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市立弘道國民中學 105 學年度第一學期 八年級 國文科 第三次定期評量
＜範圍：翰林版二上第九課至第十二課、《日日讀名言佳句》第6-8週、《文史典故》第25-27單元＞
【劃卡代號：10】
班級：
座號：
姓名：
(Ａ)美國隊長：我七十年前可就學過中文了。
「豢養／飼養」；
「闌珊／衰微」
(Ｂ)奇異博士：我是史傳奇耶，這有何難。
「謝罪／道謝」
；「謁見／拜見」
(Ｃ)蜘蛛人：我可是用功的學生呢。
「乾癟／枯瘦」
；「旭日／夕陽」
(Ｄ)超人：經過也來試試。
「蹓躂／跑步」
；「鼓噪／喧鬧」

※限用 2B 鉛筆，請將答案劃記於答案卡。分數以電腦
讀卡分數為準。
一、單一選擇題 (含閱讀測驗，共 40 題，每題 2.5 分)
(
)1. 請將下列「」的字寫成注音，選出讀音相同的選項。
(Ａ)「偌」大教室／ 慨然允「諾」
(Ｂ) 羽「翮」不整／分「隔」兩地
(Ｃ)「裴」老師 ／ 「緋」聞
(Ｄ) 色彩斑「斕」／ 煙火燦「爛」
(

)2. 請將下列注音寫成國字，選出字形相同的選項。
(Ａ) 直言抗「ㄅㄧㄢˋ」／ 替人「ㄅㄧㄢˋ」護
(Ｂ) 阿「ㄩˊ」奉承 ／身材豐「ㄩˊ」
(Ｃ) 設宴「ㄐㄧㄢˋ」行／ 躬行實「ㄐㄧㄢˋ」
(Ｄ) 萬丈光「ㄇㄤˊ」 ／ 蒼「ㄇㄤˊ」暮景

(

)3. 請分辨下列「」內的字義，選出意義相同的選項。
(Ａ) 百「聞」不如一見 ／ 「聞」香下馬
(Ｂ)「唯」陛下察之 ／「唯」見長江天際流
(Ｃ) 見乘輿車騎即「走」耳／三十六計，
「走」為上策
(Ｄ) 廷尉「乃」當之罰金 ／ 自知「乃」知識的基石

)8. 善用動物行為特性，融入詞語中，能使句子更生
動活潑。下列「」中詞語運用，何者「錯誤」？
(Ａ)看到最愛的咖啡口香糖，伊奇「雀躍」欣喜。
(Ｂ)在埃及的艷陽下，喬瑟夫口渴不已，
「牛飲」了
好幾大杯紅茶。
(Ｃ)達比對於是否出牌「兔疑」不決， 深怕中了對
手的計謀。
(Ｄ)聽完了主講人的奇妙冒險，聽眾們「魚貫」離
開會場。

(

)9. 下列各課作者的簡介，何者敘述「錯誤」?
(Ａ)司馬遷，字子長，西漢人。繼承父職為太史令，
後因李陵事件入獄，發憤著史，完成《史記》
。
(Ｂ)梁實秋，散文以小品文最具特色，幽默中有深刻
寓意。
(Ｃ)余光中，
「右手寫詩，左手寫散文」
，並用近四十
年時間翻譯《莎士比亞全集》。
(Ｄ)李朝威，唐代傳奇作家，生平不詳。作品有〈柳
毅傳〉傳世。

(

)10. ＜張釋之執法＞一文，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Ａ)「縣人來，聞蹕，匿橋下。久之，以為行已過，
即出，見乘輿車騎即走耳。」可見犯人態度惶恐，
犯了無心之過。
(Ｂ) 張釋之依法審判，嚴守法律的公平性，
「不因人
廢法，不因言改法」
，直言據理力爭。
(Ｃ) 文帝起初對張釋之的判決不以為然，頗為震怒
，後能從善如流，察納雅言。
(Ｄ)全文從旁觀敘述，未透過對話，卻能將人物性格
、形象刻劃得栩栩如生。

(

)11. ＜鳥＞一文說明，何者正確？
(Ａ)「長年關在柵欄裡，飲啄倒是方便，冬天還有遮
風的棉罩，十分地『優待』
。」表達鳥雖失去自由，
但也受到人們良好的照顧。
(Ｂ)「由遠叫到近，由近叫到遠，一聲急似一聲，竟
是淒絕的哀樂。」是藉喜鵲的叫聲反襯客愁。
(Ｃ)「好銳利的喜悅刺上我的心頭。」是運用擬人修

(甲)「蜷」伏 (乙) 命運多「舛」
(丙)「婢」女 (丁) 老淚「縱」橫
引號中的字，讀音依國語一到四聲排列，次序為何？
(Ａ) 丙乙甲丁 (Ｂ)丁甲乙丙
(Ｃ) 丙甲乙丁 (Ｄ)丁乙甲丙。

(

)4.

