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市立弘道國民中學 106 學年度第二學期 八年級 國文科 第二次定期評量
＜範圍：課本、習作語一~L8、史記精粹21~40回、文意大哥大11~12、25~27單元＞

【劃卡代號：10】

班級：

座號：

姓名：

參考範例：

4
○

※答案卡限用 2B 鉛筆劃記，答案請劃記明確；若有劃

5
兩兔傍地走，○

記錯誤，請擦拭乾淨。分數以電腦讀卡分數為準。

五、成語填空(請填入正確的代號。一題 1 分，共 5 分)

※請作答於答案卷上，考試完畢僅繳交答案卷，請不要

A.三寸之舌

B.危在旦夕

C.卷土重來

D.大刀闊斧

填錯格。

E.妙手回春

F.諱疾忌醫

G.紙上談兵

H.心急如焚

一、國字注音(一字 1 分，共 5 分)

這間公司的 CEO，沒有經過深思熟慮，就(1.

1.市聲「ㄉㄧㄥˇ」沸

改革，導致公司財務狀況(2.

)。眼看自己一手創

2.弔「唁」

建的公司瀕臨破產，老闆(3.

)，忙著找新的投資

3.滑「ㄐㄧ」友

者挹注資金。最後由老闆的好朋友出馬，善用(4.

4.雲「ㄅㄧㄣˋ」

的功夫拉來新股東，終於成功解除公司的財務危機，讓公司

5.鴟「梟」

能(5.

二、改錯(一字 1 分，共 5 分。)

六、選擇題(每題 2 分，共 68 分)

1.姊姊迫不急待地訂購小提琴演奏會的門票，渴望在當天獲

1.(

，雌兔眼迷離。
？

)地

)

)，不致淪於惡性倒閉。

)以下「」內的字音，何者兩兩相同？

得古典音樂的醺陶。(2 字)

(A)凡事不宜「刻」/「刻」骨銘心。

2.這位富豪不儘不向窮苦佃農摧討利息，還發放物資賑濟災

(B)官「署」/「署」名。
(C)手無「縛」雞之力/一「傅」眾咻。

民，故搏得了當地人的敬重。(3 字)

(D)「著」我舊時裳/閒則能「著」書。
三、注釋(一題 1 分，共 7 分)

2.(

1.豐腴：

)以下「相」字，何者解釋與其他三者不同？

(A)爺孃聞女來，出郭「相」扶將。

2.迷離：

(B)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

3.戰戰兢兢：

(C)市人以為兩人交好，故「相」戲也。

4.風雅：

(D)「相」愛容易相處難。
3.(

5.「傍」地走：

)請問以下何文句未使用「轉品」修辭？

(A)願為「市」鞍馬。

6.無所事事：

(B)「鞭」數十，驅之別院。
7.策勳：

(C)人一能之，己「百」之。

四、默寫(一句 2 分，共 10 分。錯 1 字扣 1 分，扣完為止。)

(D)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

1.木蘭詩中，由文人潤飾、描繪木蘭沙場征戰的句子？

4.(

1
○

，關山度若飛。

達的時間概念不同？

2
○

，寒光照鐵衣。

3
將軍百戰死，○

(A)「彈指」之間，一場西北雨就這樣結束了。
(B)真正的道理是「亙古」不變的。

。

2.木蘭詩中，以哪幾句為喻，可看出木蘭女扮男裝而不被識
破的自豪？

)請問以下「」中的詞語，何者與「一剎那」表

(C)「俯仰」之際，飛機已騰空而上。
(D)光陰不待人，「須臾」間，黑髮已白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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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的馬蹄聲/□□的鳥鳴聲/□□的流水聲

