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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立福營國中 108學年第二學期第三次段考七年級國文科題目卷 

 

*選擇題 共 40題 每題 2.5 分 

1.下列「」中注音寫成國字後，何組字形相同？ 

(A)集思廣「ㄧˋ」/ 芳香四「ㄧˋ」             (B)步履蹣「ㄕㄢ」/ 意興闌「ㄕㄢ」 

(C)「ㄏㄜˋㄏㄜˋ」有名 / 恐「ㄏㄜˋ」他人    (D)「ㄓㄢˇ」露頭角 /「ㄓㄢˇ」新人生 

 

2. 下列「」中的字，何組讀音相同？ 

(A)糟「蹋」糧食 / 下「榻」旅店         (B)花蓮瑞「穗」/「蕙」質蘭心 

(C)以「杓」取水 / 再三斟「酌」         (D)「矇」對答案 / 睡眼「矇」矓 

 

3. 下列「」中的字，何組意義相同？ 

(A)歡聲「喝」采 / 大聲「喝」責         (B)言「猶」在耳 / 偏見「猶」在 

(C)「比」手畫腳 / 志「比」甘羅         (D)「掙」錢養家 / 努力「掙」脫 

 

4.下列哪個詞語之音韻關係同於「琵琶」？ 

(A)尷尬(B)糟蹋(C)擁抱(D)煎熬 

 

5.老師要學生練習成語造句，下列哪一位同學所造的句子最為恰當？ 

(A)小美：他平日伶牙俐齒，這次被指責時居然沒有「反唇相譏」，出乎意料。 

(B)阿吉：我是「吉人辭寡」，常常與人話不投機半句多。 

(C)小惠：我個子高大，看到「鶴立雞群」的人，便羨慕得很。 

(D)小優：他常常「一語覺人」，令人火大！ 

 

6.「無論什麼事，不是需要先人的遺愛與遺產，即是需要眾人的支持與合作。」下列各句，何者符合這段

話的意旨？ 

(A)一棵樹不能成樹林，一朵花不能成花園    (B)成功是靠一分的天才，加上九十九分的努力 

(C)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        (D)一粥一飯，當思來處不易 

 

7. 「萬石」借指「高官厚祿」。下列「  」中所借指的事物，何者說明不正確？ 

(A)「干戈」寥落四周星—戰爭     (B)何以解憂，唯有「杜康」—酒 

(C)沙鷗翔集，錦「鱗」游泳—魚   (D)衝冠一怒為「紅顏」—青年 

 

8.「大科學家愛因斯坦是生於德國的猶太人，後來成為瑞士公民，最後定居美國。他曾說：『如果相對論

是正確的，德國人會說我是德國人，而瑞士人也會說我是瑞士公民，而法國人則推崇我是偉大的科學家。

如果相對論是錯誤的，法國人會說我是瑞士人，瑞士人則改口說我是德國人，而德國人就說：看啊！那個

笨蛋的猶太人。』」愛因斯坦幽默卻又心酸的話語中，表現何種心境？ 

(A)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      (B)種瓜得瓜，種豆得豆。 

(C)世情看冷暖，人面逐高低。      (D)要感謝的人太多了，就謝天吧! 

 

9.「凡事只要差不多就好了，何必太精明呢？」此問句的答案就在問題的反面，屬於「激問」，下列選項

何者相同？ 

(A)「你不是貪吃嗎？這裡有的是東西隨你吃。」     (B)「山之果，公所樹與？」 

(C)「你是否發現，人生就好比到咖啡店喝咖啡？」   (D)「我不和黑人來往，如何會和黑人結婚？」 

 

10.「想……都是問題，做……才有答案，坐著不動，永遠是觀眾。」以下選項何者符合意涵？ 

(A)坐而言不如起而行                (B)畫虎不成反類犬 

(C)能力必須經過長時間的「訓練」    (D)寧走十步遠，不走一步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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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台灣有所謂的「恩主」信仰，「恩主」是「對民有恩的主神」，恩主包括關羽、呂洞賓、張單、王善、

岳飛……而關羽為「五恩主」之首，故亦稱關羽為「恩主公」。請問以下宮廟何者是供奉關羽？ 

(A)行天宮(B)鎮瀾宮(C)延平郡王祠(D)福德宮 

 

12.「澹然以處世，明道不居功」此句的涵義與下列何者最接近？ 

(A)不聽老人言，吃虧在眼前               (B)沒有梧桐樹，怎招鳳凰來 

(C)夜把花悄悄開放，卻讓白天去領受謝詞   (D)即便花瓣凋零，花依然永續長存 

 

13.無論什麼事，「得之於人者太多，出之於己者太少。」下列選項中哪一個不符合「得之於人者太多」？ 

(A)等待機會的到來         (B)自己的努力與奔波 

(C)先人的遺愛與遺產       (D)眾人的支持與合作 

 

