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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次定期評量
※答案卡限用 2B 鉛筆劃記，答案請劃記明確；若有劃

2.

諸葛亮上出師表給誰？

記錯誤，請擦拭乾淨。分數以電腦讀卡分數為準。

(A)劉禪

※請作答於答案卷上，考試完畢僅繳交答案卷，請不要

(B)劉備

填錯格。

(C)蜀漢君臣
(D)全國百姓

一、國字注音 10％（每題 1 分，總計 10 分）

3.

喬國老是孫策和周瑜兩人的岳父，孫策和周瑜兩人

1.宋「ㄏㄨㄟ」宗

的關係是？

2.「ㄒㄧㄝˋ」逅

(A)妯娌

3.層「ㄌㄨㄢˊ」疊嶂

(B)同袍

4.青「ㄙㄜˋ」

(C)連襟

5.錙「ㄓㄨ」必較

(D)外子
4.

6.「琹」涵

「賠了夫人又折兵」是用來比喻？

7.罰「鍰」

(A)雙方互相爭鬥，結果同受損害

8. 芋「粿」

(B)雙方爭鬥不休，反而讓他人從中獲利

9.「ㄧㄠˋ」匙

(C)做事不得要領或方法不切實際

10.紳士名「媛」

(D)不但沒有佔到便宜，反而吃大虧

二、注釋 15％（1~5 題每題 2 分，6~10 題每題 1 分，總

5.

「人生就是石材，要把它雕刻成天神或魔鬼的姿
態，全聽個人的自由」(諾曼˙波爾)這段文句的旨

計 15 分）

意同於下列哪一句話？

1.具體而微

(A)勤開導，頑石也能點頭

2.乘輿

(B)動念間，決定人生方向

3.聞「蹕」

(C)再出發，舞台無限寬廣

4.憧憬

(D)聽天命，決定個人前途

5.乍暖還寒

6.

6.月色入「戶」

秦檜以「莫須有」的罪名誣陷岳飛的史實，正可以
印證以下何種說法？

7.「令」他馬

(A)上帝創造人才

8.「遂」至承天寺

(B)奴才打擊人才

9.抑揚頓「挫」

(C)蠢才禮遇人才

10.「揠」苗助長

(D)人才重用人才

三、默寫 10％(共 2 題，第一題(A)2 分、(B)4 分，第二

7.

「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論

題 4 分。錯、漏、多字，各扣 1 分，扣完為止）

語˙里仁》孔子的這段話，啟示我們應該本著何種

1. 在張釋之執法一文中，張釋之對「法」有什麼重要見

精神進德修業？

解？

(A)任重道遠

(A)法者，（
(B)廷尉，（

，

公共也。）

(B)樂道安貧

，民安所錯其手足？）

(C)志在必得

2. 請寫出記承天夜遊中，抒情的那一整段。

(D)包羞忍恥

四、補充教材選擇題 9％（每題 1 分，總計 9 分）
1.

「死諸葛能嚇走生仲達。」這句諺語中，司馬懿是
被什麼嚇跑的？
(A)諸葛亮的遺像
(B)假扮成諸葛亮的士兵
(C)諸葛亮死後顯靈
(D)木頭雕的假諸葛

8.

「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
是吾憂也。」《論語˙里仁》)孔子舉「四憂」戒勉
自己，其中不包括下列何者？
(A)沒有修養好品德
(B)沒有鑽研好學問
(C)未能選擇好環境
(D)未能改正壞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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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如果金錢不是你的僕人，它便是你的主人」(培

