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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定期評量
＜範圍：南一版 第一課~第四課+成語典故13~16回+世界經典名著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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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大題~第四大題請作答於答案卷上，考試完畢繳交答案卷，請不要填錯格。
一、國字注音：請寫出「 」的注音或國字，請依題號作答(共 10%，每題 1 分)
1.這齣舞台劇的情節十分扣人心「弦」
。
2.遠在國外的敏恩，只要一想到媽媽煮的無錫排骨，就不禁讓她垂「涎」三尺。
3.歹徒用刀「挾」持他的妻小，命令他交出所有財物。
4.望著眼前一片「湛」藍的海水，所有不愉快都暫時拋到九霄雲外。
5.聖誕節將到，各大百貨公司的櫥窗都妝點得「絢」麗多姿。
6.天氣冷了，母親「ㄓㄨˇ」咐我要加件外套。
7.善良的他幫忙「ㄔㄢ」扶行動不便者過馬路。
8.書妍「ㄔㄡˊ」躇了半天，還是無法做出決定。
9.他是一位認真且有擔當的主管，該負責的事絕不「ㄒㄧㄝˋ」責。
10.他的新書即將出版，敬請「ㄕˋ」目以待。
二、注釋(共 20%，每題 2 分；錯字扣 1 分，扣完為止) ※請依題號作答
1.蓊鬱
6.「青春」作伴好還鄉

2.織就
7.蹣跚

3.禍不單行
8.沉迷

4.還來「就」菊花
9.孳生

5.漫卷
10.迂

三、律詩選文意大挑戰 (共 10 分 ※請依課文順序寫出答案，否則將不予計分。錯、多、缺一字扣 1 分，扣完為止。)
1.過故人莊一詩中，哪兩句描寫綠意盎然、視野開闊的田園風光？(4 分)
2.聞官軍收河南河北一詩中，哪兩句表達出歸心似箭的喜悅之情？(4 分)
3.杜甫在聞官軍收河南河北詩中，心情變化的順序是如何，請以 1-5 數字排列。(2 分，全對才給分)
心情變化

歸心似箭

驟聞捷報

喜極而泣

放歌縱酒

順序排列
四、成語配合題(共 10%，每題 1 分)
A.懸崖勒馬 B.大材小用 C.珠玉在側 D.罄竹難書 E.沉魚落雁 F.鳳毛麟角
G.溘然長逝 H.摩肩接踵 I.滄海遺珠 J.振聾發聵 K.重蹈覆轍 L.沐猴而冠
1.一到連續假期，各風景區總是「
2.她那「

