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東縣立恆春國中109 學年度第二學期畢業資格考九年級語文領域 題庫
國文科
一、選擇
1.
2.

3.

4.

5.

6.

下列「」中的字，何者讀音前後相同？
(A)「撒」了滿天珍珠/「撒」嬌 (B)一「匹」布/單槍「匹」馬 (C)和「諧」/詼「諧」
下列選項「
」中的注音寫成國字後，何者字形前後相同？
(A)沉「ㄇㄛˋ」寡言/「ㄇㄛˋ」不關心
(B)「ㄐㄩㄢˋ」戀/「ㄐㄩㄢˋ」屬
(C)「ㄆㄟˊ」養/「ㄆㄟˊ」伴
(D)沼「ㄗㄜˊ」/「ㄗㄜˊ」善固執
下列文句「 」中的成語，何者運用正確？
(A)行善應該「當仁不讓」，你就別再猶豫了
(B)大雄見義勇為的事蹟「道聽塗說」，遠近皆知
(C)這對新人早已情投意合，我只不過「破釜沉舟」，當個現成的媒人罷了
(D)為了名利，他竟然「舉一反三」討好長官，這種不顧廉恥的行徑，我們如何與他為友

下列有關年齡用語的說明，哪一個是正確的選項？
(A)「花甲之年」是指一百歲的高壽
(B)「而立之年」是指小孩剛學會站立的年紀
(C)「二八佳人」是指二十八歲的女子
(D)年方「弱冠」是指男子剛滿二十歲
「這些街道和巷弄才可以經常保有一張清潔的容顏。」下列何者與此句同樣使用轉化修辭？
(A)好天時會塵土飛揚，雨天時便泥濘遍地
(B)像兵士護衛著疆土那樣，負責道路清潔的那默默的一群
(C)從來沒有一寸路面會在她們的掃把底下漏掉
(D)終於把那個空塑膠袋給捉了回來。
大家正在看新聞，爸爸說：「這個男人的一生真是坎坷！」雅紀說：「我知道，這叫紅顏薄命！」全家人哄堂大笑。
雅紀用「紅顏」來代指男人，這是錯誤的用法。下列選項「

7.

8.
9.

(D)不「禁」/「禁」止

」中的詞語，何者所借代的對象說明錯誤？

(A)「布衣」可致卿相：代指窮人

(B)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代指明月

(C)化「干戈」為玉帛：代指戰爭

(D)鳥中之「曾參」：代指孝子。

「一朝天氣炎熱，與群猴避暑，都在松陰之下玩耍。」這句話的季節與下列何者相同？
(A)晝長吟罷蟬鳴樹，夜深燼落螢入幃
(B)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
(C)停車坐愛楓林晚，霜葉紅於二月花
(D)一年好景君須記，最是橙黃橘綠時。
下列關於「近體詩」與「古體詩」的比較，何者說明正確？
(A)句數皆有限制 (B)古體詩不必講求平仄、對仗
(C)皆可以換韻
(D)古體詩一定是五言體。
下列有關「樂府詩」的敘述何者正確？
(A)「樂府」一詞本是秦代時掌管音樂官署名稱。
(B)多為民間歌謠，經樂府採錄整理而成。
(C)用韻寬，但不可換韻。
(D)字數只有五言、七言之分。

10. 下列有關「詩、詞、曲」的說明，何者正確？
(A)詞、曲除了依詞牌及曲牌寫作外，還可加「襯字」
(B)近體詩的平仄、字數及句數均有限制，且須一韻到底，不可換韻
(C)若依時代順序排列，近體詩最晚出現
(D)樂府和古體詩不要求句數和對仗，但須一韻到底，不可換韻。
11. 關於《詩經》，下列何者說明正確？
(A)內容剛好有三百篇，所以稱《詩三百》

(B)內容分為「風、雅、頌」三部分，寫作手法則有「賦、比、興」

(C)是中國最早的散文總集

(D)文字質樸，情感真摯，收錄戰國時代的作品。

12. 下列有關《論語》的敘述，何者正確？
(A)由孔子及其弟子記述編輯而成
(C)以記事為主，為儒家思想的代表作
13. 下列有關《史記》的敘述，何項錯誤？

(B)是中國最早的語錄體著作
(D)內容主要記敘自私為己的觀念

(A)記載黃帝至漢武帝間的歷史，是我國第一部記載人物為主的通史。
(B)全書共一百三十篇，分為本紀、表、書、世家、列傳五類。寫作方式以年代先後為主，人物生平為輔。
(C)作者司馬遷，曾任太史令，所著《史記》，對於後代的史學與文學，都有極大的影響。
(D)《史記》對人物性格有生動描寫，有時不直接描繪，而藉由其行事、對話來表現。

