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市立弘道國民中學一零五學年度第二學期 七年級 國文科 第三次定期評量
＜範圍：L8-L12、成語典故精粹21-24、世界經典名著11-14＞

【劃卡代號：10】

班級：

座號：

姓名：

參考範例：
※答案卡限用 2B 鉛筆劃記，答案請劃記明確；若有劃記錯誤，請擦拭乾淨。分數以電腦讀卡分數為準。
※請作答於答案卷上，考試完畢僅繳交答案卷，請不要填錯格。
單一選擇題 100％（1-20 題，每題 2.5 分；21-45 題，每題 2 分，總計 100 分）
語》
、
《浮生六記》
、
《論語》
、
《鄉景》，若要按照成書

1.請問以下讀音何者與其他三者不同？
（A）請「帖」（B）一「帖」藥（C）碑「帖」
（D）

年代先後重新放回書架，請問下列排序何者正確？

妥「帖」

（A）
《世說新語》
、
《浮生六記》
、
《論語》、
《鄉景》

2.「聆聽」二字意思相同，我們稱之為「同義複詞」
，請

（B）
《論語》
、
《世說新語》
、
《浮生六記》、
《鄉景》

問以下何者不是同義複詞？

（C）
《論語》
、
《浮生六記》
、
《世說新語》、
《鄉景》

（A）童稚（B）迥異（C）擁抱（D）搶奪

（D）
《論語》
、
《世說新語》
、
《鄉景》、
《浮生六記》

3.請問以下選項「」中的詞語運用正確？

8.下列選項「」中的詞語，何者解釋正確？

（A）面對這個突如其來的噩耗，大家一時為之「欣

（A）「無一豪可論」：沒有一個豪傑可以和他相提並

然」

論

（B）列車從黑暗的海底隧道駛出時，大家頓時覺得

（B）
「仍下地以屐齒蹍之」
：仍舊到地面以屐齒去踩

眼前「怡然」開朗

踏

（C）他挺身而出、扶助弱小的善行，令人「龐然」

（C）
「復於地取內口中」
：重複從地上放到嘴裡

起敬

（D）「齧破即吐之」：咬破便吐掉

（D）出了捷運車站，小弟「赫然」發現把傘落在車
廂內

9.下列關於《世說新語》的敘述，何者正確？
（A）為南朝宋 劉義慶獨自編成

4.老先生回憶當年主辦學生餐會時，在請帖上註明「我

（B）為章回小說，內容多屬虛構

們保留拒絕任何人的權利」，是因為：

（C）能反映當時的社會風氣與個別人物性情

（A）保護人權（B）堅持歧視（C）擇善固執（D）

（D）為後代志怪小說題材的雛形

義憤填膺

10.下列例子皆選自《世說新語》
，其中各組相關人物的

5.有關「視力與偏見」一文，以下敘述何者正確？

配對何者正確？

（A）全文以「開門見山」的手法來藉事說理

（A）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曹操）

（B）
「從小就認為黑人低人一等」說明老先生的偏見

（B）東床快婿（王羲之）

是從小根深柢固的

（C）望梅止渴（曹植）

（C）老先生聽從心理輔導員的建議拋棄對黑人的偏

（D）管、華割席（管仲、華陀）

見

11.「嘗食雞子，以筯刺之。」從吃雞蛋用筷子刺的動作，

（D）作者李家同先生認為自己和老先生比起來，視

暗示王藍田有何種個性？

力良好是相當幸福的事

（A）斤斤計較（B）大而化之（C）沒有耐性（D）
不能集中精神

6.下列各項「」中的字，何者前後意思相同？
（A）
「以」筯刺之／「以」屐齒蹍之

12.請問哪一選項「」中的讀音前後不同？

（B）齧破「即」吐之／若「即」若離

（A）追本「溯」源／「塑」膠袋

（C）王藍田「食」雞子／簞「食」瓢飲

（B）舞文「弄」墨／巷「弄」

（D）
「於」地圓轉未止／復「於」地取內口中

（C）萬壽無「疆」／脫「韁」野馬

7.家瑜到圖書館當小志工，看到以下四本書：
《世說新

（D）婦道「人家」／寡婦「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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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轉化」修辭是在敘述中，用「改變性質」的方式，
讓文句產生想像，請問以下何者運用了「轉化」修辭？
（A）這些街道和巷弄才可以經常保有一張清潔的容

