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北市立福營國中 109 學年度第一學期九年級國文科第二次段考試題卷
(請使用 2B 黑色筆書寫，並依題號於答案卷上作答)

ㄧ、選擇題：100 %（每題2.5分、共40題）
1.下列選項「 」中的字，何組讀音完全相同？
(A)日「啗」芻豆／「諂」媚奉承
(B)足「履」平地／一「縷」炊煙
(C)「踅」了一趟／空谷「跫」音
(D)「駑」鈍之才／浪費公「帑」
2.下列「 」中的注音寫成國字後，何組字形相同？
(A)鋪好坐「ㄉㄧㄢˋ」／代「ㄉㄧㄢˋ」款項
(B) 遊湖畫「ㄈㄤˇ」／模「ㄈㄤˇ」他人
(C)三顧茅「ㄌㄨˊ」／「ㄌㄨˊ」葦花開
(D)「ㄈㄢˋ」宇僧樓／「ㄈㄢˋ」夫走卒
3.下列選項「 」中的字，何者字義前後不相同？
(A)人「微」言輕／出身寒「微」
(B)格格「價」飛／嗶剝「價」響
(C)雕梁「畫」棟／三更「畫」舫
(D)嘆賞不「絕」／「絕」妙好辭
4.下列「 」中的詞語，何者經替換後意思改變？
(A)「開發」了車價酒錢：支付
(B)能夠得到她的青睞，他「格外」開心：特別
(C)中國古典建築有著「曲折」的迴廊：盤旋
(D)官員辦事，往往都是虛應「故事」而不認真，是要不得的：舊例
5.下列關於習慣說一文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採第一人稱立場，先敘後論，前三段敘事，末段議論
(B)以「習之中人甚矣哉」點出主題，並引申出「君子之學貴有恆」的大道理
(C)作者藉由少年時代的經驗，說明習慣乃日漸養成，不可輕忽
(D)第二段引父親之訓誡，暗示見微知著的道理

