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市立弘道國民中學一零五學年度第一學期 七年級 國文科 第二次定期評量
＜範圍：課本L4~L8 + 語2 + 成語典故5~8＞

【劃卡代號：10】

班級：

參考範例：

座號：

姓名：

8. 自從他升為經理後，他就大量聘用自己的親人，使

※答案卡限用 2B 鉛筆劃記，答案請劃記明確；若有劃

平庸的人得以「 」，公司的業績也越來越差。

記錯誤，請擦拭乾淨。分數以電腦讀卡分數為準。

9. 他頻頻向上司逢迎拍馬，想要獲得升官的「 」
。

※請作答於答案卷上，考試完畢僅繳交答案卷，請不要

10. 颱風過後，工程人員「 」地搶修斷落的電線，才使

填錯格。

大家免於斷電之苦。

一、國字注音 10 % 每題 1 分
1. 功虧一「ㄎㄨㄟˋ」

6.

斗「杓」東指

五、單一選擇題 50 ％ 每題 2 分

2. 心無旁「ㄨˋ」

7.

禮「券」

1.「朦朧地，田野靜靜地睡了」所使用的寫作手法與下

3. 興利除「ㄅ一ˋ」

8.

「冀」望

列選項何者相同？

4. 「ㄋㄠˇ」羞成怒

9.

靜「謐」

(A)我們都在偷偷地長大，把簡單都變成複雜。

5. 畫「ㄉㄧˊ」教子

10. 「諷」刺

(B)這個世界把我拋棄，而至少快樂傷心我自己決定。
(C)你是黑暗之中唯一的星光，照亮我的不安與陰霾。

二、解釋 20 % 每題 2 分（錯字扣 1 分，扣完為止）

(D)心裡頭有些思念，思念著你的臉。

1. 山巒

6.

絢麗

2. 喪氣

7.

出神入化

3. 腳踏實地

8.

睨

小橋。」所描寫的流水情景與下列何者詩句最相近？

4. 朦朧

9.

拚命

(A)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

5. 從從容容

10. 物換星移

(B)天寒遠山淨，日暮長河急。

2.「只有綠色的小河還醒著/低聲地歌唱著溜過彎彎的

(C)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
三、默書 10 % 每格 2 分（錯/多/漏字每字、標點扣 1 分，扣完為止）

(D)山光悅鳥性，潭影空人心。

康肅問曰：
「 ( 1 ) 」翁曰：「 ( 2 ) 」康肅忿然曰：
「爾安敢輕吾射？」翁曰：「 ( 3 ) 」乃取一葫蘆置於

3.請問下列依序為何種譬喻修辭？

地，以錢覆其口，( 4 ) ，自錢孔入，而錢不濕。因曰：

甲：學校裡有一排鳳凰樹，茂密的枝葉就像是一把張

「我亦無他，惟手熟爾。」( 5 )。

開的大傘。乙：滿天的珍珠和一枚又大又亮的銀幣。
丙：她生的兩個女兒，都出落得玫瑰花兒似的。

四、成語配合題 10 %

每題一分

丁：我是一滴遠方孤星的淚水，藏在你身上已幾萬年。

A 狗尾續貂 B 指鹿為馬 C 夙夜匪懈 D 倒屣相迎

(A)甲：明喻/乙：暗喻/丙：借喻/丁：暗喻

E 終南捷徑 F 噤若寒蟬 G 尸位素餐 H 齊大非偶

(B)甲：明喻/乙：借喻/丙：暗喻/丁：明喻

I 破鏡重圓 J 結草銜環 K 舉案齊眉 L 宜室宜家

(C)甲：借喻/乙：明喻/丙：明喻/丁：暗喻

1. 親家翁來拜訪，老王夫婦倆「 」，熱情招待。

(D)甲：明喻/乙：借喻/丙：明喻/丁：暗喻

2. 您的大恩大德，來日必將「 」，就是死也要報答。
3. 這對銀髮夫妻數十年相處之道就在「 」
，相敬如賓。

4.夏夜的作者為了趕看電影，不幸遭火車輾斃而死。

4. 姊姊出嫁，大舅送來一個「 」的喜幛祝賀她。

請選出他的名字與適用的輓聯。

5. 歷經千辛萬苦，這對戰火鴛鴦終於「 」。

(A)楊喚/壽比南山

6. 他竟敢在大眾面前「 」
，顛倒黑白，真是膽大妄為。

(B)楊喚/痛失英才

7. 在舊時的官場裡，
「 」
、不做事只拿錢是普遍的現

(C)林良/駕返瑤池

象。

(D)林良/齒德俱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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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下列各選項何者與「紅糖與白糖，不是差不多嗎？」
之「設問」類型相同？

