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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立福營國中 108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段考八年級國文科試題

班級:              姓名:                   座號:       

一、 國字注音 每題 1分  共 10分      

(此部分為手寫題，請將答案書寫於答案紙上) 

1.「ㄐㄩㄝˊ」取金錢     2. 匍「ㄈㄨˊ」前進   3. 蚊「ㄖㄨㄟˋ」肆虐    4. 棋藝精「ㄓㄢˋ」  

5. 精神抖「厶ㄡˇ」      6. 一語成「讖」       7. 悲「慟」莫名          8. 「頷」聯 

 9.「吮」指回味          10.大雨滂「沱」 

 

二、解釋  每題 2分    共 20 分     

 (此部分為手寫題，請將答案書寫於答案紙上) 

1.行「潦」       2. 自「矜」     3.悲不「任」     4.「睨」之       5. 脈脈         6. 反哺       

 7.窸窣           8. 忿然         9.氣脫委頓       10.如火如荼 

 

三、選擇及閱讀題  每題 2分    共 70分      

(此部分為電腦讀卡，請依題號畫卡) 

1.(    )下列選項「」中字的讀音，何者前後相同? 

(A)去「蕪」存菁/「嫵」媚動人  (B)眾口「鑠」金/飛沙揚「礫」 

(C)匆匆一「瞥」/「撇」清關係  (D)後腦「杓」/「酌」情量刑                                                                                                                                                                                                                                                                                                                                                                                                    

2.(    )請判斷「」中的字義，下列各組何者前後不相同? 

(A)晝夜不飛「去」/相「去」復幾許       (B)「名」為妖巫與惡魔之出世/莫「名」其妙 

(C)徐噴「以」煙/徐「以」酌油而瀝之     (D)「為」雨勢所遮掩/二蟲盡「為」所吞 

3.(    )語文中誇張鋪飾，超過客觀事實的修辭法，稱為「誇飾」，請選出下列各組成語前後皆為誇飾? 

(A)膽破魂奪/一手遮天   (B)屈指可數/投鞭斷流 

(C)池魚之殃/垂涎三尺   (D)百步穿楊/改朝換代 

4.(    )有關於陳冠學田園之秋選一文，下列何者不正確?  

(A)陳冠學被喻為現代陶淵明，因為他辭去教職後過著耕讀的生活 

(B)文中用「黑怪、惡魔、妖巫」來比喻下雨前的滿天烏雲 

(C)文中依序描寫「西北雨」從開始到結束的過程:烏雲密布→大雨滂沱→雷電交加→雨過天青 

(D)文末以彷彿聽見貝多芬田園交響曲第四樂章牧羊人之歌作比喻結束全文，是作者的想像之筆，以聽覺印象來表達

視覺印象效果 

5.(    )梅雨對臺灣地區的水資源極為重要，降雨太多會造成水患，降雨太少又會引發旱災。下列格言何者最適合說明梅雨對         

臺灣水資源的影響? 

(A)如人飲水，冷暖自知  (B)水能載舟，亦能覆舟 

(C)成事不足，敗事有餘  (D)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 

6.(    )詞語會依在句子中的作用而改變詞性，下列文句「」中的詞語，何者前後詞性相同? 

(A)「平凡」家庭出身的他，不被「平凡」擊敗，創造屬於自己的天空 

(B)魔戒三部曲的中文「翻譯」是朱學恆花費無數心血「翻譯」而成的 

(C)「計畫」完善的讀書步驟，是他面對升學最重要的「計畫」 

(D)地震造成的巨大災害，讓人充滿「恐懼」，有時輕微天搖地動，也讓人籠罩在「恐懼」中 

7.(    )「柔情似水，佳期如夢，忍顧鵲橋歸路」所描寫的節日，與下列句子何者無關? 

(A)銀河清淺，玉露微茫。亙鵲橋於長空，渡天孫於碧落  (B)年年乞與人間巧，不道人間巧幾多 

(C)未必素娥無悵恨，玉蟾清冷桂花孤                  (D)家人競喜開妝鏡，月下穿針拜九霄 

8.(    )下列各選項「」的注音寫成國字後，何者字形前後相同? 

