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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定期評量
＜範圍：翰林版L1~L5，會考A ++複習講義一、二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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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卡限用 2B 鉛筆劃記，答案請劃記明確；若有劃

（C）「比」行百里／朋「比」為奸

記錯誤，請擦拭乾淨。分數以電腦讀卡分數為準。

（D）握鋤「荷」犁／「荷」槍實彈

※請作答於答案卷上，考試完畢僅繳交答案卷，請不要

（

）6.複詞的組合有同義、偏義、反義的關係，下
「

填錯格。

（A）難以「忘懷」／毫無「動靜」

一、國字注音：10％(每題 1 分)
1. 羞「ㄋㄢˇ」
6.山「塢」
2.「ㄆ一ˋ」美
7.「迸」裂
3.「ㄉㄡ」售物品
8.叱「吒」風雲
4.「ㄔˇ」奪公權
9.事有「蹊」蹺
5.出類拔「ㄘㄨㄟˋ」
10.「撮」合姻緣

（B）一笑泯「恩仇」／「禍福」相倚
（C）名聞「遐邇」／「勝敗」乃兵家常事
（

二、注釋：10％(每題 2 分)
1.朱顏
4.空乏其身
2.介而馳
5.年少萬「兜鍪」
3.秣不擇粟
三、默寫：10％ (錯一字扣 1 分，扣完為止)
故天將……不能。

選擇題

（D）「曾益」其所不能／「碩大」的果實
）7.詞語中的數字，有些實指數量；有些只是用

來表達「多」或「少」的含義，並非實際數量。
下列「 」中的數字，何者用法與「八千里路雲和
月」相同？
（A）自成「一」家之言
（B）宴桃園豪傑「三」結義
（C）「八」仙過海，各顯神通
（D）「千」呼「萬」喚始出來
（

）8.下列「

電腦畫卡 代號：10

）1.下列「

（

」中的字，何組讀音相同？

（B）「占」卜吉凶／鳩「占」鵲巢

）9.下列各組的季節，何者前後兩兩相同？
（A）菡萏香消翠葉殘，西風愁起綠波間／接天蓮
葉無窮碧，映日荷花別樣紅
（B）細細香風淡淡煙，競收桂子慶豐年／停車坐

（C）神「荼」鬱壘／「荼」毒生靈

愛楓林晚，霜葉紅於二月花

（D）家常「便」飯／「便」宜行事
）2.下列「

（C）六出飛花入戶時，坐看青竹變瓊枝／千門萬

」中的注音寫成國字後，何組字型兩

戶瞳瞳日，總把新桃換舊符

兩相同？

（D）清明時節雨紛紛，路上行人欲斷魂／唯有南

（A）后「ㄧˋ」射日／下棋對「ㄧˋ」

風舊相識，偷開門戶又翻書

（B）好高「ㄨˋ」遠／心無旁「ㄨˋ」
（C）「ㄠˊ ㄠˊ」待哺／「ㄠˊ」遊四海
（

（

（B）慘澹經「營」／步步為「營」

（A）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劍四「顧」心茫然
（B）一曲四調歌八「疊」，從頭便是斷腸聲
（C）昨日鴻毛萬「鈞」重，今朝山岳一朝輕
（

（C）堆「砌」詞藻 ／雕闌玉「砌」
（D）「了」無懼色／春花秋月何時「了」
）4.下列「

」中的字，何組讀音前後相同？

（A）「沏」茶／雕闌玉「砌」
（B）笨「拙」 ／相形見「絀」

（

（C）「駢」肩雜遝／「胼」手胝足
（D）劍拔「弩」張／浪費公「帑」
（

）10.下列「 」中的詞語，何者使用錯誤？

（D）魂牽夢「ㄧㄥˊ」／晶「ㄧㄥˊ」剔透
）3.下列「
」中的字義，何者兩兩相同？
（A）徵於「色」／巧言令「色」

（

）5. 下列 「

」中的字義，何者兩兩相同？

（A）「攬」轡未安／獨「攬」大權
（B）徐噴「以」煙／相繼「以」死

（B）大「啗」美食－啖

（C）法家「拂」士－弼 （D）雕「闌」玉砌－欄

（A）「拂」袖離去／法家「拂」士

（

」中的字被替換後，何者意思改變了？

（A）
「衡」於慮－恆

四、綜合測驗：50％（每題二分）
（

」中詞語關係，何者前後兩兩不同？

（D）不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人
）11.下列「
」中的字，何者是指真正的顏色？
（A）「黑」箱作業
（B）一頭「青」絲
（C）「赤」膽忠心
（D）心「灰」意冷
）12.下列對聯的配對，何者有誤？
（A）賈島醉來非假倒/劉伶飲盡不留零—酒館
（B）無慮風雲多不測/何愁水火太無情—保險業
（C）還我山河一片忠心唯報國/驅爾異族百年奇恥
不共天—岳飛
（D）大明湖畔趵突泉邊故居在垂楊深處/漱玉集中
金石錄裡文采有後主遺風—李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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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下列關於韻文的敘述，何者正確？

