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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次定期評量
＜範圍：翰林版第五冊第六課到第八課、第十課 、會考A++複習講義三、四冊＞

【劃卡代號：10】

班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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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座號：

姓名：

(Ｂ)「蹩」腳／「跫」音
(Ｃ)衣「衽」／「荏」苒
(Ｄ)風雨如「晦」／母親的教「誨」。

※請作答於答案卷上，考試完畢僅繳交答案卷，請不要
3.(
)下列「 」中的字，何組意義兩兩相同？
(Ａ)取土「平」之／窪者若「平」
(Ｂ)嘆賞不「絕」／實在奇「絕」
(Ｃ)繞室「以」旋／蹴然「以」驚
(Ｄ)「行」醫救世／風「行」草偃。

填錯格。
一、國字注音 10%(一題一分)
1. 信「箋」
2. 「拈」香拜佛
3. 「潛」身修養

4.(
)下列選項中，何者「之」字的用法與其他三者
不同？
(Ａ)一室「之」不治，何以天下國家為
(Ｂ)菊「之」愛，陶後鮮有聞
(Ｃ)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
(Ｄ)何陋「之」有。

4. 「寅」吃卯糧
5. 針「砭」時事
6. 一「ㄐㄩㄝˊ」不振
7. 不絕如「ㄌㄩˇ」
8. 味道苦「ㄙㄜˋ」
9. 深「ㄙㄨㄟˋ」 的眼眸
10.「ㄒㄩㄝˊ」了一趟
二、解釋與摘釋 16%(1-7 題,一題二分；8-9 題，一題一
分)

5. (
)有關〈青鳥就在身邊〉一文的敘述，下列何者
有誤？
(Ａ)作者強調若能知足，便會感受幸福就在身邊
(Ｂ)善用名言事例來闡述人生哲理
(Ｃ)文中以〈悟道〉詩來說明幸福不假外求的道理
(Ｄ)全文主旨在揭示幸福感是可遇不可求的。

1.即乎其故
6.(
)下列題辭，何者不適合寫在祝賀結婚的禮金袋
上？
(Ａ)秦 晉之好
(Ｂ)南極星輝
(Ｃ)佳偶天成
(Ｄ)珠聯璧合。

2.慎始
3.蹴然
4.浸淫
5.畫舫
6.梵宇僧樓
7.虛應一應故事

7.(
)「有人非山珍海味不飽，有人但求菜根香，青
菜豆腐滋味長；有人非錦衾無以安枕，有人木榻也美夢
成酣」由此可知「幸福」的真義是什麼？
(Ａ)心安滿足，自得其樂
(Ｂ)吃山珍海味
(Ｃ)穿綾羅綢緞
(Ｄ)擁有名位權勢。

8.「開發」酒錢
9.一盞寒泉「薦」秋菊
三、默寫 10%(錯一字扣一分)
◎噫！習之中人甚矣哉！……，而窪者若平。
四、選擇：(64%)(每題兩分)
1.(
)下列「 」中的注音寫成國字後，何組字形相
同？
(Ａ)劍及「ㄌㄩˇ」及／簞瓢「ㄌㄩˇ」空
(Ｂ)抽絲「ㄅㄛ」繭／「ㄅㄛ」亂反正
(Ｃ)「ㄓˋ」礙難行／足苦「ㄓˋ」焉
(Ｄ)佳餚美「ㄓㄨㄢˋ」／炊金「ㄓㄨㄢˋ」玉。
2.(
)下列「 」中的字，何組讀音相同？
(Ａ)愛「憎」分明／味「噌」

