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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次定期評量
＜範圍： 課文九~十二課、 《日日讀》15~16週、《文史典故》34~36單元

【劃卡代號：10】

班級：

座號：

＞

姓名：

參考範例：

（B）眾口鑠金/三人成虎

※答案卡限用 2B 鉛筆劃記，答案請劃記明確；若有劃

（C）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匹夫無罪，懷璧其罪

記錯誤，請擦拭乾淨。分數以電腦讀卡分數為準。

（D）寧為雞口，無為牛後/寧為玉碎，不為瓦全

※請作答於答案卷上，考試完畢僅繳交答案卷，請不要
填錯格。

6.下列「」中的字音，何組相同？

一、單一選擇題 85％（共 34 題，每題 2.5 分）

（A）面目可「憎」/致「贈」奬品

1.「少年安得長少年，海波尚變為桑田。」其意與下列

（B）「鍥」而不捨/訂定「契」約
（C）粗「獷」豪邁/開發「礦」產

何者相去最遠？

（D）「逮」捕人犯/為非作「歹」

（A）有花堪折直須折，莫待無花空折枝。
（B）光陰似箭催人老，日月如梭趲少年。
（C）春宵一刻值千金，花有清香月有陰。

7.下列「 」中的字音，何組不同？

（D）花有重開月再圓，山有相逢石有穿。

（A）「扳」回一城/「班」師回朝
（B）「蟄」伏多年/各「執」一詞

2.「即使優勢再多，也要明白

，民心

的歸向，人民是否支持你，才是總統候選人能不能當

（C）「偃」旗息鼓/「揠」苗助長
（D）霧「霾」籠罩/必有「埋」伏

選的重要關鍵。」這段話空缺處應填上何者為宜？
8.下列「 」中的字音，何組關係與其他三組不同？

（A）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
（B）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

（A）銀貨兩「訖」/自古「迄」今/「屹」立不搖

（C）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

（B）懸崖「峭」壁/嬌「俏」可愛/寶劍出「鞘」

（D）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C）「屏」棄不用/「屏」氣凝神/一架「屏」風
（D）巡查「崗」位/值班站「崗」/山「崗」綿延

3.托爾斯泰：
「人生的價值並不是用時間，而是用深度
9.下列「 」中的字形，何組關係與其他三組不同？

去衡量的。」其意與下列何者相近？

（A）銘謝惠「ㄍㄨˋ」/不屑一「ㄍㄨˋ」/

（A）朝聞道，夕死可矣。

「ㄍㄨˋ」此失彼

（B）識時務者為俊傑。

（B）三顧茅「ㄌㄨˊ」/江西「ㄌㄨˊ」山/

（C）聖人不貴尺璧，而重寸陰。
（D）生命就像騎單車一樣，除非你停止踩踏板，否則

紅泥小火「ㄌㄨˊ」
（C）好高「ㄨˋ」遠/趨之若「ㄨˋ」/

不會掉下去。

心無旁「ㄨˋ」
4.「歲寒三友」的「三」為實數，其用法和下列何者相
同？

（D）資質愚「ㄉㄨㄣˋ」/稍作停「ㄉㄨㄣˋ」/
「ㄉㄨㄣˋ」時立刻

（A）三令五申
（B）三寸之舌
（C）三皇五帝
（D）三折肱為良醫

10.下列「 」中的字義，何組相同？
（A）忽然十餘次「飛馬」報到/司馬懿笑而不信，自
「飛馬」遠遠望之
（B）「止」有一班文官/遂「止」住三軍

5.下列哪一組詞語的關係和其他三組不同？
（A）糟糠之妻/下堂之妻

（C）「望」西城蜂擁而來/「望」北山路而退
（D）「蓋」因不得已而用之/「蓋」竹柏影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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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下列「 」中的字替換以後，何者意思改變？
（A）迄「乎」成──於

