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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次定期評量
＜範圍：南一版國中國文第一冊第九課～十二課、成語典故精粹第九～十二週 ＞

【劃卡代號：10】

班級：

座號：

姓名：

8. 有關各篇文章作法的敘述，下列者正確？

參考範例：
※答案卡限用 2B 鉛筆劃記，答案請劃記明確；若有劃

(Ａ)生命的價值──以舉例的方式傳達及時行樂的

記錯誤，請擦拭乾淨。分數以電腦讀卡分數為準。

人生觀(Ｂ)論語選──以傳記的形式說明學習和修

單一選擇題 100％（共 40 題，每題 2.5 分，總計 100 分）

養的重要(Ｃ)謝天──經由疑惑、思索、領悟三個
層次的敘述，賦予「謝天」新的意義(Ｄ)紙船印象

一、單題：
（1～32 題）
1. 下列「

──從一般人的記憶，談到自己童年的「紙船印

」中的字，何者讀音相同？

象」
，最後以反問作結

(Ａ)書空「咄」咄／左支右「絀」

9. 紙船印象：
「這種美麗的感情要到年事稍長後才能體

(Ｂ)「輾」轉反側／「嶄」新獨創

會出來」，這句話意近於下列何者？

(Ｃ)「阮」囊羞澀／氣候溫「暖」
(Ｄ) 奶「酪」布丁／熱鐵「烙」膚。
2. 下列「」內的注音寫成國字後，何組字形不同？
(Ａ)路不拾「ㄧˊ」／滄海「ㄧˊ」珠
(Ｃ)得意忘「ㄒㄧㄥˊ」／「ㄒㄧㄥˊ」ㄒㄧㄥˊ色色
(Ｄ)前「ㄐㄩˋ」後恭／龍盤虎「ㄐㄩˋ」
3. 下列字詞何者的讀音完全相同？
(Ａ)才華「橫」溢／「橫」死街頭／飛來「橫」禍
(Ｂ)「法」國／沒「法」子／貪贓枉「法」
(Ｃ)不「予」置評／ 賦「予」／「予」取「予」求
(Ｄ) 當頭棒「喝」／大聲吆「喝」／歡呼「喝」采
4. 「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崔護在此
處所抒發的情懷與下列何者相同？
(Ａ)舊地重遊，人去樓空(Ｂ)春回大地，生氣盎然
(Ｃ)花開花謝，人事依然(Ｄ)風和日麗，人比花嬌
5. 「孔子曾被囚於陳 蔡之地，然後才著春秋；屈原被
楚王放逐，這才有了離騷；左丘雙目失明，這才有
了國語。」以上這段文字可以印證下列哪一段話？
(Ａ)榮譽的桂冠，是用荊棘編織而成的(Ｂ)使人年
老的不是歲月，而是理想的失去(Ｃ)勤勞一日，可
得一夜安眠；勤勞一生，可得幸福長眠(Ｄ)外物之
味，久則可厭；讀書之味，愈久愈深
6. 「渭北春天樹，江東日暮雲。何時一樽酒？重與細
論文。」此詩所表達的情感可用哪一句成語詮釋？
(Ｂ)春樹暮雲

