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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

參考範例：

座號：

姓名：

9. 「把半粒滷蛋，或一塊油豆腐留待最後。」句中的「粒」、

※答案卡限用 2B 鉛筆劃記，答案請劃記明確；若有劃

「塊」是量詞。請問下列「 」中的量詞，使用正確的

記錯誤，請擦拭乾淨。分數以電腦讀卡分數為準。

共有幾個？(甲)一「尾」魚(乙)一「則」中藥(丙)一「束」

※請作答於答案卷上，考試完畢僅繳交答案卷，請不要

玫瑰(丁)一「紙」公文(戊)一「輛」火車 (Ａ)二個

填錯格。

三個

單一選擇題 100％（共 40 題，每題 2.5 分，總計 100 分）
1. 下列「 」中的注音寫成國字後，何組字形相同？ (Ａ)

(Ｃ)四個

(Ｂ)

(Ｄ)五個。

10. 「夫戍邊關妾在吳，西風吹妾妾憂夫；一行書信千行淚，
寒到君邊衣到無？」
（唐 陳玉蘭 寄夫）關於以上短詩

「ㄈㄟ」聞／「ㄈㄟ」長流短 (Ｂ) 境遇順「ㄙㄨㄟˋ」

的情境與意旨，下列何者說明「錯誤」？

╱眼睛深「ㄙㄨㄟˋ」 (Ｃ)勸世「ㄓㄣ」言／痛下「ㄓ

地相隔，無限牽掛

(Ｂ)末句提及：未知夫婿是否收到自

ㄣ」砭

己寄去的禦寒衣物

(Ｃ)詩中描述盡是思念之情 (Ｄ)因

(Ｄ)薄利多「ㄒㄧㄠ」／菡萏香「ㄒㄧㄠ」。

2. 下列「 」中的字，何字去掉部首之後，其讀音與原字
不相同？ (Ａ)稻「埕」 (Ｂ)棕「櫚」
燕說

(Ｃ)「郢」書

(Ｄ)祭「祀」。

(Ａ)與夫婿兩

冬風吹起而憂慮夫婿是否受寒。

11. 柏人老師從書架上，抽取以下四本書，卻忘記如何歸位，
請按照其成書年代，幫他依序放回書架上

3. 下列形似字，何組字音完全相同？ (Ａ)訣／決／抉
(Ｂ)嚮／餉／晌 (Ｃ)蔗／庶／鷓 (Ｄ)辟／癖／僻。

4. 下列「 」中的字，何者讀音正確？ (Ａ)這間老屋年久
失修，禁不住風吹雨打，已頹「圮」多時了：ㄑㄧˇ

(Ｂ)

(甲)聊齋志異

(乙)世說新語(丙)東籬樂府(丁)史記 (Ａ)丁乙甲丙
丁甲乙丙 (Ｃ)丁乙丙甲

(Ｂ)