14.「當我們解除限制的框架和恐懼，生命經驗變得豐富，會知道我們需要的已俱足，擁有的遠比想像的

還要多。」這段文字的含意，與下列何者最接近？ 

(A)追求自己的與眾不同      (B)勇敢面對，感恩知足 

(C)追逐名利，爭取勝利      (D)及時行樂，享受人生 

 

15.老子第三十六章：「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以其無以易之。弱之勝強，柔之勝剛，天

下莫不知，莫能行。」以下何者不是老子要闡述的哲理？ 

(A)柔能止剛(B)柔能勝強(C)以柔克剛(D)無欲則剛 

 

16.「臺東菜販陳樹菊因多年來不間斷的捐款，入選富比士雜誌及時代雜誌的慈善英雄榜。她第一次出國

領獎，在衣香鬢影的上流社會中衣著樸素卻毫無自卑，侃侃而談而毫不怯場。」關於這段文字的分析，下

列敘述何者最恰當？ 

(A)行文用語帶有嘲諷的風格 

(B)運用對比技巧凸顯陳樹菊的平凡 

(C)說明一個人的氣度與自信，與外在條件無關 

(D)自信是透過與人比較，慢慢建立起來的！ 

 

17.陳之藩祖母說：「老天爺賞我們家飽飯吃，記住，飯碗裏一粒米都不許剩，要是糟蹋糧食，老天爺就不

給咱們飯了。」這句話的用意是要提醒？ 

(A)誰知盤中飧，粒粒皆辛苦    (B)深秋已過，嚴寒的冬天就要到來 

(C)一飯之恩，當永世不忘      (D)不吃飯則飢，不讀書則愚 

 

18.因穆斯林禁食豬肉，所以與離鄉背井來到台灣工作的穆斯林朋友用餐時，主人為他們準備雞肉、海鮮

是因為…… 

(A)主人富有同情心     (B)尊重風俗文化信仰 

(C)民以食為天         (D)援人以魚，不如援人以漁 

 

19. 「當一個人只想著伸出手去跟世界要東西時，他是一個乞丐，有求有囚。因為他的內在是貧窮，是匱

乏的。」這段文字的含意，與下列何者相同？ 

(A)會伸手向世人要東西的人都是乞丐。 

(B)沒有人會把現成的人生送到你面前來，你必須自己去挑選。 

(C)很多人都只看見他人的缺失，卻忽略自己的錯誤。 

(D)人要是貪得無厭，比最貧困而能知足的人更是匱乏。 

 

20.「參加演說比賽的學生，個個說話字正腔圓、□□□□，令評審難斷高下。」□□□□內應填入？ 

(A)我行我素(B)龍飛鳳舞(C)孜孜矻矻(D)舌粲蓮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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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吳念真在臉書寫下：「再平凡的人生，只要有心都有故事可說，而且可能無比獨特。」以下選項何者符

合文意？ 

(A)用心觀察人生，其中都有無比獨特的故事 

(B)只要用心說故事，平凡的人生也可變得無比獨特 

(C)用心讀人生的故事，感覺書中人物真的存在於世界某處 

(D)無比獨特的人生是由平凡故事敘述出的 

 

22.「青春不只是繁花正盛的人生時節，也是做好準備，迎來秋收的季節。」這是日本思想家船越與三郎，

為青春下的註腳。下列何者符合作者所說的「青春」？ 

(A)你選擇自己喜歡的牛奶、糖和香料，然後調配出讓自己滿意的色澤。 

(B)我們都擁有青春時光，就算年少歲月走的顛簸坎坷，也有化為人生養分的一刻。 

(C)青春是人生之花，是生命的自然表現！ 

(D)當學有所成之後，更須進一步修煉心性。 

 

23. 「就算有愛，但天生手拙，裁縫白癡的母親頓時仍不知所措；相反的，也有那種手藝精巧，卻對孩子

漠不關心的母親，不是嗎？為什麼要用手作來衡量母愛呢？這能成為指標嗎？」從以上文意可得知 

(A)有愛，天生手拙也能變成手藝精巧。 

(B)手藝精巧的母親，通常都對孩子漠不關心。 

(C)母愛可用手作來衡量。 

(D)不要用「優劣」來衡量人事物，那會將人與人之間最重要的「愛」物化。 

 

24.「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免不了會發脾氣，因此人要讀書，修身養性來變化氣質。其實人只要看到

自己生命的目的，便不會輕易動怒，招來殺身之禍。韓信能忍胯下之辱，是因為他有抱負，在等待機會成

大業 ，所以不跟市井小民一般見識，因此大丈夫才能屈能伸。」下列何者不是這段文字主要的意旨？ 

(A)外在環境無法預測，但內在修養可操之在己        (B)人的情緒可透過讀書而進一步修正改變 

(C)人要肯定自己的價值，不必爭一時之利害          (D)若能忍得胯下之辱，將來必能成大業 

 

