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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次定期評量
＜範圍：翰林版第五冊第十一、十二課，第六冊第二課、第五課，橘子講義第五、六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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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食材能吸收高湯等其他味道，融合本身原有味

※答案卡限用 2B 鉛筆劃記，答案請劃記明確；若有劃

道，提升料理整體的味道，作者稱之為「入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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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關於管好舌頭一文，敘述何者正確？

填錯格。

(A) 舉蘇秦、張儀之例，陳述「禍從口出」的道理

單一選擇題 100％（共 40 題，每題 2.5 分，總計 100 分）

(B) 全文闡述管好舌頭的重要，期許眾人慎思謹言

1.下列「」中的形似字何者讀音相同？

(C) 措詞淺白，旁徵博引，引用言例、事例，是記敘

(A) 成長「蛻」變／「兌」現承諾

文的好典範

(B) 時光「荏」苒／披髮左「衽」

(D) 引用韓非子說難說明調撥舌頭是一件極容易的

(C) 人謀不「臧」／栽「贓」嫁禍

事

(D)「稗」官野史／縱橫「捭」闔
7. 下列「 」詞語，何者使用了「委婉」的說法？
2. 下列「」中的注音寫成國字後，何組字形相同？

(A) 歲暮年終時，慈善團體總會設宴款待招待「流浪

(A) 掙脫「ㄒㄧㄚˊ」籠／「ㄒㄧㄚˊ」茶玩樂

漢」
，展現人間溫情

(B) 提「ㄍㄤ」挈領／血氣方「ㄍㄤ」

(B) 雖然年屆不惑，榮程依舊是個「光棍」

(C) 大放「ㄐㄩㄝˊ」詞／一「ㄐㄩㄝˊ」不振

(C) 與其依賴藥物消除贅肉，不如靠運動「瘦身」來

(D) 租地耕「ㄐㄧㄚˋ」／莊「ㄐㄧㄚˋ」漢

得更健康
(D) 茂園的公司因受景氣影響，年年「虧損」
，令他

3. 下列「」中的字義何者相同？

憂心不已

(A) 「入」則孝／「入」則無法家拂士
(B) 無以「名」之／莫「名」其妙

8. 下列前後兩句文意何者相異？

(C)「隱」心而後動／直言不「隱」

(A) 無道人之短／無伐善

(D) 行之「苟」有恆／因循「苟」且

(B) 世譽不足慕／不慕榮利
(C) 無使名過實，守愚聖所臧／真實偉大的樸實無

4. 下列 「」中的 形音義何者完全正確？

華，真實智慧的虛懷若谷

(A)「捱」人笑罵―― 一ㄚ ˊ，遭受

(D) 在涅貴不緇／出淤泥而不染

(B) 「汆」燙―― ㄔㄨㄢ，將食物放在沸水中煮一
下，隨即取出

9. 關於下列文句句意的解釋何者正確？

(C) 昏「聵」―― ㄎㄨㄟˋ，耳聾

(A) 知足勝不祥――不貪求便能趨吉避凶

(D)「行行」鄙夫志―― ㄏㄤˋㄏㄤˋ，閒靜的樣子

(B) 施人慎勿念――隱惡揚善，勿論人非
(C) 隱心而後動――韜光養晦，自我充實

5. 關於豬血糕一文的敘述，何者正確？

(D) 柔弱生之徒――剛柔並濟，行中庸之道

(A) 豬血糕被評為全球十大最怪食物，作者對於傳統
美食遭到誤解感到懊惱不捨

10. 關於座右銘一文的說明，何者錯誤？

(B) 豬血糕這種食材取得不易，所以文章末段作者希
望名廚都用心研發更多佳餚美饌
(C) 作者心中美食的標準在於能否呈現食材的原味

(A)

以「仁」字貫串全文

(B)

全文句法整齊，隔句押韻，讀來音韻鏗鏘，便
於銘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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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以「行之苟有恆，久久自芬芳」作結，可警惕策
勵自己，亦可提醒讀者深思力行