11.下列各項「 」中的詞語，何者詞性兩兩相同？
(A)你的名字這部電影，讓我的「印象」很深刻／

(A)你知道中國最有名的人是誰？他姓差，名不多。
(B)來日綺窗前，寒梅著花未？

珠寶給我的華麗視覺「印象」是幸福
(B)你說他是冷面笑匠，真是貼切的「形容」／

(C)如果今天交通好的話，我需要衝得這麼辛苦嗎？
(D)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

遇見知己的心情，是無法「形容」
(C)「失敗」為成功之母，再接再厲！／
檢討「失敗」的原因，不斷追求進步

6.「白瞪著眼」的「白」字是突然的意思，不代表顏色。
下列「 」中的字，何者也不代表顏色？

(D)最近他的心情很不「穩定」／
聽海的聲音能讓浮躁的心「穩定」下來

(A)面「紅」耳赤
(B)「青」青草園
(C)「白」頭偕老
(D)「黑」心商品
7.老師請同學回答言辭表面意義與內心真意相反的修
辭是什麼並舉出正確的例子，請問哪位同學答對了？

12.「如果喬丹要等到自己長得『夠高』
，才加緊練習球
技，那可能為時已晚。」這段話主要在強調說明什
麼意旨？
(A)臨陣磨槍
(B)未雨綢繆
(C)臨渴掘井
(D)江心補漏

(A)倒反/一瓶水居然要價一百元，這間店真是實惠。
(B)倒裝/大家都說他一生不肯認真，不肯算帳，不肯

13.古今人稱不盡相同，請問選項「 」中的人稱，何者
兩兩相同？

計較，真是一位有德性的人。
(C)倒反/我想我永遠比不上你，你比我認真多了。
(D)倒裝/我燒的菜相當成功，我先生都吃飽才回家。

(A)「君」自故鄉來，應知故鄉事／知己知「彼」
(B)擇其善者而從「之」／「余」憶童稚時
(C)「爾」安敢輕吾射／「汝」亦知射乎
(D)「吾」日三省吾身／為「伊」消得人憔悴

8.下列關於差不多先生傳的敘述，何者正確？
(A)第一人稱的傳記式寓言體。
(B)寫作目的在針砭國人做事敷衍的不良態度。

14.賣油翁一文中「但微頷之」的「頷」字有詞性改變
的現象，試問下列何者詞性轉變的方式與之相同？

(C)真人真事記錄差不多先生的生平。
(D)差不多先生在大病後起死回生，痛改前非。

(A)自從大病一場後，他便不「菸」不酒
(B)好的化妝品「漂亮」你的風采

9.「失敗好像一位冷靜的專家」作者意在表達什麼？
(A)不能冷靜處事的人容易失敗。

(C)這一片天空很「希臘」
(D)春風又「綠」江南岸

(B)遭遇挫折時應向冷靜的專家諮詢。
(C)遭逢失敗應靜心檢討並改進缺失。
(D)失敗的人往往不知冷靜。

15.文言文的用字簡潔，因此在句中常有省略主詞的現
象，請問下列句子所省略的主詞，何者與其他三者
不同？

10.下列文句用字何者正確？
(A)每個人都懷有理想和報負。
(B)學生反應很好，給我很大的鼓厲。
(C)要繼續努力，曾能穫得成功。

(A)嘗射於家圃
(B)睨之，久而不去
(C)但微頷之
(D)乃取一葫蘆置於地

(D)腳踏實地的人，往往容易出人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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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仲基想上網搜尋歐陽脩的資料，以下哪一組資料可

20.「我沒有什麼特殊技巧，我只是刻到我自己感動叫

作為查詢的關鍵詞？

絕為止。」雕刻家朱銘在這兩句話裡，最不可能表

(A)文壇盟主／東坡居士／醉翁

露出什麼態度？

(B)青蓮居士／古文八大家／宋詞

(A)標榜自己的技巧高超。

(C)醉翁亭記／唐詩三百首／文忠公

(B)陶醉於自己的創作之中。

(D)六一居士／永叔／北宋文學家

(C)自謙的態度。
(D)專注且投入的精神。

17. 讀完音樂家與職籃巨星後，小香整理了音樂家魯賓
斯坦和職籃巨星麥可‧喬丹比較表，但她寫錯了一
個地方，請問是下列何者？
(A) 甲 (B)乙 (C)丙 (D)丁
人 物
成功祕訣
結 論
魯賓斯坦
(甲)
(乙)
音樂神童
強調「天分」，
+苦練
而非「苦練」
麥可．喬丹 （丙）
（丁）
非天生籃球好手 相信
+苦練
「勤能補拙」

