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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立羅東國民中學 108學年度第二學期七年級國文科第三次段考試題 班級：  座號：  姓名： 

※注意：選擇題請在答案卡上作答，共三十五題！                                        命題教師：聯合命題 

五、綜合測驗：48％（每題 2分） 

1.下列「」的字，何組讀音兩兩相同？ 

（A）清新「雋」永／「鐫」刻紀念 

（B）勒令「歇」業／「褐」色衣料 

（C）「掙」脫束縛／頭角「崢」嶸 

（D）搖「曳」生姿／發「洩」情緒 

2.下列「」中的注音寫成國字後，何組字形兩兩相同？ 

（A）「ㄌㄚˋ」盡冬殘／味同嚼「ㄌㄚˋ」 

（B）「ㄔㄡˊ」躇不前／平「ㄔㄡˊ」沃野 

（C）「ㄐㄧˊ」待解決／登峰造「ㄐㄧˊ」 

（D）「ㄓㄢˇ」露頭角／「ㄓㄢˇ」新面貌 

3.下列「」的字，何組意思兩兩相同？ 

（A）家「徒」四壁／「徒」有虛名 

（B）天「羅」地網／包「羅」萬象 

（C）婚「喪」喜慶／「喪」子之痛 

（D）安「居」樂業／「居」心不良 

4.下列關於孩子的鐘塔一文內容之敘述，何者說明正確？ 

（A）全文以議論方式寫作，使讀者對生命意義有更深層的領悟 

（B）作者歷經喪子之痛，藉由文中虛構的故事來自我療傷止痛 

（C）格林夫婦令人動容之處是擺脫仇恨的窠臼，化小愛為大愛 

（D）文末以「孩子笑聲般的鐘聲」作結，藉由鐘聲來凸顯傷悲 

5.孩子的鐘塔一文內容提到，格林夫婦選擇用高貴的方式來紀

念兒子尼可拉斯。請問：文章中「高貴的方式」是指什麼？ 

（A）在舊金山北方的波地佳灣建造三層鐘塔以紀念尼可拉斯 

（B）捐贈兒子上大學的基金，成立醫學中心改變病人的命運 

（C）設立全國性才智兒童基金會，重新檢視兒童的人身安全 

（D）醫生宣布尼可拉斯腦死，捐出兒子有用的器官遺愛人間 

6.孔子說：「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

這段話的寓意，與五柳先生傳哪一句最相似？ 

 (A) 閑靜少言，不慕榮利  (B) 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 

 (C) 造飲輒盡，期在必醉  (D) 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 

7.五柳先生傳一文以「無懷氏之民歟！葛天氏之民歟！」作結

尾，此二句隱含作者何種情懷？   

（A）感嘆懷才不遇，生不逢時   

（B）感慨世人追求富貴，世風日下   

（C）慶幸身處太平盛世，生活無虞   

（D）嚮往淳樸淡泊、逍遙自適的生活 

8.「像愛因斯坦之於相對論，像我祖母之於我家。」在謝天一

文中，作者將兩人相提並論是因為何者？ 

（A）藉此說明東西方文化的差異 

（B）兩人都具有「功成不居」的美德 

（C）兩人地位懸殊，藉以烘托作者祖母的辛勞 

（D）一人迷信，一人有科學精神，突顯個性的差異 

9.根據謝天一文，下列何者對於文句的詮釋錯誤？ 

（A）愛因斯坦奮鬥苦思了十幾年的廣義相對論，數學部分推給

了昔年好友的合作：無伐善，無施勞 

（B）無論什麼事，不是需要先人的遺愛和遺產，即是需要眾人