/合奏出一首歐洲風格的大自然交響曲。」請判斷以上的文
句，空格中正確的狀聲詞應為：

10.(

)「雙重否定」其實是表達「肯定」
，請問以下

「」中的文句，何者未使用雙重否定？
(A)凡事往好處想，「沒有什麼是不能放下的」。

(A)達達/啾啾/涓涓。

(B)老師是愛之深責之切，
「不要不把老師的話當一回事」
。

(B)唧唧/蕭蕭/濺濺。

(C)已經一把年紀了，「不能不考慮身後事」。

(C)達達/嚶嚶/淙淙。

(D)歹徒偷完這間民宿後，「一不做二不休」，把隔壁鄰居

(D)啾啾/呱呱/泠泠。

的車子也偷走了。

6.(

)「好銳利的喜悅刺上我的心頭。」請問此句話

所使用到的修辭與以下何者不同？

11.(

)徐仁修：
「只有像我這樣深入、珍惜大自然的

人，才會受到邀請，才能找到這條美麗的秘徑。」請問「這

(A)把愛剪碎了隨風吹向大海。

條美麗的秘徑」意指以下何者？

(B)我的日子滴在時間的流裡，沒有聲音，也沒有影子。

(A)世外桃源。

(C)關心敗草裡的鮮花，關心水流的緩急。

(B)海市蜃樓。

(D)我們的小屋快炸了，快要被澎湃的愛情和友誼撐破了。

(C)大千世界。

7.(

)以下的成語，何者不適合形容女性？

(D)煙花酒樓。

(A)玉樹臨風。

12.(

(B)手如柔荑。

『合』字，以示眾。眾莫能解。次至楊脩，脩便啖，曰：
『公

(C)環肥燕瘦。

教人啖一口也，復何疑？』」上述故事以「合=人一口」作文

(D)風姿綽約。

字遊戲，請問以下文字遊戲，答案錯誤的選項為？

8.(

)請根據以下敘述，從選項中選出正確的朋友關

係之描述。

)「人餉魏武一杯酪，魏武啖少許，蓋頭上題

(A)弄瓦之喜：姓。
(B)書香門第：閣。

(A)新一：「我跟平次從小就認識，算是『忘年之交』。」

(C)欲言又止：認。

(B)小蘭：「新一的媽媽跟我很聊得來，我們是『總角之

(D)四川的狗：獨。

交』。」

13.(

)「對企業界來說，
『學歷』當然很重要，但隨

(C)平次：
「我不能讓新一一個人面對危險，因為我們是『患

時學習的能力--『學習力』更為重要。」(改編自網路文句)

難之交』。」

請問上述的理念最適合放入以下何單位的招生文宣？

(D)和葉：
「我的心事雖然沒有說出來，但小蘭都知道，真

(A)國立台灣大學經濟系

是我的『點頭之交』。」

(B)國立政治大學在職進修碩士班

9.(

)在古代詩詞中，可以從植物或自然景觀來看出

季節，下列文句與季節配對，何者錯誤？

(C)台北市政府勞動局
(D)國立師大附中高中部

(A)林間暖酒燒紅葉，石上題詩掃綠苔：秋。

14.(

(B)牆角數枝梅，凌寒獨自開：冬。

軾)請問蘇東坡所說「閒者便是主人」之「閒」
，與以下何句

(C)黃鸝嬌囀泥芳妍，杏枝如畫倚輕煙：春。

)「江山風月，本無常主，閒者便是主人！」(蘇

裡的「閒」不同？

(D)誰念西風獨自涼，蕭蕭黃葉閉疏窗：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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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閒」來愛清夜，默坐對青燈。

