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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北市立福營國民中學 108學年度第二學期八年級國文科第三次段考試題卷 

(請使用 2B鉛筆在電腦卡上依題號畫卡) 

一、 選擇題（每題 2.5分） 

1. 下列選項「」中的字，何組讀音前後相同？  

(A) 伯牙絕「弦」／暗藏「玄」機        (B）「侍」奉父母／兩軍對「峙」  

(C）「躐」等躁進／見「獵」心喜         (D)羽扇「綸」巾／滿腹經「綸」 

2. 下列選項「」中的字義，何組意思前後相同？ 

(A)足「堪」重任／不「堪」設想              (B)登城「望」之／「望」西城蜂擁而來 

(C）「蓋」一癩蝦蟆也／「蓋」因不得已而為之  (D)二蟲盡「為」所吞／得不「為」司馬懿所擒乎  

3. 下列選項「」中的注音寫成國字後，何組字形前後相同？ 

(A)「ㄅㄢ」回一城／「ㄅㄢ」倒對手      (B)始終不「ㄩˊ」／嘲笑揶「ㄩˊ」 

(C)心中陰「ㄇㄞˊ」／隱姓「ㄇㄞˊ」名  (D)「ㄑ一ㄢˇ」責小說／調兵「ㄑ一ㄢˇ」將 

4. 「童年的夢想，似乎是文明的腳步也追不回來的，為什麼二十年後的夢想改變了呢？答案彷彿如疾風

的訕笑！」關於這段話的說明，下列何者正確? 

(A)感嘆文明的入侵，使作者童年的夢想消失、幻滅    (B)感慨文明的入侵，使老獵人改變了傳統的

生活方式    (C)感嘆傳統觀念的影響，使童年的夢想也如風一般的消逝    (D)作者慨嘆童年與文明

的消逝，再也追不回來了 

5. 下列「 」中的成語，何者使用正確？  

(A)理化老師提醒同學，燒杯中的滾水「炙手可熱」，請多加小心 (B) 那位遠從荷蘭來台尋親的小女

孩，終於與母親「破鏡重圓」 (C) 世足賽球場上，阿根廷球迷們「絮絮叨叨」，為了梅西賣力吶喊 

(D)校慶游泳比賽，本班有志奪冠，可惜「力有未逮」，僅獲得殿軍             

6. 下列對於〈深藍的憂鬱〉一文內容的分析，何者正確？  

(A)故事的開頭是深藍電腦與棋王不分軒輊，棋王因此陷入無比沮喪的情緒中(B)情節轉折處在於棋王

聽從科學家朋友的建議，在自己腦中植入晶片，讓讀者對於日後對決結果充滿想像 (C)文末以感性的

筆調總結棋王與深藍電腦的對弈結果，並提醒世人對於科技的影響不可不慎(D)全文以第三人稱敘事

口吻，描述棋王與深藍電腦對弈的過程 

7. 同一個詞語有時會出現「一詞多義」的現象，下列各「 」中詞語，何者前後意思相同？ 

(A)孩子，勿被「聰明」誤一生／小新自幼耳目「聰明」  

(B)司馬懿自「飛馬」遠遠望之／忽然十餘次「飛馬」報到 

(C)此次意外使他傷痕「累累」／他經商失敗後負債「累累」   

(D)復古喇叭褲曾蔚為「流行」／新冠肺炎「流行」得又猛又快 

8. 下列關於四部中國古典小說的敘述，何者正確？ 

 (A)甲書、乙書    (B)丙書、丁書    (C)乙書、丙書、丁書     (D)甲書、丙書、丁書 

9. 下列有關三國人物的歇後語，何者使用錯誤? 

(A)你明知他是個無賴，還借了許多錢給他，結果必定是「劉備借荊州──有借無還」了 

(B)一瓶面霜賣到上萬元，但仍有不少人購買，真是「周瑜打黃蓋──一個願打，一個願挨」 

(C)眼看火車就這麼開走了，錯過班次的我們只能「張飛穿針線──大眼瞪小眼」了 

(D)到了地方法院，只見平時滔滔不絕的他竟是「徐庶入曹營──不自量力」，連氣都不敢吭一聲 

選項       小說中的回目              小說主要內容 

甲書 梁山泊 林沖落草，汴京城 楊志賣刀 北宋大盜梁山泊等一百零八條好漢嘯聚山林與官

府為敵，後被朝廷招安的故事 

乙書 朱紫國唐僧論前世，孫行者施為三折肱 短篇文言文寫成，內容多寫狐仙鬼魅之事，刻畫曲

折動人情節 

丙書 周學道校士拔真才，胡屠戶行兇鬧捷報 科舉制度的腐朽黑暗，對當時的世風提出深刻的諷

刺與有力的批判  

丁書 宴桃園豪傑三結義，斬黃巾英雄首立功 民間最流行的歷史通俗小說，褒善貶惡，彰顯忠

義，淺顯易讀 



 2 

 