的支持與合作：一日之所需，百工斯為備 

（C）無論什麼事，得之於人者太多，出之於己者太少：天生我

才必有用  

（D）記住，飯碗裡一粒米都不許剩：一粥一飯，當思來處不易 

10.貓的天堂一文所揭示的主旨，與下列何者涵義最接近？ 

（A）過你的第二人生：你要留在這裡，還是往前走       

（B）每天叫醒你的不是鬧鐘，而是心中的夢想          

（C）人生有多殘酷，你就該有多堅強                  

（D）學會自我欣賞，找回被愛的自己 

11.下列「」中的量詞，何者使用完全正確？ 

（A）一「樁」事件/一「樁」騷動 

（B）一「幀」照片/一「幀」公文 

（C）一「口」枯井/一「口」大鐘 

（D）一「門」技術/一「門」神像 

12.「電影奇蹟男孩中，主角奧吉臉部天生殘缺，但他的爸媽仍

給他滿滿的愛，他的姐姐也很愛奧吉，常常安慰弟弟，陪他一

起度過不開心的時光。當他融入新學校之際，歷經了同學刻意

嘲笑的低潮，最後和兩三個同學建立起深厚的友誼。」下列四

個成語，哪一個不符合奧吉的成長故事？ 

（A）鶼鰈情深 

（B）舐犢情深 

（C）手足情深 

（D）莫逆之交 

13.所謂「偏義複詞」是指兩字合成的複合詞，只使用其中一個

字的意思，譬如五柳先生傳的「曾不吝情『去留』」及「『忘懷』

得失」。下列四人所說的話「」的詞語，何者不是偏義複詞？ 

(A) 正赫：屋裡一點「動靜」也沒有，到底是怎麼回事 

(B) 承俊：我很擔心你的「安危」，你一定要好好照顧自己 

(C) 正妍：我和你之間的「恩怨」太深了，短時間很難化解 

(D) 世理：雖然說「勝敗」乃兵家常事，但我一定要天下無敵 

14.廣告公司最近接下文案，他們想從歷代人物找出最適合代言

活動或產品的人物。下列文學名家及其別稱和代言內容，何組

配對不適當？ 

(A) 詩佛王維的詩情與禪思 

(B) 青蓮居士 蘇軾的美食路線圖 

(C) 詩家天子王昌齡的唐詩賞析 

(D) 至聖先師孔子看教育的真善美 

15.「創業的人都會自然而然地想到上天，而敗家的人卻無時不

想到自己。」使用「映襯」修辭法。下列何者也是使用相同的

修辭技巧？ 

(A) 起幕時歡樂送到你眼前，落幕時孤獨留給自己 

(B) 我的快樂已變成一縷輕煙，消失得無影無蹤了 

(C) 光陰的故事，有明媚，有憂傷，有疼痛，有回味 

(D) 人生何處不相逢，相逢有如在夢中 

16.文章中常可看到作者引用許多名言佳句。下列畫底線處的名

句，使用正確的選項是： 

（A）主管嚴格要求下屬要專心工作，自己卻經常翹班，這根本

就是當局者迷，旁觀者清 

（B）我們要牢記寬以待人，嚴以律己這句俗諺，在處理任何事

情時，都不要忽視别人的意見 

（C）如果你不想成為一個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人，除了注重

打扮之外，也要不斷充實內涵 

（D）古代若有和皇帝同名同姓的平民，就要改名，這種成事不

足，敗事有餘的現象，實在可笑又不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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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你這個蠢蛋！要是被關在你那溫暖舒適的環境，我寧可去死！」

