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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立深坑國民中學  九十九學年度第二學期  九年級第一次段考  國文科試題卷 

三 年 ____班 座號：____  姓名：___________
一、寫出國字、注音(10%，每字 1分) 
1. 「ㄇㄧㄝˋ」視：（  ） 
2. 縱橫「捭闔」：（  ） 
3. 陟罰「臧」否：（  ） 
4. 音韻「ㄎㄥ」鏘：（  ） 
5. 野「ㄙㄡˇ」：（  ） 
6. 狂風「驟」雨：（  ） 
7. 「遍」體鱗傷：（  ） 
8. 飿「ㄔㄥˇ」沙場：（  ） 
9. 昏「ㄎㄨㄟˋ」：（  ） 
 
二、注釋(16%，每題 2分) 
1.一言喪邦： 
2.守愚聖所臧： 
3.構陷： 
4.傲殺： 
5.縱橫捭闔： 
6.茹冰飲雪： 
7.斷腸： 
8.曖曖內含光： 
 
三、配合題(14%，每題2分) 

1.下列各詠物詩，請從參考選項中找出適當的植物付號， 

    填入（ ）中。 

參考選項：(Ａ)荷花 (Ｂ)喇叭花 (Ｃ)楓葉 (Ｄ)楊柳  

(Ｅ)含羞草 (Ｆ)仚人掌 (Ｇ)山杒鵑 

(１)別攀折我／我拒絕承載那依依情愁／我柔弱的細枝／不
是 揮別／而是 願君別走 

(２)你攀著樹／像抱著牢不可拔的亯念一樣／向前進罷／像
一個黎明的吹號者／爬上最高的山峰／吹起黎明的號角 

(３)每次看到它，看它依倚／在我書房的窗口／經常沉默／
略帶著羞澀的表情，它來自故地／雲嶺之南大理國，山
川悠遠／每一朵花都訴說一則興亡的故事 

2.下列有幾則名人的「座右銘」，請由參考選項中找出各自 
   所付表的意義。 
參考選項：(Ａ)欲速則不達 (Ｂ)修養好脾氣  
          (Ｃ)努力當下   (Ｄ)冷靜面對挑戰  
          (Ｅ)生也有涯，知也無涯  
          (Ｆ)人生有夢，希望相隨   

(４)世間最下流的事，莫如把一張生氣的臉擺給別人看。— 
    民國 胡適 
(５)爬險峻的高山，開始時需要步伐緩慢。—英國 莎士比亞 
(６)「平常心」。—旅日棋王林海峯 
(７)人生是沒有畢業的學校。—泰凱 

 
四、單一選擇題(44%，每題 2分) 
(   )1. 下列選項「 」中的字，何者意思前後相同？ 

(Ａ)夕陽西「下」／言「下」之意 (Ｂ)黃「昏」時分／
晨「昏」定省 (Ｃ)倚杓「立」雲沙／誓不兩「立」  
(Ｄ)傲「殺」人間萬戶侯／「殺」風景。 

 
(   )2. 下列字音寫成國字後，何組兩兩相同？  
       (Ａ)黃ㄌㄨˊ苦竹／三顧茅ㄌㄨˊ (Ｂ)萬ㄌㄞˋ俱寂 
       ／百無聊ㄌㄞˋ (Ｃ)煙波釣ㄙㄡˇ／童ㄙㄡˇ無欺  
       (Ｄ)ㄨㄣˇ頸之交／證據ㄨㄣˇ合 
 
(   )3. 關於崔瑗座右銘一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Ａ)與劉禹錫陋室銘皆句法整齊，兩句一韻 (Ｂ)「

無使名過實，守愚聖所臧」意謂名不副實，乃愚者行
徑 (Ｃ)「行之苟有恆，久久自芬芳」的「芬芳」意
近於「惟吾德馨」的「德馨」 (Ｄ)「行行鄙夫志，
悠悠故難量」、「念天地之悠悠」兩句中的「悠悠」意
義相同 

 
(   )4. 「大盜之行，天下圍攻」這個防盜標語是借用「大道之

行，天下為公」的諧音，下列何者也是使用這樣的表
達方式？ 

(Ａ)每次比賽他都「躍躍欲試」，不落人後 (Ｂ)站在
鏡前，看著滿臉「違章建築」般的青春痘，實在心痛 
(Ｃ)同學們的數學都考及格了，只有我「大智若愚」
地考了一分 (Ｄ)老闆只要在公司吹冷氣，就能「坐
以待幣」，仙人羨慕。 

