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市立弘道國民中學一零六學年度第一學期 九年級 國文科 第三次定期評量
＜範圍：課文第五冊第9、11、12課、第六冊第1課；A＋＋講義第五冊＞

【劃卡代號：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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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對當時士人汲汲營營於權力富貴提出批判。

※答案卡限用 2B 鉛筆劃記，答案請劃記明確；若有劃

（C）〈智鬥書生〉選自金庸小說《射鵰英雄傳》第三

記錯誤，請擦拭乾淨。分數以電腦讀卡分數為準。

十回，敍述黃蓉憑藉過人機智，出奇制勝，終於

※請作答於答案卷上，考試完畢僅繳交答案卷，請不要

於折服書生的經過。

填錯格。

（D）
〈鄒忌諷齊王納諫〉選自《戰國策》
，此書內容多

一、單一選擇題 80％（共 32 題，每題 2.5 分）：

為戰國策士謀臣的談論與活動，班固作《漢書》

1.下列「」中的字音，何組相同？

多採其說。

（A）「拎」在手裡 /「泠泠」水聲
6.關於駢文與散文的比較，下列何者完全正確？

（B）「揣」在懷裡 /「惴」慄不安
（C）虛無「縹」緲 /「漂」染衣物

（A）前者以四、六字句為多；後者以五、七言為主。

（D）「兌」現諾言 / 徹底「蛻」變

（B）前者別稱「四六文」
；後者別稱「古風」。
（C）前者常用對偶，句式整齊；後者不要求對偶。
（D）前者必須押韻；後者則不必押韻。

2.下列「 」中的字音，何組不同？
（A）租地耕「稼」/ 為人作「嫁」

7.下列〈與宋元思書〉一文文字重組，何者正確？

（B）悶不「吭」聲 / 引「吭」高歌

「甲.夾岸高山，皆生寒樹。

（C）入孝出「弟」/ 自我警「惕」

乙.急湍甚箭，猛浪若奔。

（D）經「綸」世務 / 滿腹經「綸」

丙.水皆縹碧，千丈見底，游魚細石，直視無礙。
3.下列「 」中的字形，何組關係與其他三組不同？

丁.負勢競上，互相軒邈，爭高直指，千百成峰。」
（A）甲丁丙乙

（A）履險如「ㄧˊ」/ 化險為「ㄧˊ」/

（B）甲丁乙丙

「ㄧˊ」為平地
（B）未「ㄕㄢˋ」勝場 /「ㄕㄢˋ」離職守 /

（C）乙丙甲丁
（D）丙乙甲丁

專「ㄕㄢˋ」獨斷
（C）《六朝文絜「ㄐㄧㄢ」注》 / 處方「ㄐㄧㄢ」/

8.從「鳶飛戾天者，望峰息心；經綸世務者，窺谷忘返。」

書札信「ㄐㄧㄢ」
（D）聰敏慧「ㄒㄧㄚˊ」/ 奸邪狡「ㄒㄧㄚˊ」/

中，可知作者的人生態度與下列何者相似？
（A）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

「ㄒㄧㄚˊ」玩嬉戲

（B）來日綺窗前，寒梅著花未？
（C）俱懷逸興壯志飛，欲上青天攬明月。

4.下列「通同字」的用法，何組不完全正確？
（A）千「轉」不窮：囀 / 鳶飛「戾」天：唳

（D）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

（B）貪求無「厭」：饜 /「制」器利用：製
（C）「脩」八尺有餘：修 / 形貌「昳」麗：逸
（D）修身「見」於世：現 /「抗」懷千古：亢

9.下列何者所表露的心境與「從流飄蕩，任意東西」不
同？
（A）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
（B）無絲竹之亂耳，無案牘之勞形。

5.下列有關各課課文的敘述，何者有誤？
（A）〈與宋元思書〉屬於應用文中的書信體裁，內容

（C）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
（D）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柏？但少閒人如吾兩人耳！

則是一篇寫景的短文。
（B）
〈寄弟墨書〉是鄭板橋寫給堂弟鄭墨的一封家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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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下列文句「 」中的詞語，何者使用最恰當？
（A）自從他在仕途上「爭高直指」以後，就變得趾高
氣昂。