滿江紅

岳飛

怒髮衝冠，憑欄處、瀟瀟雨歇。抬望眼，仰天長嘯，壯懷激烈。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雲
和月。莫等閒，白了少年頭，空悲切！
靖康恥，猶未雪；臣子恨，何時滅？駕長車踏破賀蘭
山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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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關於本闋詞，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駕長車踏破賀蘭山缺」寫出身陷敵營的困境
(B)「壯志飢餐胡虜肉」展現消滅蒙古人的壯志豪情
(C)「三十功名塵與土」可看出作者功成不居的胸懷
(D)「八千里路雲和月」說明故國千里，不堪回首
7.下列文句，何者用字完全正確？
(A)紐約是個交通便利、人口綢密的都市
(B)企鵝的高人氣招來了大批遊客，使得動物園市聲頂沸、熱鬧非凡
(C)求職屢屢碰壁的迥境，打擊了一顆年輕的心
(D)雪花紛飛彷如小精靈，輕盈曼妙地飛舞於天地之間
8.下列各選項中的數量詞，何者使用不恰當？
(A)桌上那一棵鳳梨，看起來十分香甜可口
(B)小姑娘在慶生會上，那一張桃紅的笑臉，格外嬌美
(C)李醫師診所開張，朋友們致贈匾額一方
(D)宴會上的女主人身穿一襲寶藍色的旗袍，非常美麗
9.下列選項「 」中的字，何組意思前後相同？
(A)足利「平」地／取土「平」之
(B)既久而遂安「之」╱習「之」中人
(C)反窒「焉」而不寧／心不在「焉」
(D)已而復「然」／古之人皆「然」
10.柯南是個「朝九晚五」的上班族，每天生活極有規律。請問：以古人十二地支計時方式來看，下列哪一個作息
說明較不合理？
(A)下班後，他偶爾會和同事相約「戌時」去看電影
(B)注重養生的他，總是盡量在「丑時」就寢
(C)每天「卯時」他都在公園晨跑，鍛鍊身體
(D)過了「酉時」，他偶爾會和同事相約去喝個小酒
11.下列文句中的詞語運用，何者使用最為恰當？
(A)老師臉色都變了，他還繼續開玩笑，真是不識之無啊
(B)那個小寶寶戴上帽子，一副花枝招展的模樣，真討人喜歡
(C)即使經費不足，她仍苦心孤詣研發新藥，希望能造福病患
(D)溫厚謙和的爺爺總是倚老賣老，提供我們寶貴的人生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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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有關良馬對一文的寫作手法，下列何者敘述錯誤？
(A)以良馬與劣馬兩兩對比，來凸顯出良馬的才能和難得
(B)藉物說理，透過對話的形式來說理的文章
(C)「力裕而不求逞」暗指有才能卻含蓄謙遜、不露鋒芒之人
(D)「寡取易盈，好逞易窮」指雖然貧窮卻不貪求之人
靈性生感情，感情生哭泣。城崩杞婦①之哭，竹染湘妃②之淚，此有力類之哭泣也。有力類之哭泣又分
兩種：以哭泣為哭泣者，其力尚弱；不以哭泣為哭泣者，其力甚勁，其行乃彌遠也。〈離騷〉為屈大夫③之
哭泣，《史記》為太史公④之哭泣。
吾人生今之時，有身世之感情，有家國之感情，有社會之感情，有種教⑤之感情。其感情愈深者，其哭
泣愈痛，此洪都百鍊生所以有《老殘遊記》之作也。
棋局已殘，吾人將老，欲不哭泣也得乎？吾知海內千芳，人間萬豔，必有與吾同哭同悲者焉！
（節錄自劉鶚《老殘遊記•自序》）
【注釋】
① 杞婦：指杞梁之妻。相傳春秋時齊大夫杞梁戰死，其妻於城下大哭十日，城牆為之倒塌。待其夫下葬
後，投水而死。
② 湘妃：指娥皇、女英，相傳為堯之二女，同嫁於舜。後舜不幸身亡，二女傷痛，其淚沾於湘江畔之竹
子，使竹盡成斑，後投江自盡。
③屈大夫：戰國時楚大夫屈原。
④太史公：西漢 司馬遷，曾任太史令，故稱「太史公」。
⑤種教：種族宗教。
13.下列有關「棋局已殘，吾人將老」的含義說明，何者正確？
(A)面對殘破之世局，不因年紀已大，仍想作最後一搏
(B)慨嘆國家氣數已盡，一般人將難以終老於世
(C)眼見清末局勢危急，卻無能為力
(D)作者因年老力衰，對下棋已不再感興趣
14.「日本 7-Eleven 創辦人鈴木敏文，從推出生鮮商品的三十多年來，上萬個日子的午餐，都習慣以 7-Eleven 商
品解決，甚至週末也帶著試吃品回家。因為不斷試吃，他總是可以發現商品的缺點，也因為他親自試吃，開發
商品的員工更是戰戰兢兢。這種堅持不斷的習慣，讓他成功領導日本最大的零售通路集團，更被日本媒體稱作
是繼松下幸之助之後，日本『新經營之神』。小習慣只要加上持續的力量終能成就大事。」根據上述例子，可
用下列何者來形容鈴木敏文？
(A)金石可鏤，滴水穿石
(B)善用權勢，造福大眾
(C)冒險犯難，險中求貴
(D)誠以待人，嚴以律己
15.下列「 」中的字，何組不是指真正的顏色？
(A) 明眸「皓」齒／「白」首偕老
(B)「赤」手空拳／ 飛「黃」騰達
(C) 青紅「皂」白／蒼松「翠」柏
(D) 一抹「緋」紅／「朱」墨爛然

千金買骨

《戰國策燕策》

古之君人，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三年不能得。涓人言於君曰：「請求之。」君遣之。三月得千里馬，
馬已死，買其首五百金，反以報君。君大怒曰：「所求者生馬，安市死馬而捐五百金！」涓人對曰：「死馬
且買之五百金，況生馬乎？天下必以王為能市馬，馬今至矣。」於是不能期年，千里之馬至者三。
16.文中涓人花費五百金買千里馬的頭，主要用意為何？
(A)想證明世上根本沒有千里馬
(B)想藉著豪奢一擲來沽名釣譽
(C)為了讓國君對買千里馬一事死心
(D)向世人表明君王買馬的真心誠意