（

（A）樂府詩的作者多來自民間，古體詩多為士大

）18.「明日逢春好不晦氣/終年倒運少有餘財」，
這副門聯應該如何標點才有吉祥之意？
（A）明日逢春！好不晦氣。/終年倒運？少有餘財。

夫的作品

（B）明日─逢春好不晦氣。/終年─倒運少有餘財。

（B）近體詩格律要求嚴格，除了皆須對仗之外，

（C）明日逢春好，不晦氣。/終年倒運少，有餘財。

平仄也有一定的限制

（D）明日逢春好不？晦氣……/終年倒運少有！

（C）宋詞的詞牌是填詞時所用的曲調名，與詞的
內容亦須相關
（D）根據清代 毛先舒的分類，宋詞按照句數多寡
（

（

（

（

（

可分為小令，中調，長調三類
）14.下列有關〈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一文的敘述，
何者有誤？
（A）
「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三句，前兩句的
主語是他人，第三句的主語為自己
（B）「入則無法家拂士，國恆亡」可知在國內若
無人輔弼與忠諫，易導致政治腐化
（C）越王句踐敗於吳王夫差，回國後臥薪嘗膽，
終於滅了吳國，正是「死於安樂」的典型
（D）「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
故達」正是因為「生於憂患」的道理
）15.「春花秋月何時了，
甲：小樓昨夜又東風，
乙：雕欄玉砌應猶在，
丙：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
丁：往事知多少?
戊：只是朱顏改。
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
(李煜〈虞美人〉)
上列文句的排列順序應為下列何者？
（A）丁甲戊乙丙
（B）丙乙戊甲丁
（C）丁丙乙戊甲
（D）丁甲丙乙戊

餘財……
）19.弘道餐館裡有四場壽宴同時進行，會場外分別
懸掛著表示壽星年齡的對聯：
梅廳：壽衍古稀輝寶婺/堂開四代樂黛風
蘭廳：半百光陰人未老/一世風霜志更堅
竹廳：不惑但從今日始/知命猶得十年來
菊廳：桃熟正逢花甲茂/蘭開又遇壽齡添
根據以上對聯內容，四位壽星的年齡總和應該是
多少？
（A）220
（B）230
（C）240
（D）280

（

）20.下列關於李煜〈虞美人〉以及辛棄疾〈南鄉子〉
的敘述，何者錯誤？
（A）李煜〈虞美人〉採用問答手法，表達對故國
的懷念及感傷
（B）
「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借流水表達國仇家恨
的情懷
（C）「天下英雄誰敵手？曹 劉」暗指作者的能力
足與曹操、劉備爭勝
（D）辛棄疾〈南鄉子〉化用典故，融寫景、抒情、
議論於一體

（

）21.關於吳晟〈土〉一詩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赤膊，無關乎瀟灑/赤足，無關乎詩意」寫

）16.某戲臺懸掛一副對聯：「此所謂現身說法，且
看那善惡貞淫胥教誨/雖然是逢場作戲，難得他嬉

出農閒時候的閒愁逸致

笑怒罵皆文章。」這副對聯與下列何者的涵義最

（B）「足印寫上誠誠懇懇的土地」是因為農人以

為接近？
（A）君子小人，才子佳人，登場便見/歡天喜地，
驚天動地，落幕即空
（B）假面登場有孝子忠臣，莫輕看過/新腔斜律
是晨鐘暮鼓，只管聽來

虔誠的心耕耘土地，因此覺得土地是那樣誠懇

（C）戲愈好，人愈多，看他抒意表情/曲彌高，
和彌寡，聽我長腔短調
（D）傀儡登場，須知這臺上衣冠是假/癡人說夢，
休認作眼前富貴為真
）17.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版築之
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此段
文句未能說明下列哪一項道理？
（A）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強
（B）寒門生貴子，白屋出公卿
（C）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
（D）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恆存乎疢疾