15. 古今有許多人懷有民胞物與的襟懷，處處為他人著
想，表現憐惜之情。下列何者不具此胸懷？

(D) 和陋室銘一樣都屬於自己警惕、策勵的銘文

(A) 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B) 不憂一家寒，所憂四海飢

11. 「世譽不足慕，（甲）
。
（乙）
，謗議庸何傷？無使名

(C) 減米散同舟，路難思共濟

過實，守愚聖所臧。（丙）
，曖曖內含光」品硯正在默寫

(D) 若再求多，便是占人產業，莫大罪過

座右銘，但他忘了（甲）
（乙）
（丙）三處的句子，請幫
他挑出正確答案

16. 下列情境的描述，何者最貼近鄭板橋「難得糊塗」

(A) （甲）隱心而後動（乙）惟仁為紀綱（丙）在涅
貴不緇

的精神？
(A) 讀書不用太嚴苛，發揮陶淵明不求甚解精神即可

(B) （甲）在涅貴不緇（乙）惟仁為紀綱（丙）隱心
而後動

(B) 人生毋須太計較，能放下才得解脫
(C) 教養兒女不必當虎媽，宜啟發孩子天性，發揮潛

(C) （甲）惟仁為紀綱（乙）在涅貴不緇（丙）隱心
而後動

能
(D) 對於弱勢多協助，即使被騙也不失去助人熱情

(D) （甲）惟仁為紀綱（乙）隱心而後動（丙）在涅
貴不緇

17. 在俊在弘道食堂點餐，這些食材的讀音何者全部正
確？

12. 下列何者不符合鄭板橋對讀書人束脩自好、經濟自

(A) 杏「鮑」菇 ㄅㄠ ／牛「腩」飯 ㄋㄢˊ

期的期許？

(B)「炸」雞排 ㄓㄚˋ／肉「臊」飯 ㄗㄠˋ

(A) 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

(C) 蛤「蜊」湯 ㄌ一ˋ ／「咖」哩飯 ㄎㄚ

(B) 己立立人，己達達人

(D) 鼎邊「銼」ㄘㄨㄛˋ ／「蚵」仔湯 ㄜˊ

(C) 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
(D) 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

18. 下列成語運用何者最為恰當？
(A) 做事必須按照步驟「疊床架屋」
，切勿敷衍了事

13. 下列人物／行業／題辭的配對，何者完全正確？
(A) 孔子／補教名師／言重九鼎

(B) 「小頭銳面」的阿合，在球場上面對強勁對手也
毫無懼色

(B) 陶潛／暢銷作家／義正辭嚴

(C) 意婷拙於言辭，一開口就「巧舌如簧」
，弄得氣

(C) 范蠡／商業鉅子／業紹陶朱

氛超級尷尬

(D) 扁鵲／江湖術士／妙手回春

(D) 他憑著過人的智慧和八面玲瓏的手段，在商場上
「叱吒風雲」

14. 關於寄弟墨書一文文意敘述何者錯誤？
(A) 「使天下無農夫，舉世皆餓死」／強調農夫的重
要

風格呈現，無耐受到不肖友人的搧動，內容盡是以訛傳

(B) 「予兄弟二人，各得百畝足矣」／置產不貪多的
觀念

訛的流言斐語，致使本書無法完成，令人扼惋」上文共
有幾個錯字？

(C)「新招佃地人，必須待之以禮。彼稱我為主人，
我稱彼為客戶」／職業無貴賤的平等觀念
(D)「一捧書本，便想中舉人、中進士」／目標明確，
有鴻鵠之志

19.「柏凱正在編篡弘道傳奇一書，打算以虐而不謔的

(A) 八個
(B) 七個
(C) 六個
(D) 五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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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下列文句的稱謂，何者運用正確？

24.下列信封用語，何者用法正確？

(A) 有空歡迎光臨「貴校」，我們必當盡地主之誼，

(A)

加以款待
(B) 「令嬡」荳蔻年華，青春正盛
(C) 「家嚴」與「家父」一起外出購物，請稍坐片刻
(D) 「先妹」早夭，一直是父母心中的痛
21. 戴資穎甫獲 2016 杜拜世界羽聯超級系列賽總決賽
冠軍，在獎盃上的題辭最適合哪一項？

(B)
陳
絲
盈
同
學

郭
恩
綺
老
師

安
啟

道
啟

(A) 積健為雄
(B) 技藝超群

(C)

(D)

(C) 國粹之光
(D) 眾望所歸
22. 下列各行業的對聯，何者錯誤？
(A) 「賴君驅雨伯，護我勝波臣」／傘店

鄭
則
衷
伯
父

蔡
哲
羽
校
長

鈞
啟

敬
啟

(B) 「大塊能相假，名山不獨藏」／旅行社
(C) 「囊中都是延年藥，架上無非不老丹」／中藥行
(D) 「到此盡是彈冠客，此去應無搔首人」／理髮店
23.
詩薇學妹鈞鑒（甲）:
自從上週闊別至今，未再與你謀面，非常想念你。
想與你分享最近很夯的一齣韓劇：孤單又燦爛的神－
鬼怪，題材新穎，演員演技精湛，頗獲好評。看來男主角
孔劉繼失速列車後重蹈覆轍，又是收視保證。深度近視的
妳欣賞影片之餘，別忘了讓眼睛適度休息，小心藍光傷害。
只要適度休息，視力保健一定能勢如破竹。即問
近好
（乙）
學長（丙）

