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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正國中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 九年級 語文領域 補考題庫 

國文科題庫 

1. （A）「不識字煙波釣叟」一句中的「不識字」含義與下列何者相同？ 

        （A）白丁 （B）鴻儒 （C）夫子 （D）漁夫。 

2. （B）下列文句，何者沒有使用轉化修辭技巧？  

        （A）濃密而深黑的樹林沉靜地霸占山頭 

        （B）雅隆．諾基斯把命令像流星拋進我的耳朵裡 

        （C）耗費了幾根火柴棒才把地表的潮氣趕走  

        （D）金陽猶在山的床褥裡掙扎。 

3. （A）「三年樹成而割之，得漆數百斛。」這句話主要在說明下列何者？ 

       （A）虞孚學有所成 （B）虞孚學藝不精 （C）虞孚半途而廢  

       （D）虞孚生財有道。 

4. （A）「枯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人家。古道、西風、瘦馬。夕陽西下，斷腸人 

        在天涯。」細細品讀此曲，可以體會到作者將什麼樣的渴望寄寓其中？ 

       （A）回到家鄉與家人團聚 （B）在政治場上一展抱負  

       （C）修養自身的內涵     （D）重返自然任心性翱翔。 

5. （A）下列文句，何者沒有冗言贅字？  

       （A）對方因事耽擱了，我只能在此等待  

       （B）因為為了掩人耳目，我順手戴上口罩，以防被人識出 

       （C）雖然他常在老闆耳邊進讒言，但是然而仍為老闆倚重的人才 

       （D）老李因遭逢喪子之痛，時常偶爾顯得鬱鬱寡歡。 

6. （B）小丸子上課打瞌睡以致國文筆記記錯了，下列「 」中的詞語，何者解釋錯誤？ 

（A）「蒙袂」輯屨：用衣袖蒙著臉   （B）左「奉食」：奉上食物  

（C）「吾舅」死於虎：我丈夫的父親 （D）無「苛政」：苛刻殘酷的政治。 

7. （D）下列文句，何者未運用類疊修辭技巧？  

（A）越傳越遠，越久越大 （B）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 

（C）抗拒不了，排斥不了 （D）何為不去也。 

8. （A）根據漆商一文，「虞孚不能歸，遂丐而死於吳」的主要原因為何？  

（A）貪婪無厭賣假漆 （B）輕信謠言遭人欺 （C）水土不服枉送命  

（D）遭人暗算死異鄉。 

9. （A）下列選項「 」中的字，何者讀音前後相同？  

（A）對「稱」之美／「稱」心如意 （B）舉世無「匹」／單槍「匹」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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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一份考「卷」／一頭「卷」髮 （D）無「處」藏身／淡然「處」之。 