(A)潔「ㄆㄧˇ 」/斷袖之「ㄆㄧˇ」   (B)捉「ㄐㄧㄣ」見肘/驕「ㄐㄧㄣ」自喜 

(C)「ㄑㄧㄢˇ」散/「ㄑㄧㄢˇ」責    (D)「ㄘㄨㄛ」跎青春/切「ㄘㄨㄛ」琢磨 

 

背面有試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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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關於白居易慈鳥夜啼一詩，下列敘述何者不正確? 

(A)全詩融敘事、抒情、議論的筆調，情理兼具 

(B)作者白居易與杜甫同為中唐時期社會寫實詩人  

(C)本詩末六句，以吳起不孝為反例，曾參孝順為正例，先責備後讚嘆 

(D)「聲中如告訴，未盡反哺心」心境近於「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 

10.(    )關於廖鴻基飛魚一文的描述，下列何者正確? 

(A)作者描述達悟族人在飛魚季捕捉飛魚的情景，並寫下自己參與捕捉飛魚的景象及感觸 

(B)「到了漁場後，當水下燈垂入海面，才一、兩分鐘，舷邊就熱鬧地游聚了一群飛魚」此段話表達飛魚的群居性 

(C)「月輪自海面昇舉，『銀光粼粼』」，「銀光粼粼」指飛魚在月光下所閃耀出的光芒 

(D)「窸窣拍水聲中，牠平展藕紫色長翅，凌空滑翔遠去」這一段描述視覺和聽覺摹寫 

11.(    )下列文句中，何者字形完全正確? 

(A)閃電饞身，霹歷壓頂，在荒野中的人，此時被震攝得氣脫委頓 

(B)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纖纖濯素手，扎扎弄機杼 

(C)晚霞映照出男人黧黑、粗曠、極負自信的弈弈神采 

(D)石頭自矜彈奏吉他技巧舉世無雙，但阿信對於他的彈奏功夫，僅點頭說:「惟手熟爾!」惹得石頭忿然不悅 

12.(    )「詞」可分為實詞和虛詞，下列「」中的字，何者詞性前後不相同? 

(A)「爾」安敢輕吾射/「爾」虞我詐                          (B)留蚊「於」素帳中/嘗射「於」家園 

(C)「啊」!多麼絢爛的一場煙火盛宴/生命就是一場戰鬥「啊」!  (D)造飲「輒」盡/淺嘗「輒」止 

13.(    )「陳康肅的箭術十中八九，賣油翁酌油而不溼」給我們「熟能生巧」的啟示，下列名言何者涵義與之相近?                                            

(A)真金不怕火煉。      (B)臺上一分鐘，臺下十年功  

(C)巧婦難為無米之炊    (D)盡人事，聽天命  

14.(    )請找出下列成語，何者使用正確? 

(A)這對結婚多年的夫妻分享:婚姻維繫之道在於懂得「琵琶別抱」才能長長久久 

(B)墨子為了提倡兼愛、非攻的理念，「櫛風沐雨」、摩頂放踵四處奔走  

(C)這場裁決不公平的比賽讓觀眾露出「魚目混珠」的眼神 

(D)小智發揮了「探囊取物」的技巧，找到小明遺失的鑰匙 

15.(    )「柔鬚伸出去/一行青碧的詩句/攀上籬笆/那牽牛花/日/出」一詩中，所描述的植物與下列何者相同? 

(A)圓似流泉碧剪紗，牆頭藤蔓自交加。天孫摘下相思淚，長向深秋結此花(宋 林逋山) 

(B)不是人間種，移從月中來。廣寒香一點，吹得滿山開。(宋 楊萬里) 

(C)暗暗淡淡紫，融融冶冶黃。陶令籬邊色，羅含宅裏香。(唐 李商隱) 

(D)數萼初含雪，孤標畫本難。香中別有韻，清極不知寒。橫笛和愁聽，斜枝倚病看(唐 崔道融) 

16.(    )「這樣的一盤和平/被食客們饕餮乎吞掉了」句中「饕餮」使用了轉品修辭，請問下列「」中的詞語何者詞性的轉變

與「饕餮」相同? 