寶意敬上（丁）
106 年 1 月 17 日

25.這封信的內容，詞語運用恰當的是何者？

關於這張喜帖的敘述，何者最正確？

(A) 闊別

(A) 新郎是陳志明，家裡只有他一個獨子

(B) 精湛

(B) 新娘是李春嬌，是信服先生的掌上明珠
(C) 席設甜蜜蜜餐廳，歡迎收到喜帖的賓客全家蒞臨
(D) 賓客賀禮的封套上可寫上「之子于歸」

(C) 重蹈覆轍
(D) 勢如破竹
26.以上這封信畫雙線處的內容及格式，何者正確？
(A) （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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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乙）

30.「摘不到的星星，總是最閃亮的。溜掉的小魚，總

(C) （丙）

是最美麗的。錯過的電影，總是最好看的。失去的情人，

(D) （丁）

總是最懂我的。我始終不明白，這究竟是什麼道理？」
幾米的這段話最貼近下面哪個選項？

27. 管好舌頭一文中，下列的敘述說明何者有誤？
（A）
「舌尖上沾一點蜜，讓滿口都是甜的」意同「良
言一句三冬暖」

(A) 不明白自己真正所需，一味向外追求無濟於事
(B) 不同階段的追尋目標不同，必須及早確立
(C) 得不到的人事物，最具有想像空間

（B）
「舌頭有造福、造禍雙面的功能」意近「惟口，

(D) 錯過要懂得補救，以免更添惆悵

出好，興戎」
（C）
「無奈傻瓜總無法掌控自己的舌頭，接二連三的
出糗」是「躁人辭多」表現

31. 文學創作中加入想像可使平凡文字化為精妙。下列
何者最不具想像成分？

（D）
「舌頭常常是表現自己最赤裸的履歷表」表示一
個人的談吐，足以代表一個人的成就

(A) 歷史密封太嚴太久，記憶發酵成醋成醬
(B) 寂寞街燈的星芒，化作展翅的天使，迎接著夜歸
的我

28. 請推敲焦桐論豬腳文章脈絡，找出最適當的排列順

(C) 最真實的感覺是不具好惡、沒有美醜，不會被遺

序：

忘
(D) 我此刻臥看大樹在風中梳著那滿頭青絲

我岳母擅烹蹄膀，正宗客家口味。她的作法是先將處理
乾淨的蹄膀加蒜頭和八角，

32.

（甲）加入燙過的筍乾再蒸熟。
（乙）筍乾吸收了蹄膀的油膩，本身也蘊藏著美味，
（丙）一般人蒸燒圓蹄，習慣搭配青江菜，大概是考慮
到色澤；

張儀已學而遊說諸侯。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璧。
門下意張儀，曰：
「儀貧無行，必此盜相君璧。」共
執張儀，掠笞數百，不服，釋之。其妻曰：
「嘻﹗子
毋讀書游說，安得此辱乎?」張儀謂其妻曰：
「視吾舌

（丁）浸泡在米酒、醬油裡半小時，

尚在不?」其妻曰：
「舌在也。」儀曰：
「足矣！」
司馬遷史記‧張儀列傳

耐於咀嚼，確是更美麗的組合。

注：
1.已學：學習完畢。

(A) 丁→甲→乙→丙
(B) 甲→乙→丙→丁

2.服：降服。

根據本文，張儀問妻子「視吾舌尚在不」的原因何在？

(C) 丁→乙→丙→甲

(A)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

(D) 丁→甲→丙→乙

(B) 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
(C) 知足常樂，樂觀面對

29. 焦桐：「聚光燈打量我跌跤的心事，揶揄的鐃鈸在

(D) 豹死留皮，人死留名

歡呼，嬉鬧著荒腔走板的歲月，在插科打諢的這一幕，
喧嘩的訕笑把我逗得好孤獨。」請問他所描述的最有可

33.「咬定青山不放鬆，立根原在破巖中。千磨萬擊還

能是古典戲曲中哪個角色？

堅勁，任爾東西南北風。」鄭板橋所歌詠的主角，與下

(A) 龍套
(B) 小丑
(C) 花旦
(D) 青衣

列何者選項相同？
(A) 冰雪林中著此身，不同桃李混芳塵。忽然一夜清
香發，散作乾坤萬里春
(B) 浮香繞曲岸，圓影覆華池。常恐秋風早，飄零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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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