《春夜宴桃李園序》

李白

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光陰者，百代之過客。而浮生若夢，為歡幾何？古人秉燭夜遊，良有以也。況
陽春召我以煙景，大塊假我以文章。會桃李之芳園，序天倫之 樂事。群季俊秀，皆為惠連；吾人詠歌，獨
慚康樂。幽賞未已，高談轉清。開瓊筵以 坐花，飛羽觴而醉月。不有佳作，何伸雅懷？如詩成，罰依金谷
酒數。
17.這篇文章為什麼要提起「獨慚康樂」、又有甚麼意義呢?
(A)自覺不如謝靈運有名
(B)為自謙己拙之詞
(C)苦無詠歌作樂的機會
(D)稱謝靈運兄弟的才華
18.下列「 」中的詞語經替換後，何者意思不變？
(A)我喜歡慢慢走過陌生的城鎮，給自己充足時間「領略」新的空間：領會（張讓 旅人的眼睛）
(B)四周的山仍在睡覺，罩著「朦朧」的墨綠色彩：澄淨（陳列 我的太魯閣）
(C)廣場、皇宮、教堂或大街小巷，你隨便「徜徉」：俯瞰（隱地 布拉格，你能守住現在的寧靜嗎？）
(D)晚上滿天星，在極靜的鏡頭裡頭，「兀自」不歇的閃動：胡亂（梁啟超 遊錫蘭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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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下列有關〈大明湖〉的寫作技巧，何者說明錯誤？
(A)文中從仰望千佛山，到俯視大明湖，又移近到荷花池上，是依視線的移動將景物做高低遠近的呈現
(B)全文以白描手法為主，多處使用摹寫技巧，無論靜態或動態皆顯得生動有致
(C)全文取景偏重於「湖面風光」，因此對荷花、荷葉著墨較多
(D)文中依遊覽順序，一一描寫旅途中所見的勝景，同時在文中適時穿插古人的聯語，引領讀者感受大明湖的
文雅氣息
20.「一路秋山紅葉，老圃黃花」一句，可判斷出作者描寫的是秋天景致。下列各句所描述的季節何者也是秋天？
(A)菡萏香銷翠葉殘，西風愁起綠波間 （南唐·李璟《浣溪沙》）
(B)聞道春還未相識，走傍寒梅訪訊息 （唐·李白《早春寄王漢陽》）
(C)漠漠輕寒上小樓，曉陰無賴似窮秋 （宋·秦觀《浣溪沙》）
(D)過雨荷花滿院香，沈李浮瓜冰雪涼 （宋·李重元《憶王孫·夏詞》）
21.「而自己態度傲慢，言語莽撞，豈不像吳剛手中不停砍伐的巨斧，深深砍傷媽媽的身心？」這段文字使用了
設問法，其答案在問題的反面，下列何者亦是如此？
(A)你道鐵公是誰？就是明初與燕王為難的那位鐵鉉
(B)一室之不治，何以天下國家為
(C)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
(D) 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
22.岳飛一生為國家付出，但最後為奸臣所害。下列對聯，何者是歌頌精忠報國的岳飛？
(A)若非先生垂三顧／誰識茅廬一臥龍
(B)猶留正氣參天地 ／永刻丹心照古今
(C)鎮瀾安邦赫赫神功興大甲／瀾平波穩洋洋聖德溯湄洲 (D)正邪自古同冰炭／毀譽於今判偽真
23.「習慣使人安於現實，耽於逸樂，按照一定的軌道生活及行動，久而久之容易產生妥協的心態，對於周遭不
合理的狀況，不再敏銳地覺察及反應。因此，習慣往往像牢籠一樣，雖有某種保護作用，其實卻限制了我們
的自由。」這段文字的主旨，與下列何者最接近？
(A)規律的生活有助於好習慣的養成
(B)習慣使人們麻木且易向環境妥協
(C)習慣能提昇人們自我保護的能力。
(D)人的能力可藉由良好習慣而提昇

醉翁亭記

歐陽脩

環滁皆山也。其西南諸峯，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山行六七里，漸聞水聲潺潺，而瀉
出於兩峯之間者，讓泉也。峯迴路轉，有亭翼然臨於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誰？山之僧智僊也。名之者
誰？太守自謂也。太守與客來飲於此，飲少輒醉，而年又最高，故自號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
水之間也。山水之樂，得之心而寓之酒也。
若夫日出而林霏開，雲歸而巖穴暝，晦明變化者，山間之朝暮也。野芳發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陰，風霜
高潔，水落而石出者，山間之四時也。朝而往，暮而歸，四時之景不同，而樂亦無窮也。
24.〈醉翁亭記〉描述了瑯琊山的四季之景，就其所描寫的景色、情境判斷，下列詩文「前 ／後」季節的選項
何者相同？
(A)水落而石出／迴車駕言邁，悠悠涉長道。 四顧何茫茫，東風搖百草
(B)風霜高潔／試問閑愁都幾許？一川煙草，滿城風絮，梅子黃時雨
(C)野芳發而幽香／江陵城西二月尾，花不見桃惟見李。風揉雨練雪羞比，波濤翻空杳無涘
(D)佳木秀而繁陰／江雨霏霏江草齊，六朝如夢鳥空啼。無情最是臺城柳，依舊煙籠十里堤
25.張醫師最近搬了新家，在牆上掛了不少匾額，其中有一塊是她去年當選台北市立法委員時，親友們所致贈
的。依你判斷是哪一個？
（A）
（B）
（C）
（D）

