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公明國中 國文科 7 下 補考題庫 八年 ___班 座號：___ 姓名：__________ 
一、選擇：(每題 4 分，共 88 分) 

 1.  （  ）下列文句「 」中的字，何者是「量詞」？ （Ａ）

採一「小」把野雛菊送給敬愛的老太太 （Ｂ）

我還要去好多地方，一「定」要更節儉才行 （Ｃ）

像是包裹了一「顆」年輕旅行家的心 （Ｄ）老

太太和那個舊藤袋一「起」消失在人群雜沓中。 
《答案》Ｃ 

 2.  （  ）下列詞語的解釋，何者與「隨意春芳歇」的「歇」

字同義？ （Ａ）這家商店已經「歇」業了 （Ｂ）

暫時在此安「歇」吧 （Ｃ）花園裡的薔薇已「歇」 

（Ｄ）先「歇」會兒再做吧。 
《答案》Ｃ 
詳解：題幹與（Ｃ）停止，此指凋謝。（Ａ）停止 （Ｂ）

睡覺 （Ｄ）休息 

 3.  （  ）下列選項「 」中的國字，何者用字錯誤？ （Ａ）

星馳開了一家港式茶樓，好友送他「鵬圖大展」

的匾額 （Ｂ）知名網紅發表種族歧視的文章，

在輿論界掀起「軒然大波」 （Ｃ）曾有學者「暢

議」在臺灣使用簡體字，但不被政府接受 （Ｄ）

或許是先人的「庇蔭」，這棟古厝出生的孩子都

成為大企業家。 
《答案》Ｃ 
詳解：（Ｃ）「倡」議 

 4.  （  ）「拂木若花生」一句使用了譬喻修辭技巧，下列

何者與之相同？ （Ａ）昏天黑地談起戀愛來 

（Ｂ）可以與牠一同玩耍，可以慢慢的向牠靠近，

伸出手掌，讓牠停在掌心 （Ｃ）煙像百步蛇行

走的樣子 （Ｄ）一句鼓勵的話，勝過十句責備

的話。 
《答案》Ｃ 
詳解：（Ａ）誇飾 （Ｂ）類疊 （Ｄ）映襯 

 5.  （  ）「一隻螢火蟲從草叢裡飛了出來，接著兩隻、三

隻□」句中缺空處，宜填入何種標點符號？ （Ａ）

冒號 （Ｂ）分號 （Ｃ）刪節號 （Ｄ）破折

號。 
《答案》Ｃ 
詳解：（Ｃ）表示語句未完、意思未盡 

 6.  （  ）下列哪一句話的語氣最為感傷？ （Ａ）我那時

真是聰明過分，總覺他說話不大漂亮 （Ｂ）他

囑我路上小心，夜裡要警醒些 （Ｃ）父親是一

個胖子，走過去自然要費事些 （Ｄ）唉！我不

知何時再能與他相見。 
《答案》Ｄ 

 7.  （  ）「清晨登上玉山主峰，迎接臺灣第一道曙光。」

句中的「一道」為數量詞。下列選項中，有關「一

道」的用法，何者錯誤？ （Ａ）這「一道」宮

保雞丁，是奶奶的拿手菜 （Ｂ）掛在牆上的這

「一道」對聯，是鄭板橋的文句 （Ｃ）下山時

抄小路，結果大腿被芒草割出「一道」傷口 （Ｄ）

數學老師出了「一道」難題，連班上的高手都解

不出來。 
《答案》Ｂ 
詳解：（Ｂ）對聯成雙，宜作「一副」 

 8.  （  ）「月色入戶，欣然起行。」這句話在說明什麼？ 

（Ａ）作者因看見月亮升起，想到與人有約，而

動身前往 （Ｂ）作者因月光照人，以致難以成

眠，而在庭中徘徊 （Ｃ）作者因月色引發鄉愁，

而起身提筆撰寫家書 （Ｄ）作者因月色宜人，

而興起出門夜遊的念頭。 
《答案》Ｄ 

 9.  （  ）在今夜看螢去一文中，作者說杜甫寫螢，總喜歡

強調流螢沾衣，是因為有一股慰我寂寥的會心之

感，杜甫之所以會有這樣的感覺，最有可能的原

因為何？ （Ａ）詩人長年與朝廷抗爭備感孤寂，

刻意尋螢才能撫慰詩人孤寂的心情 （Ｂ）螢在

黑暗中發光，讓詩人領悟到即使局勢不佳，也應

奮發向上，積極上諫 （Ｃ）詩人一生漂泊，在

晦暗的人生中，螢像是給了他溫暖與心靈的契合 

（Ｄ）騷人墨客皆愛無病呻吟，故詩人認為與螢

心靈交會後可增添愁感作詩。 
《答案》Ｃ 

10.  （  ）下列選項中的成語，何者具有貶義？ （Ａ）抑

惡揚善 （Ｂ）諂上抑下 （Ｃ）抑揚頓挫 （Ｄ）

抑強扶弱。 
《答案》Ｂ 
詳解：（Ａ）抑制壞人惡事，表揚好人好事，或只褒揚人之

優點，而不揭露其缺點 （Ｂ）巴結上司，欺壓部屬 （Ｃ）

形容聲音的各種變化 （Ｄ）壓制強橫的人而扶助弱小 

11.  （  ）下列選項中的「於」字，哪些解釋為「在」？（甲）

勞力者治「於」人 （乙）得之「於」人者太多 

（丙）「於」事無補 （丁）留蚊「於」素帳中 

（戊）相與步「於」中庭。 （Ａ）甲丙 （Ｂ）

丁戊 （Ｃ）乙丁 （Ｄ）甲戊。 
《答案》Ｂ 
詳解：（甲）被，置於動詞之後，表示被動 （乙）從、由 

（丙）對 

12.  （  ）下列文句「 」中的詞語，何者運用最恰當？ （Ａ）

草原上「藻荇」交錯，一片翠綠 （Ｂ）豔陽高

照，大地「空明」 （Ｃ）邀約友人，「相與」

踏青去 （Ｄ）高速公路上，車輛「交橫」。 
《答案》Ｃ 
詳解：（Ａ）水草名 （Ｂ）月映於水而生光明 （Ｃ）相

偕、相互 （Ｄ）縱橫錯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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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  ）下列選項「 」中的疊字詞，何者使用錯誤？ （Ａ）

