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北市立福營國中 107學年第二學期八年級國文科第三次段考  

＊選擇題 每題 2.5分  共 40題 

1.下列選項「」中的字，何組讀音前後相同？ 

（A）「撫」掌／「嫵」媚（B）羽「翮」／乾「涸」 

（C）「胴」體／「恫」嚇（D）「肖」像／「宵」夜 

 

2. 下列選項「 」中的詞語經替換後，何者意思 

  改變？ 

（A） 在監獄裡，他幾次「捶胸頓足」，放聲大哭 

 表示要痛改前非,重新做人：錐心泣血 

（B）既然無法親赴現場聆賞大師演唱，在家聽聽唱 

  片，「畫餅充饑」也好：望梅止渴 

（C）宋代書院林立，私人講學風氣盛行，而主持  

 書院者大多為「碩學鴻儒」：販夫走卒 

（D）他的才能廣受各方肯定，幾年之內地位「扶搖 

  直上」，連任要職：平步青雲 

 

3. 下列選項「 」中的注音寫成國字後，何組完全

相同？ 

（A）臨風搖「ㄧˋ」／棄甲「ㄧˋ」兵 

（B）深「ㄢ」水性／除暴「ㄢ」良 

（C）窮兵「ㄉㄨˊ」武／貪汙「ㄉㄨˊ」職 

（D）提心「ㄉㄧㄠˋ」膽／「ㄉㄧㄠˋ」以輕心 

 

4. 下列歇後語皆與三國人物有關，請問下列選項何

者配對錯誤？ 

（A）劉備摔阿斗―收買人心 

（B）關公面前耍大刀―所向無敵 

（C）諸葛亮皺眉頭―計上心來 

（D）周瑜打黃蓋―一個願打一個願挨 

 

5.下列對於作者的說明，何者正確？ 

（A）劉禹錫得罪權貴，多次被流放，詩中帶有濃厚 

  政治色彩，內容充滿抱怨與不滿 

（B）梁實秋文筆清淡雅潔，作品幽默有趣，《莎 

  士比亞全集》是他的得意作品 

（C）國木田獨步以短篇小說聞名，喜歡描寫大自 

  然及百姓生活，著重文字的華麗優美 

（D）羅本依據正史材料，加上自己的才學和經驗， 

  整理改編成影響巨大的《三國志通俗演義》 

 

6. 下列選項「 」中的詞語，何者意思前後相同？

（A）調「素」琴，閱金經／又留蚊於「素」帳中 

（B）臨風「顧」盼／「顧」不如蜀鄙之僧哉 

（C）何陋「之」有／父母唯其疾「之」憂 

（D）司馬懿「乃」魏之名將／廷尉「乃」當之罰 

     金 

 

7.下列有關《三國演義》和《三國志》的介紹，何 

 者錯誤？ 

（A）「一虛一實，參差變換，各各入妙」指的是《三 

   國志》的內容 

（B）《三國志》成書於西晉初年。而《三國演義》 

  成書於元末明初，摻入大量民間傳說 

（C）《三國志》是所謂的正史，而《三國演義》是 

  根據《三國志》記錄的歷史演繹出來的小說、故 

  事 

（D）《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以及《金 

   瓶梅》合稱「四大奇書」 

 

8.下列各句之「語序」經過調整後，何者意義改變？

（A）醉翁之意不在酒 醉酒之翁不在意 

（B）竹喧歸浣女 竹喧浣女歸 

（C）草色入簾青 青草色入簾 

（D）不患人之不己知 不患人之不知己 

 

9. 請判斷下列各組「 」中的借代詞語，何組意義

前後不同？ 

（A） 無「絲竹」之亂耳／終晨撫「管弦」，日夕 

 不成音 

（B） 何必操「干戈」，堂上有奇兵／朱元璋「戎 

  馬」倥傯，戰無虛日 

（C）何以解憂，唯有「杜康」／康熙皇帝一手拈 

  著山羊胡須，一手捧著酒盞，又灌「黃湯」又吟詩 

（D）自古「紅顏」多薄命／但願人長久，千里共 

 「嬋娟」  

 

10. 「那一片聲音是清脆的，是嘹亮的，有的一聲 

  長叫，包括著六七個音階，有的只是一個聲音， 

  圓潤而不覺其單調，有時是獨奏，有時是合唱， 

  簡直是一派和諧的交響樂。」以上這段話的敘 

  述，何者錯誤？ 

（A）充分展現鳥的聲音之美 

（B）運用譬喻兼聽覺摹寫法 

（C）意同於「鑼鼓喧天」「煩囂喧鬧」 

（D）鳥聲是具有節奏和韻律感的  

 

