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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立福營國民中學 107 學年度第二學期國文科第三次段考 

單一選擇題:共 40題，一題 2.5分，共有 4頁 

1(  )下列「」中的注音寫成國字後，何組字形相同？ 

     (Ａ)驅「ㄓㄨˊ」出境／夸父「ㄓㄨˊ」日   

     (Ｂ)自「ㄒㄩㄣˊ」煩惱／「ㄒㄩㄣˊ」規蹈矩    

     (Ｃ)投「ㄏㄨㄞˊ」送抱／指桑罵「ㄏㄨㄞˊ」    

     (Ｄ)名「ㄗㄠˋ」一時／心浮氣「ㄗㄠˋ」。 

2(  )下列「」中的國字寫成注音後，何組字音相同？ 

     (Ａ)信手「拈」來／霸「佔」財產  

     (Ｂ)「逕」行告發／小腿「痙」攣 

     (Ｃ)「拱」手讓人／「供」給食物  

     (Ｄ)清「醒」一時／「惺惺」作態 

3(  )下列「 」中的字，何組意思兩兩相同？ 

     (Ａ)親「朋」好友／碩大無「朋」  

     (Ｂ)「蓋」竹柏影也／「蓋」一癩蝦蟆是也  

     (Ｃ)「露」出馬腳／朝「露」  

     (Ｄ)比肩繼「踵」／鼻青臉「腫」 

4(  )「名勝古□、□少成多、屢創佳□、醃□食品。」以 

     上缺空處的字，依序宜填入下列何者？ 

    (Ａ)蹟、積、績、漬  

    (Ｂ)積、績、漬、蹟  

    (Ｃ)績、漬、蹟、積  

    (Ｄ)漬、蹟、積、績。 

5(  )蘇軾的記承天夜遊是一篇安排巧妙的小品文，其內容   

     結構依序為何？ 

  (Ａ)敘事抒懷寫景     

     (Ｂ)說理寫景抒懷  

     (Ｃ)敘事寫景抒懷 

  (Ｄ)抒懷敘事寫景 。 

6(  )下列詞語，何者沒有錯別字？ 

  (Ａ)風行草演 

  (Ｂ)名日黃花 

  (Ｃ)瓜瓞棉棉  

  (Ｄ)芒刺在背。 

7(  )楊逵說：「我仍然在寫，只是，我是以鋤頭在大地上寫 

     詩而已。」這段話的涵義與下列何者最接近？ 

     (Ａ)因文思枯竭只好棄文從農  

     (Ｂ)充實過生活也是一種創作  

     (Ｃ)勤於農耕以增加寫作素材  

     (Ｄ)從事寫作仍不忘關懷鄉土。 

8(  )下列「 」中的字，用下面的字詞替換後，何者文意 

     改變了？ 

     (Ａ)「但」少閑人如吾兩人耳—只  

     (Ｂ)「遂」至承天寺—卻  

     (Ｃ)「解」衣欲睡—脫  

     (Ｄ)但少閑人如吾兩人「耳」—罷了。 

9(  ) 在舞動在地情一文中，認為真正的台灣之光應該是認 

      真工作的清道夫，這句話的涵義不包括下列哪一項？ 

     (Ａ)人只要敬業，頭銜並不重要  

     (Ｂ)要揚名國際，才是台灣之光  

     (Ｃ)只要對社會有貢獻，都值得大家尊重  

     (Ｄ)在工作上應該有負責感及熱忱。 

10(  )「一□相片／一□對聯／一□駿馬／一□小詩」 

    上述缺空中的量詞，依序應填入下列何者？ 

    (Ａ) 列／篇／盤／個  

    (Ｂ) 列／刀／碗／種  

   (Ｃ) 幀／副／匹／首  

    (Ｄ)節／張／碗／帖。 

11(  )下列「 」中的成語，何者運用不正確？ 

(Ａ)她沒有足夠的錢買新手機， 看著櫥窗前的手 

    機，心情真「令人激賞」。  

(Ｂ)兩人雖是「萍水相逢」，但因志趣相投，成為至 