17. 下列何者都是「英文」的外來語？

根)，這句話與下列何者最接近？

(A)歐吉桑／便當／三明治

(A)錢字帶雙戈，能助人卻也能害人

(B)培根／吉他／T 恤

(B)金錢就像肥料，要灑下去才有用

(C)蕾絲／紅不讓／阿奇毛

(C)好主人懂得開源節流，理財致富

(D)沙拉／壽司／邏輯

(D)好僕人可以為主人賺更多錢

18. 記承天夜遊一文，善用譬喻，以幻寫實，下列表格

五、單一選擇題 56％（每題 2 分，總計 56 分）
10. 下列引號中的音，何者相同？
(A)義憤填「膺」／「贗」品

何者敘述錯誤？
幻景

(A)月色入戶

(B)藻荇交橫

實景

(C)月光皎潔

(D)竹柏影現

(B)「憧」憬未來／一「幢」房子
19. 下列關於酸橘子一文，何者錯誤？

(C)「鷸」蚌相爭／詭「譎」多變

(A)全文採「藉物說理」的寫作方式

(D) 以「訛」傳訛／吟「哦」詩歌

(B)「強摘的果子不甜」點出全文主旨

11. 下列引號中的字，何者意義完全相同？
(A)今既「下」廷尉／煙花三月「下」揚州

(C)「市場新寵，價格難免高些」
，是因為「物以稀

(B)間壁「人家」／女「人家」

為貴」

(C)「蓋」竹柏影也／「蓋」一癩蝦蟆也

(D)全文完全否定青少年結交異性朋友的正面價值
20. 下列詞語，何者使用正確？

(D)廷尉奏「當」／「當」罰金
12. 下列「於」的意思，何者和「是法不信於民也」相

(A)她的舞姿充滿了「抑揚頓挫」各種變化

同？

(B)「月盈則虧」，面對成功不要驕傲自滿

(A)祖母之「於」我家

(C)寒流來襲，淡水老街冷清，遊客「不知凡幾」

(B)苛政猛「於」虎

(D)他熱心公益，善舉「擢髮難數」
21. 下列語氣說明，何者錯誤？

(C)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A)唯陛下察之惶恐

(D)洋基敗「於」紅襪

(B)大約大去之期不遠矣! 推測

13. 有關蘇軾的生平事蹟，何者正確？
(A)號「東坡居士」，與辛棄疾並稱「蘇辛」

(C)而廷尉乃當之罰金! 不滿

(B)與父親蘇轍為「賢喬梓」

(D)這簡直是人間天籟，臺語的瑰寶讚頌
22. 下列何者不是因果句？

(C)可從「曲學名家」查到他的資料

(A)月色入戶，欣然起行

(D)與張懷民為「竹馬之好」
14. 下列何者不是張釋之執法一文，所呈現的精神？

(B)古調雖自愛，今人多不彈

(A)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

(C)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

(B)上梁不正，下梁歪

(D)蠟燭有心還惜別，替人垂淚到天明

(C)法律之前，人人平等

23. 下列敬詞的使用，何者正確？

(D)法網恢恢，疏而不漏

(A)感謝學長不吝「賜教」

15. 下列有關史記的說明，何者錯誤？

(B)各位前輩有何「管見」
，不妨直說

(A)史記記載了從黃帝到漢武帝年間的歷史

(C)改天我再專程去「寒舍」拜訪您

(B)史記是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

(D)我感冒了，
「玉體」違和

(C)書中人物皆為帝王將相
(D)對後代史學、文學有深遠影響
16. 下列有關記承天夜遊的敘述，何者正確？

24. 卡通〈無敵鐵金剛〉歌詞：
「我們是正義的一方，要
和惡勢力來對抗，有智慧，有膽量」沒有出現什麼
句型？

(A)作者為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

(A)有無句

(B)全文重點在「遊」一字

(B)表態句

(C)文章依序：寫景、敘事、抒情

(C)敘事句

(D)夜遊的季節同於「薰風習習」

(D)判斷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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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下列有關史記的詞語，何者錯誤？

32. 有關下面這首詩，何者敘述最適合？

(A)今天是姐姐歸寧之日，媽媽設下「鴻門宴」大宴
賓客
(B)他對這件事情作「壁上觀」，完全不想幫忙

羅浮山下四時春，盧橘楊梅次第新。
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
蘇軾 惠州一絕

(C)小明老是「指鹿為馬」，大家不要盲從附和
(D)他「睚眥必報」器量狹小

(A)是哀怨嗟嘆之辭
(B)表達對嶺南風物的水土不服

26. 下列選項何者錯誤？

(C)顯現作者瀟灑曠達，隨遇而安

(A)經過一翻勸解，他終於「憮然」了

(D)「不辭」是不願意的意思

(B)財物既然已失，煩惱也是「枉然」
幽默的叫賣聲
夏丏尊
每日下午五六點鐘，弄堂口常有臭豆腐
干擔歇著或是走著叫賣，擔子的一頭是油
鍋，油鍋現炸的臭豆腐干，氣味臭得難聞。
賣的人大叫「賣臭豆腐干！」「賣臭豆腐
干！」態度自若。
我以為這很有意思。「說真方，賣假
藥」
，
「掛羊頭，賣狗肉」，是世間一般的毛
病，以香相號召的東西，實際往往是臭的。
賣臭豆腐干的居然不欺騙大家，自叫「臭豆
腐干」
，把「臭」作為口號標語，實際的貨
色真是臭的。言行一致，名副其實，如此不
欺騙的事情，怕世間再也找不出了！

