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市立弘道國民中學一零五學年度第二學期 八年級 國文科 第一次定期評量
＜範圍：翰林版八下課本、習作L1~L4、語一；名言佳句第9、10、11週；文史典故第28、29、30單元＞

【劃卡代號：10】

班級：

座號：

※答案卡限用 2B 鉛筆劃記，答案請劃記明確；若有劃
記錯誤，請擦拭乾淨。分數以電腦讀卡分數為準。

姓名：

6.他好心將出車禍的騎士送至鄰近的醫院，卻被誤會成肇事
者，真是（

）。

※一至四大題請作答於答案卷上。

7.許多學生到了九年級開始鬆懈，導致（

※考試完畢請繳交答案卡及答案卷，請不要填錯格。

8.成功是靠努力積累而成，
（

一、國字注音 10％【每題 1 分】

9.當執行公益之事受到媒體攻訐，要有（

）
，相當可惜。

）
，不要妄想一步登天。
）精神，堅持

下去。
1.「ㄓㄢˋ」抖

6.「窈」窕

2. 漠「ㄌㄥˊㄌㄥˊ」

7. 朝「暾」

3.「ㄧˋ」入了天聽

8.「歙」縣

4. 吝「ㄙㄜˋ」

9.「蝙」蝠

5. 謹「ㄔˋ」友

10. 諸「葛」廬

10.孔教授認為（
內的教育水準。

五、單選題 46％【每題 2 分】

二、注釋 14％【1~6，每題 1 分；7~10 每題 2 分】
1.「恣」你嘗新

6. 滑稽

2. 參差

7. 惟吾德馨

3. 案牘

8. 塵緣

4. 無「之」而非書

9. 鴻儒

5. 凡事不宜「刻」

10. 掛單

2、下列各組「 」中的注音寫成國字後，何者前後相同？
(A) 窮兵「ㄉㄨˊ」武／買「ㄉㄨˊ」還珠
(B) 一道「ㄕㄨˋ」光／連「ㄕㄨˋ」推行
(C)「ㄐㄧㄣˇ」言慎行／行為拘「ㄐㄧㄣˇ」

苔痕上階綠，……，無案牘之勞形。

四、配合題 10％【請將英文代號填入答案卷，每題 1 分】

(D) 何「ㄌㄡˋ」之有／「ㄌㄡˋ」網之魚。

3、下列各組「 」中的字，何組前後的詞性相同？
(A)「細膩」筆調／感情「細膩」
(B)「夕陽」無限好／「夕陽」產業
(C)「想像」一流清淺／「想像」力馳騁
(D) 「消遣」他人／適性的「消遣」
。

A 青出於藍，而勝於藍

F 為山九仞，功虧一簣

B 橘化為枳

G 扣槃捫燭

C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H 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

D 一傅眾咻

I 唾面自乾

E 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 J 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

2.在（

1、下列各組「 」中的注音，何者前後相同？
(A)「凋」蔽／「啁」啾
(B)「酪」漿／「絡」繹
(C) 腥「羶」／遞「嬗」
(D)「馨」香／用「罄」。

三、默寫 10％【多、少、錯字，1 字 1 分，扣完為止】

1.好脾氣的遙遙，
（

），所以建議吸取芬蘭改革經驗提升國

）的修養，令人自嘆弗如。

4、「回文」是上下兩句，詞彙大多相同，但詞序相反的修
辭技巧，如「有村舍處有佳蔭，有佳蔭處有村舍」
。下列
選項中，何者也是相同用法？
(A) 得之於人者太多，出之於己者太少
(B) 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C)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
(D) 時代考驗青年，青年創造時代。

）的環境之下，是不可能有良好的學習效果的。

3.移民瑞士多年，瑞瑞早已入境隨俗，
（
4.多多不瞭解環保內容，提出的報告如（

），徹底西化。
）
，錯誤甚繁。

5.蕎蕎年紀輕輕就成為舞蹈家，聲名勝於老師，可謂（

）
。

5、徐志摩曾說「數大了似乎按照著一種自然律，自然地會
有一種特別的排列，一種特別的節奏，一種特殊的式樣，
激動我們審美的本能，激發我們審美的情緒。」也就是
所謂的壯美，下列描述景象何者符合描述？
(A) 夕陽西下時，騎了車迎著天邊扁大的日頭直追
(B) 隔著一大田的麥浪，看西天的變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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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可愛的路政，這裡哪一處不是坦蕩蕩的大道
(D) 只遠處牛奶車的鈴聲，點綴這周遭的沉默。