」
，人潮不斷。

」的容顏，完全遺傳自漂亮的母親。

3.上一次當學一次乖，以後就不會「

」了。

4.像他這種難得的人才，如果不錄用他，豈非「
5.雖然你已犯下多起案件，但若能夠「

」？

」、洗心革面，仍然來得及彌補過錯。

6.老師一番勉勵的話，對委靡不振的學生來說是一帖「
7.像他這麼熱心公益、毋私毋我的人，現在已是「
8.這惡霸犯下的滔天罪行真是「

」的良藥。

」了。

」
，最後總算受到法律制裁

9.他是個企畫高手，卻讓他從事文書處理的工作，未免太「

」了。

10.這個流氓僥倖當選鄉民代表，仍不改他鄙賤的本質，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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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單一選擇題 50％（共 25 題，每題 2 分，總計 50 分）
1. 下列「 」中的注音寫成國字後，何者字形前後相同？
(Ａ)並駕齊「ㄑㄩ」／為國捐「ㄑㄩ」
(Ｂ)共「ㄒㄧㄤ」盛舉／聞「ㄒㄧㄤ」下馬
(Ｃ)不「ㄐㄧㄥˋ」而走／羊腸小「ㄐㄧㄥˋ」
(Ｄ)高瞻遠「ㄓㄨˇ」／備受「ㄓㄨˇ」目
2.下列「 」中的字，何者讀音相同？
(Ａ)匍匐奔「喪」／垂頭「喪」氣
(Ｂ)「縱」貫鐵路／放「縱」不羈
(Ｃ)伏首「帖」耳／妥「帖」適切
(Ｄ)「掙」錢養家／「掙」脫牢籠
3.請選出「 」意思相同的字詞：
(Ａ)「把」酒話桑麻／軍隊「把」守
(Ｂ)「卻」看妻子愁何在／盛情難「卻」
(Ｃ)像祖母之「於」我家／得之「於」人者太多 (Ｄ)「恃」才傲物／「恃」寵而驕
4.「我那時真是聰明過分」這一句使用的修辭技巧與下列何者相同？
(Ａ)即使你的資質再好，若沒有經過琢磨，也是一塊沒有什麼價值的璞玉。
(Ｂ)別灰心，失敗是成功最好的養分。
(Ｃ)這本書真好看，我才翻五頁就快睡著了。
(Ｄ)平靜如水的情感翻起滔天巨浪來。
5.「律詩習作課」上，老師請同學先說說自己對近體詩的了解程度，以利下筆寫作。請問下列對近體詩的說明何者
正確？
(Ａ)昭泓：律詩是今體詩中篇幅極短的詩作，一般界定在十行以下，且字數在一百字以內。
(Ｂ)姵雅：律詩是唐代新興詩體，與絕句合稱為近體詩，而一首五言絕句和一首七言律詩共六十八個字。
(Ｃ)哲瑋：律詩的字數、平仄、押韻，都有嚴格規定，不可以隨意更動，且其中二、三聯必須對仗。
(Ｄ)欣樺：律詩偶數句末字必須押韻，第一句末字可押可不押，一韻到底，且多押仄聲韻。
6.關於大樹之歌一文的敘述，何者正確？
(Ａ)作者劉克襄，是臺灣當代自然寫作的知名作家。
(Ｂ)透過對酢漿草的描述，傳達親近自然，尊重生命的觀念。
(Ｃ)首段與末段以「它」稱呼大樹，將大樹擬人化。
(Ｄ)中間數段以「他」稱呼大樹，表示記載和說明。
7.關於孟浩然過故人莊一詩中，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Ａ)首聯以「故人具雞黍」，點出酒菜豐盛，顯示主人殷勤的心意。
(Ｂ)次聯描寫農村景物的優美與寧靜，
「合」與「斜」寫出遠樹的濃密、近山的綿延。
(Ｃ)第三聯寫農村生活的閒適自然，味淡而情長。
(Ｄ)末聯寫重陽日還要再來賞菊花、喝菊花酒，流露賓主盡歡，意猶未盡之情。
8.有關負荷和背影描寫父愛的部分，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Ａ)負荷是以父親向孩子說話的口吻，來訴說為人父者的心情；背影一文是以兒子的立場，藉著背影表達對父愛
的感受。
(Ｂ)負荷寫到對孩子的愛就像晚霞般絢麗，像星空般燦爛；背影則以橘子和紫毛大衣來象徵父愛。
(Ｃ)負荷詩中吳晟用「每日每日的上下班」來表現身為父親工作的勞累；背影文中朱自清以父親「膀子疼得厲害
」來表現父親工作的後遺症。
(Ｄ)負荷詩中吳晟對孩子的愛是傳承了自己的父母親的愛；背影文中朱自清也將父親的愛傳承給自己的孩子。
9.判斷下列詩句中，哪一個選項與聞官軍收河南河北一詩所描述的季節相同？
(Ａ)黃梅時節家家雨，青草池邊處處蛙。
(Ｂ)千里鶯啼綠映紅，水村山郭酒旗風。
(Ｃ)坐對韋編燈動壁，高歌夜半雪壓廬。
(Ｄ)秋陰不散霜飛晚，留得枯荷聽雨聲。
10.下列「 」中的字，何組皆實指顏色？
(Ａ)「黑」布馬褂 ／ 黝「黑」皮膚。
(Ｂ)「白」手起家 ／ 「白」瞪著眼。
(Ｃ)「紅」門綠瓦 ／ 當「紅」炸子雞。
(Ｄ)「赤」子之心 ／ 「赤」兔馬。
11.中國傳統的重要節日，詩人常作詩文歌詠。下列各詩句搭配的節日，何者說明正確？
(Ａ)「遙知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中秋。
(Ｂ)「天階夜色涼如水，坐看牛郎織女星」－－端午。
(Ｃ)「道場普渡妥幽魂，原有盂蘭古意存」－－清明。
(Ｄ)「有燈無月不娛人，有月無燈不算春」－－元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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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關於吳晟負荷詩意的說明，何者有誤？
(Ａ)以「絢麗的晚霞」
、「燦爛的星空」等美景象徵父親曾有過的理想抱負。
(Ｂ)「因為你們仰向阿爸的小臉／透露更多的期待」此句點出使父親歸心似箭的是孩子。
(Ｃ)以「有如自你們手中使勁拋出的陀螺／繞著你們轉呀轉」一句比喻孩子對父親的依賴，將父親當成生活的
重心。
(Ｄ)「就像阿公和阿媽／為阿爸織就了一生／綿長而細密的呵護」此句意謂父母對子女的愛是世代相傳的
13.背影一文中，下列何者為全文轉折處？
(Ａ)我心裡暗笑他的迂，他們只認得錢，託他們直是白託。
(Ｂ)我兩三回勸他不必去，他只說：「不要緊，他們去不好！」
。
(Ｃ)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傾，顯出努力的樣子。這時我看見他的背影，我的淚很快地流下來了。
(Ｄ)我那時真是聰明過分，總覺得他說話不大漂亮。