15.《菜根譚》
：
「處世讓一步為高，退步即進步的張本；
待人寬一分是福，利人實利己的根基。」此段話的
含義和下列何者相差最遠？

（B）霎時間，烏雲滿天，遮蔽了驕陽，「在晝猶昏」
。

（A）既以與人，己愈多。

（C）天天出現在眼前的事物，人們常會「直視無礙」

（B）忍一時風平浪靜，退一步海闊天空。

而予以忽略。

（C）精誠所至，金石為開。

（D）由於通貨膨脹，所有物價頓時「鳶飛戾天」，讓

（D）積善之家有餘慶。

人吃不消。
16.（甲）士「為」四民之末（乙）項「為」之強
11.古人的「名」與「字」之間常互有關聯，有時同義，
有時反義，下列何組彼此的關係不同於其他三組？

（丙）好人「為」壞人所累（丁）盡「為」所吞
以上「為」字何者字義相同？

（A）吳均，字叔庠 / 郭璞，字景純

（A）甲乙

（B）丙丁

（B）宰予，字子我 / 曾鞏，字子固

（C）甲丁

（D）乙丙

（C）朱熹，字元晦 / 韓愈，字退之
（D）岳飛，字鵬舉 / 陶潛，字元亮

17.「竹具介直不阿、
（甲）脫俗的志節，正如板橋這類
如隱士般文人的（乙）
。渡也曾寫竹詩一首，道盡『竹』

12.下列關於〈寄弟墨書〉一文的說明，何者有誤？

的精神與個性，藉物以喻人，讚美忠臣烈士之（丙）
。

（A）
「使天下無農夫，舉世皆餓死」強調農民的重要。

證諸史冊，文天祥、岳飛皆不畏強權，即或受小人

（B）「工人制器利用，賈人搬有運無」說明工人和商

（丁）
，亦秉持志節， 屹立不搖，吾人可不師法乎？」

人都對社會有貢獻。

以上空格依序應填上何種詞語？

（C）「夫束修自好者，豈無其人」指所有讀書人皆同
流合汙。

（A）蕭然、閒雲野鶴、風格、唾棄
（B）卓然、高風亮節、風範、構陷

（D）「予兄弟二人，各得百畝足矣」透露作者具有置
產不貪多的觀念。

（C）欣然、明月清風、模範、諂媚
（D）慨然、拔地擎天、韻致、逢迎

13.下列何者最能看出鄭板橋具有「老吾老以及人之
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悲天憫人胸懷？
（A）彼稱我為主人，我稱彼為客戶，主客原是對待之
義，我何貴而彼何賤乎？

18.下列有關〈射鵰英雄傳──智鬥書生〉一文的敘述
何者有誤？
（A）全文以「鬥智」為主軸，透過人物對話與內心獨
白，完整呈現黃蓉的縝密心思。

（B）而今而後，堪為農夫以沒世矣。

（B）文中黃蓉和書生雙方你來我往，處處可見刀光劍

（C）農夫皆苦其身，勤其力，耕種收穫以養天下之人。
（D）天下無田無業者多矣，我獨何人，貪求無厭，窮
民將何所措手足乎？

影，精彩異常。
（C）一燈大師即「天下五絕」中的「南帝」段智興，
「漁、樵、耕、讀」等四名弟子隨侍在側。
（D）文中郭靖展現的輕功令書生自嘆不如。

14.下列文句何者不符合〈寄弟墨書〉中作者對讀書人
的期許？

19.下列何者暗寓嘲諷「漁樵耕讀」四位師兄弟的意味？

（A）入孝出弟，守先待後。

（A）琴瑟琵琶，八大王一般頭面。

（B）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修身見於世。

（B）魑魅魍魎，四小鬼各自肚腸。

（C）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

（C）風擺棕櫚，千手佛搖折疊扇。

（D）富家不用買良田，書中自有千鍾粟。

（D）霜凋荷葉，獨腳鬼戴逍遙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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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西毒」歐陽鋒逼迫黃蓉將《九陰真經》內容轉述

