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北市利柑園國民中學 106 學年度 第 2 學期 第 2 次段考 國文科題目卷
出題老師：李睿奇；審題老師：張桂珠、余智娟

★ 所有答案皆劃記於答案卡上。
一、單題（第 1～5 題，每題 3 分；第 6～30 題，每題 2 分，共 65 分）
1. 請問下列「
」中的注音寫成國字後，何組字形相同？
（A）「ㄆ一ㄝ」了一眼／「ㄆ一ㄝ」開牽絆
（B）自嘆「ㄈㄨˊ」如／無遠「ㄈㄨˊ」屆
（C）魁「ㄌㄟˇ」政權／壁「ㄌㄟˇ」分明
（D）惡意「ㄈㄟˇ」謗／纏綿「ㄈㄟˇ」惻
2. 請問下列各組「
」中的字音，何者前後相同？
（A）遭人「誹」謗／「蜚」短留長
（C）腸胃「蠕」動／「儒」家學說

（B）貪求無「饜」／迷人笑「靨」
（D）一語成「讖」／穠「纖」合度

3. 請問下列各組「 」中的字義，何者前後相同？
（A）「拂」袖而去／春風「拂」面
（B）冷嘲熱「諷」／委婉「諷」諫
（C）敞開心「扉」／倚「扉」而望
4. 請問下列文句何者用字正確？

（D）貓即「疾」下／大聲「疾」呼

（A）即將畢業的世勳在就業與升學之間遲遲無法抉擇
（B）偶遇多年不見的朋友，伯賢忍不住上前寒喧幾句
（C）歷經多年蒼桑，燦烈決定返回故鄉繼承家中事業
（D）暻秀處事嚴謹，十分講就責任感，令人不敢偷懶
5. 請問下列〈大鼠〉中的文句，何者的主語是指「異國獅貓」？
（A）大與貓等，危害甚劇
（C）跳擲漸持，碩腹似喘

（B）爪掬頂毛，口齕首領
（D）抱頭鼠屋，闔其扉，潛窺之

6. 「為了遠離塵囂，我進入荒野。」句中「遠」字的詞性和下列「
（A）「極」熱時候，汗流浹背 （B）我非常「愛」悠閒生活

」中何者相同？

（C）溪水無聲「泛」著銀光
（D）他最喜歡「明」月之夜
7. 「在山上一住許多年，令人著迷的不只是單一的山林，而是一種心境。」此文句為「讚
美」語氣。下列文句，何者也是「讚美」語氣？
（A）我買幾個橘子去，你就在此地不要走動 （B）世界上的生物，沒有比鳥更俊俏的
（C）差不多先生真是一位有德行的人啊
（D）我現在想想，那是真是太聰明了
8. 請問有關〈大鼠〉一文的寫作方式，下列敘述何者分析正確？
（A）全文描繪皇宮徵求各家佳貓，及民間佳貓智鬥大鼠的經過
（B）是一篇以第一人稱立場寫成的小說，使用大量的誇飾手法
（C）結論以鼠喻人，啟發成功需沉著應變，不宜恃強而驕的道理
（D）全文採倒敘法將事件發生的時間、地點和原因放在最後才揭曉
9. 請問下列關於〈與荒野相遇〉一文的敘述，何者錯誤？
（A）作者不喜歡塵世喧擾，選擇居住在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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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作者在深夜回山時，常因孤身一人感到寂寥
（C）作者時常留心鳥獸、風物，享受觀察的樂趣
（D）作者讓自己與自然相融，使感知浸潤在自然中
10. 〈與荒野相遇〉：「我不是個自然觀察者，我是一個自然生活者。」請問下列何者可以和
這段文字相互呼應？
（A）荒野裡流水不斷，鴟鴞低鳴，野猴奔跑
（B）我裹著厚厚的冬衣，看地表冰晶的翠葉
（C）霜風雪雨皆是心情，鳥獸蟲魚盡是點滴
（D）晚聽鴟鴞、麻鷺暗裡輕呼，四野清空冷寂
11. 〈棒球靈魂學〉一文，作者認為棒球比賽是「靜」的，請問下列何者可印證這個觀點？
（A）棒球裁判多用手勢表示判決，不用哨子響笛
（B）場邊沒有喧譁的加油聲，球迷大多安靜看球
（C）球場上只有投手與捕手的互動，其餘球員都靜止不動
（D）棒球看的是時刻而不是時段，是中斷而不是連續
12. 請問下列關於〈羅密歐與茱麗葉樓臺會〉的敘述，何者錯誤？
（A）以家族世仇為背景，增添戲劇的張力
（B）對人物外貌、服飾裝扮描繪得維妙維肖
（C）透過細膩的對話，呈現人物的心理情緒
（D）文句優美具畫面感，呈現出華美的意象
13. 〈棒球靈魂學〉：「是誰的守護機會，是誰沒接到球，都會一一記下，每個錯誤都會跟著
球員一輩子。」請問此段文句強調棒球講究何者？
（A）區域制 （B）責任制 （C）挫折感 （D）榮譽感
14. 〈棒球靈魂學〉：「揮不揮棒是抉擇，把球傳給哪一壘是抉擇，該投好球壞球慢球快球直
球還是變化球也是抉擇。」請問這段文字點出棒球場上也有人生的哪一種特質？
（A）不斷地下決定 （B）失敗多於成功 （C）有志者事竟成 （D）隨時準備妥當
15. 請問下列各文句的句型，何者說明有誤？
（A）我非常討厭這種悠閒生活：表態句
（C）沒有街燈的街道又黑又恐怖：表態句

