詞」的說明，何者正確？  

(Ａ)詞是宋代時新創的體裁，目的是為配合音樂唱  

(Ｂ)詞的字數、句數、用韻皆有嚴格規定，唯平仄運用自由  

(Ｃ)是宋代文學的代表，與漢賦、唐詩、元曲並稱為中國四大韻文  

(Ｄ)詩由詞發展而來，又稱為「詞餘」，詞因句子有長有短也叫「長短句」 

13. 下列文句，何者文意最為通順? 

(A)八歲小童尚且能明白簡單的做人道理，倒不如大人 

(B)面對敵國威脅，李將軍寧可背水一戰也不願苟且偷生 

(C)與其未來因會考挫敗而遺憾，也要現在做好充分準備 

(D)兩國既然已經協定停戰，反而應還給人民和平的家園 

14. 關於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一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文章開門見山點明主旨，再舉例說明   

(B) 全文以「人恆過，然後能改」為綱領，貫串全文 

(C) 列舉六位聖賢的事例，說明「先苦後甘」的道理 

(D)在本文主旨在啟示人要居安思危，有憂患意識。 

15. 關於土這一首詩的賞析，下列何者敘述完全正確？  

(Ａ)第一節以赤膊、赤足、揮汗凸顯農夫不畏寒冷的健壯形象  

(Ｂ)「揮汗吟哦自己的吟哦」是農民抒發內心憤慨的之意  

(Ｃ)「沿著寬厚的田畝，也沿著祖先滴不完的汗漬」象徵農人克紹箕裘的傳承精神  

(Ｄ)「不爭、不吵，沉默的等待」諷刺農人的憨愚，不懂爭取權益。 

16. 「鄉愁是一棵沒有年輪的樹／永不老去」這句話有何涵義？ 

(A)鄉愁會因思念而遺忘歲月流逝    

(B)鄉愁不會因時光流逝而消失    

(C)鄉愁像飛鳥掠過天空，漸漸消逝    

(D)鄉愁像尋常事物 ，似無所見又非視而不見 

17. 「南朝的時候／我打此經過／寫了幾首詩／和女子調笑／他們戲稱我為／帝王／歷史要細數我／王

國的罪愆／但是／我的罪／何止亡國？」這首詩所歌詠的對象應該是下列何人？ 

(A)孫仲謀 (B)李世民 (C)謝靈運(D)李煜   

18. 「要是年輕一代不曉得往何處去，那他一定會步入父親的舊路」這句話代表了哪一種意涵？ 

(A)父母在潛移默化中影響了子女的未來  

(B)身為子女應該要克紹箕裘，繼承父母親的事業   

(C)只有透過父母親的引導，子女才知道未來方向 

(D)現代年輕人因徬徨無知，不知何去何從，只能繼承父業 

19. 「『文案詩歌』是種文化創意產業的概念，詩歌可以成為包裝的一種形式，讓商品的價值也隨著文字

美感被想像出來。」下列文案中的商品，何者可以用來解決「衣服晒不乾」的問題？ 

(A)在這縮小的世界／我看見／我們定格的曾經   

(B)火山的灰燼，擁抱後的溫柔碎片／──人類偉大的暫存技術／使用方法：摩擦，像曾經搓熱一個    

   人的掌心，抵禦冰河時期   

(C)讓我把你潮溼的憂傷，／一點，一滴，收藏   

(D)其實一切都可以重來／那些曾經錯誤／就用微笑掩蓋 

20. 陳芳明 書寫就是旅行: 「手上緊握的筆，往往承載著無以排遣的相思。」這句話揭露作者思鄉之情，

下列何者也表現了相同的感情？ 

(A)終南陰嶺秀，積雪浮雲端。林表明霽色，城中增暮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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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近寒食雨草萋萋，著麥苗風柳映隄。等是有家歸未得，杜鵑休向耳邊啼   

(C)故人西辭黃鶴樓，煙花三月下揚州。孤帆遠影碧空盡，惟見長江天際流  

(D)打起黃鶯兒，莫教枝上啼。啼時驚妾夢，不得到遼西 。 

21. 「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一文中，所要表達的道理，與下列何者最接近？ 

(A)人生須知道有負責任的苦處，才能知道有盡責任的樂處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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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會打算盤的人，只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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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下列關於人物與經歷的配對，何者完全正確？  