11. ﹤畫的悲哀﹥一文中，作者寫到「黑暗中也有 

  歡欣，光明裡也有哀傷。」這句話的涵義同於下 

  列何者？ 

（A）樂觀與悲觀，都流於不切實際 

（B）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 

（C）你可以對世界悲觀，但要對生活樂觀 

（D）善惡隨人做，禍福自己招 

        背面尚有題目 



12. ﹤陋室銘﹥是自我勉勵的佳作，文中透露作者雖

處陋室卻能安然自得的態度。請問下列何者與其相

似？ 

（A）業精於勤，荒於嬉 

（B）千磨萬擊還堅勁，任爾東西南北風 

（C）寧為玉碎，不為瓦全 

（D）簞食瓢飲，居陋巷而不改其樂 

       

13. ﹤鳥﹥一文中，從何處最能夠看出作者對鳥的 

  憐愛及不捨？  

（A）牠像虹似地一下就消逝了，牠留下的是無限的

迷惘 

（B）喜鵲不知逃到那裡去了？帶哨子的鴿子也很少

看見在天空打旋 

（C）令人觸目的就是些偶然一見的囚在籠裡的小鳥

兒了，但是我不忍看 

（D）在白畫，聽不到鳥鳴，但是看得見鳥的形體 

 

14.岡本：「我雖然也算是美少年，但卻爭強好勝又喜

歡吵架，儘管考試成績總是獨占鰲頭，老師卻常責備

我態度高傲，同學也討厭我的盛氣凌人。總之，我在

學校的人緣很差。」下列哪句話對岡本的人際關係會

最有幫助？ 

（A）氣忌盛，心忌滿，才忌露 

（B）人必自重而後人重之 

（C）人生有夢，築夢踏實 

（D）勿以惡小而為之 

 

15. 下列選項「 」中的詞性組合，何組與其他三 

   組不同？ 

（A）忽有十餘次「飛馬」報到／自「飛馬」遠遠 

   望之 

（B）「綠」葉發華滋／春風又「綠」江南岸 

（C）聖人無常「師」／吾從而「師」之  

（D）蓋因不得已而用「之」／子「之」武城，聞絃 

  歌之聲 

 

16. 關於梁實秋﹤鳥﹥一文，下列說明何者正確？ 

（A）敘述籠中鳥的情況，藉以說明悠閒的可貴  

（B）以愛鳥的心意寄託憐愛之情 

（C）「背後還襯著黛青的山色和釉綠的梯田」此句 

   兼具色彩美與動態感 

（D）以「過去－現在－過去」的順序鋪敘而成 

   

17. ﹤空城計﹥一文中，孔明傳令將士「收旌旗、守

城鋪、禁行、禁語、開大門、扮百姓」等一連串的舉

動，其用意為何？ 

（A）打草驚蛇（B）背水一戰 

（C）攻其不備，出其不意（D）混淆視聽 

 

18. 諸葛亮在《誡子書》中說道：「非學無以廣才，

非志無以成學」。 可見他認為什麼最重要？  

（A）才華（B）勤學（C）立志（D）謙虛 

 

19. 下列選項，何者的語氣說明正確？ 

（A）我軍若進，中其計也，汝輩焉知 嘲諷 

（B）我想牠的苦悶，大概是僅次於黏在膠紙上的 

  蒼蠅 憤怒 

（C）馬固然好，哥倫布更勝一籌啊 興奮 

（D）丞相玄機，神鬼莫測 讚揚 

 

20. 下列有關﹤空城計﹥的說明，何者正確？ 

（A）司馬懿下令「教後軍做前軍，前軍做後軍」， 

   這是為了改變兵力部署 

（B）空城計的成功關鍵，是因為孔明放手一搏、全 

   力反擊 

（C）司馬懿之所以失敗，在於心懷疑懼而誤判 

（D）「司馬懿引大軍十五萬，望西城蜂擁而來」 

   可見魏軍孤軍奮戰 

 

21. 下列詩句所描述的對象，何者與其他三者不同？ 

（A）勝敗兵家事不期，包羞忍恥是男兒。江東子弟 

   多才俊，捲土重來未可知 

（B）三顧頻頻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出師未 

   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 

（C）三分割據紆籌策，萬古雲霄一羽毛 

（D）遺廟丹青落，空山草木長。猶聞辭後主，不 

     復臥南陽 

 

22. 下列選項「 」中的字，何者解釋正確？ 

（A）盛氣「凌」人：超越 

（B）一「晃」眼：很快閃過 

（C）難以言「喻」：明白 

（D）「眩」目：迷惑 

 

