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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明國中 國文科 八年級上 補考題庫  座號：___ 姓名：__________ 
一、選擇 

 1.  （ Ａ ）「繁華熱鬧的臺北街頭，平常不

論日夜總是車水馬龍、人來人往。過

年休假這幾天，反而寂靜了下來，彷

彿是鞭炮聲把向來鼎沸的人聲嚇得

□□□□。」根據文意，句中缺空處

應填入下列何者最恰當？ （Ａ）噤

若寒蟬 （Ｂ）景氣蕭條 （Ｃ）門

可羅雀 （Ｄ）眾口鑠金。 

 2.  （ Ｂ ）「嘗食雞子，以筯刺之。」從吃

雞蛋用筷子刺的動作，暗示王藍田的

個性為何？ （Ａ）大而化之 （Ｂ）

沒有耐性 （Ｃ）斤斤計較 （Ｄ）

不能集中精神。 

 3.  （ Ａ ）下列選項，何者不可用來作為「飛

魚」的量詞？ （Ａ）頭 （Ｂ）隻 

（Ｃ）尾 （Ｄ）條。 

 4.  （ Ｂ ）下列哪一句話最能表現出「倏」

的情狀？ （Ａ）臨風顧盼 （Ｂ）

牠像虹似地一下就消逝了 （Ｃ）一

行白鷺上青天 （Ｄ）在天空盤旋。 

 5.  （ Ｂ ）「夜夜夜半啼，聞者為沾襟。」

關於這段詩句的說明，下列何者錯

誤？ （Ａ）「夜夜夜半啼」的讀法

應是「夜夜／夜半啼」 （Ｂ）「為

沾襟」的「為」字，讀音ㄨㄟˊ （Ｃ）

「為沾襟」的「為」字底下可加「之」

字 （Ｄ）「聞者」的「者」可當「的

人」解釋。 

 6.  （ Ｄ ）下列文句「 」中的詞語，何者

不是虛詞？ （Ａ）這件事「跟」我

沒有關係 （Ｂ）耐不住無聊「與」

煩悶 （Ｃ）這有什麼關係「呢」 

（Ｄ）他「極」討厭別人叫他的小名。 

 7.  （Ｂ）下列選項「 」中的詞語，何者說

明正確？ （Ａ）他是「何許」人也：

多少 （Ｂ）不要用言語「糟蹋」人：

侮辱 （Ｃ）我已做好「去留」的決

定：停留 （Ｄ）大廚正在準備「料

理」：處理。 

 8.  （Ｂ）「再摘一顆皮硬青綠的，盡是粗澀

之感，但它繼續報以芳醇之味，教人

憶起兒時摘食的快樂。這時若到市場

購買珍珠芭樂或泰國芭樂，再如何啃

咬，就是少了這分土香。」根據這段

文字，作者最喜歡土芭樂的什麼？ 

（Ａ）外觀 （Ｂ）香氣 （Ｃ）價

位 （Ｄ）觸感。 

 9.  （Ｂ）「寡廉鮮恥」的「鮮」字，與下列

何者讀音相同？ （Ａ）生「鮮」超

市 （Ｂ）陶後「鮮」有聞 （Ｃ）

記憶「鮮」明 （Ｄ）「鮮」嫩多汁。 

10.  （Ａ）我在圖書館的一天一文中，提到閱

讀不同書籍時，會有不同的姿態。下

列文句分別描述不同的閱讀姿態，其

與成語的配對，何者正確？ （Ａ）

讀經典書籍時抬頭挺胸：昂首挺胸 

（Ｂ）讀精采的小說時坐著：坐擁百

城 （Ｃ）讀輕鬆的漫畫時躺著：臥

虎藏龍 （Ｄ）讀厚重的書籍時靠

牆：拔地倚天。 

11.  （ Ｂ ）「我發現在這座圖書館，椅子的

設計有其道理，也有其巧思，像是在

矩形木椅上鏤刻著蝴蝶、獨角

仙……，模樣很巧。」依據文意判斷，

文中的刪節號有何作用？ （Ａ）節

略原文 （Ｂ）指語句未完意思未盡 

（Ｃ）表示語句斷斷續續 （Ｄ）表

達聲音的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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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 Ｄ ）下列選項中的缺空處，何者不適

