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市立弘道國民中學一零六學年度第一學期 八年級 國文科 第二次定期評量
＜範圍：南一國中國文第三冊：語一、第五～八課，《文意大哥大》：4、5、17～19單元，《三國演義精粹》：13～24回＞

【劃卡代號：10】

班級：

座號：

姓名：

※答案卡限用 2B 鉛筆劃記，答案請劃記明確；若有劃

四、補充教材選擇題：10％（共 10 題，每題 1 分）

記錯誤，請擦拭乾淨。分數以電腦讀卡分數為準。

1.

英勇的趙雲救出阿斗後交給劉備，為何劉備卻將好不容

※請作答於答案卷上，考試完畢僅繳交答案卷，請不要

易脫困的阿斗摔在地上？

填錯格。

（A）阿斗哭鬧不肯停止

一、國字注音：10％（共 10 題，每題 1 分）

（B）害怕緊張到雙手無力

1. 驚鴻一「ㄆㄧㄝ」：

（C）怪阿斗害死糜夫人

2. 氣勢萬「ㄐㄩㄣ」：

（D）表達對趙雲的愛惜之情

3. 「ㄙㄨㄛˇ」細小事：

2.

諸葛亮「草船借箭」是向誰「借」來十萬枝箭？

4. 簡明「ㄜˋ」要：

（A）孫權

（B）劉備

5. 「ㄒㄩㄝˊ」了一趟：

（C）曹操

（D）黃蓋

6. 大「啖」青蔥：

3.

諸葛亮「草船借箭」是利用什麼天候得以成功的？

7. 高下相「間」：

（A）大風浪

（B）大濃霧

8. 嗤嗤「價」響：

（C）大雷雨

（D）大太陽

9. 張牙舞「爪」：

4.

10. 貧者「語」於富者：

曹操為什麼將大小戰船用鐵鍊連接起來？
（A）避免敵人用火攻
（B）風浪大不會翻船

二、注釋：15％

（C）可讓士兵不會暈船

（共 10 題，1～5 題每題 1 分，6～10 每題 2 分）

（D）虛張聲勢、威嚇敵人

1.

小覷：

5.

2.

「業」已：

（A）孫、劉聯軍以寡擊眾，贏得勝利

3.

霎時間：

（B）曹操潰敗，狼狽不堪的逃回北方

4.

蜀之「鄙」：

（C）黃蓋的「苦肉計」、龐統的「連環計」功不可沒

5.

向地面「攫」來：

（D）周瑜借來東南風，諸葛亮火攻曹營

6.

倍人：

7.

滂沱：

『話裡乾坤』
，再度地感到茫然與無奈。上了無數的當，

8.

迄乎成：

才弄清楚：
『待會再說』
，原來是句託詞；
『到時候再看』
，

9.

虛應一應故事：

多半是看不成了。」（陳清玉）看完上文，假設你正向

6.

10. 「琅琅」上口：

有關「赤壁之戰」的敘述，哪一個不正確？

「沒想到第一次觸及花花世界，第一次領悟都市人的

客人推銷商品，以下哪位客人的回應最可能購買？
（A）我正在忙等下再來

三、默書：15％（錯、漏、多字每字扣 1 分，扣完為止）

（B）有適合我的尺寸嗎

〈為學一首示子姪〉一文運用了反差強烈的正反對比，清晰

（C）我想要再考慮看看

的說明了為學之道。請默寫出此文第四段結論中「正面論述」

（D）我還要跟家人討論

的部分。（共四句）

7.

「假如想要具備欣賞的胸懷，便要――拆掉成見與主觀
的鐵窗，把傲慢自大的惡犬關到後院。」（邵僩）如果
將這段話的意旨轉換成八字箴言，以下何者最貼切？
（A）靜觀自得，樂於欣賞（B）客觀理智，平易謙和
（C）看重他人，尊重自己（D）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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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社會上要有一定比例的聰明人和笨人，外國人笨的
多，所以要用教育把他們變聰明，中國人聰明的多，所

何者詞性與其他三者不同？

以要用教育把他們變笨。」（游復熙）這段話的言外之

（A）旦旦而學「之」

意為何？

（B）西蜀「之」去南海

（A）諷刺外國人的愚笨

（C）蜀「之」鄙有二僧

（B）讚美中國人的聰明

（D）顧不如蜀鄙「之」僧哉

（C）說明聰明人和笨人所佔的比例

9.

