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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強國中 104 學年度第二學期國文

補考 __年___班 座號_____  姓名： 

  

一、 單選題：每格 2 分、共 80 分 

1. （ B ）下列各組字形相近的字，何者字音相同？ (Ａ)「朔」   

        氣／「塑」膠 (Ｂ)「延」長／「筵」席 (Ｃ)創「造」 

         ／粗「糙」 (Ｄ)「曾」子／「僧」侶 

2. （ D ）下列文句，何者用字完全正確？ (Ａ)古剎中靜肅 

        的木雕佛像，滿是歲月的珠網塵埃 (Ｂ)牆上攀附的 

        瓜藤，在深夜步履合緩地遊走探路  (Ｃ)即性的樂章 

        從指間輕輕流瀉，瞬間征服了滿堂賓客 (Ｄ)雪花紛 

        飛彷如小精靈，輕盈曼妙地飛舞於天地之間 

3. （ D ）「正因為有仇恨的可怕，人們才有愛與關懷的需求 

        □正因為有種種缺憾和不如意，我們才不斷學習寬 

        容□學習知足與感恩。」句中□處，依序應填入何 

        種標點符號？ (Ａ)，、 (Ｂ)。、 (Ｃ)；； (Ｄ)；、 

4. （ C ）「始亂終棄」中的「始」和「終」二字詞義相反， 

        下列哪個成語未有相同的構詞方式？ (Ａ)朝三暮四  

        (Ｂ)虎頭蛇尾 (Ｃ)丟三落四 (Ｄ)眼高手低 

 

5. （ B ）(甲)「以德報怨」(乙)「以怨報德」(丙)「有容乃大」 

        (丁)「休休有容」(戊)「寬恕別人」。以上哪些是有 

        關雅量的詞語？(Ａ)甲乙丙丁 (Ｂ)甲丙丁戊 (Ｃ) 

        乙丙丁戊 (Ｄ)甲乙丁戊 

6. （ A ）「秧針半吐的水田，如棋盤一樣整齊排列。」這句 

        話使用了何種修辭法？  

        (Ａ)譬喻 (Ｂ)映襯 (Ｃ)轉化 (Ｄ)倒反 

7.（ D ）「老師糾正他上課□不經心，沒想到他卻態度傲□， 

        頂撞老師。」上文空格中依序應填入什麼字？  

        (Ａ)慢／漫 (Ｂ)漫／鏝 (Ｃ)蔓／慢 (Ｄ)漫／慢 

8.（ D ）「畢業許久，□□久違重逢，談天說地，好像回到 

        以前的快樂時光。」缺空詞語不宜填入何者？  

        (Ａ)舊雨 (Ｂ)故人 (Ｃ)故舊 (Ｄ)新人 

9. （ A ）下列疊字形容詞，何者不是用來形容聲音的詞語？  

        (Ａ)溶溶 (Ｂ)唧唧 (Ｃ)嗤嗤 (Ｄ)霍霍 

10（ C ）.(甲)送孟浩然「之」廣陵(乙)吾欲「之」南海(丙)天 

       下事有難易乎？為「之」，則難者亦易矣(丁)人「之」 

       立志，顧不如蜀鄙之僧哉。上列「之」字哪些作「往」 

       解釋？  

       (Ａ)甲丙 (Ｂ)乙丁 (Ｃ)甲乙 (Ｄ)丙丁 

11. （ A ）下列「 」中的詞語替換後，哪一句的文意改變 了？  

       (Ａ)順流泛舟，「任意東西」──縱橫交錯 (Ｂ)鳥鳴   

       嚶嚶，「千轉不窮」──百叫無絕 (Ｃ)「鳶飛戾天」， 

       令人羨慕──飛黃騰達 (Ｄ)「經綸世務」，公而忘私 

        ──經世濟民 

12.（ D ）下列詞語，何者是同義複詞？  

       (Ａ)亢奮 (Ｂ)喘息 (Ｃ)狼狽 (Ｄ)尋覓 

13.（ B ）下列各選項「 」中連詞的使用，何者不完全正確？  

       (Ａ)今天「若非」你出面，我「真要」受困了 (Ｂ) 

      「好在」我雨傘隨身攜帶，「然而」就要淋成落湯雞了  

       (Ｃ)原本囂張的他「由於」你及時趕到，「才」稍微收 

       斂些 (Ｄ)「就在」不知不覺中，雨勢「終於」慢慢 

       地停下來了 

14.（ C ）請問下列各文句「 」中字的讀音，何者前後相 

         同？  

         (Ａ)翰典正「揣」摩著一個人氣「喘」吁吁的模樣  

         (Ｂ)崔營暫時「卸」下了統「御」軍隊的職責 (Ｃ) 

