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市立弘道國民中學 106 學年度第二學期 七年級 國文科 第一次定期評量
＜範圍：第一～四課、《成語突破》第七、八回 ＞

【劃卡代號：10】

班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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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作答於答案卷上，考試完畢僅繳交答案卷，請不要
填錯格。
一﹑注音國字：10﹪ （一題 1 分）(看清楚題號)
1.「ㄐㄧㄥ 」ㄐㄧㄥ業業：

6.挑「剔」：

2.廣泛涉「ㄌㄧㄝˋ」
：

7.「咱」們：

3. 「ㄕㄢˋ」長跳舞：

8.「寅」吃卯糧：

4. 「ㄈㄢˊ」屬國：

9. 「賒」帳：

5.麥「ㄙㄨㄟˋ」：

2.漫卷：

7.尷尬：

3.扶搖直上：

8.｢過」故人莊：

4.跌他的股：

9.說嘴：

5.待人接物 ：

＊代號 （A）奇貨可居 （B）沆瀣一氣 （C）馬首是瞻
（D）秦晉之好 （E）南柯一夢 （F）鷸蚌相爭
（G）牝雞司晨 （H）春樹暮雲 （I）臨淵羨魚
（J）暮鼓晨鐘
＊題目
1.舊地重遊，（
），不禁思念起兒時玩伴。
2.他們倆人（
），總是彼此串通為惡。
3.過往的繁華有如（
），宣告破產的他只能從頭再來。
4.慈禧太后把持朝政，（
），獨斷專行。

默寫 〈聞官軍收河南河北〉 這首詩的｢頸聯」
六、綜合測驗：52﹪ （一題 2 分） ※開始電腦畫卡
1.（

10.青山｢郭」外斜：

A 中秋

B 七夕

C 端午

D 清明

E 元宵

F 春節

G 冬至

H 重陽

2.（

）下列關於〈跳水〉ㄧ詩的詞語說明，何者錯誤？
(Ａ)讓｢青春」去激起:充滿熱情與活力的跳水者
(Ｂ)ㄧ片｢雪白」的讚嘆:純潔高貴的人格
(Ｃ)描畫出｢從容的曲線」:跳水的優美姿態
(Ｄ)陶醉於下面的｢湛藍」:跳水臺下方的池水

3.（

）｢創業的人都會自然而然地想到上天」所蘊含的意
旨和下列哪個選項最接近?
(Ａ)人在做，天在看
(Ｂ)以牙還牙，以眼還眼
(Ｃ)食碗內，看碗外
(Ｄ)食人一口，還人一斗

4.（

）「從容曲線」與「動聽歌曲」兩個詞中的「曲」字
是?
(Ａ)音義皆同
(Ｂ)音義皆異
(Ｃ)音同義異
(Ｄ)音異義同

5.（

）〈母親的教誨〉以何者方式來抒發對母親的感念?
(Ａ)藉詩歌筆調歌頌母親無懈可擊的美德
(Ｂ)以生活的片段呈現母親的嚴厲與關愛
(Ｃ)用傳記筆法寫出母親辛勞付出的一生
(Ｄ)採論說口吻道出母親教育對己的影響

＊題目
1. 共駭群龍水上游，不知原是木蘭舟。
雲旗獵獵翻青漢，雷鼓嘈嘈殷碧流。
2. 獨在異鄉為異客，每逢佳節倍思親 。
遙知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 。
3. 爆竹聲中一歲除，春風送暖入屠蘇。
千門萬戶曈曈日，總把新桃換舊符。
4. 玉漏銅壺且莫催，鐵關金鎖徹夜開。
誰家見月能閑坐，何處聞燈不看來。

）下列哪個選項中，□應填入的字不相同？
(Ａ)孤陋□聞 ／ 優柔□斷
(Ｂ)風行草□ ／ □旗息鼓
(Ｃ)金榜□名 ／ 相□並論
(Ｄ)□子使楚 ／ 河清海□

三、節日詩詞配合題：4﹪（每題 1 分）【請填入代號】
節日充滿了人情之美，常是詩人的靈感來源，因而創作出優
美的詩篇。以下選錄了四則作品，請你判斷是在描寫哪個節
日，以代號作答。
＊