(C)愛人要有差等。

(B)「閒」則能讀書，「閒」則能遊名勝。

(D)淡泊用以明志。

(C)談天說地，「閒」話家常。

19.(

(D)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柏？但少「閑」人如吾兩人耳。

色不須多』為意，眾皆妝點花卉，惟一工於屋樓縹緲，綠陽

15.(

)「徽廟試畫工以『萬綠枝頭紅一點，動人春

)「在這個信息爆炸的當今世界，如果失去了

隱映中，畫一婦人憑欄立，眾工遂服。」畫工把「紅」借代

選擇的能力和自制的毅力，我們的頭腦就會成為叔本華所說

成「婦人」，使畫達到與眾不同的意境，請問以下的詩詞，

的『別人思想的跑馬場』
，
『開卷』不僅無益，而且多半有害。」

何者沒有使用相同手法？

(朱鐵志)請問上述理念與以下何者不同？

(A)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A)凡事不宜刻，若讀書則不可不刻。

(B)何以解憂？唯有杜康。

(B)網路上只有資訊，沒有知識。

(C)雲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檻露華濃。

(C)盡信書不如無書。

(D)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

(D)聰明是才能，糊塗是幸福。
16.(

20.(

)「道義相砥，過失相規，畏友也；緩急可共，

死生可托，密友也；甘言如飴，遊戲徵逐，昵友也；利則相

)梁紅道寫好信，要寄給自己的國中老師伍越

花，但是他寫好的信封有些部分需要修改(如下圖)，請問修
改後，仍然錯誤者為？

攘，患則相傾，賊友也。」(蘇浚雞鳴偶記)以上文字裡對朋
友的定義，哪一種最像張潮在幽夢影中所比喻的「聖賢經

郵
票

老
師

號

啟

(A)畏友。

伍

(B)密友。

越

(C)昵友。

台

(D)賊友。
17.(

)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

違，勞而不怨。」關於以上文字，以下解讀何者正確？
(A)規勸父母時，「敬」的態度最重要。
(B)侍奉父母時，對於父母犯的錯誤要逆來順受。

梁

(C)倘若父母不聽勸，就疾言厲色地責備。

寄

號

花

21

北
市
松
山
區
光
復
南
路

台
北
市
中
正
區
公
園
路

12

傳」？

555-55

敬

(D)為人父母，要尊重子女發展的志向，勞累時也不抱怨。
888-88
18.(

)「海上之人有好鷗鳥者，每旦之海上，從鷗

鳥游，鷗鳥之至者百數而不止。其父曰：『吾聞鷗鳥皆從汝

(A)「伍越花老師」可改成「伍越花女士」。

游，汝取來，吾玩之。』明日之海上，鷗鳥舞而不下也。」

(B)啟封詞絕對不可以寫「敬啟」，應改成「道啟」。

(列子‧鷗鳥)以上故事要表達何道理？

(C)左下角「寄」字應改成「謹緘」。

(A)人性生而為善。

(D)收件人地址，開頭第一個字應對齊「伍」字。

(B)無私才能相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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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請從以下對話中的稱謂，判斷選項中的敘

24.(

)承上題，□□中應填入？

述，何者正確？

(A)海濱。

阿信：「冠佑，許久不見令堂，她好嗎？」

(B)浴室。

冠佑：
「謝謝關心。家慈身體健康，家嚴也剛從日本玩回來，

(C)沙漠。

他帶小犬、小女去東京迪士尼，好不快活。」

(D)瓜棚。

瑪莎：「冠佑，等你和令尊有空，隨時歡迎來敝夫婦開的小

少年讀書，如隙中窺月；中年讀書，如庭上望月；老年

店坐坐，我一直很期待能與□□□一起泡茶聊天。」

讀書，如臺上玩月。皆以閱歷之淺深，為所得之淺深耳。
（幽

冠佑：「謝謝瑪莎的邀請。我會回去跟家嚴討論時間，有空

夢影）

一定會來拜訪閣下。」

25.(

)以上文字主要表達何種旨趣？

(A)冠佑的媽媽不久前帶冠佑的兩個女兒去東京迪士尼。

(A)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由。（聖經）

(B)瑪莎想約冠佑和冠佑的爸爸，在冠佑開的店聊天。

(B)智慧不是自然的恩賜，而是經驗的結果。（日本諺語）

(C)「敝夫婦」應改成「愚伉儷」。

(C)青年者，人生之王，人生之春，人生之華。（李大釗）

(D)□□□應填入「賢喬梓」。

(D)老人的經驗可貴，青年的經驗崇高。（培根）

22.(

)石頭寫信給自己的爺爺，邀請爺爺去賞花，

請問信中所使用的稱謂術語，何者正確？

26.(

)以下四人在閱讀戀愛面面觀一書後，發表各

自的感言。根據上述文字，可推論誰是「臺上玩月者」？

(A)開頭寫「祖父大人膝前，敬稟者：」

(A)小榮：「沒有一種戀愛，可以在自由之上。」

(B)正文寫「許久不見，孫 想邀請您一同欣賞油桐花。」

(B)小瑞：
「戀愛就是我愛你、你愛我，我們就可以牽起手。」

(C)祝福語寫「恭請 誨安。」

(C)小茵：
「牽手就不要放手，若放手，也要是你來放開我。」

(D)自稱寫「晚石頭 敬上」

(D)小克：
「戀愛是否長久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認識了
『愛』有不同的面相及結局。」