25.「目前全球約有三分之一的人口面臨不同形式的隔離和限制，這波因新冠肺炎在全世界大流行的影響 ，

地球環境反而有了明顯的改善，這讓人們有□□□□的欣慰感！」以下哪個成語適合填入？ 

(A)因禍得福(B)隔山打牛(C)力挽狂瀾(D)同舟共濟 

 

26.有關寓言體的說明，下列何者正確？ 

(A)作者必在故事結尾說明道理 

(B)取材廣泛多元，多以故事呈現 

(C)故事通常不合邏輯，荒謬離譜 

(D)作品多抒發個人情感與志向 

 

27.「驃騎王武子是衛玠之舅，俊爽有風姿。見玠輒嘆曰：『珠玉在側，覺我行穢。』」(世說新語 容止篇)

以上這段話應為哪一句成語的出處？ 

(A)自慚形穢(B)自知之明(C)自以為非(D)自我標榜 

 

28.下列文句，何者「不是」使用第一人稱的敘事角度？ 

(A)老先生告訴我，他是美國南方人，從小就認為黑人低人一等。 

(B)我從鄉下跑到京城裡，一轉眼已經六年了。 

(C)當你進到店裡，必須自己到櫃檯去點選你要的咖啡。 

(D)我失去了視力，也失去了偏見，多麼幸福的事! 

 

29.下列人物與其創作領域配合最正確？ 

(A)周杰倫：棒球     (B)王溢嘉：寫作 

(C)劉墉：演戲       (D)幾米：烹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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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一個字詞在句中改變它原來的詞性稱為「轉品」，下列何者詞性狀態的變化與「但微頷之」的「頷」相

同？ 

(A)他決心成為一個不「菸」不「酒」的人 

(B)你今天的表現很「機車」 

(C)我喜歡很「中國」的服裝 

(D)「火」紅的太陽滾著火輪子回家了 

 

31.「狐狸很想吃樹上的蟬，於是站在蟬能看得到的地方，欣賞蟬美妙的歌聲並且說：『不知道是什麼動物

可以發出這樣美妙的聲音，很想看一看，希望牠能下來。』蟬懷疑這是埋伏，就摘了一片樹葉丟下去。狐

狸以為樹葉是蟬，立即撲上去。蟬說：『自從我在狐狸的糞便看到蟬的翅膀後，我就對狐狸特別小心了。』」

下列有關這則寓言的涵義說明，何者正確？ 

(A)對別人的讚美要充滿感激  

(B)君子不記著別人的過錯 

(C)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 

(D)人應該從別人的不幸得到教訓 

 

32.「據說馴猴之人在逮住猴子後，為了使猴子聽話，便提來一隻雞，當著猴子的面將雞殺死，猴子見狀

便會嚇得魂不附體，乖乖就範。因此□□□□可用來比喻一個人或處理一件事來威嚇另一些人的做法。」

上述□□□□處宜填入？ 

(A)沐猴而冠 (B)楚人養狙(C)殺雞儆猴(D)雞飛狗跳 

 

33.「不是為魚的釣者，卻常常釣上大的魚來，因為他終年在水濱，常有機會遇到魚來，非如緣木而求魚

的『智者』，徒勞心力而已。」關於上述這段話，下列何者屬於作者認為的「緣木而求魚的智者」？ 

(A)每天努力工作，做好分內事務的人  

(B)擁有創造力，新奇點子特別多的人 

(C)人生歷練豐富，處事成熟穩重的人 

(D)不努力做學問，只愛追求名利的人 

 

    #MeToo（我也是）是 2017年 10月哈維·韋恩斯坦性騷擾事件後在社交媒體上廣泛傳播的一個主題標籤，

用於譴責性侵犯與性騷擾行為。「MeToo」經女演員艾莉莎·米蘭諾的傳播而廣為人知。 

米蘭諾社群網站上鼓勵女性公開被侵犯的經歷，並盡可能地傳播這個詞，使大眾知覺這些行為的普遍性與

嚴重性。她寫到：「如果所有被性騷擾或侵犯過的女性都能發一條『MeToo』的狀態，那人們或許能認識到

這個問題的重要性。」自此之後，數百萬人使用了此主題標籤來公開她們不愉快的經歷，其中也包括許多

知名人士。 

 

34. #MeToo的廣為流傳是為了譴責什麼行為？ 

(A)虐童(B)性侵(C)霸凌(D)素養 

 