         阿信年「齡」雖小但做事卻非常「伶」俐 (Ｄ)有 

         「朝」一日，一定要讓那些「嘲」笑我的人刮目相 

          看 

15.（ B ）「西蜀之去南海，不知幾千里也，僧之富者不能至， 

         而貧者至之。」由此可知何種道理？  

       (Ａ)登高自卑 (Ｂ)有志竟成 (Ｃ)學非所用 (Ｄ)人 

       非聖賢 

16.（ B ）「杏林」之於「妙手回春」，猶如「杏壇」之於？  

        (Ａ)為民喉舌 (Ｂ)春風化雨 (Ｃ)明鏡高懸 (Ｄ)宜 

        室宜家 

17.（ D ）「駿馬能歷險，犁田不如牛；堅車能載重，渡河不 

       如舟。」此句話的含義是說明什麼？  

       (Ａ)駑馬十駕 (Ｂ)老馬識途 (Ｃ)馬不如牛 (Ｄ)各 

       有所長 

18.（ C ）下列「 」中的字，何者當副詞用？  

       (Ａ)「流露」愛心 (Ｂ)「創造」生命 (Ｃ)「頓然」 

       了悟 (Ｄ)「發生」懷疑 

19.（ A ）「守先待後」的詞性結構與下列何者相同？  

       (Ａ)玩日愒歲 (Ｂ)手舞足蹈 (Ｃ)耳濡目染 (Ｄ)先 

       斬後奏 

20.（ D ）小敬搬新家，阿嬌欲送禮金表達祝賀之意。下列 

        題辭，何者最適合寫在賀儀封套上？ (Ａ)近悅遠來  

        (Ｂ)造福桑梓 (Ｃ)宜室宜家 (Ｄ)喬遷之喜 

21.（ D ）阿牛想要寫一篇論文，研究主題是「隱逸生活與 

        田園詩的關係」。下面哪個歷史人物最適合做為他的   

        主要研究對象？ (Ａ)蘇東坡 (Ｂ)劉禹錫 (Ｃ)劉 

         義慶 (Ｄ)陶淵明 

22.（ D ）「英國前首相威爾森在一次演說時，有位異議分子 

        高聲打斷他：『狗屎！垃圾！』威爾森若無其事地笑 

        著說：『這位先生，我馬上就要談到你提出的髒亂問 

        題了！』全場爆出一片笑聲。」下列何者最適合用 

        來形容威爾森在這則故事中的反應？ (Ａ)臨危受 

        命(Ｂ)臨門一腳 (Ｃ)臨陣磨槍 (Ｄ)臨機應變 

二、題組：每格 2 分、共 18 分 

1.     以吻為禮（節錄）   周腓力 

  古代中國人的見面禮是打躬作揖。西方人的禮俗則

不同，他們相見一定要相互握完手，才肯罷休。在向西

方人介紹中國人的風俗時，林語堂把「作揖」解釋成「自

己跟自己握手」，並且鼓吹這是最衛生的見面禮節。但是

西方人不為所動，仍照樣握手不誤，而且有越握越緊的

趨勢。反而西風東漸之後，中國人一嘗到跟別人握手的

滋味，再與「自己跟自己握手」的滋味相比，就愛之「不

忍釋手」了，很快就把「作揖」的老套拋諸腦後了。 

  握手的風俗，據說源於十字軍東征時代。那時候，

敵我的分別只有宗教信仰一項，所以敵我很難分別。兩

人見面握手，是表示手中沒有武器，不存敵意，那當然



 2 

2. 就是朋友了。這項風俗就這樣一直流傳下來，成了今天全世界通行的見面禮。 

（ C ）１.「打躬作揖」指的是什麼？ (Ａ)兩人見面互相握手 (Ｂ)兩人見面互相問好 (Ｃ)兩手抱拳，彎腰行禮 (Ｄ)

兩手抱拳，面露微笑 

（ D ）２.文中所謂「西風東漸」，指的是什麼？ (Ａ)季節的變換 (Ｂ)許多西方人到東方旅遊 (Ｃ)東方人的流行風潮，

逐步影響西方社會的現象 (Ｄ)西方人的流行風潮，逐步影響東方社會的現象 

（ B ）３.從本文可知西方人以握手為禮，最早的用意為何？ (Ａ)表現敵意 (Ｂ)表現善意 (Ｃ)表達自己宗教信仰 (Ｄ)

顯示自己的身分地位 

 

九年級英語科 1~6 冊補考題庫 

( A )1.    研讀    (A) study     (B) block      (C) fight      (D) play 

( C )2.    買      (A) set       (B) hurt       (C) buy       (D) cut  

( B )3.    棕色的  (A) purple       (B) brown     (C) white   (D) blue 

( B )4.    練習    (A) drop     (B) practice     (C) arrive     (D) clean 

( D )5.    重要的  (A) interesting   (B) lonely    (C) lucky     (D)important 

( B )6.    旅行    (A) machine     (B) travel    (C) cartoon   (D) garbage 

( A )7.    大衣    (A) coat        (B) dress     (C) pants     (D) T-shirt 

( B )8.    籃球    (A) tennis     (B) basketball   (C) soccer    (D) baseball 

( D )9.    健康的  (A) famous    (B) lovely       (C) safe      (D) healthy 

( C )10.   雨      (A) wind      (B) cloud       (C) rain      (D) snow 

( D )11.   飛機    (A) taxi       (B) ship        (C) truck       (D) plane 

( B )12.   葡萄    (A) guava     (B) grape        (C) strawberry    (D) lemon 

( C )13.   然而    (A) and       (B) but         (C)however      (D) if  

( A )14.   圖書館  (A) library     (B) museum    (C) store      (D) school  

( A )15.   牙醫    (A) dentist     (B) nurse      (C) scientist    (D) doctor  

( C )16.   長凳    (A) ring       (B) lamp       (C) bench      (D) kite 

( C )17.   廚房    (A) bakery     (B) bathroom   (C) kitchen    (D) living room 

( B )18.   日記    (A) seat       (B) diary       (C) comb     (D) fruit 

( A )19.   吉他    (A) guitar      (B) drum      (C) recorder   (D) piano 

( D )20.   眼鏡    (A) shoes      (B) socks      (C) watch     (D) glasses  

( B )21.   總是    (A) never      (B) always     (C) seldom    (D) usually 

( C )22.   河馬    (A) bear       (B) lion       (C) hippo      (D) elephant 

( A )23.   聽      (A) listen      (B) speak     (C) read        (D) write 

( B )24.   製作    (A) become    (B) make     (C) find         (D) give  

( A )25.   抄襲    (A) think      (B) host      (C) explain       (D) cop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