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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安國中 100 學年度第一學期七年級國文第二次段考  年___班 座號___  姓名：_____ 
 

 

一一一一、、、、單選題單選題單選題單選題：每題二分、共八十分 

(  )1. 下列「」中的字，哪一組讀音相同？ (Ａ)「喪」失

／「喪」禮 (Ｂ)「挑」選／「挑」撥 (Ｃ)「應」

答／「應」對 (Ｄ)「論」語／「論」說 

(  )2. 下列哪一項同音字的字形相同？ (Ａ)「ㄅㄧㄢˋ」

論／「ㄅㄧㄢˋ」別 (Ｂ)教「ㄏㄨㄟˋ」／「ㄏㄨ

ㄟˋ」澀 (Ｃ) 震「ㄏㄢˋ」／「ㄏㄢˋ」事 (Ｄ) 

恩「ㄗㄜˊ」／沼「ㄗㄜˊ」 

(  )3. 下列「之」字的用法，何者與其他三者的詞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 

(Ａ)學而時習「之」 (Ｂ)送孟浩然「之」廣陵 (Ｃ)

擇其善者而從「之」 (Ｄ)其不善者而改「之」 

(  )4. 根據所學，下列與「成敗」相關的詞語，何者有「比

喻事情不可能總是成功」的意思？ (Ａ)勝敗乃兵家

常事 (Ｂ)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Ｃ)功到自然成 

(Ｄ)勝不驕，敗不餒 

(  )5. 請問下列列俗語，何者通常是用來指責人存有偏

見？ (Ａ)一竿子打翻一船人 (Ｂ)天涯何處無芳草 

(Ｃ)天下無不散的筵席 (Ｄ)兒孫自有兒孫福 

(  )6. 在古代，音同或音近的文字有通用現象，這就是「通

同字」。有關下列通同字的說明，何者正確？ (Ａ)

不亦「說」乎－通「悅」 (Ｂ)人不知而不「慍」－

通「溫」 (Ｃ)未成一「簣」－通「櫃」 (Ｄ)擇其

善者而「從」之－通「縱」 

(  )7. 下列「 」中的字，何者意思相同？ (Ａ)流「露」

出一代宗師恢宏的器度與愛心／「露」從今夜白 (Ｂ)

賦「予」人類許多可貴的特質／「予」取予求 (Ｃ)

為「庸」醫所害／無「庸」諱言 (Ｄ)偏見「猶」在

／記憶「猶」新 

(  )8. 在視力與偏見中，白人老先生何時才逐漸放下對膚

色的偏見？ (Ａ)與黑人店員談話後 (Ｂ)知道自己

的心理輔導員是位黑人後 (Ｃ)到北方與黑人同學

一起念書後 (Ｄ)娶黑人太太後 

(  )9. 立金老師要同學找出視力與偏見中表現出老先生對

黑人存有偏見與歧視的句子，請問哪一個人舉的文

句有誤有誤有誤有誤？ (Ａ)阿倫：他家的佣人是黑人，他在南方

從未和黑人一起吃過飯，也從未和黑人上過學 (Ｂ)

志坪：他居然在請帖上註明「我們保留拒絕任何人

的權利」 (Ｃ)山尼：那位輔導員告訴我，他本人就

是位黑人 (Ｄ)龍旋：付錢的時候，總將錢放在櫃檯

上，讓黑人拿去 

(  )10. 下列各選項何者用字完全正確？ (Ａ)公益彩卷 

(Ｂ)不醒人事 (Ｃ)天崖海角 (Ｄ)再接再厲 

(  )11. 文字使用可藉「同音異義」的諧音字，而達到特殊

效果，充滿了樂趣，下列何者並未使用未使用未使用未使用此方法？ (Ａ)

