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年      班  座號        姓名               

高雄市立正興國中 100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1 次段考二年級國文科試題 
科目代碼：01 

㆒、國字㊟音（每題㆒分，共 10 分） 

1.「霎」時：  2.「聶」先生：    3.「瞭」如指掌：  4.稼「穡」：  5.「懾」服： 
6.「ㄩˊ」論：  7.「ㄒㄩㄣˋ」私枉法：  8.覬「ㄩˊ」：   9.「ㄐㄩㄝˊ」取：   
10.嚴刑「ㄐㄩㄣˋ」法： 

㆓、㊟釋（每題㆓分，共 20 分） 

1.「咫」尺：  2.肆虐：  3.序幕：  4.諦視：  5.浩渺煙波：   
6.蹕：    7.方其時：  8.行必果：  9.行潦：  10.睽睽：   

㆔、填充 10％（每格㆓分，錯㆒字扣㆒分） 

1.「半畝方塘一鑑開，天光雲影共徘徊。（      ）？（      ）。」 
2.「君子無所爭，（      ）。（      ），（      ），其爭也君子。」 

㆕、單選題（每題㆓分，共 50 分） 

(  )1. 哪一組「 」中的字形是相同的？ (A)暗「ㄐㄧㄢˋ」傷人；口蜜腹「ㄐㄧㄢˋ」 (B)眼花「ㄌ

ㄧㄠˊ」亂；字跡「ㄌㄧㄠˊ」草 (C)親「ㄋㄧˋ」伴侶；銷聲「ㄋㄧˋ」跡 (D)口「ㄓㄨ」筆

伐；天「ㄓㄨ」地滅 
(  )2. 「橫掃天邊」的「橫」字讀音與哪一個相同？ (A)縱「橫」天下 (B)發了「橫」財 (C)「橫」死

街頭 (D)蠻「橫」無理 
(  )3. 「令他馬，固不敗傷我乎？」其中「令」字，不可替代的是哪一個？ (A)倘 (B)使 (C)如 (D)

另 
(  )4. 「孤伶伶」也作「孤零零」，下列「 」中的字何者不能代替？ (A)「甦」醒：「蘇」 (B)「蓑」

衣：「簑」 (C)「懾」服：「折」 (D)「屬」之廷尉：「囑」 
(  )5. 下列出自史記的成語，何者用字正確？ (A)破斧沉舟 (B)勢不兩立 (C)肝惱塗地 (D)助咒為虐 
(  )6. 有關「史記」一書的敘述，何者有誤？ (A)是中國第一部紀傳體史書。 (B)又稱為「太史公書」 

(C)史記篇數眾多，是司馬遷招集文士所編著。 (D)與漢書、後漢書、三國志合稱「四史」。 
(  )7. 「一」有時是指實際數量，有時是「滿、整」的意思，下列哪一個是指實際數量？ (A)百聞不如

「一」見 (B)「一」般來說 (C)「一」心一意 (D)天「一」亮就走 
(  )8. 下列哪一組「 」中的字義相同？ (A)勝「固」欣然，敗亦可喜；「固」不敗傷我乎？ (B)將愛還

「諸」天地；我們的政策公「諸」國民之前 (C)而廷尉「乃」當之罰金；運動所重「乃」在運動

的精神 (D)「唯」陛下察之；「唯」見長江天際流 
(  )9. 與「怨天尤人」的詞性結構相同的是哪一個？ (A)任重道遠 (B)天經地義 (C)臨陣脫逃 (D)投

筆從戎 
(  )10. 以下這些昆蟲的名字，哪一個可以獨立成二個詞？ (A)蜻蜓 (B)蝴蝶 (C)黃蜂 (D)螞蟻 
(  )11. 有關欣賞就是快樂一文，何者的說明有誤？ (A)作者認為凡事如能隨波逐流，就能得到快樂。 (B)

作者提出人生是一件值得樂享的事。 (C)作者以「娛樂自己」的心境來讀書，而非汲汲於一個實

用的目的。 (D)本文提出的生活態度與「萬物靜觀皆自得」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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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下列選項中的話，何者帶有期望的語氣？ (A)秘書對總經理說：「夫人來電話，請您下班趕快回家

。」 (B)老闆對職員說：「如果你上班繼續遲到早退，就請自求多福。」 (C)環保署署長對民眾說

：「請少用塑膠袋，還給大自然潔淨的面貌。」 (D)商家對隨意停車者說：「營業場所前禁止停車

，否則請小心愛車受損。」 
(  )13. 「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所代表的道理為何？ (A)公道自在人心。 (B)法網恢恢，疏而