14. 下列文句中的「之」字皆出自於〈為學一首示子姪〉，

15. 下列各選項，何者不是〈大明湖〉中所用到的寫景技巧？

（D）諷刺中國教育比不上外國教育

(A)顏色的變化

(B)事蹟的插敘

「文眼」為文中的關鍵字詞，以下映襯句「文眼」的說

(C)空間的遠近

(D)視線的俯仰

明，何者不正確？

16. 下列關於作家的敘述，何者正確？

（A）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豫

（A）清朝的彭端淑辭官後，返鄉講學時可介紹俠義類

（B）有緣千里來相會，無緣對面不相識――緣
（C）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

的章回小說《老殘遊記》
（B）清朝的劉鶚蒐集眾多金石銘文、鐘鼎文寫成《鐵

――餘

雲藏龜》

（D）人之為學有難易乎？學之，則難者亦易矣；不學，

（C）著《田園之秋》一書的陳冠學先生歸隱田園，粗

則易者亦難矣――學

食淡飯，自給自足，被稱為「現代陶淵明」

10. 《禮記‧學記》
：
「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期

（D）韓良憶女士寫作飲食相關題材近二十年，認為

節目。」依上述所提示的「問」的方法與技巧，誰是最
佳「提問人」？

「食應合地」，在異國應好好享受異國美食
17. 下列有關〈西北雨〉的寫作手法分析，何者錯誤？

（A）習慣旁敲側擊，一針見血的雪熙

（A）「西北雨」為主角，「人」為配角

（B）總是含糊說明，一再碎念的東萬

（B）形式上是應用文，內容上是記敘文

（C）喜歡由淺入深，步步探問的愛羅

（C）描寫西北雨的出場順序：滿天烏雲→大雨滂沱→

（D）偏愛倒吃甘蔗，從難到易的柱萬

雷電交加→雨過天晴

五、選擇題 50％（共 25 題，每題 2 分）

（D）描寫人面對西北雨時的行動順序：膽破魂奪→氣

11. 下列文句「」中的語詞，何者使用最恰當？

脫委頓，匍匐不起→蘇醒

（A）王黎「震懾」於金善的美貌，雙頰泛起紅暈

18. 下列各句皆運用了與雨相關的詞語，何者使用最恰當？

（B）恩卓「乍」到金信的家，對一切都很陌生

（A）郭董在商業界「呼風喚雨」的能力，令人敬佩不已

（C）柳德華擁有企業財團第二代的「資質」

（B）導師板著張臉走進教室，有「雷聲大雨點小」之勢

（D）朴仲憲因罪孽深重而被放逐到「肆虐」之地

（C）釧卜先生總說要如何改善全國國民的福利，卻總

12. 下列選項「」中的注音寫成國字後，哪一組前後相同？
（A）前「ㄓㄢ」計畫／「ㄓㄢ」仰遺容

是「山雨欲來」
（D）在公司面臨倒閉的時刻，老闆希望員工們能夠「礎

（B）攪「ㄅㄢˋ」食材／走路「ㄅㄢˋ」倒

潤而雨」，攜手共度難關

（C）鴻「一ㄡˊ」大展／雖敗「一ㄡˊ」榮

19. 有一些複詞必須由兩個字合起來才能表達意義，將複詞

（D）「ㄑ一ㄤˋ」鼻臭味／走路踉「ㄑ一ㄤˋ」
13. 下列詞語「」中的字音，哪一組前後相同？

的字拆開後，單獨不能表達該詞的意義，稱為「聯綿
詞」，例如：〈西北雨〉一文中的「匍匐」。下列何者不

（A）聊表謝「悃」／「困」獸猶鬥

是「聯綿詞」？

（B）銀貨兩「訖」／「屹」立不搖

（A）芙蓉

（B）薔薇

（C）面目可「憎」／「增」廣見聞

（C）雷霆

（D）窈窕

（D）越過田「壟」／「籠」罩大地

尚有兩面試題，請繼續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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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請判斷下列文句，哪一句中沒有虛詞？