14.老師請同學針對唐代詩人進行報告，下列四位同學何者說法正確？
(Ａ)禹潔：李白屬於浪漫派，作品豪放飄逸，自然率真，有「詩佛」之稱。
(Ｂ)聿珊：孟浩然擅長描寫山水田園，蘇軾曾讚其「詩中有畫，畫中有詩」。
(Ｃ)筱諼：杜甫刻畫社會人心，反映民間疾苦，感人肺腑，有「詩聖」之稱。
(Ｄ)又瑄：王之渙風格雄渾豪放，表現塞外奇特的風光及戰爭場面，有「詩史」之稱 。
15.下列「 」中借代的用法，正確的有幾個？
（甲）半付「祝融」
：火災 （乙）杜康：酒 （丙）「巾幗」英雄：男子 （丁）造福「桑梓」：農作物
（戊）丹心照「汗青」
：駿馬 （己）人比「黃花」瘦：菊花 （庚）「紅顏」棄軒冕：少年
（辛）千里共「嬋娟」：月亮
(Ａ)三個
(Ｂ)四個
(Ｃ)五個
(Ｄ)六個
16.背影一文中的「茶房」是指舊時餐飲業的服務人員。下列古今職業稱呼，何者說明正確？
(Ａ)庖丁：屠夫
(Ｂ)仵作：軍人
(Ｃ)店小二：服務生
(Ｄ)捕快：法官
17.「自己許的願，像是自欠自的錢，總是不實踐，總是不記得還。」(莎士比亞)這段話給人的啟示是什麼？
(Ａ)不要許下不切實際的願望。
(Ｂ)對自己的計畫，要有責任感，確實去實踐。
(Ｃ)人的記憶不好，所以要許下心願，以免忘記。
(Ｄ)自己的心願事小，尚可以不用實現；但欠人錢事大，一定要記得還。
18.下列詩句所歌頌的詩人，何者不同？
(Ａ)「凡能用詩炮轉戰的／男女筆友／皆表歡迎／性別：和李白一樣／籍貫：河南鞏縣／年齡：五十九／職業
：流浪／永久通信處：中國文化史／嗜好：寫律詩絕句與窮苦病痛生活在一起以及，關心國事。」(渡也)
(Ｂ)「星空下的長夜／你常斜倚北斗／搔越稀越短的白髮／問天而又自問／家事、國事全然不似寫詩那樣由你
經營／何時洗兵馬？／何時干戈成犁頭？／你實在很迂、很天真／僅僅聽見劍外一記輕雷／便喜孜孜的相
信春回大地。」
（大荒）
(Ｃ)「車子已開出成都路／猶聞浣花草堂的吟哦不絕／再過去是白帝城，是兩岸的猿嘯／從巴峽而巫峽心事如
急流的水勢／一半在江上／另一半早已到了洛陽」
（洛夫）
(Ｄ)「據說／你喝一斗酒／可以寫詩百篇／在長安市的酒家沉沉睡去／皇帝來喚你也不應／你說／我是酒中的
仙／原不侍奉你們人間」(蔣勳)
19.「中午，全世界的人都在剔牙／以潔白的牙籤／安詳地在／剔他們／潔白的牙齒／依索匹亞的一群兀鷹／從
一堆屍體中飛起／排排蹲在／疏朗的枯枝上也在剔牙／以一根根瘦小的／肋骨」試問本詩主旨，最接近杜甫哪
一著名詩句？
(Ａ)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
(Ｂ)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
(Ｃ)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
(Ｄ)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
20.莫泊桑短篇小說項鍊的主旨是？
(Ａ)強調事在人為，不怕慢只怕站。
(Ｂ)嘲諷追求虛榮的心態，具有警世作用。
(Ｃ)學習仁者推己及人的精神。
(Ｄ)鼓勵追夢，拚命為理想。
21.李伯大夢這個寓言故事可以用下列哪個成語來形容？
(Ａ)美夢成真
(Ｂ)癡人說夢
(Ｃ)同床異夢
(Ｄ)虛幻夢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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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5題組
外澳車站已經八十歲了。不知何時，所有的站房都關閉，只剩下候車室，空蕩了許多年，一棵老樹陪伴著，
遙望著深入坪林後山的石空古道。
伴護老車站的老樹叫大葉雀榕，腰圍龐然，六人牽手還不足以環抱。任何陌生的旅人第一次到來，出了月台
，看到它咫尺般的高大，還有佇立的位置，想必都會驚疑。
荒廢的候車室裡，還有好幾扇空窗。老樹就緊靠著其中最大的一面，從室內望出，暗棕色的軀幹竟塞滿窗口
，形成相當詭譎的畫面。有一回，坐在洗磨石子的候車椅， 愈看愈是喜歡，腦海竟浮昇野獸派用色大膽的情境
。那種愉悅，彷彿大自然在此開了人類一個小玩笑，以此等超現實的的野外奇景，嘲諷當代人追求自然的風潮。
有一回，在這兒拍攝老樹，剛好有去頭城看病的阿嬤進來。她看到我對著老樹猛拍照，遂停下腳步，喃唸道
，「這欉仔，細漢的時候，我們都有來爬，沒想到現在老了！」也不知，她想表達什麼。或許是看到有人注意，
就順便提及吧。
北宜線有好些瞭望龜山島和看海的車站，只有這一座是無人的，卻有大樹。這樣的車站，容易激發什麼孤獨
和流浪之類的情緒。一些年輕人或許會把這種感覺往右邊的隄岸延伸。順此方向信步，那兒有好幾家現代的民宿
和咖啡屋，增添了海岸的地中海風味。
我通常只走到馬路對面的海隄，安靜地吹拂海風，望著退潮海灘上，大剌剌地裸露著黯黝的岩礁，然後又回
到候車室。很像70年代小說家七等生筆下的主角，不知所以的茫然。我就是以那樣的無聊，不吭一聲，不想心事
，繼續陪伴老樹，在下一班火車到來之前。
劉克襄只有老樹的車站(節選)
22.依本文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Ａ)外澳車站因為老樹佔據了站房，以致現在已經無人搭乘火車，徒留觀光價值。
(Ｂ)第一次來到外澳車站的人，幾乎都會被大葉雀榕所震撼住。
(Ｃ)年輕人因為激發了孤獨及流浪的情緒，陸續在附近開了好幾家民宿和咖啡屋。
(Ｄ)作者來到外澳車站，是爲了欣賞野獸派的超現實風格。
23.本文第三段提到「彷彿大自然在此開了人類一個小玩笑」，原因為何？
(Ａ)嘲諷當代人一窩蜂崇尚自然，但陪伴自然景觀的卻是荒廢的人文景觀。
(Ｂ)嘲諷老阿嬤太老而已經無法再爬樹。
(Ｃ)嘲諷外澳車站的管理員竟是一顆老雀榕。
(Ｄ)嘲諷作者來到外澳車站後的失落與茫然。
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見群鷗日日來。花徑不曾緣客掃，蓬門今始為君開。
盤飧市遠無兼味，樽酒家貧只舊醅。肯與鄰翁相對飲，隔籬呼取盡餘杯。
（杜甫客至）
注：（1）緣客掃：因為任何客人而清掃。
（3）無兼味：沒有其他的口味。