不漏 (C)法律之前，人人平等。 (D)治亂世，用重典。 
(  )14. 「借代」修辭的對象，下列何者有誤？ (A)造福「桑梓」－鄉里 (B)「社稷」之福－國家 (C)

「紅顏」棄軒冕－年少 (D)千里共「嬋娟」－美女 
(  )15. 下列「 」中何者是「實詞」？ (A)「望」車外看一看 (B)惟利「是」圖 (C)「噫」！菊之愛 (D)

「是」法不信於民 
(  )16. 依「史記」的編寫體例，「張釋之執法」一文應出自哪裡？ (A)本紀 (B)世家 (C)列傳 (D)表 
(  )17. 下列「 」中的用詞，何者正確？ (A)段考前夕，「足下」方溫書，不敢多打擾。 (B)太子「陛下

」犯罪，與庶民同罪。 (C)國王「殿下」已向敵國宣戰了。 (D)「閣下」初到此地，請多指教。 
(  )18. 下列詩詞何者看不出季節？ (A)亂石崩雲，驚濤裂岸，捲起千堆雪 (B)清明時節雨紛紛，路上行

人欲斷魂 (C)金風玉露一相逢，便勝卻人間無數 (D)天階月色涼如水，坐看牽牛織女星 
(  )19. 「□然大怒、□然驚恐、□然接受、□然處之、□然不同。」以上□中的字，依序為哪一項？ (A)

勃、呀、恍、泰、孑 (B)勃、駭、欣、坦、迥 (C)勃、呀、欣、泰、孑 (D)勃、駭、恍、豁、截 
(  )20. 「在雜亂無章、晦暗無望的現實中，保有自己的天光雲影。」這段話的意境最接近哪一個？ (A)

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 (B)有意栽花花不開，無心插柳柳成蔭 (C)山重水複疑無路，

柳暗花明又一村 (D)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 
(  )21. 下列文句，何者用語最不恰當？ (A)窗外細雨綿綿，真是詩情畫意 (B)他痛失親人，傷心得涕泗

滂沱，令人鼻酸 (C)刺骨的狂風徐徐吹來，簡直難以抵擋 (D)聆聽貝多芬田園交響曲，使心靈從

桎梏中解脫出來。 
(  )22. 下列「 」中的詞語，何者使用正確？ (A)一個自甘墮落的人，「況且」是在較好的環境中，依舊

一事無成 (B)接受你的失敗，「即使」記得在失敗中學經驗 (C)勤勞「固屬」人盡皆知的道理，但

事實上卻不是每個人都做得到 (D)有風度的運動家，不但有服輸的精神，「何況」更有超越勝敗的

心胸。 
(  )23. 「重複是學習之母。」（秋慈根）這句話意涵與下列哪一句最接近？ (A)重蹈覆轍也是學習 (B)

溫故而知新 (C)有志者事竟成 (D)亡羊補牢，猶未晚也 
(  )24. 「悻悻然」一詞不適用於哪一個句子？ (A)他強烈抗議後，悻悻然離席了。 (B)誤會澄清後，他

悻悻然流下眼淚。 (C)聽聞運動彩券舞弊事件，群眾莫不悻悻然。 (D)被害人的家屬悻悻然，要

為死者討回公道。 
(  )25. 大地是歷史的收藏家／一陣大霧／便把它打包／留給時間的手／解開  （收藏家 白凌）關於這

首詩的意旨，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隨著時間的推移，能還原歷史真相 (B)大地利用大霧收藏

萬物的秘密 (C)歷史痕跡全部存留在大自然環境中 (D)人無法回頭看歷史，因為早已遠離 

㈤、閱讀測驗（每題㆒分，共 10 分） 

甲、 

喜見外弟又言別  李益 
十年離亂後，長大一相逢。問姓驚初見，稱名憶舊容。別來滄海事，語罷暮天鐘。明日巴陵道，秋山又幾

重！ 
【注釋】外弟：表弟。 滄海事：比喻人事變遷。 

(  )26. 下列何者為本詩的寫作題材？ (A)人生聚散 (B)懷古傷今 (C)邊塞風光 (D)閒情逸致 

※請接下一張※                二國文 第 2 頁



(  )27. 下列有關「十年離亂後，長大一相逢」的說明，何者錯誤？ (A)指出離別已有十年之久 (B)說明

離別是由於社會動亂 (C)感嘆十年光陰催人老 (D)兩人分手於幼年，長大之後才會面 
(  )28. 下列詩句，何者可看出詩人與表弟即將再度分離 (A)十年離亂後，長大一相逢 (B)問姓驚初見，