35.根據上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米蘭諾鼓勵受害者挺身而出是為了藉此獲得名氣 

(B)男性不會被性侵或被性騷擾，不用關心這個議題 

(C)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隱忍傷痛不能解決任何問題 

(D)遭遇性犯罪一事不適合公開商討，有礙社會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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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遇到好玩又不專心的孩子，我都要說個故事。那是我在教育臺的非洲影片裡見到的：一群小角馬在

嬉戲，其中一隻特別活潑，忽左忽右地又蹦又跳，還一下子飛快地衝到遠處，再突然停住，頭一扭，跑回同

伴的身邊。    

  遠處有一隻土狼，蹲在那兒，靜靜地看；牠不動，直到小角馬跑累了，停下來，土狼才突然衝過去。    

在那紀錄影片裡，鏡頭拉開，成為大遠景，只見草原上成千上百隻角馬。但是土狼只追那一隻小角馬，牠認

準目標，好像面對仇人一般：「就是牠！」即使土狼從其他角馬身邊跑過，距離別的角馬比距離小角馬還近

些，牠也不改變目標，追到底。小角馬確實快，快得平常土狼絕對追不上。只怪牠先前又蹦又跳，消耗了太

多體力，土狼又窮追不捨。    

  小角馬終於不支，被土狼一口咬死。你可以愛玩，但是要由小角馬的教訓中知道，玩耍得看時候、場合，

不要因為貪玩而耗費體力、失去戒心。    

  你想成功，就要學習土狼的專心，牠不急不躁、靜靜觀察，等待最佳的時機才出手，而且既然認定目標，

就鍥而不捨、奮鬥到底。（劉墉 土狼與角馬） 

  

36.文中小角馬為什麼會被土狼咬死？ 

(A)小角馬天生動作較慢    (B)小角馬貪玩而消耗了太多體力 

(C)土狼的動作既狠又準    (D)小角馬因個性孤僻，所以沒有夥伴幫牠  

 

 

37.土狼的行為給我們什麼啟示？ 

(A)速度是成功唯一的關鍵     (B)想成功抓到獵物，要學習土狼尋找弱小生病的獵物才出手 

(C)天生萬物，一物剋一物     (D)專心的人只會全力向前，不會被懷疑、畏縮的情緒所干擾 

 

 

    有時候，旅行的成果是發現偏見。 

    旅人帶著他的偏見趕路，有些舊偏見被印證，成為真理；有些被修正，形成新的偏見。經由旅人的闖

入，則影響了沒有離家的人們看待世界的態度—或，另一面的偏見。 

    凡事牽涉到人的認知，就不免出現偏見。 

    我坐在南西小鎮往巴黎的火車上，朋友指著前面一對吉普賽男女，肯定他們必是搭霸王車；在日本東

京的一家布店，老闆娘禮貌卻冷酷地堅持，任何中國人做的東西比起日本人做的硬是都低一等，譬如絲；

東方女人以為法國男人都很多情，西方女人以為中國男人都沙文；德國朋友不喜歡我去法國度假，法國朋

友討厭我迷戀倫敦；我聽東方人抱怨西方人縱慾且虛無，聞西方人批評東方人虛偽又迷信；痴醉歐洲文化

的人對留學美國者如我加以鄙夷，崇拜美國價值者常常不能理解非現代邏輯內的文化。 

    偏見不見得都是負面的。正面的意見可以解釋成善意，卻依然是個偏見。有時候，我坐在一個人面前，

聽到一個句子，是這樣子開頭：「他們（日本人）都是……」或是你可以自行填空成英國人錫蘭人巴基斯坦

人坦尚尼亞人澳洲人中國人，令我驚異的並不是這個人如何得到這麼深奧的知識，或是這個見解多麼洞微

細膩，而是他的斬釘截鐵。（節選自胡晴舫〈偏見〉） 

 

38.請問文中提到「凡是牽涉到人的認知，就不免出現偏見」是什麼意思？ 

(A)偏見的產生跟大腦結構有關     (B)透過學習才會有偏見的產生 

(C)只要是人多少會有偏見         (D)偏見只會產生在認知有問題的人身上 

 

39.請問下列何者屬於「負面」的偏見？ 

(A)沒有好好讀書才會當黑手       (B)原住民都很會唱歌 

(C)日本人大都很有禮貌           (D)女生一定喜歡粉紅色 

 

40.根據文中的敘述，下列何者並非作者所認為「旅行和偏見」的關係？ 

(A)在旅行以前，多半人已存有舊偏見     (B)在旅行的過程中，會有新偏見產生 

(C)就是因為旅行後才會有偏見產生       (D)就算沒有去旅行，也可能產生偏見 

 

                          試題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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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立福營國中 108學年第二學期第三次段考七年級國文科解答卷 

 

1 2 3 4 5 6 7 8 9 10 

D A B A A A D C  D A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A C B B D C A B D  D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A B D D A B A C B A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D C D B C B D C A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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