(A)這齣話劇太「羅密歐與朱麗葉」，看了之後都不敢談戀愛了 

(B)這款遊戲軟體目前「火」紅的程度，讓你瞠目結舌 

(C)我的導師很「柯南」，我們犯錯時逃不過他的法眼 

 (D)校長穿著很「巴黎」，時尚又優雅 

17.(    )「離離原上草，一歲一枯榮。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遠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孫去，萋萋滿別情。」(唐 

白居易)有關本詩的說明，下列何者正確? 

(A)第三、四句表達小草強韌的生命力 

(B)「萋萋、離離」都是以草寄託離情  

(C)本詩是五言古詩，押韻「榮、生、城、情」 

(D)王孫原指貴族子弟，此指白居易本人 

18.(    )「眾聲鼓嘈/而一蟬沉默/眾蟬沉默/而一蟬高吟 。有人/對著天空深處/點叫自己/自己大聲的回應」從上列詩句，找

出不正確? 

(A)本詩意旨為「做自己，忠於自我」         (B)前二句表現不肯隨聲附和  

(C)詩的後半所呈現個人特質是「知己知彼」   (D)詩人藉著蟬的靜默與高吟，暗示人生進退哲學 

 

請繼續下一張試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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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千錘萬鑿出深山，烈火焚燒若等閒。粉身碎骨渾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石灰吟明 于謙)，關於這首詩敘述，下列選項何

者不正確? 

(A)本詩主旨為作者自勉效法石灰的膽量，不斷汲汲營營  (B)「石灰」暗喻不畏犧牲，堅守情操的君子 

(C) 這是一首借物詠懷的詠物詩                       (D)本詩首句入韻，韻腳為「山、閒、間」 

20.(    )有關詩詞的涵義，下列何者不正確? 

(A)「待曉堂前拜『舅姑』」這一句的「舅姑」指的是公婆 

 (B)「春風又『綠』江南岸」這一句「綠」賦予春風生命的動感，充滿蓬勃生機 

(C)「一片冰心在玉壺」作者借此句表達自己光明磊落的情操 

(D)「空山不見人，但聞人語響。」為以靜襯動的作法 

21.(    )下列詩句所描寫的季節何者正確? 

(A)荷盡已無擎雨蓋，菊殘猶有傲霜枝。一年好景君須記，最是橙黃橘綠時→春季 

(B)金風玉露一相逢，便勝卻人間無數。→夏季 

(C)遠上寒山石徑斜，白雲生處有人家，停車坐愛楓林晚，霜葉紅於二月花。→秋季 

(D)兩箇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窗含西嶺千秋雪，門泊東吳萬里船。→冬季 

22.(    )「眾鳥高飛去，孤雲獨去閒。相看兩不厭，只有敬亭山。」(唐 李白)有關本詩說明，何者不正確? 

(A)一、二句以動襯靜，表現作者的孤獨  (B)三、 四句與「我見青山多嫵媚，料青山見我亦如是」的意境相近  

(C)本詩屬於平起式，押仄聲韻          (D)本詩是五言絕句，卻有一組對仗 

23.(    )「人有大臭者，其親戚兄弟妻妾知識無能與居者，自苦而居海上，海上人有說其臭者，晝夜隨之而弗能去」。(逐臭

呂不韋)說: 喜愛 ，這則寓言啟示什麼道理? 

(A)物以類聚，人以群分      (B)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C)三人行必有我師焉        (D)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 

喜劇題材多直接取於現實生活， 

(甲)縱使劇情搞笑荒唐，卻也不致使劇中人物遭到嚴重傷害 

(乙)甚至是荒唐的，但大多遵循喜劇的無傷害原則 

(丙)即使有傷害，也都將化險為夷，成為笑點的伏筆 

(丁)採日常用語，情節和人物者是虛構的 

不會引人不悅 

24.(    )根據文意，這段文句以下列哪一種次序排列最為通順恰當 ? 

 (A)乙甲丙丁   (B)乙丙丁甲 

(C)丁甲丙乙   (D)丁乙甲丙 

飲湖上初晴後雨   (宋 蘇軾) 

水光瀲灩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 

25.(    )由本詩可知，西湖最美的時刻是: 

(A)山色空濛    (B)雨後乍晴 

(C)水光瀲灩    (D)晴雨皆美 

26.(    )承上題，下列何組詞語所描述對象是詩中所說的「西子」? 