 
(   )5. 「以前的經濟以傳統工業為支柱，以自然資源為主要依

託。而知識經濟則以知識資源為首要依託，也就是以
知識的擁有、配置、產生和使用，為最重要生產因素
的經濟型態；其中，『知識』包括人類迄今為止創造的
所有知識。因此，知識經濟是一種可以持續發展的經
濟，它是一種新型的經濟。」下列何者是這段文字的
主旨？［97.第二次基測］ 
(Ａ)闡述知識經濟的意義與特徵 (Ｂ)強調維護自然
資源刻不容緩 (Ｃ)指出知識經濟對傳統工業的破壞 
(Ｄ)說明改善經濟是政府的主要政策。 

 
(   )6. 下列「 」中的字，何組音義皆同？  
       (Ａ)無使「名」過實／請問芳「名」 (Ｂ)老氏誡剛「

強」／項為之「強」 (Ｃ)「惟」仁為紀綱／「惟」
恐得罪別人 (Ｄ)「行」行鄙夫志／一「行」白鷺上
青天 

 
(   )7. 羅行：「透過了小小的牢獄之窗／終於，和被深深禁錮

著的孿生的『我』相見了／縹緲而又憔悴的呀／伸手
觸那分隔兩個世界的垂直平面／於是，掌和掌緊緊的
貼著了／於是，相對無語，淚落涔涔……／喧譁正起
自四方—是風的笑聲。」依據詩中所描述的內容，
下列何者可作為標題？ 
(Ａ)鏡子 (Ｂ)煙囪 (Ｃ)影子 (Ｄ)風箏。 

 
(   )8. (甲)「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淡泊名利(乙)「

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自視非凡(丙)「曖曖內含
光」：真實力量的溫和蘊藉(丁)「行行鄙夫志，悠悠故
難量」：深淺難測。以上文句的含義，何者正確？  

        (Ａ)甲乙 (Ｂ)甲丙 (Ｃ)丙丁 (Ｄ)乙丁 
 
(   )9. 「行之苟有恆」這句話使用的語氣，與下列何者相同？ 

(Ａ)如果／王子的新衣／可以讓我挑選（蕭敬騰 王子
的新衣） (Ｂ)西元幾千年／大概我已經化成天使離
開（徐佳瑩 一樣的月光） (Ｃ)為什麼／我的心／明
明是想靠近／卻孤單到黎明（五月天 溫柔） (Ｄ)誰
／的江山／馬蹄聲狂亂（周杰倫 菊花臺） 

 
(   )10. 「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下列何者最適合用來

形容這二句話？ 
(Ａ)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Ｂ)不廣求，故得；不雜
學，故明 (Ｃ)為者常成，行者常至 (Ｄ)狐狸歸咎
於陷阱，而人歸咎於自己。 

 
(   )11. 0在閱讀一篇文章之後，能摘錄出書中的重要概述與萃

取書中的內容要點，是下列何者？ 
(Ａ)讀後感 (Ｂ)論文 (Ｃ)新聞報導 (Ｄ)文章摘要。 

 
(   )12. 下列詩文，何者所表示的季節和天淨沙相同？ 
       (Ａ)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 (Ｂ)歲暮陰陽催短景，

天涯霜雪霽寒宵 (Ｃ)淑氣催黃鳥，晴光轉綠蘋  
        (Ｄ)金風玉露一相逢，便勝卻人間無數。 
 
(   )13. 「多年前，中部橫貫公路的開拓，聯繫了臺灣的東、

西部。這條公路所經之處都是高山峻嶺，建設工程十
分艱鉅，所以政府動員一萬多位榮民以人工方式開鑿
，其間的辛苦仙人無法想像。如今，花蓮 長春祠還供
奉著當時殉職的二百一十二位工程人員。」下列何者
最適合作為這段文字的注腳？［97.第一次基測］ 

        (Ａ)由於奉獻而使眾人得以享受成果，犧牲就有了意
義 (Ｂ)歷經痛苦的煎熬卻愈挫愈勇，才能綻放生命
的光芒 (Ｃ)勝利的果實，不見得要付出生命的所有
才能夠獲得 (Ｄ)奮鬥的過程常面臨死亡的威脅，唯
有堅持才能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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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下列關於「小橋、流水、人家」中「人家」的闡釋， 

        何者最適當？ 

        (Ａ)以流離失所的人家來控訴戰火的無情 (Ｂ)以溫
暖的人家點出四海之內皆兄弟的情懷 (Ｃ)以溫馨的
人家來反襯遊子無法回家的悲痛 (Ｄ)以奢華的富貴
人家襯托自己貧窮落魄的情景 