25. 在開學日舉辦「走蔥過芹」活動，
「蔥」和「聰」諧音，

（A）青少年喜歡追逐流行

有祈求聰明之意，「芹」與「勤」同音，鼓勵學子勤勉

（B）櫥窗裡羅列了許多新商品

不懈，努力向學。下列選項中食材的寓意何者錯誤？

（C）這種蔬菜含有豐富的維他命及鐵質

（A）髮菜――恭喜「發財」行大運

（D）唉！你總是上課夢周公下課變濟公

（B）糕餅、粽子――「高中」金榜

21. 下列文句皆為章回小說中的詩詞，請判斷哪一個選項配
合正確？

（C）蘿蔔（菜頭）――得好「彩頭」
（D）鳳梨（旺來）――「忘」憂「來」福

（A）求經脫障向西遊，無數名山不盡休。兔走烏飛催
晝夜，鳥啼花落自春秋。――老殘遊記

26. 「青蔥乍下鍋時帶著刺激意味的茲啦一聲，以及頃刻後
彌漫整個廚房、微帶焦味的蔥香」，有關這段課文何者

（B）羽扇綸巾擁碧幢，七擒妙策制蠻王。至今溪洞傳
威德，為選高原立廟堂。――三國演義

說明正確？
（A）寫起油鍋爆香蔥段的場景

（C）英雄相聚滿山寨，好漢同心赴水洼。古今壯士談
英勇，猛烈強人仗義忠。――西遊記

（B）佐證正月是食蔥的好時節
（C）為作者想像如何烹調青蔥

（D）功名富貴無憑據，費盡心情，總把流光誤。濁酒三
杯沉醉去，水流花謝知何處？――紅樓夢

（D）運用了聽覺、觸覺的摹寫
27. 〈食蔥有時〉文中，從看到蔥白較長的蔥有如獲至寶般

22. 〈大明湖〉中「一片白花映著帶水氣的斜陽，好似一條

雀躍之心情，再運用這些蔥於西式的料理上，這種「中

粉紅絨毯，做了上下兩個山的墊子，實在奇絕！」是在

物西用」的寫作手法，表面上是在寫將蔥中西合併於料

形容下列何者？

理上，可是實際上卻暗示著什麼？

（A）大明湖的湖面倒影

（A）日蔥比北蔥更好吃

（B）千佛山的梵宇僧樓

（B）「月是故鄉圓」的懷鄉之情

（C）放晴後的天邊彩霞

（C）蔥是添味增香的舞台上小配角

（D）夕陽下的岸邊蘆葦

（D）結合不同文化的料理方式更有意義

23. 劉鶚描寫大明湖美景，還巧妙記下三副對聯，而一副工

28. 設問修辭可引起讀者的注意，或加強文意氣勢。可再細

整的對聯必須「上下兩句字數相等，句法相似，平仄相

分為疑問、激問與提問。下列文句皆運用設問修辭，請

對且仄起平收」。下列何者不符合這個原則？

問何者與其他三者類型不同？

（A）花開春富貴，竹報歲平安

（A）你說這是戲劇不是戲劇？

（B）眼底辨秋毫，心中存灼見

（B）人之立志，顧不如蜀鄙之僧哉？

（C）瓦壺水沸邀清客，茗碗香騰遣睡魔

（C）你道鐵公是誰？就是明初與燕王為難的那位鐵鉉

（D）白雪銀枝辭舊歲，和風細雨兆豐年

（D）吾數年來，欲買舟而下，猶未能也。子何恃而往？

24. 下列有關本課文句的分析，何者錯誤？

29. 洪珠讀完〈為學一首示子姪〉後，自己依照文意整理了

(A)「吾一瓶一缽足矣」――表現出「安貧樂道」的態度

一個表格，請問此表格何處有誤？

(B)「自恃其聰與敏而不學者，自敗者也」――是指「聰
明反被聰明誤」
(C)「人之為學有難易乎？學之，則難者亦易矣」――
近似「精誠所至，金石為開」

不恃／不限而學之

恃之／限之而不學

聰敏

（A）事倍功半

（B）近似昏庸

昏庸

（C）近似聰敏

（D）難有成就

(D)「旦旦而學之，久而不怠焉」――說明「人一能之，
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的道理