(Ｄ)乙丁丙甲。

12. 射鵰英雄傳—智鬥書生一文中提及「魑魅魍魎，四小鬼
各自肚腸」，其意思為何？ (Ａ)暗諷四名弟子各懷心

一聽到這件意外事故，她的臉色「陡」然大變：ㄉㄡˇ

機，刻意刁難來訪客人 (Ｂ)肯定四名弟子所在環境極

(Ｃ)品嘗各地美食是他的「癖」好：ㄆㄧˋ

佳，已達鬼斧神工的境界

(Ｄ)這個企

畫案決定過程如此粗「糙」
，難怪問題重重：ㄗㄠˋ。

5. 下列關於金庸的說明，何者「有誤」？ (Ａ)本名查良鏞，
曾任報社記者、編輯等職

(Ｂ)曾在台灣創辦明報，擔任

社長兼總編輯長達三十餘年

(Ｃ)是華文世界最受歡迎

的武俠小說作家 (Ｄ)著有射鵰英雄傳、笑傲江湖、倚天
屠龍記、鹿鼎記等書。

虎也

(Ａ)是法不信「於」民也

(Ｃ)「於」事無補

(Ｂ) 苛政猛「於」

(Ｄ)得志，澤加「於」民。

7. 下列哪一個選項，完全沒有錯字？ (Ａ)郭靖的資質魯
鈍，卻習得一身的好功夫
奇門盾甲之術

子害人的壞主意 (Ｄ)讚許四名弟子雖暗懷心機，但尊師
的心態仍屬難得。

13. 「履險如夷」與「履穿踵決」的「履」字二者音義關係
為何？

(Ａ)音義皆異

(Ｂ)音同義異 (Ｃ)音異義同

(Ｄ)音義皆同。

14. 「既而鼠跳擲漸遲，碩腹似喘，蹲地上少休。貓即疾下，

6. 「吃梨於我永遠是一則難題」句中的「於」意思與下列
何者相同？

(Ｃ)感嘆鬼魅心機甚重，滿肚

(Ｂ)黃蓉得其父之真傳，精通

(Ｃ)子曰：
「君子坦蕩蕩，小人常悽悽」

(Ｄ)聽了此番話，黃藥師不禁一臉錯顎。

爪掬頂毛，口齕首領，輾轉爭持間，貓聲嗚嗚，鼠聲啾
啾。啟扉急視，則鼠首已嚼碎矣。」從這段描述，看出
獅貓所採取的行動，和下列何者相同？
以己之長攻彼之短

(Ａ)是一篇以第三人稱立場寫成的散文

(Ｂ)採倒敘法將

事件發生的時間、地點和原因放在最後

(Ｃ)全文描繪民

(Ｂ)聲東擊西，借刀殺人

(Ｃ)以子

之矛，攻子之盾 (Ｄ)攻其不備，出其不意。

15. 以下謎題與答案的配對，何者為非？ (Ａ)東洋兵→凍
(Ｂ)舌頭沒了→古

8. 有關大鼠一文的寫作方式，下列敘述何者分析正確？

(Ａ)調虎離山，

(Ｃ)斬草不除根→早

(Ｄ)昨日不可

留→乍。

16. 「口香糖是眾糖之中最悲哀的糖」的句型與下列何者相
同？

(Ａ)佛於是把我化作一棵樹 (Ｂ)天下無不是的父

間佳貓智鬥大鼠的經過 (Ｄ)結論以鼠喻人，將事件發展

母

中的「理」一語道破，具「畫龍點睛」功效。

與天下公共也。

(Ｃ)要先弄清楚此事的是非曲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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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噫！匹夫按劍，何異鼠乎！」句中的「匹夫按劍」是
用來比喻哪一種人？

(Ａ)未雨綢繆，隨時備戰者

缺乏主見，受不住他人慫恿之人
不起他人挑釁之人

(Ｂ)