23. ﹤鳥﹥一文中，作者描述鳥的動作各有不同。下

列說明何者正確？ 

（A）腳上像是有彈簧―寫鳥體態的優美 

（B）在天空盤旋―寫鳶鷹飛翔的快速 

（C）高踞枝頭，臨風顧盼―寫鳥瞵視昂藏的神氣 

（D）像虹似地一下子就消逝了―寫鳥身軀的俊俏 

 

24. 商湯﹤盤銘﹥：「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請問﹤盤銘﹥的含義，與下列何者同？ 

（A）未雨綢繆（B）日新月異 

（C）破釜沉舟（D）有志竟成 

 

 

         下一頁尚有題目 

 



25. 下列文句的配對，何組含義最相近？ 

（A）無案牘之勞形／無官一身輕 

（B）斯是陋室，惟吾德馨／德不孤，必有鄰 

（C）苔痕上階綠，草色入簾青／柳暗花明又一村 

（D）山不在高，有仙則名／天生我材必有用 

 

26. 下列「  」中的詞語，何者皆為狀聲詞？ 

（A）流水「潺潺」／神采「奕奕」／「呱呱」噪啼 

（B）「侃侃」而談／「鏗鏘」有力／朔風「呼呼」 

（C）「喃喃」自語／氣息「奄奄」 ／「喋喋」不休 

（D）「嚶嚶」成韻／氣喘「吁吁」 ／磨刀「霍霍」 

 

27. 「（甲）伯仲之間（乙）更勝一籌 （丙）一時  

  瑜亮 （丁）相形見絀 （戊）無出其右 （己）獨 

  占鰲頭 （庚）不分軒輊」以上那些成語代表「較 

  為優秀，其他人難以比較」？ 

（A）甲乙庚（B）乙戊己（C）丙丁庚（D）甲乙己 

 

28. 〈畫的悲哀〉對於主角岡本的心思、動作與言語， 

   有十分細膩而生動的描述。下列對於文句的闡述 

   ，何者錯誤？ 

（A）「我想：既然志村能畫，我也可以畫得來吧。」 

  可看出岡本相信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 

（B）「我每天回家都關在房間裡看書臨摹，甚至不自 

   量力的嘗試實物寫生」表現出岡本因為爭強好勝 

   而不斷努力精進的精神 

（C）「志村在繪畫上的天才無人能及，只有我稍微  

   可以和他較量」可看出岡本承認志村的繪畫能力 

   蓋世無雙，自己望塵莫及 

（D）「當我揮筆作畫時，居然把早先憎恨志村的心思  

   拋諸腦後」可證明畫畫是岡本最喜歡的事     

 

29. ﹤陋室銘﹥一文的寫作方式與內容，下列敘述何

者正確？  

（A）是一篇自我期許的應用文 

（B）文章句句押韻，音調和諧，讀來琅琅上口 

（C）「可以調素琴、閱金經」表現出作者生活充實   

   而忙碌 

（D）以「仙、龍」比喻自己交往的朋友是有才華的 

  人 

 

30.「為者常成，行者常至」與下列何者的含意不同？ 

（A）行動是成功的階梯，行動越多，登得越高 

（B）人之所以能，是相信能 

（C）承認自己的恐懼毫不可恥，可恥的是你因害 

  怕而裹足不前 

（D）與其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 

 

 

 

31. 下列文句「 」中的成語，何者使用不恰當？ 

（A）警方近日查獲以「借屍還魂」的手法，將贓 

  車解體、拼裝，再加以出售的偷車集團 

（B）為了不讓他礙事，大夥決定用「調虎離山」計 

把他支開，好讓計畫順利進行 

（C）為徹底解決公司的財務問題，精簡人事倒是個

「釜底抽薪」的辦法 

（D）他一面申請公司破產，一面又以兒子的名義 

  成立了新公司，這種「反客為主」以逃避債務的 

  伎倆，最終讓他身敗名裂 

 

32. 國文老師要同學依據新詩的描述寫出正確答案，

請問下列何者正確？ 

（A）搖搖擺擺，把腳尖併攏／綠綠油油／把手背 

   高舉/迎著和風／成體操隊形散開／一散／就 

   是千里 白鷺鷥   

（B）像一位嚴謹的詩人╱朝夜都埋頭在張羅作品 

    ╱他從不粗製濫造，自鳴得意╱也不肯好高騖 

   遠，捕風從影 蜘蛛  

（C）一切都好在你的嘴上/一切都壞在你的嘴上啄 

    ／你的木去吧／一切都不要放在心上 笛子   

（D）在巨大的黑夜消褪之前／在綿密的烏雲逝去 

    之前／我謹守啼鳥的誓言／呼喚終將來臨的 

    金陽刺破面具背後的不公／戳穿神話背後的 

    不平 烏鴉 

 