(A)管夷吾：初為販賣魚鹽的商人，周文王把他推荐給商紂王    

(B)百里奚：避禍於海濱，被楚莊王舉用為宰相」    

(C)傅說：本為人築牆，被殷高宗舉用為相   

(D)孫叔敖：身為奴隸，被秦穆公從市場贖回舉用為大夫  

23. 「事情的結果儘管重要，但處理的過程更加重要，好結果固然使我們快樂，但完美的過程卻充實我們

的生命，甚至一輩子回味無窮。」下列何者最符合以上文句的涵義？ 

(A)既關心收穫，更在乎耕耘     

(B)辛勤有代價，汗水不白流 

(C)凡是豈能盡如人意，但求無愧我心   

    (D)勝敗乃兵家常事，不足為憂 

24. 「明月別枝驚鵲，清風半夜鳴蟬。稻花香裏說豐年，聽取蛙聲一片。    七八個星天外，兩三點雨山

前。舊時茅店社林邊，路轉溪橋忽見。」 (辛棄疾 西江月 夜行黃沙道中)關於本闋詞，下列描述何者

正確？ 

(A)作者清風夜半不成眠，是因為感時悲國情懷        

(B)上片由聽覺描述，下片則寫視覺效果   

(C)「兩三點雨山前」是寫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情境          

(D)寫出黃沙當地在此季節天氣多變 

25. 「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恆存乎疢疾。」旨在說明什麼?  

(A)困苦的遭遇，往往使人喪失智慧判斷  

(B)窮困的生活往往會使人志氣短淺  

(C)困頓的環境，能使人增加德智慧與能力  

(D)過度勞累的心智，容易引發疾病  

26. 「在夜裡的夢中，常常是家裡的小屋在風雨中坍塌，或是母親的頭髮一根一根地白了。在白天的生活

中，常是不愛看與故鄉不同的東西，而又不敢看與故鄉相同的東西。」(失根的蘭花)，這段文字描述

作者何種心情? 

(A)年華逝去，青春不再  

(B)近鄉情怯，人事全非 

(C)人生若夢，短暫虛幻  

(D)懷念親舊，思鄉情切 

27.  下列文句，何者沒有冗言贅字？  

(A)戰場上局勢瞬息萬變，將領須具備臨機應變的能力 

(B)台南小吃名聞遐邇，吸引了不少很多老饕前往品嘗美食 

(C)重用小人而疏遠法家拂士，此作法無疑確實自取滅亡  

(D)國家擁有無數精兵猛將就好比像金城湯池般守衛疆土 

28. 李後主 虞美人:「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是以譬喻的手法描寫愁思。下列修辭技

巧何者與此相同?  

(A)雁來音信無憑，路遙歸夢難成。離恨恰如春草，更行更遠還生 

(B)一種相思，兩處閒愁。此情無計可消除，才下眉頭，卻上心頭 

(C)壯志飢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待從頭、收拾舊山河，朝天闕 

    (D)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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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如果冷冷漠漠的病蟲害／或是狂暴的風雨／蝕盡所有辛辛苦苦的寫上去的足印／不悲、不怨，繼續

走下去」由此段可看出農人們具有何種的處事態度？  

(A)氣勢充盈天地，驕矜自大，睥睨天下人 

(B)愛惜自然，方能永保永續生存的環境  

(C)順應天意，安於性命，處之怡然自得 

(D)追隨潮流，自然永遠有意外的驚喜 

30. 「赤膊，無關乎瀟灑／赤足，無關乎詩意／至於揮汗吟哦自己的吟哦／詠嘆自己的詠嘆／無關乎閒愁

逸致，更無關乎／走進不走進歷史」關於這一節詩的賞析，下列何者說明正確？  

(Ａ)藉由「赤膊」、「赤足」、「揮汗」來描寫農民辛勤耕作的形象  

(Ｂ)刻畫農民抒發己志，作詩詠嘆自己的辛苦結晶  

(Ｃ)赤膊、赤足較能表達農民的瀟灑與詩意  

(Ｄ)儘管歷史不會記載農民這些小人物，但是農民仍堅持不懈。  

31. 有關李煜早期作品，風格綺麗柔靡；晚期則表現哀怨淒絕、感慨深沉。依此風格判斷，下列何者是李

煜早期的作品？ 

(A)林花謝了春紅，太匆匆，無奈朝來寒雨晚來風。 胭脂淚，相留醉，幾時重？自是人生長恨水長東   

(B)雲一緺，玉一梭，淡淡衫兒薄薄羅。輕顰雙黛螺。   秋風多，雨相和，簾外芭蕉三兩窠。夜長人  

   奈何！  

(C)四十年來家國，三千里地山河。鳳閣龍樓連霄漢，玉樹瓊枝作煙蘿，幾曾識干戈？    一旦歸為 

   臣虜，沈腰潘鬢消磨。最是倉皇辭廟日，教坊猶奏別離歌，垂淚對宮娥   

(D)簾外雨潺潺，春意闌珊。羅衾不耐五更寒。夢裡不知身是客，一晌貪歡。  獨自莫憑欄，無限 

   江山，別時容易見時難。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 

 

32. 根據本文推知，南渡的達官名士對於復國一事抱持何種心態？ 

(A)期望有志之士能早日收復國土 (B)放浪形骸縱酒作樂，藉以忘記國仇家恨   (C)互相勸勉努力報

國，恢復失土   (D)安於現狀苟且偷安，無心收復失土 

33. 下列何者所表達的情感，與「風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異」不同？ 

(A)雕欄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 (B)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  (C)何處望神州？滿眼風光