（2）蓬門：柴門，指貧窮人家的大門。
（4）舊醅：釀了很久卻未過濾的酒。

24.本詩主要想表達的心情，與下列選項中何者最不相似？
(Ａ)故人西辭黃鶴樓，煙花三月下揚州。
(Ｂ)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Ｃ)獨樂樂不如眾樂樂。
(Ｄ)開筵面場圃，把酒話桑麻。
25.由詩中「蓬門」
、「無兼味」、
「家貧」、
「舊醅」等詞句判斷，作者刻意強調自己生活貧乏所代表的意義最有可能
是下列何者？
(Ａ)展現自己孤芳自賞，隱世獨居的風骨。
(Ｂ)暗示朋友來探訪時，能順便帶一些物資救濟自己。
(Ｃ)感慨懷才不遇，異鄉漂泊的身世。
(Ｄ)禮輕情意重，表現出對這位朋友的重視與熱情相迎。
選擇題作答到此結束，祝各位同學考試順利!
堅持的力量是可以創造奇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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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國字注音：請寫出「 」的注音或國字，請依題號作答(共 10%，每題 1 分)
1

ㄒㄧㄢˊ

2

ㄒㄧㄢˊ

3

ㄒㄧㄚˊ

4

ㄓㄢˋ

5

ㄒㄩㄢˋ

6

囑

7

攙

8

躊

9

卸

10

拭

二、 注釋（每題 2 分，共 20 分）
1

茂盛的樣子。

2

編織完成。

3

不幸的事情接連而來。

4

親近。

5

隨意收拾。

6

指春天。

7

行動遲緩不穩的樣子。

8

深深地迷戀。

9

生長繁衍。

10

指言行不切實際。

三、 簡答題※請依課文順序寫出答案，否則將不予計分。錯一字扣 1 分，扣完為止。
1

綠樹村邊合，青山郭外斜。(4%)

2

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4%)

3

順序排列為:5 1 2 4 3 (2%，全對才給分)

四、成語配合題(共 10%，每題 1 分) ※請依題號作答
1

H

2

E

3

K

4

I

5

A

6

J

7

F

8

D

9

B

10

L

五、選擇題
1-5

DCDCC

11-15 DCCCC

6-10

ABABA

16-20 CBDAB

21-25 DBA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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