(Ｃ)凡事不經大腦，禁

(Ｄ)玩物喪志，喜愛收藏刀劍者。

18. 小豬打算迎娶女友小青，婚禮當日應在吉時 14：00 將新
娘子迎娶進門。正常情況下，小豬驅車至小青家需時 2

(Ａ)「與其」辛苦耕耘，
「不如」含淚收穫，大家「就」
別再抱怨了

(Ｂ)「雖然」他很富有，
「而且」喜歡大自

然，
「所以」買下了整座山

(Ｃ)「不但」要博學多聞，
「而

且」要靈活運用，「才」不會變書呆子 (Ｄ)「因為」出
去走走，
「所以」心煩意亂，「不過」現在已經好多了。

26. 「你一個文壇的新人，卻在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面前大談

小時，所以婚禮當日，小豬最晚應於哪一個時辰出發，

小說創作方法，簡直是

才能於吉時將新娘子迎娶入門？ (Ａ)辰時 (Ｂ)巳時

入下列何者？ (Ａ)魯班跟前弄刀斧

(Ｃ)午時

律

(Ｄ)未時。

。」畫線處最不適合填

(Ｃ)王冕面前談畫荷

(Ｂ)杜甫堂前論格

(Ｄ)五柳門前求進仕。

19. 文學作品流變的過程，其間總有才識卓越的人物出來引

27. 下列詞語「 」中的字，何者「不是」表達否定的副詞

領風潮，推陳出新，開創一代新的文風。下列哪一位人

用語？ (Ａ)臧「否」人物 (Ｂ)「莫」忘初衷 (Ｃ)自

物，並未被視為是開創文學流派的先驅者？ (Ａ)陶淵明

嘆「弗」如

(Ｂ)吳承恩

(Ｃ)胡適

(Ｄ)獲益「匪」淺。

28. 下列「 」中的語詞，哪一組意義前後相同？ (Ａ)見此

(Ｄ)韓愈。

20. 「玉樓天半起笙歌，風送宮嬪笑語□，月□影開聞夜漏，

美景，真難以言語「形容」／歷經家中變故後，他的「形

水晶簾捲近秋河。」根據此近體詩的格律及其內容，請

容」枯槁，更顯單薄

問右列這首七言絕句中的空格，依序應填入哪些字？

豐富的老「江湖」／他曾縱橫政壇，如今卻執意終老「江

(Ａ)和、殿

湖」 (Ｃ)做學問最好靠自己「摸索」／生命的滋味須細

(Ｂ)盈、夜 (Ｃ)顰、雲

(Ｄ)顎、蔭。

21. 昨天摔一跤，今天掉錢包，什麼好事全讓我碰上了！」
這句話裡的「好事」
，其實是指「倒楣事」
，這是一種「倒
反」的修辭法。下列何者也使用相同的修辭法？ (Ａ)
每次論戰，對象一定得是個可敬的敵人 (Ｂ)即使老闆打
個噴嚏，都被課長視為天籟，如此奉承，真是超凡入聖
(Ｃ)立在城市的飛塵裡，我們是一列憂愁而快樂的樹 (Ｄ)
我達達的馬蹄是美麗的錯誤，我不是歸人，是個過客。

22. 「已知天定三分國，猶竭人謀六出師。」根據句意，這
句話主要在呈現哪一種人格特質？(Ａ)博古通今，慎謀能
斷

(Ｂ)權宜變通，果斷英明

(Ｃ)能識時務，知所進退

(Ｄ)明知難成，勉力為之。

23. 「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句中「然」字作「這樣、如
此」解。下列文句中的「然」字，何者意思與此相同？ (Ａ)
愛美是人的天性，這是古今皆「然」的道理 (Ｂ)學務主
任平日道貌岸「然」
，一臉嚴肅，令人生畏
顯「然」是錯的，我們必須馬上糾正它

(Ｃ)這件事，

(Ｄ)這篇文章歸

納得很清楚，讓人一目了「然」。

24. 「化干戈為玉帛」句中「干戈」一詞，是由可各自獨立
的「干」與「戈」兩個詞以並列的方式結合而成，兩者
之間不互相修飾。下列文句「 」中的詞彙，何者也是
同樣的構成方式？ (Ａ)但少「閑人」如吾兩人耳

(Ｂ)

每有「會意」
，便欣然忘食 (Ｃ)無「絲竹」之亂耳，無
案牘之勞形

(Ｄ)予獨愛蓮之出「淤泥」而不染。

25. 下列「 」中所使用的語詞與文意搭配，何者完全正確？

細「摸索」，方能體會

(Ｂ)他在外面闖蕩多年，是個閱歷

(Ｄ)北風來襲，窗外傳來颯颯的

「風聲」／由於「風聲」走漏，讓圍捕歹徒的計畫功虧
一簣。

29. 老師針對小志的作文寫了一段評語：「用詞優美有深度，
若能多融入一些情感，則會更趨完美。」這段評語說明
了小志的文章屬於下列哪一種情況？ (Ａ)情溢乎辭
(Ｂ)辭溢乎情 (Ｃ)情盡乎辭

(Ｄ)辭情交融。

有鄉人貨梨於市，頗甘芳，價騰貴。有道士破巾
絮衣，丐於車前。鄉人咄之，亦不去；鄉人怒，加以
叱罵。道士曰：
「一車數百顆，老衲止丐其一，於居士
亦無大損，何怒為？」觀者勸置劣者一枚令去，鄉人
執不肯。肆中傭保者，見喋聒不堪，遂出錢市一枚，
付道士。道士拜謝，謂眾曰：
「出家人不解吝惜。我有
佳梨，請出供客。」或曰：
「既有之，何不自食？」曰：
「吾特需此核作種。」於是掬梨大啗。且盡，把核於
手，解肩上鑱，坎地深數寸，納之而覆以土。向市人
索湯沃灌。好事者於臨路店索得沸瀋，道士接浸坎處。
萬目攢視，見有勾萌出，漸大；俄成樹，枝葉扶疏；
倏而花，倏而實，碩大芳馥，纍纍滿樹。道人乃即樹
頭摘賜觀者，頃刻向盡。已，乃以鑱伐樹，丁丁良久，
乃斷；帶葉荷肩頭，從容徐步而去。初，道士作法時，
鄉人亦雜眾中，引領注目，竟忘其業。道士既去，始
顧車中，則梨已空矣。方悟適所俵散，皆己物也。又
細視車上一靶亡，是新鑿斷者。心大憤恨。急跡之，
轉過墻隅，則斷靶棄垣下，始知所伐梨本，即是物也。
道士不知所在。一市粲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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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松齡 種梨）