(

)5. 出下列詞性相同的選項。
(Ａ) 高「踞」枝頭 ／ 令人嫌「惡」
(Ｂ) 鳥「喙」／一「行」白鷺上青天
(Ｃ)「拳」著一條腿 ／「倏」地振翅飛去
(Ｄ) 不知所「措」／淒「絕」哀樂

(

)6. 下列句子成語的運用，何者是「錯誤」的？
(Ａ)健忘的多莉老是忘記回家的路，幸好總有「古道
熱腸」的人願意幫助她。
(Ｂ)巴斯特決定舉辦一場全世界最盛大的歌唱選秀大
賽，讓懷抱夢想的人有「一鳴驚人」的機會。
(Ｃ)艾莎和安娜雖是姊妹，但個性「大相逕庭」
，一
個沉穩壓抑，一個活潑好動。
(Ｄ)茱蒂和尼克「素昧平生」
，是跨越族群，彼此瞭解
的超級好朋友。

(

(

)7. 超級英雄們聚在一起切磋中文，要求每個人都要舉
出兩組意義相似的詞彙，請問只有哪位英雄全部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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辭，描寫作者深刻的喜悅之情。
(Ｄ)「再令人觸目的就是那些偶然一見的囚在籠裡的
小鳥兒了，但是我不忍看。」可以看出作者對鳥的
惻隱之心。
(

(

(

(

(

(

)12. 關於＜夸父＞一詩的文句，何者敘述「錯誤」？
(Ａ) 以古老神話故事為素材，突破傳統思維，重新
詮釋夸父逐日的意義。
(Ｂ)「新綻的旭揚」
、
「千瓣之光的蕊心」暗指光明而
充滿希望的前景。
(Ｃ)「壯士的前途不在昨夜，在明晨。」表達了「逝
者已矣，來者可追」之理。
(Ｄ)「既然追不上了，就撞上。」勉人學習夸父的堅
毅，擇善固執，才可成就不凡。
)13. ＜柳毅傳書結奇緣＞一文內容的說明，何者正確？
(Ａ) 是一篇寫實諷刺的愛情小說，情節曲折，人物出色
，發人深省。
(Ｂ) 柳毅為人熱心好義，替小龍女傳遞書信；個性剛正
磊落，拒絕小龍女的當面求婚。
(Ｃ) 錢塘君出場的描寫，場面驚心動魄，柳毅看到紅色
巨龍飛出龍宮，嚇得跌坐在地，驚惶失色。
(Ｄ)柳毅從龍宮回到家鄉，發現陸上早已物是人非，才
知道原來他在龍宮待了幾天，卻是陸地上的好幾百年。

(

)18. 洛威爾：
「災難就像刀子，握住刀柄可以為我們服
務，拿著刀刃則會割破手。」此句是說明什麼道理？
(Ａ) 水可載舟，亦可覆舟。
(Ｂ) 冰生於水，而寒於水。
(Ｃ) 兵來將擋，水來土掩。
(Ｄ) 逢山開路，遇水造橋。

(

)19. 「面對這群庸俗之輩，我真的只有_____ 的無奈，
所以在這場合什麼話都不想說。」缺空裡應填入：
(Ａ) 急驚風遇著慢郎中
(Ｂ) 話不投機半句多
(Ｃ) 禮多人不怪
(Ｄ) 病急亂投醫

(

)20. 下列名言佳句的應用，何者「錯誤」？
(Ａ)他整日嚷嚷著讀書時間不夠，但一放假就打電動
看小說，真是「謂學不暇給者，雖暇亦不能學」
。
(Ｂ)媽媽不准我吃垃圾食物，自己卻每天吃速食，真
是「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
(Ｃ)「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凶嫌逃亡已久，至今
仍逍遙法外。
(Ｄ)「物必先腐而後蟲生之」，本身自甘墮落，就別
只怪壞朋友影響你。