10. 下列選項中的句子，何者用字完全正確？ 

(A)這艘郵輪在驚濤駭浪中沉沒，乘客家屬聽到消息都驚駭不已   

(B)美國 NBA職籃轉播節湊明快，讓球迷盡情享受每個精彩時刻 

(C)這幢建築落成屹今三年，卻未拿到隸屬地方政府的使用執照 

(D)在春意闌姍的季節，百花凋零的景象，常引發人們無限感慨 

11. 〈為學一首示子姪〉一文寫作特色是採正反論述，下列哪一項沒有用這種方式來闡述道理？  

(A)金玉其外，敗絮其中   (B)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C)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  

(D)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若醴 

12. 「失去森林，無法打獵的老人醉倒路邊；年輕男子到都市闖蕩，卻只能在工地鷹架間攀爬；美麗的女

孩被販賣，在都市邊緣露出相似，卻又模糊不堪的笑容。」瓦歷斯看見這一切，找到書寫的意義。請

從這段文字中，推測瓦歷斯．諾幹的文章特色最接近下列何人的風格？ 

(A)王維   (B)李白   (C)杜甫   (D)孟浩然  

13. 林志玲是泰太好 泰式料理的忠實客戶，她想致贈店家一個祝福紅包，紅包封套上的題辭不應該書寫

下列何者? 

(A)為民喉舌 

(B)高朋滿座 

(C)近悅遠來 

(D)佳味餚香 

 

   

14. 下列關於《三國演義》一書的說明，何者正確？ 

 (A)以曹魏為正統，描述魏、蜀、吳三國鼎立的故事   (B)「三顧茅廬」、「草船借箭」、「四面楚歌」

等，都是書中膾炙人口的章節  (C)本書與《水滸傳》、《儒林外史》、《西遊記》並列為「四大奇書」 

(D)故事取材自晉 陳壽的《三國志》，再加上作者虛構與渲染而成   

15. 下列句子所傳達的語氣，何者前後不相同? 

(A)汝輩焉知？宜速退／爾安敢輕吾射 

(B)莫非諸葛亮無軍，故作此態／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C)且方其時，上使立誅之則已／使天下無農夫，舉世皆餓死矣 

(D)如有妄行出入，及高聲言談者，立斬／吾若為司馬懿，必不便退也 

16.  〈來到部落的文明〉一文中，作者以略帶嘲諷、調侃的方式，描述文明入侵部落的無奈，下列文句

何者並未帶有這種調侃意味？  

(A)現在想起來，我們的夢想還真不「文明」  (B)想到童年的夢想，似乎是文明的腳步也追不回來的，

為什麼二十年後的夢想改變了呢？答案彷彿如疾風的訕笑  (C)我們有時依舊愛聽巴尚・達努的山林

奇遇記，但還是忍不住問他：「為什麼還學著老泰雅般的生活？」  (D)文明的臉長什麼樣子，我們部

落一直也沒認清楚它的底細，總之是新奇的、進步的、享受的、偉大的、科技的總稱吧 

17. 「旦旦而學之，久而不怠焉」的「之」字，詞性與下列何者相同？ 

(A)或置酒而招「之」   (B)僧「之」富者不能至      (C)送孟浩然「之」廣陵     (D)人「之」為

學有難易乎 

18. 科幻小說是以現有的科技資料為根據，對未來世界或過去情景做幻想式的描述。以下何者不符合「科

幻小說」的特性？  

(A)終於，在我的腦部植入超級計算能力的電腦晶片之後，我決定與深藍電腦再一次交手 

(B)王朝明請求有關當局，把自己腦部加以改造，好讓自己成為一個完全正直沒有邪念的人 

(C)我常常在夢裡看到一個全身藍色衣服的翩翩少年站在我前面，絮絮叨叨說些我聽不懂的話  

(D)二十年過去了，王朝明乖乖地在火星殖民地過著「機器人」的生活，從事開墾建設的工作 

19. 下下列文句「」中的詞語，何者運用正確？ 

(A)這對戀人終於結為「連理」，真是「眾望所歸」   (B)董醫師治癒「病患」眾多，可謂「懸壺濟世」   

(C)自從先父「辭世」，母親「痛失知音」，難掩悲傷  (D)這對盼望「子嗣」多年的夫婦，終於「之子

于歸」，得償宿願 

喬遷啟事 

泰太好泰式料理將於民國 109年 7月 9日遷移至台北市美食路 38號，

歡迎舊雨新知蒞臨指教。 

                             店長 林泰山 敬啟 109年 6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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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下列問句「」中的詞語，何者使用最恰當？ 

