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市立弘道國民中學一零六學年度第一學期 七年級 國文科 第一次定期評量
＜範圍：翰林版國文課本及習作第一冊第一課至第四課、《成語突破》第1～2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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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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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辨音析形：請寫出引號內的國字或注音（10%）

1. 溫「ㄒㄧㄣ」和樂
3.「ㄏㄜˊ」上雙眼
5. 豪放不「ㄐㄧ」
7. 「輾」轉難眠
9. 下「榻」飯店
二、

2. 情感真「ㄓˋ」
4. 伸長「ㄊㄥˊ」蔓
6. 仰視俯「ㄎㄢˋ」
8.「傾」慕不已
10. 高聳「矗」立

審字言義：請寫出字或詞的注釋（20%）
（1~8

題每題 2 分，9~12 題每題 1 分，錯一字扣一分）
1. 朦朧
2. 煙花
3. 漁火
4. 何嘗
5. 莫名
6. 山「巒」
7. 哄堂大笑
8. 夢寐以求
9. 欲「窮」千里目
10. 送孟浩然「之」廣陵
11. 「下」揚州
12. 無「庸」置疑
三、

寫詩作對：請以詩句回答問題（10%）（每題五

分，多字、少字、錯字、漏字皆各扣一分，扣完為
止）
1. 請默出〈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中，敘寫送行
人離情的兩句詩句。
2. 請默出張繼〈楓橋夜泊〉中，遊子泊宿楓橋所見
景物的兩句詩句。
四、

引經據典：請就文句脈絡，填入適當的成語代

號（8%）
施嵐和董華二人都隨歐陽大師追求學問，施嵐能
言善辯，（1），但當歐陽大師要施嵐習寫文章時，處
事投機的施嵐常不願苦心思索，每以（2）之作交給老
師，敷衍了事，因此，施嵐縱有不錯的口才，也僅止
於紙上談兵而已，並無實際的學問及成就，無怪乎施
嵐進京應考，（3），只能徒羨他人榜上有名。
反觀董華，從小生長在生活困頓、
（4）的家庭，為
求日後能出人頭地，董華有著力爭上游的決心，遇有
不懂之處，絕不囫圇吞棗，都一定要（5）才肯罷休，
經過數年（6）地努力，董華的學問已是（7），令歐陽
大師感到欣慰，而此次京城考試，董華（8），奪得第
一，真是實至名歸。