12、下列這封寫給朋友的書信，□□內依序應填入何者較為
正確？
子于吾兄□□：
休息至今，已逾半載，雖分隔兩地，仍不忘發表會
的事宜。近日弟仍勤於練習戲劇與舞蹈，待下月至馬來
西亞會面後，再與兄切磋。敬請
□□
弟孝淵敬啟
一○六年三月

6、下列「」的字何者前後的詞義相同？
(A) 調「素」琴／留蚊於「素」帳中
(B) 花朵「盛」開／「盛」氣凌人
(C) 往來無「白」丁／「白」費心機
(D)「鴻」圖大展／談笑有「鴻」儒。
7、
〈我所知道的康橋〉一文中，作者在文中第一段的末尾用
了三個「頃刻間」，把時間說得極為急促，主要是想表
示：
(A) 初曉景色，瞬息萬變
(B) 人生苦短，倏忽即逝
(C) 反覆不已，意象重疊
(D) 心情焦躁，惶恐不安。
8、成語應用可增進語感訓練，下列何組前後意思相同？
(A) 杯弓蛇影／朝三暮四
(B) 始作俑者／為富不仁
(C) 笑裡藏刀／口蜜腹劍
(D) 蠻觸之爭／胸有成竹。
9、弘道國中舉辦《幽夢影選》辯論賽，四位進入決賽八年
級選手，各自針對文句論述，請問哪一位選手的說法有
誤呢？
(A) 甄厲害：
「對風雅友，如讀名人詩文」說明結交此類
朋友可提升性靈，民初文人徐志摩即屬此類
(B) 梅敵手：
「對滑稽友，如閱傳奇小說」強調結交這樣
的朋友可增添生活樂趣
(C) 賈有料：「善讀書者，無之而非書」乃是因為把握
了歐陽脩「三上」的原則，善於利用零碎時間
(D) 方開心：「凡事不宜痴，若行善則不可不痴」意謂
行善若不以幾近痴迷的態度持續投入，容易流於「為
德不卒」或「沽名釣譽」。
10、
「凡事不宜貪，若讀書則不可不貪。」使用了映襯修辭，
下列何者與之相同？
(A) 藥補不如食補
(B) 敗草裡的鮮花
(C) 巧言令色鮮矣仁
(D) 山水是地上的文章。
11、關於書信信封「啟封詞」的繕寫格式，下列何者正確？
(A) 江昆樹先生 敬收
(B) 林國樺父親 安啟
(C) 宋君勳老師 敬啟
(D) 梁鎮道校長 道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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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足下、臺安
膝下、大安
鈞鑒、崇安
知悉、福安。

13、關於《幽夢影選》一文的作法與內容說明，下列各句敘
述何者錯誤？
(A)「對淵博友，如讀異書」意思近於孔子所說益者三
友中的「友多聞」
(B)「書史亦山水也。」涵義類似「文章是案頭山水」
(C)「凡事不宜刻，若讀書則不可不刻。」的意境相近
於陶淵明「好讀書，不求甚解」
(D)「善讀書者，無之而非書。」的意義同於「處處留
心皆學問」。
14、〈我所知道的康橋〉文中敘述「晚景的溫存卻被我這樣
偷嘗了不少」，此文句所使用的修辭法，與下列哪一選
項相同？
(A) 你能想像更適情，更適性的消遣嗎
(B) 地形像是海裡的輕波，默沉沉地起伏
(C) 傳呼快馬迎新月，卻上輕輿趁晚涼
(D) 好銳利的喜悅刺上我的心頭。
15、〈一棵開花的樹〉詩中對愛情的抒寫，心境變化的順序
為何？
(A) 虔誠企盼→落寞傷感→真誠專注
(B) 虔誠企盼→真誠專注→落寞傷感
(C) 真誠專注→虔誠企盼→落寞傷感
(D) 落寞傷感→虔誠企盼→真誠專注。
16、〈陋室銘〉一文中，何者最具有動態之美？
(A) 苔痕上階綠，草色入簾青
(B) 無絲竹之亂耳，無案牘之勞形
(C) 南陽諸葛廬，西蜀子雲亭
(D) 山不在高，有仙則名。
17、下列對於〈一棵開花的樹〉的詩句意涵的解說，哪一選
項有誤？
(A)「那顫抖的葉是我等待的熱情」透露出「既期待又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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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傷害」的心情
(B)「朵朵都是我前世的盼望」說明對愛情的失望與無奈
(C)「佛於是把我化成一棵樹∕長在你必經的路旁」說明
少女痴心感動佛而助其達成心願
(D)「在我最美麗的時刻」呼應「陽光下慎重地開滿了
花」 。

