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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翰林版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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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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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共 14 字，每字 1 分，總計 14 分）
1.「懲」罰
3.聲名狼「ㄐㄧˊ」
5.「呀」然驚恐
7.解救人「質」
9.來勢「ㄒㄩㄥ」ㄒㄩㄥ
11.高瞻遠「ㄓㄨˇ」
13.「溘」然長逝

2.聲音清「ㄘㄨㄟˋ」
4.聰明「ㄖㄨㄟˋ」智
6.「ㄎㄜ」臼
8.無一「ㄒㄧㄥˋ」免
10.遭到雷「ㄐㄧˊ」
12.「ㄒㄩㄢˋ」染
14.細「ㄋ一ˋ」

二、註釋：15％（1～5 題每題 2 分，6～10 題每題 1 分）
1.夏蚊成雷
2.詛咒
3.蹣跚
4.曙光
5.漣漪

6.「項」為之強
7.「罹」患
8. 勾留
9.「呀然」驚恐
10. 囑咐

三、默寫：7％（請務必抄題，多、少、錯字皆 1 字扣
1 分，總計 7 分，扣完為止）
夏蚊成雷…………項為之強
四、配合題：8％（請將下列成語填入格子中，
每格 1 分）
A.韜光養晦
D.瑕不掩瑜
G.咎由自取
J.得隴望蜀

B.運籌帷幄
E.蚍蜉撼樹
H.窮兵黷武

C.相濡以沫
F.爾虞我詐
I.擲地有聲

魏國多年來 (1) ，四處征討，國力頗有耗損，但仍
保有一定的實力。吳、蜀二國若各憑一國之力，想要
與之抗衡，就有如 (2) ，終究無法如願。
而此次魏軍主帥乃司馬懿，此人雖然剛愎自用，
但對應其足智多謀，其缺點仍屬 (3) 。而蜀軍守城
者，則為曾於南陽隱居，過著 (4) 生活的諸葛亮，
他面對司馬懿大軍壓境，依然 (5) ，笑容可掬，雖
然雙方彼此 (6) ，互不相讓，但以逸待勞，其結局
可想而知。
經此役後，司馬懿雖 (7) ，魏軍初嘗敗績。但

座號：

姓名：

吳、蜀兩國因長年征戰，國力損耗極大，日後僅能靠
互相結盟，彼此 (8) ，以求偏安。
五、單一選擇題 56％（共 28 題，每題 2 分，總計 56 分）
1.下列各組「 」的注音寫成國字後，何者相同？
（A）「ㄐㄧㄤ」硬/「ㄐㄧㄤ」屍
（B）
「ㄐㄧˊ」需救助/「ㄐㄧˊ」度放縱
（C）
「ㄩ」腐/「ㄩ」迴
（D）一籌莫「ㄓㄢˇ」/一「ㄓㄢˇ」燈
2.下列各選項「」中的注音寫成國字後，何者相同？
（A）落入「ㄎㄜ」臼／南「ㄎㄜ」一夢
（B）回「ㄙㄨˋ」過往／花蓮「ㄙㄨˋ」溪
（C）
「ㄓㄨㄥ」鼎山林／「ㄓㄨㄥ」愛一生
（D）和風吹「ㄈㄨˊ」／無遠「ㄈㄨˊ」屆
3.下列「」中，所運用的量詞，正確的有幾個？（甲）
一輪新月（乙）一葉扁舟（丙）一襲對話（丁）一
道彩虹（戊）一幀書畫（己）一輛火車
（A）3 個
（B）4 個
（C）5 個
（D）6 個
4.下列各選項的用字，何者完全正確？
（A）經過四十年的流浪，摩西帶領族人終於來到上
帝所應吮的嘉南之地
（B）這只是一椿小事不勞你費心
（C）兒子的死，讓他們夫婦終身痛撼
（D）走進廟裏，樑柱上鐫刻著一副對聯
5.（甲）撒手人寰（乙）行將就木（丙）圓寂（丁）彌
留（戊）香消玉殞（己）病入膏肓（庚）日薄西山。
以上各選項中，具有「已死亡」含意者，共有幾個?
（A）2 個
（B）3 個
（C）4 個
（D）5 個
6.關於畫貓的男孩這篇課文的描述，下列何者錯誤?
（A）作者小泉八雲在希臘出生，並非土生土長的日
本人
（B）
「怪談」為日語對靈異故事的總稱
（C）男孩生性溫順，常常因畫貓而造成老和尚的困
擾
（D）故事中直接描述貓鼠纏鬥的情節
7.下列選項中，那一個選項的「之」字所指對象，異於
其他三者？
（A）觀「之」
，興正濃
（B）昂首觀「之」
（C）為「之」怡然稱快
（D）使「之」沖煙飛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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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下列有關兒時記趣的描述，何者錯誤？
（A）在寫作技巧上，作者運用了許多譬喻和誇飾
技巧
（B）全文以「物外之趣」貫串全文
（C）全文採用第三人稱的角度寫成
（D）作者是透過豐富的想像力和生動的筆法，來鋪
敘童年往事
9.沈復在兒時記趣中，強調自己有敏銳的觀察力及想像
力，而此兩個能力也讓他的童年生活更多彩繽紛，
其意境最接近下列何者？
（A）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
（B）山光水色青於藍
（C）仁者樂山，智者樂水
（D）萬物靜觀皆自得
10. 「我買幾個橘子去，你就在此不要走動」這裏所使
用的語氣，同於下列何者？
（A）我那時真是聰明過分，總覺得他說話不大漂
亮。
（B）記住，你必須在這節下課，完成打掃工作。
（C）出門前，記得要多帶件衣服喔！
（D）大約大去之期不遠矣。
11.「鞭數十，驅之別院」中的「鞭」字，原為名詞，在
此作為動詞使用，該種修辭法，被歸屬為「轉
品」
，下列那一個選項所使用的轉品型態，異於
其他三者？
（A）春風「風」人
（B）他今天的穿著很「巴黎」
（C）曲肱「枕」之
（D）我很「寶貝」我的衣服
12. 針對「孩子的鐘塔」一文之描述，下列何者錯誤？
（A）這是一篇藉事抒懷的文章
（B）尼可拉斯的父母化小愛為大愛，以「捐贈器官」
的方式，來紀念兒子
（C）本文作者因曾有喪子之痛，故「睹物思情」亦
能體會尼可拉斯父母的痛苦決定
（D）作者李黎的作品，前期以散文為主，後期則以
小說為主
13. 下列那一段敘述是「背影」一文的「轉折點」？
（A）父親跨過月台，為作者買橘子
（B）父親來信，提到自己大去之期已不遠
（C）祖母過世，父親丟了工作
（D）父親和腳夫議價
14.畫貓的男孩故事中的小男孩，若在長大後想以自己的
例子為主題，作一場「勵志性」的演講，採用哪一
個標題最適當？
（A）專心致志，開創未來
（B）鬼怪世界的奧秘
（C）青出於藍，更勝於藍
（D）風生雲湧好運來