座號：
A
D
G
J
M

青出於藍
尸位素餐
翻山越嶺
江河日下
咫尺天涯

五、

姓名：
B
E
H
K
N

拾人牙慧
融會貫通
鍥而不捨
獨占鰲頭
一貧如洗

C
F
I
L
O

雪上加霜
改弦易轍
名落孫山
口若懸河
退避三舍

慎思細想：請依題意選出最適當的選項（44%）

1. 以下哪一組字詞引號中的字是相同的？
（A）美輪美「ㄏㄨㄢˋ」／四肢癱「ㄏㄨㄢˋ」
（B）英姿「ㄏㄨㄢˋ」發／「ㄏㄨㄢˋ」然一新
（C）千呼萬「ㄏㄨㄢˋ」／脫胎「ㄏㄨㄢˋ」骨
（D）軍心「ㄏㄨㄢˋ」散／偷天「ㄏㄨㄢˋ」日。
2. 以下哪一組字詞引號中的字音是相同的？
（A）
「匹」夫之勇／一「匹」布
（B）不可斗「量」／等「量」齊觀
（C）錄口「供」／三牲「供」品
（D）撫「養」小孩／奉「養」雙親。
3. 以下哪組字詞引號中的意思是相同的？
（A）白日依山「盡」／不「盡」相同
（B）
「故」人西辭黃鶴樓／缺乏雅量的緣「故」
（C）
「供」不應求／提「供」所需
（D）
「撒」了滿地／「撒」手人寰。
4. 意思相同的字所組成的詞，稱為「同義複詞」
。以下
那一選項，並不屬於「同義複詞」？
（A）選購
（B）聆聽
（C）摩擦
（D）尋找。
5. 周老先生年幼失學，而今跟著孫子學習，以下哪一選
項的用字正確？
（A）莎莎對新奇的事物很有興趣，常喜歡買「泊」
來品；月竺卻一向生活簡樸，淡「泊」名利。
（B）曼姝外形「俏」麗，韋翰委託育庭幫他「梢」
個口信，想約曼姝見面，得知曼姝答應此事，韋
翰不覺喜上眉「梢」。
（C）這對「鑾」生兄弟，經過山「巒」起伏的錯綜
山谷，遇到「蠻」不講理的山賊洗劫財物，被棄
置於「蠻」荒地帶，真是命運坎坷。
（D）小丑登上臺「階」
，表演詼「諧」逗趣，使貴族
「階」級也不禁笑岔了腰，無形象可言了。
6. 忻淳老師要門下弟子講出有關唐代絕句的格律，請問
哪一位學生的敘述有誤？
（A）又純：絕句每首四句。
（B）芳頡：每句字數一定，有五、七言之分。
（C）信豪：用字有特定的平仄限制。
（D）仁俊：偶數句須押韻，第三句末字可押可不押。
可以換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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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以下有關唐詩的敘述，何者錯誤？
（Ａ）〈登鸛雀樓〉寫景中蘊含哲理，
〈黃鶴樓送孟浩
然之廣陵〉及〈楓橋夜泊〉則為情景交融的抒情
詩。
（Ｂ）
〈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詩眼重在「孤」
，
〈楓
橋夜泊〉的詩眼則落在「愁」。
（Ｃ）
〈登鸛雀樓〉
、
〈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
、
〈楓橋
夜泊〉三首詩皆押ㄡ韻。
（Ｄ）
〈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
、
〈楓橋夜泊〉二詩，
都是首句入韻的詩。
8. 在文字描述上，文人作家有時會藉映襯手法，在景物
上以對比方式加以凸顯，加深文章的效果，下列哪一
段文句並未見「對比烘托」的痕跡？
（A）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
（B）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
（C）故人西辭黃鶴樓，煙花三月下揚州。
（D）朦朧地，山巒靜靜地睡了！朦朧地，田野靜靜
地睡了！………只有綠色的小河還醒著，低聲地
歌唱著溜過彎彎的小橋。
9. 借用原事物的局部特徵代替整體，或用與它有密切關
係的事物來代替其本來名稱的修辭，稱為「借代」，
以下哪一選項所代替的事物有誤？
（A）白衣天使――護士
（B）干戈――戰爭
（C）走向紅毯的另一端――結婚
（D）巾幗――男子。
10. 文人在處理詩句時，有時為了使音韻和諧，便調整
字詞的順序，使用「倒裝」，下列哪一選項，句子倒
裝之後，意思改變？
（A）黃河入海流→海流入黃河
（B）夜半鐘聲到客船→半夜鐘聲到客船
（C）欲窮千里目→目欲窮千里
（D）田園寥落干戈後→干戈後田園寥落。
11. 使用「擬人」修辭，可使文句更為親切活潑，以下
哪一選項不是「擬人」修辭？
（A）爸爸的手，是我們家的筷子，伸到海裡去，把魚
蝦夾回來。
（B）冬天想和我握握手，我不喜歡！立刻把雙手藏進
口袋裡。
（C）太陽先生架著金車從天空走過，向日葵的眼睛也
跟著它轉。
（D）蟬的歌兒很好聽，可是要到夏天才唱；牠們喜歡
讚美金色的陽光。
12. 林豪進入一座破舊石窟，發現地上散落了四片竹
簡，
（甲）將軍夜引弓（乙）沒在石稜中（丙）林暗
草驚風（丁）平明尋白羽。仔細察看，發現它是一首
絕句，這首詩的正確順序應為以下何者？
（A）甲乙丙丁
（B）丙甲丁乙
（C）乙丁甲丙
（D）丁丙乙甲。