丙.屏棄而不用，其昏與庸無以異也。
丁.旦旦而學之，久而不怠焉，迄乎成，而亦不知

（B）「凭」欄而坐──憑

其昏與庸也。

（C）汝輩「焉」知──豈

然則昏庸聰敏之用，豈有常哉？」

（D）歌「頌」文明──訟

（A）甲丙乙丁
（B）甲丁乙丙

12.「小時候我睹氣爸爸不帶我上山打臘，自己乾翠就

（C）乙丁甲丙

脛自找朋友到大安溪絆游泳，當陽光軟綿綿地鋪上

（D）乙丙甲丁

河床時，我們的夢想便開始澎帳而且奇異起來。」
以上這段文字共有幾個錯字？

16.下列〈為學一首示子姪〉的文句解讀，何者正確？

（A）五個字

（A）為之，則難者亦易矣──不經一事，不長一智。

（B）六個字

（B）屏棄而不用，其昏與庸無以異也──比上不足，

（C）七個字

比下有餘。

（D）八個字

（C）旦旦而學之，久而不怠焉──謀事在人，成事
在天。

13.下列有關各課課文的敘述，何者有誤？

（D）不自限其昏與庸而力學不倦，自立者也──駑

（A）
〈為學一首示子姪〉全文緊扣「力學不倦」立說，

馬十駕，功在不捨。

並舉蜀鄙二僧為例，證明肯努力終能成功。
（B）〈來到部落的文明〉作者瓦歷斯‧諾幹因對部落
傳統文化逐漸式微感到憂心，故對現代文明的入
侵、部落價值觀的改變提出強烈控訴。

17.「西蜀之去南海，不知幾千里也，僧之富者不能至，
而貧者至焉。」這段話涵義為何？
（A）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

（C）〈空城計〉一文節選自《三國演義》第九十五回
〈馬謖拒諫失街亭，武侯彈琴退仲達。〉
（D）〈深藍的憂鬱〉和〈替代死刑〉皆屬極短篇科幻

（B）登高必自卑，行遠必自邇。
（C）讀萬卷書，行萬里路。
（D）精誠所至，金石為開。

小說，除了科幻情節的描述，也蘊含對人性與社
會議題的探討，頗有發人深省之處。

18.下列〈為學一首示子姪〉中的文句，何者論點與其
他三者不同？

14.下列有關〈為學一首示子姪〉的說明，何者有誤？
（A）題目中的「一首」，是指一篇首尾完整的詩文；
「示」是教導、指示之意。

（A）人之為學有難易乎？學之，則難者亦易矣。
（B）天下事有難易乎？為之，則難者亦易矣。
（C）富者曰：
「吾數年來欲買舟而下，猶未能也。」

（B）作者認為一般人易犯「自恃聰敏而不學」的毛病
，不肯踏實努力，故藉此文提出忠告。

（D）昏與庸，可限而不可限也，不自限其昏與庸而
力學不倦，自立者也。

（C）文章採「實例故事法」開頭，先舉蜀鄙二僧的故
事，再進行說明與結論。

19.〈來到部落的文明〉作者瓦歷斯‧諾幹於師專畢業
後數次請調，朝離家鄉較近的學校前進，最後回歸

（D）全文布局穩健，說理明暢，尤其善用「映襯」手
法，以凸顯主旨。

母校任教，承擔起教育下一代泰雅人的使命。他將
這段歷程稱之為什麼？
（A）落葉歸根

15.下列〈為學一首示子姪〉文字重組，何者正確？
「甲.吾資之聰，倍人也；吾材之敏，倍人也。
乙.吾資之昏，不逮人也；吾材之庸，不逮人也。

（B）鮭魚返鄉
（C）投桃報李
（D）飲水思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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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下列有關〈來到部落的文明〉文字說明，何者有誤？
（A）那時候城市文明還畏畏縮縮地不敢闖進部落─
─當時原住民大多仍保有原來的生活方式。
（B）文明的臉長什麼樣子，我們也一直没認清楚它
的底細──族人對都市文明普遍認識不清。
（C）誰也不知道文明是怎麼闖進部落的──點出文
明來勢洶洶。

（A）
《三國志》以蜀漢為東漢的正統傳承，對劉備、
孔明極為推崇。
（B）
《三國演義》以曹魏為正統，對曹操、周瑜等人
有較多正面的描寫。
（C）由於《三國志》深植人心，孔明的足智多謀、
關羽的赤膽忠心、周瑜的器小善嫉、曹操的奸
險狡詐遂成為大家熟悉的一張張臉譜。