(A)身為領導者若無法「果斷」行事，會讓組織成員無法信服     (B)在下初至貴寶地，請大家多多

「觀照 」(C)他們兩人互不相讓，因此這場糾紛一直無法「平反」   (D)這次香港選舉結果「反應」

民意，已顯示民心向背。 

21. 跑跑薑餅人節目中頗受歡迎的「成語接龍」單元，遊戲規則是將前一句的尾字作為下一句的字首，而

且不能用同音字，必須字形相同才算過關。請問：下列四組來賓接續的成語，何者用字出現錯誤?  

(A)火箭隊：獨善其身→身懷六甲       (B)熱火隊：從容就義→義憤填膺   

(C)湖人隊：結黨營私→私空見慣       (D)勇士隊：口蜜腹劍→劍及履及 

22. 〈來到部落的文明〉一文中「有人看到電視上出現的歌星在都會大廈活生生地演唱，這樣的消息似乎

比獵人捕到山豬還令人興奮，雖然大家只是聽說！」從這段話可看出部分的泰雅人對現代文明抱持何

種態度？ 

(A)讚揚和推測   (B) 調侃和嘲諷   (C)欣喜和敬畏   (D)嚮往和盲從 

23. 「河床越深，水面愈平靜」一句的詮釋，與下列何者差異最大？  

(A)水置於杯，未充則唱，既充則默 (B)疾風知勁草，板蕩識忠臣 (C)傻瓜好為人師，聰明人甘當

學生 (D)天使之所以能夠飛翔，是因為他們把自己看得很輕 

24. 關於這則請柬，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謹訂」應改為「敬賀」 

(B)「聖誕」應改為「壽誕」 

(C)壽宴禮金袋上題辭可寫「五福全歸」 

(D)可知小鐘的爸爸過完生日就是知命之年 

 

 

25. 〈來到部落的文明〉一文中關於巴尚‧達努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把獵得的山肉，分食給親友──堅持著傳統的生活方式及獵人的文化 

(B)他上山前必須觀看西麗克鳥的行徑，判定吉凶 ──聽得懂鳥語指示，藉以決定是否出獵 

(C)他只要帶一把番刀和火柴，在森林待多久都餓不死 ──「番刀和火柴」暗指傳統生活方式  

(D)泰雅的孩子從來沒有瘦得像竹子般的手臂──以感嘆的口吻，道出對年輕一代不再健壯的憂心 

26. 對於下列文本的分析，何者正確？  

(A)〈空城計〉中孔明此計得以成功的原因是運用激將法，使司馬懿心懷疑懼，誤判敵情 

(B)〈來到部落的文明〉作者對現代文明的入侵，造成泰雅部落傳統文化式微，提出強烈控訴 

(C)〈為學一首示子姪〉緊扣「力學不倦」立說，並舉蜀鄙二僧為例，印證知識永遠戰勝愚昧的道理 

(D)〈深藍的憂鬱〉和〈替代死刑〉皆為極短篇科幻小說，內容蘊含對人性與社會議題的探討，發人

深省        

27. 「AI在許多分析型的工作已經明確地擊敗我們，AI勝過人類的領域只會一個個增加。但是，人類的獨

特之處，是因為我們有愛的能力。雖然科幻電影裡面的AI有愛，但是那是虛構的，AI程式沒有愛的能

力，他們甚至沒有任何感受或自我意識。AlphaGo人工智慧圍棋程式擊敗了人腦，但是AlphaGo下棋沒

有任何樂趣，贏棋感覺不到一絲快感，贏了之後也沒有擁抱它愛的人的慾望。AI是冷冰冰的，唯有人

類能夠去愛和被愛，愛和被愛使我們的生命有意義。」（李開復）有關這段文字所要表達的意涵，下

列何者正確？  

(A)作者認為AI和人類的區別在於人類的心靈有意識、擁有愛的能力 

(B)作者透過AlphaGo的具體事例，說明人類若沒有愛將導致冷漠與疏離  

(C)作者肯定AI顯然比人類的大腦厲害，但愛和被愛對AI來說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 