13. 有關歷代文人作家的敘述，下列何者有誤？
（A）楊喚的童詩感情真誠豐富，充滿童趣，被譽為
臺灣兒童文學的先驅。
（B）王之渙擅於描寫邊塞風光，其〈涼州詞〉是最
有名的邊塞作品。
（C）李白詩歌創作的題材廣泛，後世尊稱他為「詩
聖」
，與杜甫齊名。
（D）宋晶宜在中學時期就開始寫作投稿，作品以散
文和報導文學為主，文筆清新自然。
14. 有關文章的內容分析，下列哪一選項的敘述有誤？
（A）
〈夏夜〉文中，夏夜到來時，以「街燈亮起來」
表述，其後則以「珍珠」譬喻月亮，以「銀幣」
譬喻星星，呈現夏夜富麗之美。
（B）
〈夏夜〉藉色調敘寫的轉換，由暖色調轉入冷色
調，呈顯出夏夜時間的移轉，由熱鬧趨而至於寧
靜。
（C）
〈雅量〉以夾敘夾議的寫法，論述人與人之間，
應有容忍和尊重的雅量。
（D）
〈做自己的貴人〉以先敘後議的形式，說明對人
真誠，對事求善，便可做自己的貴人。
15. 文淵為了準備第一次段考的國文科，花了時間整理
考試內容，以下敘述何者有誤？
（A）
〈夏夜〉中「只有夜風還醒著，從竹林裡跑出來」
，
給人夏夜裡清涼的感受。
（B）〈雅量〉以「實例故事法」開頭，採「說明、舉
例、再說明、再舉例」的方式論說。
（C）〈做自己的貴人〉以故事開展文章，並穿插人物
對話，可看出人物的個性。
（D）
〈做自己的貴人〉文末提出「做自己的貴人」
，歸
納出故事的啟示。
16. （甲）一□銅幣（乙）一□畫卷（丙）一□鞋（丁）
一□窗（戊）一□大樓，以下哪一選項所填入的量詞
完全正確？
（A）個、副、雙、扇、幢
（B）枚、幅、雙、扇、棟
（C）塊、副、支、扇、幢
（D）枚、幅、支、扇、棟。
17. 怡斐不能接受他人對她的任何一點建議或批評，甚
至對他人生氣，文郁想藉機勸她，請問哪一選項的詞
語不適合？
（A）人的心只有拳頭那麼大，可是一個好人的心是容
得下全世界的。
（B）得放手時須放手，得饒人處且饒人。
（C）地不耕種，再肥沃也長不出果實；人不學習，
再聰明也目不識丁。
（D）寬容意味著尊重別人的各種信念。
18. 「無論怎麼難看的樣子，還是有人喜歡，所以不怕
賣不出去」
，文中「不怕賣不出去」使用兩個否定詞
表示「肯定」之意，以下哪一選項並無「雙重否定」
的現象？
（A）無論功能多簡單的手機，還是有人喜歡，不怕
沒人購買。
（B）即使資質再差的同學，也不可能一無長處。
（C）得知比賽進入決賽，大家無不興高采烈。
（D）冠倫到圖書館找資料研究專題，不知不覺已過
了六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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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依文意判斷，以下哪一選項引號中的詞義是相同
的？
（A）玉山是臺灣第一「高峰」，因雲霧罩頂，天晴時
遠望如白石而得名／導演李安經過數年不斷地閱
讀、看片、寫劇本，陸續拍出具有深度的電影，
終於攀上事業的「高峰」
（B）辛老爺每日照顧園裡的植物，看到滿園桃樹「結
果」
，頗感欣慰／演唱會在所有工作人員的努力
下，終有圓滿「結果」
（C）明天的晚宴將有許多達官「貴人」會到場，所以
出席時得特別注意服裝要合宜／費雯在人生低潮
時，因有「貴人」助她度過難關，使她重拾勇氣，
面對坎坷的際遇
（D）燕翎經過三年努力，終於等到自己的名字出現在
榜單上面，頓時，心中產生「莫名」的激動／逸
凡到外地旅遊，不幸落難，竟又能他鄉遇故知，
獲得幫助，讓她驚奇「莫名」。
20. 以下哪一選項與「火紅的太陽也滾著火輪子回家了」
的時間相同？
（A）剩下了牛女二星／在情淚積成的天河／滑起輕
妙的小艇／唱著哀婉的情歌。
（B）雙翅一翻／把斜陽掉在將上／頭白的蘆葦／也
妝成一瞬的紅顏了。
（C）柔鬚伸出去／一行青碧的詩句／攀上籬笆／那
牽牛花／日／出。
（D）一只便當／一 個 我／灼灼的陽光／在窗外
伴奏。
21. 以下哪一選項詞語的關係異於其他三者？
（A）坐井觀天／以蠡測海（B）抱薪救火／揚湯止沸
（C）文過飾非／洗心革面（D）因噎廢食／削足適履。
22. 以下哪一選項所含的情感與其他三者最不同？
（A）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
（B）我住長江頭，君住長江尾，日日思君不見君，共
飲長江水。
（C）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
（D）今夜鄜州月，閨中只獨看。遙憐小兒女，未解憶
長安。
六、

