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市立弘道國民中學一零五學年度第一學期 九年級 國文科 第二次定期評量
參考範例：

(B)

瞻前「顧」後／「顧」此失彼

※答案卡限用 2B 鉛筆劃記，答案請劃記明確；若有劃

(C)

已而復「然」／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記錯誤，請擦拭乾淨。分數以電腦讀卡分數為準。

(D) 即乎其「故」／溫「故」知新

※請作答於答案卷上，考試完畢僅繳交答案卷，請不要

4. 下列「」中字的詞性，何者不同？

填錯格。

(A) 「鳥」瞰大地／百花「齊」放

一、國字注音 10％（共 10 題，每題 1 分，總計 10 分）

(B)

出郭「相」扶將／以急「相」棄

1.一「ㄓㄢˇ」寒泉

(C)

孟孫問孝「於」我／盡「向」地面攫來

2.動「ㄓㄜˊ」得咎

(D) 閣下所言，何以「見」得／晚來天欲「雪」
，能
飲一杯無

3.困「ㄓˋ」顛沛

5. 請選出下列選項中，「」內顏色皆相同的？

4.「ㄊㄠ」光養晦
5.一「爿」小店

(A) 「縹」碧／朝如「青」絲暮成雪

6.一「幀」照片

(B) 「黔」首／「彤」雲

7.流雲夕「ㄏㄨㄟ」

(C)

8.貪「ㄌㄢˊ」

(D) 「丹」楓／「朱」曦
6.

9.「俛」而讀

明眸「皓」齒／「緇」衣

下列選項季節，何者前後不同？

10.宮商角「徵」羽

(A) 木落水盡千崖枯／灞原風雨定，晚見雁行頻

二、注釋 12％（共 6 題，每題 2 分，總計 12 分）

(B) 新竹壓簷桑四圍／更無柳絮因風起，唯有葵花向

1.梵宇僧樓

日傾

2.蹴然

(C)不覺商意滿林薄／金風玉露一相逢，便勝卻人間
無數

3.頓挫跌宕

(D) 舞雩歸詠春風香／近寒食雨草萋萋，著麥苗風柳

4.舞雩

映堤

5.悠悠晃晃

7. 下列「」內，何者不適合填入「習慣」二字？

6.笑「拈」梅花
三、默寫 8％（共 2 題，每題 4 分，總計 8 分）

(A) 「」是行為的女兒，不過女兒反過來養育母親

1.請寫出四時讀書樂(一)春押仄聲韻的兩句詩句

(B)

少成若天性，
「」成自然

2.請寫出四時讀書樂(二)夏的「對偶句」

(C)

聞道有先後，
「」有專攻

四、單一選擇題 70％（共 35 題，每題 2 分，總計 70 分）

(D) 「」是銹，它足以使靈魂的鋼鐵腐蝕殆盡

1. 下列選項，何者寫成國字兩兩相同？
(A) 劍及「ㄌㄩˇ」及／不絕如「ㄌㄩˇ」
(B)

長「ㄒㄩ」短嘆／「ㄒㄩ」衡全局

(C)

凝神「ㄉㄧˋ」聽／愛的真「ㄉㄧˋ」

8. 請選出下列選項中，
「」內皆為偏義複詞者?
(A)

同」

(D) 籠鳥「ㄐㄧㄢˋ」猿／前車之「ㄐㄧㄢˋ」

(B)

2. 下列選項，何者寫成注音兩者不同？

(C)

(B) 不「啻」／「熾」熱

(D)

(D) 熟「稔」／時光「荏」苒
(A) 取土「平」之／足履「平」地

何以天下「國家」為／春秋筆法，一字以寓「褒

貶」

「拈」香拜佛／「拈」花惹草

3. 下列「」的字義，何者相同？

文氣如長江黃河，不可「遏阻」／「榮辱」之

來，必象其德

(A) 美麗的「跫」音／「踅」了一趟
(C)

如人飲水，
「冷暖」自知／陟罰臧否，不宜「異

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忘懷」得失，以

此至終
9.

大明湖一文中，由「搖著串鈴滿街踅了一趟」可推

知老殘的職業，若他想開店執業，門口的匾額最正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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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項為何？

(B)

每天早上七時就必須開始練功

(A)

功同良相，懸壺濟世

(C)

練功的年齡須在十五到五十歲之間

(B)

名山事業，橘井活人

(D)

功夫要大成，須持續不斷練習十餘年

(C)

積健為雄，杏壇之光

(D)

無冕王侯，妙手丹青

15. 下列有關「書齋」的說明何者「錯誤」?
(A)

10. 由「一室之不治，何以天下國家為」可以了解中國
政治哲學的哪一方面？
(A)

國之不治，何以家為

(B)

耳目所見尚如此，萬里安能制夷狄

(C)