農夫汗「潸潸」的工作著 （Ｂ）她笑「盈盈」

的走來 （Ｃ）法網「恢恢」，疏而不漏 （Ｄ）

老太太神采「奕奕」。 
《答案》Ａ 
詳解：（Ａ）流淚的樣子。宜作「涔涔」 

14.  （  ）下列選項「 」中的詞語，何者詞性前後相同？ 

（Ａ）把整個民族、整塊土地的生命濃縮進一句

「呼喊」／當大水沖潰河堤時，難民大聲「呼喊」 

（Ｂ）圓融的處事態度可以成就「不凡」／他那

「不凡」的成就讓父母深感榮耀 （Ｃ）不要讓

名利的鎖鍊「束縛」我們的心靈／從小父母的期

望就「束縛」著他，讓他險些窒息 （Ｄ）過了

下午，乍暖還寒，此起彼落的叫賣聲就更加「豐

富」了／大自然的美景，不僅能愉悅感官，更能

「豐富」心靈。 
《答案》Ｃ 
詳解：（Ａ）名詞／動詞（Ｂ）名詞／形容詞（Ｃ）動詞（Ｄ）

形容詞／動詞 

15.  （  ）背影文末，朱自清引了父親來信中的話語：「我

身體平安，惟膀子疼痛得厲害，舉箸提筆，諸多

不便，大約大去之期不遠矣。」關於這段文字的

分析，下列說明何者正確？ （Ａ）顯現出父親

希望兒子知曉自己的近況，卻又不希望兒子過於

憂慮的掙扎 （Ｂ）父親認為當時的醫學進步許

多，這點小病不算什麼 （Ｃ）父親埋怨兒子這

麼久都不回來看他，故意說了這段氣話 （Ｄ）

父親覺得只要兒子飛黃騰達，就是死也瞑目了。 
《答案》Ａ 

16.  （  ）「躊、躇」二字須合寫成「躊躇」才具有意義，

稱為「聯綿詞」，下列何組皆不是「聯綿詞」？ 

（Ａ）徘徊、彷彿 （Ｂ）澎湃、崎嶇 （Ｃ）

顢頇、躑躅 （Ｄ）早晚、大小。 
《答案》Ｄ 
詳解：（Ｄ）「早、晚」、「大、小」各自具有意義，故不

屬「聯綿詞」 

17.  （  ）「那天深夜，專程到臺北一處荒郊看螢。」由「專

程」可知作者一睹螢火蟲的痴心。下列詩句，何

者也隱含專程為誰而作的心意？ （Ａ）故人具

雞黍，邀我至田家 （Ｂ）晚來天欲雪，能飲一

杯無 （Ｃ）願君多采擷，此物最相思 （Ｄ）

幾時杯重把，昨夜月同行。 
《答案》Ａ 
詳解：（Ａ）由「具：準備」可知 （Ｂ）詢問之意 （Ｃ）

希望之情 （Ｄ）疑問感傷 

18.  （  ）下列選項「 」中的字，何組意思兩兩相同？ （Ａ）

怨聲「載」道／「載」歌載舞 （Ｂ）擁「戴」

／「戴」帽子 （Ｃ）振「幅」／「幅」員廣闊 

（Ｄ）荷「蓋」／「蓋」世。 
《答案》Ｃ 
詳解：（Ａ）充滿／且、又 （Ｂ）擁護、推崇／把東西附

加在頭、面、胸、臂等處 （Ｃ）寬度 （Ｄ）有覆蓋功能

的東西／超越 

19.  （  ）下列詞語，何者皆屬於「英語音譯」的外來語？ 

（Ａ）燒肉粽、水噹噹、俗擱大碗 （Ｂ）芋粿、

膨風、槓龜 （Ｃ）卡通、吉他、披薩 （Ｄ）

飛碟、超級市場、熱狗。 
《答案》Ｃ 