（B）山野自有不同的冷熱景象：有無句
（D）大自然是人們最親近的家園：判斷句

16. 〈與荒野相遇〉：「山風颯颯、山雨瀟瀟」中的「颯颯」、「瀟瀟」是狀聲詞。請問下列
「 」中的詞語，何者不是狀聲詞？
（A）好鳥相鳴，「嚶嚶」成韻
（C）谷水「潺潺」，木落翩翩

（B）白雲蒼蒼，江水「悠悠」
（D）「關關」雎鳩，在河之州

17. 下列選項中皆為摹寫修辭，請問何者包含兩種以上的感官描寫？
（A）早聽山風颯颯、山雨瀟瀟，晚聽鴟鴞、麻鷺暗裡輕呼
（B）看地表冰晶的翠葉，凋萎在日出日落極大的溫差之中
（C）溪水潺潺，激撞起晶瑩的水花，山林裡仍是蓊蓊鬱鬱的濃蔭
（D）此際溪水無聲泛著銀光，四山蒼肅深淺濃淡各有遠近高低，薄薄地
覆著一層清柔的月光
18. 〈羅密歐與茱麗葉樓臺會〉：「羅密歐誤以為茱麗葉已經身亡，便決定殉情；而茱麗葉醒
來後，悲痛欲絕，竟也拔其佩劍自刎而死。」請問此種情懷可用下列何者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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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乾

（B）身無彩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

（C）問世間情為何物？直叫人生死相許 （D）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
19. 莎士比亞：「災難是一件很有用的東西，它好像蟾蜍，雖然醜陋且有毒，但頭上卻戴著
一顆珍珠。」請問這段話豈是什麼道理？
（A）鐵杵磨成繡花針 （B）危機就是轉機
（C）慈悲沒有敵人
（D）宰相肚裡能撐船
20. 「人生如，沒有彩排，只有現場直播；人生如，起手無回，必須步步為營」根
據前後文意，缺空處依序宜填入下列何者？
（A）幻夢／作戰（B）電影／朝露（C）烹飪／登山（D）戲劇／棋局
21. 「夏天像一個年輕人，灼熱的陽光是他燦爛的笑容，進發的熱量是他蓬勃的氣息，蔥蘢
的草木是他厚密的頭，水漲潮急的山洪是他的力量，倏來忽去的驟雨是他的脾氣。」這
段話是在描寫什麼？
（A）夏天令人心煩意亂

（B）夏天這個季節的特色

（C）夏天充滿破壞的力道 （D）人在夏天最有活力
22. 「曾經枯萎的花草又競相萌芽綻放，曾經蟄伏的昆蟲又甦醒蠕動。」請問此段文具所描
寫的季節與下列何者相同？
（A）岸容待臘將舒柳，山意衝寒欲放梅

