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市立弘道國民中學 106 學年度第二學期 九年級 國文科 第二次定期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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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卡代號：10】
班級：

座號：

姓名：
(

※請劃記於答案卡。限用 2B 鉛筆，若有劃記錯誤，請
擦拭乾淨，分數以電腦讀卡分數為準。考試完畢，請
繳交答案卡。
一、單一選擇題 (共 40 題，每題 2.5 分)
(
)1. 請將下列「」的字寫成注音，選出讀音相同的選項。
(Ａ)「豢」養 ／「眷」屬
(Ｂ)「砧」板 ／「占」卜
(Ｃ)「撇」開 ／「瞥」見
(Ｄ) 迎「迓」 ／ 枝「枒」

(

)7. 下列都是跟動物有關的成語，請問○內的動物，哪
一選項加起來的腳最多？
(Ａ) 呆若木○ ／ 童顏○髮 ／ 歧路亡○
(Ｂ) 投○忌器 ／ ○合之眾 ／ 喪家之○
(Ｃ) 甕中捉○ ／ 狡○三窟 ／ ○失前蹄
(Ｄ) 暴○馮河 ／ 九○一毛 ／ 巴○吞象

)8. 以下畫雙線的句子，何者「沒有錯字」?
《獅子王》是迪士尼動畫中經典的史詩作品，藉著
小獅王辛巴的成長，探討愛、責任、生命等課題。(Ａ)
辛巴原本是一無憂無慮的天之嬌子，和好友娜娜奔馳在

(

(

)2. 請將下列注音寫成國字，選出字形相同的選項。
(Ａ) 「ㄑㄩ」使 ／ 「ㄑㄩ」勢
(Ｂ) 萬眾「ㄓㄨˇ」目 ／ 千叮萬「ㄓㄨˇ」
(Ｃ) 「ㄇㄛˋ」守成規 ／ 舞文弄「ㄇㄛˋ」
(Ｄ) 性格「ㄐㄩㄥˇ」異 ／ 經濟困「ㄐㄩㄥˇ」

草原上，盡情玩耍。直到他的父親──獅王木法沙被叔
叔刀疤陷害而亡，(Ｂ)受到打擊及自責的辛巴選擇逃離
，離鄉背景展開流亡生活，幸好遇到了疣豬彭彭和狐獴
丁滿，教他拋開過去、把握現在，無牽無掛的生活哲學

)3. 請分辨下列「」內的字義，選出意義相同的選項。
(Ａ) 滔滔不「絕」 ／ 天下獨「絕」
(Ｂ)「拂」逆心意 ／ 行「拂」亂其所為
(Ｃ) 巧言「令」色 ／「令」他馬，固不敗傷我乎

。日子飛逝，辛巴逐漸長大成英俊健壯的雄獅，(Ｃ)內
心深處開始有種聲音在呼喚著他，他想起了父親的殷殷
教悔，最後在狒狒拉飛奇的開導下，(Ｄ)辛巴決定不再

(Ｄ) 奮不「顧」身 ／「顧」不如蜀鄙之僧哉
(

(

逃避，正視自己的使命，毅然重返王國，承擔起解救王
國的責任。

)4. (甲)「龔」先生 (乙)「任」小姐
(丙)「褚」老師 (丁)「鮑」同學。
請將引號中的姓氏，讀音依國語一到四聲排列，次
序應為何？
(Ａ)甲乙丙丁 (Ｂ)丁甲丙乙
(Ｃ)甲丙乙丁 (Ｄ)丁丙甲乙。
)5. 下列句子成語的運用，何者正確？
(Ａ) 健忘的多莉費盡千辛萬苦，終於找到失散多年
的家人，和父母破鏡重圓
(Ｂ) 賈方心懷不軌，喜歡在國王面前搬有運無，挑
撥離間

(

)9. 渡也＜石滬＞一詩的象徵意義，何者「錯誤」？
(Ａ) 魚：涉世未深，落入陷阱者
(Ｂ) 石滬：受人擺布的幫兇
(Ｃ) 龍門：美好的理想及憧憬
(Ｄ) 大海：袖手旁觀的主謀。