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

(D)

民為邦本，本固邦寧

蒲松齡「聊齋」：以和別人閒說的故事為素材，

寫成聊齋誌異
(C)

梁啟超「飲冰室」
：面對國家內憂外患的憂慮，

唯有「飲冰」，憂慮方能得解
(D)

劉鶚「養晦堂」
：以「潛身修養，以待時用」自

勉

(A)

劉鶚的鐵雲藏龜是研究甲骨文的開路先鋒

(B)

老殘遊記為白話章回小說，揭露清官誤國的可恨

可怕

16. 下列說明何者正確？
(A)

陳火泉先生認為，要有「騎驢不肯下」的生活態

度，才能擁有「青鳥」

翁森學問淵博，被譽為「翁書櫥」，即「兩腳書

櫥」
(D)

之語，立志活到老學到老
(B)

11. 下列有關作者的說明，何者「錯誤」？

(C)

陸游「老學庵」
，取「師曠老而學猶秉燭夜行」

(B)

陸游：
「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是

長時間的苦讀後，終於獲得當官機會的興奮

劉蓉，字孟容，清朝人，曾助曾國藩訓練湘軍

12. 繞一條比較遠的路作者從多方面來闡述，其中「不
包括」下列哪一個面向？

(C) 「去撿拾秋夜裡落下來的松果，或隔著水晶簾探
望一泓寒清的月色」
，為化用古詩詞的句子
(D)

青鳥就在身邊作者認為「快樂幸福必須求之於

(A)

自身經驗

外，而不可求之於內」

(B)

文學遐思

17. 有關桃花源記：「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

(C)

名人實例

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這段文字

(D)

電影對白

的說明何者錯誤？

13. 有關大明湖一文的寫作分析，何者說明正確？
(A) 「一片白花映著帶水氣的斜陽，好似一條粉紅絨
毯，做了上下兩個山的墊子」指的是一片荷花映著
斜陽
(B)

文中說明鐵公的事蹟，是屬於記敘文中的補敘

(C) 「紅的火紅，白的雪白，青的靛青，綠的碧綠」，
形容百花爭妍美不勝收的景色
(D)

(A)

是晉朝 陶淵明的作品

(B)

描述一個世俗的農夫偶然進入與世隔絕之地的

奇遇記
(C)

描繪出世人所嚮往的「烏托邦」

(D)

這段文章中，沒有出現「判斷」句型

18. 「北窗高臥羲皇侶，只因素稔讀書趣」兩句之間的
關係和下列何者相同？

文中夾錄三副對聯，概括濟南歷史悠久，人物繁

(A)

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

(B)

落花有意，流水無情

14. 楊過在洞窟內發現一本武功秘笈，第一頁的練功要

(C)

寧叫我負天下人，休叫天下人負我

訣上寫著：
「練此神功，不限鬚眉，弱冠以上，花甲以

(D)

林盡水源，便得一山

盛，湖光山色奇絕

下，寅時起練，日暮可歇。吐納呼吸，運動周身，不出

19. 下列古今用語的對應關係，哪一個正確？

十載，笑傲江湖。」根據秘笈內容，楊過以下的推論何

(A)

細作－法醫／拙荊－外子

者正確？

(B)

束脩－學費／庠序－學校

(C)

捕快－快遞／庖丁－廚師

(A)

此功夫不限男女，皆可習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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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解手－上廁所／仵作－間諜

20. 「終日尋春不見春，芒鞋踏破嶺頭雲。歸來笑拈梅
花嗅，春在枝頭已十分。」，和下列何者意境不同？
(A) 「山迴路轉不見君，雪上空留馬行處」
(B)

(C)

供人遊賞

(D)

博得讚譽

26.
特徵

「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

(C) 「眾裡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

庶民經濟

有低資本額、低學經歷的從業門檻特性

「佛在靈山莫遠求，靈山就在汝心頭」

21. 「雄兔腳撲朔，雌兔眼迷離，兩兔傍地走，安能辨
我是雄雌？」這首詩中的句子，出現哪兩種句型？
(A)

判斷、表態

(B)

判斷、有無

(C)

敘事、判斷

(D)

表態、敘事

(B)

「霜風雪雨皆是心情，鳥獸蟲魚盡是點滴」

(C)

「山光悅鳥性，潭影空人心」

(D)

「山外煙嵐，遠近接簇，悠然暢寄，書味滿懷」

23. 不同的鳥有不同的象徵意涵，下列何者的涵義有
誤？

(C)

鷗鳥：象徵繁華富貴的生活

(D)

鶴鳥：象徵長壽或是隱士

老王今天開著獲獎的「雪」白敞篷車來上班

(B)

由於天生的好歌喉，他現在可「紅」得發紫

(C)

酒醉後的他，騎上機車在路上危險「蛇」行

(D)