（B）葉浮嫩綠酒初熟，橙切香黃謝正肥

（C）四顧山光接水光，憑欄十里芰荷香
（D）浪花有意千重雪，桃李無言一隊春
23. 「張生惡鼠，傾財求良貓。饜以腥膏，眠以氈罽。貓既飽且安，率不捕鼠，甚者與鼠遊
戲，鼠以故益暴。張生怒，遂不復畜貓。」這則故事的寓意最可能是下列何者？
（註：1.腥膏：肥美的魚鮮。2.氈罽：毯子。罽，音ㄐㄧˋ）
（A）緊要關頭應當機立斷，快刀斬亂麻
（B）取暖莫靠別人的火，要自己動手砍柴
（C）掌握正確的做事方法，才能解決問題 （D）應將對環境的抱怨，化為上進的力量
24. 中國章回小說常使用對句作為回目，請選出下列回目對句與作品配對正確的選項。
（A）牛魔王罷戰赴華筵，孫行者二調芭蕉扇。──《西遊記》
（B）林黛玉焚稿斷癡情，薛寶釵出閨成大禮。──《水滸傳》
（C）諸葛亮乘雪破羌兵，司馬懿克日擒孟達。──《儒林外史》
（D）歷山山下古帝遺蹤，明湖湖邊美人絕調。──《三國演義》
25. 「我們拚命地學習如何成功衝刺一百米，但是沒有人教過我們：你跌倒時，怎麼跌得有
尊嚴；你痛得無法忍受時，用什麼樣的表情去面對別人；心像玻璃一樣碎了一地時，怎
麼收拾？」這段話的主旨最可能是下列何者？
（A）失敗的經驗遠比成功來的更珍貴
（B）人必須培養面對失敗挫折的能力
（C）承受困頓是追求卓越必經的過程
（D）只有失敗者能領會別人成功的原因
26. 「如果把人生比擬為攀登一座極峰，我們用一輩子的時間胼手胝足地攀爬；一路上峰迴
路轉，柳暗花明，景象千變萬化。我們何妨偶爾停下腳步，欣賞一下山的靈秀，雲的飄
逸，水的明媚，或諦聽雁群掠空的撲翼聲，或摘一朵小花插在襟前，好放鬆心懷，享受
片刻的悠閒。這樣的餘情，或許才是真正的生活樂趣呢！」根據這段文字，請問下列何
者最符合作者所認同的生活態度？
（A）放下名利的追逐，雲遊四海，尋找閒情逸趣
（B）竭盡心力，開創個人事業，攀爬人生的顛峰

3

（C）不怨天，不尤人，隨遇而安，只求瀟灑地走一遭
（D）積極奮進之餘，必須趁隙休憩，享受心靈的閒適
27. 「上邪！我欲與君相知，長命無絕衰。山無稜，江水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
乃敢與君絕！」請問詩中女子所要表達的心情，最接近下列何者？
（A）生於憂患，死於安樂 （B）海枯石爛，生死不渝
（C）山高水長，來日相逢 （D）欲語還休，深情款款
28. 「秦國卒定變法之令。太子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將法太子。」請
問由上文中衛鞅所述，可以推知下列何種道理？
（A）良藥苦口利於病
（B）上梁不正下梁歪
（C）浪子回頭金不換
（D）男兒有淚不輕彈
29. 「凡先處戰地而待敵者逸，後處戰地而趨戰者勞。故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請問
句中善戰者應敵的方式，與下列何者最接近？
（A）以退為進，先逸後勞 （B）慰勞軍士，求致人和
（C）一鼓作氣，以勢懾人 （D）掌握先機，以逸待勞
30. 小進透過電視轉播觀看本週 NBA 四支隊伍：「湖人隊」、「老鷹隊」、「山貓隊」及「太陽
隊」所進行的六場比賽，小進在轉播結束後寫下〈NBA 當週戰報〉：
NBA 當週戰報
太陽晒傷湖人
太陽火焚山貓

