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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東縣立大王國民中學 1 1 0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二次段考八年級國文科試題 
命 題 教 師 ： 趙 慧 雯   審 題 教 師 ： 國 文 科 領 域 教 師 
範 圍 ： 翰 林 版 第 四 冊 ： 第 四 課 ～ 第 六 課 + 語 文 常 識 二 + 自 學 選 文 二 

      八年____班 座號：______姓名：_________ 

一、綜合基礎題：60％（一題 3分，請作答至答案卡） 
1、下列「 」中的字，何組字音前後相同？ 

（Ａ）「猖」獗／「倡」議    （Ｂ）「峭」壁／「銷」售 

（Ｃ）「溯」溪／「塑」造    （Ｄ）「貸」款／「賃」居 

2、「分崩離□」、「損兵□將」、「過河□橋」、「朔氣傳金□」，請依序填入上列詞語□中的正確用字。 

（Ａ）柝、折、拆、析 （Ｂ）析、折、拆、柝  （Ｃ）析、拆、折、柝   （Ｄ）折、析、拆、柝 

3、〈木蘭詩〉中何句可知木蘭「代父從軍」的原因？ 

（Ａ）不聞機杼聲，惟聞女嘆息   （Ｂ）昨夜見軍帖，可汗大點兵 

（Ｃ）軍書十二卷，卷卷有爺名    （Ｄ）阿爺無大兒，木蘭無長兄 

4、「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這段話在說明君子與人競爭時，應抱持

何種態度？  

（Ａ）舉止合宜，依禮而行  （Ｂ）恬淡寡欲，與世無爭 

（Ｃ）對於成敗，無動於衷  （Ｄ）要爭一時，也爭千秋 

5、「工作的偉大不在獲得的『價錢』，而是在其『價值』。」對這句話最適宜的詮釋是下列何者？ 

（Ａ）偉大的工作不僅有價值更帶來財富  （Ｂ）高獲利的工作常不具正面的影響力 

（Ｃ）工作的真諦並非獲利而是創造意義 （Ｄ）有價值的工作多無法帶來巨額獲利 

6、「有修養的運動家，必定要達到得失無動於衷的境地。」下列關於這段文字的說明何者有誤？ 

（Ａ）從參加比賽的態度可知此人是否有運動家風度 

（Ｂ）一旦缺乏「運動家的風度」就容易會患得患失 

（Ｃ）有運動家風度的人能做到「勝不驕，敗不餒」 

（Ｄ）不在乎比賽結果的人，必然是有修養的運動家 

7、下列〈木蘭詩〉中文句與其意旨說明的配對何者正確？ 

（Ａ）願為市鞍馬，從此替爺征：寫出木蘭整裝快速與忙碌 

（Ｂ）軍書十二卷，卷卷有爺名：點出徵兵頻繁急迫的情況 

（Ｃ）朝辭爺孃去，暮宿黃河邊：形容木蘭亟欲獨立的意志 

（Ｄ）朔氣傳金柝，寒光照鐵衣：寫出傷亡慘重的戰爭狀況 

8、古典詩文中為傳達某種聲情，常用某些狀聲詞來加以描摹。下列古典詩文中狀聲詞的運用，何者有誤？ 

（Ａ）遊者入門，即聞水聲「潺潺」         （Ｂ）亭亭山上松，「轔轔」谷中風 

（Ｃ）聞蛩「唧唧」夜綿綿，況是秋陰欲雨天 （Ｄ）讀書閉閣人罕識，明月夜照聲「琅琅」 

9、下列〈運動家的風度〉文中所提及的言例與相對應的名句，何者配對正確？ 

（Ａ）君子不怨天，不尤人／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Ｂ）任重而道遠，死而後已／人之將死，其言也善 

（Ｃ）勝固欣然，敗亦可喜／巧詐不如拙誠 

（Ｄ）言必信，行必果／真金不怕火煉 

10、李智凱在二○一八年以大量高難度「湯瑪士迴旋」完成鞍馬動作，奪得臺灣在亞洲運動會的首面體操

金牌。但隨後被表現優異的唐嘉鴻動搖到他「爭取二○一九年全運會連霸」的可能性。對此媒體曾採

訪李智凱，他卻聳聳肩說：「他實力越好，代表我們國家隊整體的實力越強，我反而感到開心。」 

李智凱的言談最符合下列哪一種運動家精神？ 

(Ａ)君子之爭  (Ｂ)超越勝敗  (Ｃ)服輸精神 (Ｄ)貫徹始終 

11、〈木蘭詩〉：「願借明駝千里足，送兒還故鄉。」由上述詩句判斷，木蘭當時的心境，與下列哪一個選

項最相近？  

（Ａ）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    （Ｂ）勸君更進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 