23、關於〈陋室銘〉一文的寫作，下列何項敘述完全正確？
(A) 以「山不在高」為綱要，敘寫山水之奇
(B) 以「有龍則靈」為綱要，說明地靈人傑
(C) 以「斯是陋室」為綱要，敘寫居處內外簡陋
(D) 以「惟吾德馨」為綱要，說明生活景況不俗。

六、閱讀測驗題 10％【每題 2 分】

18、下列「」中的字，何組實指顏色？
(A)「藍」田種玉／「釉」綠梯田
(B)「赤」膽忠心／「黑」函橫行
(C) 往來無「白」丁／真相大「白」
(D) 明眸「皓」齒／「黃」梅時節。

（甲）

19、〈我所知道的康橋〉一文中，作者將「炊煙」比喻成「
朝來人們的祈禱」，下列何者也使用以「聽覺」表現「
視覺」的寫法？
(A) 枝上黃鶯的吟唱，彷彿夜裡清涼的微風輕輕的拂過
肌膚
(B) 她靦腆的笑容，充滿了濃濃的甜味
(C) 從窗外望出去，嘩啦嘩啦的陽光，灑在一望無際的
蒼綠草原上
(D) 蟬聲是一陣襲人的浪，不小心掉進小孩的心湖。於
是湖心拋出千萬圈漣漪，如同千萬條繩子，要逮捕
那陣浪。
20、劉禹錫寫〈陋室銘〉自我戒勉，文末特別寫出南陽諸葛
廬和西蜀子雲亭，其用意為何？
(A) 靜待時機，一展長才
(B) 隱居世外，隨遇而安
(C) 懷才不遇，忿忿不平
(D) 孤芳自賞，時不我予。
21、下列各組對話中使用的詞語，何者完全正確？
(A) 甲：「明天校外教學，令兄能去嗎？」乙：「家兄
有事，無法參加。」
(B) 甲：「請問貴姓？寒舍在哪兒？」乙：「敝姓宋，
府上在中和區。」
(C) 甲：「請問令堂高壽幾何？」乙︰「家父年已八十。」
(D) 甲：「令嬡何時出閣？」乙：「小犬年底文定，來
春出嫁。」
22、「如何讓你遇見我∕在我最美麗的時刻 為這∕我已在
佛前 求了五百年∕求祂讓我們結一段塵緣」此段詩句
透露出怎樣的心情？
(A) 怨天尤人
(B) 望穿秋水
(C) 百無聊賴
(D) 自鳴得意。