吃得新鮮才擁有健康，對於飲食我們要有「鮮見之

明」 (Ｂ)王建民在大聯盟的棒賽，完全封殺對方，

可謂「旗開得勝」 (Ｃ)今年是乙酉雞年，開學日老

師勉勵我們「搶得先雞」，馬到成功 (Ｄ)為了學習

簡單生活，隋小棠將許多華服捐出義賣，但心裡其

實非常「衣衣不捨」 

(  )12. 雷諾瓦不顧風溼的痛苦，作畫到死，杏林子忍受關

節炎的劇痛寫作不輟，他們兩人的共同認知為何？ 

(Ａ)生命是可長可久的 (Ｂ)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

燒 (Ｃ)痛苦會過去，美會留下來 (Ｄ)留取丹心照

汗青 

(  )13. 銀赫來臺灣後，努力學習國語，請你幫他糾正不正不正不正不正

確確確確的音？ (Ａ)「省」事省心──ㄕㄥˇ (Ｂ)「埋」

怨責怪──ㄇㄞˊ (Ｃ)垂頭「喪」氣──ㄙㄤˋ 

(Ｄ)老師「教」導──ㄐㄧㄠˋ 

(  )14. 下列疊字的運用，何者錯誤錯誤錯誤錯誤？ (Ａ)小可一進教

室，就「酸溜溜」地大聲質問誰弄倒他的桌椅 (Ｂ)

那隻「瘦巴巴」的流浪狗，看來應該挨餓一段時日

了吧 (Ｃ)看你動不動就「凶巴巴」的，誰敢跟你

做朋友呀 (Ｄ)即將步上紅地毯的小萱，最近整天

都「笑咪咪」的 

(  )15. 下列課文文句中的「而」字，何者字義解作「但是」，

有「轉折」的作用？ (Ａ)其不善者「而」改之 (Ｂ)

學「而」時習之 (Ｃ)擇其善者「而」從之 (Ｄ)

人不知「而」不慍 

(  )16. 生命 生命一文中，作者藉小飛蛾掙扎求生，小瓜

苗挺立茁長，以及聆聽自己心跳的撼動，領略到什

麼道理？ (Ａ)人生苦短，當及時行樂 (Ｂ)苦海無

涯，唯勤是岸 (Ｃ)生命的光彩可以由自己來掌握 

(Ｄ)人，得之於社會太多，當飲水思源 

(  )17. 下列有關論語一書的說明，何者敘述錯誤錯誤錯誤錯誤？ (Ａ)

是孔子與弟子及當時人物談論、應答的語錄 (Ｂ)

由孔子與孔子弟子記錄編輯而成 (Ｃ)可以看到孔

子對於政治、經濟、教育、人生、哲學、軍事等問

題的觀點 (Ｄ)是儒家最重要的經典 

(  )18. 下列送人匾額的題辭，何項不正確不正確不正確不正確？ (Ａ)賀新婚

／白頭偕老 (Ｂ) 賀法官高升／明察秋毫 (Ｃ)賀

當選世界小姐／美若天仙 (Ｄ) 賀鞋店開業／寸

步難行 

(  )19. 「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可見君子之學為

何？ (Ａ)重在充實自己，不在張揚 (Ｂ)修心涵養

為重，不輕易發怒 (Ｃ)閉門隱逸自學，不求人知 

(Ｄ)師父領進門，修行在個人 

(  )20. 視力與偏見是一篇「藉事說理」文章，作者想藉「白

人老先生的故事」說明什麼道理？ (Ａ) 點出與人

相處應以品格為考量 (Ｂ) 解決視障朋友「行」的

問題 (Ｃ) 詮釋美國為民族大熔爐的由來 (Ｄ)強

調視力保健的重要性 

(  )21. 關於下列文句與成語的配對，下列何者有誤有誤有誤有誤？ (Ａ) 

「進，吾往也」—持之以恆 (Ｂ) 「學而時習之」—

溫故知新 (Ｃ) 「止，吾止也」—功虧一簣 (Ｄ)

「人不知而不慍」—腳踏實地 

(  )22. 哪一句是使用「譬喻」的修辭法？ (Ａ)好之者不

如樂之者 (Ｂ)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 

(Ｃ)學而時習之，不亦樂乎 (Ｄ)弟子入則孝，出則

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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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為什麼我考壞的時候，你的簽名就很呆板，很難

看？我考好的時候，你的簽名就像龍飛鳳舞，簡直

要從紙上跳出來的樣子？」文中所使用的修辭法，

不包含不包含不包含不包含下列何者？ (Ａ)倒反 (Ｂ) 譬喻 (Ｃ)設

問 (Ｄ)映襯 

(  )24. 視力與偏見一文中，白人老先生說：「至於膚色，對

我已絕對地無意義了。」這段話是說明什麼？ (Ａ) 