（Ｃ）故人西辭黃鶴樓，煙花三月下揚州    （Ｄ）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 

12、〈飲馬長城窟行〉：「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兒烹鯉魚，中有尺素書。」其涵義為何？ 

(Ａ)喜得鯉魚，呼兒烹調  (Ｂ)喜獲奇書，急於瀏覽  

(Ｃ)喜得書信，急於拆閱  (Ｄ)喜得嘉賓，設宴款待  背面尚有試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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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臺灣的調查結果顯示，以一名八年級學生而言，在數學或科學單一科別上，每週只要回家作業所

需時數超過三小時以上，學生的學習興趣就會明顯下降。但目前都會區的現況是，學生放學後再去補

習，加上課後作業時間，明顯超過三小時，這也解釋了為何我們的學生雖然考試成績好，卻對學習興

趣缺缺。 

根據上文，以下哪一個圖最貼近於臺灣中學生「投入時間」與「學習興趣」之間的關係？ 

(Ａ)               (Ｂ)               (Ｃ)               (Ｄ)   

 

 

 

 

14、 

    滑鐵盧之役戰敗後，在聖赫勒拿島上當囚犯的拿破崙一世，於死前寫了一封信給法拉第：「當我讀

到您在科學上的重要發現時，我深深地感到遺憾，自己過去的歲月幾乎浪費在無聊的事情上！」 

根據上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Ａ)如果早認識法拉第，滑鐵盧之役可能就能逆轉勝 

(Ｂ)拿破崙一世因沒有贊助法拉第的研究而深感遺憾 

(Ｃ)法拉第讓拿破崙一世意識到錯過了更有意義的事 

(Ｄ)從拿破崙一世的言論可看出他具有一顆善良的心 

15、「對某個議題若長期關注、探究，那麼便能透過一些跡象，提出周延的防患措施。」就上文的敘述，

可用下列哪一個成語來形容最適切？ 

（Ａ）立竿見影  （Ｂ）爐火純青  （Ｃ）平分秋色  （Ｄ）一葉知秋 

16、 

    歐陽脩嘗得一古畫──〈牡丹叢〉，其下有一貓──未知其優劣。丞相吳育為歐公親家，見曰：「此

正午牡丹也。何以明之？其花綻開而色燥，此日中時花也。貓眼黑睛如線，此正午貓眼也。帶露水之

花，則花房斂而色澤。貓眼早暮則睛圓，日漸中狹長，正午則如一線耳。」此亦善求古人筆意也。 

（改寫自《夢溪筆談》〈書畫〉） 

根據上文，下列何者不是 吳育用來判斷〈牡丹叢〉一畫中呈現時間的依據？  

（Ａ）花瓣散放無力  （Ｂ）花色乾燥枯澀  （Ｃ）貓眼瞳孔放大如圓  （Ｄ）貓眼瞳孔縮小如線 

17、根據圖一喜帖的內容，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Ａ)新郎是王育明 (Ｂ)新娘是陳巧芸  

(Ｃ)新娘排行老二 (Ｄ)喜宴辦在晚上 

18、承上題，王小興準備參加這場喜宴，在致贈的禮金袋上應書寫什麼題辭

最適合？ 

(Ａ)文定誌喜 (Ｂ)喜得千金  (Ｃ)玉潤珠圓 (Ｄ)鳳凰于飛 

19、為了避免成為假訊息的傳播者，在收到一則附有圖片和數據的訊息後，

我們要如何因應？  

（Ａ）不加思索，點擊連結後轉發 

（Ｂ）未經查證，不隨意轉傳訊息 

（Ｃ）訊息內容跟公益有關，日行一善，馬上跟好友分享 

（Ｄ）有圖有真相，數據會說話，不必再費工夫偵察訊息 

20、下列哪一敘述無法辨別假新聞？ 

（Ａ）檢查訊息是否出現不合理的時間順序 

（Ｂ）可依按讚數或追蹤數判斷消息的真假 

（Ｃ）檢查報導是否出自具有公信力的新聞來源 

（Ｄ）查核作者使用的資料來源，是否證據充足 

 
尚有試題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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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午
十
二
時 



圖

一 

 



 3 

 圖二 

圖三 

二、會考挑戰題：20％（一題 2分，請作答至答案卡） 
21、下列文句中的連詞，何者使用最恰當？                                      〔110.會考.1〕 