(

)10. ＜求知若渴，永保傻勁——賈伯斯的人生三堂課＞
一文內容，何者正確？
(Ａ) 賈伯斯雖然曾經輟學，仍努力不懈，後取得史
丹佛大學的學位，並於畢業典禮代表致詞
(Ｂ) 賈伯斯為了建立麥金塔的字型系統，特別到里

(Ｃ) 菲利浦王子長得溫文儒雅，玉樹臨風，是女孩
們心中的偶像
(Ｄ) 木蘭孝順勇敢，不讓鬚眉，我們應積極效尤。
(

德學院旁聽美術字課程
(Ｃ) 賈伯斯雖被自己創立的蘋果公司開除，卻不放
棄，進而讓人生邁入一全新的境界
(Ｄ) 賈伯斯罹癌後才終於體悟出生命有限，因此努
力創業，實踐理想。

)6. 下列選項，何者沒有多餘冗贅的字詞？
(Ａ) 班長和副班長私底下竊竊私語
(Ｂ) 班長和副班長一起被捱罵
(Ｃ) 班長和副班長強調這純屬一場誤會
(Ｄ) 班長和副班長相約在傍晚的黃昏時刻一起運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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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與荒野相遇＞一文內容，何者「錯誤」？
(Ａ)「奔放自由，是因為眾生萬物無一不在，但是誰
也不必想到誰的存在。」指荒野的萬物自來自去，
互不侵擾，相安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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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Ｂ)「溪水潺潺，激撞起晶瑩的水花，山林裡仍是蓊
蓊鬱鬱的濃蔭」是描寫山裡寒冷之景。

奇：異也。从大从可。
妙：急戾也。从弦省，少聲。

(Ｃ)「山上的綠，從嫩黃微黃綠黃到金黃老黃」以層
遞手法描寫季節漸次轉變，流轉有序。
(Ｄ)「每一時的鼻息耳目都浸潤在自然裡，霜風雪雨
皆是心情，鳥獸蟲魚盡是點滴。」可見作者與自然
相融，已達物我合一的境界。

冒：冡而前也。从冃从目。
險：阻，難也。从
僉聲。
(Ａ) 會意、形聲
(Ｃ) 象形、會意

)12. ＜棒球靈魂學＞一文內容， 何者正確？
(Ａ)「就算你安於現狀，只想固守原來的壘包，後面
的隊友卻會逼你跑。」強調人必須進步，別無選擇
(Ｂ) 「棒球比賽裡，打點者往往不能奔馳得點，收成
多半得讓別人去享受。」啟示「逝者已矣，來者猶
可追」的道理
(Ｃ)「再怎麼光芒四射的球員也是出局比奔回本壘多
很多。」可見失敗是難能可貴的。
(Ｄ) 引用《舊約．約伯記》比喻棒球球員和約伯一樣
都會犯錯，跌坐不起。

(

(

(

)13. 以下關於古典小說的敘述，哪一位說法正確？
(Ａ) 神樂：我喜歡神怪小說《封神演義》，孫悟空
會七十二變，跟他戰鬥應該很有趣
(Ｂ) 新八：我中意蒲松齡的《聊齋誌異》，有漂亮
且情深義重的女鬼，內容又可反映現實
(Ｃ) 阿銀：我喜歡邊吃甜食邊看《三國演義》，想
明白三國時代的歷史真相，看這本就對了
(Ｄ) 定春：《老殘遊記》的作者吳敬梓善於風景的
描寫，看了之後想帶著主人遊覽大明湖。

(

)17. 老師總是煩惱學生作文標點使用錯誤，下列
哪一句子的標點符號是正確的？
(Ａ) 要是我再不用功的話，這次會考恐怕就……
(Ｂ) 「哈，哈，哈，」全班同學笑個不停。
(Ｃ) 我有兩個哥哥：一個姊姊、一個妹妹。
(Ｄ) 用愛面對每一天；每一件事；每一個人。