然而，花蝴蝶決定放棄安逸舒適的生活，悄悄地飛
向了外面。他憑藉自己的聰明才智，在外面安全地生存

30. 根據本文，下列文句所敘述的，何者是錯誤的？ (Ａ)

並繁衍了下來。雖然有時一些凶猛的動物會對他們進行

有鄉人在市集上賣梨，所售之梨非常甜美，但非常高價

襲擊，但他們終究克服了環境，增長了戰勝天敵的本領。

(Ｂ)道士作法時，鄉人並未推著自己的車，僅自身向前

所以，他的後代們一直愉快地延續著。而那個世外桃源

觀看 (Ｃ)道士將梨肉食盡後，取其核，種入土裡，並

的蝴蝶王國，卻因為一次天災，所有的蝴蝶竟都滅絕了。

以熱水澆灌 (Ｄ)曾有路人勸鄉人，挑一顆好梨子來

（如真 花蝴蝶）

打發道士離開。
31. 本文的第一主角應是下列何者？ (Ａ)道士 (Ｂ)鄉人
(Ｃ)觀者 (Ｄ)肆中傭保者。

人言，吃虧在眼前 (Ｂ)生於憂患，死於安樂 (Ｃ)拒

32. 本文暗示了什麼主題？ (Ａ)守財奴吝嗇又無同情心會
被詐財 (Ｂ)守財奴終將一無所有 (Ｃ)慷慨又大方的
人有好報 (Ｄ)身懷絕技的人不會藏私。

絕冒險和成長的人，終將被生命的潮流淘汰 (Ｄ)怕跌
跤學不會走路，怕傷身逮不住老虎。

36. 文中的國王說：「這裡既安全又美麗，外面有許多凶猛的

儒家思想在戰國時期分裂為八派，以孟氏（孟
子）
、孫氏（荀子）兩派影響最大。戰國至漢初，儒家
在各學派中並無特殊地位，但尊師重教，注重文化遺
產整理的特色使它綿延不絕。司馬談說：
「儒者博而寡
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
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自漢武帝罷黜百
家，獨尊儒術開始，其學說成為中國封建社會的統治
思想。
（節錄自江心力 中國哲學史）
註：寡「要」
：要領。

33. 依據司馬談論儒家之言，他最為肯定的為何？ (Ａ)分
明的主旨 (Ｂ)治國的成效 (Ｃ)受到完全的推崇
(Ｄ)倫理思想。

34. 依據以上所述內容，下列何者「錯誤」？ (Ａ)儒家在
戰國時期，最主要的有兩大門派 (Ｂ)直至漢初地位仍
未突出於他派 (Ｃ)司馬談極力推崇其為完善的學說
(Ｄ)漢武帝獨尊儒術，以此作為統治封建社會的思想根
據。
有一個世外桃源似的蝴蝶王國，裡面住著許多美麗
的蝴蝶。可世世代代沒有一隻蝴蝶離開過這裡。有一天，
王國裡的一隻聰明又勇敢的花蝴蝶想到外面去闖一闖。
他對國王說：
「我想到外面去看一看新天地，不想在
這彈丸之地終老一生。」國王聽了不高興地說：
「不行！
這裡既安全又美麗，外面有許多凶猛的動物會傷害我
們，我們不能在外面生存，這是祖訓。」花蝴蝶辯論道：
「這裡地盤太小，食物有限，不適宜種族的繁衍擴大，
我們應當去開拓新的領地。」
「行了！我是不可能答應你
的要求的。」國王不耐煩地訓斥道。