10. （D）下列詞語，何者用字錯誤？  

（A）招聘人才 （B）情節緊湊 （C）俟機而動 （D）疑花接木。 

11. （A）在沉醉東風 漁父詞中，漁父寫自己與鷗、鷺為友的用意何在？ 

（A）自在自適，毫無機巧 （B）慈悲為懷，愛屋及烏  

（C）韜光養晦，潛心修養 （D）自我充實，待時以動。 

12. （C）下列句子，何者不是敘事句？  

（A）孔子過泰山側 （B）夫子式而聽之 （C）無苛政 （D）小子識之。 

13. （C）白樸 沉醉東風 漁父詞一曲中，「忘機友」是指什麼？  

（A）漁父 （B）刎頸交 （C）白鷺沙鷗 （D）人間萬戶侯。 

14. （B）下列選項「 」中的字，何者讀音與其他三者不同？ 

（A）黔敖為「食」於路 （B）以待餓者而「食」之 （C）不「食」嗟來之食  

（D）其謝也可「食」。 

15. （B）下列文句「 」中的成語，何者運用正確？  

（A）他歪曲事實，在報章雜誌上「言之有物」，混淆大眾視聽  

（B）他做事總是「投機取巧」，又不會讓人捉到把柄，真是個老油條 

（C）由於廠商眼光短淺，同業間競相殺價求售，反使前來招標的外商「短視近利」

（D）當年參加革命的同志已逐漸凋零，他是目前「自食惡果」的老前輩。 

16. （A）禮記一書是何家的重要典籍？ （A）儒家 （B）道家 （C）法家 （D）墨家。 

17. （B）「現代社會多講求功利，人情淡薄，所謂□□□□的朋友，已多不復見。」句中 

缺空處，不宜填入下列何者？  

（A）刎頸之交 （B）泛泛之交 （C）患難之交 （D）生死之交。 

18. （B）「吾常於吳商」的「商」字，其詞性為何？ 

（A）名詞 （B）動詞 （C）形容詞（D）副詞。 

19. （D）根據漆商一文，下列何者最有可能是虞孚將漆摻假之因？ 

（A）妻兄告知漆在吳國非常珍貴 （B）吳人喜歡拿漆做為日常裝飾 

（C）吳國有把漆葉之膏摻入漆裡的風俗 （D）把漆葉之膏摻入漆中，有利可圖。 

20. （C）從獵人這篇文章中，可以得到什麼啟示？ 

（A）你敬人一尺，人敬你一丈 （B）生態保育與獵人文化是相牴觸的 

（C）尊重自然與生命，體現生生不息之道（D）凡事應堅持不懈，才能有成。 

21. （A）下列選項「 」中的成語，何者使用錯誤？ 

（A）經濟不景氣，國民生活品質也下降，真可說是「民康物阜」 

（B）主管的脾氣很好，總是「和顏悅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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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在饑荒頻傳的國家，孩子們常常是「骨瘦如柴」 

（D）無論是他現在功成名就，或是從前沒沒無聞，他對人的態度「始終如一」。 

22. （A）「雅隆．諾基斯把命令像流星拋進我的耳朵裡，身影已像是隻蝙蝠飄然消逝在林 

子裡。」由這段話可想像雅隆．諾基斯的身手如何？ 

（A）伶俐敏捷 （B）拖泥帶水 （C）不疾不徐 （D）畏首畏尾。 

23. （C）下列文句「 」中的字，何者詞性與其他三者不同？ 

（A）煮漆葉之膏以「和」漆 （B）吳人方「艱」漆 （C）勞而舍諸「私」館  

（D）遂「丐」而死於吳。 

24. （A）「從而謝焉」的「謝」字，意思與下列何者相同？ 

（A）登門「謝」罪 （B）新陳代「謝」 （C）「謝」天謝地  

（D）敬「謝」不敏。 

25. （D）下列文句出自習慣說一文，何者是警示我們放任惡習坐大會造成的影響？ 

（A）俛而讀，仰而思；思而弗得，輒起，繞室以旋 

（B）室有窪徑尺，浸淫日廣 

（C）一室之不治，何以天下國家為 

（D）足利平地，不與窪適也；及其久，而窪者若平。 

26.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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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欲「之」南海／習「之」中人 

（C）怡「然」自得／蹴「然」以驚（D）「顧」而笑曰／「顧」不如蜀鄙之僧哉。 

27. （B）缺憾以「月盈則虧」說明下列哪一種道理？ 

（A）一旦有了財富和地位，嫉妒你的人就多 

（B）完美無法持久，不完美反而具有續動力 

（C）不要做壞事，因為夜路走多，總會遇見鬼 

（D）人有了缺點，就會想盡辦法找理由來掩飾。 

28. （A）白樸 沉醉東風 漁父詞一曲所表達的心境，與下列何人最接近？ 

（A）辭官歸隱，不為五斗米折腰的陶潛  

（B）憂國憂民，詩作反映現實的杜子美  

（C）飽經國破家亡，晚年四處飄零的李清照 

（D）靜待時機，以期一展抱負的劉禹錫。 

29. （D）下列文句缺空處，何者最不適合再添加「於」字？ 

（A）讀書□養晦堂之西偏一室 （B）二蟲鬥□草間 （C）後蓉履□其地  

（D）坦然則既□平矣。 

30. （B）下列選項「 」中的注音寫成國字後，何組字形前後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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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貨「ㄅㄧˋ」流通／營私舞「ㄅㄧˋ」 

（B）不「ㄩˊ」匱乏／爾「ㄩˊ」我詐 

（C）賣官「ㄩˋ」爵／抵「ㄩˋ」外侮 

（D）為人市「ㄎㄨㄞˋ」／「ㄎㄨㄞˋ」炙人口。 

31. （D）下列文句，何者是習慣說一文的主旨？ 

（A）俛而讀，仰而思 （B）既久而遂安之 （C）何以天下國家為  

（D）君子之學貴慎始。 

32. （C）有關馬致遠 天淨沙 秋思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各種不同的景物緊密配合，互相烘托，表現一種淒涼之美 