背面尚有試題，請繼續作答！
第 3 頁，共 6 頁

臺北市立弘道國民中學一零六學年度第一學期 八年級 國文科 第二次定期評量
繩鋸木斷，水滴石穿，學道者須加力索；水到渠成，瓜
熟蒂落，得道者一任天機。

――洪自誠《菜根譚》

而在東方天際與中央山脈相接的一帶，在這些喧囂狂放
的飛雲下，卻另有一些幾乎沉沉安靜的雲，成水平狀橫臥，
顏色分為好幾個層次，赭紅色、粉紅的、金黃的、銀灰的、

30. 這段話主要在說明什麼？
（A）機運來時不須努力也成功

暗紫的，彼此間的色澤則細微地不斷漫漶濡染著，毫無聲

（B）求學問道須勤加努力探求

息，卻又莫之能禦的。

（C）等待時機成熟方得知天機

然後，就在那光與色的動晃中，忽然那太陽，像巨大的

（D）甘瓜有苦蒂因天下無全美

蛋黃，像橘紅淋漓的一團烙鐵漿，蹦跳而出，雲彩炫耀。世

好動者，雲電風燈；嗜寂者，死灰槁木。需定雲止水中，

界彷彿一時間豁然開朗，山脈谷地於是有了較分明的光影。

有鳶飛魚躍氣象，才是有道的心體。――洪自誠《菜根譚》
31. 從「活潑好動」與「嗜寂好靜」的角度來思考，下列何

這時，我也才發現到，大氣中原先的那一場壯烈的展
覺，不知何時竟然停了。風雖不見轉弱，頭頂上的煙雲卻已

者最能涵蓋全文旨趣？

淡散，好像天地在創世之初從猛暴的騷動混沌中漸顯出秩

（A）與其安靜內向，不如活潑外向

序，也好像交響樂在一段管弦齊鳴的昂揚章節後，轉為沉

（B）若能動靜皆具，方為人生真理

穩，進入了主題豐繁的開展部。
我找了一個較能避風處，將身體靠在岩石上，也讓震撼

（C）雲裡本有鳶飛，水中自有魚躍

的心情慢慢平息下來。

（D）不可心如止水，也莫形容枯槁

――節錄自陳列〈玉山去來〉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唯病病，是以不病。聖人
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老子《道德經》

33. 依本文敘述作者在這次觀賞經驗中，未見到什麼顏色的
煙雲？

不知知：不知道卻自以為知道。
32. 關於這段話的意旨，下列解說何者正確？
（A）信心生力量，自知能積極，要兼具自信與自知
（B）「夫唯病病」此句，前後兩「病」字詞性相同
（C）聖人時時修養品德，於是不易生病常保健康
（D）一知半解而不知道自己的愚蠢，才是真正愚蠢

（A）橘紅

（B）金黃

（C）赭紅色

（D）灰褐乳白

34. 文中令作者感受最強烈的景色是？
（A）氣勢洶洶翻滾不絕的雲
（B）如巨大蛋黃蹦出的太陽
（C）沉沉安靜顏色多層的雲

閱讀題組
這是四月初的時候，清晨近五點，我第一次登上玉山主
峰頂。當我正是氣喘吁吁，驚疑的心神仍來不及落定時，山
頂上那種宇宙洪荒般詭譎的氣象，剎那間就將我完全震懾住

（D）光彩較分明的山脈谷地
35. 作者形容玉山主峰頂上的煙雲變化：「好像交響樂在一
段管弦齊鳴的昂揚章節後，轉為沉穩，進入了主題豐繁
的開展部」，將某一感官的感受以其他感官的感受表