19.下列選項中的字，去掉部首之後，哪一個讀音不變？
（A）礫（B）嗜（C）涎（D）唳
20.下列各項「」中的字，何者前後都是實指顏色？

顏

（A）留蚊於「素」帳中／青紅「皂」白

（B）但當她們面對出現在路面的垃圾時，態度就嚴

（B）
「青」春作伴好還鄉／作「青」雲白鶴觀

肅起來了

（C）
「朱」門酒肉臭／當「紅」炸子雞

（C）也從來沒有一寸路面會在她們的掃把底下漏掉

（D）「白」手起家／「黃」髮垂髫

（D）誰也不會保留自己的力量，就像搶奪一種東西
一樣，搶著去幹

21.「見藐小微物，必細察其紋理，故時有物外之趣。」
說明人善加利用觀察力和想像力，就能夠得到事物本

14.下列哪一句不能將王藍田急躁易怒的個性具體、生動

身之外的樂趣。請問下列何句表達出相同的意思？

描述出來？

（A）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堂

（A）嘗食雞子，以筯刺之，不得，便大怒，舉以擲

（B）皇天不負苦心人

地

（C）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雲

（B）雞子於地圓轉未止，仍下地以屐齒蹍之

（D）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

（C）瞋甚，復於地取內口中，齧破即吐之

22.關於〈那默默的一群〉一文的敘述，以下何者有誤？

（D）使安期有此性，猶當無一豪可論

（A）本文選自《鄉景》一書，作者為張騰蛟，筆名
魯蛟

15.請問下列各句，何者屬於「被動」的語氣？
（A）項為之強（B）為之怡然稱快（C）以叢草為林，

（B）文章開頭使用譬喻法來凸顯那默默的一群的形

蟲蟻為獸（D）二蟲盡為所吞

象

16.請問以下代名詞「之」所指稱的對象，何者有誤？

（C）全文多用典故，使文章論理鏗鏘有力

（A）昂首觀之，項為「之」強：看蚊子一事

（D）作者藉由歌頌在社會基層默默辛勤工作的清道

（B）觀「之」，興正濃：二蟲鬥草間

婦，期望社會上的每個人都能堅守崗位，做好自己分

（C）鞭數十，驅「之」別院：癩蝦蟆

內的工作

（D）果如鶴唳雲端，為「之」怡然稱快：蚊子
17.下列文句的「修辭」，何者正確？

23. 文言文當中，常常以「省略主詞」的方式，讓文句
更精簡，請問下列選項中省略的主詞，何者與其他三

（A）果如鶴唳雲端――擬人

者不同？

（B）徐噴以煙――倒裝

（A）昂首觀之，項為之強

（C）能張目對日，明察秋毫――倒反

（B）見藐小微物，必細察其紋理

（D）
「鞭」數十，驅之別院――轉化

（C）舌一吐而二蟲盡為所吞

18.伍老師桌上放了五張不同顏色的課文字卡，一不小
心，被風吹亂了，請幫老師依照課文順序重新排序：

（D）鞭數十，驅之別院
24.「那種沁涼暢快的感覺，足以將豔陽融化掉」這一句

藍：蹲其身，使與臺齊。

使用了「誇飾」，下列何者也是？

紅：定神細視，以叢草為林，蟲蟻為獸；

（A）她們總是披著一身淡淡的夜色便開始工作

黃：又常於土牆凹凸處、花臺小草叢雜處，

（B）我當時認為任何白人和黑人結婚都會使父母蒙

綠：神遊其中，怡然自得。

辱

白：以土礫凸者為丘，凹者為壑。

（C）忽有龐然大物，拔山倒樹而來

（A）藍紅黃綠白（B）黃白藍紅綠（C）黃藍紅白綠

（D）臺糖福利社生產製造的冰水和冰棒一向名聞遐

（D）紅白黃藍綠

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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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摹寫」包括視覺、聽覺、嗅覺、味覺、觸覺等感受，