再世華陀
管仲、隰朋從於桓公而伐孤竹，春往冬反，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
遂得道。行山中無水，隰朋曰：「蟻冬居山之陽，夏居山之陰，蟻壤一寸而仞有水。」乃掘地，遂得水。以
管仲之聖，而隰朋之智，至其所不知，不難師於老馬與蟻，今人不知以其愚心而師聖人之智，不亦過乎。

（韓非子 說林上）
26.本文的主旨在說明下列何者？
(A)有疑必問才能成功
(B)遠行前應備妥指南針
(C)重視自己的方向感
(D)注重生活經驗
27.根據春聯貼法的通例來檢視，下列哪一副「貼反」了？
(A)冬去山明水秀， 春來鳥語花香
(B)芳草碧深春雨後，桃花紅到夕陽邊
(C)芳氣滿山穿，輝光遍草木
(D)鳳律新調三陽開泰 鴻猶丕振四季亨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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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牛症與瘦肉精
狂牛症的學名叫做「牛海綿樣腦症」，是牛腦細胞發生空泡狀病變，在腦部組織形成如同海綿空隙一般，
故稱海綿樣腦症。牛隻感染初期會出現神經性的異常行為，如行動遲緩、精神沉鬱、煩躁不安、動作無法協調，
進一步會對聲音、觸覺和周遭環境相當敏感，常有易驚易怒的強烈反應，同時舉動蹣跚、泌乳量降低和顯著虛
弱等症狀，因此有「狂牛病」的俗稱，最早的狂牛病例 1986 年發生在英國，曾造成十幾萬頭牛隻死亡。
目前近似狂牛症的人類「新變型庫賈氏症」患者剛開始會產生憂鬱、焦慮及幻覺的症狀，接著慢慢出現走
路不穩、行動困難以及無法自主的肢體動作，最後智力衰退，多數患者一年內死亡，目前仍無藥可醫。「新變
型庫賈氏症」首例同樣發生在英國（1996 年），目前尚無法確定「新變型庫賈氏症」源自狂牛症，美國曾在 2003
年出現狂牛症疫情，當時許多國家包括臺灣均曾禁止北美地區的牛、羊產品進口，目前則採有條件開放。
「瘦肉精」是一種動物用藥，將瘦肉精添加於飼料中，可以增加動物的瘦肉量，減少飼料使用，使肉品提
早上市，降低成本，但對人體會產生副作用，因此各國開放使用的標準不一。牲畜吃了含瘦肉精的飼料，殘留
瘦肉精會積蓄在肝、肺等處，如果不依照規定使用，以致殘餘量過高，民眾大量食用後，將會出現噁心、頭暈、
肌肉顫抖、心悸、血壓上升等中毒徵狀。
2012 年政府考慮訂定瘦肉精殘餘標準，招致對可能殘留瘦肉精的美國牛肉進口的輿論批評，引發朝野對
開放美牛進口與否爭議不休，前美國 在臺協會理事主席卜睿哲表示：「問題首先是美國不應該向貿易夥伴出售
不安全的食品，至於食品是否安全，該由衛生專家決定，這是解決美牛進口爭議的基礎。」
2021 年元旦將開放含瘦肉精美豬及 30 月齡以上美牛。美牛進口，將放寬牛齡限制：原本規範僅開放 30
個月以下牛齡，明年元旦起，將開放 30 個月齡以上進口。美豬鬆綁進口標準，訂定安全容許值：過去規定美
國進口豬肉不可使用瘦肉精，新規範則開放使用瘦肉精，但需符合萊克多巴胺濃度的安全容許值，肌肉.01ppm、
肝 0.04ppm、腎 0.09ppm、脂肪 0.01 ppm。
農委會主委陳吉仲指出，萊克多巴胺在國際上有公認的安全標準，只要符合標準，就不會有食安上的疑慮。
值得注意的是，儘管美國等的肉品出產國認為萊克多巴胺代謝快，不太有致人體中毒的風險，認為對人體
沒有危害。但台北市立聯合陽明醫院胸腔內科醫師蘇一峰提醒，如果人類服用過量萊克多巴胺還是有可能產生
副作用，包括可能引發心悸、心血管疾病，甚至會立即出現噁心、頭暈、手顫抖、心悸、血壓上升等中毒症狀。
28. 根據本文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狂牛症病例最早是在美國的牛隻身上所發現的
(B)安全標章、合格標示，是食品安全的第一道防線
(C)狂牛症已經被證實是人畜共通的傳染性疾病
(D)禁止進口外來的肉品，就不會感染狂牛症
29.「衣袖上猶殘留著痕跡，春泉、春霧、花樹、草露，融合成醇美甘芳的氣息。這香氣至少可以持續到夏季，我
想。並且可以證明。那個早晨，我曾經握住了春天的手。」（張曼娟 剛剛好）請問上文要表達的意涵為何？
(A)透過令人陶醉的香氣，回想與春天美麗的邂逅
(B)人只要好好地努力，將可以擁有一輩子的春天
(C)春天裡放射著明媚的陽光，炫耀著五顏的色彩
(D)四季中的春天就如人生的青春般，美好而易逝
30.在行文寫作中使用的數目字，有的是實數，表示「確有其數」，有的卻是虛數，只是為了強調其數量之極大或
極多。試判斷下列文句中的數字，何者屬於虛數？
(A)中國婦女「三」從「四」德的觀念根深柢固
(B)台北 麗津酒店中式餐廳的美食總令人垂涎「三」尺
(C)「三」更畫舫穿藕花，「一」盞寒泉薦秋菊
(D)淡水河的左岸矗立著「一」座赭紅色磚樓