14. 國文老師請同學報告《世說新語》一書，下列四位同學的說法何者正確？
(A)彥綸：反映當時人物生活與性情
(B)聖恩：由東漢記載到南宋末年
(C)佑銘：由劉義慶獨立編撰而成
(D)宥絜：為筆記小說中的志怪類。
15. 小和、小翔、小相、小潤四人皆自我吹噓文學底子深厚。請問以下四人的言論，何者正確？
小和：「神怪小說儒林外史我都看了十幾遍了！」
小翔：「那算什麼！李白所寫的宋詞我都可以倒背如流。」
小相：「哼！你們知道四書是：論語、孟子、大學、中庸嗎？」
小潤：「諷刺小說水滸傳我可以背出裡面的人名呢！」
（Ａ）小和 （Ｂ）小翔 （Ｃ）小相 （Ｄ）小潤。
16. 有位年輕男子找媒婆介紹女友，媒婆在紙上寫著：「我敢保證黑頭髮沒有麻子腳不大端正」，男子很高興的約了女孩見
面，但是見面後卻大失所望，原來是他誤解了媒婆的話。媒婆的話若加上標點，應是下列哪一個選項？
（Ａ）我敢保證：黑頭髮，沒有麻子，腳不大端正。 （Ｂ）我敢保證：黑頭髮，沒有麻子，腳不大，端正。
（Ｃ）我敢保證：黑頭髮沒有，麻子，腳不大端正。 （Ｄ）我敢保證：黑頭髮，沒有麻子腳，不大端正。
17. 下列文字，何者與「馬」的造字法則相同？

（A）

（B）

（C）

（D）

18. 關於中國書法的字體特色，有這樣一句話可以說明：
「楷如立，行如趨，草如奔」
。下列是「母」字的不同字體，請問何者是依
「楷／行／草」的順序來排列？
(A)

(B)

(C)

(D)

19. 「他很討厭虛偽的人。」關於這句話的詞性分析，下列何者錯誤？
(A)他：代詞

(B)很：副詞

(C)討厭：動詞

(D)虛偽：名詞。

20. 「平安就是福」是「主語＋繫語＋斷語」的判斷句句型，下列何者與之相同？
(A)實事求是

(B)馬首是瞻

(C)空即是色

(D)各行其是。

21. 粗心的大雄忘了寫明下列哪一項，以致可能等不到 靜香？
大雄在靜香的櫃子裡貼了一張便條：
靜香：
聽說學校後山的芒草花開了，
明早十點一起去遊賞？
不准再放我鴿子了，知道嗎？不見不散。
大雄 十月八日
(A)對方稱謂 (B)集合地點

(C)集合時間

(D)自己署名。

22. 阿彥寫信給他的老師黃穗芳，信封上的寫法，何者正確？

（Ａ）

黃
穗
芳
老
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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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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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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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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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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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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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

老
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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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啟

（Ｄ）

23. 又到了驪歌高唱，畢業的時刻，下列哪一句題辭可用來祝福同學？
謹詹於國曆十月八日（六）

(A)青雲有志 (B)松柏長青

(C)眾望所歸

(D)熊夢徵祥。

24. 關於右方這張柬帖，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A)喜宴由女方設席

(B)這是一張結婚喜帖

(C)新娘的名字為王曉如

(D)最後具名者為宋世凱。

中午十二時三十分為小女 曉如與
宋世凱長男 杰修舉行文定之禮，
敬奉禮餅

哂納

25. 對聯的上聯與下聯位置有一定的順序，下列何者排列錯誤？
(A)田畝年豐樂太平／門庭春暖生光彩

(B)任往來遨遊經史／通古今交結聖賢

(C)三陽啟泰開新運／萬象回春展契機

(D)山河新氣象／詩禮舊家聲。

敬祈

26. 「不怕賣不出去」為雙重否定的用法，意思是「一定賣得出去」。下列選項中，何者詞語為「雙重否定」用法？
(A)不清不楚 (B)無憂無慮 (C)不卑不亢 (D)非你莫屬
27. 胡迪從台中搭客運要回恆春，車子出發時間為下午三點三十分，需花五個小時才能抵達。請問依古代時辰來說，胡迪何時
抵達恆春？
(A)申時 (B)酉時
(C)戌時
(D)亥時
28. 「越是真正作過一點事，越是感覺自己的貢獻之渺小。」這是何種態度的表現？
(A)謙遜