亢旱的時候，你依然充滿水分
你的身軀豐盈，呈現青春的綠色

(一)節錄自〈漢樂府詩·有所思〉

對我，你是永恆的食糧

有所思，乃在大海南。何用問遺君？雙珠玳瑁簪，用玉紹繚

心與身所一向渴慕的

之。聞君有他心，拉雜摧燒之。摧燒之，當風揚其灰。從今

當惠風輕拂，春意盎然

以往，勿復相思，相思與君絕！

你開放誘人的花，微啟你的花瓣

1 玳瑁(ㄉㄞˋㄇㄟˋ)簪：由一種龜殼製成的髮簪
○

對我，你是唯一的裝飾，不，唯一的美

2 紹繚：纏繞。○
3 拉雜：堆集。
○

在這茫茫的□□之上。

(二)〈古詩十九首·上山採靡蕪〉

23.(

--節錄自方思詩選

)根據以上新詩，請判斷此首詩是在歌詠何種

植物？

上山採蘼蕪，下山逢故夫。長跪問故夫，新人復何如？
新人雖言好，未若故人姝。顏色類相似，手爪不相如。

(A)西瓜。

新人從門入，故人從閣去。新人工織縑，故人工織素。

(B)仙人掌。

織縑日一匹，織素五丈餘。將縑來比素，新人不如故。

(C)小黃瓜。

1 蘼蕪：一種香草，可使婦女多生子。○
2 姝：ㄕㄨ，美好。
○

(D)黃金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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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人類大腦正常運作之斷層掃描圖】

)兩首詩中所呈現之女子對愛情的態度，何者

正確？
前額葉皮質區

(A)前者騎驢找馬，後者為愛消沉。
(B)前者愛恨分明，後者溫柔含蓄。
(C)前者相思深重，後者傷痛欲絕。

初級運動皮質

(D)前者水性楊花，後者心如止水。

前運動區
運動輔助區

28.(

)若以歌詞來形容兩首詩中女子的心情，請問

視覺皮層

何者最不相符？
(A)誰說割愛才更深刻？彼此依賴，是愛不是負荷，互相

30.(

照顧就是幸福的。(張韶涵)

於電玩之中？

)若根據文章內容，請問誰最有可能長期沉迷

(B)後來的我們依然走著，只是不再並肩了，朝各自的人

(A)個性木訥，遇到問題不喜歡向人請教的小春。

生追尋了。(五月天)

(B)做事情怕犯錯，總是要再三確認才放心的小夏。

(C)原來緣分一直在進行，也隨時都會喊停，放手所有曾

(C)忘東忘西、做任何事情都慢吞吞的小秋。

經，不讓你擔心。(傅又宣)

(D)易怒、不會與人溝通，常對同學拳頭相向的小冬。

(D)愛到了盡頭，是非對錯，就讓它隨風忘了所有，過得

31.(

比你快活。(孫燕姿)

層掃描圖」應為以下哪個選項？(黑色區域表示未運作)

29.(

)關於樂府詩、古詩的比較，何者敘述正確？

)根據文章內容，
「大量沉迷電玩的人類大腦斷

(A)

(B)

(C)

(D)

(A)樂府詩和古詩，句數都有一定的限制。
(B)從〈上山採靡蕪〉可看出古詩都不可換韻。
(C)樂府詩大多可以入樂，但古詩不入樂。
(D)樂府詩不須對仗，但古詩要求頷聯、頸聯對仗工整。
長時間沉迷電玩的孩子，前額葉皮質區幾乎沒在運作，
就算沒有在玩電動時，也呈現休止狀態。大多數電玩考驗的
是瞬間反應，一有敵人出現，就必須毫不猶豫地擊退；若思
考太久，就無法及時做出反應。長久下來，一旦身體習慣這
樣的模式，視覺皮質接收到資訊後，便會自動跳過前額葉皮
質區，直接傳送至運動皮質做出反應。若長期依賴這樣的瞬
間反應，身體將失去自我克制的能力，無法「三思而後行」，
常因衝動而犯下錯誤。不僅如此，前額葉皮質區的功能低
落，還會降低思考統整性，導致沒有在打電動時，腦筋總是
一片空白，缺乏洞察力，無法察言觀色，更無法與他人協調
溝通。
圖片來源：https://wechatinchina.com/thread-182315-1-1.html
--節錄自大量暴露電玩讓孩子變成老年癡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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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OECD(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調查 64 個國家的 15 歲
男女生學業表現，男生只有數學比女生強，女生是閱讀比較
強，科學表現則是勢均力敵，整體平均表現女生優於男生。
且 15 歲男生在數學、閱讀、科學方面比女生更難達到基本
熟練度，最後這些表現不出色的男生容易輟學。