(

)18. 陸級分文筆不佳，媽媽要求每天認真寫聯絡簿的
小記，以累積作文的實力。以下是陸級分小記中
的句子，但只有哪一句話是無誤的？
(Ａ) 今天老師一到班上，就給全班同學一個「放冷箭」
(Ｂ) 他總是惹事．把老師的勸告當作「唱雙簧」
(Ｃ) 他常不做打掃，用上廁所為藉口當作「拿手戲」
(Ｄ) 這件事他和她的說法不一．無人知道真相，成了
「羅生門」。

(

)19. 小蛙到處旅行，仍關心動物界的棒球經典賽。以
下是好朋友老鼠告訴小蛙的資訊：
「蜜蜂隊大敗蝴蝶隊；蜜蜂隊大勝蝸牛隊。」
請問勝利隊伍是？
(Ａ) 蜜蜂隊
(Ｂ) 蝴蝶隊
(Ｃ) 蝸牛隊
(Ｄ) 烏龜隊

)14. 以下四位同學的韻文常識筆記，只有哪一位同學
上課認真，內容是正確的?
(Ａ) 熊熊：樂府詩內容多敘事，可入樂而唱。代表
作品：〈迢迢牽牛星〉
(Ｂ) 小培：古體詩又稱古風，格律寬鬆，最膾炙人
口的作品為《古詩十九首》
(Ｃ) 阿鴻：近體詩的格律要求嚴格，分為絕句和律
詩，兩者皆要求一韻到底和對仗
(Ｄ) 芸兒：詞牌、曲牌的名稱不只標明了音樂性， 也
說明了內容。曲另外可加襯字。

(

)15. 阿廢：「今天考的國文題目，十分簡單。」

)20. 下列醫院科別的趣味對聯，哪一選項「不適合」？
(Ａ)「耳提面命，仰人鼻息 ／為民喉舌，伸張管道」
── 耳鼻喉科
(Ｂ)「張口結舌任你看 ／咬牙切齒隨你玩」
──牙科
(Ｃ)「胸大胸小望之只見心肺 ／貌美貌醜看去全是
骷髏」──放射科
(Ｄ)「管你英雄豪傑來此便喪膽 ／勸那男女老少莫
要壞心肝」──腸胃科。

媽媽：「哇！那你一定考得不錯囉？」
阿廢：「但是其他的九十分很難。」
媽媽：「……」

(

請問阿廢認為的「十分」應是：
（A）連詞 （B）副詞 （C）形容詞 （D）數量詞
(

(Ｂ) 指事、形聲
(Ｄ) 會意、指事。

)16. 根據以下《說文解字》的資訊，可知「奇妙冒險」
四字包含哪兩種造字法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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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莎士比亞說：
「假使我們自己比作泥土，那就真要
成為讓人踐踏的東西了。所以……」上述句子的刪
節號應插入下列哪一句，意義才會通順？
(Ａ) 看重自己，然後別人才會看重你
(Ｂ) 正視缺點，及時改正，才是「勇」的表現
(Ｃ)「犧牲自己，照亮別人」的精神是令人敬佩的
(Ｄ) 一個人的成功通常建立在許多失敗的經驗上。

臺北市立弘道國民中學 106 學年度第二學期 九年級 國文科 第二次定期評量
(

)22. 有人問：「尊師是否仍執教於貴校？」 下列應答
何者最恰當？
(Ａ)
(Ｂ)
(Ｃ)
(Ｄ)

曰：「吾能別香臭，然後子方可食，故吾位居汝上。」
鼻為眼曰：「子有何能，而位在吾上也？」眼曰：

是的，先師依然在敝校授業，誨人不倦
不，令師已轉換跑道成為名嘴，今炙手可熱
不，敝業師已於去年中樂透頭獎而風光離職
不，愚師已光榮退休，悠閒生活令人欣羨。

「吾能觀美惡，望東西，其功不小，宜居汝上也。」
鼻又曰：「若然，則眉有何能，亦居吾上？」眉曰
：「吾也不解與諸君相爭能，吾若居眼鼻之下，不知

(

)23. 「金葉黃槐是灌木，矮小可親而且開花頻頻，從
它的身邊走過，圓薄的黃瓣滾滾落地，一枚枚如揮
如灑，是秋神______ 。」根據語境，畫線處宜填入
何者最適當？
(Ａ) 懷裡抱藏的蜜釀
(Ｂ) 口袋掉出的銅幣
(Ｃ) 髮上點綴的銀飾