（D）想到童年的夢想，似乎是文明的腳步也追不回

（D）
《三國演義》有些情節擷取《三國志》內容，但

來的──作者終於覺悟自己的童年夢想實在跟

有部分是羅貫中根據野史及民間傳說等加以渲

不上時代腳步。

染而成的。

21.根據〈來到部落的文明〉一文所述，老獵人巴尚‧

25.下列有關〈空城計〉的寫作手法分析，何者有誤？

達努從來都不喜歡城市文明的奇異，仍然堅持傳統

（A）屬「記人」類記敘文，採第三人稱立場寫作。

的生活方式，最有可能的理由為何？

（B）依故事情節發展先後敘寫，為順敘法。

（A）族人不想再與他分享獵得的山肉。

（C）穿插對話，使人物栩栩如生，增加故事真實感。

（B）懷念以往「以物易物」的傳統生活方式。

（D）善用對比及懸疑手法營造高潮，張力十足。

（C）電動玩具讓泰雅的孩子逐漸遠離自然，對森林
不再感到好奇。

26.〈空城計〉中，孔明空城計得以成功的原因為何？

（D）上山前觀察西麗克鳥行徑的作法遭族人恥笑。

（A）將士用命，以寡擊眾。
（B）身先士卒，激勵將士。

22.「在外面讀書的孩子開始耳語都市文明的奇異世界

（C）知己知彼，謀定後動。

，二十層的高樓說得比八雅鞍部山脈還要高……；

（D）拖延戰術，等待援兵。

有人看到電視上出現的歌星在都會大廈活生生演唱
，這樣的消息似乎比獵人捕到山豬還令人興奮。」
可見部分泰雅人對現代文明抱持何種態度？
（A）驚奇和敬畏

27.下列〈空城計〉文句中的語氣，何者有誤？
（A）司馬昭：
「莫非諸葛亮無軍，故作此態，父親何
故便退兵？」──假設語氣

（B）嚮往和崇拜

（B）司馬懿：
「亮平生謹慎，不曾弄險。今大開城門，

（C）揶揄和嘲諷

必有埋伏。我軍若進，中其計也，汝輩焉知？

（D）懷念和慨嘆

宜速退。」──輕視斥責語氣
（C）眾皆驚服，曰：
「丞相玄機，神鬼莫測。若某等

23.「孩子，給你一個名字/讓你知道雄偉的父親/一如
我的名字有你驕傲的祖父/你孩子的名字也將連接
你。」瓦歷斯‧諾幹此詩表達了泰雅族的何種傳統？

之見，必棄城而走矣。」──嘆服語氣
（D）孔明拍手大笑，曰：
「吾若為司馬懿，必不便退
也。」──自豪得意語氣

（A）追本溯源的執著
（B）父子聯名的制度

28.下列有關三國人物謎語：
「籠中鳥」
、
「展翼升空」
、
「鑿

（C）人死留名的心願

壁取光」，各是指誰？

（D）青出於藍的期許

（A）魯肅、孫權、周瑜
（B）關羽、張飛、孔明

24.下列有關《三國志》和《三國演義》的敍述，何者
正確？

（C）劉禪、趙雲、劉備
（D）袁紹、董卓、呂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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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小強到某地旅行，發現一副對聯：「曰帝曰侯曰聖