(A)花黃、北朝、代父從軍、雌雄莫辨 (B)荔枝、牡丹、華清池、唐明皇 

(C)琵琶、明妃、和親、出塞         (D)吳 越、捧心、浣紗、陶朱公 

起之為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臥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贏糧，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為吮之。卒母聞而

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何哭為？」母曰：「非然也。往年吳公吮其父，其父戰不旋踵，遂死於敵。吳公今

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贏糧:攜帶著糧食。戰不旋踵:作戰勇往直前，毫不畏縮。(司馬光資治通鑑) 

27.(    )這篇文章中的描述，下列何者正確? 

(A)吳起與士兵同勞苦，激勵士兵奮不顧身的作戰   (B)「卒母」的丈夫為了救吳起而戰死 

(C)「卒母」哭泣的原因是兒子生毒瘡而死         (D) 「卒母」因吳起體恤其夫、子而感動哭泣 

 

 

背面有試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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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的亞馬遜雨林大火至今還在熊熊燃燒，這把悲劇的世紀之火讓「地球之肺」面臨前所未有的威脅，使全球二氧化碳

的吸收、調節氧氣的功能都將大打折扣。更大的悲劇是無辜犧牲的野生動物，很多動物被燒死或嗆死……。亞馬遜雨林資源

豐沛、生物多樣性，地球上有將近 1/10的物種在此地生活。 

專家說，在一些森林中，適時因為天乾物燥產生的野火，對維持健康的生態系統有著非常重要的地位，許多動物適應這

樣模式，依靠大火燃燒過後的土地茁壯成長、重生後的植物也因更多養分而容易壯大。 

人類對雨林的惡意開採，成了大火的助因之一，火災的長期影響具災難性，包含整個生態系統都會被改變。 

(文/魯皓平   2019/08/26  改寫自遠見雜誌) 

28.(    )根據上文敘述，下列說明何者正確? 

(A)人類對雨林的開發，讓亞馬遜發生的世紀大火 

(B)今年亞馬遜大火讓地球 1/10的物種滅絕 

(C)亞馬遜雨林有「地球之肺」的功能，此次大火使全球的二氣化碳的吸收、調節氧氣的功能有所減損 

(D)專家認為每年的亞馬遜雨林大火，對維持健康的生態系統有著非常重要的地位 

   有句話說:「你若青澀，便還能成長;你若熟透，便即將腐爛!」是的，我們絕不能「熟透」，我們必須「倒空自己」，再「裝

滿理想」; 我們不能喪失鬥志，更不能因富裕的環境而腐蝕自己，因為「飽病難醫」啊!所以，讓我們學習「青澀」，照三餐

地「激勵自己、努力成長、積極向前。」 

    IBM總裁曾說:「即使機器被搬空、廠房被燒毀，只要留下員工，我就能東山再起!」或許我們可能再遭遇挫折、橫逆時，

暫時「失去一切」，但只要我們保持「積極的人生態度」，隨時惕勵自己，就不會是「一無所有的人」，我們也都必能「東山再

起」!                                                                                      (戴晨志激勵高手) 

29.(    )根據上列文章敘述，下列何者的心態最能激勵作者努力成長? 

(A)當仁不讓   (B)謹慎細心 

(C)捨我其誰   (D)理想遠大 

    任何人都無法保守他內心的祕密。即使他的嘴巴保持沉默，但他的指尖卻喋喋不休，甚至他的每一個毛孔都會背叛他。  

30.(    )這句話主要說明下列何種觀點? 

(A)肢體語言的可信度，無法超越言語包裝偽飾  (B)細察人的小動作，可以了解其內心隱藏的真實感受 

(C)真實的內心感受，往往透過言語表達才真實  (D)人心的小祕密，常用各種言語來掩飾傳達 

    從印加帝國首都庫斯科通往天空之城馬丘比丘的印加古道，曾是最神聖的朝聖之路，現在則是祕魯觀光業皇冠上閃閃發

亮的鑽石，上面蜿蜒著來自全球的遊客，像一群進行恐怖任務的憤怒工蟻。 

31.(    )根據這段文字，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祕魯觀光業著重在參觀鑽石的開採 

(B)遊客到印加古道旅遊充滿了憤怒，因為蟻患嚴重 

(C)印加古道由於觀光業蓬勃發展而擠滿了來自全球觀光客 

(D)來自世界各地的觀光客都是來馬丘比丘朝聖 

    臺灣人愛吃魩仔魚，說是鈣質豐富、營養豐富，尤其是愛吃魚又嫌魚刺、魚骨頭太多的人們。我們一口幾十條，一餐幾

百條、幾千條這樣囫圇吞棗大量的吃……我們因為嗜吃而渾然不覺，我們已經吃掉了曾經豐盛的沿海漁產資源。(廖鴻基) 

32.(     )依據上列文字，下列關於文章的敘述，何者正確? 