段文字主要在描寫下列何種景色？

給他。黃蓉告訴他：「《九陰真經》非時時可練，子

（A）綠意盎然的春夏美景

時之前，午時之後，陽氣逆行，練功必損筋傷骨。」

（B）白雪紛飛的秋冬奇景

由此可知下列哪個時段適合練功？

（C）詭譎多變的狂風暴雨

（A）早上七點到九點

（D）千變萬化的四季風情

（B）下午一點到三點
（C）黃昏五點到七點

26.「當多數人圍著奇花異草/齊聲讚頌/孩子啊！你們

（D）夜晚九點到十一點

要多注視/隨處強韌生長的小草」──吳晟〈成長〉
這段詩句的含義為何？

21.下列有關《戰國策》的介紹，何者敘述有誤？

（A）眼光要遠大，不要只耽溺於眼前的美景。

（A）非一時一地一人之作，編訂整理者為西漢 劉向。

（B）要能潔身自愛，不可同流合汙。

（B）記載春秋以後至楚、漢之起，共 245 年間史事。

（C）要禁得起環境的考驗，才能有所成就。

（C）長於論說，義理精確，善用譬喻，詞藻華美。

（D）要先恪盡自己的本分，再進而推己及人。

（D）書中除了戰國策士的談論與活動，也反映了各國
成敗興亡的歷史。

27.下列對聯所使用的節日、處所或對象，何者最合適？
（A） 夜歌有酒消殘臘/高燭誰家候曙光──春節

22.〈鄒忌諷齊王納諫〉中鄒忌運用什麼方式說服齊王
接納諫言？

（B） 義存漢室三分鼎/志在春秋一部書──諸葛祠
（C） 茲竹臨風空有影/晚萱經雨不留芳──男喪

（A）抽絲剝繭，縝密分析。

（D） 雨樹晴山平分畫譜/白雲紅葉紹剪秋光──園

（B）就事論事，直言不諱。

林

（C）藉事說理，層層遞進。
（D）避重就輕，點到為止。

28.下列對於新聞標題含義的解讀，何者正確？
（A）
「海萊拉表示願為第一夫人治裝」──海萊拉希

23.鄒忌進諫齊王，由「門庭若市」而「時時而間進」
，
至「雖欲言，無可進者」
，層層遞降。下列何者不是
使用此種修辭法？

望能為第一夫人化妝。
（B）
「立委澄清没有跟某政黨套招」──立委說明自
己並未與某政黨拉攏關係。

（A）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B）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C）
「兩嫌盜樹相繼落網」──兩名盜樹的竊賊不慎
掉落在林間的網中。

（C）藏書不難，能看為難；看書不難，能讀為難。
（D）五嶽歸來不看山，黃山歸來不看嶽。

（D）
「打破密室黑箱！國會頻道開播」──國會透明
化，避免暗中作業的嫌疑。

24.出自《戰國策》的成語意涵常可和其他古籍的成語
相對應，下列何組意義最相近？

29.「現代科技發達，交通工具速度迅捷，可用『（甲）
車如流水馬如龍』來形容，世界已成『（乙）天涯若

（A）危如累卵/一髮千鈞

比鄰』的地球村，離鄉在外的遊子在『（丙）客愁鄉

（B）狐假虎威/兔死狗烹

夢亂如絲』之際，只要一張小小的票卡，就能實現

（C）三人成虎/指鹿為馬

返鄉的心願，再也不必慨嘆『（丁）家山萬里夢依稀』

（D）亡羊補牢/未雨綢繆

了。」這段文字畫線處的詩句，何者引用不恰當？

25.蘇軾放鶴亭記：
「春、夏之交，草木際天；秋、冬雪

（A）甲

（B）乙

（C）丙

（D）丁

月，千里一色；風雨、晦明之間，俯仰百變。」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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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下列含有「油」字的慣用語中，何者運用錯誤？

34.本文主旨在強調做學問應該避免什麼缺失？

（A）他是個「老油條」，你別想占他便宜。

（A）偏見固執

（B）畢業旅行不過三天兩夜，你帶這麼多的「拖油

（B）不夠專一

瓶」
，真是累贅。

（C）粗心大意

（C）我早知道你不是個「省油燈」
，但真没想到你這

（D）妄加揣測

麼厲害。
（D）官員忙著「撈油水」
，生活貧困的人民自然得不
到照顧。

（二）
無論海角與天涯，大抵心安即是家。
路遠誰能念鄉曲，年深兼欲忘京華。

31.「寧撞金鐘一下，不打破鼓三千」的含義與下列何者

忠州且作三年計，種杏栽桃擬待花。

最接近？
（A）寧鳴而死，不默而生。

白居易〈種杏桃〉

（B）不鳴則已，一鳴驚人。

35.根據本詩的格律與內容，下列何者正確？

（C）慎選請託對象，事半功倍。

（A）本詩格律嚴謹，隔句押韻，屬於唐朝近體詩。

（D）攀附得宜，直上青雲。

（B）語言質樸活潑，豪邁雄渾，有北方民歌的風格。
（C）用語通俗易懂，以詩抒懷，屬於古體詩。

32.「胸藏丘壑，城市不異山林；興寄煙霞，閻浮有如蓬

（D）全詩反覆吟咏，深富韻律之美，屬於樂府詩。

島。」這段話含義為何？
（A）隱居生活十分閒適，樂趣無窮。

36.詩中作者的心境與下列何者最為接近？

（B）人應該超越環境限制，做自己的主宰。

（A）飄飄何所似？天地一沙鷗。

（C）人若能接近大自然，就能享受物我合一之趣。

（B）不以物傷性，將何適而非快？

（D）人生不可能擁有真正的自由。

（C）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來明日愁。
（D）春風堪賞還堪恨，才見開花又落花。