    交好友  

(Ｃ)他那「驚世駭俗」的行為，使得舉座譁然 

(Ｄ)管理公家的錢財一定要謹慎，千萬不可有「瓜 

    田李下」之嫌。 

12(   )「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這句話的涵義， 

      與下列何者最接近？  

    (Ａ)沉默是金，可免禍從口出  

    (Ｂ)善傾聽者，聞言必加審查 

   (Ｃ)適時發言，方為人所接受  

    (Ｄ)經常練習，言語方能動聽 

13(   )記承天夜遊一文中，「積水空明」一詞是在說明 

     什麼？  

    (Ａ)地面四周低窪積水，中間高起明朗  

    (Ｂ)積水澄澈，清可見底  

    (Ｃ)月光照在地上，好像積水一樣 

      (Ｄ)積水與明朗的天空相映成趣。 

14(   )下列有關晏子春秋一書的敘述，何者正確？ 

    (Ａ)內容多半記載韓嬰的生活與言行  

    (Ｂ)語言簡練生動，行文暢達明快  

    (Ｃ)相傳是晏子本人所作，但實為春秋時人收錄編    

        輯 

    (Ｄ)中國正史之一，文學成就極高。 

15(   )讀完晏子使楚這篇故事，無法讓人體會下列 

       何種道理？ 

   (Ａ)敬人者，人恆敬之  

    (Ｂ)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Ｃ)人爭一口氣，佛受一爐香  

    (Ｄ)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 

16(   )蘇軾 記承天夜遊：「庭下如積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橫 

      ，蓋竹柏影也。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柏？但少閑人如  

       吾兩人耳！」作者所呈現的心境與下列何者最接近 

       ？ 

       (Ａ)忙人無是非，閑人是非多   

       (Ｂ)人閑桂花落，夜靜春山空  

       (Ｃ)人莫樂於閑，非無所事事之謂也  

       (Ｄ)江山風月，本無常主，閑者便是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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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下列各組詞語的關係，何者與其他三者不同？ 

    (Ａ)萍水相逢／不期而遇  

    (Ｂ)柳暗花明／山窮水盡  

    (Ｃ)曇花一現／稍縱即逝  

    (Ｄ)胸有成竹／胸有定見。 

18(   )「她不知道自己為姐姐買的耶誕禮物竟然改變         

       了一個男人的人生。」以上文句的「她」在「 

    不知道」的狀況下改變了一個男人的人生，這過 

    程可用下列何者來形容？  

    (Ａ)水到自然渠成 

   (Ｂ)天無絕人之路 

   (Ｃ)無心插柳柳成蔭 

    (Ｄ)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19(   )「把自己活成一首動人史詩。」這句話使用了轉 