詳解：（Ａ）（Ｂ）皆為閩南方言 （Ｃ）英語ｃａｒｔｏ

ｏｎ音譯／英語ｇｕｉｔａｒ音譯／英語ｐｉｚｚａ音譯 

（Ｄ）英語ｆｌｙｉｎｇ ｓａｕｃｅｒ意譯／英語ｓｕｐ

ｅｒ ｍａｒｋｅｔ意譯／英語ｈｏｔ ｄｏｇ意譯 

20.  （  ）下列選項「 」中的注音寫成國字後，何組字形

前後相同？ （Ａ）「ㄑㄩㄢˊ」釋／「ㄑㄩㄢ

ˊ」癒 （Ｂ）心無旁「ㄨˋ」／好高「ㄨˋ」

遠 （Ｃ）「ㄒㄩㄢˋ」麗／「ㄒㄩㄢˋ」目 （Ｄ）

「ㄇㄧˊ」補／「ㄇㄧˊ」漫 
《答案》Ｂ 
詳解：（Ａ）詮／痊 （Ｂ）騖 （Ｃ）絢／炫 （Ｄ）彌

／瀰 

21.  （  ）下列選項「 」中的字形，何組前後相同？ （Ａ）

「ㄧㄤˊ」州／表「ㄧㄤˊ」 （Ｂ）溫「ㄨㄢ

ˇ」／「ㄨㄢˇ」如 （Ｃ）「ㄧㄥˊ」造／晶

「ㄧㄥˊ」 （Ｄ）蘭「ㄓˇ」／截「ㄓˇ」。 
《答案》Ａ 
詳解：（Ａ）揚 （Ｂ）婉／宛 （Ｃ）營／瑩 （Ｄ）芷

／止 

22.  （  ）拆開來的兩個字皆具意義，可是當這兩個字組合

在一起，卻只取其中一個字的意思，此種詞語稱

為「偏義複詞」。請問，下列選項「 」中的詞

語，何者不屬於偏義複詞？ （Ａ）天有不測風

雲，人有旦夕「禍福」 （Ｂ）「勝敗」乃是兵

家常事 （Ｃ）保衛「國家」乃是軍人的天職 （Ｄ）

你我的「恩怨」暫且放下，先攜手度過眼前難關。 
《答案》Ｂ 
詳解：（Ａ）取「禍」義 （Ｂ）同時採用「勝」與「敗」，

為反義複詞 （Ｃ）取「國」義 （Ｄ）取「怨」義 

二、題組：(每題 2 分，共 12 分) 

 1.    

康健父親節活動——爸氣十足 付清節 
希望父親永遠康健，每年的父親節總要感謝回饋爸爸

平日辛苦的付出，康健特別推出吃的到美味的「領帶

燒肉」，獻給親愛的爸爸們一份特別的禮物。 
活動時間：２０２０年８月１日～１５日 
活動一：用餐前２天完成訂位贈送一份「領帶燒肉」，

一桌僅限一份，數量有限送完為止。 
活動二：來店消費即贈送父親節卡片，一桌僅限一

張，加贈啤酒兌換券乙張（當日不可使用），兌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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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至２０２０年１０年３１日止 
看到這裡快來手刀訂位啦！與爸爸一起享用美食趁

現在活動期間拍照打卡還可以參加抽獎喔！詳情請

鎖定康健Ｆａｃｋｂｏｏｋ。 
  注意事項 
一、活動贈送品項不得更換其他同價格品項。 
二、餐點僅供內用，恕不提供外帶服務。 
三、康健已盡力備足貨量，如活動贈送品項贈送完