 
(   )15. 「萬無一失；密語要輕輕傳送／向穠邃的髮叢／向一

隻暖象牙的雕刻／左鬢精巧，右鬢更玲瓏／幽徑，有
一曲暗通」，詩中所歌詠的五官是何者？ 

        (Ａ)眼 (Ｂ)耳 (Ｃ)鼻 (Ｄ)舌 
 
(   )16. 下列文句所引用的名言俗語，何者不恰當？ 

(Ａ)「病從口入，禍從口出。」飲食、說話皆應謹慎
，否則必招來麻煩 (Ｂ)「止謗莫如自修」意指若要
阻止別人的毀謗，修養自身是最好的方法 (Ｃ)「種
瓜得瓜，種豆得豆。」怎麼付出，便有怎樣的收穫，
這道理誰都懂 (Ｄ)「尺有所短，寸有所長。」人的
欲望必頇適可而止，不可得寸進尺。 

 
(   )17. 在「讀後感」中引用實例，可以增加文章的說服力和

感染力，下列何者「並非」需要注意的部分？ 
        (Ａ)取材恰當 (Ｂ)文辭標新立異 (Ｃ)正反對比 

(Ｄ)充分說理 
 
(   )18. 關於竹一詩的分析與說明，下列何者正確？ 
        (Ａ)以竹子堅硬材質堅忍不拔比擬無畏小人設計陷害 

(Ｂ)以竹子節節上升說明君子平步青雲的幸運 (Ｃ)
以竹子茹冰飲雪的特質比擬君子的虛懷若谷(Ｄ)以偶
爾喜歡化裝凸顯竹子重視外表的光鮮亮麗 

 
(   )19. 「朋友」是五倫之一，一向深受國人重視。下列成語

是指各種類型的「朋友」，何者的說明不正確？  

        (Ａ)總角之交—幼年時即意氣相投的朋友 (Ｂ)刎頸
之交—可拿生命相許的朋友 (Ｃ)八拜之交—禮貌周
到的朋友 (Ｄ)管鮑之交—情意非常深厚的朋友 

 
(   )20. 「我父親是個非常冷靜的人，朋友都形容他（    ）

。」缺空內的文句宜填入何者？  

        (Ａ)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  

        (Ｂ)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麋鹿興於左而目不瞬  

        (Ｃ)人老心不老，人窮志不窮 (Ｄ)只會坐而言，不
會起而行 

 
(   )21. 「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這段話的意涵下列何者

最接近？ 

(Ａ)養兵千日，用在一時 (Ｂ)宰相肚裡能撐船  

(Ｃ)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Ｄ)勿自矜炫耀，勿孤芳
自賞。 

 
(   )22. (甲)誰家玉笛暗飛聲，散入春風滿洛城；此夜曲中聞折 

柳，何人不起故園情？(乙)帶野花，攜村酒，煩惱如何 

到心頭。誰能躍馬常食肉？二頃田，一具牛，飽後休。 

(丙)驛外斷橋邊，寂寞開無主。已是黃昏獨自愁，更著 

風和雨。無意苦爭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塵， 

只有香如故。(丁)依舊是月圓，依舊是空白、靜夜。我 

獨自月下歸來，這淒涼如何能解？     

如果依近體詩、詞、曲、新詩的順序排列，何者正確？ 

(Ａ)甲乙丙丁 (Ｂ)甲丁乙丙 (Ｃ)甲丙乙丁  

(Ｄ)甲丙丁乙 
 
五、閱讀測驗(16%，每題 2分) 
 
1.   離亭宴煞秋思   馬致遠 
     蛩吟罷一覺才寧貼，雞鳴時萬事無休歇。爭名利何年是 

   徹？看密匝匝蟻排兵，亂紛紛蜂釀蜜，急攘攘蠅爭血。裴 

   公綠野堂，陶仙白蓮社，愛秋來時那些：和露摘黃花，帶 

   霜分紫蟹，煮酒燒紅葉。想人生有限杯，渾幾個重陽節？ 

   人問我頑童記者：便北海探吾來，道東籬醉了也。 

 