），不如付諸行動，才有成功的可能。

五、默寫：6﹪（多、少、錯字皆扣分，一字扣 1 分）

二、注釋：15﹪
（第 1 到 5 題一題 2 分，第 6 到 10 題一題 1 分）
(看清楚題號)
6.｢卻」看妻子：

姓名：

四、成語配合：5﹪（每題 1 分）【請填入代號】
請就下列文句的文意，選取適當的選項，以代號作答。

5.與其（

10.昭君青「塚」：

1.老天爺也者：

座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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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各組「 」中的字，何者意思相同？
(Ａ)「掙」錢養家／「掙」脫束縛

6.（

(Ｂ)「卻」看妻子／盛情難「卻」
(Ｃ)旁「徵」博引／「徵」婚啟事
(Ｄ)蘇「堤」春曉／海水潰「堤」
7.（

）許多歇後語都是使用｢諧音借義」
，比如｢禿子打傘—
無法無天」的｢法」是｢髮」的諧音。下列哪個選項
的歇後語也是使用｢諧音借義」?
(Ａ)閻王出告示—鬼話連篇
(Ｂ)瞎子吃湯圓—心裡有數
(Ｃ)廁所裡撐竿跳—過份
(Ｄ)十五個吊桶打水—七上八下
）王維的〈終南別業〉:｢中歲頗好道，晚家南山陲。
興來每獨往，勝事空自知。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
時。 偶然值林叟，談笑無還期。」詩中「興來每
獨往，勝事空自知」可知作者的心境為何？
（A）懷才不遇
（B）勝券在握
（C）孤獨寂寞
（D）自得其樂

8.（

12.（

）關於新詩和近體詩的描述，下列敘述正確有幾項？
（甲）律詩有格律限制，第一句和偶數句一定要押韻
（乙）新詩和絕句都可以不用對仗
（丙）新詩又稱現代詩、今體詩、白話詩等
（丁）近體詩可以換韻，新詩則不能換韻
（A）一項
（B）二項
（C） 三項
（D）四項

13.（

）下列哪一個選項中的「於」字意義和｢又常於土牆
凹凸處」的「於」字相同？
（A） 我祖母之「於」我家
（B） 得之「於」人者太多
（C） 又留蚊「於」素帳中
（D）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14.（

）下列「」中的字，何者詞性和其他三者不同？
(Ａ)開筵「面」場圃
(Ｂ)「還」來就菊花
(Ｃ)綠樹村邊「合」
(Ｄ)故人「具」雞黍

15.（

）
〈聞官軍收河南河北〉一詩中，
「即從巴峽穿巫峽
，便下襄陽向洛陽」詩句表達出什麼意涵？
（Ａ）官軍收復失土節節勝利，在各地連奏捷報
（Ｂ）唐代交通便利，商旅往來頻繁，經濟發達
（Ｃ）詩人在戰爭中倉皇西逃，顛沛流離
（Ｄ）愉快地想像回鄉路線，歸心似箭

16.（

）
「長長一生莫非這樣一場遊戲吧／細細一線，卻想
與整座天空拔河」引號中文句歌詠的對象與下列
哪個選項相同？
(Ａ)階下兒童仰面時，清明妝點最堪宜。游絲一
斷渾無力，莫向東風怨別離
(Ｂ)灞岸晴來送別，頻相偎相倚不勝春。自家飛
絮猶無定，爭解垂絲絆路人
(Ｃ)珍重逢秋莫棄捐，依依只仰顧人憐。有時池
上遮殘日，承得霜林幾個蟬
(Ｄ)故園三徑吐幽叢，一夜玄霜墜碧空。多少天
涯未歸客，盡借籬落看秋風

17.（

）以下哪個選項的成語使用正確？

）依據律詩的格律，完成下列這首詩的排列順序：

9.（

二月黃鸝飛上林，春城紫禁曉陰陰。長樂鐘聲花外盡，
。
，
。
，羞將白髮對華簪。
甲：陽和不散窮途恨
丙：獻賦十年猶未遇
（A）乙丁丙甲
（C）甲丁丙乙
10.（

乙：龍池柳色雨中深
丁：霄漢常懸捧日心
（B）乙甲丁丙
（D）甲乙丙丁

）小昀想在網路上搜尋有關〈聞官軍收河南河北〉
一詩作者的資料，除了人名，還可以輸入哪些關
鍵詞，能找到他要的資料？
(甲)杜工部
(乙)社會派
(丙)詩聖
(丁)詩史
(Ａ) (甲)(乙)(丙)
(Ｃ) (甲)(丙)(丁)