(Ｃ)春風化雨

(Ｄ)寸草春暉

(Ｂ)子欲養而親不待

(Ｃ)青出於藍勝於藍

(Ｄ)浪子回頭金不換

10. 紙船印象課文中由記敘（眷戀紙船）轉為抒情（懷
念母愛）的轉折處，應是下列哪一文句？

(Ｂ)「ㄩㄥ」人自擾／「ㄩㄥ」醫害人

(Ａ)春風得意

(Ａ)養兒方知父母恩

(Ａ)我們所得到的，是真正的快樂(Ｂ)這些紙船都
是有感情的(Ｃ)一旦思想起，便歷歷如繪(Ｄ)而今
早已年過而立
11. 「要滴下眉毛上的汗珠，才能撿起田中的麥穗」一
句與下列何者涵義相同？
(Ａ)謀事在人，成事在天 (Ｂ)勝固欣然，敗亦可喜
(Ｃ)一分耕耘，一分收穫 (Ｄ)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12. 以下是丕古太郎對謝天的分析，但解說只對了一個
地方，請幫他指出哪個是正確的選項？
(Ａ)作者以自己的真實生活經驗為例子，用字艱
深，純粹是理性的探討(Ｂ)全文除了提示人應該謙
虛不居功外，也啟示人要飲水思源，回饋社會(Ｃ)
作者在瀏覽愛因斯坦著作時，領悟到「謝天」是對
神佛的感謝(Ｄ)全文從過去追述現在，再回到過
去，層次分明
13. 下列文句中的「而」字，何者字義解作「但是」
，有
「轉折」的作用？
(Ａ)學「而」時習之

(Ｂ)有賣油翁釋擔「而」立

(Ｃ)人不知「而」不慍(Ｄ)其不善者「而」改之
14. 生命的價值一文中提及拉威爾為失去右手的保羅‧
惠根司坦作了Ｄ大調左手鋼琴協奏曲，請問：拉威
爾可能是想藉此曲告訴保羅什麼道理？

7. 「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雲。」根據這兩
句詩所引申出的涵義，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Ａ)物是人非事事休

(Ｂ)滄海桑田轉眼空

(Ｃ)登泰山而小天下

(Ｄ)渺如滄海之一粟

(Ａ)成功等於艱苦勞動加正確方法加少說空話(Ｂ)
沒有一個人能製造那麼一口鐘，來為我們敲響已經
逝去的時光(Ｃ)即使斷了一條弦，其餘的三條弦還
是要繼續演奏，這就是人生(Ｄ)沒有目標而生活，
恰如沒有羅盤而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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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下列有關論語的敘述，何者有誤？

20. 謝天一文中「混吃混玩」中的「混」字是當副詞用。

(Ａ)為語錄體，記述孔子和弟子及當時人物應答談

下列「

論的內容(Ｂ)本書可了解孔子的思想、言行，是儒

(Ａ)主客「就」位

(Ｂ)「樂」此不疲

家的重要經典(Ｃ)論語每篇通常是取首句二至三字

(Ｃ)記憶「長」存

(Ｄ)「比」肩齊步

作為篇名(Ｄ)由孔子及其弟子共同編輯而成，全書
共二十篇

」中的字，何者也是如此？

21. 有四位長輩一起辦生日派對，請從親朋好友的祝賀
詞來判斷其中哪一位的年紀最輕？

16. 愛迪生為了發明新型蓄電池，整整奮鬥了十年。某

（甲）趙信達：喜破瓜妙齡又多耳順

日朋友見滿桌實驗用的小電池，便問道：
「到目前為

（乙）趙英凱：賀古稀復添弱冠青春

止，你總共做過多少次試驗？」他說：
「已經突破四

（丙）謝元豹：慶花甲再增雙十年華

萬次，但離成功還有一段距離呢！」愛迪生的這種

（丁）黃文昌：祝期頤有成再加不惑

精神，可用下列哪一選項來形容？

(Ａ)甲 (Ｂ)乙 (Ｃ)丙 (Ｄ)丁

(Ａ)學如不及，猶恐失之(Ｂ)小不忍，則亂大謀

22. 「貝多芬雙耳失聰，鄭龍水雙眼失明，我還有一隻

(Ｃ)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

腳，我要站在地球上。海倫．凱勒雙眼失明，鄭豐

(Ｄ)三人行，必有我師焉

喜雙腳畸形，我還有一隻腳，我要走遍美麗的世界。」

17. 在古代，音同或音近的文字有通用現象，這就是「通

（周大觀我還有一隻腳）以上文句內容可以了解作

同字」
。以下通同字的說明，何者錯誤？

者是如何看待自己和別人的身體缺陷？

(Ａ)不亦「說」乎：通「悅」(Ｂ)「瀏」覽書籍：通「留」

(Ａ)同是天涯淪落人，應該互相鼓勵(Ｂ)對他人的

(Ｃ)上天賜「予」
：通「與」 (Ｄ)菜「肴」布好：通「餚」

不幸抱持悲觀與同情(Ｃ)對別人的不幸存有將心比

18. 作家張小嫻曾說：
「命運若安排ㄧ個敵人給你，也許
是一個恩賜。所有的逆境、痛苦和磨難，這ㄧ切都

心的想法(Ｄ)對自己的不幸抱持樂觀與希望
23. 子曰：
「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根據以上