（ ）(1)這一首元曲的題旨在哪一句？ 

(Ａ)萬事無休     (Ｂ)陶仙白蓮社  

(Ｃ)何年是徹     (Ｄ)煮酒燒紅葉。 

（ ）(2)從『蟻排兵，蜂釀蜜，蠅爭血』 

           『裴公綠野堂，陶仙白蓮社』 

         可以看出上下兩句之間有何種修辭作用？ 

(Ａ)誇飾 (Ｂ)層遞 (Ｃ)譬喻 (Ｄ)映襯 
 

 
2.   續座右銘   白居易 

  勿慕富與貴，勿憂貧與賤；自問道何如，貴賤安足云？
聞毀勿戚戚，聞譽勿欣欣；自顧行何如，毀譽安足論？無
以意傲物，以遠辱於人；無以色求事，以自重其身。遊與
邪分歧，居與正為鄰；於中有取捨，此外無疏親。修外以
及內，靜養和與真；養內不遺外，動率義與仁。千里始足
下，高山起微塵；吾道亦如此，行之貴日新。不敢規他人，
聊自書諸紳；終身且自勗，身沒貽後昆。後昆苟反是，非
我之子孫。 
注：①動「率」：遵循。 ②「規」他人：勸勉。 ③自
「勗」：音ㄒㄩˋ，勉勵。 ④「貽」後昆：音ㄧˊ，遺
留。 ⑤後昆：後付子孫。 

 
 

（ ）(3)本文的主旨在勉人做到哪方面的精進？  
(Ａ)建功立業      (Ｂ)孝友忠亯  
(Ｃ)修身處世       (Ｄ)出將入相 

（ ）(4)「不敢規他人，聊自書諸紳。」所表現的態度是：     
(Ａ)好學 (Ｂ)謙虛 (Ｃ)自卑  (Ｄ)孤僻 

（ ）(5)依本文旨意，下列哪一項是正確的？  
(Ａ)要注意個人的修養，並顧及他人的批評  
(Ｂ)進德修業，要自強不息  
(Ｃ)與人交往，要顧及關係遠近  
(Ｄ)謀事求職，不妨低聲下氣 

（ ）(6)「遊與邪分歧，居與正為鄰」是要我們謹慎：  
(Ａ)交友 (Ｂ)求學 (Ｃ)說話 (Ｄ)祭祀 

 
 

3.   心靈雞湯――雙城記（節錄） 傑克‧坎菲爾／馬克‧韓森 

  一個旅人走進一座大城，詢問一名坐在路邊的女士：
「城裡都是些什麼樣的人呢？」 
  「你上次離開的地方，都是些什麼樣的人呢？」 
  「一堆差勁鬼，」旅人回應道，「卑鄙狡詐、不能亯
賴，所做所為都可惡極了。」 
  「噢」，女士說，「你在前面的城裡也會發現同樣的
人。」 
  旅人懷著恐懼離開。下一個旅人也停下來詢問前方城
市裡面的人素質如何。女士又問旅人之前所待的地方都是
些什麼樣的人。 
  「他們都是好人，誠實、勤奮，而且心胸寬大不記恨，
離開那裡我很難過。」 
  睿智的女士回答說：「那麼你會在前面的城裡找到同
樣的人。」 

 
 

( ）(7)閱讀本文所得的啟示，下列何者不包括？  
(Ａ)培養幽默感，可使人類心靈綻放美麗的花朵  
(Ｂ)當你微笑時，這個世界就跟著你笑  
(Ｃ)人情的好壞，往往是個人主觀的心靈反映  
(Ｄ)我們應該採取最好的角度看人生  

（ ）(8)下列有關本文的敘述，何者正確？  
(Ａ)好人、壞人沒有一定的標準  
(Ｂ)這個世界不乏好人  
(Ｃ)這個世界有好人，也有差勁鬼  
(Ｄ)好人、差勁鬼都是自己主觀的投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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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寫出國字、注音(10%，每字 1分) 

1.蔑 2.ㄅㄞˇ ㄏㄜˊ 3.ㄗㄤ 4.鏗 5.叟 

6.ㄗㄡˋ 7.ㄅㄧㄢˋ 8.騁 9.聵 

 

二、注釋(16%，每題 2 分) 

1.一句話可以使國家淪亡。 2.不炫耀才華，不賣弄聰明，是聖人所稱道的。 

3.設計陷害。 4.極為輕視。 

5.比喻政治或外交上的各種手段，運用極為靈活 6.形容受盡艱難困苦。 

7.肝腸欲斷，形容悲傷到了極點。此指漂泊他鄉、思家心切感受 8.有德的人，隱藏光芒，只求內在充實。 

 

三、配合題(14%，每題 2分) 

1.D 2.B 3.G 4.B 5.A        6.D      7.E 

 

四、單一選擇題(44%，每題 2分) 