(

)21. 下列名言佳句的關係，哪一選項和其它「不同」？
(Ａ)疑人不用，用人不疑 ／ 賢者在位，能者在職
(Ｂ)不見黃河心不死 ／ 不見棺材不掉淚
(Ｃ)偷雞不著蝕把米 ／ 賠了夫人又折兵
(Ｄ)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 ／送君千里，終須一別

(

)22. 下列名言典故的應用，何者正確？
(Ａ)上回是你請我看電影，這次讓我「雪中送炭」，
回請你一頓晚餐吧。
(Ｂ)南亞大海嘯發生後，世界各國立刻「落井下石」
，
伸出援手救濟災民。
(Ｃ)經濟不景氣，沉重的家計負擔，讓許多夫妻陷入
「齊大非偶」的處境。
(Ｄ)這件採購弊案被揭露後，主事者想要「一手遮天」
是不可能了。

(

)23. 下列成語典故的解釋，何者「錯誤」？
(Ａ)「芹獻」
：自謙禮物菲薄，但情意真誠。

)14. 以下關於《史記》的敘述，哪一項「不正確」？
(Ａ) 紀傳體之祖，以人物為中心記載歷史
(Ｂ) 斷代史之祖，記載自黃帝到漢武帝年間歷史。
(Ｃ) 分為本紀、世家、列傳、表、書五類。
(Ｄ) 是史書卻有高度的文學價值，是後代散文典範
，為戲曲小說提供豐富題材。
)15. 以下關於唐代傳奇小說的敘述，哪一項正確？
(Ａ) 主要指當時流行的白話長篇小說。
(Ｂ) 具有完整結構，已邁入成熟階段。
(Ｃ) 受魏晉章回小說影響很深。
(Ｄ) 題材以志怪類成就最高。
)16. ＜張釋之執法＞：釋之曰：
「法者，……唯陛下察
之。」請根據課文，排出正確的文句順序：
（甲）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
（乙）今既下廷尉
（丙）且方其時，上使立誅之則已
（丁）今法如此而更重之
（戊）民安所錯其手足
（己）廷尉，天下之平也
（庚）一傾而天下用法皆為輕重
（辛）是法不信於民也
(Ａ)甲乙丙丁戊己庚辛
(Ｂ)甲乙己庚戊丙丁辛
(Ｃ)甲丁辛己庚丙乙戊
(Ｄ)甲丁辛丙乙己庚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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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句中三個「老」字，意
思分別為何？
(Ａ) 長輩、長輩、長輩
(Ｂ) 長輩、尊重、長輩
(Ｃ) 尊重、長輩、尊重
(Ｄ) 尊重、長輩、長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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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畫眉」
：比喻夫妻恩愛情深。
(Ｃ)「掛冠」
：比喻飛黃騰達。
(Ｄ)「掣肘」
：比喻從旁為難、阻撓他人行事。
(

)25. 下列敬、謙詞的用法，何者正確？
(Ａ)閣下坂本，有何貴幹？
(Ｂ)鄙人不才，冒昧向您求教。
(Ｃ)敝伉儷前日到貴府打擾，受到熱情款待，情誼永誌。
(Ｄ)隨時歡迎兩位光臨寒舍，尊夫人必備妥好菜相迎。

(

)26. 下列關於時辰的敘述，何者最合理？
(Ａ)都快過了酉時，野崎才將早餐準備好，千代
早已餓壞了。
(Ｂ)若松聽著歌聲入睡，終於一夜安眠，子時起床，
神清氣爽。
(Ｃ)鹿島為了不吵到鄰居晚上安寧，總是在寅時才
練習唱歌。
(Ｄ)御子柴通宵玩遊戲，辰時才就寢，日夜顛倒。

(

(

去夾在唐詩裡/扁扁地」像□過的相思。」
──余光中〈滿月下〉

)24. 下列名言典故應用的關係，何者「錯誤」？
(Ａ)「破鏡重圓」：父子
(Ｂ)「讓棗推梨」：兄弟
(Ｃ)「倒屣相迎」：主客
(Ｄ)「風行草偃」：君民

(

(

「那就摺一些闊些的荷葉/ □一片月光回去/回

(Ａ) 摘、擠 (Ｂ) 篩、撫 (Ｃ) 包、壓 (Ｄ) 掛、想
(

)30. 電影《怪獸與他們的產地》裡有許多神奇可愛的
魔法生物，而古籍《山海經》中亦有各種光怪陸離
的怪獸。其中〈海內南經〉：
「兕在舜葬東，湘水南。
其狀如牛，蒼黑，一角。」依據上述的描寫，其形
體與現代下列何者動物最相近？
(Ａ)
(Ｂ)