畢，敬請見諒。 
四、康健擁有修正、終止與暫停活動之權益。 

 
（ ）１根據本文，這則文宣屬於何種性質？ （Ａ）

燒肉店的促銷活動 （Ｂ）健康食品的宣傳廣告 （Ｃ）

燒肉店父親節免費試吃 （Ｄ）健康食品父親節打折促

銷。 
（ ）２根據本文，下列說明何者正確？ （Ａ）餐點

外帶者，另外加收服務費 （Ｂ）活動時間到八月十五

日中秋節為止 （Ｃ）當天不能使用加贈的啤酒兌換券 

（Ｄ）當天訂位送「領帶燒肉」，一桌一份，送完為止。 
《答案》１Ａ ２Ｃ 
詳解：１（Ａ）根據「領帶燒肉」及訂位送燒肉、啤酒可知 

２（Ａ）餐點僅供內用，恕不提供外帶服務 （Ｂ）國曆八

月十五，非中秋節 （Ｄ）用餐前兩天訂位者 

 2.    

齊桓公問於管仲曰：「王者何貴？」曰：「貴天。」

桓公仰（１）而視天。管仲曰：「所謂天，非蒼莽之

天也。王者以百姓為天，百姓與之則安，輔（２）之

則強，非之則危，倍（３）之則亡。詩曰：『民之無

良，相怨一方。』民皆居一方而怨其上，不亡者，未

之有也。」（韓嬰 韓詩外傳） 
【注釋】（１）仰：抬頭。（２）輔：扶持、幫助。

（３）倍：違背、反叛。 
 

（ ）１根據本文，下列何者是國家遭致滅亡的主因？ 

（Ａ）皇室宮闈的鬥爭 （Ｂ）自然災害的侵襲 （Ｃ）

失去民心的擁護 （Ｄ）邊患戰事的頻繁。 
（ ）２下列選項，何者的政治理念與本文最接近？ 

（Ａ）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 （Ｂ）其身

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Ｃ）明君不官

無功之臣，不賞不戰之士 （Ｄ）法者，天子所與天下

公共也。 
《答案》１Ｃ ２Ａ 
詳解：１（Ｃ）管仲提醒齊桓公應以「百姓」為天，「非之

則危，倍之則亡」（百姓反對君王，國家就岌岌可危；百姓

背棄君王，國家就會遭致滅亡）。文末又再次強調，「民皆

居一方而怨其上，不亡者，未之有也」（百姓怨恨他們的君

主，而最後不滅亡的政權，這是從來沒有過的），由此可知，

一國之君若失去民心的擁護，必將滅亡 ２（Ａ）君子要以

人民的喜惡為依歸 （Ｂ）上行下效 （Ｃ）論功行賞，賞

罰分明 （Ｄ）法律之前，人人平等 
【語譯】齊桓公問管仲說：「君王應該重視什麼？」管仲回

答；「重視天。」桓公抬頭看天。管仲說：「我所說的天，

不是廣大的蒼天。君王應該把百姓當作天，百姓親附，國家

就安定；百姓輔助，國家就強盛；百姓詆毀，國家就危險；

百姓背叛，國家就滅亡。詩經上說：『人民沒有善良的德行，

就會互相埋怨對方。』人民都站在埋怨君主的一方，國家不

滅亡，這是從來沒有的。」 

 3.   

肅肅涼風生，加我林壑清。驅煙尋澗戶（１），

卷霧出山楹（２）。去來固無跡，動息如有情。日落

山水靜，為君起松聲。（王勃 詠風） 
【注釋】（１）澗戶：指家居山澗者的門戶。（２）

楹：量詞。古代計算房屋的單位。 
 

（ ）１下列詩句，何者不是形容風？ （Ａ）驅煙尋

澗戶 （Ｂ）卷霧出山楹 （Ｃ）日落山水靜 （Ｄ）

為君起松聲。 
（ ）２關於本詩，下列何者說明正確？ （Ａ）「肅

肅」形容作者的心情 （Ｂ）「卷霧」指霧的形狀像書

卷 （Ｃ）「動息」指作者的日常作息 （Ｄ）「起松

聲」的原因在於風的吹動。 
《答案》１Ｃ ２Ｄ 
詳解：１（Ｃ）指夕陽西下時，大地一片寧靜 ２（Ａ）形

容風聲 （Ｂ）「卷」通「捲」。「卷霧」指風捲起（吹開）

了霧 （Ｃ）「動息」指風的吹起和停息 （Ｄ）「松聲」，

指松濤，風吹松樹所發出像波濤般的聲音 
【語譯】陣陣涼風肅肅吹來，頓時讓山林間變得清爽。涼風

驅走了雲煙，讓我找到山澗裡的人家；吹散了霧靄，讓山中

的房屋顯現。風的來去本無蹤跡，但它的吹起和停息卻好像

人一樣有著感情。當夕陽西下、萬籟無聲時，它又為人們吹

起了松濤般的樂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