 (Ａ)與其老師怎樣勸說，他還是我行我素 (Ｂ)即使生活變得富裕無虞，也不應該浪費  

(Ｃ)除非是很小的錯誤，也可能釀成大害 (Ｄ)只有從根本解決，就能為人民改善生活 

22、「寧可讓學得快的人等，也不能讓不會的人繼續不會。」下列何者最符合這句話所強調的教育理念？  

                                                                           〔109.會考.2〕 

(Ａ)強化資優教育，培養菁英人才   (Ｂ)提倡忍讓美德，加強品格教育 

(Ｃ)視學生的資質，給予適當教導   (Ｄ)無論良拙優劣，一個都不放棄 

23、「我們拚命地學習如何成功衝刺一百米，但是沒有人教過我們：你跌倒時，怎麼跌得有尊嚴；你痛得

無法忍受時，用什麼樣的表情去面對別人；心像玻璃一樣碎了一地時，怎麼收拾？」這段話的主旨最

可能是下列何者？                                                    〔100.北北基聯測.8〕 

(Ａ)失敗的經驗遠遠比成功來的可貴   (Ｂ)承受困頓是追求卓越必經的過程  

   (Ｃ)只有失敗者能領會別人成功原因   (Ｄ)人必須培養面對失敗挫折的能力  

24、「世間柑橘大多酸溜濃冽，滿身霸道意味，唯獨柳丁低斂溫柔，有種平正清舒之美，可惜世人不識貨，

任由橙子獨領風騷。譬如香港吧，離臺北不過一頓飯的航程，卻已渾然不識柳丁，吃去吃來盡是美國橙，

肥頭胖耳，黃澄金亮，雖然豐香多汁，細嫩無籽，然而滋味單調雷同，有如自體複製，毫無殊異的稟性。」

下列關於這段文字的說明，何者最恰當？                                     〔103.特招.22〕 

(Ａ)作者欣賞柳丁獨特的滋味   (Ｂ)以美國橙比喻人虛有其表  

(Ｃ)對香港不產柳丁表達遺憾   (Ｄ)藉柑橘鼓勵人們表裡如一 

25、「占星學和天文學是在同一片天空下，以不同觀點從事研究的學問。古時候觀測天象是由於占星的需

要，沒有人是專門觀測天象而不占星的。科學革命之後，開始有一些科學家視占星學為古代的迷信，

逐漸地，占星學和天文學分道揚鑣。但有趣的是，像哥白尼、伽俐略、牛頓等有名的科學家，也同時

都是占星高手呢！」根據這段文字，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100.第二次基測.19〕 

 (Ａ)科學革命前，觀測天象的人同時也是占星的人 

 (Ｂ)科學革命後，占星學開始被認為是古老的迷信 

   (Ｃ)科學革命前，觀測天象是為了研究星體的形成 

(Ｄ)科學革命後，占星和天文成為不同領域的學問 

 26、廠商在將圖二這則請柬送印前發現了錯誤，請問是下

列何者需要校正?              〔108.會考.18〕 

(Ａ)家嚴 (Ｂ)聖誕  (Ｃ)桃樽  (Ｄ)謹稟 

27、「昔人未見麟，問嘗見者：『麟何類乎？』見者曰：『麟如麟也。』問者曰：『若吾嘗見麟，則不問子矣。

而云麟如麟，寧可解哉？』見者曰：『麟者，麇 1身牛尾，鹿蹄馬背。』問者豁然而解。」根據這則故事，

下列敘述何者最恰當？                                                   〔110.會考.8〕 

(Ａ)問者蓄意為難見者，明知故問   (Ｂ)見者實際上未曾見麟，信口開河 

(Ｃ)見者最後以具體事物為喻說明   (Ｄ)問者終不得其解，寧可自尋答案  

28、根據媒體新聞查核分類表與查核結果判斷，圖三這

則網路新聞查核案件的問題最可能屬於哪一類型？                                                         

〔109.會考.36〕 

 

(Ａ)            (Ｂ)  

 

 

 

 

(Ｃ)            (Ｄ)  

 

 

 

 

 

    謹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六月六日(星期日)為 

家嚴九秩晉二聖誕敬備桃樽    恭候 

光    臨 

                                  王大中  謹稟 

                  席設：臺東市海神飯店海之霸廳 

                  時間：下午六時入席 

背面尚有試題 

 1.麋：音ㄐㄩㄣ，形體似鹿之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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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圖五▲ 

29、「宋朝根據房門的位置來確定座次貴賤。面向房門的座位最尊貴，若無長輩就讓它空著。長輩左手的

那邊是主人位，右手邊是客人位，長輩對面是副陪的位置，坐在那裡方便傳菜斟酒。」小秦到朋友大蘇

家作客，爸爸老蘇和弟弟小蘇同席，下列圖示座次，何者最符合這段文字的敘述？   〔109.會考.7〕 

(Ａ)                 (Ｂ)                   (Ｃ)                (Ｄ)  