34.「有自負棋名者，與人角，連負三局。他日，人問

人，名光日月；安蜀安漢安天下，志在春秋。」其

之曰：
『前與某人較棋幾局？』曰：
『三局。』又問：

所詠懷的對象與下列何者相同？

『勝負如何？』曰：
『第一局我不曾贏，第二局他不

（A） 師臥龍，友子龍，龍師龍友；

曾輸，第三局我要和，他不肯罷了。』」從對話中可

弟翼德，兄玄德，德兄德弟。

知主角犯了什麼毛病？

（B） 賤能忍恥卑狂少，貴乏懷忠近佞人；

（A）顧及顏面，不肯認輸。

徒用千金酬一飯，不知明哲重防身。

（B）言語含糊，不求精確。

（C） 千秋冤獄莫須有，青山有幸埋忠骨；

（C）善於推諉，怨天尤人。

百戰忠魂歸去來，白鐵無辜鑄佞臣。

（D）苟且草率，信口開河。

（D） 義膽忠肝，六經以來二表；
二、題組 15％（共 6 題，每題 2.5 分）

託孤寄命，三代而後一人。

（一）
30.下列有關三國歇後語，何者有誤？

人之為學，不日進則日退。獨學無友，則孤陋

（A）孔明揮淚斬馬謖──顧全大局

而難成；久處一方，則習染而不自覺。不幸而在窮

（B）孔明大擺空城計──化險為夷

僻之域，無車馬之資，猶當博學審問，古人與稽（1）
，

（C）徐庶入曹營──一言不發

以求其是非之所在，庶幾可得十之五、六。

（D）張飛穿針線──將錯就錯

若既不出戶，又不讀書，則是面牆（2）之士，
雖子羔、原憲（3）之賢，終無濟於天下。子曰：
「十

31.下列有關〈深藍的憂鬱〉與〈替代死刑〉的敘述，
何者有誤？

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者也。」
夫以孔子之聖，猶須好學，今人可不勉乎？

（A）兩篇主角都曾在腦部植入晶片或電極。

註：（1）稽：考校查證。

（B）兩篇對人工智慧的發展都表現出樂觀的態度。

（2）面牆：對著牆壁，一無所見之意。

（C）兩篇對未來世界的情景都有幻想式的描述。

（3）子羔、原憲：都是孔子的學生。

（D）兩篇結尾都有出人意表的情節發展。
顧炎武〈與友人論學書〉
32.根據〈深藍的憂鬱〉文中所述，下列何者正確？

35.本文首段主旨為何？

（A）棋王自始至終對於比賽結果都淡然處之。

（A）里仁為美，應慎選讀書環境。

（B）深藍是機器，故始終無法擁有人的情感。

（B）讀書要久處一方，才能專心向學。

（C）棋王腦中植入晶片後，深藍終於飲恨於棋王。

（C）為學要精通並能舉一反三。

（D）文中對棋王的勝與負都有進行心理描寫。

（D）為學應當注重多方考證切磋。

33.下列有關〈替代死刑〉的敘述，何者有誤？
（A）藉由主角王朝明的事件，探討未來世界替代死
刑的可能方案。

36.「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
也。」其意為何？
（A）忠信者與好學者所在多有。

（B）全篇以王朝明的心理變化為主軸，並以此帶動
情節的推展。

（B）忠信者與好學者都很難能可貴。
（C）好學者一般人不容易做到。

（C）王朝明冤情雖然獲得平反，但因心有不甘，出

（D）忠信者往往容易被人忽略。

獄後隨即著手進行復仇計畫。
（D）復仇的念頭讓王朝明驚慌不安，非常煎熬，以
致故事結尾有了戲劇化的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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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39.在這次展覽中，找不到下列相對應的哪種現代物

張蒼梧是張憑之祖，嘗語憑父曰：
「我不如汝。」

品？

憑父未解所以，蒼梧曰：「汝有佳兒。」憑時年數歲，

（A）學生證

斂手曰：「阿翁，詎（1）宜以子戲父！」

（B）身分證
（C）戶口名簿

註：（1）詎：豈、何，表示反問的語氣。

（D）公文
劉義慶《世說新語‧排調篇》
37.「阿翁，詎宜以子戲父！」句中的「父」
，指的是誰？

40.從本文中，可以推知下列何者正確？

（A）張憑之父

（A）
「九九乘法」是由中國傳往埃及的。

（B）張憑之祖父

（B）秦朝的上班時間自辰時開始，至申時結束。

（C）張蒼梧之父

（C）秦朝民眾可自由進出城門及關口。

（D）阿翁之祖父

（D）展覽真實呈現秦朝的社會面貌及滅亡原因。

【試題結束，暑假繼續努力！】

38.張蒼梧語憑父曰：
「我不如汝。」又曰：
「汝有佳兒。」
由此可知「我不如汝」是指什麼？
（A）張蒼梧戲言張憑不是好兒子。
（B）張蒼梧戲言張憑之父不是好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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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張蒼梧戲言自己和張憑都没有好兒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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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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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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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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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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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揭開「破譯秦朝：里耶

21

C

22

B

23

B

24

D

25

A

秦簡中的帝國真相」展覽，共展出三萬六千多枚秦簡，

26

C

27

A

28

B

29

A

30

D

真實並完整體現秦始皇治理國家、保證國家機器正常

31

B

32

C

33

C

34

A

35

D

運轉的祕密。

36

C

37

A

38

B

39

A

40

B

（D）張憑戲言張蒼梧不是好兒子。
（三）

展覽中最受人注目的是「九九表」
，專家表示秦朝
「九九表」每枚木牘上的數字就是乘法運算的式子，
如同現代的「九九乘法表」
。這份秦簡是中國發現最早
、最完整的乘法口訣表實物，比埃及還早了六百年。
此外，展出的內容還包括秦朝的職官設置、簽署
公文、人口管理、經濟管理、司法管理等方面，像是
秦簡顯示當時朝七晚五的上下班時間；秦朝的戶籍木
牘登記內容與現行戶口名簿幾乎一樣；通關（城門、
關口）文牒則記載個人身分資訊，類似現代身分證。
中央通訊社 104.12.26 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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