合填入「一場」這個數量詞？ （Ａ）

虛驚□□ （Ｂ）空歡喜□□ （Ｃ）

大哭□□ （Ｄ）飽餐□□。 

13.  （ Ｂ ）庭中有奇樹一詩中，下列何者最

能予人「動態」之感？ （Ａ）綠葉

發華滋 （Ｂ）攀條折其榮 （Ｃ）

馨香盈懷袖 （Ｄ）路遠莫致之。 

14.  （ Ｂ ）下列選項「 」中的字，何者作

動詞用？ （Ａ）有「閒」的人少了 

（Ｂ）從夢境「喚」起 （Ｃ）鳥「倏」

地振翅飛去 （Ｄ）瞵視昂藏的神

「氣」。 

15.  （ Ｄ ）拆牆一文中，蓋茲與含月關係生

變的轉折點為何？ （Ａ）啟華的死

亡 （Ｂ）蓋茲偷含月的菜 （Ｃ）

絲黛娜去世 （Ｄ）郵差送錯信。 

16.  （ Ａ ）「像這樣大的雨粒，竹葉笠是要

被打穿的，沒有蓑衣遮蔽，一定被打

得遍體發紅。」由這段話可推論出下

列何種情況？ （Ａ）還好有雨具保

護 （Ｂ）被雨淋得很慘 （Ｃ）全

身被雨粒打得通紅 （Ｄ）強調雨傘

的重要。 

17.  （ Ａ ）「□□逐日、□□射日、□□馭

日。」上列缺空處皆是與「太陽」有

關的神話人物，依序應填入下列何者

最恰當？ （Ａ）夸父／后羿／羲和 

（Ｂ）夸父／女媧／盤古 （Ｃ）嫦

娥／后羿／盤古 （Ｄ）嫦娥／女媧

／羲和。 

18.  （ Ｂ ）冬陽一文中使用了許多疊字詞，

如「白花花」、「硬邦邦」等，下列

缺空處皆為疊字詞，依序應填入何者

最恰當？「綠□□、紅□□、灰□□、

黑□□、黃□□」 （Ａ）油油╱滴

滴╱沉沉╱溶溶╱孜孜 （Ｂ）油油

╱撲撲╱濛濛╱漆漆╱澄澄 （Ｃ）

騰騰╱撲撲╱濛濛╱漆漆╱孜孜 

（Ｄ）騰騰╱滴滴╱濛濛╱溶溶╱澄

澄。 

19.  （ Ａ ）下列選項中的「快」字，何者意

思與「都快看不見了」的「快」字相

同？ （Ａ）我兒子已經「快」七歲

了 （Ｂ）罪犯被抓真是大「快」人

心 （Ｃ）她有「快」人快語的直爽 

（Ｄ）您「快」別這麼說了吧。 

20.  （ Ｄ ）「我會坐到方形書桌區，兩兩相

對的書桌，是圖書館典型的設計，扭

開一盞燈，就可以安然啃書。我發現

在這座圖書館，椅子的設計有其道

理，也有其巧思，像是在矩形木椅上

鏤刻著蝴蝶、獨角仙……，模樣很

巧。」下列選項用成語形容文句中的

對象，何者使用正確？ （Ａ）方型

書桌區：紛紜雜沓 （Ｂ）方型書桌

區的氣氛：怡然自得 （Ｃ）椅子的

設計：華而不實 （Ｄ）木椅的鏤刻：

精雕細琢。 

21.  （ Ｄ ）〈飛魚〉：「悶聲不說，只搖頭

的是大海／但才幾秒鐘，飛魚就將自

己射出兩三百公尺那麼遠／卜的一

聲，射進大海的胸膛／然而飛魚的快

樂，大海並不知道」關於這段詩句的

分析，下列何者正確？ （Ａ）「悶

聲不說，只搖頭的是大海」指大海對

小飛魚飛行技術的讚賞，難以用言語

形容 （Ｂ）「飛魚就將自己射出兩

三百公尺那麼遠」指小飛魚飛出海面

兩三百公尺高 （Ｃ）「卜的一聲」

是形容巨浪翻騰的聲音 （Ｄ）「然

而飛魚的快樂，大海並不知道」是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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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大海無法張翅滑行，所以不懂小飛