) 根據文章內容，以下哪個選項最適合作為此

文的標題？
(A)3C 產品帶給兩性的影響
(B)學校教育變遷史
(C)女力崛起與男孩危機

女生分數高是因為她們真的比較用功。研究發現 15 歲
女生一週花 5.5 小時做作業，但男生只花一個多小時，其
他時間都在打電動和上網，且男生更容易因為使用 3C 產品
而放棄閱讀。全球經濟已經從勞力需求轉變到腦力需求，然
而男孩不愛做作業、不閱讀、不愛上學，花太多時間在別的
娛樂上。OECD 也呼籲家長與政策制定者，不要因為強調男生
的陽剛氣息，而忽略學術成就。
過去數十年科學與工程高等教育由男性把持，但是當全
球高等教育普及化同時，女性受教人數成長速度比男性快兩
倍。OECD 研究發現女性佔全球學生註冊人數 56%，1985 年
為 46%，2025 年會成長到 58%，且上大學的女性畢業機率
比男生高，分數也比較高。這樣的改變有其社會背景存在，
包括女性不再背負生兒育女的主要責任，她們晚婚、晚生小
孩、少生小孩，加上她們對工作的期待讓她們認知到教育的
重要性。經濟學人報導指出，要鼓勵女性接受教育與投入職
場，社會變遷比任何深思熟慮的政策都更有效。

(D)女權主義的演進
33.(

) 從文章第五段可看出何種社會觀念難以改

變？
(A)女子無才便是德。
(B)男主外，女主內。
(C)小時了了，大未必佳。
(D)嫁雞隨雞，嫁狗隨狗。
34.(

)從文章中可推論出以下的社會現象，請問何

者與文章內容的關聯度最遠？
(A)少子化暨育嬰假議題。
(B)男性過勞暨心血管疾病。
(C)獨居老人暨長期照護。

至於男女薪酬，調查顯示女性薪水只有男性的四分之
三，但主要原因是從事的工作類別不同。女性多從事教育、
人道與社會工作，男性多做工程師或電腦科學。且研究顯示
女性比男性更不重視薪水，表示高報酬不是她們進修的主要
原因。

(D)高齡產婦暨唐氏兒。

女性在職涯發展上也選擇不同的路。報導指出，原本從
事醫藥與法律專業的人數男女均等，但是 10~15 年後許多
女生選擇較不具挑戰性的工作，或是直接離開職場花時間陪
孩子，久而久之男性就站上了主導位置。且同樣條件的男
女，工作 10~15 年時的時薪差距很大，主要是因為高報酬
的工作通常需要長時間且無日無夜的待命，一般認為男性比
女性更能擔負這樣的工作方式，代表養育小孩還是得付出代
價的。
此外，經濟學人報導中也提到，由於女性在學術與職場
上都展現比男性更大的企圖心，所以適婚年齡的女性在自己
的群體或是往上尋找結婚對象時，會發現可以選擇的並不
多，這是否代表一個少子化的社會要解決不婚不生的問題，
男性才是真正的癥結？
--節錄自 Technews 科技新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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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課本、習作語一~L8、史記精粹21~40回、文意大哥大11~12、25~27單元＞

【劃卡代號：10】

班級：

座號：

姓名：

手寫 32%

選擇 68%

總分 100%

一、國字注音(一字 1 分，共 5 分)
1.

2.

3.

4.

5.

二、改錯(一字 1 分，共 5 分。)
1.

2.

三、注釋(一題 1 分，共 7 分)
1.

5.

2.

6.

3.

7.

4.
四、默寫(一句 2 分，共 10 分。錯 1 字扣 1 分，扣完為止。)
1
○

4
○

2
○

5
○

3
○

五、成語填空(請填入正確的代號。一題 1 分，共 5 分)
1.

2.

3.

4.

5.

＜範圍：課本、習作語一~L8、史記精粹21~40回、文意大哥大11~12、25~27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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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卡代號：10】

班級：

座號：

手寫 32%

姓名：
選擇 68%

總分 100%

一、國字注音(一字 1 分，共 5 分)

1.鼎

2.ㄧㄢˋ

3.稽

4.鬢

5.ㄒㄧㄠ

二、改錯(一字 1 分，共 5 分。)
1.

2.

及

薰(熏)

僅

催

三、注釋(一題 1 分，共 7 分)

1.豐滿圓潤。

5.靠近。

2.形容模糊的樣子。

6.不做正事，到處遊蕩。

3.小心謹慎的樣子。

7.記功。

4.文雅、高雅。
四、默寫(一句 2 分，共 10 分。錯 1 字扣 1 分，扣完為止。)

1 萬里赴戎機
○

4 雄兔腳撲朔
○

2 朔氣傳金柝
○

5 安能辨我是雄雌
○

3 壯士十年歸
○
五、成語填空(請填入正確的代號。一題 1 分，共 5 分)

1.D

2.B

3.H

4.A

5.C

選擇題：ABDBC，CACDD，ABBCD，AABCD，DABCB，DBACD，AC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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