帶有斥責的語氣，下列各句的語氣，何者與此相同？ 

（A）唉！要命的自由！我多麼懷念你姑媽家裡的那片小天地！  

（B）你沒有老子，是多麼得意的事！好用來說嘴！  

（C）今天不要忘了，可別太快開動啊！ 

（D）無懷氏之民歟！葛天氏之民歟！ 

18. 下列「」中的詞語，何組選項用後者替換後意思改變？ 

（A）學識淵博的他，喜歡「瀏覽」各類書籍：鑽研 

（B）海面上狂風驟起，掀起「滔天」巨浪：漫天 

（C）廣場上「矗立」著無名英雄紀念碑：聳立 

（D）看電影、逛書店都是我的「嗜好」：愛好 

19.下列人物與其生平事蹟的配對，哪一組選項正確？ 

 (A) 報國精忠，三字冤獄千古白：文天祥 

 (B) 昔為蜀漢忠良將，今做人間福祿神：諸葛亮  

 (C) 力士脫靴、貴妃捧硯、賀知章嘆「謫仙」：杜甫 

 (D) 黃河遠唱涼州詞，鸛雀更思并州儒：王之渙 

20.下列文句「」中的詞語，何者使用最恰當？ 

（A）這則尋母「啟示」富含情感，讓人有子欲養而親不待的「啟事」 

（B）即使「權利」再大的人，也不能隨意侵犯他人「權力」 

（C）皇上將西域送來的「貢品」拿去當「供品」，以表達對神明

的尊敬 

（D）他求知慾強，遇到不懂的事會「不齒」下問，可惜為人城

府深、心機重，同學「不恥」與他為伍 

21.「歇後語」是民間文學的一種形式，它是流傳於民間簡鍊通

俗而富有意義的生活短語，常使人會心一笑。下列文句「」

中的動物歇後語，何者運用最恰當？ 

（A）他這人「羊撞籬笆」，說得多做得少，和他合作可得三思 

（B）做任何事一定要有最好的準備和最壞的打算，才不會讓自

己陷入「貓哭耗子」、進退兩難的窘境 

（C）瞧他那副「虎嘴拔毛」、虛情假意的模樣，實在令人作噁

，真不想跟他打交道 

（D）別人的成就來自他個人的努力，你在這酸言酸語，「兔子

看人」，其心可議啊 

22.「日本和法國的科學家發現了一種細菌，似乎能讓紅色的害

蟲木蝨轉變成綠色，並幫助牠們躲避掠食者，繼續殘害農作

物。據路透社報導，這項發現對於木蝨或蚜蟲等害蟲的防治極

具重要性。這些害蟲在溫帶地區具破壞性，主要靠吸取農作物

的汁液維生。」如果要為以上新聞訂一個標題，請問下列何者

最合適？ 

（A）蟲蟲大發現   

（B）防蟲害新法 

（C）細菌幫倒忙   

（D）顏色的奧秘 

23.「西諺：『          』意思是說，思想不是別人教得來的；

沒有思想的人，怎麼勉強也不會有思想。」衡量文意，文中所

引用的西諺應該是下列何句？ 

 (A) 你不應該摔進同一條河裡兩次 

 (B) 你能引馬就水，卻不能教馬喝水 

 (C) 撒旦為了達到目的，可以閱讀聖經 

 (D) 上天給人困難時，同時也給了人智慧 

24.愛因斯坦說：「一個人的價值，應該看他貢獻什麼，而不是

取得什麼。」下列圖表，何者最能表現這句話的含義？ 

(A) 價       (B) 價       (C) 價        (D)價                                                                                

值           值           值           值                

        取得         貢獻         貢獻         取得 

六、成語測驗：請填入代號，5％（每題 1分） 

 
 
 
 
 
25.祝福每對新人從此（   ）、互敬互諒，共築美滿家庭。 

26.一年來老師們殷勤的教誨，有如（   ）般薰陶了我們。 

27.你今天的承諾，我相信是（   ），不是信口開河！ 

28.如今崇洋媚外、（   ）的不肖子孫可多著呢。 

29. (    )主張「打擊輕微罪行有助減少嚴重犯罪」，因此我們

應以「零容忍」的態度面對犯罪。 

七、閱讀文意測驗：12％（每題 2分） 

甲、    張騫傳                         班固 

    張騫漢中人也，建元為郎 1。時匈奴降者言匈奴破月氏 2

王，以其頭為飲器，月氏遁而怨匈奴，無與共擊之。漢方欲事

滅胡，聞此言欲通使，道必更 3匈奴中，乃募能使者。騫以郎

應募，使月氏，與堂邑氏奴甘父俱出隴西。徑匈奴，匈奴得之，

傳詣單于
4
。單于曰：「月氏在吾北，漢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

漢肯聽 5我乎？」留騫十餘歲，予妻有子，然騫持漢節 6不失。 

（注 1.郎：職官名，掌管宮廷侍衛 2.月氏：西域古國名  3.更：經過    

   4.單于：漢時匈奴君長稱號 5.聽：任憑 6.節：朝廷派遣使者的憑證） 

30.關於張騫傳一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就地理位置：月氏在匈奴的南方，越在漢的北方 

（B）張騫為掌管宮廷的侍衛，當時獨自一人出使西域 

（C）張騫出使西域的原因是漢朝想和匈奴經濟交流 

（D）張騫雖被匈奴擄獲，但仍忠心漢朝未改變志節 

31.下列文句內容之敘述，何者最適合用來表現張騫的情操？ 

（A）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B）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 