抽絲剝繭：請依文章及題意選出最適當的答案

路上的車輛很多，巴士司機放慢車子行駛的速
度。她感到懊惱，上班族的懊惱。如果她乘坐丈夫的
摩托車，在路上如花蝴蝶般地東閃西鑽，向前挺進，
便不用嘗交通阻塞之苦，也不用擔心遲到了。
和一般女性一樣，她並不喜歡乘坐摩托車。那令
人討厭的鋼盔，把辛辛苦苦梳好的髮型糟蹋了。遇到
下雨天，更是弄得狼狽不堪。
她丈夫也是她的同事，是公司的督工，向來使用
公司的車子。就在兩個月前，公司的經濟出現危機，
實行緊束銀根政策，停止提供車輛給督工使用。她要
他買一輛汽車。他想到公司已經停止加薪，又取消午
餐和車費津貼，無形中減了薪，而且隨時會被裁退。
要維持一輛汽車，不但吃力，而且冒險。因此，他決
定買一輛摩托車代步。他當然無所謂，還沒有升做督
工之前，他騎著摩托車到處打工，至少也有三五年。
但是她可不同了，總算念過一年大學，坐在摩托車上
拋頭露面 ，真不是 滋味。記 得第一次 乘坐摩托 車上
班，公司裡的同事便七口八舌地說個沒完沒了，她受
了一肚子委屈。當天下班，她死也不肯跟他回去，自
己搭巴士回家，那晚免不了大吵一頓。後來經過他多
次地規勸，她才勉強坐上他的摩托車。
這時，巴士轉了一個彎，便停止不前。雨水從關
上的車窗的隙縫溢進來，濺在她淡灰的裙子上。
「這種鬼天氣，不遲到也遲到，真倒楣。」她自言
自語。今 早，烏雲 密布，狂 風大作， 她知道會 下大
雨，所以堅持搭巴士上班，又跟他吵了一頓。
「哇！死亡車禍！」車上的一個男乘客突然說道。
她下意識地望出窗外，只見交界處，兩輛汽車碰
撞在一起，一輛摩托車、一輛腳踏車卻平躺在汽車旁
邊的路面。令人怵目驚心的是，在摩托車的旁邊，躺
著一個人，用幾張報紙蓋住，只露出一雙腳板。
她有一種不祥之兆，仔細看摩托車的車牌，那號
碼使她昏眩。
她不顧巴士司機的阻止，扭轉自動開關，從後門
衝下巴士，飛奔到肇事地點。圍觀的人起了一陣子騷
動。
「大平！你不要死！」
隨著一聲劃破陰冷天際的哀嚎，她整個人栽在他
身上。溼透的報紙，被她用力一擁，破爛不堪，露出
一張老人家的面。她一時驚嚇得顫抖不已，接著又感
到不知所措。
這時，一個青年從人群中出現，一跛一跛地走上
前。
她驚呼一聲，衝上前把他緊緊環抱住。
爬滿她臉頰的，有淚，也有雨。
（
《世界華文微型小說名家名作叢編》
）
23. 在（甲）詩中，哪一種修辭技巧沒有出現？
（A）摹寫
（B）倒裝 （C）轉化 （D）類疊。
24. （乙）詩所敘，為哪一季節？
（A）春季
（B）夏季 （C）秋季