 

 

 

 

30、蕭統〈陶淵明集序〉：「有疑陶淵明詩篇篇有酒，吾觀其意不在酒，亦寄酒為跡者也。其文章不群，辭

采精拔，跌宕昭彰，獨超眾類，抑揚爽朗，莫之與京 1。橫素波而傍流，干青雲而直上。語時事則指而

可想，論懷抱則曠而且真。加以貞志不休，安道苦節，不以躬耕為恥，不以無財為病。自非大賢篤志，

孰能如此乎？余愛嗜其文，不能釋手，尚想其德，恨不同時。」根據上文，無法得知下列何者？  

〔107.會考.48〕 

(Ａ)陶淵明詩多以酒為寫作題材    (Ｂ)陶淵明詩文在當時獨樹一格 

(Ｃ)後世文壇深受陶淵明的影響    (Ｄ)作者對陶淵明極為欣賞崇敬 

三、題組：20％（一題 2分，請作答至答案卡） 

 
 

31、小明被匡列為密切接觸者，疫調後確認與確診者在 5月 2日週一最後接觸，請問根據圖四、圖五， 

小明下列行為，何者違反現行防疫措施？ 

(Ａ)身分證字號尾數 2，週二將健保卡交給家長去買快篩 

(Ｂ)被匡列後，就搬出和弟弟共用的房間到書房去睡覺 

(Ｃ)5月 6日快篩陰性後，即居家隔離期滿，可以外出 

(Ｄ)5月 8日快篩陰性後就和同學相約 7-11內用聊天 

32、根據圖五，若為快篩陽性者，透過下列何種交通方式前往醫院進行 PCR檢測，將違反現行防疫規定？  

(Ａ)自行開車     

(Ｂ)親友載送     

(Ｃ)搭乘公車     

(Ｄ)步行前往 

 

 

 

 1.莫之與「京」：齊等 

尚有試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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祕魯人因全國都不準時，不得不舉辦全國對時儀式，希望從此能養成守時的習慣。對個人而言，守