（C）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 

（D）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 

乙、    節錄自愛因斯坦的腦袋            張系國 

愛因斯坦居然保不住他的腦袋，這真是令人意外的奇

聞！愛因斯坦生前表示：過世後遺體要火化，並將骨灰拋灑

到秘密所在。不料為他進行遺體解剖的哈維醫生，竟私自摘

除他的腦子並據為己有。哈維醫生的行為雖然缺德，卻為科

學家及社會所「諒解」，原因很簡單：奉科學之名！ 

至今，你不一定要擁有如愛因斯坦般的腦袋，才會引起

醫生和商人的注意。出賣愛因斯坦這本書為了告訴讀者這個

「好消息」，列舉許多例子說明，奉科學之名，你的血液、頭

髮、唾液、精子等都有人想收購，甚至不必徵得你的同意，

就把你的寶貝偷走，事後也不給你合理的報酬。 

生物科技越發達，人體的商機越多。或許出賣愛因斯坦

的主要目的在揭發真相，所以只在尾聲略談：應透過立法來

防止未經當事人許可的器官販賣。中共同意或默許販賣死囚

器官的行為舉世譴責；但治療過程中竊取身體髮膚的黑手，

未來可能無所不入，如何未雨綢繆，還待有心人共同努力。 

32. 關於愛因斯坦的腦袋節選文內容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科學家體諒哈維，因為他的行為對科學研究很有幫助 

（B）出賣愛因斯坦這本書主要目的在揭發哈維醫生的醜聞 

（C）只要私藏愛因斯坦腦袋，就會引起醫生和商人的注意 

（D）出賣愛因斯坦一書強調立法保護愛因斯坦的大腦組織 

33.根據愛因斯坦的腦袋一文敘述，何者最接近作者想法？ 

（A）生物科技越發達，人體商機就越多，是利多的好消息 

（B）基於科學研究的需要，容許私自摘取人體的器官 

（C）期待早日立法來防止未經當事人許可的器官販賣 

（D）主張透過立法，促成器官移植的自由化 

 A.腦滿腸肥   B.春風化雨    C.釜底抽薪 

 D.破窗效應  AB.寒蟬效應   AC.舉案齊眉 

AD.飲水思源  BC.數典忘祖   BD.一言九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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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    節錄自鄉下，是我玩宜蘭的主題     舒國治 