(A)對臺灣人吃海鮮的習慣大大讚賞              (B)憂心沿產漁產資源枯竭 

(C)勸誡人類吃魚要選擇海洋魚類，保護沿海漁產  (D)品嚐魩仔魚要細嚼慢嚥，並挑除魚刺魚骨 

    替老人家扣了安全帶，他沒說太緊/我們深深潛入月光，開車沿著濱海/我是鮭魚/骨灰罈子裡的父親，他也是鮭魚/我們

一道游向宜蘭老家歸去……                                                                  (黃春明帶父親回家) 

33.(     )根據這首詩，作者為何將自己和父親比擬為鮭魚? 

(A)作者希望帶著父親骨灰罈到鮭魚故鄉一遊            (B)表達與父親同樣具有對海上生活的嚮往 

(C)因為父親已經遺忘回家的路，所以作者要帶父親回家  (D)隱含有落葉歸根、安土重遷之意 

 

 

繼續下一張試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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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一居士傳(節錄) 

六一居士初謫滁山，自號醉翁。既老而衰且病，將退休於潁水之上，則又更號六一居士。客有問曰：「六一，何謂也？」

居士曰：「吾家藏書一萬卷，集錄三代以來金石遺文一千卷，有琴一張，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壺。」客曰：「是為五一爾，

奈何？」居士曰：「以吾一翁，老於此五物之間，是豈不為六一乎？」                                    (宋 歐陽脩) 

34.(     )有關於歐陽脩自述的「六一」，下列何者不正確? 

(A)藏書一萬卷      (B)金石遺文一百卷 

(C)琴一張、棋一局  (D)酒一壺、歐陽脩 

35.(     )由六一居士這個稱號，可看出作者晚年的心境為何? 

(A)閒適自在  (B)城府很深 

(C)憤世嫉俗  (D)抑鬱寡歡 

試題結束，再檢查一遍                  *整張考卷交回* 

                                                                                                                                                                                                                                   

  新北市立福營國中 108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段考八年級國文科 

班級:                姓名:                     座號:                    得分:             

一、 國字注音:10分，1題 1分 

1.  2.  3.  4.  5.  

6.  7.  8.  9.  10.  

二、 解釋:20分，1題 2分(錯 1字扣 1分) 

1.  

 

2.  

3.  

 

4.  

5.  

 

6.  

7.  

 

8.  

9.  

 

10.  

 

第三大題全部畫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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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立福營國中 108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段考八年級國文科試題 

        班級:            姓名:              座號:                   教師版答案 

三、 國字注音:10分，1題 1分 

1. 攫 2. 匐 3. 蚋 4. 湛 5. 擻 

6. ㄔㄣˋ 7. ㄊㄨㄥˋ 8. ㄏㄢˋ 9. ㄕㄨㄣˇ 10. ㄊㄨㄛˊ 

四、 解釋:20分，1題 2分 

1. 積水。 2. 自大、驕傲。 

3. 承受。 4. 斜著眼睛看。 

5. 含情凝視的樣子。 6. 引申為報答父母的恩情。 

7. 形容輕微細碎的聲音。 8. 憤怒的樣子。 

9. 失神無力，疲乏困頓。 10. 形容氣勢或氣氛蓬勃、熱烈。 

五、 選擇及閱讀:70分，1題 2分 

1. C 2. A 3. A 4. C 5. B 

6. D 7. C 8. A 9. B 10. D 

11. D 12. C 13. B 14. B 15. A 

16. B 17. A 18. C 19. A  20. D 

21. C 22. C 23. A 24. D 25. D 

26. D 27. A 28. C 29. D 30. B 

31. C 32. B 33. D 34. B 35. 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