你個面皮安放哪裡？」
──宋‧羅燁《醉翁談錄》
(

(Ｄ) 腰間成串的掛鈴。
(

)26. 上文所要表達的主題，同下列哪一句話？
(Ａ) 蚊子若一起衝鋒，大象也會被征服
(Ｂ) 雞會報曉，牛會耕田，馬會拉車，狗會看家
(Ｃ) 馬有四條腿，亦有失蹄時
(Ｄ) 雞蛋未孵出，先別數小雞。

)24. 下列文句「」中的詞語，何者運用「不恰當」？
(Ａ) 歷史古蹟慘遭「回祿」之禍，二百年的木造建
築物付之一炬
(Ｂ) 祖父注重養身，平日常以「丹青」補養身體
(Ｃ) 在沒有電話與網路的時代，遠方遊子只能透過
「魚雁」往返與家人聯繫
(Ｄ) 台灣的教育普及，年輕一輩已少見「白丁」。

奪泥燕口，削鐵針頭，刮金佛面細搜求，無中覓有。
鵪鶉嗉裡尋豌豆，鷺鷥腿上劈精肉，蚊子腹內刳脂油。
虧老先生下手！（嗉：鳥類的食囊）
──元‧役名＜醉太平·譏貪小利者＞

(
讀，原是很重要的，從前的人讀書，大多不習文法，

)27. 此小令善用比喻，極盡諷刺。曲中的燕、針、佛、
鵪鶉、鷺鷥和蚊子，皆是指哪一種人？
(Ａ)慘遭剝削的老百姓
(Ｂ)道貌岸然的偽君子
(Ｃ)一毛不拔的吝嗇鬼
(Ｄ)貪圖利益的統治者。

不重解釋，只知道在讀上用死功夫。他們朝夕誦讀，讀
到後來文字也自然通順了，文意也自然了解了。一個人
通與不通，往往不必去看他所作的文字，只須聽他讀文
字的腔調，就可知道。近來學生們雖說在學校裡「讀書」
或「念書」，其實讀和念的時間很少，一般學生只做到

森林裡的大象發狂了，動物們四處逃竄，就怕被踩

一個「看」字而已。我以為別的功課且不管，如國文、

傷。只見螞蟻站在路邊伸出一隻腳，長頸鹿問牠：「你

英文等是語言科目，不該只用眼與心，須於眼與心外，

為何不逃？」螞蟻說：「我要把大象絆倒。」

加用口及耳才好。讀，就是心、眼、口、耳並用的一種
(

學習方法。
──節錄自夏丏尊、葉聖陶《文心》
(

)28. 下列哪一歇後語可用來形容螞蟻的行為？
(Ａ) 孔明大擺空城計 (Ｂ) 司馬昭之心
(Ｃ) 關公面前耍大刀

)25. 下列哪一種的讀書態度最符合上文主旨？
(Ａ) 不勉強自己背單字，心思要活
(Ｂ) 低頭安靜背誦注釋，心無旁騖
(Ｃ) 仔細閱讀文言內容，高聲誦讀
(Ｄ) 讀書有研究精神，總是追根究柢。

(Ｄ) 周瑜打黃蓋。

常州蔣用庵與四友同飲於徐兆潢家。徐精飲饌，烹
河豚尤佳。因置酒請六客同食河豚。六客雖貪河豚味
美，各舉箸大啖，而心不能無疑。忽一客張姓者驀然倒
地，口吐白沫，噤不能聲。主人與群客皆以為中河豚毒