膚色是上天的決定，人無權去改變 (Ｂ)一個人的成

功，無關乎膚色 (Ｃ)不再以膚色來判定一個人的好

壞 (Ｄ)身為白人，令人無可奈何 

(  )25. 「失敗好像一位冷靜的專家」此句修辭手法與下列

何者相同？ (Ａ)失敗越多，學習越多，進步更快，

離我們追求的目標也更近 (Ｂ)可見人人都喜歡成

功，都怕失敗 (Ｃ)失敗好像寒冷的冬天，讓成功綻

放的花朵更加芬芳 (Ｄ)失敗雖然使人痛苦，雖然粉

碎了一個人的美夢 

(  )26. 「從那一刻起，我應許自己，絕不辜負生命。」此

段文字表現了積極的人生態度，請問下列何者欠缺欠缺欠缺欠缺

積極的人生態度？ (Ａ)少年易老學難成，遊戲人生

又何妨 (Ｂ)及時當勉勵，歲月不待人 (Ｃ)一日之

計在於晨，一生之計在於勤 (Ｄ)一分耕耘，一分收

穫 

(  )27. 關於「語錄體」的說明，下列何者正確？ (Ａ)「語

錄體」只記錄兩人以上的對話內容 (Ｂ)禪宗師父記

下自己講學內容的文章稱為「語錄」 (Ｃ)「語錄」

的名稱最早出現在論語一書 (Ｄ)到了宋代「語錄

體」廣為流行 

(  )28. 巴蛇吞「 」、「」角鳳毛、狼吞「 」嚥、虎背「 」

腰，以上有關動物的成語依序應填入哪些字眼？ 

(Ａ)熊、虎、麟、象 (Ｂ)虎、熊、象、麟 (Ｃ)象、

麟、虎、熊 (Ｄ)麟、象、熊、虎 

(  )29. 關於視力與偏見一文的說明，何者有誤有誤有誤有誤？ (Ａ)本文

運用了大量的對話以活潑行文 (Ｂ)作者以親身經

歷帶領讀者，說理更具說服力 (Ｃ)以文章結構而

言，「老先生的失明」是清楚的分野 (Ｄ)全篇敘述

簡潔，描寫流暢，主旨明確 

(  )30. 下列詞語改變順序後，何者意思改變意思改變意思改變意思改變？ (Ａ)夜以繼

日／以夜繼日 (Ｂ)東躲西藏／東藏西躲 (Ｃ)百依

百順／百順百依 (Ｄ)反客為主／反主為客 

(  )31. 「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句中積土

成山失敗的原因為何？ (Ａ)另起爐灶 (Ｂ)缺乏奧

援 (Ｃ)半途而廢 (Ｄ)見異思遷  

(  )32. 「失去健康，便覺人生無望；事業失敗，便感心灰

意冷；愛情受到打擊，就以為整個世界都要毀滅。」

這是怎樣的人？ (Ａ)悲觀消極 (Ｂ)安分守己 

(Ｃ)愚昧無知 (Ｄ)隨遇而安 

(  )33. 下列文句「 」中的詞語，何者使用不恰當不恰當不恰當不恰當？ (Ａ)

同學的「騷擾」使我無心上課 (Ｂ)請你不要把自己

「局限」在憂鬱的斗室中 (Ｃ)再「艱深」的數學問

題，他都能夠解答 (Ｄ)把握機會，「捉摸」時間，

別讓它跑掉  

(  )34. 「你成功□我跟著你高興□你失敗□我陪著你難過

□」以上課文文句的□處，依序應填入何種標點符

號？ (Ａ)，，，。 (Ｂ)，；，。 (Ｃ)？！？！ 

(Ｄ)、！、！ 

(  )35. 下列何者的詞性結構與「良師益友」相同？ (Ａ)