止知其一，惟恐不止其一，復求知其二者，上也；
止知其一，因人言始知有其二者，次也；止知其一，人
言有其二而莫之信者，又其次也；止知其一，惡人言有
其二者，斯下之下矣也。
張潮〈幽夢影〉
24、根據上文，「止知其一，惟恐不止其一，復求知其二，
上也」這種求學態度，不適合用下列何種成語形容？
(A) 精益求精
(B) 孜孜不倦
(C) 拾人牙慧
(D) 百尺竿頭。
（乙）
在距離立霧溪出海口不過幾百公尺的地方，有一片
約莫三分的野地，這原本是太魯閣泰雅族人的旱地，他們
曾在這裡收穫過小米、地瓜、甘蔗、花生……等。由於臺
灣經濟結構的改變，勤勞的太魯閣族人也終於不得不在去
年秋天放棄了種植，把土地交還上帝，從此由大自然來經
營這塊地。
從去年春天以來，我曾好幾次打這田邊走過，它從未
引起我的注意，今年三月底，我為了拍攝中國石龍子，再
度經過這裡，它卻令我驚豔。我完全不敢相信，這就是我
印象中的廢耕地，那片不起眼的旱地，現在竟然被各色各
樣的野花鋪滿，高高低低，成堆成簇，在暖烘烘的春風裡
搖曳淺笑。無數的白紋蝶在花間飛舞追逐，醉人的花草香
氣瀰漫大地，耳朵裡充斥著野鳥熱情的鳴叫……。
我怔怔地陶醉在野地裡，全身充滿著一股難言的喜
悅，覺得造物者離我好近好近，心中洋溢著滿足與感
謝……。一列轟轟隆隆趕路的列車，把我從入定中驚起，
我又變成一個冷靜的自然觀察者，這使我有些悲傷。
這小小的一塊人類放棄的田地，只不過半年，大自然
就讓它開滿了野花，這些花要比公園裡的花更野更富生命
力，所以也更得我尊敬。因為有這麼多種的野生植物，各
種的昆蟲也分別在這裡找到了棲息的地方，當然，最容易
注意到的還是唱個不停的歌鳥。
探訪過這片人類口中的「荒地」的每一種生物後，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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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深覺得，荒地其實不荒，它有著豐富的各色各樣野生植
物，但人類太過於從經濟角度來看它，所以才有荒地一詞
的出現。若能從大自然的角度來看它，荒地亦有情，它供
養著各種的生物。人類所謂的荒地，往往是野生動植物的
天堂，這該夠人類好好反省了！
節錄自徐仁修〈自然生態散記〉
25、根據上述文章，作者認為荒地亦有情的原因是什麼？
(A) 是各種野生動植物的天堂
(B) 能綠化都市，具減碳效果
(C) 經濟價值不高，人跡罕至
(D) 讓人們多了遊憩的好去處。
26、本文運用感官摹寫使人有如身歷其境，下列各文句的分
析，何者有誤？
(A) 無數的白紋蝶在花間飛舞追逐－視覺
(B) 醉人的花草香氣瀰漫大地－嗅覺
(C) 一列轟轟隆隆趕路的列車，把我從入定中驚起－觸
覺
(D) 各色各樣的野花鋪滿，高高低低，成堆成簇－視覺。
（丙）
一位朋友向我抱怨，說在漫長的假期裡，他感到無
聊。這話使我吃了一驚，怎麼會呢？在這樣的年紀、這
樣豐富多姿的世界裡，不說別的，
「書中無甲子」
，光是
念書，就足以打發許多時間了，更何況這目前還算是他
的本分之一，而離「慣看秋月春風」的日子也還遠得很，
生活中更應有俯拾皆是的新鮮才是。於是我試著問他：
植物園裡的荷花開了，你去看了幾次？颱風過後，你可
知荷花池中又是怎樣的一番景象？……偶爾抬頭看看
天空也不錯，你看過同樣一朵浮雲嗎？……從朋友錯愕
的表情中，我知道，他壓根兒不曾有過這些念頭。但生
活的樂趣，卻蘊藏在這些小地方上，不需要花什麼大
錢、大時間，一樣可以使日子過得盎然而有朝氣。
李貞慧〈無聊與無題〉

27、文中所引用「慣看秋月春風」一句的意思為何？
(A) 一年四季的遞嬗是很有規律的
(B) 人生的閱歷已很豐富
(C) 每年都要有規畫旅遊的時段
(D) 作者喜歡嘗試新奇事物。
28、作者認為要秉持下列何種心態，才能樂享生活？
(A) 事來心始現，事去心隨空
(B) 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
(C) 解甲歸田，寄身田園
(D) 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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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弘道國民中學一零五學年度第二學期 八年級 國文科 第一次定期評量
【 答 案 卷 】教師用

班級：

座號：

姓名：

※請用藍筆或黑筆將答案寫在答案卷上，不可用鉛筆。

一、國字注音 10％【每題 1 分】
1

2

3

4

5

6

7

8

9

10

顫

楞

翳

嗇

飭

一ㄠˇ

ㄊㄨㄣ

ㄕㄜˋ

ㄅㄧㄢ

ㄍㄜˊ

二、注釋 14％【1~6，每題 1 分；7~8 每題 2 分】
1

隨、任

6

言行可笑而逗趣

2

不整齊的樣子

7

因為我的品德，使陋室的聲名像香氣一樣遠播

3

文書、公文

8

世俗的緣分

4

泛指各種事物

9

大儒，指學問淵博的人

5

嚴苛

10

原指僧侶投宿寺院暫住，此指借宿

三、默寫 10％【多、少、錯字，1 字 1 分，扣完為止】
苔痕上階綠，……，無案牘之勞形。
苔痕上階綠，草色入簾青。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可以調素琴，閱金經。無絲竹之亂耳，無案牘之
勞形。

四、配合題 10％【請將英文代號填入答案卷，每題 1 分】
1

2

3

4

5

6

7

8

9

10

I

D

B

G

A

E

F

H

J

C

五&六 BCADB DACCB DACDB ABDCA ABDCA C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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