(B)自傲

(C)卑微

(D)有禮

29. 「請陶冶我的兒子，使他不要以願望代替實際作為。」請問一個什麼樣的人會犯「以願望代替實際作為」的毛病？
(A)好高騖遠
(B)畫地自限
(C)虎頭蛇尾
(D)得過且過。
30. 「古人說：
『廣廈千間，夜眠八尺』
，縱然有一千個房間，夜間也只能挑一張床來睡。」這段文字的含義與下列何者最接近？
(A)天地之大，何處為家 (B)天生我才必有用 （C）錢財生不帶來，死不帶去 (D)縱有良田萬頃，日食不過三餐
31. 「『單獨』是一個耐尋味的現象。我有時想它是任何發現的第一個條件。你要發現你的朋友的『真』，你得有
與他單獨的機會。你要發現你自己的真，你得給你自己一個單獨的機會。你要發現一個地方（地方一樣有靈
性），你也得有單獨玩的機會。」（徐志摩我所知道的康橋）以上論述的意旨與下列何者相通？
(A)不必在乎自己是弱者，但要盡量使自己的力量能夠在團體中發揮
(B)感情是自然而生的，用金錢或權力也無法交換
(C)以專注的一己去面對外界，就能得到更深切的體悟
(D)孤獨的人會有一顆敏銳的心，因而善於寫作。
32. 「『行到水窮處』是一種生命現象，好像走到了絕望的窮途末路，但作者筆鋒一轉，又讓我們看到另一種生命現象，即
『坐看雲起時』。走累了，就坐下來，看到悠然的雲，此時窮途絕望似乎都有了自由昇華的可能。」這段文字所呈現的人
生態度，與下列何者最接近？
(A)及時行樂，享受自由生活
(B)勇於承擔，追求自我突破
(C)忍辱負重，等待浴火重生
(D)寬心自在，不受窘境拘束。
33. 「『吃不完，所以丟啊！』『舊了，所以丟啊！』『太麻煩了，所以丟啊！』『管它還能不能用，丟啊！』『因為便宜，所以
愈買愈多！』身邊東西太多，就往垃圾場丟。」作者寫這段文字的用意為何？
(A)奚落一般人做不到棲地守護
(B)凸顯人們不惜福的錯誤觀念
(C)諷刺政府官員只會說不會做

(D)點出垃圾場空間不足，無法消化垃圾量的窘境。

34. 「和也夜讀慈烏夜啼一詩，剛好窗外風動枝葉，好像在隨聲應和。此情此景，和也不禁低嘆：『樹欲靜而風不止，
子欲養而親不待。為人子女，行孝要及時啊！』」關於這段文字的敘述，下列何者正確？
(A)和也讀書不專心，學而不思

(B)詩句意在責備慈烏未做到「能養」的功夫

(C)和也受到詩意和情景的觸發
(D)「樹欲靜而風不止」一句引申出成語「風行草偃」。
35. 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請問孔子認為孝順最重要的是能做到
下列何者？ (A)孝
(B)別
(C)養 (D)敬。
36. 韓愈的〈馬說〉：「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而不能通其意，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馬。』嗚呼！
其真無馬邪？其真不知馬也！」此段文字，作者的用意是？
(A)斥責當官不能體恤下民

(B)重申伯樂是相馬的專才

(C)勸勉養馬的人慈悲為懷

(D)慨嘆上位不能識別人才。

37. 「對淵博友，如讀異書；對風雅友，如讀名人詩文；對謹飭友，如讀聖賢經傳；對滑稽友，如閱傳奇小說。」這段話的
意旨，最接近下列何者？
(A)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

(B)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

(C)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D)朋友能增長你的知識，擴充你的生活經驗。

38.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這段文字傳達的旨意與下列何
者最不相近？
(A)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 (B)苦難是人生的老師

(C)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

(D)英雄不怕出身低。

39. 白樸藉「傲殺人間萬戶侯，不識字煙波釣叟」表明自己的心志，下列何種理念與此最相近？
(A)萬丈高樓平地起，英雄不怕出身低

(B)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

(C)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

(D)好說己長便是短，自知己短便是長。

40. 〈習慣說〉中的「足利平地，不與窪適也；及其久，而窪者若平」一句，所蘊含的道理，與下列何者最接近？
(A)不經一番寒徹骨，焉得梅花撲鼻香

(B)凡事三思而行，跑得太快是會滑倒的

(C)習與性成，嚴師益友不能勸勉，醲賞重罰不能匡正矣

(D)勤奮是一種可以吸引一切美好事物的天然磁石。

英語科
ㄧ、字彙選擇題：(每題 1 分，共 10 分)
D 1. Bella spent the most money on the ______ today.