(C)寒暑假出國遊學「儼然」成為風氣
(D)聽到噩耗，大家「愕然」失色
27. 下列「借代」修辭，何者錯誤？
(A)太子「陛下」請勿知法犯法
(B)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領「風騷」數百年
(C)到郊外踏青，暫時拋開「案牘」煩憂
(D)家中突遭變故，他一時「方寸」大亂
28. 下列何者不是判斷句？
(A)自知乃知識的基礎
(B)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
(C)他總是不知足

33. 下列哪句話的意思與其他三者不同？

(D)廷尉，天下之平也
29. 下列何者有語病？

(A)貨不真，價不實

(B)掛羊頭，賣狗肉

(C)說真方，賣假藥

(D)畫虎不成，反類犬

34. 下列何者是作者所舉的叫賣聲，真正的涵義？

(A)水落所以石出

(A)反諷當時社會欺詐橫行，表裡不一

(B)水到自然渠成

(B)感嘆叫賣聲的虛假不實

(C)巧詐不如拙誠

(C)要學習這種幽默的生活態度

(D)揠苗必然助長

(D)期勉人知過能改，童叟無欺

30. 培根說:「知識即力量」，和下列何者最接近？
(A)有知識的人不實踐，等於蜜蜂不釀蜜
(B)富有知識的人能所向無敵
(C)知識愈淺，自信愈深
(D)懷疑為知識之鑰匙
31. 唐太宗私幸端門，見新進士綴行而出，喜曰：
「天
下英雄，入吾彀中矣。」（五代王定保《唐摭言》）

野獸派丈母娘對食物的信念是，價格不必
昂貴，但一定要新鮮。從篩選原料到烹調上桌，
她永遠希望，在你按門鈴之際，熱炒的食物才
下鍋，食物在鍋鏟與口舌之間，最好不要超過
三十秒。那些剛洗過的菠菜，真的像一隻隻會
飛的鸚鵡，從水槽飛到餐桌，還維持紅喙綠羽
的生鮮活脫。
莊裕安 野獸派丈母娘

唐太宗得意之情溢於言表的原因為何？
(A)精心設計圈套，以期結黨營私
(B)透過科舉考試，網盡天下英才
(C)私下籠絡士人，削弱反對言論
(D)利用高壓統治，掐住文人咽喉

35. 這段文字的寫作技巧，何者正確？
(A)以「食物」點題，刻劃丈母娘烹飪手藝出神入化
(B)以「信念」立論，闡述勤儉持家的方式與重要性
(C)以「野獸」暗諷，凸顯丈母娘強勢作風令人畏懼
(D)以「鸚鵡」妙喻，強調丈母娘對新鮮食材的堅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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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問太公曰：「賞所以存勸，罰所以示
懲。吾欲賞一以勸百，罰一以懲眾，為之奈
何？。」
太公曰：
「凡用賞者貴信，用罰者貴必。賞
信罰必於耳目之所聞見，則不聞見者莫不陰化
矣。夫誠暢於天地，通於神明，而況於人乎？」
存勸：有鼓勵的作用
陰化：潛移默化

六韜 文韜賞罰

36. 根據上文內容，太公認為賞罰的功能要落實，關鍵
在於下列何者？
(A)增加賞罰人數

(B)君王躬先表率

(C)確實執行賞罰

(D)維持民風純樸

37. 下列何者的作為，符合太公主張的賞罰原則？
(A)陶縣令宅心仁厚，縣內犯罪者若其情可憫，有可
能赦免放還
(B)賈郡主好惡分明，隨從若有數人護主有功，唯喜
愛者受其賞
(C)李將軍治軍嚴正，有違軍法者必依規定論處，連
親信也不例外
(D)馮丞相為人謹慎，不曾立即獎賞立功下屬，必觀
察後續表現
試題結束，請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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