(Ｃ)

(Ｄ)

閱讀題組一

)27. 老師要同學們練習聲音的描摹，下列哪位學生的
文句，使用的狀聲詞最多？
(Ａ) 小玲：鳶鷹在天空往來盤旋，啾啾長鳴，再聽
見鴿子咕咕地叫，幻想要是我也能飛上天，那該有
多好！
(Ｂ) 小凱：近午時分，大家都飢腸轆轆，我的肚子
禁不住咕嚕響起，隔壁同學忍不住噗哧一笑，尷尬
的場面讓我面紅耳赤，心臟直撲通撲通地跳。
(Ｃ) 小毓：春和景明的時序，校園傳來老師滔滔不
絕的講課聲、學生琅琅的讀書聲，伴隨枝頭上吱吱
喳喳的麻雀碎語，好不熱鬧。
(Ｄ) 小鴻：雨聲淅瀝，院子裡的竹子發出簌簌的聲
響，雨滴紛紛地灑落在瓦屋上，連窗戶也砰砰作響。

夸父誕宏志，乃與日競走！俱至虞淵下，似若無勝負。
神力既殊妙，傾河焉足有？餘跡寄鄧林①，功竟在身後。
──陶潛〈讀山海經〉其九
① 鄧林：桃林

)28. 下列哪一段文字，
「不適合」為〈柳毅傳書結奇緣〉
中柳毅和小龍女的情誼下注腳？
(Ａ)千里姻緣一線牽，喜獲良緣平生足。
(Ｂ)相見爭如不見，有情何似無情。
(Ｃ)願我如星君如月，夜夜流光相皎潔。
(Ｄ)嘆人間真男女難為知己，願天下有情人終成眷屬。

(

)31. 陶淵明讚頌夸父面對自然不屈服的壯志，其精神
和下列哪一典故最「無關」？
(Ａ) 精衛填海
(Ｂ) 鐵杵磨針
(Ｃ) 愚公移山
(Ｄ) 嫦娥奔月

(

)32. 「餘跡寄鄧林，功竟在身後。」對夸父主要的
評價為何？
(Ａ) 荒誕狂傲，自取滅亡。
(Ｂ) 神力無窮，令人佩服。
(Ｃ) 造化弄人，功名垂世。
(Ｄ) 調整方向，堅毅不屈。

閱讀題組二
(甲)越冷的日子／希望的爐火越旺／我們心中／
沒有能源危機這回事
(乙)妻兒在你頭上／找到一根白髮時／的驚呼／
竟帶有拾穗者／壓抑不住的／歡喜

)29. 推敲下列詩句，在□中填入最符合意象的動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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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我會此。」良因怪之，跪曰：
「諾。」五日平明，良往
。父已先在，怒曰：
「與老人期，後，何也？」去，曰：
「
後五日早會。」 五日雞鳴，良往。父又先在，復怒曰：
「
後，何也？」去，曰：
「後五日復早來。」 五日，良夜未半
往。有頃，父亦來，喜曰：
「當如是。」 出一編書，曰：
「
讀此則為王者師矣。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
山下黃石，即我矣。」遂去，無他言，不復見。旦日視其書
，乃《太公兵法》也。良因異之，常習誦讀之。

(丙)只有從冰雪裡來的生命／才能這麼不存戒心／
把最鮮豔最脆弱的花蕊／五彩繽紛地／向這世界開放
(丁)向焦渴的大地／奉獻我們的汗滴／滾圓晶瑩的露珠
／源自生命的大海／帶著鹹味
──非馬〈四季〉