15.「唉！我現在想想，那時真是太聰明了！」下列何者
所使用之修辭與其不同？
（A）我的菜燒得很成功，我先生決定要請佣人了
（B）如果和烏龜賽跑，你一定第一名
（C）看你這麼努力，將來一定會很有成就
（D）連這麼大的字都會抄錯，你的眼睛真雪亮
16.鳴人的寒假作業，是寫一篇關於朱自清的生平及作品
的報告，請問下列那兩本書才能完全符合他的需求，
找到他要的資料？
（A）蹤跡、歐遊雜記
（B）經典常談、生之歌
（C）二十世紀作家身影、超越自己
（D）朱自清集、市井傳奇
17. 下列「」中的字，那一組的詞性不相同？
（A）神遊「其」中／蹲「其」身
（B）龐「然」大物／怡「然」自得
（C）
「項」為之強／注意事「項」
（D）物外「之」趣／送孟浩然「之」廣陵
18. 下列各句「」中的字，在替換之後，何者意思改
變？
（A）舉「箸」提筆→筯
（B）我上了車，
「揀」了最靠近車門的位置坐下
→撿
（C）他抱著橘子「望」回走了→朝
（D）他再三的告「誡」兒子→戒
19. 下列各選項中，所使用的成語，何者有誤？
（A）振聾發聵：比喻大聲疾呼，以喚醒愚昧麻木
的人
（B）暴虎馮河：比喻人有勇無謀，行事魯莽草率
（C）兩腳書櫥：形容見識廣博，有學問的人
（D）秋扇見捐：比喻女子失寵遭受冷落
20.依據適合青少年閱讀的類型讀物，下列何組配合
正確？
（A）先別急著吃棉花糖→心理勵志
（B）觀念科學小學堂→工具書
（C）電學之父─法拉第的故事→自然科普
（D）哈利波特→歷史與傳記
八月間，父親從大陸來信，說是中秋節過後，又要
從北方去南京，寄居親戚家。信尾寫道：「走投無路，
心神不寧，晚年漂泊，不勝感嘆！」
父親今年八十六歲，我們算起來已有四十五年未見
面了，遠在盧溝橋事變後，我和母親離開青島南下避難
。那天父親穿了件淺灰色的西服，送我們上車，對我說
：「好好地幫你媽看好這隻皮箱！」我知道這是父親新
買的一隻，中型，褐色，是他短途旅行用的。這是我第
一次和父親道別，不！可能是最後一次的見面。……此
後，天南地北，總是見不了面。但我離開他愈久，對這
隻皮箱的感情愈深。年輕時一無所有，它是我唯一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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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漂泊時零丁無依，它是我唯一的安慰。就這樣，提
了它在漫漫長路上獨行，伴我上中學、大學，伴我渡過