(D)作者指出隨著科技的發展，AI勝過人類的領域愈來愈多，意味AI也將有人類的情感 

28. 「吾資之昏，不逮人也；吾材之庸，不逮人也。旦旦而學之，久而不怠焉，迄乎成，而亦不知其昏與

庸也。」老師請同學們分析這段話的涵義，請問下列哪一位同學說明錯誤？  

(A)花輪同學：告訴我們「鍥而不捨，金石可鏤」的道理   (B)美環同學：就是國文老師說的「昏庸

不可限」  (C)妮妮同學：媽媽告訴過我「駑馬十駕，功在不舍」的故事   (D)正男同學：訓勉我們

謹訂於中華民國 109年 8月 8日(星期日)為 

家嚴七秩聖誕敬備桃觴  恭候 

光臨                                                                                 

                             黃小鐘  謹訂 

                 席設:台東市海神飯店海之霸廳 

                 時間:下午六時入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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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有「登高必自卑，行遠必自邇」的態度 

29. 有關〈深藍的憂鬱〉與〈替代死刑〉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兩篇主角都曾在腦部植入晶片或電極   (B)兩篇的結尾都有出人意表的情節發展   (C)兩篇對人

工智慧的發展都表現出樂觀的態度   (D)兩篇對於未來世界的情景都有幻想式的描述 

30. 有位窮書生因寫十七字詩罵人被告到縣府，縣太爺告訴這位文人，要他就眼前景物再作一篇十七字

詩，如內容有趣，則此事就罷休。這時恰好縣太爺夫人走了出來。一身珠光寶氣，環珮叮噹響著。他

乃不加思索地吟:「環珮響叮噹，夫人出畫堂。金蓮三寸小，橫量。」縣太爺無奈，只得放行關於這

則故事的分析，下列何者正確？ 

(A)說明「不經一事，不長一智」的道理   (B)縣太爺因窮書生的詩作有趣而放過書生   (C)窮書生

憑藉自己的臨場反應而化解一場危機   (D)縣太爺夫人打扮得雍容華貴，且擁有三寸金蓮 

31. 根據文意脈絡，句中□內最適合填入合組詞語？ 

(A) 唯有／ 因地制宜  (B) 一旦／毫不猶疑  (C) 如果／猶豫不決   (D) 似乎／三思而行 

  

春，正月，曹操進軍濡須口，號步騎四十萬，攻破孫權 江西營，獲其都督公孫陽。孫權率眾七

萬，御之，相守月餘。操見其舟船器仗軍伍整肅，嘆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如劉景升兒子，豚犬耳！」

權為箋與操，說：「春水方生，公宜速去。」別紙，言：「足下不死，孤不得安。」操與諸將曰：「孫

權不欺孤。」乃撤軍還。  

《三國志．吳書．吳主傳》 

                                                  

32. 「生子當如孫仲謀」一句由衷感嘆，可知曹操讚美孫權的哪項特質？ 

(A)膽略才華   (B)守信重諾  (C)洞燭機先  (D)擇善固執 

33. 「舟船器仗軍伍整肅」一句，所顯現孫權軍隊的特色，下列何者錯誤？ 

(A)指揮得當   (B)船堅炮利  (C)軍備嚴整  (D)軍紀井然    

34. 關於本文，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春水方生，公宜速去。」有警告意味，也是善意提醒 

(B)「如劉景升兒子，豚犬耳！」語帶輕蔑，嘲諷劉景升之子昏庸無能 

(C)當曹操與諸將曰：「孫權不欺孤。」已表明其對孫權人品的敬重 

(D)「足下不死，孤不得安。」此語意思是:我只要一天沒死，你的心就不得安寧 

 

 (一)枕流漱石 

    孫子荊年少時，欲隱，語王武子當枕石漱流，誤曰:「漱石枕流」。王曰:「流可枕，石可漱乎?」

孫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礪其齒。」                      《世說新語．排調》 

(二)驢鳴弔亡 

     孫子荊以有才，少所推服，唯雅敬王武子。武子喪，時名士無不至者；子荊後來，臨屍慟哭，

賓客莫不垂涕。哭畢，向靈床曰:「卿常好我作驢鳴，今我為卿作。」          《世說新語．傷逝》 

 

35. 根據上述兩篇文章內容，可得知下列何者正確? 

(A)王武子一時口快，用語錯誤，卻能急智自圓其說    (B)由「驢鳴之舉」得知孫子荊口技驚人，好

取悅賓客    (C)「枕流漱石」這個成語的由來，是因為孫子荊所學不足    (D)孫子荊因為自己很有

才華，很少推崇佩服別人 

36. 由「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礪其齒。」這段話中，可以看出孫子荊是怎樣的人? 