老鷹獵殺山貓
老鷹灼傷太陽

湖人踹下老鷹
湖人痛宰山貓

請問由上述內容可推知，本週六場比賽戰績最差的是哪一隊？
（A）湖人隊 （B）老鷹隊 （C）山貓隊 （D）太陽隊

二、題組（第 31～40 題，每題 2 分，共 20 分）
（一）請閱讀以下短文，並回答 31～32 題：
在 1964 年時，大阪大學的原田德也教授等人在尋找可代謝石油成分的微生物時，
由土壤得到一種鹼性糞便菌（Alcaligenes faecalis）。在研究的過程中，他們得到一
株變異菌，只產生與不溶於水的胞外多醣，原田就把這種多醣命為卡特蘭多醣。在 1968
年時，日本 武田化學工業公司開始研究卡特蘭多醣的生產方法及其在食物上的應用。
到了 1976 年，中西至等人用土壤桿菌（Agrobactenum）也製造出卡特蘭多醣。在 1996
年 12 月，美國的食品藥物管理局（FDA）經過長期的檢驗，證明了卡特蘭多醣用於食物
中是安全的，並且批准卡特蘭多醣作為食品添加劑。所以基本上，卡特蘭多醣是經檢驗
無害的食品添加劑，使用卡特蘭多醣製成的食物，沒有食安問題。但是如果未標示清
楚，我認為有詐欺的嫌疑。
有人把卡特蘭多醣添加到香腸，製成無脂的香腸，並主張這樣可以減少脂肪的攝
取，對健康有益。但是這種香腸如果不添加色素和香精，外型和氣味會像香腸嗎？
卡特蘭多醣本身是白色或無色的，要製成低脂香腸、黑輪、素海參等食物，就必須染
色。有時候利用高溫，讓豬血於亞硝化劑（如亞硝酸鈉）作用，然後再加入還原劑（如
維生素 C），可製成顏色類似醃肉或熟肉的粉末，許多「假葷食」就是用這種粉末染色
的。如果素食裡加入這種色素，因為含有豬血，甚至是「假素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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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關於「卡特蘭多醣」的敘述，請問下列何者正確？
（A）檢驗結果顯示：作為食品添加劑是不會傷害人體的。
（B）是原田德也教授等人在研究鹼性糞便菌時所創造的。
（C）時至今日日本仍是最主要的產地，美國則位居於次。
（D）美國首先研究其在食品上的運用並成功製造假葷食。
32. 根據內容，請問本文的主題最有可能是下列何者？
（A）菌種的演變與進化
（B）食品的種類與製程
（C）食物的定義與認知

（D）細菌的害處與優點

（二）請閱讀以下短文，並回答 33～35 題：
在某些人想來，白色的梔子花是嬌柔香純的，種這種植物毋寧是高雅的行為，而這
兩天來，父親和我在賣力挖除的那些雞屎藤所開出的簇簇紅心白瓣碎花，如果在風裡招
搖，必定也會使不少人讚嘆的吧。能欣賞美原是一種幸福。可是對兩天來的父親和我而
言，美別有內容。我們所以偏愛梔子的白花，並且設法加以促成和保護，絕非因為它比
較美，而是由於我們期望花謝之後能有繁碩的果實。花開花謝已經不是引人遐思的意象
了。花只是必要的過程，而非目的。哲人甚至能從一朵花中看世界，那真令人羨慕，我
們看到的卻是冬天的某個日子，到時，我們便在黑髒密悶的枝葉間尋找熟黃的果子，把
它們摘下、蒸煮、曝曬個一整月，然後賣給出價最高的北來商人，銷到日本去。
節選自〈地上歲月〉
33. 根據本文，下列何者最貼近作者面對梔子花的想法？
（A）花中自有世界，從中可觀想深微精妙的哲理
（B）等待花開花謝之後，冬季到來可以收成果實
（C）梔子花擁有紅心白瓣，可以用來象徵一種幸福
（D）梔子花栽種過程雖苦，但它的美令人覺得值得
34. 請問下列敘述，何者可以從本文中推知？
（A）一般人認為植物能結出繁碩果實，就應該加以保護
（B）哲人認為種植嬌柔香純的梔子花是一種高雅的行為
（C）作者父子選擇作物時，考量的重點是經濟效益
（D）北來商人與日本人更能欣賞梔子花呈現的美感
35. 請問下列選項，何者最能夠印證「從一朵花中看世界」的道理？
（A）泰山不卻微塵，積少壘成高大
（B）律己宜帶秋氣，處事宜帶春氣
（C）萬物靜觀皆自得，處處留心皆學問
（D）學歷根深方蒂固，功名水到自渠成
（三）請閱讀以下短文，並回答 36～38 題：