33. 「好銳利的喜悅刺上我的心頭」這裡將抽象的 

   「喜悅」用「刺」這個字，將它轉化為「具體」 

    的尖銳物體。下列各句中，何者亦是採取此種 

   手法？ 

（A）在枯寂的心靈中，插上一枝生命的花朵 

（B）陽光優雅地漫步旅店的草坪，人魚在石刻牆壁 

  彈奏著豎琴 

（C）相思樹開滿小棉球般的黃花 

（D）那蟬聲在晨光中似遠似近，又似有似無 

 

    孟子曰︰「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

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孔

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

取之也。』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

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太甲曰︰

『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

也。 」 

34. 下列解說，何者錯誤？ 

（A）「纓」指帽帶 

   （B）「濯纓濯足」是指禍福天註定   

   （C）「孺子」指小孩子 

（D）「小子」指學生、弟子 

 

        背面尚有題目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樊遲御，子告

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

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

之以禮，祭之以禮。」 

35. 孔子回答孟懿子孝順要做到「無違」，是指侍奉

父母時必須如何？ 

（A）滿足父母的物質需求 

（B）時時留意父母的健康 

（C）處處遵守禮制的規範 

（D）以恭敬之心侍奉父母 

 

   今有人日攘其鄰人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

君子之道。」曰：「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年

然後已。」 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 

36. 下列哪一句話適合送給偷雞的人？ 

（A）明哲保身，不與人爭 

（B）富貴不淫，貧賤不移 

（C）斬草不除根，春風吹又生 

（D）進退合宜，出入有節 

 

    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於廟，

奏「九韶」以為樂，具太牢以為膳。鳥乃眩視憂

悲，不敢食一臠，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

己養鳥也，非以鳥養鳥也。  

註【觴：敬酒。 太牢：指豬、牛、羊三牲做的供品。眩：眼睛昏花】 

37. 以下何者是海鳥致死的原因？ 

（A）不讓海鳥吃東西 

（B）不讓海鳥飲水 

（C）把海鳥關禁了三日 

（D）錯用飼養方法養海鳥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子路

曰：「願車、馬、衣、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

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子路曰：「願聞

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

之。」 

38.由本文推知，顏淵是怎樣的一個人？ 

（A）功成不居（B）錚錚不屈 

（C）動心忍性（D）廉靜寡慾 

    

39. 由「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推知，孔

子的理想與下列何者最接近？ 

（A）法治國家（B）無為而治 

（C）天下為公（D）富國強兵 

 

 

 

 

 

 

   一霎時，飛沙走石，遮天蓋地。但見怪石嵯峨，

槎枒似劍；橫沙立土，重疊如山；江聲浪湧，有如

劍鼓之聲。遜大驚曰：「吾中諸葛之計也！」急欲

回時，無路可出。正驚疑間，忽見一老人立於馬前，

笑曰：「將軍欲出此陣乎？」遜曰：「願長者引出。」

老人策杖徐徐而行，逕出石陣，並無所礙，送至山

坡之上。遜問曰：「長者何人？」老人答曰：「老夫

乃諸葛孔明之岳父黃承彥也。昔小婿入川之時，於

此布下石陣。反復八門，按遁甲休、生、傷、杜、

景、死、驚、開。每日每時，變化無端，可比十萬

精兵。臨去之時，曾分付老夫道：『後有東吳大將

迷於陣中，莫要引他出來。』老夫適於山巖之上，

見將軍從死門而入，料想不識此陣，必為所迷。老

夫平生好善，不忍將軍陷沒於此，故特從生門引出

也。」遜曰：「公曾學此陣法否？」黃承彥曰：「變

化無窮，不能學也。」遜慌忙下馬拜謝而回。 

40.由上文可判斷此為《三國演義》中的哪個故事？ 

（A）龐統巧授連環計（B）孔明巧布八陣圖 

（C）諸葛亮火燒新野（D）用奇謀孔明借箭 

     

      試題結束 祝考試順利! 

  



 

新北市立福營國中 107學年第二學期八年級國文科第三次段考  解答 

1 2 3 4 5 6 7 8 9 10 

C C A B D C A A D C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B D C A B B D C D C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A B C B A D B C A B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D B A B C C D A C 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