8.(
)有關〈豬血糕〉一文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Ａ)豬血糕具有特殊風味，深受外國旅客喜愛
(Ｂ)豬血糕代表簡單和自然質樸的生活藝術
(Ｃ)本文先議後敘，最後以作者省思作結
(Ｄ)旨在介紹豬血糕正確的烹煮方式。
9.(
)有關〈習慣說〉一文的敘述，下列何者有誤？
(Ａ)「習之中人甚矣哉！」強調習慣對人的影響很大
(Ｂ)「一室之不治，何以天下國家為？」說明「見微知
著」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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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本文旨趣在說明「學貴慎始」
(Ｄ)以開門見山法破題，直言全文主旨所在。
10. (
)「壞習慣起先是一個陌生訪客，後來是一位熟
朋友，最後就變成主人了。」這段話的啟示和下列何者
相差最遠？
(Ａ)習慣是賢者的瘟疫，愚者的偶像
(Ｂ)能否養成好習慣，和朋友的好壞有關
(Ｃ)習慣使人安於現實，耽於逸樂
(Ｄ)習慣是鐵鏽，會侵蝕建造靈魂的鋼鐵。
11.(
) 有關《老殘遊記》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Ａ)為清末的章回小說，以白話寫成
(Ｂ)是中國著名的俠義小說
(Ｃ)以遊記形式呈現各地風土民情，展現濃厚人情味
(Ｄ)書中譴責當代科舉不公，揭露世人醜態。
12.(
) 有關〈大明湖〉一文的敘述，下列何者有誤？
(Ａ)作者從仰視、俯瞰、遠眺、近觀等角度來寫大明湖
(Ｂ)「一片白花映著帶水氣的斜陽，好似一條粉紅的絨
毯」指蘆花被夕陽染紅的景色
(Ｃ)以第三人稱立場，依遊覽的時間、行程順序寫成
(Ｄ)「一盞寒泉薦秋菊」一句指出當地人虔誠以泉水奉
祀菊花。
13.(
)下列古今用語的對應關係，何者有誤？
(Ａ)廷尉：行政院長
(Ｂ)捕快；刑警
(Ｃ)仵作：法醫
(Ｄ)庖丁：廚師。
14.(
)下列文句「」中的詞語，何者與聲音無關？
(Ａ)水鳥「格格」價飛
(Ｂ)池塘裡荷葉「田田」
(Ｃ)秋葉「蕭蕭」落下
(Ｄ)荷葉初枯，擦得船「嗤嗤」價響。
15.(
)下列詞語，何組詞性結構前後不相同？
(Ａ)隱惡揚善/抱薪救火
(Ｂ)龍爭虎鬥/追本溯源
(Ｃ)理直氣壯/心曠神怡
(Ｄ)心灰意懶/德薄才疏。
16.(
)為了讓文句更加活潑生動，可以使用「諧音借
義」
，如「外甥打燈籠──照舊」的「舊」是「舅」的
諧音。下列歇後語，何者用法相同？
(Ａ)水仙不開花──裝蒜
(Ｂ)馬棚裡伸腿──出題
(Ｃ)閻王出告示──鬼話連篇
(Ｄ)獨眼龍看戲──一目了然。
17.(

下列何者不是這種句型？
(Ａ)醒來，自寂寞的夢中
(Ｂ)想你，在夢裡
(Ｃ)青春，追不回的小鳥
(Ｄ)返家，自遙遠的國度。
18.(
)下列文句「」中的詞語，何者前後意思相同？
(Ａ)我對大家的協助「由衷」表達謝意/你的道歉讓人
感覺言不「由衷」
(Ｂ)明初與燕王「為難」的那位鐵鉉/請你答應我的請
求，別讓我「為難」
(Ｃ)伺候著河上的「風光」/他連拿三獎，相當「風光」
(Ｄ)春天一到，杜鵑花競相「開放」/立法院「開放」
讓民眾參觀。
19.(
)下列文句中「」中的成語，何者使用不恰當？
(Ａ)這棟「美輪美奐」的豪宅，坐落在寧靜的河畔旁
(Ｂ)孔子的人格「山高水長」，他所展現的典範及有教
無類的教育精神，被後世奉為圭臬
(Ｃ)詐騙頻傳，手法不同，道理卻是「大相逕庭」，都
是利用人性的貪念來取財
(Ｄ)他的文筆不好，每次作文都「請人捉刀」
。
20.( )下列何者不是「有問有答」的設問修辭用法？
(Ａ)春草明年綠，王孫歸不歸
(Ｂ)座中泣下誰最多？江州司馬青衫濕
(Ｃ)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
偏
(Ｄ)你道鐵公是誰？就是明初與燕王為難的那位鐵鉉。
21.(
)下列文句「」中的俗諺語，何者運用最恰當？
(Ａ)不管怎麼說，我是「吃了秤砣鐵了心」
，不會再改
變決定了
(Ｂ)「牡丹雖好，全仗綠葉扶持」你要有骨氣一點，既
然要分手就要乾脆
(Ｃ)你別太憂慮，反正最後事情必然「欲速則不達」
(Ｄ)他「翻臉跟翻書一樣」
，整天繃著臉，好像每個人
都欠他幾千萬似的。
22.(
) 下列文句「」中的字，何者不作動詞用？
(Ａ)昂首「觀」之
(Ｂ)親賢臣，
「遠」小人
(Ｃ)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
(Ｄ)「輒」起，繞室以旋。
23.(
)「物產豐富」中的「物產」是本句的主語。下
列選項「」中的語詞，何者也作主語使用？
(Ａ)「江心」補漏
(Ｂ)「亡羊」補牢
(Ｃ)「四海」昇平
(Ｄ)「百年」樹人。