（C）
「不爭、不吵，沉默地等待」及「不悲、不怨，
繼續走下去」道出農人「生死有命，富貴在天」的
生存哲學
（D）
「不掛刀、不佩劍/也不談經論道說賢話聖/安
安分分握鋤荷犁的行程」透過對比，刻畫農人沉默
寡言的形象
（

）22.琦君〈故鄉的桂花雨〉：「桂花紛紛落下來，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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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我們滿頭滿身，我就喊：『啊！真像下雨，好香
的雨呀！』」關於這段文字，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描寫雨天時，桂花被雨水打落的景象
（B）呈現作者得償所願的歡愉及興奮之情
（C）運用視覺及嗅覺摹寫，描繪童年搖花樂
（D）既富想像力，又展現小女孩的天真爛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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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小劉是個生活作息極為規律的九年級學生，若

（

）26.關於以上兩首詩的敘述，何者錯誤？

依照古人十二地支計時的方法，下列哪一個作息

（A）體裁屬於七言律詩

說明較不合理？

（B）藉盎然生機比喻讀書之樂
（C）可看出翁森的讀書態度為任真自得，怡情

（A）為了避免遲到，他總是「辰時」一到便到校

養性

（B）每天「申時」，第九節結束才是他的放學時間

（D）兩首詩都是先寫景，再表達讀書的心境和

（C）「戌時」後，才從補習班拖著疲累的身軀回家
（

（D）注重養生的他，總是盡量趕在「亥時」就寢
）24.關於岳飛〈良馬對〉一文的敘述，何者錯誤？

內心的喜樂
（

）27.下列選項，何者和「好鳥枝頭亦朋友，落花水
面皆文章」傳達的意思相同？

（A）本課與周敦頤〈愛蓮說〉皆採以物喻人，藉

（A）落花有意，流水無情

物說理的手法

（B）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

（B）闡明賢才自重自愛之外，亦隱約諷諫國君應

（C）陽春召我以煙景，大塊假我以文章

及時重用賢才

（D）書山有路勤為徑，學海無涯苦作舟

（C）
「受大而不苟取，力裕而不求逞」暗指廉潔不
（

貪，含蓄內斂之人

）28.本詩描繪春夏二季的讀書之樂，下列各句，何
者與讀書之樂無關？

（D）
「秣不擇粟，飲不擇泉」暗指知足常樂，隨和

（A）北窗高臥羲皇侶，只因素稔讀書趣

不挑剔之人
（

（B）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

）25.下列關於《論語》與《孟子》的比較說明，

（C）卻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詩書喜欲狂

何者正確？

（D）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

（A）篇名皆取自該篇首章開頭的幾個字，標明內

將至云爾

容主旨
（B）皆為語錄體，是春秋 戰國時期儒家的重要著
作，同列四書之中

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踶①而致千

（C）《論語》由孔子與其弟子合著；《孟子》則由
孟子獨立編著而成

里，士或有負俗之累②而立功名。夫泛駕③之馬，跅弛④
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才異等，可為

（D）《論語》反映孔子人性本善的主張；《孟子》

將相及使絕國者。

(漢武帝 詔一首)

可見孟子因材施教的思想
① 踶：音ㄉ一ˋ，踢、踏。
五、閱讀理解：20％（每題二分）
二首

四時讀書樂

② 負俗之累：行為異乎一般世俗規範，為世俗所不容，被人
翁

森

(一)春

譏諷和議論。
③ 泛駕之馬：不受駕馭的馬。比喻有才能而不受禮節法制約

山光照檻水繞廊，舞雩①歸詠春風香。

束的人物。

好鳥枝頭亦朋友，落花水面皆文章。

④ 跅弛：ㄊㄨㄛˋ ㄕˇ，放蕩不檢點。
（
）29.漢武帝在元封五年所頒布的這份「詔令」，其
內容主旨在於？
（A）宣揚國威，展現雄才大略氣勢
（B）布德施仁，徵求天下治國良策

蹉跎莫遣韶光老，人生唯有讀書好。
讀書之樂樂何如？綠滿窗前草不除。
(二)夏
新竹壓簷桑四圍，小齋幽敞明朱曦②。
晝長吟罷蟬鳴樹，夜深燼落螢入幃。
北窗高臥羲皇侶③，只因素稔讀書趣。