舟

宋應星

天工開物

凡舟古名百千，今名亦百千。或以形名，或以量名，或以質名，不可殫述。遊海濱者得見洋船，居江湄
者得見漕舫。若侷促山國之中，老死平原之地，所見者一葉扁舟、截流亂筏而已。
31.根據本文的敘述，人所看到的船隻類型不同，主要是因為下列哪一個因素？
(A)所處區域有別
(B)識見程度高低
(C)財富權勢多寡
(D)興趣嗜好各異
32.「我最佩服的，便是那些喜歡開會、善於開會的人。他們在會場上總是意氣風發，滔滔雄辯，甚至獨攬話題，
一再舉手發言，有時更單挑主席纏鬥不休，陷議事於瓶頸，置眾人於不顧，像唱針在溝紋裡不斷反覆，轉不
過去。」關於這段文字的分析，下列敘述何者最恰當？
(A)作者對在會議中滔滔雄辯的人給予肯定
(B)作者無法忍受口吃卻老在會議中發言的人
(C)運用對比技巧凸顯作者的觀點
(D)行文用語帶有嘲諷的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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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個人資料保護法』強調，須經當事人同意才能蒐集與處理其個資，而且僅能用於特定目的。眾人為使用地
圖導航或方便聯繫，只能同意交付行蹤與通訊內容給 Google 或 LINE 這些資訊服務業者，若不同意就不能使用
服務。然而，業者也因此得以持續使用源源不絕的個資。」根據這段文字，下列關於個資蒐集或處理的敘述，
何者最恰當？
(A)Google 與 LINE 的安全機制可以有效防止個資外流
(B)「當事人同意」及「用於特定目的」讓業者可合法處理個資
(C)「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若不同意交付個資就不能使用服務
(D)使用者交付行蹤與通訊內容是為了讓業者蒐集個資
34.下列對聯及其稱頌對象的配對，何者正確？
(A)青龍偃盡千秋月／赤兔追餘萬里風：孔明
(B)兩島屯師敢向東南爭半壁／一隅抗志方知海外有孤忠：文天祥
(C)千秋冤案莫須有／百戰忠魂歸去來：關羽
(D)剛直不阿留得正氣凌霄漢 ／憂愁發憤著成信史照塵寰：司馬遷
35.大明湖一文中「開發了車價酒錢」的「酒錢」指的就是現今所稱的「小費」。小琪老師以此為例，要班上同學
搜尋更多古今用詞語意有別的例子，請問下列何者提報的資料有誤？
(A)古代婦女以「胭脂水粉」打扮：化妝品
(B)昔日的「優伶」：今天的紅牌「演員」
(C)古代的「仵作」：現代的「殺手」
(D)李小姐缺少「盤纏」： 旅費
36.「何以天下國家為」句中「國家」一詞只有「國」的意思，是為「偏義複詞」。下列「 」中的語詞，何者是
偏義複詞？
(A)不應以外表的「美醜」來判斷別人的價值
(B)明知會賠錢，他仍不計「利害」，投身公益事業
(C)這是我特別為你做的拿手菜，「好歹」吃一碗嘛
(D)他受旁人的意見「左右」，以致舉棋不定
37.古人言談、行文中常使用自謙之詞，以示自我謙遜，下列「 」內的詞語，何者不屬於自謙之詞？
(A)「洒家」趕不上宿頭（施耐庵 水滸傳）
(B)「妾」聞志士不飲盜泉之水（范曄 後漢書）
(C)「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孟子）
(D)當獎率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 （諸葛亮 出師表 ）
以下為某雜誌社給讀者的信函，請閱讀後回答下列問題：
親愛的訂戶：
您好！本公司為了提供更好的服務，請您注意以下說明，以維護您的權益。
▲收書時間：如果郵遞順利，您將在每月十日以前收到月刊；若沒有收到，可能是下述原因：
（一）郵局分件失誤，因而耽誤時間。
（二）遭雅賊竊走。
（三）地址不詳遭退件。
（四）郵局郵件太多延誤遞送。
（五）更改地址未通知本社。
▲補書時間：如果因為上述原因未收到月刊或是發現月刊破損缺頁，請每月十日後以電話或信函通知本社，
我們將有專人為您查明，並於當月二十五日以前完成補寄。（限補寄當期月刊）
38.根據信函內容，可以判斷雜誌社發出這封信函的目的是什麼？
(A)對讀者的意見調查
(B)給訂戶的道歉啟示
(C)給讀者的訂閱廣告
(D)對訂戶的服務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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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面尚有試題，請繼續作答﹗