)「等你，在雨中」是「在雨中等你」的倒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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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下列文句中，何者與「天氣漸漸冷了，記得多
穿一件衣服」這句話的語氣相同？
(Ａ)你在此須小心，要注意安全
(Ｂ)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
(Ｃ)我還沒說下課，你怎敢擅自離開座位
(Ｄ)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餘黃鶴樓。
25.(
)下列文句「」中的詞語，何者沒有自謙的含義？
(Ａ)回國時，讓我敬備「菲酌」為您接風
(Ｂ)年後我就要離開公司，到其他地方「高就」
(Ｃ)承蒙諸位「錯愛」，讓在下得以承擔此重任
(Ｄ)千里送鵝毛，這份「薄禮」請您笑納。
26.(
) 下列何者與「陽光照耀大地」句型相同？
(Ａ)歷下此亭古
(Ｂ)廷尉，天下之平也
(Ｃ)山巒靜靜地睡了
(Ｄ)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
閱讀題組(一)
越無車，有遊者得車於晉 楚之郊，輻(1)朽而輪
敗，輗(2)折而轅(3)毀，無所可用。然以其鄉之未嘗有
也，舟載以歸而誇諸人。觀者聞其誇而信之，以為車固
若是，效而為之者相屬。
他日，晉 楚之人見而笑其拙，越人以為紿(4)己，
不顧。及寇兵侵其境，越率敝車禦之。車壞，大敗，終
不知其車也。
學者之患亦然。
明‧方孝孺《遜志齋集》
注釋(1)輻：連接車輛和輪圈的直條。
(2)輗：音ㄋ一ˊ，置於車前轅前連接橫木的關鍵
(3)轅：車前兩邊駕車的木頭。
(4)紿：音ㄉㄞˋ，欺騙。
27.(
)「觀者聞其誇而信之，以為車固若是」
，其原
因是：
(Ａ)晉國的車也是如此
(Ｂ)此人能言善道
(Ｃ)越國從未有車
(Ｄ)此人位高權重，他說的話沒人敢反駁。
28.(
)越人率敝車抵抗敵人的結果如何？
(Ａ)一敗塗地
(Ｂ)大獲全勝
(Ｃ)勢均力敵
(Ｄ)不分勝負。
29.(
)這篇文章和哪個寓言故事有異曲同工之妙？
(Ａ)盲人摸象
(Ｂ)狐假虎威
(Ｃ)愚公移山
(Ｄ)塞翁失馬。