為了升官加薪，他「涎」著臉求人

25. 劉基：
「會稽 黃中立，好植竹，取其節也，故為亭
竹間，而名之曰尚節之亭，以為讀書遊藝之所，澹乎無
營乎外之心也。予觀而喜之。 」根據文意，黃中立喜歡

取其義理

攤販只能販售低價劣質商品，所以顧客權益被忽

視
(B)

攤販占據人行道，只要讓路給行人，就不算妨礙

交通
(C)

攤販客源固定後，就容易形成市集，聚集更多的

27. 「堅實的樹癭，糾結盤纏，把成長的苦難緊緊壓縮

(A)

(B)

(A)

的現象

相同的作用？

追求實用

上列表格是維基百科上有關「 攤販」的資料，根據表格

(D)許多受歡迎的攤販可以不用繳稅，造成稅收不公平

字由名詞轉為動詞使用，下列選項「」中的字，何者也

(A)

攤販的特性讓稅務機關難以公平徵稅，許

人潮

24. 「閒者，非無所事事之謂也。」句中的第一個「事」

竹子的原因為何?

攤販往往會聚集客源形成市集，因此攤販

內容，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問渠哪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

鳳凰：象徵祥瑞、尊貴

群聚效應

多受歡迎的攤販繳的稅都太低了

(A)

(B)

由於常占據騎樓或人行道，因此在人口密
集的市區常被警察取締

稅制漏洞

下列何者相差最遠？

鴻鵠：象徵志向遠大

妨礙交通

彼此會導致群聚效應

22. 「陽春召我以煙景，大塊假我以文章」的涵義，和

(A)

由於大多不具有店面，因此營業成本較
低，所以商品價格通常可以較低。同時具

珊處」
(D)

說明

在一起，像

，這正是木本植物與歲月天

地頑抗後所殘餘下來的證明吧！」根據這段文字的語
境，畫線處填入下列何者最恰當？
(A)

少年小腿上勻稱而修長的肌肉線條

(B)

小孩頭頂上圓潤而扎實的雙邊髮髻

(C)

婦女肚上虬曲而深刻的妊娠紋路

(D)

老人手背上脆危而清晰的靜脈瘤塊

28. 因應教育部推行的晨間自習，妍希在讀報之後摘錄
了幾則新聞標題，請問她的理解何者正確？
(A) 「電影美國隊長３：內戰今日舉辦首映會」──
指美國隊長３：內戰這部電影已經下檔
(B) 「俠醫林杰樑遺愛，諸病患獲新生」──因為林
醫師親自用心照顧，諸多病患重現生機
(C)

「叫我第一名選秀單元，冠軍疑似黑箱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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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選秀比賽的名次疑有內定人選

(B)

鈴木一朗為球隊奪下致勝分數

「角逐百里侯，各方人馬使出全力，希冀贏

(C)

鈴木一朗刷新個人打擊紀錄

得黨內初選」──指政治人物希望黨內初選，讓自

(D)

羅斯與鈴木一朗上演精采的安打對決

(D)

己獲得總統選舉資格
29.

所謂「選錯科系進錯行」或「走錯路」
，往往是你

「凡舟古名百千，今名亦百千。或以形名，或以

走到路的終點時，發現自己一事無成，才懊悔自己當

量名，或以質名，不可殫述。遊海濱者得見洋船，居江

初「走錯了」
。事實上，條條大路通羅馬，每一條路都

湄者得見漕舫。若侷促山國之中，老死平原之地，所見

有人走得非常成功。路本身沒有「錯」
，問題端視你怎

者一葉扁舟、 截流亂筏而已。」
（天工開物）上文中，

麼個走法。

若將舟的形體，由小到大排列，則應為下列哪個選項？

二十世紀的哲學大師維根斯坦，也不是一開始就

(A)

亂筏、洋船、漕舫

選擇哲學這條路。他在德國讀的是機械工程，十九歲

(B)

扁舟、漕舫、洋船

到英國專攻航空學，熱衷於飛機噴射反應推進器的設

(C)

漕舫、亂筏、洋船

計。因為這項工作涉及純數學的問題，而使他對數學

(D)

洋船、漕舫、亂筏

的哲學發生興趣，竟至於放棄航空工程，而選擇到劍

30.