了。

達，請問下列選項何者敘述正確？

一片洪荒初始的景象。
大幅大幅成匹飛揚的雲，不斷地一邊絞扭著，糾纏著，
蒸騰翻滾，噴湧般綿綿不絕從東方冥冥的天色間急速奔馳而
至，灰褐乳白相間混，或淡或濃，瞬息萬變，襯著灰藍色的
天，像颶風中翻飛的卷絲，像散髮，狂烈呼嘯，洶洶衝捲，

（A）以視覺感受形容聽覺感受
（B）以聽覺感受形容視覺感受
（C）以觸覺感受形容視覺感受
（D）以嗅覺感受形容聽覺感受

聲勢赫赫，一直覆壓到我眼前和頭上，如山洪的暴濺吟吼，
如宇宙本身以全部的能量激情演出的舞蹈，天與地以及我整
個人，在這速度的揮灑奔放中似乎也一直在旋轉搖盪著，而
奇妙的是，這些雲，這些放肆的亂雲，到了我勉強站立的稜
線上方，因受到來自西邊的另一股強大氣流的阻擋，卻全部
騰攪而止，逐漸消散於天空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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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題結束，再檢查一遍吧！

臺北市立弘道國民中學一零六學年度第一學期 八年級 國文科 第二次定期評量
市立弘道國中一零六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二次定期評量八年級作文試題
題目：發現生活中的美
說明： 生活中處處有美，但我們常視而不見。陳冠學體會到大自然的變化之美，劉鶚領略了山光水色之美，韓良憶則能感受平凡
食材之味美……如果用心體會，一片綠葉，一段旋律，人們在運動場上矯健的身手或閱讀時專注的神情，都可以帶給我們美的感
受。請寫出你在生活中體驗到的美好的人、事、物，以及它給你的感動或啟發。

【 答 案 卷 】

班級：

※請用藍筆或黑筆將答案寫在答案卷上

座號：

姓名：

非選擇題 40％

選擇題 60％

總分

，不可用鉛筆。請注意題號。

一、國字注音：10％（共 10 題，每題 1 分）
1

2

3

4

5

6

7

8

9

10

二、注釋：15％（共 10 題，1～5 題每題 1 分，6～10 每題 2 分）
1 小覷：

6 倍人：

2「業」已：

7 滂沱：

3 霎時間：

8 迄乎成：

4 蜀之「鄙」
：

9 虛應一應故事：

5 向地面「攫」來：

10「琅琅」上口：

三、默書：15％（錯、漏、多字每字扣 1 分，扣完為止）
〈為學一首示子姪〉一文運用了反差強烈的正反對比，清晰的說明了為學之道。請默寫出此文第四段結論中「正面論述」的
部分。（共四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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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弘道國民中學一零六學年度第一學期 八年級 國文科 第二次定期評量
【 答 案 卷 】

班級：

※請用藍筆或黑筆將答案寫在答案卷上

座號：

姓名：

非選擇題 40％

選擇題 60％

總分

，不可用鉛筆。請注意題號。

一、國字注音：10％（共 10 題，每題 1 分）
1

2

3

4

5

6

瞥

鈞

瑣

扼

踅

7

8

9

10

ㄉㄢˋ ㄐ一ㄢˋ ˙ㄍㄚ ㄓㄠˇ ㄩˋ

二、注釋：15％（共 10 題，1～5 題每題 1 分，6～10 每題 2 分）
1 小覷：小看

6 倍人：比一般人高出一倍

2「業」已：已經

7 滂沱：雨勢盛大的樣子

3 霎時間：極短的時間

8 迄乎成：到了有成就的時候

4 蜀之「鄙」
：偏遠的地方

9 虛應一應故事：敷衍一下例行的工作

5 向地面「攫」來：抓、取

10「琅琅」上口：形容響亮的讀書聲

三、默書：15％（錯、漏、多字每字扣 1 分，扣完為止）
〈為學一首示子姪〉一文運用了反差強烈的正反對比，清晰的說明了為學之道。請默寫出此文第四段結論
中「正面論述」的部分。
（共四句）

昏與庸，可限而不可限也，不自現其昏與庸而力學不倦者，自立者也。

1.DCBCD 6.BBDCC
1.BACAB 6.CCACA 11.BDBAD 16.ABCAB 20.BDAAB

第 6 頁，共 6 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