32.下列「」中的字，何者讀音相同？

下列何句的感官摹寫與其他三者不同？

（A）馬馬虎「虎」／狐假「虎」威

（A）糖廠福利社前總是大排長龍，爭購各類冰品

（B）退避三「舍」／「舍」生取義

（B）這些刨冰的添加物，或色彩鮮豔、或澄澈剔透、

（C）螳臂「當」車／「當」鋪

或方塊結晶

（D）
「枕」戈待旦／「枕」石漱流

（C）一路騎來，串串鈴鐺聲響徹街頭巷尾

33.請問下列哪組成語的關係和其他三者不同？

（D）那冰屑就像雪花一般，一片一片飛落盤中

（A）百廢待舉／民不聊生
（B）生靈塗炭／河清海晏

26.請問以下句子的語氣，何者有誤？
（A）夏天吃冰，是人生的一大享受――讚揚

（C）蚍蜉撼樹／不自量力

（B）使安期有此性，猶當無一豪可論，況藍田耶？

（D）分庭抗禮／伯仲之間

――疑惑

34.甲乙丙丁四位同學一起進入馬拉松決賽，賽後甲說：

（C）我失去了視力，也失去了偏見，多麼幸福的事

「我和丁實力『並駕齊驅』
。」乙說：
「對於丙的速度，

――感嘆

我實在『望塵莫及』
。」丁說：
「我對丙是『望其項背』

（D）一旦把冰抽離，相信每個人的童年都會黯然失

啊！」請問最終誰是第一名？

色――假設

（A）甲（B）乙（C）丙（D）丁

27.下列各組詞語，何者都是用來形容時間短暫迅速？
（A）彈指／一股腦兒（B）俄頃／須臾（C）良久／

【世界經典名著】

剎那（D）轉瞬／當下

35.有關〈野性的呼喚〉
，以下何者敘述有誤？

28.「華山市場的鹽水雞老店，商品貨真價實、服務□□

（A）作者為美國的傑克‧倫敦

□□，店內常常□□□□，連國外也有許多老主顧，

（B）巴克最愛的主人是米勒法官

可謂□□□□。」

（C）巴克到達極地之後的第一個工作是運送郵件

（A）童叟無欺／門庭若市／名聞遐邇

（D）巴克很快明白面對手持棍棒的人必須要立刻給

（B）親切可人／門可羅雀／近悅遠來

予致命一擊

（C）真才實料／車水馬龍／遠近馳名

36.在〈唐吉訶德〉一文中，以下敘述何者正確？

（D）五花八門／絡繹不絕／瑕不掩瑜

（A）一定要身份高貴才有資格封人為騎士

29.關於〈吃冰的滋味〉一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B）大家都認為唐吉訶德和獅子一樣英勇，所以稱

（A）作者古蒙仁，擅寫旅遊文學

他為「獅子騎士」

（B）回憶童年吃冰的情景，充滿懷舊氣息

（C）
「唐吉訶德」後來被人用來形容不切實際的悲劇

（C）作者認為現代冰品的多樣化才是最愛

英雄

（D）全文用「冒題法」，在第二段引出主旨

（D）唐吉訶德放棄騎士身份後，過著悠閒自得的隱
士生活

【成語典故】

37.在〈小王子〉一文中，以下敘述何者錯誤？
（A）酒鬼喝酒是為了忘記羞愧

30.請問以下哪個成語典故和戰事無關？
（A）十室九空（B）無出其右（C）堅壁清野（D）

（B）小王子拜訪的第一顆星球上住著玫瑰花

風聲鶴唳

（C）飛行員在小時候就展現出與眾不同的想像力

31.請問以下哪個成語無法看出求勝意志的強弱？
（A）破釜沈舟（B）背水一戰（C）作壁上觀（D）
厲兵秣馬

（D）小王子的星球還比不上一間房子大
38.在〈小王子〉一文中，狐狸告訴小王子，
「馴服」就
是什麼？（A）捨身取義（B）拓展人脈（C）反省自
我（D）建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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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有關〈紅髮俱樂部之謎〉一文，以下敘述何者正確？
（A）俱樂部聘請威爾遜先生工作的真正目的要趁機
竊取他當鋪中的物品