會令你茁壯。」這種狀況與下列何者最不相符？

文句，孔子認為現今學者學習是為了讓別人知道，

(Ａ)黃裕翔：先天性失明，但從小展現過人的音樂

此則可與下列哪一個選項內容相呼應？

天分。不斷努力克服失明的困境與挫折，一路跌跌

(Ａ)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撞撞成為樂團鋼琴手、為電影配樂，並成為自己人

(Ｂ)當仁，不讓於師

生故事電影逆光飛翔的男主角(Ｂ)王曉書：三歲時

(Ｃ)舉一隅不以三隅反

因延遲診治失去聽覺。試鏡被拒絕後也不氣餒，最

(Ｄ)見義不為，無勇也

終簽約成為廣告模特兒，成了臺灣名模及第一位手

24. 「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

語新聞主播(Ｃ)楊恩典：出生時沒有雙臂，右腳又

者而改之。」請問下列哪一個字在本則中較為關鍵？

畸形，日後受到蔣故總統經國先生的鼓舞，克服障

(Ａ)從

礙，矢志學畫，現已成為國際知名的口足畫家(Ｄ)

(Ｂ)擇

(Ｃ)善 (Ｄ)改

25. 下列報導文句，何者主觀判斷的意味最濃厚？

林書豪：第一位進入ＮＢＡ的臺裔美國人，時代雜

(Ａ)昨天凌晨十二點多，新北市員警執行路檢，攔

誌將他選為當年度全球百大影響人物之首。他曾

下一部小客車。副駕駛座的男子，口袋藏有毒品(Ｂ)

說：
「成功不必在我，但球隊成功時，有我在就好！」

南韓人氣天王小鄭，睽違五年再度來台舉辦春節演

19. 紙船印象文中，作者將深刻不一的往事印象分成四

唱會(Ｃ)江主任表示，統計到上個月底，台灣今年

類，請問下列選項何者配對正確？

均溫攝氏廿四點四二度，恐創高溫新紀錄，台灣暖

(Ａ)「有些是過眼雲煙，倏忽即逝」──「印象不

化速度甚至是全球暖化的二倍(Ｄ)涂好哥未能提出

深、日漸淡忘」(Ｂ)「有些是熱鐵烙膚，記憶長存」

不在場證明，他絕對是 M 飯店小模猝死事件的主嫌

──「有口難言」(Ｃ)「有些像是飛鳥掠過天邊，

26. 下列各組文句，詞語順序變動後，何者前後文意相

漸去漸遠」── 「過目即忘」(Ｄ)「卻像夏日的小

同？(Ａ)一會兒再唱／再唱一會兒(Ｂ)人才來自各

河、冬天的落葉，像春花，也像秋草」──「事雖

方／人才自各方來(Ｃ)他被愛神射中／愛神被他射

細小但有一定意義」

中(Ｄ)我們一家都是人／我們都是一家人

請接下頁繼續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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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為了加強小林的成語運用能力，老師出了四題成語
填充，可是小林只做對了一題，是哪一題呢？
(Ａ)曾經是億萬富翁的他，如今卻（
般虛幻──「身無長物」(Ｂ)（

）
，一切如夢

）的人，永遠只

二、題組：
（33～40 題）
題組一：請閱讀以下短文，並回答 33～34 題：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1)焉。過也，
人皆見之；更(2)也，人皆仰之。」