5

不管是用來做盆景的樹苗，還是以後要長成大樹的樹苗，它們破土而出時幾乎都一
個樣。為了讓樹苗長成參天大樹，我們把它移栽在曠野裡，讓它自由自在成長，不受任
何約束，頂多給它剪剪多餘的枝。而為了讓樹苗成為好看的盆景，那我們對待的方法就
不同。我們用鋼絲綑，用石頭壓，殷勤地澆水與施肥，最終讓它朝稀奇古怪的模樣發
展。這樣經過九死一生的折磨，樹終於長成人人甚愛的模樣，可是它永遠喪失了一棵樹
的生存意義。
改寫自〈生活智慧故事集粹〉
36. 「不管是用來做盆景的樹苗，還是以後要長成大樹的樹苗，它們破土而出時幾乎都一個
樣。」若以這句話說明人生的道理，其涵義與下列何者最接近？
（A）每個嬰兒剛出生時，長相都十分相近
（B）呱呱落地時，多數人都擁有相似潛質
（C）不論出身高低，未來成就皆無可限量
（D）得失不須計較，人最後的歸宿都一樣
37. 根據本文，請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盆栽裡的樹之所以外型特殊，是因為歷盡折磨
（B）人們針對不同的樹種，給予不一樣的對待方式
（C）曠野裡的樹木自然而然會長成人類喜愛的模樣
（D）飽經風霜是所有樹木都必須要經歷的成長過程
38. 根據本文，請問「一棵樹的生存意義」與下列何者最相近？
（A）受到限制而產生改變 （B）成為人人喜愛的模樣
（C）能夠自由自在的生長

（D）在愛與呵護之下成長

（四）請閱讀以下短文，並回答 39～40 題：
高祖封功臣，酇侯蕭何食邑獨多。諸功臣皆曰：「臣等披堅執銳，多者百餘戰，少者
數十合，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顧反居臣等上，何也？」帝曰：「諸君知
獵乎？逐殺獸者，狗也。發縱指示者，人也。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
功人也。」群臣莫敢言。
註：1. 酇侯：蕭何的封號。 2.食邑：諸侯擁有收租權的土地。
3. 合：回合。
4.發縱：發號使令。
元代《十八史略》
39. 請問根據本文內容，漢高祖所持的觀點為何？
（A）獵狗勇猛追逐獵物，獵人依恃其本領才能有所斬獲
（B）即使武將出生入死，也不能挾功壯勢
（C）鬥智、鬥力同等重要，但不應錙銖必較
（D）居帷幄之中而發號施令功高於戰場上的殺敵。
40. 請問「顧反居臣等上，何也？」句中的「顧」字與下列何者字義相同？
（A）他站在門前左「顧」右盼，不知等候誰
（B）劉備三「顧」茅廬，終於打動了孔明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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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伯樂一「顧」，這匹馬的價錢馬上漲了十倍
（D）人之立志，「顧」不如蜀鄙之僧哉。

三、成語活用題（每題 2.5 分，共 15 分）
41. （甲）□田□下（乙）□代□僵（丙）舌粲□花（丁）百步穿□（戊）人面□花。以上
成語共出現幾種植物？
（A）五種
（B）四種
（C）三種
（D）兩種
42. 「他參加無國界醫生組織，四處行醫濟世，病患們都十分感激，稱讚他是□□□□。」
請問最適合填入下列哪個成語？
（A）寸草春暉 （B）每下愈況 （C）妙筆生花 （D）杏林春暖
43. 「若能趁敵隊疏於防範時□□□□，那麼我們贏得勝利的機率將會大幅提升。」
（Ａ）攻其不備（B）攻無不克 （C）分庭抗禮 （D）大張旗鼓
44. 「小煜和阿信兩人情同手足，是患難與共、的好朋友。」請問最適合填
入下列哪個成語？
（A）肝膽相照 （B）言不由衷 （C）走火入魔 （D）走馬看花
45. 有些成語在使用上有特殊對象，如「巾幗英雄」指的是具有男子氣概的女性。請問下列
成語亦僅適用於女子的是：
（A）如喪考妣 （B）老驥伏櫪 （C）伶牙俐齒 （D）秀外慧中
46. 請問下列「 」中的成語經替換後，何者意思改變？
（A）現在已是梅雨季節，出門最好帶把傘以「防患未然」：未雨綢繆
（B）小誠說話一向「言簡意賅」，短短數語便足以發人深省：言近旨遠
（C）同學間若有紛爭，多靠導師「束縕請火」，才能平和收場：排難解紛
（D）美美最近的成績「每下愈況」，讓父母擔心不已：漸入佳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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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

1

2

3

4

5

6

7

8

9

10

B

C

D

A

B

A

B

C

B

C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D

B

B

A

A

B

C

C

B

D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B

D

C

A

B

D

B

B

D

C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B

D

B

C

C

B

A

C

D

D

41

42

43

44

45

46

A

D

A

A

D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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