11. （

(Ｂ) (丙)(丁)
(Ｄ)(甲)(乙)(丙)(丁)

）下列哪個選項中的三個「」中的字讀音完全相同？
(Ａ)下「載」資料 ／ ｢載」客／ 一年半「載」
(Ｂ)「混」日子 ／「混」水摸魚 ／ 「混」淆
(Ｃ)漫「卷」詩書 ／考「卷」／ 頭髮「卷」曲
(Ｄ)審問口「供」／「供」桌 ／ 提「供」幫助

(Ａ)他石破天驚的一番發言，大膽地指出問題
(Ｂ)他們之間的感情炙手可熱，外人非常羨慕
(Ｃ)剛出生的小狗長得栩栩如生，十分可愛
(Ｄ)屋子要不欺暗室，注意採光是否良好
18.（

）有關｢小詩」的敘述何者錯誤?
(Ａ)為現代詩中篇幅極短的詩作
(Ｂ)一般界定字數在一百字內，行數十行以下
(Ｃ)內容限定為詠物
(Ｄ)小詩可以押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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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下列哪個選項的文句詞語使用正確?
(Ａ)我仔細地瀏覽這篇文章，校正了許多錯字

25.（

）下列文句「 」中的數字，何者是實際的數字？
(Ａ)士別「三」日，他令人刮目相看

(Ｂ)不要因為一時意氣蹧蹋父母對你的關愛
(Ｃ)她在轉學前寫了卡片給全班，遺愛同學
(Ｄ)他們剛認識就很投緣，立刻成為昔年好友
20.（

21.（

）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有七分證據不能說八分
話」這句話的意涵和下列何者相同？
(Ａ)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Ｂ)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
(Ｃ)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Ｄ)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
）下列｢」中的詞語，何組意思相同？

我在生命沿途裝設
裝設一部部夢的攝影機
超速違規者通通記錄存檔
後用下半生
將它們緝捕歸案，關進
孤獨的晚年
日日向它們□□
我年輕時的飛揚
（路寒袖《夢的攝影機》
）

27.（

）詩中□□處最適宜填入的字詞是：
（A）懺悔
（B）攫取
（C）逼供
（D）告解

〈登高〉

杜甫

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白鳥飛迴。
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
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
艱難苦恨繁霜鬢，潦倒新停濁酒杯。

）下列的選項中，哪一組詩句是對偶句？
（甲）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
（乙）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
（丙）映階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
（丁）肯與鄰翁相對飲，隔籬呼取盡餘杯
（Ａ）甲乙丙
（Ｃ）甲乙丁

24.（

）關於〈謝天〉一文的敘述何者錯誤？
（Ａ）本文主旨在於｢飲水思源」、｢功成不居」
（Ｂ）作者將傳統的｢謝天」觀念賦予新的時代意義
（Ｃ）讀愛因斯坦的文集使作者驚覺祖父母觀念錯誤
（Ｄ）夾敘夾議，以三個層次歸納出｢謝天」體悟

）與「我平靜如水的情感翻起滔天巨浪」使用相同
修辭的句子是？
(甲) 葉落滿你的夜，誰能跳過愛情的火圈
(乙) 你是電，你是光，你是唯一的神話
(丙) 我們變成了世上最熟悉的陌生人
(丁) 月色被打撈起，暈開了結局
(Ａ)甲乙
(Ｂ)乙丙丁
(Ｃ)乙丁
(Ｄ)甲乙丙丁

23.（

26.（

七、閱讀測驗：8 ﹪ （一題 2 分）
閱讀以下的詩歌與文章，並回答相關問題

(Ａ)他離家之後音訊「渺茫」，家人十分擔心 ＼
面對快速變動的世界，如不及早努力會有前途「渺
茫」的感覺
(Ｂ)《水底情深》這部電影「風光」獲得奧斯卡
四項大獎 ＼ 花蓮的美麗「風光」吸引了許多外
國遊客
(Ｃ)手機原本流行「輕薄」短小，現在又因多功
能變得大尺寸 ＼ 他常因「輕薄」的話得罪他人
(Ｄ)每當看到她送我的布偶，便彷彿她仍在我｢左
右」＼ 她很容易被別人的意見｢左右」
22.（

(Ｂ)我對你佩服得「五」體投地
(Ｃ)祝福你「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Ｄ)杜鵑盛開，介壽公園有萬紫「千」紅的美景