（B）由景入情，襯托出遊子浪跡天涯的情懷 

（C）從時間推展到空間的鋪敘，層次分明 

（D）整首小令多為靜態事物的平列，而悲涼之氣自然充塞其間。 

33. （B）下列選項「 」中的字，何組意思前後相同？ 

（A）繞室「以」旋╱不「以」人廢言 （B）蓉「履」其地╱每「履」之 

（C）既久而遂安「之」╱夫子「之」文章（D）坦「然」則既平矣╱已而復「然」。 

34. （B）「小橋、流水、人家」以家的溫馨反襯蕭條的秋景，更增強了遊子思家的情緒。 

下列文句，何者也使用映襯修辭技巧？  

（A）當街燈亮起來向村莊道過晚安 

（B）不幸的光緒皇帝是否在這美麗的監獄裡，樂而忘憂 

（C）少年不識愁滋味，愛上層樓，愛上層樓 

（D）誰說夜霧輕得像貓的足步。 

35. （A）教練：「你們是怎麼了？只不過輸了場球賽，何必擺出輸掉一切的樣子？」這種 

以提出問題的方式，給球員最佳的心理建設，並在失敗中站起來，可以用哪一個 

成語描述這場球賽後檢討的內容？ 

（A）當頭棒喝（B）千夫所指（C）難言之隱（D）口無遮攔。 

36. （D）（甲）「著」火 （乙）「著」書 （丙）棋高一「著」（丁）站「著」。以 

上「著」字共有幾種讀音？ （A）一種 （B）二種 （C）三種 （Ｄ）四種。 

37. （B）下列文句出自習慣說一文，何者最緊扣「習慣」此一主題？ 

（A）俛而讀，仰而思 （B）既久而遂安之 （C）一室之不治，何以天下國家為 

（D）後蓉履其地，蹴然以驚。 

38. （C）「鮮血從我體內抽出／輸入別人的血管裡／成為融洽的血液／我的血開始在別人 

身上流動／在不知名的別人身上／在不知名的地方」詩句中「在不知名的別人身 

上」、「在不知名的地方」是在強調下列何者？ （A）投我以桃，報之以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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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 （C）無私的奉獻，無限的關愛 （D）只要我喜 

歡，有什麼不可以。 

39. （A）下列何者是藉由「反面論述」來強調原住民的文化傳統？ 

（A）狩獵對泰雅男人是莊嚴的事，沒有獵物就餵不飽你的家人 

（B）泰雅是在戰鬥中生存下來的 

（C）你只許有一把番刀，前去尋找山豬的一對利牙  

（D）勇敢、智慧與愛就是一個好獵人的全部財產。 

40. （D）「古道、西風、瘦馬」所透露的季節與下列何者不同？ 

（A）江楓漁火對愁眠（張繼 楓橋夜泊） 

（B）漸颯颯、丹楓撼曉（周邦彥 霜葉飛） 

（C）一路秋山紅葉，老圃黃花（劉鶚 老殘遊記） 

（D）清和天氣陰陰，南風初奏新琴（趙師俠 清平樂）。 

英語科題庫 

1. （A）The ship hit a rock and ＿＿＿ over.  Most people on the ship fell into the water without 

putting on a life jacket in time. 

(A) turned (B) recovered (C) caused (D) checked 

2. （C）Here’s a ＿＿＿ of special stamps.  Each of them shows an unusual animal from a 

different country. 

(A) message (B) joke (C) set (D) sticker 

3. （A）Cats like to ＿＿＿ mice and birds. 

(A) hunt (B) interview (C) chat (D) earn 

4. （B）My father has a lot of friends.  He is a ______ person. 

(A) lonely (B) people (C) homeless (D) rough 

5. （D）I left my ______ at home, so I had no money to take a bus this morning. 

(A) group (B) message (C) reward (D) wallet 

6. （A）I have two free ______ to the movie, Along with the Gods.  Do you want to see it with me 

this evening? 

(A) tickets (B) victims (C) vases (D) stickers 

7. （D）There are many planes waiting to take off（起飛）in the ______.  They look beautiful. 

(A) secret (B) village (C) accident (D) airport 

8. （D）Thank you for being with me all the time.  Without you, I don’t think I can ＿＿＿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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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ugh moments. 

(A) pass away (B) make up (C) give birth to (D) get through 

9. （B）Though Jack was poor and sick, he never ______ writing. That is why he finally became a 

successful writer. 