      化修辭，請問下列各選項中，何者也是運用轉化 

      修辭？ 

   (Ａ)這些街道和巷弄才可以經常保有一張清潔的容 

       顏  

    (Ｂ)路，像無數縱橫錯綜的血管  

    (Ｃ)那定然不甜的果子又有什麼好滋味呢？ 

   (Ｄ)寧可有光明的失敗，也不要不榮譽的成功。 

20(   )「橘生淮南則為橘，生於淮北則為枳，葉徒         

        相似，其實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異也。」 

         這是哪一個成語的典故由來？      

       (Ａ)完璧歸趙 

       (Ｂ)逾淮為枳  

       (Ｃ)曇花一現  

       (Ｄ)橙黃橘綠。 

21(   )「玫瑰即使不叫玫瑰，依然芬芳。」本句話說明以   

        本質散發魅力，使人近悅遠來。下列何者亦有此種  

        意旨？ 

      (Ａ)天下桃李，悉在公門矣 

       (Ｂ)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Ｃ)色豔桃李，質勝瓊瑤  

       (Ｄ)春華豔豔，看紅白桃李爭妍。 

22(   )「孩子幼年踩在你的腳尖上，長大了踩在你的心  

 尖上」這句話所表達的情感意境為何？ 

       (Ａ)孩子對父母的舐犢情深  

       (Ｂ)父母對孩子的孺慕之情  

       (Ｃ)為人子女者，只有依賴，沒有信賴  

       (Ｄ)為人父母者，只有擔心，沒有放心。 

23(   )下列有關「然」字的詞語，何者運用正確？ 

      (Ａ)王小姐「忿然」接受了張先生的邀約 

      (Ｂ)聽了同學的解說，他「勃然」大悟  

       (Ｃ)多年不見，思念之情「油然」而生  

       (Ｄ)不管怎麼勸導都是「了然」，他完全聽不進去。 

24(   )「脫離傳統，藝術就像沒有牧羊人的羊群；缺乏 

      創新，藝術不過是具行屍走肉。」下列何者最能  

      體現這句話的精神？ 

     (Ａ)技法自出機杼的新銳畫家 

     (Ｂ)模仿當紅偶像的素人團體 

    (Ｃ)融古典於現代的陶藝創作  

     (Ｄ)遵循古法維護的古老建築。 

25(   )「如果他真能認真生活，忠於自我，活出真正的 

自己來，那麼寫得好或不好，甚至寫與不寫，其 

實並不是頂重要的事情。」這段話所要強調的旨 

意為何？  

(Ａ)生活比寫作更重要 

(Ｂ)寫作比工作還重要 

        (Ｃ)寫作貴在展現個人的風格 

        (Ｄ)生活無虞才能寫出好作品。 

26(   )「對生命而言，紙上的創作，其實只是千萬作品 

         形式中的一種而已，還有許多創作，是以其他方 

         式，存在於我們廣大的生活裡的。」以上這段話 

         的意旨，同於下列何者？ 

        (Ａ)開卷有益，作善降祥  

         (Ｂ)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      

         (Ｃ)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 

        (Ｄ)尺有所短，寸有所長。 

27(   )在大地上寫詩一文中，作者將生命比喻為稿紙，言 

       行思想比喻為一枝筆，希望每個人都在人生稿紙上 

       盡情揮灑，創作出一部璀璨的作品。上述意同於下 

       列何者？  

        (Ａ)若不先化為灰燼，那將如何沐浴在本身的烈  

             燄中以獲得重生  

        (Ｂ)創新不是坐在辦公室想出來的，它是點點滴  

             滴生活的一部分  

        (Ｃ)不斷尋找機會的人，才能把握良機 

        (Ｄ)生命是一篇小說，不在長，而在好。  

28(   )下列各「使」字的意思，何組兩兩不同？ 

        (Ａ)使子為「使」／其命「使」 

        (Ｂ)「使」子為使／然則何為「使」子 

        (Ｃ)賢者「使」使賢主／不賢者使「使」不肖主            

        (Ｄ)晏子「使」楚／「使」狗國者從狗門入。 

29(   )「書籍是在時代的波濤中航行的思想之船，他小心 

        翼翼的將珍貴的貨物送給一代又一代。」  

        (英國 培根)由以上文字，可知作者所要傳達的涵 

     義為何?  

     (Ａ)歷史文化代代相傳 

     (Ｂ)聰慧的智者多若繁星  

     (Ｃ)書籍使思想傳達不休 

    (Ｄ)旅程的迷惘人皆有之。 

30(   )「風雨總會有停歇的時候，而當雨過天青，我們 

      將看到山更綠，水更藍，花朵的姿容更為嬌美 

      動人。」（琹涵 風雨和陽光）這段文字的涵意 

      與下列何者最符合? 

    (Ａ)不經一番寒徹骨，焉得梅花撲鼻香 

     (Ｂ)雞鳴不已於風雨，松柏後凋於歲寒 

     (Ｃ)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Ｄ)落花風雨更傷春，不如惜取眼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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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嬰最不肖，故宜使楚矣。」晏子說這句話的 

         真正用意是什麼？  

       (Ａ)楚非大國，晏嬰來出使，已屬難得 

       (Ｂ)楚乃大國，卻派晏子來出使，實在理虧 

       (Ｃ)楚乃大國，晏子最賢，明主賢士，相得益彰 

       (Ｄ)大國如楚，君王卻處處為難譏笑來訪使者， 

           晏子將計就計，加以反諷。 

32(  )莊子:「      ，而身死次之。」根據這句話說 

  明一個人活著不抱任何希望是最令人感到難過 

  的事。根據以上文字推論，畫線處宜填入下列 

  何者？ 

  (Ａ)人之將死，其言也善 

 (Ｂ)哀莫大於心死  

  (Ｃ)白天不做虧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門  

  (Ｄ)君子同而不和，小人和而不同。 

 

 宋有富人，天雨牆壞。其子曰：「不築，必將有盜。

」其鄰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其家皆智其子

，而疑鄰人之父。 

 

33(   )玄彬雖為鄰人之父大抱不平，但他也理解本文 

     的要旨是? 

       (Ａ)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 

       (Ｂ)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 

       (Ｃ)主觀偏見是認識真理的最大障礙 

       (Ｄ)朝聞道，夕死可矣。 

 

    楚人有鬻盾與矛者。譽之曰：「吾盾之堅，莫能

陷也。」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於物無不陷也。」

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其人弗能應也。」 

                          (節錄至韓非子·難一) 

34(   )如果真的以「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會造成什麼結 

       果? 