(1)食：同「蝕」
。(2)更：改也。

會搖擺不定地改變志向，終究一事無成──「吳牛
喘月」(Ｃ)所謂的「卡奴」
，不懂得開源節流，陷入
（

）的困境──「精衛填海」(Ｄ)比賽拿到第一

名，令他（

）到手舞足蹈──「愛屋及烏」

28. 「喜」和「悅」都是「高興」，「喜悅」就稱為「同
義複詞」
。下列「

」中的詞語，何者不是同義複詞？

(Ａ)小董的手因為長年做家事而變得「粗糙」(Ｂ)
羅馬帝國「滅亡」的原因，一直是歷史學家有興趣

──論語子張篇

33. 下列哪一句話和本則主旨最接近？
(Ａ)過則勿憚改，有過錯不要怕改正(Ｂ)嘗試錯誤
比無所事事的人生更有意義(Ｃ)犯錯乃是獲得進步
必須交付的學費(Ｄ)我比別人知道得多的，不過就
是我知道自己無知
34. 本則中的「君子」是指有道德修養的人，請問下列
各句的「君子」，哪一個意思與其他選項不同？
(Ａ)「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Ｂ)「君子」成

的課題(Ｃ)這場比賽雙方實力「懸殊」
，還沒開打便

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Ｃ)「君子」喻於

可預見結果(Ｄ)對於過去種種不是，我深感「慚愧」

義，小人喻於利(Ｄ)「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

29. 老師要同學練習成語造句。下列哪一位同學所造的
句子最不恰當？

草；草上之風，必偃
題組二：請閱讀以下短文，並回答第 35～37 題：

(Ａ)阿吉：一台進口高級轎車的價格將近千萬，往

中國的文字實在奇妙，單單一個「忍」字，拆開來

往使一般老百姓「望洋興嘆」(Ｂ)大華：經濟持續

的意思就是心頭上一把刀（刃）
，可見忍耐是一門多麼

低迷，物價卻「米珠薪桂」
，人民痛苦指數往上攀升

艱難的功課。

(Ｃ)小文：夸父竟妄想追逐太陽，可見他有「開天
闢地」的力量(Ｄ)美美：天理昭彰，再「天衣無縫」

在逆境中要忍耐，不要讓不順利的環境、失意的打
擊一再影響自己，只要堅持信心，繼續努力，逆境也會
化為順境。

的犯罪手法，都會露出破綻

在貧寒中也要忍耐，貧寒不足以消磨一個人的志

30. 下列文句，何者語詞使用最恰當？
(Ａ)小殊出身於書香世家，表現總是理直氣壯，應
對得體(Ｂ)他一改平日嬉鬧模樣，儼然端坐著，靜

氣，只有視貧寒為恥辱的人，才會陷自己於進退失據中。
失意中固然要忍耐，避免因為一時失意、他人的冷
淡而憤世嫉俗，怨天尤人。

靜等待 (Ｃ)這件襯衫的款式蔚為壯觀，而且質料細

得意中更要忍耐，人常得意而驕傲自負，這時更應

緻(Ｄ)梁記公司福利很好，所有職員的眷戀都可以

警惕，虛懷若谷，當能給自己營造一個更成功、更和諧

參加醫療保險

的環境。

31. 下列「

」中的詞語經替換後，何者意思改變？

──改寫自杏林子忍耐

35. 「在貧寒中也要忍耐，貧寒不足以消磨一個人的志

(Ａ)有些是過眼雲煙，
「倏忽」即逝：忽然(Ｂ)要是

氣，只有視貧寒為恥辱的人，才會陷自己於進退失

「糟蹋」糧食，老天爺就不給咱們飯了：浪費(Ｃ)

據中。」意思近於下列何者？

不必感謝「渺茫」的老天爺：微小(Ｄ)難道我們的

(Ａ)富貴不淫

(Ｂ)貧賤不移

(Ｃ)威武不屈

(Ｄ)寵辱不驚

生命真是這麼「貧乏」可憐麼：不足
32. 下列各選項「

」中的字，何者讀音相同？

(Ａ)家人再三叮「嚀」我，雨天走路時要避開積水
泥「濘」(Ｂ)看見米勒所畫的拾「穗」
，便能感受到
農民對眾人的恩「惠」(Ｃ)四季「嬗」遞，時序入

36. 子曰：
「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可與本文哪個句子相印證？
(Ａ)人常得意而驕傲自負，這時更應警惕，虛懷若
谷(Ｂ)只要堅持信心，繼續努力，逆境也會化為順
境(Ｃ)避免因為一時失意、他人的冷淡而憤世嫉