二、題組 20％（共 8 題，每題 2.5 分）
：
（一）

37.詩中哪句詩最能表達作者「為官一任，造福一方」

學未至圓通，合己見則是，違己見則非。如以

的心志？

南方之舟，笑北方之車；以鶴脛之長，憎鳧（1）脛

（A）大抵心安即是家

之短也。

（B）路遠誰能念鄉曲

夫不責己之有見，而責人之異見，豈不悖（2）

（C）年深兼欲忘京華
（D）種杏種桃擬待花

哉？
註：
（1）鳧ㄈㄨˊ：水鴨

（三）

（2）悖ㄅㄟˋ：違背

出土的中國青銅時代兵器，顯示當時使用的是直
袁宗道〈答友人〉

脊刀。顧名思義，它們不像今日常見的中國刀一樣寬
大彎曲，而是像劍一樣是直的，只是單面開鋒。而進

33.關於本文的說明，下列何者正確？
（A）學問通達的人通常認為「合己見則是」

入鐵器時代後的刀，由於出土文物中的兵器，刀身大

（B）大丈夫通常不會固執己見

都鏽蝕殆盡，僅餘裝飾華麗的刀柄，所以後世對中國

（C）鶴鳥的腿比鳧鳥還要長

古代鐵刀的了解不如青銅刀。

（D）南方人認為北方人乘車是有趣的

漢代時，漢武帝派張騫出使月氏國，帶回煉精鋼
技術。漢武帝時期，開始出現環首刀，並逐漸取代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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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軍隊的基本制式裝備，漢軍便是以此刀與匈奴作

40.成吉思汗的兒子托雷領兵南下，意外遭到金兵圍

戰。環首刀的刀身與青銅時代相近，而刀柄首部有一

困，幸獲郭靖解圍。按照本文，郭靖所持兵器最有

圓環，又稱漢刀。

可能為下列何者？

隋 唐時代，環首長刀仍繼續使用。唐代以後，刀

（A）仿自倭寇的戚家刀

身與刀柄之間開始有護格，刀柄尾端的圓環則消失。

（B）刀柄裝飾華麗的鐵刀

《大唐六典》中的刀制有四：儀刀、障刀、橫刀、陌

（C）刀身狹長鋒利的腰刀

刀。
「儀刀」與「障刀」是防身用刀，不是戰爭武器，

（D）刀身帶有弧度的長柄刀

隨身佩帶用以顯示地位或官位，象徵意義大過於實
用。
「横刀」又稱佩刀，是兵士所佩之刀。
「陌刀」是
長柄刀，步兵所執，全長約三公尺，刀頭有兩刃，主
要用來斬擊。
宋代的刀帶有弧度，已不是直刀，有短柄與長柄
兩類。元代 漢人所佩的刀則保持著唐 宋時代的風格。
明代的短柄刀受日本刀所影響，與宋代不同，刀
身狹長，彎而鋒利，有長約一公尺與藤牌（一種藤製
盾牌）並用的腰刀，與長兩公尺雙手握持的長刀。抗
倭名將戚繼光鑒於當時明軍戰刀的性能不如倭寇銳利
的倭刀，而從繳獲的倭刀進行仿效和改良，成就著名
的「戚家刀」
，或稱「繼光刀」
。之後明代亦部分進口
與自製倭刀來裝備軍隊，長柄刀則延續宋代形制。
改寫自〈中國刀歷史〉
38.根據本文內容，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中國刀的演變，主要表現在刀身與刀柄兩個部
分的差異。
（B）現今對青銅時代兵器的了解，主要是依據出土
的鐵刀形制來推測。
（C）佩帶儀刀除了能彰顯地位，還能於戰爭時發揮
斬擊的功能。
（D）從漢代開始，中國刀完全是順應境內需求而發
展，不受境外刀器的影響。
39.根據本文描述，漢代的環首刀形式最有可能是下列
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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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題結束，寒假請繼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