（Ｂ）乙丙丁
（Ｄ）甲丙丁

28.（

）
「從生硬的現實上挫斷足脛再站起來，從高傲的眉
毛滴下汗珠來賺取自己的衣食。」這句話勉勵人
要？
(Ａ)犧牲奉獻，主動付出
(Ｂ)勤苦自立，踏實生活
(Ｃ)不畏勞苦，汲取名利
(Ｄ)樂天知命，隨遇而安

）這是杜甫被後人評論為「古今七律第一」的七言
律詩名作，以下各選項所述，何者不正確？
（Ａ）此詩韻腳為「哀、迴、來、臺、杯」
（Ｂ）本詩使用視覺與聽覺摹寫來呈現登高所感受
的景象
（Ｃ）本詩所寫的季節同於「月落烏啼霜滿天，江
楓漁火對愁眠」的時節
（Ｄ）
「萬里悲秋常作客」意為「為了排遣獨自漂泊
的悲傷而時常拜訪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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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曾經緊緊握一枚銅幣，在掌心
那是一家燒餅店的老頭子找給我的
一枚舊銅幣，側像的浮雕已經模糊，
依稀，我嗅到有一股臭氣
一半是汗臭；一半，是所謂銅臭，
上面還漾著一層惱人的油膩。
一瞬間我曾經猶豫，
不知道這樣髒的東西要不要接受；
但是那賣油條的老人已經舉起了手，
無猜忌的微笑盪開皺紋如波紋；
而我，也不自覺地攤開了掌心，
一轉眼，銅幣已落在我掌上，
沒料到，它竟會那樣子燙手。
透過手掌，有一股熱流，
沸沸然湧進了我的心臟。

）下列哪一個句子是整首詩的轉折(文意轉向、改變)
關鍵？
(Ａ)側像的浮雕已經模糊
(Ｂ)一半是汗臭；一半，是所謂銅臭
(Ｃ)（老人）無猜忌的微笑盪開皺紋如波紋
(Ｄ)只知道那銅幣此刻是我的

追鹿的獵人，是看不見山的；捕魚的漁夫，是
看不見水的。眼中只有鹿和魚的人，不能看到真正
的山水；眼中只看到偶像的人，永遠找不到自我真
實的靈性。

不知道剛才是：
哪個小學生用它買車票？
哪個情人用它來卜卦？
哪個工人用汙黑的手指捏它換油條？
只知道那銅幣此刻是我的，
下一刻，就跟隨一個陌生人離去。
我緊緊地握住它，汗、油，和一切，
像正在和全世界全人類握手。

30.（

）本文的主旨為何？
(Ａ)想要忘記塵俗煩惱，必須回歸自然懷抱
(Ｂ)與其向外追求，不如先肯定自我的價值
(Ｃ)追求目標需審慎考慮主要和次要的分別
(Ｄ)謙虛和專注力是許多美夢成真者的特質

一直以為自己懂一切的價值
百元鈔值百元，一枚銅幣值一枚銅幣，
這似乎是顯然又顯然的真理；
但那個寒冷的早晨，我立在街心，
恍然，握一枚燙手的銅幣，在掌心……
（余光中〈一枚銅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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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弘道國中 106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段考考查
七年

班

座號:

姓名:

七年級國文科試題 答案紙
答案紙得分(40)

選擇畫卡得分(60)

一、注音國字：10﹪ （一題 1 分）(看清楚題號)
1

2

3

4

5

兢

獵

擅

藩

穗

6
ㄊㄧ

7
ㄗㄢˊ

8
ㄧㄣˊ

9
ㄕㄜ

二、注釋：15﹪（第 1 到 5 題一題 2 分，第 6 到 10 題一題 1 分）(看清楚題號)
1
指關於老天爺的這些話。

6
回頭。

2
隨意收拾。

7
難為情。

3
由下盤旋而上。

8
拜訪。

4
指讓父親丟臉、出醜。

9
自誇的意思。

5
對待人物，與人交往。

10
外城。

三、節日詩詞配合題 4﹪（每題 1 分）(須填入代號)
1

2

3

4

C

H

F

E

四、成語配合 5﹪（每題 1 分）(須填入代號)
1

2

3

4

5

H

B

E

G

I

五、默寫：6﹪ （多、少、錯字皆扣分，一字扣 1 分）

選擇: 1.CBDBB
21.ADABB

6.DCDBD

11.BACBD

16.AACBB

26.CCDC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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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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