冬，氣溫突然下降，令人不由得「顫」抖起來(Ｄ)

俗，怨天尤人(Ｄ)只有視貧寒為恥辱的人，才會陷

這份翻「譯」工作薪資極高，應徵者絡「繹」不絕

自己於進退失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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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作者把「忍」字，從字形上解讀成「心頭一把刀」，

40. 「映襯」乃透過相對的概念、事物，或與事物相反

下列何者不是用相同的解讀方式？

的特質，來凸顯主要思想或主體，下列何句也使用

(Ａ)「跌」──一失足成千古恨

此修辭？(Ａ)作卑微的工作，樹高傲之自尊(Ｂ)人

(Ｂ)「聾」──有耳聽不見

生是一奮鬥的戰場(Ｃ)他們的歌聲，都是鋼鐵般的

(Ｃ)「明」──日月天上光

聲響的(Ｄ)從生硬的現實上挫斷足脛再站起來

(Ｄ)「衙」──三人行，必有吾在中
題組三：請閱讀以下短文，並回答第 38～40 題：
美國的中學生送牛奶、送報，大學生作苦力、作僕
役，已經是太習慣的事。這些工作已經變成了教育的一
部分。這種教育，讓每一個學生自然的知道了什麼是生
活，什麼是人生。所以一個個美國孩子們，永遠獨立、
勇敢、自尊，像個「哲學家帝王」。
希臘哲人想出一種訓練帝王的辦法，這種辦法是讓
他「從生硬的現實上挫斷足脛再站起來，從高傲的眉毛
下滴下汗珠來賺取自己的衣食。」這是作一個帝王必經
的訓練，可惜歐洲從未實行過這種理想。沒有想到，新
大陸上卻無形中在實踐這句話，每一個青年，全在無形
中接受這種帝王的訓練。
作卑微的工作，樹高傲之自尊，變成了風氣以後，
崢嶸的現象，有時是令人難以置信的。耶魯大學有個學
生，父親遺產三十萬美金，他拒絕接受。他說：
「我有
兩隻手，一個頭已夠了。」報紙上說：
「父親是個成功
的創業者，兒子真正繼承了父親的精神。」
美國青年們一切都以自己為出發，承受人生所應有
的負擔，享受人生所應有的快樂。青年們的偶像不是叱
吒風雲的流血家，而是勤苦自立的創業者。
我們試聽他們的歌聲，都是鋼鐵般的聲響的：
人生是一奮鬥的戰場
到處充滿了血滴與火光
不要作一甘受宰割的牛羊
在戰鬥中，要精神煥發，要步伐昂揚
──朗法羅
──節選自陳之藩哲學家皇帝
38. 「從生硬的現實上挫斷足脛再站起來，從高傲的眉
毛下滴下汗珠來賺取自己的衣食。」不僅是帝王的
必經訓練，同時也勉勵人應該如何？
(Ａ)不慕榮利，自在逍遙(Ｂ)勤苦自立，體驗生活
(Ｃ)犧牲小我，奉獻大愛(Ｄ)居安思危，防患未然
39. 朗法羅的詩作，強調一個人在社會上應如何？
(Ａ)把握分秒，縱情享受(Ｂ)追求獨立，冒險進取
(Ｃ)勇敢從軍，決戰沙場(Ｄ)汲汲營營，追求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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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弘道國中 105 學年度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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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2

D

3

D

4

A

5

A

6

B

7

C

8

C

9

A

10

B

11

C

12

B

13

C

14

C

15

D

16

C

17

B

18

D

19

D

20

C

21

A

22

D

23

A

24

B

25

D

26

B

27

A

28

C

29

C

30

B

31

C

32

D

33

A

34

D

35

B

36

D

37

B

38

B

39

B

40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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