（A）
「公」徐云（B）於是審「其」量（C）
「眾」即
承響而回（D）舟人以「公」貌閒意說
43.本文主旨在描寫謝太傅的何種特質？

（B）這個故事中的犯罪事件是謀殺

（A）從容鎮定（B）精通航行（C）交際手腕高明（D）

（C）斯柏汀長時間在當鋪地下室沖洗照片

言語詼諧幽默

（D）福爾摩斯兩手指合在一起，是他思考時慣有的
動作
（二）
古時，我國多半以井水泡茶，而井水又多屬硬水，

【文意理解】

40.「繩鋸木斷，水滴石穿，學道者須加力索；水到渠成，

其實並不適用於飲用；湧自鐘乳洞的水，乃是天然礦質

瓜熟蒂落，得道者一任天機。」（節選自明代洪應明

水，當作飲料水，當然味道甜美。若希望茶味芳醇，另

《菜根譚》
）請問上文所要傳達的道理，以下何者為

外還必須留意茶水的燒法。

非？

唐朝的飲茶法，通常事先把茶餅研磨成粉末，再加

（A）欲速則不達

少許鹽，然後放進鍋中烹煮。這種飲茶法，和近代西藏、

（B）勤能補拙

蒙古地區的飲茶法，十分相似。西藏、蒙古地區所飲用

（C）精誠所至，金石為開

的磚茶，是將一塊塊的茶磚擣碎，烹煮後加鹽做成茶

（D）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汁，然後將茶汁放進羊奶、牛奶等飲料中攪拌飲用。在

41.「魚得水而游，但忘記自己身在水中；鳥乘風飛翔，
但是不知身在風裡；人如果能夠體會到這個道理，就
可以不受外物的引誘，而能享受到天然的妙趣。」請

基本作法上，這種茶汁的製造程序，和唐朝的泡茶法是
一樣的。
唐宋時期飲用的抹茶，後來被傳進日本，而成為今

問上文所要講的是什麼道理？

日的日本茶道。但在我國，抹茶的飲用，卻自明朝起就

（A）萬物靜觀皆自得，欣賞魚鳥可以解脫煩憂

逐漸式微，而為煎茶所取代。（改寫自《茶經》
）

（B）人是萬物之靈，不應該忘記自己出身背景

44.從本文中無法得知下列哪一項資訊？

（C）人能夠體會自在的道理，不應淪為魚鳥之屬

（A）泡茶的水質（B）日本茶道文化（C）茶汁的製

（D）超脫於物外，忘卻得失心

作方法（D）西藏、蒙古地區的飲茶法
45.關於本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題組】

（A）我國的煎茶從明朝起漸漸流行

（一）

（B）日本茶道是沿用明朝以後的煎茶法

謝太傅盤桓東山時，與孫興公諸人泛海戲①，風起
浪湧，孫、王諸人色並遽②，便唱使還。太傅神情方王

（C）西藏、蒙古地區製茶汁的方法起源自唐朝
（D）古人以井水泡茶，可見他們很講究泡茶的水質

③，吟嘯不言。舟人以公貌閒意說，猶去不止。
既風轉急，浪猛，諸人皆喧動不坐，公徐云：
「如
此，將無歸？」眾人即承響④而回。
於是審其量，足以鎮安⑤朝野。
（出自《世說新語》
）
【註釋】
①泛海戲：坐船出遊。②急得臉色都變了。③神情方
「王」：音ㄨㄤˋ，通「旺」，旺盛。④承響：應聲。
⑤鎮安：安定

42.下列「」中的字詞，何者不是指謝太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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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弘道國民中學一零五學年度第二學期 七年級 國文科 第三次定期評量
臺北市立弘道國中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03 次定期考試
7 年級 國文 班級範圍:01 班～15 班 組別範圍:第一組～第一組 標準答案
1

D

2

B

3

D

4

B

5

B

6

A

7

B

8

D

9

C

10

B

11

C

12

B

13

A

14

D

15

D

16

D

17

B

18

C

19

D

20

A

21

A

22

C

23

C

24

C

25

C

26

B

27

B

28

A

29

B

30

B

31

C

32

D

33

B

34

C

35

D或B

36

C

37

B

38

D

39

D

40

D

41

D

42

C

43

A

44

B

45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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