甜言蜜語 (Ｂ)龍飛鳳舞 (Ｃ)興利除弊 (Ｄ)光宗

耀祖 

(  )36. 下列「 」中的詞語，何者應標註上的是書名號？ 

(Ａ)「雲門舞集」是臺灣第一個職業舞團 (Ｂ)「李

家同」的作品充滿人道關懷 (Ｃ)「賽德克‧巴萊」

這部電影主要描述的是霧社事件 (Ｄ)「洛杉磯」是

座著名的都市，娛樂方面的成就非凡 

(  )37. 「我應許自己，絕不辜負生命，絕不讓它自我手中

白白流失。」這是杏林子自己的期望，她的意思是

要告訴我們她願意如何？ (Ａ)為藝術而犧牲奉獻 

(Ｂ)為生命而庸碌一生 (Ｃ)克勤克儉，過富足的日

子 (Ｄ)為生命而奮鬥一生 

(  )38. 有四人結伴去廟裡拜拜求籤，都抽中了同一支籤，

但籤詩沒有標點符號，四人只好各自解讀。請問哪

個人解讀的結果最吉利？ (Ａ)此地安能久居？其

人好不悲傷！ (Ｂ)此地安，能久居；其人好，不悲

傷！ (Ｃ)此地安能──久居？其人好不──悲

傷！ (Ｄ)此地，安能久居？其人，好不悲傷！ 

(  )39. 「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這句話的

寓意同於下列何句？ (Ａ)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

省 (Ｂ)靜坐當思己過，閒談莫論人非 (Ｃ)近朱者

赤，近墨者黑 (Ｄ)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

之 

(  )40. 兒子在端午節前夕，寄一包粽子給他父親，隨信寫

道：「奉上粽子五個父親收用」，父親看了大為生氣，

他生氣是因為他如何解讀信件內容？ (Ａ)奉上粽

子，五個，父親收用 (Ｂ)奉上，粽子五個，父親收

用  (Ｃ)奉上粽子五個，父親收用 (Ｄ)奉上粽子，

五個父親收用 

二二二二.題組題組題組題組：：：：每題二分每題二分每題二分每題二分，，，，共二十分共二十分共二十分共二十分 

甲 .  

  小獅子問媽媽：「幸福在哪裡？」獅子媽媽回答：「幸福

在你的尾巴上。」聽了媽媽的回答後，小獅子努力的追逐自

己的尾巴，想抓住幸福，可怎麼也抓不到，媽媽說：「傻孩

子，幸福不需要你去抓住，只要你一直往前走，幸福就會一

直跟著你。」 

（  ）41.下列哪個選項是這篇寓言的最佳詮釋？ (Ａ)幸

福在小獅子的尾巴上，沒有尾巴的人類無法獲

得 (Ｂ)好好的過每一天，幸福就會跟隨著我們

的腳步 (Ｃ)只要用力的抓緊幸福，幸福就會長

伴我們左右 (Ｄ)幸福是一個抽象的名詞，誰都

無法真正擁有 

（  ）42.這篇寓言的主旨在於： (Ａ)抓緊幸福的尾巴 

(Ｂ)幸福是稍縱即逝 (Ｃ)踏實是幸福的法門 

(Ｄ)幸福隨時可得 

乙.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

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
14.
(Ａ)

 

(Ｂ)

 

(Ｄ)

皆

應
用
專
名
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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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下列有關年齡的借代，何者說明正確？ (Ａ)不

惑之年：二十歲 (Ｂ)耳順之年：五十歲 (Ｃ

志學之年：十五歲 (Ｄ)而立之年：四十歲  

（  ）44.「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這句話的意思為

何？ (Ａ)凡事順從心意而行，卻不逾越法度 

(Ｂ)凡事隨心而行，不談法度之事 (Ｃ)凡事順

心如意，沒有憂慮煩惱 (Ｄ)凡事為所欲為，只

要不逾越法度即可 

（  ）45.下列何者為人生修養之最高境界？ (Ａ)而立 

(Ｂ)不惑 (Ｃ)耳順 (Ｄ)從心所欲，不踰距 
丙. 