(

──西漢·司馬遷《史記 ．留侯世家》

)33. 上述四節短詩，每一節象徵一個季節。請依「春
、夏、秋、冬」依次排序：
(Ａ) 丁甲乙丙
(Ｂ) 丙丁乙甲
(Ｃ) 乙甲丁丙
(Ｄ) 甲乙丙丁

注釋：
①圯：音ㄧˊ，橋。②彊：音ㄑㄧㄤˇ，通「強」，勉強。
③里所：即里許，一里多。④平明：天明。

(
)34. 關於上述四節短詩，以下理解正確的是：
(Ａ)「甲」指人類的慾望如火焰燃燒，終使地球的資源枯竭。
(Ｂ)「乙」旨在感嘆老大無成，只能受妻兒的嘲諷。
(Ｃ)「丙」感慨生命的無奈，在酷寒環境下依然要綻放花蕊。
(Ｄ)「丁」將大地擬人化，人與自然共生共存。

(

)37. 老人考驗張良，後對張良說：「孺子可教矣！」，
此句話帶有何種語氣？
(Ａ)褒揚 (Ｂ)斥責 (Ｃ)悲傷 (Ｄ)惋惜

(

)38. 張良在第幾次赴約時，老人才把兵書交給他？
(Ａ)第一次 (Ｂ)第二次 (Ｃ)第三次 (Ｄ)第四次

閱讀題組三
簡子有臣尹綽、赦厥。

閱讀題組五

簡子曰：
「厥愛我，諫我必不於眾人中；綽也不愛我，諫
我必於眾人中。」

人們認為麒麟是種吉祥的動物，在詩經、春秋等經典
古籍中都提到過。

尹綽曰：
「厥也愛君之醜①而不愛君之過也，臣愛君之過
而不愛君之醜。」

但是麒麟並不如牛、馬、豬、狗般常見，所以即使
牠出現在人們眼前，一般人也認不出牠來。一般人看到
陌生而奇特的動物，往往心懷恐懼而視為不祥，因此一
旦麒麟真的出現，恐怕也會被認為不吉祥。

孔子曰：
「君子哉！尹綽，面訾②不譽也。」
──西漢·劉向《說苑．臣術》

有趣的是，每次麒麟出現，總是有聖人在世。麒麟
似乎是為聖人出現的，而聖人也一定能認出麒麟，如此
一來，麒麟怎麼可能被視為不祥呢？

注釋：①醜：出醜。 ②訾：音ㄗˇ，批評。
(

)35. 簡子認為誰才是真正愛護自己的人？
(Ａ) 赦厥 (Ｂ) 尹綽 (Ｃ)孔子 (Ｄ)眾人

(

)36. 孔子為何認為尹綽是君子？
(Ａ) 尊重國君，不在眾人面前批評。
(Ｂ) 重視國君的過錯，即使讓國君出醜。
(Ｃ) 善於辯論，不隨波逐流。
(Ｄ) 公正客觀，不以外貌評判他人。

假如沒有聖人在世就出現了麒麟，那麼這隻麒麟的
下場，大概會很可憐吧！
──改寫自韓愈〈獲麟解〉

閱讀題組四
良嘗閒從容，遊下邳圯①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
，直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
「孺子，下取履！」良鄂然，
欲毆之，為其老，彊②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業
為取履，因長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驚，隨目
之。父去里所③，復還，曰：
「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④
4-4

(

)39. 根據本文，麒麟被視為吉祥徵兆，作者認為主要
的原因為何者？
(Ａ) 長相陌生奇特
(Ｂ) 傳統的觀念
(Ｃ) 出現的時機
(Ｄ) 對人類有價值貢獻

(

)40. 根據本文，聖人之於麒麟的關係，與下列哪一組
最接近？
(Ａ) 陶淵明之於蓮花 (Ｂ) 伯樂之於千里馬
(Ｃ) 李白之於月亮
(Ｄ) 孫悟空之於如來佛

臺北市立弘道國民中學 105 學年度第一學期 八年級 國文科 第三次定期評量
臺北市立弘道國中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03 次定期考試
8 年級 國文 班級範圍:01 班～17 班 組別範圍:第一組～第一組 標準答案
1

B

2

A

3

C

4

B

5

A

6

D

7

A

8

C

9

C

10

D

11

D

12

D

13

C

14

B

15

B

16

D

17

D

18

A

19

B

20

C

21

A

22

D

23

C

24

A

25

B

26

D

27

B

28

B

29

C

30

A

31

D

32

C

33

B

34

D

35

A

36

B

37

A

38

C

39

C

40

B

4-5

臺北市立弘道國民中學 105 學年度第一學期 八年級 國文科 第三次定期評量

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