(A)口蜜腹劍，言不由衷 (B)心無雜念，清心寡慾 (C)脾氣不定，悲喜無常 (D)能言善道，舌粲蓮花 

37. 王武子離開人世，孫子荊向喪家致贈輓幛以示哀悼。請問輓幛上的題辭，最可能是下列何者? 

    心理學的研究上有個現象叫做「破窗效應」，就是說，一個房子如果窗戶破了，沒有人去修

補，隔不久，其它的窗戶也會莫名其妙的被人打破。一個乾淨的地方，人會不好意思丟垃圾，但

是□□地上有垃圾出現之後，人就會□□□□的拋，絲毫不覺羞愧，這真是很奇怪的現象。 

                                                            〈破窗效應〉節錄洪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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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齒德俱尊、人琴俱亡 (B)道範長存、德業常昭 (C)坤儀足式、南極星沉 (D)慈竹長青、天賜遐齡 

 

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柏森森。映階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 

三顧頻煩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 

〈蜀 相〉杜甫 

38. 關於此詩的敘述，下列選項何者錯誤？ 

(A)體裁是七言律詩，有兩聯對仗     (B)韻腳為「尋、森、音、心、襟」 

(C)三、四兩句寫景，分別就視覺、聽覺摹寫   (D)七、八兩句敘事，概括敘述蜀相的一生 

 

    孔明喝退，又喚馬謖入帳，謖自縛跪於帳前。孔明變色曰：「汝自幼飽讀兵書，熟諳戰法。吾累

次叮嚀告戒街亭是吾根本，汝以全家之命，領此重任。汝若早聽王平之言，豈有此禍？今敗軍折將，

失地陷城，皆汝之過也！若不明正軍律，何以服眾？汝今犯法，休得怨吾。汝死之後，汝之家小，吾

按月給與祿米，汝不必掛心。」叱左右推出斬之。謖泣曰：「丞相視某如子，某以丞相為父。某之死

罪，實已難逃，願丞相思舜帝殛鯀用禹之義(1)，某雖死亦無恨於九泉！」言訖大哭。孔明揮淚曰：「吾

與汝義同兄弟，汝之子即吾之子也，不必多囑。」 

    左右推出馬謖於轅門之外，將斬。參軍蔣琬自成都至，見武士欲斬馬謖，大驚，高叫留人，入見

孔明曰：「昔楚殺得臣而文公喜(2)。今天下未定，而戮智謀之士，豈不可惜乎？」孔明答曰：「昔孫

武所以能制勝於天下者，用法明也。今四方分爭，兵交方始，若復廢法，何以討賊耶？合當斬之。」

須臾，武士獻馬謖首級於階下。孔明大哭不已。蔣琬問曰：「今幼常得罪，既正軍法，丞相何故哭耶？」

孔明曰：「吾非為馬謖哭。吾思先帝在白帝城臨危之時曾囑吾曰：『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今果

應此言，乃深恨己之不明，追思先帝之明，因此痛哭耳！」 

 

註：1.舜帝殛鯀用禹之義：舜起初用鯀治水，因鯀治水失敗而殺之，再用鯀之子禹治水。禹治水大獲

成功，後來舜帝將地位禪讓給禹。 

    2.楚殺得臣而文公喜：春秋時代時晉 楚爭霸。晉文公於城濮大敗成得臣所率領的楚軍，卻因成

得臣尚存而對後勢感到憂心。後成得臣因受到楚成王責備而羞愧自殺，晉文公才喜出望外，認為勝負

已定。 

                                                      (節錄自《三國演義》九十六回) 

 

39. 關於這段故事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王平曾給予馬謖建議，但未被馬謖採用  (B)馬謖死後，孔明因痛失人才而悲從中來、淚流不止 

(C)蔣琬不贊同孔明的做法，盼孔明收回成命   (D)劉備有識人之明，曾提醒孔明勿重用馬謖 

40. 請依據上文判斷，孔明為何未能接納蔣琬的諫言，最後還是決定揮淚斬馬謖？  

(A)有意效法晉文公，懲處失地陷城的敗將   (B)因劉備生前早已叮囑，馬謖言過其實，不可重用 

(C)認為帶兵須賞罰分明、明正軍律，方能建立法度   (D)孔明再三叮囑街亭不可失，馬謖執意不聽 

 

 

     

     

試題結束，請再次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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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立福營國民中學 108學年度第二學期八年級國文科第三次段考解答卷 

(請使用 2B鉛筆在電腦卡上依題號畫卡) 

一、選擇題（每題 2.5分）  

 

1 2 3 4 5 6 7 8 9 10 

C D A A D B C B D A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C C A D A C A C B A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C D B B B D A D C D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B A B D D D B D B 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