  有個小弟在腳踏車店當學徒，有人送來一部故障的腳踏

車，小弟除了將車修好，還把車子整理得漂亮如新，其他學

徒笑他多此一舉，後來雇主將腳踏車領回去的第二天，小弟

被挖角到那位雇主的公司上班。原來出人頭地很簡單，吃點

虧就可以了。 

  有一個網球教練對學生說：「如果一個網球掉進草堆

裡，應該如何找？」有人答：「從草堆中心線開始找。」有

人答：「從草的最凹處開始找。」有人答：「從草最長的地方

開始找。」教練宣布正確答案：「按部就班的從草地的一頭，

搜尋到草地的另一頭。」原來尋找成功的方法很簡單，從一

數到十不要跳過就可以了。 

（  ）46.從以上兩則故事中，可以發現「吃點虧就可以

了」、「從一數到十不要跳過就可以了」是成功

的關鍵，其中的道理何在？ (Ａ)有恆為成功之

本 (Ｂ)做事要忠實負責 (Ｃ)凡事要事先計畫 

(Ｄ)學好數學是成功的關鍵 

（  ）47.下列四位同學中，誰的態度和第一則的小弟相

似？ (Ａ)滿腔熱血、誠懇待人的曾聰明 (Ｂ)

賈富貴當值日生時，不但灑掃走廊，擦黑板，

還幫老師準備一杯溫開水 (Ｃ)甄寶貝美麗熱

心助人，日行一善 (Ｄ)林黛玉做事按部就班，

不推卸責任 

丁. 

有一個男人為了參加第二天的小學同學會，特地上

街買一條新長褲。他回家穿上後，卻發覺長度多了十公

分。於是請求媽媽替他改。媽媽說，身體不舒服，想早

一點休息,今晚不想改。於是改請求太太替他改。太太

說，還有許多家事要做，今晚沒有時間改。於是改請求

女兒替他改。女兒說，今晚跟男朋友約好去跳舞，沒有

時間改。他想想，既然如此，明天穿舊的長褲去同學會

也可以！  

當天晚上，他媽媽心想：「兒子平時對我很孝順，

他開口要求總不好拒絕他。」於是，起來替兒子改長褲，

剪短了十公分。他太太稍晚做完家事心想：「老公平時

很有耐心，今天他是不會縫針線才開口要求，總不好拒

絕他。」 於是替先生改長褲，剪短了十公分。他女兒

晚上回來：「爸爸不阻止我去跳舞，實在是開明的老爸，

今天實在應該替他修改長褲。」於是替爸爸改長褲，剪

短了十公分。  

第二天早上，三個女人分別告訴男主人此事。  

他一試長褲，已經變成吊腳褲了。（他的反應是……？）

他哈哈一笑，說：「我一定要穿去給同學看，告訴他們，

我的媽媽、太太、和女兒對我多好。」  

結果，老同學們一致稱讚他家庭經營成功。 他的

媽媽、太太、和女兒也都很高興。  

（  ）48.故事中的這個男人，是個什麼樣的人？ (Ａ)沒

有主見的人 (Ｂ)懂得變通的人 (Ｃ)不明事理

的人 (Ｄ)善於討好的人 

（  ）49.男人穿上吊腳褲，同學們卻稱讚他家庭經營成

功，最重要的原因是什麼？ (Ａ)男人後來還願

意將吊腳褲穿出門 (Ｂ)男人不因家人不幫忙

改褲子而生氣 (Ｃ)男人的媽媽、太太、女兒都

幫他改褲子 (Ｄ)男人和家人都能體諒對方，為

對方付出 

（  ）50.這個故事所要表達的意旨，下列何者為非為非為非為非？ (Ａ)

但行好事，莫問前程 (Ｂ)閒時不燒香，急時抱

佛腳 (Ｃ)用心計較般般錯，退步思量事事寬 

(Ｄ)人到公門正好修，留些陰德在後頭 

（
6.
(Ｂ)

未
提
及

君
子
、
小
人
之

別
(Ｃ)

巧
言
令
色

的
人
較
不
誠
懇

(Ｄ)

毅
的
表
現
是

態
度
堅
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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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 

1~5    CDBAA 

6~10   ADBCD 

11~15  BCBAD 

16~20  CBDAA 

21~25  DBACC 

26~30  ADCBD 

31~35  CADBA 

36~40  CDBAD 

41~45  BCCAD 

46~50  BBBD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