魚的快樂。 

22.  （ Ｃ ）讀完慈烏夜啼一詩，下列詩句，

何者最能寄託白居易「子欲養而親不

待」的悲痛？ （Ａ）慈烏失其母，

啞啞吐哀音 （Ｂ）夜夜夜半啼，聞

者為沾襟 （Ｃ）聲中如告訴，未盡

反哺心 （Ｄ）慈烏復慈烏，鳥中之

曾參。 

23.  （ Ｃ ）下列選項「 」中的詞語，何組

意思前後相同？ （Ａ）「一線」生

機／細細「一線」 （Ｂ）扭作「一

團」／「一團」和氣 （Ｃ）「一絲」

一毫／「一絲」不苟 （Ｄ）「一門」

忠烈／「一門」火砲。 

24.  （ Ｂ ）老師要求同學將五柳先生傳中「每

有會意，便欣然忘食」一句換一個說

法。曉君正猶豫該以下列何者取代

「欣然」一詞，請問她應該選擇下列

何者？ （Ａ）悵然 （Ｂ）陶然 

（Ｃ）戚然 （Ｄ）晏然。 

25.  （ Ｄ）拆牆一文中，在第一段時描述牆

上植物的欣欣向榮，呈現出一片旺盛

生機。下列選項中的詞語，何者沒有

「草木茂盛」的意思？ （Ａ）鬱鬱 

（Ｂ）蔥蔥 （Ｃ）扶疏 （Ｄ）皎

皎。 

26.  （Ｃ ）關於飛魚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Ａ）「海弓起背」指海恢復平靜的

狀態 （Ｂ）「一隻飛魚開鎗將自己

射出」指飛魚遭到魚槍獵捕 （Ｃ）

「鰭展成翅，拚命揮」描寫飛魚騰空

飛躍的動作 （Ｄ）「竟是幾百畝的

嘆息呢」指海洋退潮的聲音。 

27.  （ Ｃ ）由「聲中如告訴，未盡反哺心」

可知，慈烏悲痛的原因是什麼？ 

（Ａ）盛年不重來，一日難再晨 

（Ｂ）養兒方知父母恩 （Ｃ）樹欲

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 （Ｄ）

花開堪折直須折，莫待無花空折枝。 

28.  （ Ｃ ）根據「朗曰：『幸尚寬，何為不

可？』」與「歆輒難之」這兩句，可

推論下列何者敘述錯誤？ （Ａ）王

朗有同情心，但考慮未周 （Ｂ）華

歆有點自私，卻有識見 （Ｃ）王朗

的思慮比華歆周密 （Ｄ）兩人有不

同的性格。 

29.  （Ｂ ）「去年絲黛娜過生日買了一套飯

勺，絲黛娜歡喜得要命，只是還沒來

得及用，人就走了。牆東邊的鄰居那

麼喜歡烹調，就把那套飯勺轉送給她

作生日禮物吧。」根據這段文字，蓋

茲的這項舉動，可以用下列何者來形

容？ （Ａ）黃鼠狼給雞拜年 （Ｂ）

借花獻佛 （Ｃ）有德者居之 （Ｄ）

此地無銀三百兩。 

30.  （ Ｂ）關於風箏一詩，下列敘述何者錯

誤？ （Ａ）「長長一生莫非這樣一

場遊戲吧」意謂著人生就像放風箏的

遊戲 （Ｂ）作者用放風箏比喻人想

要實踐高遠的志向，把「風箏」這個

主題具體化 （Ｃ）「想與整座天空

拔河」象徵與環境搏鬥 （Ｄ）「沿

著河堤，我開始拉著天空奔跑」鼓勵

大家逆轉情勢，永不放棄，進而掌控

人生。 

31.  （ Ｄ）自古以來，中文就因為歷史上許

多的典故而衍生出相當多的成語。而

其中有部分的成語雖然典故出處不

同，但意思卻相近。下列選項中的成

語，何者意思前後相近？ （Ａ）雁

行折翼／勞燕分飛 （Ｂ）椿萱並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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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駕返瑤池 （Ｃ）一毛不拔／九牛