21~25 為題組

祝

福（節錄）

蔣 勳

樂觀的人說，
你太哀傷，
悲觀的人認為，
你不夠沮喪，
但是你看到，
生命，

18.「愛迪生致力於創造電燈時，有人取笑他說：
『先生，
你已失敗了 1200 次啊！』愛迪生答稱：
『不，我的
成就是發現了 1200 種材料不適合做燈絲。』
」下列
哪一項解讀最貼近愛迪生的言外之意？

既不是圓滿，
也不是缺憾，
不過是一個沉重的試驗。
要不斷地，

(A)人鈍事上磨，刀鈍石上磨。

用信仰來驅除無望，

(B)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用愛來補償孤單。

(C)面對光明，陰影永遠在我們的身後。
(D)逃避不一定躲得過，面對不一定最難受。
19.
「萬曆間宮中有鼠大與貓等為害甚劇 1 遍求民間佳貓
2

3

捕制之輒 被噉 食」
（聊齋誌異）上列文句的標點符
號，哪一個選項正確？
(註) 劇 1：猛烈。輒 2：總是。噉 3：音ㄉㄢˋ，吃。
(A)萬曆間宮中，有鼠大，與貓等為害，甚劇。遍求
民間，佳貓捕制之，輒被噉食。

21.對於生命的體認，根據本詩，有何心得？
(A)要有再試一次的勇氣。
(B)只要努力，人生旅程可以一帆風順。
(C)要當個純真的樂觀主義者。
(D)生活自由自在，日日是好日。
22.下列何者與本詩的旨意最為相近？
(A)試驗是生命的負擔。

(B)萬曆間，宮中有鼠，大與貓等，為害甚劇。遍求
民間佳貓捕制之，輒被噉食。

(B)在生命中堅持愛與信仰。
(C)樂觀使人生圓滿。

(C)萬曆間宮，中有鼠，大與貓等，為害甚劇。遍求

(D)悲觀讓生命充滿缺憾。

民間佳貓，捕制之，輒被噉食。
(D)萬曆間宮中有鼠大，與貓等為害甚劇。遍求民間，
佳貓捕制之，輒被噉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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鷸蚌相爭（戰國策）

劉

向

趙且伐燕，蘇代為燕謂惠王曰：「今者臣來，過易
水，蚌方出曝，而鷸啄其肉，蚌合而拑其喙。鷸曰：
『今
日不雨，明日不雨，即有死蚌。』蚌亦謂鷸曰：
『今日
不出，明日不出，即有死鷸。』兩者不肯相舍。漁父得
而並擒之。今趙且伐燕，趙 燕久相支，以敝大眾，臣
恐強秦之為漁父也。故願王之熟計之也。」惠王曰：
「善。」
乃止。
註：①拑：夾住。
③相舍：放開對方。

②雨：音ㄩˋ，下雨。
④大眾：軍隊。

23.本篇的主旨在比喻何種道理？
(A)多事無益。
(B)藉他人威權以嚇人。
(C)戰爭總是不祥之事。
(D)以意氣相爭，結果兩敗俱傷，第三者得利。
24.「故願王之熟計之也」的第二個「之」字是代指何
者？
(A)趙國
(B)燕國
(C)趙國攻打燕國之事
(D)燕國攻打趙國之事
25.「鷸蚌相爭」的體裁是屬於何者？
(A)神話
(B)寓言
(C)策論
(D)雜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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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字注音 10 % 每題 1 分
1.簣

2. 騖

3.弊

4.惱

5.荻

6. ㄅㄧㄠ

7.ㄑㄩㄢˋ

8.ㄐㄧˋ

9.ㄇ一ˋ

10.ㄈㄥˋ

二、解釋 20 % 每題 2 分（錯字扣 1 分，扣完為止）
1.山巒

連綿起伏的山峰。

2.喪氣

喪失志氣，無精打采。

3.腳踏實地

比喻做事穩健實在。

4.朦朧

模糊、不清楚的樣子。

5.從從容容

不慌不忙的樣子。

6.絢麗

光彩奪目的樣子。

7.出神入化

形容技藝精妙，達到極高境界。

8.睨

斜著眼睛看。

9.拚命

不顧一切，全力去做。

10.物換星移 景物改變，星辰移動。比喻環境改變，世事變遷。

三、默書 10 % 每格 2 分（錯/多/漏字及標點扣 1 分，扣完為止）
1.汝亦知射乎？吾射不亦精乎？
2.無他，但手熟爾。
3.以我酌油知之。
4.徐以杓酌油瀝之
5.康肅笑而遣之

四、成語配合題 10 %

每題一分

1.D

2.J

3.K

4.L

5.I

6.B

7.G

8.A

9.E

10.C

五、單一選擇題 50 ％ 每題 2 分
請劃記於答案卡上。
1~5

BCDBC

6~10

DABCD

11~15

ABCAA

16~20

DBCBA

21~25

ABDC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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