(A) agreed to  (B) gave up (C) looked for  (D) thought of 

10. （C）Eric：Can you ______ at 8:30? I don’t want to sleep too long. 

Tina：No problem. 

(A) take me out  (B) pick me up (C) wake me up  (D) wait for me 

二、文法測驗 

1. （B）Lucy got lost in the mountains, and no one can reach her.  She is ＿＿＿. 

(A) danger (B) in danger (C) dangerous (D) at danger 

2. （B）My parents had ＿＿＿ asleep（睡著的）before I finished my homework. 

(A) fall (B) fallen (C) fell (D) falling 

3. （A）When my friends and I got to the airport, the plane had already ＿＿＿ off. 

(A) taken (B) taking (C) be taken (D) take 

4. （C）You ＿＿＿ in big trouble if you can’t hand in your science report this Friday. 

(A) maybe (B) may are (C) may be (D) may to be 

5. （B）I had waited ＿＿＿ Charles for an hour before he showed up. 

(A) to (B) for (C) by (D) from 

6. （C）A：What’s wrong ＿＿＿ your cellphone? 

     B：I can’t make a phone call with it. 

     (A) on (B) about (C) with (D) for 

7. （A）Lisa doesn’t tell lies, and neither does her brother.  Being honest is ＿＿＿ their blood. 

(A) in (B) on (C) at (D) for 

8. （B）John was late for school again yesterday.  He is never ＿＿＿ time. 

(A) at (B) on (C) off (D) for 

9. （C）The mother was very angry because her son broke the plate ＿＿＿ purpose. 

(A) in (B) at (C) on (D) for 

10. （D）Be careful ＿＿＿ the glass, or you may break it. 

(A) for (B) to (C) in (D) with 

11. （A）______ we know, we have only one Ear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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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s (B) Until (C) So (D) Before 

12. （B）Judy picked up the trash from the floor and threw it ______ the trash can. 

(A) on (B) into (C) above (D) under 

13. （A）Roy, don’t forget ______ up at seven o’clock tomorrow. 

(A) to get (B) get (C) to getting (D) gets 

14. （D）Please remember ______ out the garbage before you go out. 

(A) took (B) to taking (C) take (D) to take 

15. （C）Nina volunteered ______ the dishes last week. 

(A) to be done (B) doing (C) to do (D) do 

16. （A）Shawn was so tired that he went to bed without ______ his teeth. 

(A) brushing (B) brush (C) brushed (D) being brushed 

17. （A）A：＿＿＿ you close the window before you left? 

     B：Yes, I ＿＿＿. 

     (A) Did; did (B) Have; have (C) Do; do (D) Had; had 

18. （C）Kelly went to the museum yesterday.  She said there ＿＿＿ a lot of people. 

(A) are (B) is (C) were (D) was 

19. （D）It is possible ＿＿＿ these clothes into the blue bag.  Try to fold these clothes as small as 

you can. 

(A) puts (B) to be put (C) put (D) to put 

20. （A）It’s not safe ＿＿＿ blind people to cross the road by themselves. 

(A) for (B) of (C) from (D) on 

21. （A）Formosan Black Bears have white V-shapes ＿＿＿ their chests. 

(A) on (B) with (C) that is (D) that were 

22. （B）Jane looks just ＿＿＿ her mother. 

(A) as (B) like (C) with (D) from 

23. （C） Dad：Your cousin is coming back from Japan tomorrow, right? 

      Amy：Yes.  I can’t wait ______ her. 

      (A) see (B) seeing (C) to see (D) saw 

24. （A）Jack’s parents never let him ______ fast food. 

(A) eat (B) eats (C) to eat (D) eating 

25. （C）My mom always makes me ______ the dishes after din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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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o do (B) doing (C) do (D) did 

26. （B）Sally’s teacher often has her ______ an English speaking contest（比賽）. 

(A) joins (B) join (C) to join (D) joining 

27. （C）Tom：This cake ______ yummy. 

Jane：Let’s get one for tomorrow’s breakfast. 

(A) sees (B) watches (C) looks (D) eats 

28. （B）Bill：Did you hear the baby ______? 

Jenny：Let’s go take a look. 

(A) cries (B) crying (C) to cry (D) cried 

29. （C）Jeffery has never been to the USA.  ＿＿＿ have I. 

(A) So (B) Either (C) Neither (D) Too 

30. （D）The train left ＿＿＿ I arrived at the train station.  I had to take a bus to Kaohsiung. 

(A) as long as (B) instead (C) after all (D) as soon a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