【宿營收費標準】
1.場地使用費：每人、每夜 350 元（含帳篷、睡袋、睡墊），自備營具者每人 300 元，每 5 人配一營位。
2.25 人以上團體，每人 280 元，自備營具者不再折扣。(此價格不適用春節假期)
3.本場可安排各項餐飲，自備餐飲者，每人每天加收營地維護清潔費含停車清潔費 100 元，清潔費恕不
折扣。
4.露營團體使用營火場，依人數多寡由本場分配場地。需營火材者，每一營位 2000 元。
※ 使用小叮嚀
Ａ:露營區採先到先劃位，劃位時間為入園日上午 7:00 以後；拔營時間為離園日上午 11:00 以前。
Ｂ:露營區公共浴廁提供公用吹風機 2 支。
Ｃ:烤肉區熄燈時間為 23:00；露營區熄燈時間為 23:00；路燈熄燈時間為 24:00。
Ｄ:盥洗區熱水供應時間為 13:00~24:00，盥洗區有 A 區及 B 區。
Ｅ:本牧場露營、烤肉區之水源均為地下水，不適合飲用；須自備飲用水源。
39.福營國中八年五班同學共 30 人，於暑假期間至上述場地舉辦兩天一夜的露營活動，倘若他們僅自備餐飲而
無營具且需營火材，須支付該營區總共多少費用？
(A)28000 元
(B) 30500 元
(C) 26400 元
(D) 31500 元

越縵堂日記選
○月○日

李慈銘

晨陰 甚涼 巳後晴

傍晚，獨步至倉頡祠前看稻花。時夕陽在山，蒼翠欲滴，風葉露穗，搖蕩若千頃波，山外煙嵐，
遠近接簇，悠然暢寄，書味滿胸。此樂非但忘貧，兼可入道。
40.「此樂非但忘貧，兼可入道」二句是在說明什麼？
(A)透過對自然景物的欣賞，可以領略道術，並為自己謀生計
(B)精神生活的充實，可以讓人擺脫現實生活的困窘
(C)只要找對方法，就可以擺脫貧窮
(D)只要能隨時欣賞自然美景，就算三餐不繼也無妨

試題結束，再檢查一次吧！ 祝大家考試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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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立福營國中 109 學年度第一學期九年級國文科第二次段考答案卷
(請使用 2B 黑色筆書寫，並依題號於答案卷上作答)
一、 選擇題：100 %（每題2.5分、共40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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