    宜蘭予我最大的吸引力，是風景。而此風景之最核心

內容，我認為是一個叫「鄉下」的東西。 

    以前，我認識的宜蘭，是鄉下的宜蘭。幾十年前，自

北宜公路的九彎十八拐將要下宜蘭時，眼下所見的蘭陽平

原，全是稻田。那時房子皆矮矮的，尖的屋頂比比皆是。 

  所謂鄉下風景，先說稻田。眺看大片的田，是最習常

的風景，永遠也不會膩。觀看田，最好移動的看，這發展

出觀賞宜蘭不妨是水平式移動的來看。於是宜蘭的鄉間道

路阡陌縱橫下都是極珍貴可喜的路徑，幾乎就是天成的電

影攝影軌道似的。這在早前它們還只是零星細窄田埂是不

可同日而語的。那時只能定點眺看，如今大可以移動滑

看。前者如同靜照，後者可同電影。 

    後來廣建了堤防，這些堤防亦提供了水平移動的極多

風景。不僅騎自行車的人可滑行欣賞，慢跑的人可緩緩流

目約略眺賞，溜狗的人可以左看右望的觀賞，而在堤下的

人亦可欣賞堤上的人或樹之剪影。 

  堤防的風景，太多太多，晨曦與夕陽，亦有極多變幻。

堤防，是宜蘭極特別的風景資產，雖然堤防之設建有其先

天上人與水相頑抗的極多辛酸不得已之處。 

  另就是村莊，村莊是田野開闊下最好的歇停點。村莊

若太大，則就看不出風景；宜蘭有一特點，便是村莊小。

此於土人的恆產言，可稱窮僻；然於外地過客的眼神賞視

言，則不啻是一種得天獨厚。村家三五之數，而屋前小塘，

屋後竹叢，此種風景，最是療目，也最是養心。 

  而村口有大樹一株，這種風景最經典。蘭城橋向南跨

過大礁溪，路邊一棵百年茄苳樹，這教人行路至此有一種

親切敦睦的「即要入村」之感。樹旁一條曲路，似蜿蜒要

通往村莊，進入所謂「阿蘭城」。 

    羅東運動公園，很棒的地方；宜蘭運動公園也是，然

那皆不是鄉下，我沒法留在那兒不動。 

  清朝「蘭陽八景」，像「北關海潮」啦，或「五峰瀑布」

啦，或「武荖林泉」之類，堪稱經典之景，已是招牌式或地

標式的美學範例，與我所說的村家鄉景不是同一回事。 

  我更懷念此類村家鄉景，就像童時赤腳踏上田埂、經

過樹叢、撥開竹縫、來到小河邊玩水或抓魚，而眼簾猶能

收攝到渡頭邊小船與樹幹上繞綁著懶洋洋的細殘纜繩那

種鄉村破敗景意，然那就是全世界原本盡皆得有的馬克吐

溫「頑童流浪記」的場景，卻如今全世界都視為極度珍貴

罕見的情狀。你且去看，「北關海潮」、「五峰瀑布」一

百年來猶自存在，然我說的「宜蘭鄉下」卻一點一點在消

失改觀中。噫，一個不留神，或許十年廿年便消失殆盡矣。 

34.下列何者不是作者所謂「鄉下」風景？ 

(A) 屋前小塘，屋後竹叢 

(B) 北關海潮、五峰瀑布 

(C) 大片的田、村口有大樹一株 

(D) 樹幹上繞綁著懶洋洋的細殘纜繩 

35.依據本文，作者說「眺看大片的田」猶如在看「電影」的最

主要原因為下列何者？ 

(A) 因為曾有多部參加國際影展的電影在宜蘭拍攝 

(B) 因為宜蘭風景美得像電影一般，令人心曠神怡 

(C) 因為鄉間道路阡陌縱橫，就像電影的攝影軌道 

(D) 因為宜蘭歷史豐厚且建築古樸，展現多樣面貌 

◎試題結束◎ 

宜蘭縣立羅東國民中學108學年度第二學期七年級國文科第三次段考試題

非選擇答案卷◎班級：    座號：    姓名：                

 
一、字音字形測驗：（每題 1分，共 10分） 

1.雞毛「撢」子：ㄉㄢˇ       6.分道揚「ㄅㄧㄠ」： 鑣 

2.應「允」許諾：ㄩㄣˇ       7.水面漣「一」：漪 

3.造飲「輒」盡：ㄓㄜˊ       8.慘遭雷「ㄐㄧˊ」：殛 

4.踉踉「蹌」蹌：ㄑㄧㄤˋ     9.觀者如「ㄉㄨˇ」：堵 

5.「鑄」造銅像：ㄓㄨˋ      10.滿臉「ㄍㄢ」尬：尷 

二、注釋題：（1-5題，每題 1分，6-11每題 2分，共 17分） 

1.「罹」患：                       

2.「造」飲輒盡：                   

3.「亙」古：                        

4.「詛」咒：                        

5.簞瓢「屢」空：       

6.不朽：          

7.汲汲： 

8.不求甚解： 

9.渺茫： 

10.遺愛： 

11.天外飛來一筆： 

三、翻譯：（共 3分） 

1.極其言，茲若人之儔乎？酣觴賦詩，以樂其志。 

翻譯： 
 
 
 
四、改錯測驗：（每字 1分，共 5分） 

1.因應新冠肺炎役情趨緩，政府不但擬定紓困方案，也推出振

興三倍卷政策，希望能刺激民眾消費。 

1.疫 2.券 

2.七年級隔宿露營即將勝大登場，希望透過野吹、磐岩、營火

晚會等活動設計，讓學生體驗團體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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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    節錄自鄉下，是我玩宜蘭的主題     舒國治 