35.根據上文，何者敘述正確？

(C) 春紅始謝又秋紅，息國亡來入楚宮。應是蜀冤啼
不盡，更憑顏色訴秋風。

(A) 日本人對豬血糕又愛又恨
(B) 英國人和美國人對豬血糕的懼怕感最強烈

(D) 一頃含秋綠，森風十萬竿。氣吹朱夏轉，聲掃碧
霄寒

(C) 越南人對豬血糕的評價較為中性
(D) 台灣人對豬血糕的衛生安全普遍放心

為瞭解台灣的豬血糕為何會榮登英國旅遊網站「世界最

36.「貓並非這個城市的主題，也不必是。從某個角度

噁心食物第一名」之因，某高職學生進行訪問，內容關

來看，牠們不過是一些□□□□□□，就像晨昏定時出

於豬血糕的印象與口感。資料如下：

現在陽台上的老人――缺少存在感，也似乎和這個社會
沒有什麼真正的關聯。」根據前後文意，最適合填入：

國籍

對豬血糕的印象與感受

墨西哥人

第一次看到豬血糕，以為是一塊巧克力蛋糕插

(A) 會活動的苔癬

在竹籤上，感覺很奇特，想說巧克力蛋糕怎麼

(B) 很吵鬧的孩童

會這樣處理。結果一口咬下去，發現並不是如

(C) 打不死的蟑螂

此，一種噁心的感覺湧上來，很恐怖！

(D) 正疾馳的公車

日本人 1

第一眼好像是麻糬，後來知道是豬的血和米做
成的，竟然有這種食物！日本沒有這種東西，
日本人不會吃，好恐怖！甚至日本的綜藝節目
還會拿它還當整人道具。

日本人 2

看起來很可怕，聞起來臭臭的，有血腥味。連
一根手指都不敢碰，怎麼可能吃過？

越南人

我們國家也會吃有關昆蟲或動物內臟的食物，

一秀才數盡，去見閻王。閻王偶放一屁。秀才
即獻《屁頌》一篇曰：
「高聳金臀，弘宣寶氣，依
稀乎絲竹之音，仿佛乎麝蘭之味，臣立下風，不勝
馨香之至。」閻王大喜，增壽十年，即時放回陽間。
十年期滿，再見閻王。這秀才志氣舒展，往森羅殿
搖擺而上，閻王問是何人，小鬼說道：
「是那個做
放屁文章的秀才。」

所以吃豬血糕時並沒有什麼特別的感覺，只是
黑黑的顏色、硬硬的口感，很奇特！
美國人

味道很像臭水溝，試過之後，就發誓再也不吃

贊曰：此秀才聞屁獻諂，苟延性命，亦無恥之
甚矣，猶勝唐時郭霸以嘗糞而求富貴，所謂遺臭萬
年者也。

這種怪怪又臭臭的東西。
英國人

37. 由文章第二段判斷，作者認為最無恥的人是誰？

豬血糕還滿合我的胃口。
台灣人

趙南星屁頌

我很喜歡吃味道重的食物，上次去了台灣發現

在以前的印象中，豬血糕裡的豬血是由活的豬

(A) 郭霸

倒掛取出來的。但在取豬血的過程中，豬會「落

(B) 秀才

屎」
，有可能會和血混合並製作成豬血糕，所以

(C) 郭霸與秀才二者不相上下

我生活週遭很多朋友也會對豬血糕感到害怕。

(D) 郭霸與秀才都不是

不過現在都以衛生安全的電宰豬肉法取豬血，
有國家認證的，讓人可以很放心的吃，而且真

38. 本文旨在諷刺哪一種人？
(A) 文壇中歌功頌德、諂媚求取富貴功名者

的很好吃，Good！

34.根據訪問內容，沒吃過豬血糕的是哪一國人？

(B) 為了一己私利，不惜出賣朋友的背信之徒

(A) 墨西哥人

(C) 追求權勢，犧牲他人性命者

(B) 台灣人

(D) 為了追求學問精進，無所不用其極之人

(C) 英國人
(D) 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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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曰：
「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欹，中則正，滿
則覆，明君以為至誠，故常置於坐側。」顧謂弟子
曰：
「試注水焉。」乃注之水，中則正，滿則覆。
夫子喟然嘆曰：「嗚呼！夫物惡有滿而不覆哉？」
孔子家語
39.本文主旨最貼近下列何者？

(C)

(D)

(A) 滿招損，謙受益
(B) 葉落知秋，見微知著
(C) 超然物外，旁觀者清
(D) 開誠布公，無愧於心
40. 文中「宥坐之器」最有可能是下列哪個容器？
(A)

(B)

【試題結束】

臺北市立弘道國中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03 次定期考試
9 年級 國文 班級範圍:01 班～17 班 組別範圍:第一組～第一組 標準答案
1

C

2

D

3

B

4

C

5

C

6

B

7

C

8

A

9

A

10

A

11

D

12

C

13

C

14

D

15

A

16

B

17

D

18

D

19

B

20

B

21

A

22

B

23

C

24

B

25

B

26

C

27

D

28

D

29

B

30

C

31

C

32

B

33

D

34

D

35

C

36

A

37

B

38

A

39

A

40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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