（

讀書之樂樂無窮，瑤琴一曲來薰風④。
①舞雩：本指祭天求雨的儀式，在此引申為乘涼。
②朱曦：紅色的陽光。

（

③北窗高臥羲皇侶：在北窗下閒躺著，就像羲皇時代的人那

（C）大開宮門，廣開科舉進仕之途
（D）求才若渴，要求州郡推舉人才
）30.詔令中以「馬或奔踶而致千里」來比喻哪一種
人才？
（A）隱居山林的高士
（B）豪邁不拘的奇才
（C）識千里馬的伯樂
（D）行為放蕩之士人
）31.依據詔令內容判斷，現今政府內閣成員，何者
並非漢武帝迫切需求的？

樣逍遙自在。在此形容讀書時閒適的樂趣。
4 薰風：溫和的南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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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外交部長

（B）國防部長

（C）教育部長

（D）行政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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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剪梅
李清照
紅藕香殘玉簟秋，輕解羅裳，獨上蘭舟。雲中誰寄錦書
來？雁字回時，月滿西樓。
花自飄零水自流，一種相思，
兩處閒愁。此情無計可消除，才下眉頭，卻上心頭。
（

）32.以下關於詞句的解釋，何者錯誤？
（A）「紅藕香殘玉簟秋」寓意韶光流逝，也點出
季節，並烘托內心淒涼之感
（B）月滿人單、雁返人未返，表達了期盼落空的
無奈

市立弘道國中一零六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定期評量
九年級作文試題
題目： 如果世界沒有手機
說明：
「手機」是現代社會不可或缺的媒介。有了它，人際間的聯
繫更加快速；有了它，資訊的整合更加便利。但是，它同
時也造成了人際間的疏離及資訊的濫用。請以「如果世界
沒有手機」為題，寫下你認為沒有手機的世界將會產生如
何的改變，並說明這個改變帶給你的影響與感受。

（C）
「花自飄零水自流」表面描寫水邊景物，實則
暗含對青春易逝的感嘆
（D）
「才下眉頭，卻上心頭」表達接到錦書後愁緒
（

消解，心中殷切期盼良人歸來
）33.有關本詞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本詞敘述夫妻離別後的相思情懷
（B）上片透過寫景、敘事表達孤寂、期待之情
（C）下片由景入情，直抒相思之苦
（D）「一種相思，兩處閒愁」表示夫妻分隔兩地，
但只有一人相思
我得告訴你一件事，我惹了一些小麻煩。
我有一個同學種了一盆仙人掌，養在桌面上。有一天，

仙人掌盆栽莫名其妙掉到椅子上去了，我的同學沒注意
到，一屁股坐了上去。他立刻跳了起來，不假思索地用手
去抓屁股，他不抓還好，這一抓搞得雙手都是仙人掌刺，
這已經夠慘了，可是本來他還能哇啦哇啦地叫，可是接著
他竟然用舌頭去舔手……
我的麻煩跟他很像。如果可以的話，我很希望一開始
我沒有在導師的數學課看漫畫。我當時只覺得自己真是倒
楣透了，可是一點都不知道那才只是災難的開始而已。如
果我不看漫畫，那麼漫畫不會被沒收，我也不會被罰站在
講臺前面聽課。如果不是站在講臺前面聽課，我就不會搞
笑，更不會被踢到教室外面去。如果不是被踢到教室外面
去，我不會盯著籃球場上體育課的女生看個不停，也就沒
有後來連人帶課桌椅被驅逐到走廊上去的慘狀。
節錄自侯文詠《危險心靈》
（

）34.從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故事中的「我」事後
對於自己曾經惹出的一些「小麻煩」感到：
（A）追悔莫及
（B）倒楣透頂
（C）得意洋洋
（D）從容鎮定

（

）35.在主角的期末「學生個人日常表現評分表」上，
最不可能出現什麼樣的評語？
（A）屢教不悛
（B）桀驁不馴
（C）喋喋不休
（D）冥頑不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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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年＿班＿號姓名＿＿＿＿＿＿＿
※請用藍筆或黑筆將答案寫在答案卷上，不可用鉛筆。
一、國字注音：10％(每題 1 分)

1.

赧

2.

媲
6.

ㄨˋ

3.

兜

4.

褫

7.

8.

ㄅㄥˋ

ㄓㄚˋ

5.

萃
9.

ㄒ一

10.
ㄘㄨㄛˋ

二、注釋：10％(每題 2 分)

1. 指年輕時紅潤的容貌。
2. 披上鞍甲奔跑。
3. 指劣馬吃飼料不選擇較精潔的小米。
4. 使他身家窮困貧乏。
5. 頭盔，代指戰士。
三、默寫：10％ (每錯一字扣 1 分，扣完為止)

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
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
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DBACD,BDAB 送分,BDACD,BCCAC,BABDB,ACCDB,CDD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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