一毛 （Ｄ）言出如山／一言九鼎。 

32.  （ Ｃ）下列文句「 」中常見的慣用語，

何者使用最恰當？ （Ａ）你真是「擺

烏龍」，說的壞事沒一樣不靈的 

（Ｂ）他做事經常「烏托邦」，真是

叫人放心不下 （Ｃ）他貪汙成性，

丟了「烏紗帽」只是遲早的事 （Ｄ）

你還是實際些吧，別再有那「烏鴉嘴」

的想法。 

33.  （ Ｄ）下列選項「 」中的字，何者讀

音前後相同？ （Ａ）「參」差不齊

／「參」加 （Ｂ）豬「圈」／可「圈」

可點 （Ｃ）「朝」秦暮楚／「朝」

聖 （Ｄ）發憤圖「強」／「強」弩

之末。 

34.  （ Ｃ）「斷線風箏」是比喻一去無音信，

消失得無影無蹤。下列何者與「斷線

風箏」的意思相同？ （Ａ）勞燕分

飛 （Ｂ）破釜沉舟 （Ｃ）石沉大

海 （Ｄ）駕鶴西歸。 

35.  （ Ｂ）若要描述小說魯賓遜漂流記的主

角在荒島上的生活狀況，下列何者不

恰當？ （Ａ）環堵蕭然 （Ｂ）窘

態畢露 （Ｃ）短褐穿結 （Ｄ）簞

瓢屢空。 

36.  （ Ａ）「縱使沒有熟果掉落，站在芭樂

樹下，閉上眼，深呼吸，照樣聞得到

那種質樸的香氣，籠罩整個空間。」

由這段文字可知，作者強調何事？ 

（Ａ）土芭樂香氣濃郁，瀰漫於整個

空間 （Ｂ）土芭樂落果很危險，不

要站在樹下 （Ｃ）土芭樂掉落時，

閉上眼才聞到它的香味 （Ｄ）土芭

樂果實剛長出，還在樹上時最香。 

37.  （ Ｂ）「立秋時節，社區中庭的土芭樂，

有幾顆果實逐漸轉黃了。此後大約有

兩個月的成熟期。若不摘食，就得等

到明年夏天。看它生長十幾年，今年

不知為何，比往年都結實纍纍。」根

據這段文字可知，作者對土芭樂的關

注情形為何？ （Ａ）漠不關心 

（Ｂ）觀察入微 （Ｃ）少有關注 

（Ｄ）懵然未覺。 

38.  （ Ａ ）「辜先生慷慨捐贈五百萬元做為

地震災後基金，毫不□□。」根據文

意，句中缺空處應填入下列何者最恰

當？ （Ａ）吝情 （Ｂ）忘懷 （Ｃ）

去留 （Ｄ）欣然。 

39.  （ Ａ ）下列選項「 」中的字，何者讀

音說明正確？ （Ａ）莫不震「懾」：

ㄓㄜˊ （Ｂ）「鏤」刻木雕：ㄌㄡ

ˊ （Ｃ）綠樹「參」天：ㄘㄣ （Ｄ）

閉目「冥」想：ㄇㄧㄣˊ。 

40.  （ Ｄ ）下列選項中的「窩」字，何者與

「整天窩在家裡」的「窩」意思相同？ 

（Ａ）蜂「窩」 （Ｂ）微笑酒「窩」 

（Ｃ）「窩」著悶氣 （Ｄ）「窩」

進被窩。 

41.  （ Ｃ ）下列選項「 」中的詞語，何者

使用最恰當？ （Ａ）媽媽叫我不要

到處亂丟我的「遺物」 （Ｂ）電腦

印製的「手稿」十分精美 （Ｃ）據

說透過「靈媒」，便能和亡魂交談 

（Ｄ）他家裡的書籍「館藏」非常多。 

42.  （ Ｃ ）下列文句，何者沒有語病？ （Ａ）

搬空的家裡，只剩下一張併在一起的

桌子 （Ｂ）他只知道玩，常忘卻記

著要吃飯 （Ｃ）他專心做事的時

候，水也不興著喝 （Ｄ）然後挑本