    宜蘭予我最大的吸引力，是風景。而此風景之最核心

內容，我認為是一個叫「鄉下」的東西。 

    以前，我認識的宜蘭，是鄉下的宜蘭。幾十年前，自

北宜公路的九彎十八拐將要下宜蘭時，眼下所見的蘭陽平

原，全是稻田。那時房子皆矮矮的，尖的屋頂比比皆是。 

  所謂鄉下風景，先說稻田。眺看大片的田，是最習常

的風景，永遠也不會膩。觀看田，最好移動的看，這發展

出觀賞宜蘭不妨是水平式移動的來看。於是宜蘭的鄉間道

路阡陌縱橫下都是極珍貴可喜的路徑，幾乎就是天成的電

影攝影軌道似的。這在早前它們還只是零星細窄田埂是不

可同日而語的。那時只能定點眺看，如今大可以移動滑

看。前者如同靜照，後者可同電影。 

    後來廣建了堤防，這些堤防亦提供了水平移動的極多

風景。不僅騎自行車的人可滑行欣賞，慢跑的人可緩緩流

目約略眺賞，溜狗的人可以左看右望的觀賞，而在堤下的

人亦可欣賞堤上的人或樹之剪影。 

  堤防的風景，太多太多，晨曦與夕陽，亦有極多變幻。

堤防，是宜蘭極特別的風景資產，雖然堤防之設建有其先

天上人與水相頑抗的極多辛酸不得已之處。 

  另就是村莊，村莊是田野開闊下最好的歇停點。村莊

若太大，則就看不出風景；宜蘭有一特點，便是村莊小。

此於土人的恆產言，可稱窮僻；然於外地過客的眼神賞視

言，則不啻是一種得天獨厚。村家三五之數，而屋前小塘，

屋後竹叢，此種風景，最是療目，也最是養心。 

  而村口有大樹一株，這種風景最經典。蘭城橋向南跨

過大礁溪，路邊一棵百年茄苳樹，這教人行路至此有一種

親切敦睦的「即要入村」之感。樹旁一條曲路，似蜿蜒要

通往村莊，進入所謂「阿蘭城」。 

    羅東運動公園，很棒的地方；宜蘭運動公園也是，然

那皆不是鄉下，我沒法留在那兒不動。 

  清朝「蘭陽八景」，像「北關海潮」啦，或「五峰瀑布」

啦，或「武荖林泉」之類，堪稱經典之景，已是招牌式或地

標式的美學範例，與我所說的村家鄉景不是同一回事。 

  我更懷念此類村家鄉景，就像童時赤腳踏上田埂、經

過樹叢、撥開竹縫、來到小河邊玩水或抓魚，而眼簾猶能

收攝到渡頭邊小船與樹幹上繞綁著懶洋洋的細殘纜繩那

種鄉村破敗景意，然那就是全世界原本盡皆得有的馬克吐

溫「頑童流浪記」的場景，卻如今全世界都視為極度珍貴

罕見的情狀。你且去看，「北關海潮」、「五峰瀑布」一

百年來猶自存在，然我說的「宜蘭鄉下」卻一點一點在消

失改觀中。噫，一個不留神，或許十年廿年便消失殆盡矣。 

34.下列何者不是作者所謂「鄉下」風景？ 

(A) 屋前小塘，屋後竹叢 

(B) 北關海潮、五峰瀑布 

(C) 大片的田、村口有大樹一株 

(D) 樹幹上繞綁著懶洋洋的細殘纜繩 

35.依據本文，作者說「眺看大片的田」猶如在看「電影」的最

主要原因為下列何者？ 

(A) 因為曾有多部參加國際影展的電影在宜蘭拍攝 

(B) 因為宜蘭風景美得像電影一般，令人心曠神怡 

(C) 因為鄉間道路阡陌縱橫，就像電影的攝影軌道 

(D) 因為宜蘭歷史豐厚且建築古樸，展現多樣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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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雞毛「撢」子：             6.分道揚「ㄅㄧㄠ」：  

2.應「允」許諾：             7.水面漣「一」：  

3.造飲「輒」盡：             8.慘遭雷「ㄐㄧˊ」： 

4.踉踉「蹌」蹌：             9.觀者如「ㄉㄨˇ」： 

5.「鑄」造銅像：              10.滿臉「ㄍㄢ」尬： 

二、注釋題：（1-5題，每題 1分，6-11每題 2分，共 17分） 

1.「罹」患：                       

2.「造」飲輒盡：                   

3.「亙」古：                        

4.「詛」咒：                        

5.簞瓢「屢」空：       

6.不朽：          

7.汲汲： 

8.不求甚解： 

9.渺茫： 

10.遺愛： 

11.天外飛來一筆： 

三、翻譯：（共 3分） 

1.極其言，茲若人之儔乎？酣觴賦詩，以樂其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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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改錯測驗：（每字 1分，共 5分） 

1.因應新冠肺炎役情趨緩，政府不但擬定紓困方案，也將推出 

振興三倍卷政策，希望能刺激民眾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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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七年級隔宿露營即將勝大登場，希望透過野吹、磐岩、營火

晚會等活動設計，讓學生體驗團體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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