眉、眼、口、鼻四者，皆有神也。

矣，速購糞清灌之。張猶未醒，五人大懼，皆曰：「寧

一日，口為鼻曰：「爾有何能，而位居吾上？」鼻

可服藥於毒未發之前。」乃各飲糞清一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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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它轉彎，消失在樹林深處」可知作者無所畏懼
，隨心所欲

良久，張竟蘇醒，群客告以解救之事。張曰：「小
弟向有羊癲瘋之疾，不時舉發，非中河豚毒也。」於是

(Ｂ)「我決定踏上了另一條路，或許這條路更值得我嚮
往，因為它荒草叢生，人跡罕至」可見作者走上了
一條安全順遂之路
(Ｃ)「不過說到其冷清與荒涼，兩條路幾乎是一模一樣
」因不論哪一條路，對作者來說都是不可知的未來
(Ｄ)「明知道人世間阡陌縱橫，不知未來能否再回到那
裡。」表示人生有許多歧路，總有機會重來。

五人深悔無故而嚐糞，且嗽且嘔，狂笑不止。
──清‧袁枚《子不語》
(

)29. 上文中六位賓客「食河豚」的心態，和下列哪一
句話最類似？
(Ａ) 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強
(Ｂ)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Ｃ) 寧願花下死，做鬼也風流
(Ｄ)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 回聲定位在生

題組二

武松走了一程，酒力發作，焦熱起來，一隻手提著哨棒，
題組一
一隻手把胸膛前袒開，踉踉蹌蹌，直奔過亂樹林來。見一塊
金色的樹林中有兩條岔路，
可惜我不能沿著兩條路行走。
我在分岔路口佇立良久，
極目遠眺其中一條路，
直到它轉彎，消失在樹林深處。

光撻撻大青石，把那哨棒倚在一邊，放翻身體，卻待要睡，
只見發起一陣狂風。那一陣風過了，只聽得亂樹背後撲地一
聲響，跳出一隻吊睛白額大蟲來。武松見了，叫聲「啊喲！」，
從青石上翻將下來，便拿那條哨棒在手裏，閃在青石邊。那
大蟲又餓又渴， 把兩隻爪在地下略按一按，和身往上一撲，

我決定踏上了另一條路，

從半空裏攛將下來。武松被那一驚，酒都做冷汗出了。說時

或許這條路更值得我嚮往，
因為它荒草叢生，人跡罕至。
不過說到其冷清與荒涼，
兩條路幾乎是一模一樣。

遲，那時快，武松見大蟲撲來，只一閃，閃在大蟲背後。那
大蟲背後看人最難，便把前爪搭在地下，把腰胯一掀，掀將
起來。武松只一閃，閃在一邊。大蟲見掀他不著，吼一聲，

那天早晨兩條路都鋪滿落葉，
落葉上都沒有被踩踏的痕跡。
唉，我把第一條路留給未來！
明知道人世間阡陌縱橫，
不知未來能否再回到那裡。

卻似半天裏起個霹靂，震得那山岡也動，把鐵棒也似虎尾，
倒豎起來，只一剪，武松卻又閃在一邊。原來那大蟲拿人，
只是一撲、一掀、一剪，三般捉不著時，氣性先自沒了一半。
武松雙手掄起哨棒，盡平生氣力只一棒，從半空劈將下來。

多年以後在某個地方，
我將會帶著慨嘆敘說：
樹林中曾有兩條岔路，
我選擇了一條人跡稀少的路，
後來的一切都截然不同。

只聽得一聲響，簌簌地，將那樹連枝帶葉劈面打將下來。
定眼看時，原來打急了，正打在枯樹上，把那條哨棒折做兩
截，只拿得一半在手裏。武松將半截棒丟在一邊，兩隻手就
勢把大蟲頂花皮肐搭地揪住，一按按將下來。那隻大蟲急要
掙扎，被武松盡力氣捺定，那裏肯放半點而鬆寬。武松把左