書，首先再坐進柔軟的沙發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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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 Ｃ ）「遠的是，美麗的風景常讓我分

心，因而忘書。」這段文字可與下列

何者互相呼應？ （Ａ）從姿態大約

可嗅出我是在讀什麼樣的書了 

（Ｂ）我走至長條木椅讀著，後方的

整片挑高窗成了我的閱讀背景 

（Ｃ）這裡坐坐，那裡看看，讀書呢？

倒常忘了 （Ｄ）窩著讀書，很慵懶，

有如在自家般。 

44.  （ Ｄ ）下列文句，何者的閱讀狀態與其

他三者不同？ （Ａ）美麗的風景常

讓我分心，因而忘書 （Ｂ）身處此

幽雅長廊，我常忘了我是來看書的 

（Ｃ）這裡坐坐，那裡看看，讀書呢？

倒常忘了 （Ｄ）我在此安安靜靜地

食著字，且擁抱陌生書魂。 

45.  （ Ｂ ）「窩著讀書，很慵懶，有如在自

家般。首先當然還是要先挑好想讀的

幾本書，然後呢，走到『窩書椅』區

退下鞋子，再把雙腳翹上去，整個身

體拱靠座椅上，讀累了，閉上眼睛小

憩也沒有人會趕你。」關於這段文

字，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Ａ）作

者的家中有一張「窩書椅」 （Ｂ）

書讀累了，可以在「窩書椅」上稍作

休息 （Ｃ）作者習慣躺在床上，慵

懶的讀書 （Ｄ）以「窩著」的姿態

讀書，最能有效吸取書中知識。 

46.  （ Ｄ ）「我感覺這些誘鳥誘蟲植物是來

引誘我的。四周如張綠網，網住了我

心，身處此幽雅長廊，我常忘了我是

來看書的。」關於這段文字，下列敘

述何者錯誤？ （Ａ）此時作者的心

靈已沉浸在大自然之中 （Ｂ）表現

出自然美景的吸引力 （Ｃ）「綠網」

用來比喻環繞四周的自然綠意 

（Ｄ）作者始終惦記著來圖書館的目

的。 

47.  （ Ａ ）下列選項「 」中的字，何者不

是用來形容顏色？ （Ａ）「釉」綠 

（Ｂ）「黛」青 （Ｃ）「朱」墨 （Ｄ）

「赭」衣。 

48.  （ Ｂ ）「香遠益清，亭亭淨植」暗示君

子具有哪一種德性？ （Ａ）隱逸脫

俗，獨善其身 （Ｂ）君子德性芬芳

遠播，可以影響他人 （Ｃ）剛毅正

直，一介不取 （Ｄ）端方正直，休

休有容。 

49.  （ Ｄ ）周敦頤在愛蓮說中提到「牡丹之

愛，宜乎眾矣」，主要暗示的意思為

何？ （Ａ）深惜君子不能潔身自愛 

（Ｂ）感嘆隱逸之士多如牛毛 （Ｃ）

譏刺附庸風雅者不少 （Ｄ）指出世

人皆汲汲於富貴。 

50.  （ Ｄ ）下列哪一個詞語的解釋錯誤？ 

（Ａ）蜷伏：彎曲著身體 （Ｂ）斑

斕：形容花紋鮮麗，光彩奪目 （Ｃ）

乾癟：枯瘦 （Ｄ）臃腫：態度大方

的樣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