所有的人都看不下去了。因為過於憤激，過於衝動，冷
靜不下來，所以，就沒有檢討自己的機會。以過去的一

臺灣海峽。

事一例裝門面，以往日的經歷年資充殼子，對過去一點
一滴自滿自慰，對未來卻充滿了無饜的奢望；可是，對
現在的一切繳了白卷，甚至在珍貴的卷頁上胡畫了一陣
，卻毫不相干。因此，他怨天尤人，還自以為理直氣壯
。
（蔣經國 凌霜雪而彌勁）

（夏菁 父親的皮箱）

21.根據上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依照文意，作者在寫這篇文章時，父親已不在
人世
（B）本文寫作的方式，是採「觸景生情」的模式
（C）作者離開父親時，其父正處於中年時期
（D）作者對於這隻皮箱之所以有深厚的感情，是因
為父親曾交代：要好好看牢皮箱
22.從本文中可以感受到作者的何種情感？
（A）鶼鰈情深
（B）舐犢情深
（C）椿萱並茂
（D）孺慕之情
正始年間，周南為襄邑長。一日，有鼠著衣冠出廳
堂，語周南曰：「爾某日當死。」周南不應。至其日復
出，冠幘絳衣，又語周南曰：「爾日中當死。」復不應
。鼠入。日適中，鼠又出曰：「周南！汝不應死，我復
何道！」遂顛蹶而死，即失其衣冠。視之，則如常鼠也
。
（改寫自藝文類聚．卷九十五．引列異傳）
註：○
１ 幘：頭巾。
○
２ 絳衣：紅衣。

23. 「周南！汝不應死，我復何道！」，請由上下文來判斷：
「汝不應死」一詞，應該作何翻譯？

（A）你不應該死
（B）你不應驗預言而死
（C）你不願意死
（D）你不立即死
24. 下列哪一句主語所指的對象並非老鼠？
（A）至其日復出
（B）冠幘絳衣
（C）著衣冠出廳堂
（D）復不應
天下不如意事十常八九。有些人遭受失敗，往往不
肯先去打量自己做錯些什麼？失敗的因素究竟在哪裡
？只是忿忿不平、怨天尤人，好像一群人都不足以共處
，都看作是他的障礙物、絆腳石。人人都對不起他，人
人都是冤家。性子和善些的，把一股氣向肚子裡嚥，還
認為他自己有涵養、有度量，不知去檢討自己，拔出病
根來。另一種人，眼睛紅了，經脈脹了，到處吐苦水、
叫冤枉，吹動了他一根毫毛，便成了深怨大仇，甚至連

25. 「在珍貴的卷頁上胡畫了一陣」是比喻什麼？
（A）不能珍惜現在的光陰，作有價值的奉獻
（B）不能珍惜畫紙，進行繪圖前的布局規畫
（C）不愛惜物力，奢侈浪費
（D）不懂得善用筆墨，繪出好作品
26. 本文主旨在告訴我們什麼？
（A）我們要學會忍氣吞聲，化暴戾為祥和
（B）天下不如意事十之八九，不必斤斤計較
（C）凡事要理直氣壯，不可示弱
（D）失敗了要自我反省，拔出病根
鄰僅老夫婦二人，灌園為業，知余夫婦避暑於此，
先來通慇勤，並釣池魚，摘園蔬為饋。償其價不受；芸
作鞋報之，始謝而受。時方七月，綠樹蔭濃，水面風來
，蟬聲聒耳；鄰老又為製魚竿，與芸垂釣于柳蔭深處。
日落時，登土山，觀晚霞夕照，隨意聯吟，有「獸雲吞
落日，弓月彈流星」之句。少焉，月印池中，蟲聲四起
，設竹榻於籬下，老嫗報酒溫飯熟，遂就月光對酌，微
醺而飯。
（沈復 避暑記樂）
註：○
１ 慇勤：誠意周到。
○
２ 饋：贈送。
○
３ 償：報酬。
○
４ 聒：吵雜。
○
５ 少焉：不久。
○
６ 老嫗：老婦人。

27.從文意判斷「灌園為業」中的「灌園」是指栽種
什麼作物而言？
（A）種花
（B）種蔬果
（C）種稻米
（D）種玉米
28.「獸雲吞落日」的「獸雲」是指什麼？
（A）狀如獸形的雲層
（B）快速移動的雲層
（C）風雨欲來前的雲層
（D）被勁風吹散的雲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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