北固樓   (D)吳宮花草埋幽徑，晉代衣冠成古丘 

 

34. 「泰山崩于前而色不變，麋鹿興于左而目不瞬」用以比喻？ 

(A)豪氣干雲   (B)沉著冷靜  (C)洞燭機先  (D)勇猛無比 

35. 作者認為要當一名好將領，首先必須要具備何種特質？ 

(A) 培養霸氣，激勵人心 (B)收買人心，制敵機先 (C)以義勵士，堅定心性 (D)粗枝大葉，不拘小節 

 

楚囚對泣 

   過江諸人，每至美日，輒相邀新亭，藉卉飲宴。周侯中坐而歎曰：「風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

異！」皆相視流淚。唯王丞相愀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  

                                                              《世說新語．言語》 

心術 

    為將之道，當先治心；泰山崩于前而色不變，麋鹿興于左而目不瞬；然後可以制利害，

可以待敵。凡兵上義；不義，雖利勿動。非一動之為利害，而他日將有所不可措手足也。

夫惟義可以怒士，士以義怒，可與百戰。 

                                                            〈心術．蘇洵〉 



 5 

36. 本文的內容應是下列何者？ 

(A)介紹清代各地區特有的食材與烹調方式 

    (B)介紹慈禧太后、皇后與嬪妃的用餐禮儀 

    (C)介紹慈禧太后的飲食習慣與用膳菜色總類 

    (D)介紹清代各個後宮嬪妃的用餐禁忌與習慣 

37. 慈禧太后用餐習慣中特別要準備粥品，下列文句，何者也在描寫粥？ 

(A)見水不見米，非也；見米不見水，非也。俾使水米融洽，柔膩如一 

(B)雞蛋百個，用鹽一兩、粗茶業主兩支香為度，可做點心 

(C)麵糊攤開，裹肉為餡蒸之。其討好處全在作餡得法，不過肉嫩、去筋、作料而已。 

(D)將細麵下湯瀝乾，放碗中，用雞肉、香蕈濃滷，臨吃，各自取瓢加上 

38. 下列「」中的字，何者讀音前後相同？ 

(A)胭「脂」花粉 ／屈「指」可數 (B)御廚「供」膳／「拱」手讓人 (C)以蜜「漬」之／名勝古「蹟」 

    (D)肉餡「炕」餅／「伉」儷情深  

 

39. 「期期艾艾」可用來形容因口吃或焦急而說話不流利。下列成語，何者與說話口才好壞無關？ 

(A)侃侃而談 (B)各執一詞 (C)對答如流(D)口若懸河 

40. 「卿云『艾艾… …』，為是幾艾？」此句是設問中的疑問。何者用法與此相同？ (A)天下英雄誰敵手？

曹 劉  (B)孔子云: 「何陋之有？」 (C)怎麼還不搖桂花嘛？  (D)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

東流                                                     

 

 

 

 

 

試題結束，請再次檢查 
 

 

 

 

 

孝欽后之飲食品           徐珂 

    孝欽喜食燒烤與醬及麥類，餅為炕餅、蒸餅、椒鹽餅、甜餅，亦有以肉為餡者，其式為龍形、

蝶形、花形，又有大米小米粥、綠豆糕、花生糕帶甜湯，凡此種種，皆常膳所必備者也。米飯以

玉田稻米為之，長及寸，有胭脂、碧粳諸名。常膳必備粥，至五十餘種之多，稻梁菽麥無所不有。

故每餐所耗輒需百金。 

    御廚供膳，小菜俱盛以碟，如醃西瓜皮之類，亦燦然大備，其味精絕，聞別有泡製之方。 

    大梨切為塊，以密漬之，尤為雋味，諸王大臣時蒙撤賜。孝欽晚年，時患咳，故以此代滋潤

之品焉。 

    水皆於玉泉山汲之，清洌異常，非泥沙俱下者所能比也。 

    太后用膳畢，輒命皇后、宮妃等食之，然不得坐，惟立而餐之，且不敢言語。 

 

                                                  *注: 孝欽是清 慈禧太后的諡號 

                                                             

鄧艾口吃 

    鄧艾口吃，語稱「艾艾… …」。晉文王戲之曰：「卿云『艾艾… …』，為是幾艾？」對曰：「『鳳

兮，鳳兮』，故是一『鳳』。」 

                                                            《世說新語．言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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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立福營國民中學 109學年度第一學期九年級國文科第次段考解答卷 

(請使用 2B鉛筆在電腦卡上依題號畫卡) 

一、選擇題（每題 2.5分）  

 

1 2 3 4 5 6 7 8 9 10 

D A C B B C C D B B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A C B D C B D A C B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D C A B C D A A C A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B D B B C C A D B 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