35. 本文所傳達的意涵，「不包括」下列何者？ (Ａ)不聽老

動物會傷害我們，我們不能在外面生存，這是祖訓。」
由此推想，國王的處世態度為何？ (Ａ)故步自封

(Ｂ)

步步為營 (Ｃ)爭功諉過 (Ｄ)以退為進。

我曾經種植、採收、揀選、出售過椪柑，看到買
柑者的言行表現，實在納悶在心，不吐不快。
人人都想品嘗汁多肉美、香甜可口的椪柑。可惜
椪柑的好壞與外表的美醜，或價格的高低並無必然的
關係。大而不當的多的是，外豔內敗的也不少。一般
說來，太大太輕的椪柑往往肉硬汁少，淡而無味，而
外表的光鮮亮麗，則是清洗擦拭的結果。經驗告訴我
們，擦洗的椪柑容易腐爛。所以注重外表的人花錢受
罪，卻自鳴得意。外表與內在孰輕孰重，實在不言可
喻。
我喜歡購買外貌不揚，人棄我取的火燒柑。這種
日照過多或噴藥超量以致表皮焦褐的椪柑，往往味道
甜美而價格低廉。見了它們，不禁想到一群常被社會
大眾遺忘忽視的殘障兒童。本來愛可愛之人，教易教
之材，乃是人之常情。但是「天生我材必有用」
，發掘
殘障的專長，加以引導，才是良師的典範。
（蘇清守 種柑者言）

37. 本文所表達的主要意念是為何？ (Ａ)殘障兒童的潛能
無窮 (Ｂ)愛可愛之人，教易教之材 (Ｃ)貌差價廉的
椪柑比較好吃 (Ｄ)要重視內在，不要只看外表。

38. 第三段的重點是什麼？ (Ａ)購買火燒柑的好處 (Ｂ)
形成火燒柑的原因 (Ｃ)不要忽視殘障兒童 (Ｄ)教易
教之材是人之常情。
江 浙之俗信巫鬼，相傳人死則其魄復還，以其日測
之，某日當至，則盡室出避于外，名為避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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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壯僕或僧守其廬，布灰于地，明日，視其跡，云
受生為人為異物矣。鄱陽民韓氏嫗死，倩族人永寧寺僧
宗達宿焉。達暝目誦經，中夕，聞嫗房中有聲嗚嗚然，
久之漸厲，若在甕盎間，蹴蹋四壁，略不少止，達心亦
懼，但益誦首楞嚴咒，至數十過。天將曉，韓氏子亦來，
猶聞物觸戶聲不已，達告之故，偕執杖而入。見一物四
尺，首戴一甕，直來觸人。達擊之，甕即破，乃一犬呦
然而出。蓋初閉門時，犬先在房中矣，甕有糠，伸首舐
之，不能出，故戴而號呼耳。
（夷監志 韓氏放鬼）

註：○
１ 以其日測之：以人去世的日子推測。
○
２ 受生為人為異物：出生當人或當其他生物。
○
３ 倩：請。
○
４ 盎：音ㄤˋ，腹大而歛口的用器。

39. 根據上文所述，房中出聲音，究竟是何物？ (Ａ)犬
(Ｂ)宗達 (Ｃ)韓氏嫗婦 (Ｄ)受生之物。

40. 根據上文，下列哪一句的解釋正確？ (Ａ)「中夕，聞
嫗房中有聲嗚嗚然」—到半夜時，嫗婦在房間裡悲傷哭
泣

(Ｂ)「達告之故，偕執杖而入」—宗達告訴韓氏子

事情經過，二人一同拿著棍杖進入房間 (Ｃ)「達擊之，
甕即破」—宗達攻擊韓氏子，甕就立刻破了 (Ｄ)「甕
有糠，伸首舐之，不能出」—宗達誦經累了，低頭吃糠
米，吃得太飽，無法走出房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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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弘道國中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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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2

C

3

A

4

B

5

B

6

C

7

A

8

D

9

B

10

D

11

C

12

A

13

B

14

D

15

A

16

D

17

C

18

B

19

B

20

A

21

B

22

D

23

A

24

C

25

C

26

D

27

A

28

C

29

B

30

D

31

B

32

B

33

D

34

C

35

A

36

A

37

D

38

C

39

A

40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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