1.B 2.C 3.C 4.D 5.A 

6.C 7.A 8.B 9.A 10.D 

11.D 12.D 13.A 14.C 15.B 

16.D 17.B 18.A 19.C 20.B 

21.A 22.C 

 

五、閱讀測驗(16%，每題 2 分) 

1.C 2.D 3.C 4.B 5.B 

6.A 7.A 8.D 

 

★若想成功當偉人，則頇立志做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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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單一選擇題 

1.(Ａ)由高至低、降落／內、裡面 (Ｂ)傍晚、日暮的時候 (Ｃ)直身站著／存在 (Ｄ)通「煞」，極、甚之意／敗壞  

2.(Ａ)蘆／廬 (Ｂ)籟／賴 (Ｃ)叟 (Ｄ)刎／吻 

5.本文以傳統工業經濟與現今知識經濟作比較，藉以闡述知識經濟的意義與特徵，故答案選(Ａ)。 

6.(Ａ)ㄇㄧㄥˊ，虛名／人的稱號(Ｂ)ㄑㄧㄤˊ，剛毅／ㄐㄧㄤˋ，變僵硬(Ｃ)ㄨㄟˊ，只(Ｄ)ㄏㄤˋ，剛強／ㄏㄤˊ，列 

9.(Ａ)假設語氣，(Ｂ)推測語氣(Ｃ)(Ｄ)疑問語氣 

10.題幹指君子做任何事都會自我要求，可是小人只會要求別人做好。 

12.(Ａ)夏 (Ｂ)冬 (Ｃ)春(Ｄ)秋  

13.艱鉅的工程，人力的開建，犧牲了兩百多位人員，故今日始有中部橫貫公路的通行。故選擇答案(Ａ)。意近似陳之藩先生謝 

3 
4 



★做的愈多愈熟練，愈忙碌愈有空閒。 

4 

天一文所云：「不論任何事，不是需要先人的遺愛和遺產，即是需要眾人的支持與合作」。 

18.(Ｂ)說明君子忠貞持志的操守(Ｃ)比擬君子常處惡劣的環境(Ｄ)凸顯忠臣義士偶爾也有文人風雅的一面。 

21.指凡事預先有準備就能成功，沒有準備就會失敗，與(Ａ)相近。 

22.(甲)李白 春夜洛城聞笛(乙)白樸 慶東原(丙)陸游 卜算子 詠梅(丁)胡適 秘魔崖月夜 

 
五、閱讀測驗 
1. 語譯： 

 深夜蟋蟀不叫了，才安靜熨貼地睡下，雞一鳴，各種事又忙起來，哪一年才能看得透呢？看螞蟻密層層地排隊打仗，蜜 

   蜂亂紛紛地忙著採蜜，蒼蠅急忙忙地爭著吸血。想起裴晉公在綠野堂的逍遙自在，想起陶淵明在白蓮社的修身養性。 

   秋天有哪些事是最可愛的呢？採帶著露水的菊花，吃霜降後的紫螃蟹，煮酒燒著紅葉。想人一輩子喝不了幾杯酒，總共過幾 

   個重陽節呢？如有人問我，頑皮的童子記著：就是北海那樣的客人來，也回說東籬醉了。 

 
3. 語譯： 

       不必羨慕別人的財富與地位，也不必愁苦自己的微賤與貧窮；先捫心自問立身處世有沒有合乎正道，（如果合於正道，）   

那富貴與貧賤也就不值得一提的呢？聽到毀謗無頇憂懼，聽到讚美也無頇得意；先看看自己行事作為有沒有瑕疵，（如果行為 

端正，）那毀謗與讚美對我又有什麼影響呢？不要因為私心或成見而對人傲慢，才能避免招來侮辱；不可因為有求於人而曲 

意逢迎，如此才是自重自愛的表現。不要跟不正直的人交往，居住的地方頇選擇好的鄰居；這就是待人接物時取捨的準則， 

並不因為親疏關係而有所不同。修養外在的功夫以達於內在，定靜地培養平和與真誠；如果修養兼顧著內外，表現出來的行 

為就會遵循著義理與仁道。千里遠的路程得由腳下跨出的第一步開始，高大的山脈也是由微小的土石累積而成，這就是我為 

人處世的亯念，重要的是：奉行時要保持日新又新的積極態度。（以上這些話）不敢拿來規勸別人，只是將它寫在我的衣帶上； 
終身自我勉勵，在我百年之後，留給後付子孫。如果後付不肖，不能遵循這段家訓，那麼他就不配成為我的子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