橋大學改讀哲學。但在研究哲學兩年後，他忽然跑到
2012 年以來，犀利電腦的銷售量與日俱增，至今

挪威，自己在鄉間蓋了一間茅屋，成為隱士。第一次

年為止，與新奇電腦的年銷售量相比，將可望其項背。

世界大戰爆發，隱士成為戰士，最後被敵軍俘虜，成

不過，後來發生某一型號電腦的網路標價錯誤，引起

為囚犯。戰後，他又嚮往當個小學教師，而選擇進入

網友瘋狂訂購，犀利電腦的訂單瞬間爆量。這起風波

師範學院就讀，然後在鄉下教了妤幾年書，直到四十

令消費者群起撻伐，指責犀利電腦公司堅持不以低價

歲，才又回到劍橋大學，繼續他未完成的哲學「學業」
。

出售，是錯誤示範。但犀利電腦公司並不退讓，雙方
擬以法律途徑解決問題。

今天，也沒有人敢說維根斯坦如此迂迴的人生抉
擇是「危險」的，是在「蹉跎時光」
，因為沒有幾個哲
學家能有像他那樣輝煌的哲學成就。這不只是「成敗

根據這則短文的內容，下列何者推論正確？

論英雄」
，而且是「成敗論對錯」──除了作奸犯科外，

(A)

犀利電腦和新奇電腦的年銷售量一向一樣多

沒有一條路在起點處就標明著「對」或「錯」
，它是你

(B)

因犀利電腦發生每一種型號都標價錯誤的事

這個「行人」和其他「路人」在後來才標上去的。
(王溢嘉 何來錯誤的第一步)

件，使得訂單瞬間爆量
(C)

消費者要求犀利電腦公司以錯誤的標價來出

售，但該公司堅持不肯
(D)

標價錯誤造成訂單爆量，犀利電腦今年的銷售量

必定勝過新奇電腦
31. 「鈴木一朗敲出二壘安打並不稀罕，重點是，他在
美、日職棒生涯中已敲出 4256 支安打，過去只有美國職

32. 下列何者最適合用來形容維根斯坦的人生歷程？
(A)

不務正業

(B)

峰迴路轉

(C)

絕處逢生

(D)

篳路藍縷

33. 本文主旨為下列何者？

棒大聯盟生涯安打王羅斯達到這個境界，鈴木一朗這場

(A)

沒有暗礁，怎能激起美麗的浪花

在聖地牙哥的比賽中，九局上半敲出的二壘安打，則是

(B)

選擇眾人認為正確的路能少經波折

前無古人、之後也未必有來者的第 4257 支安打。賽後他

(C)

要成為有名的哲學家必先經過考驗

的美 日職棒通算安打數已經超越羅斯，成為世界安打

(D)

成功即是在自己選擇的道路上發光發熱

王」根據本文，關於這場聖地牙哥的比賽，下列敘述何
者可以明確得知？
(A)

羅斯敲出關鍵二壘安打

第 4 頁，共 6 頁

臺北市立弘道國民中學一零五學年度第一學期 九年級 國文科 第二次定期評量
王彭嘗云：
「塗巷中小兒薄劣，其家所厭苦，輒與錢，
令聚坐聽說古話。至說三國事，聞劉玄德敗，顰蹙有
出涕者；聞曹操敗，即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澤，
百世不斬。」彭，愷之子，為武吏，頗知文章，余嘗
為作哀辭，字大年。
（蘇軾

東坡志林）

＊顰蹙：音ㄆㄧㄣˊㄘㄨˋ，形容憂愁的神情
＊斬：斷絕

34. 根據本文，下列說明何者正確？
(A)

蘇軾家中孩童行為頑劣不堪，故安排說書人為他

們講故事
(B)

孩子們討厭三國故事，所以聽三國故事時往往皺

眉蹙額，深感苦惱
(C)

王彭，有一子王愷，他雖是一名武官，但對文辭

亦有涉獵
(D)

蘇軾在寫作本文的時候，王彭已駕鶴西歸

35. 「聞劉玄德敗，顰蹙有出涕者；聞曹操敗，即喜唱
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澤，百世不斬。」下列何者最接
近這段文字所傳達意旨？
(A)

演戲的是瘋子，看戲的是傻子，過於投入就會與

現實脫節
(B)

乍喜乍悲，又哭又笑，看戲、聽戲是每個時代不

變的流行
(C)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道德正義的標準並未因時

代而改變
(D)

莫以成敗論英雄，昔日的風雲際會不過是今日的

茶餘飯後
試題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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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字注音 10％（共 10 題，每題 1 分，總計 10 分）
１
盞

２
輒

３
躓

４

５

韜

ㄅㄢˋ

６
ㄓㄥˋ

二、注釋 12％（共 6 題，每題 2 分，總計 12 分）

1

2

3

4

5

6
三、默寫 8％（共 2 題，每題 4 分，總計 8 分）

蹉跎莫遣韶光老，人生唯有讀書好
１

晝長吟罷蟬鳴樹，夜深燼落螢入幃
２

四、單一選擇題 74％（共 37 題，每題 2 分，總計 74 分）
CACBD ACDAB CCDAD CBABA
DACDB CDCBC CBD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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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暉

8
婪

9
ㄈㄨˇ

10
ㄓ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