──羅伯特．佛洛斯特〈未走之路〉

手緊緊地揪住頂花皮，偷出右手來，提起鐵錘般大小拳頭，
(

(

)30. 本詩中，作者將「岔路」比喻成什麼？
(Ａ) 人生中錯誤的途徑
(Ｂ) 人生中各種的起落
(Ｃ) 人生中複雜的人際
(Ｄ) 人生中面對的抉擇。

盡平生之力只顧打。打到五七十拳，那大蟲眼裏、口裏、鼻
子裏、耳朵裏，都迸出鮮血來，更動彈不得，只剩口裏兀自
氣喘。武松放了手，來松樹邊尋那打折的哨棒，拿在手裏；
只怕大蟲不死，把棒橛又打了一會，眼見氣都沒了，方才丟
了棒，尋思道：「我就地拖得這死大蟲下岡子去。」就血泊

)31. 關於此詩的內容，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Ａ)「我在分岔路口佇立良久，極目遠眺其中一條路，

裏雙手來提時，那裏提得動──原來使盡了氣力，手腳都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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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了。

京中有善口技者。會賓客大宴，於廳事之東北角，施八
──元‧施耐庵《水滸傳》第二十二回

(

尺屏障，口技人坐屏障中，一桌、一椅、一扇、一撫尺而已。
眾賓團坐。少頃，但聞屏障中撫尺一下，滿坐寂然，無敢嘩

)32. 「武松打虎」是《水滸傳》中最廣為流傳，精彩
刺激的一段。下列何者本文「未描寫」到？
(Ａ) 武松的勇猛
(Ｂ) 老虎的凶惡
(Ｃ) 武松的驚恐
(Ｄ) 老虎的狡詐

者。
遙聞深巷犬吠聲，更有婦人驚覺欠伸，丈夫囈語。既而
兒醒，大啼。夫令婦撫兒乳，兒含乳啼，婦拍而嗚之。夫起

(

)33. 泰格老師想以此篇作為說故事的題材，若想加些
成語形容文中武松打虎的狀況，以下何者較適用？
(Ａ)有備而來
(Ｂ)有驚無險
(Ｃ)有恃無恐
(Ｄ)有容乃大

溺，婦亦抱兒起溺。床上又一大兒醒，狺狺不止。當是時，
婦手拍兒聲，口中嗚聲，兒含乳啼聲，大兒初醒聲，床聲，
夫叱大兒聲，溺瓶中聲，溺桶中聲，一齊湊發，眾妙畢備。
滿座賓客無不伸頸側目，微笑默嘆，以為妙絕也。

題組三

未幾，夫齁聲起，婦拍兒亦漸拍漸止。微聞有鼠作作索

（一）
無花無酒過清明，興味蕭然似野僧。
昨日鄰家乞新火，曉窗分與讀書燈。
──宋·魏野《清明》
（二）
未會牽牛意若何？須邀織女弄金梭。
年年乞與人間巧，不道人間巧已多？
──宋·楊朴《七夕》
（三）
暮雲收盡益清寒，銀漢無聲轉玉盤。
此生此夜不長好，明月明年何處看？
──宋·蘇軾《中秋》

索，盆器傾側，婦夢中咳嗽。賓客意少舒，稍稍正坐。
忽一人大呼「火起」
，夫起大呼，婦亦起大呼。兩兒齊哭。
俄而百千人大呼，百千兒哭，百千犬吠。中間力拉崩倒之聲，
火爆聲，呼呼風聲，百千齊作；又夾百千求救聲，曳屋許許
聲，搶奪聲，潑水聲。凡所應有，無所不有。雖人有百手，
手有百指，不能指其一端；人有百口，口有百舌，不能名其
一處也。於是賓客無不變色離席，奮袖出臂，兩股戰戰，幾
欲先走。
忽然撫尺一下，群響畢絕。撤屏視之，一人、一桌、一