(A) candles
(B) dictionary
(C) flute
(D) soccer
B 2. There are many beautiful flowers in the __________ in the front of your house.
(A) beach
(B) garden
(C) river
(D) pond
A 3. Mrs. Lin is a(n) __________old woman. She is nice to everyone.
(A) kind
(B) ugly
(C) full
(D) weak
B 4. I can’t eat many cookies __________ meals.
(A) behind
(B) between
(C) near
(D) under
B 5. Let’s meet at three o’clock on the __________. Is that OK with you?
(A) circle
(B) dot
(C) square
(D) rectangle
A 6. Look! A __________ rock is rolling down.
(A) giant
(B) slow
(C) useful
(D) quick
C 7. The old man __________ his dog on time. His dog is seldom hungry.
(A) walks
(B) washes
(C) feeds
(D) plays
B 8. Mr. Walker teaches Chinese in an interesting way, so his Chinese class is ________with all his students.
(A) enough
(B) popular
(C) beautiful
(D) different
A 9. A guide dog takes about two years to __________.
(A) train
(B) steal
(C) claim
(D) lend
D 10. The important test is around the corner, isn’t it? Stop __________ too much time watching TV.
(A) repeating
(B) affecting
(C) bugging
(D) wasting
二、 文法選擇題：(每題 2 分，共 20 分)
A 11. Christmas is coming. Everyone in my family __________ so busy.
(A) Is
(B) are
(C) am
(D) be
D 12. __________ of my parents are doctors, and __________ of my two brothers is, too.
(A) Two; one
(B) Each; each
(C) All; everyone
(D) Both; one
C 13. My sisters surf the Internet every night, but I __________.
(A) do
(B) can
(C) don’t
(D) can’t
D 14. Let’s have __________ cake and cookies for the party.
(A) any
(B) lots
(C) a lot
(D) some
B 15. Liz: __________ were Ruby and Tim yesterday? Emi: They__________ near the lake then.
(A) When; were
(B) Where; were (C) Where; are
(D) When; are
B 16. To learn English well, Joe decided __________ the English club.
(A) join
(B) to join
(C) joining
(D) joined
A 17. Ann: How much did the coffee __________ you? Liz: I __________ NT$90 on it.
(A) cost; spent
(B) spend; cost
(C) cost; cost
(D) spend; spent
D 18. That wild goose（雁）was __________ for Nancy ______ Selina, but it flew away soon.
(A) bring; with
(B) bring; by
(C) brought; with (D) brought; by
D 19. Can you believe __________ the swimming pool is 990 meters long?
(A) it
(B) what
(C) which
(D) that
A 20. When we got to the railway station, the train __________ already __________ .

(A) had; left

(B) would; leave

(C) has; left

(D) was; going to leave

三、題組：(每題 2 分，共 20 分)
第 21 題~23 題 Here is a survey in Class 809. Please read the chart and answer the questions.
D 21. How many boys are there in Class 809?
(A) Twelve.
(B) Thirteen.
(C) Fourteen
(D)Fifteen
B 22. Which is true?
(A) There are fifty boys in class 809.
(B) The numbers of boys and girls in Class 809 are the same.
(C) No one in Class 809 can play the drums.
(D) Fewer boys can play the violin than girls.
C 23. What can we learn from the reading?
(A) There are thirty-two students in Class 809.
(B) There are fourteen girls in Class 809.
(C) Most girls in Class 809 can play the piano.
(D) More boys in Class 809 can play the flute than the ones can
play the drums.

第 24 題~25 題 Look at the pie chart and answer the questions.
Three hundred students in grade nine are going to leave the school, so the school asks them to do the survey about
their future jobs. Look at it and answer the questions.
A

24. What do more students want to do in the future?

(A) Reporters

(B) Farmer

(C) Mail carriers

(D) Singers

D 25. How many students want to deliver letters for people
someday?
(A) 10.

(B) 50.

(C) 25.

(D) 45.

第 26 題~27 題
Nancy: Do you need some help?
John: Yes. I am going to Dada Flower Market, but I don’t know how to get there.
Nancy: It is near Happy Park. You can take bus number 101.
John: Is there a bus stop near here?
Nancy: Yes, there is one on Minsheng Road.
John: Where’s Minsheng Road?
Nancy: Over there.
John: Thank you so much for your help. You are so nice.
Nancy: You’re welcome. But... wait! It’s afternoon now. The flower market is open only in the morning.
John: Oh, no!
C 26. What does“It”mean?
(A) A bus stop.
(B) Dada Flower Market. (C) Bus number 101.
A 27. Which is NOT true?
(A) John can see many flowers at Dada Flower Market this afternoon.
(B) John can go to Dada Flower Market by bus.
(C) Dada Flower Market is not open in the afternoon.
(D) Nancy is nice.

(D) Minsheng Road.

第 28 題~30 題
(Yuki and Oscar are in the classroom.)
Yuki: Hey, Oscar. I called you last night. But you weren’t at home. Where were you?
Oscar: I went to the library after (1) my dinner.
Yuki: Why did you go there? Will (2) a big exam tomorrow?
Oscar: No. I went there to write my storybook.
Yuki: What’s it about?
Oscar: It’s about friendship (3) an unhappy princess and a smart soldier.
D

28.

(A) eat

(B) ate

(C) am eating

(D) eating

D

29.

(A) there is

(B) there have

(C) there has

(D) there be

(A) before

(B) between

(C) when

(D) after

B 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