時是修養、是禮貌；對公司而言，準時是紀律、是競爭力、是效率，絕不可等閒視之。 

日本7-ELEVEN會長鈴木敏文在他的零售鉅著《7-ELEVEN零售聖經》中，特別指出零售的基本成功祕

訣之一是清潔維護，這是多麼不像道理的道理，可說是一點學問也沒有。但是這麼普通的常識，卻是

7-ELEVEN成功的關鍵，實在發人深省。 

企業經營也有類似的狀況，「準時」是人人都知道的原則，但是這也是高效率經營與成功關鍵。 

每一個公司都有計畫，每個計畫也都會有時間表，問題是有多少人能精準的按時間表執行？哪一個

計畫不是有太多的變數與意外，最後所有的時間表都只是僅供參考，而大多數人也都對「不準時」習以

為常，從來也不知道「準時」是高效率與成功經營企業的關鍵。 

長期的媒體工作，讓我養成謹守「dead line」的習慣，因為刊物要準時與讀者見面，不論發生任

何的意外，都要能被管理與補救，與讀者見面的時間不能延誤。這個習慣也很自然的被我運用到公司管

理上，剛開始這只是經驗的延續，並不知其中的奥妙，但長期下來，我確認「準時」是一切經營的基本

道理，也是效率與品質的關鍵。 

首先為了「準時」，你就要有能力管理意外與變動，而要管理意外與變動，就要設定足夠應變的時

間，並進行綿密的管理，並且要事先設定好意外的替代方案。而如果能提前準備，並綿密管理，當意外

不出現時，你就會有多餘的時間，精雕細琢每一個細緻的工作環節：當你精雕細琢每一個工作環節與流

程時，消極的你會把錯誤降到最低，積極的你會把工作的品質提升到最高。如果這樣，公司的營運一定

會較過去大幅提升，這就是我體會出來的「準時」是一切經營的原點的道理。 

沒有學問，人人皆知，但是很少人真正做到，這也就回應了企業經營「沒有Magic，只有Basic」的

道理。 

至於能不能「準時」，做得到做不到「準時」，這完全不是方法問題，而是態度問題。只要你把「準

時」當做是工作的帝王條款，不可變動，你就會想盡辦法達到，而且也一定達得到，因為為了尊重時間

表，一切意外也都可以被管理，當意外也能管理，就沒有任何不能管理的事了。 

──何飛鵬《自慢：社長的成長學習筆記》 

33、日本 7-ELEVEN會長鈴木敏文認為零售的基本成功秘訣是什麼？ 

(Ａ)準時確實   

(Ｂ)誠信有禮 

(Ｃ)整齊乾淨 

(Ｄ)體貼用心 

34、何飛鵬認為「準時」是一切經營的基本道理，下列哪一項不是他經營企業時看重「準時」的原因？ 

(Ａ) 「準時」代表品質穩定與提升 

(Ｂ) 「準時」代表尊重別人的時間  

(Ｃ) 「準時」代表對於意外能夠有所應變  

(Ｄ) 「準時」代表一切事物都在管理之中 

35、下列哪一句名言，最貼近本文中作者對於「準時」的想法？ 

(Ａ)凡是想獲得優異成果的人，都應該異常謹慎地珍惜和支配自己的時間 

(Ｂ)時間是最不值錢的東西，也是最寶貴的東西。因為有了時間，我們就有了一切 

(Ｃ)時間是殘酷的暴君，它在我們向老年前進的過程中，向我們苛徵健康、才能、體力及容貌等雜稅 

(Ｄ)如果有可能，那就走在時代的前面；如果不能，那就同時代一起前進，但是絕不要落在時代的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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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齊人有好詬食1 者，每食必詬其僕，至壞器投匕箸，無空日2 。館人厭之，忍弗言，將行，贈之以

狗，曰：「是能逐禽，不腆以贈子3 。」 

行二十里而食，食而召狗與之食。狗嗥4 而後食，且食而且嗥。主人詬於上，而狗嗥於下，每食必

如之。一日，其僕失笑5 ，然後覺。 

 
 1.詬食：邊吃飯邊罵人。詬，ㄍㄡˋ，責罵。   

2.至壞器投匕箸，無空日：甚至摔壞餐具，亂扔湯匙、筷子，沒有一天不是這樣。匕箸，湯匙和筷子。 

3.是能逐禽，不腆以贈子：這隻狗可以追捕禽獸，若不嫌棄，就請你收下吧！是，此，指這隻狗。 

不腆ㄊ一ㄢˇ，不豐厚，常作為贈人禮物的謙詞，猶言「薄禮」。 

    4.嗥：ㄏㄠˊ，吼叫。 

    5.失笑：忍不住笑了。 

──劉基《郁離子》 

36、故事中所省略的主詞，何者不是「詬食者」？ 

（Ａ）每食必詬其僕  （Ｂ）忍弗言 

（Ｃ）行二十里而食  （Ｄ）然後覺 

37、根據文中描述，「詬食者」的僕人最後忍不住笑了，其原因為何？ 

（Ａ）主人愛狗之深，其情感人 

（Ｂ）狗邊叫邊吃的樣子很有趣 

（Ｃ）主人的動作與狗的動作一模一樣 

（Ｄ）主人模仿狗吃東西的樣子很滑稽 

38、根據本文，飯館的人送狗給「詬食者」的真正用意為何？ 

(Ａ) 暗諷齊人如狗粗鄙  

(Ｂ) 狗能逐禽，也可招福  

(Ｃ) 詬食者獨行，贈狗相伴  

(Ｄ) 薄禮相贈，感謝齊人光臨 

 

    景公出獵，上山見虎，下澤見蛇。歸，召晏子而問之曰︰「今日寡人出獵，上山則見虎，下澤則

見蛇，殆1 所謂不祥也？」 

    晏子對曰︰「國有三不祥，是2 不與3 焉。夫有賢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

，三不祥也。所謂不祥，乃若此者。今上山見虎，虎之室也；下澤見蛇，蛇之穴也。如虎之室，如蛇

之穴而見之，曷4 為不祥也？」 

 
 1.殆：音ㄉㄞˋ，大概、或許。 

2.是：這些。 

3.不與：不在內。 

    4.曷：ㄏㄜˊ，怎麼。 

   ──《晏子春秋》 

39、晏子對於景公提到「上山見虎，下澤見蛇」的不祥之兆，做出下列何種回應？ 

(Ａ)天有異象，建議應齋戒祭拜 

(Ｂ)吉人自有天相，持平常之心 

(Ｃ)此為自然現象，君王無須擔心 

(Ｄ)國家將亡，君王應盡快找尋賢者 

40、下列敘述，何者最符合本文所要表達的意涵？ 

(Ａ)晏子勸告景公，目前國內存在著三種不祥之兆 

(Ｂ)景公認為晏子怪力亂神，意圖使國家陷入恐懼 

(Ｃ)晏子以凶猛動物為例，藉此提醒景公注意安全 

(Ｄ)晏子藉由景公的言論，表達善用人才的重要性 

 

 

 
試題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