(

)34. 從第一首詩可知，清明節前會有哪一習俗，？
(Ａ)禁火
(Ｂ)賞燈
(Ｃ)登高
(Ｄ)圍爐

椅、一扇、一撫尺而已。

(

)35. 七夕是牛郎與織女相會之日，也是「乞巧」日。
此日婦女備陳瓜果、鮮花在庭院中祭拜，乞求雙手
靈巧，長於刺繡。第二首詩的「巧」其實也雙關「
機巧」（機謀詭詐）
，此種「雙關」用法，和下列哪
一選項引號內的「不相同」？
(Ａ) 足下．您滿意嗎？（鞋類廣告）
(Ｂ) 默默無蚊的貢獻（蚊香廣告）
(Ｃ) 捍胃先鋒（藥品廣告）

(

──清·林嗣環＜口技＞
)37. 根據本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Ａ)口技者的表演出神入化，但僅會模仿人聲，無
法模仿動物的聲音
(Ｂ)「雖人有百手，手有百指，不能指其一端；人有
百口，口有百舌，不能名其一處也。」主在描述各
種聲音交織，紛亂且緊張的情況
(Ｃ) 即使發生火災，觀眾們仍不願離開，藉此烘托
口技者受到歡迎
(Ｄ)全篇先形容賓客的反應，再描繪口技者的表演。

(Ｄ) 我就是愛線（電信廣告）
(

(

)36. 請問第三首詩節日的日期？
(Ａ) 農曆一月十五 (Ｂ) 農曆七月十五
(Ｃ) 農曆八月十五 (Ｄ) 農曆九月十五日

題組四

)38. 倘若朝廷有意頒發獎牌鼓勵這位口技藝人，下列
題辭何者「不恰當」？
(Ａ) 含英咀華
(Ｂ) 拍案叫絕
(Ｃ) 嘆為觀止
(Ｄ) 維妙維肖

題組五
狐狸：「我的生活很單調，我獵雞，人獵我。所有雞都
是一樣的，所有的人類也一樣，結果是，我感到厭倦。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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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若馴養了我，就好像陽光照亮了我的生命。我會在雜沓
的腳步聲中，認出你與別人的不同。別的腳步聲使我匆匆躲
回地下，你的腳步聲卻像音樂，吸引我走出洞窟。而且你瞧
瞧，看見那邊的麥田了嗎？我不吃麵包，麥子對我沒有用處
，吸引不了我。然而，你的頭髮是金色的，想想你馴養我之
後有多美妙！麥子也是金色的，我看了就會想起你。而我將
會愛上聆聽麥浪翻飛的聲音……」
狐狸凝視著小王子好一段時間。
小王子答道：「我很想這樣做，卻沒有時間，我要找朋
友，還要去了解好多事。」
狐狸說：「人只了解他馴養過的東西，人類再也沒有時
間了解其它的事物了。他們到店舖買現成的物品，可是天下
沒有買得到友誼的店舖，所以人類不再有朋友。你若要找朋
友，請馴養我吧……」
「我要怎麼馴養你？」小王子問道。
狐狸說：「你必須很有耐心。首先你坐在地上，和我隔
一段距離──就這樣。我會用眼角偷看你，你一句話也不說
，語言是誤解之源。你每天坐得離我愈來愈近……」
第二天小王子回來了。
狐狸說：「每天同一個時間回來比較好。例如你下午四
點，我三點就開始興奮期待。時間一分一秒接近，我愈來愈
開心。四點鐘我已心魂動盪，跳來跳去了。我要讓你看看我
有多開心！反之，你若隨時會回來，我的心就不知道該在什
麼時刻準備迎接你……。人必須遵守恰當的禮儀……」
──聖．修伯里《小王子》
(

)39. 文中狐狸希望小王子能「馴養」牠，請問此處的
「馴養」，最符合下列哪一種意思？
(Ａ) 建立責任關係，各司其職
(Ｂ) 懷情感與喜悅，有所歸屬
(Ｃ) 彼此情投意合，形影不離
(Ｄ) 收養照顧，衣食有所供應。

(

)40. 若小王子成功馴養狐狸，哪一種關係較適合形容
他們的情誼？
(Ａ) 鶼鰈情深
(Ｂ) 烏鳥私情
(Ｃ) 忘年之交
(Ｄ) 莫逆之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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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弘道國中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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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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