經濟學裡有一個奇妙的八○二○定律，它最初由
義大利的經濟學家帕托雷所提出，因為他觀察到義大
利二○%的人口掌握了全國八○%的財產；後來還發
現，這個財富分配定律亦適用於多數國家。隨後，它
又被延伸到很多領域，譬如一個公司八○%的收益來自
公司二○%的產品或客戶；有二○%的人可以實現他們
八○%的願望，而八○%的人卻只能實現他們二○%的願
望。
它甚至被認為是一種「宇宙法則」
，因為對人至關
重要的氧氣只佔空氣的二○%，人體有八○%的成分是
水，雖然必須，但卻很平常，……。中國的一句老話
「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 」(不如意的人生佔了八○
%)，說的大概也是這個意思。的確，絕大多數人的人
生，有八○%的時間即使不是不如意，但也都花在一些
無謂或無趣、一再重複的瑣事上，譬如吃飯、睡覺、
讀書、做功課、上班、做家事等等，真正讓人意興風
發、驚喜交集、心醉神迷事件的美妙時刻，譬如出國
旅遊、比賽得獎、考上第一志願、和自己喜歡的人談
戀愛、新婚等等，可能還不到二○%。有人因此延伸出
「八○二○人生哲學」
：人生的精華就在那些美妙而短
暫的時刻，我們要為它們而活，將八○%的無趣時間當
作是二○%美妙的時刻的醞釀準備階段，就好像你辛苦
工作或上課五天，然後有兩天的假期可以出去遊玩一
番。能夠這樣想，當然也不錯，因為它可以讓我們為
了得到更美好的收穫，而忍受長時間的耕耘。但如此
一來，人生大部分的時間就都成了換取美妙時刻的一
種過渡或工具，它們本身好像失去了自己的意義。其
實，更積極地或者說真正的「八○二○人生哲學」應
該是：人生雖然因為那二○%的美妙時刻而顯得迷人，
但一個人要經常覺得快樂與滿足，卻必須對那八○%的
時間內所做的事，包括讀書、做功課、上班、做家事、
等車、吃飯、理髮、澆花、倒垃圾……等等感到喜悅。
因為那才是每個人大部分的人生，而我們真正需要的
也是這種能將平凡視為喜悅的人生哲學。
王溢嘉〈八○二○人生哲學〉
30.(
)下列敘述，何者最符合作者認為真正的「八○
二○人生哲學」？
(Ａ)真正的幸福，來自全心投入到對目標的追求之中
(Ｂ)一個人能從日常平凡的生活中發現快樂，就是幸福
(Ｃ)幸福的秘訣是得到自由，而自由的勇氣是秘訣
(Ｄ)一個人的理想越多，越有可能幸福。
31.(
)關於「八○二○定律」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Ａ)由義大利經濟學家觀察空氣與水的比例而發現
(Ｂ)本定律只適用於義大利人口財產分配比例
(Ｃ)「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即本定律的例外
(Ｄ)普遍適用於多數國家且延伸至各種領域。
32.(
)作者認為我們在面對二○%與八○%的時間
時，應抱持怎樣的態度？
(Ａ)同樣感到喜悅
(Ｂ)只對二○%時間感到喜悅
(Ｃ)只對八○%時間感到喜悅
(Ｄ)同樣內心平靜。

閱讀題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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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立弘道國中一零六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二次定期評量九年級作文試題
題目： 從那件事中，我發現了不一樣的自己
說明： 也許你總是無法在籃球場上與人搶快爭球，嘗試練投三分球後，才發現自己可以成為一名稱職的射手；也許你一直以為自己內
向害羞，擔任義工之後，卻發現自己也可以大方地付出愛與關懷；也許你曾為嗓門太大感到困擾，卻在園遊會叫賣時，發現自己
聲音的特點也可以發揮作用……。 你，曾從哪件事中發現了不一樣的自己？又給了自己什麼樣的新評價？請以「從那件事中，
我發現了不一樣的自己」為題，寫下你的經驗、感受或想法。

【 答 案 卷 】

班級：
非選擇

座號：

姓名：

選擇

（36％）

總分

（64％）

【注意事項】答案卷一律使用藍色或黑色原子筆作答,不可用鉛筆
一、國字注音:10% (每字 1 分)
1

2

3

4

5

6

7

8

9

10

二、注釋: (1-7 題,一題二分；8-9 題，一題一分)(16%)
1

6

2

7

3

8

(一分)

4

9

(一分)

5

三、默寫：10％（多字、少字、錯漏字各扣一分，扣完為止）
噫！習之中人甚矣哉！……，而窪者若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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