       (Ａ)矛會被折斷 

       (Ｂ)盾會被刺穿  

       (Ｃ)矛盾兩者同時共存 

       (Ｄ)沒有必然的結果 

 

   子胥出逃，邊候得之。子胥曰：「上索我者，以我

有美珠也。今我已亡之矣，我將謂子取而吞之。」候因

釋之。 

 

註：邊候：邊吏。 

35(    )根據這段文字，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Ａ)子胥用言語威脅邊候以求自保 

       (Ｂ)子胥以美珠賄賂邊候換取自由  

        (Ｃ)邊候侵吞子胥的美珠又誣陷他  

        (Ｄ)邊候相信子胥的清白而釋放他。 

 

 

   齊桓公好服紫，一國盡服紫，當是時也，五素不得

一紫，桓公患之，謂管仲曰：「寡人好服紫，紫貴甚，

一國百姓好服紫不已，寡人奈何？」管仲曰：「君欲勿

衣紫也，何不試謂左右曰『吾甚惡紫之臭』。」公曰：『

諾。』於是左右適有衣紫而進者，公必曰：「少卻，吾

惡紫臭。」於是日，郎中莫衣紫；其明日，國中莫衣紫

，三日，境內莫衣紫也。  

36(    )桓公採用此計，人民果然不會再穿紫衣了，可見 

        管仲由此發覺到什麼問題？  

        (Ａ)管仲明白百姓無所適從言行的痛苦 

       (Ｂ)在上位者有所好，人民趨而從之 

        (Ｃ)國之將亡，必有妖孽 

        (Ｄ)政府賞罰分明，才能建立威望。 

 

心動 

如□□ 

一波一波的衝擊我 

無處可逃的 

魚，上岸自首 

或許被捕是解脫 

37(   )在感情世界中，作者把自己變成「無處可逃的魚」    

      ，填空中最貼切的比喻是? 

    (Ａ)風箏(Ｂ)苦海(Ｃ)漣漪(Ｄ)鏡面。 

 

小小一姑娘，坐在水中央， 

身穿粉紅衫，坐在綠船上。 

38(    )此謎語的謎底與下列所詠之物何者相同? 

        (Ａ)待到秋來九月八，我花開後百花殺。 

           沖天香陣透長安，滿城盡帶黃金甲 

        (Ｂ)眾芳搖落獨鮮妍，占斷風情向小園。 

            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 

        (Ｃ)本無塵土氣，自在水雲鄉。 

            楚楚淨如拭，亭亭生妙香。 

        (Ｄ)健碧繽繽葉，斑紅淺淺芳。 

            幽谷空自祕，風肯祕幽香。 

 

他開始在床上讀報，吃早點，看梳頭，批閱奏摺 

                                       蓋章 

                                       蓋章 

                                       蓋章 

                                       蓋章 

從此 

君王不早朝 

39(   ) 這首詩中有重複「蓋章」的圖像，詩中主旨是為凸   

        顯唐玄宗寵愛楊貴妃之後: 

        (Ａ)日復一日處理政事 

        (Ｂ)大權旁落，外戚干政 

        (Ｃ)群臣進諫，勤於政事  

        (Ｄ)美女相伴無心朝政，虛應故事。 

背面有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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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的鏡子最公平， 

如果你害怕它， 

將她一摔，碎了       

它也要變成千百雙眼睛…… 

 

40(   )藉由鏡子，詩人想要傳達的意涵是: 

       (Ａ)歷史如明鏡，不容任意扭曲  

       (Ｂ)明鏡如眼睛，須小心保護 

       (Ｃ)明鏡如歷史，可以知道明白得失 

       (Ｄ)眼睛如歷史，害怕靠近注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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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福營國民中學 108學年度七年級國文下學期第三次月考解答 

一、單一選擇題 

 

1 

A 

 

2 

B 

3 

B 

4 

A 

5 

C 

6 

D 

7 

B 

8 

B 

9 

B 

10 

C 

11 

A 

 

12 

C 

13 

C 

14 

B 

15 

C 

16 

D 

17 

B 

18 

C 

19 

A 

20 

B 

21 

B 

 

22 

D 

23 

C 

24 

C 

25 

A 

26 

B 

27 

D 

28 

C 

29 

C 

30 

A 

31 

D 

 

32 

B 

33 

C 

34 

D 

35 

A 

36 

B 

37 

B 

38 

C 

39 

D 

40 

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