（8%）
（甲）雨
楊喚
憂愁夫人的灰色的面紗，／快樂王子的痛苦的眼淚，／
把我屋子裡的太陽輕輕網住，／把我窗外的夜叮叮噹噹
地敲響，／哎，我再也不能入睡，再也不能入睡。
（乙）清明
杜牧
清明時節雨紛紛，路上行人欲斷魂。借問酒家何處有，
牧童遙指杏花村。
（丙）雨
林錦
這陣赤道雨，下得真大，也下得真久。
她坐在車廂後部靠窗的一個座位，一臉悶悶不樂的
神情。

（D）冬季。

25. 就（丙）文而言，以下哪一選項的敘述正確？
（A）她從沒坐過摩托車上班
（B）她沒念過大學
（C）她的丈夫在車禍中死亡
（D）騎腳踏車的老先生，車禍身亡。
26. 觀照（甲）
（乙）
（丙）三篇，以下敘述哪一選項有誤？
（A）（甲）詩寫出「雨」的外在形象和內在特質，也
藉視覺、聽覺的描摹凸顯不能入睡的心緒。
（B）（乙）詩寫出了出門在外的行旅人隻身冒雨前行
的淒迷心境。
（C）（丙）文中的她常和他吵架，可見她並不愛他。
（D）在三篇文章中，皆藉「雨」烘托出文中人物的愁
苦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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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 案 卷 】

班級：

座號：

姓名：

※請用藍筆或黑筆將答案寫在答案卷上，不可用鉛筆。
一、辨音析形：請寫出引號內的國字或注音（10%）
1

2

3

4

5

6

7

8

9

10

馨

摯

闔

藤

羈

瞰

ㄓㄢˇ

ㄑㄧㄥ

ㄊㄚˋ

ㄔㄨˋ

二、審字言義：請寫出字或詞的解釋（20%）（1~8 題每題 2 分，9~12 題每題 1 分，錯一字扣一分）

1

模糊不清的樣子，此指月色昏暗

2

形容春天百花盛開，如煙似霧的情景

3

漁舟上的燈火

4

何曾、未曾

5

無法形容

6

連綿的山峰

7

眾人同時大笑

8

睡夢中還在尋找追求，形容願望強烈

9

極盡

10

往、去

11

指順流而下

12

需要

三、寫詩作對：請以詩句回答問題（10%）（每題五分，多字、少字、錯字、漏字皆各扣一分，扣完為止）
1

孤帆遠影碧山盡，唯見長江天際流

2

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

四、引經據典：請就文句脈絡，填入適當的成語代號（8%）
1

2

3

4

5

6

7

8

L

B

I

N

E

H

A

K

五、慎思細想：請依題意選出最適當的選項（44%）

1. ＢＡＣＡＤ

6.ＤＣＢＤＡ

21.ＣＡ

23. ＢＡＤＣ

六、 抽絲剝繭：請依文章及題意選出最適當的答案（8%）

11.ＡＢＣＡ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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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ＢＣＤＤＢ

市立弘道國中一零六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定期評量七年級作文試題
題目：國中生活的一天
說明：由小學升上國中，進入了新的階段，每節上課時間變長，授課的老師變多，課業變重了，考試也增多了，自己得學著

獨立解決問題，不再隨時依賴老師……。請你以「國中生活的一天」為題，敘述和國小不同的國中生活，書寫對國中
生活的感想及期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