稱名憶舊容 (C)別來滄海事，語罷暮天鐘 (D)明日巴陵道，秋山又幾重 
 
乙、 

余少學衛夫人書，將謂大能，及渡江北遊名山，比見李斯、曹喜等書，又之許下見鍾繇、梁鵠書，又

之洛下見蔡邕三體石經書，又於從兄洽處見張昶華嶽碑，始知學衛夫人書，徒費年月耳。遂改本師，仍於

眾碑學習焉。 
王羲之－題衛夫人筆陣圖後

【注釋】比：等到。 從兄：堂兄。 

(  )29. 王羲之最後學習書法的對象為何？ (A)啟蒙恩師衛夫人 (B)書法家張昶 (C)名山大川 (D)眾多

前人的碑文。 
(  )30. 下列何者不屬於王羲之學書法的方法 (A)學習由博而精 (B)博採眾長，思索其道 (C)足不出戶，

閉門勤練書法 (D)行萬里路，拓寬閱歷。 
 
丙、 

我從小喜歡閱讀大人物的傳記和回憶錄，慢慢歸納出一個公式：凡是大人物都是受苦受難的，他們的生

命幾乎就是「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的真實證言，但他們在面對苦難時也都能保持正向的思考，能「常

想一二」，最後他們超越苦難，苦難便化成生命中最肥沃的養料，是為了他們開啟蓮花所準備的。 
使我深受感動的不是他們的苦難，因為苦難到處都有，使我感動的是：他們面對苦難時的堅持、樂觀與

勇氣。 
（張忠謀決定生命品質）

(  )31. 作者提出「常想一二」的觀點，其正確解讀應為： (A)人生難免有一二件不順遂的事，要勇於面

對 (B)人只要努力生活，便可創造出一二件的奇蹟 (C)生活中總有一二件意料之外的事，毋須慌

張 (D)不如意常居八九，更要珍惜一二件快樂的事 
(  )32. 下列何句的含意與本文的主旨最為接近？ (A)生活，心情應陷入苦境，無怨無悔，至死方休 (B)

所受苦難的多寡與成就的大小成正比 (C)人要學會樂觀，把「吃苦當作吃補」 (D)一個人的快樂

，不是因為他擁有的多，而是他計較的少 
(  )33. 作者曾寫了一副對聯「常想一二，不思八九」，請問依上文判斷，橫批應該是： (A)隨緣 (B)如意 

(C)歡喜 (D)自在 
 
丁、 

據說，在唐 貞觀年間，有一個和尚，名叫寒山，有一天他問拾得和尚說：「老兄，我苦惱得很啊！世人

都謗我、欺我、笑我、輕我、賤我，我怎麼辦呢？」 
拾得說：「老弟，你忍他、讓他、由他、避他、耐他、敬他、不理他，再過幾年，你且看他還能如何？」

（宋晶宜看星斗的夜晚）

(  )34. 從故事中可推知，寒山和尚的苦惱真正來源為何？ (A)亟欲反擊，苦無對策 (B)不能相忍，缺乏

冷靜 (C)品行不端，為人恥笑 (D)被人誣陷，憤世嫉俗 
(  )35. 此則故事的主旨和下列何者含義最為相近？ (A)能先左右自己的人，別人就不能左右他 (B)「小

不忍則亂大謀」，要以大局為重 (C)互相欺謗，是一切不快樂的根源 (D)要指責別人之前，要先反

省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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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      班  座號        姓名               

高雄市立正興國中 100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1 次段考二年級國文科答案卷 
 

一、國字注音 10 分 

1  2  3  4  5  

6  7  8  9  10  

二、注釋 20 分 

1.  

 

2.  

3.  

 

4.  

5.  

 

6.  

7.  

 

8.  

9.  

 

10.  

三、填充 10 分（每格二分，錯一字扣一分） 

1.  2.  

3.  4.  

5.    

 
 
 
 



高雄市立正興國民中 100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1 次段考二年級國文科學試題解答單 
 
一、國字注音 
1.ㄕㄚˋ  2.ㄋㄧㄝˋ  3.ㄌㄧㄠˇ  4.ㄙㄜˋ   5.ㄓㄜˊ 
6.輿   7.徇    8.覦    9.攫    10.峻 
 
二、注釋 
略 
 
三、填充 
問渠那得清如許  為有源頭活水來  必也射乎    
揖讓而升    下而飲 
 
四、選擇題 
(1-5) DADCB 
(6-10) CABDC 
(11-15) ACCDD 
(16-20) CAABD 
(21-25) CCBBA 
 
五、閱讀測驗 
(26-30) ACDDC 
(31-35) DCBB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