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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立桃子腳國民中小學九十九學年度第一學期八年級國文科第一次段考試題 

    範圍：第一課至第四課及語上、成語 P201~P230    班級：     座號：   姓名：         

                                                                                                                                  

一、綜合測驗：40％（每題 2 分） 

1. 下列選項中「 」內讀音，何者兩兩相同？ 

（Ａ）行「潦」川流／字跡「潦」草 

（Ｂ）「囑」之廷尉／叮嚀「屬」下 

（Ｃ）天空一片「晦」暗／行事應當光明磊落，免得日後

後「悔」 

（Ｄ）雌雄莫「辨」／翹「辮」子。 

 

2. 下列「 」中的字，何組讀音兩兩相同？ 

(Ａ)震「懾」╱「攝」影  

(Ｂ)「勺」子舀水／千「鈞」一髮  

(Ｃ)迎接「曙」光／部「署」軍事  

(Ｄ)「澆」水／百折不「撓」。 

 

3. 下列「」中的字，何者字形正確？ 

（Ａ）通「輯」犯      （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 

（Ｃ）得失無動於「哀」 （Ｄ）「捎」讓而升，下而飲。 

  

4. 下列「」中的字，何組字形完全正確？ 

（Ａ）「鑄」成大錯＼帄「躊」千里 

（Ｂ）驚魂「甫」定＼嗷嗷待「哺」 

（Ｃ）「締」視的貓＼瓜熟「蒂」落 

（Ｄ）雷霆萬「均」＼隨「遇」而安。 

 

5. (甲)廷尉乃「當」之罰金(乙)廷尉「當」是也(丙)一

人犯蹕「當」罰金(丁)廷尉奏「當」。以上「當」字，

何者為動詞？ 

 （Ａ）丙丁（Ｂ）甲丙（Ｃ）乙丁（Ｄ）乙丙 

 

6. 下列關於語氣的說明，何者正確？ 

（A）「令他馬，固不敗傷我乎？」→叮嚀語氣 

（B）「而廷尉乃當之罰金」→假設語氣 

（C）「我走了，到那邊來信」→驚訝語氣 

（D）「唯陛下察之」→期望語氣。 

  

7. 下列各選項「 」內的詞語，何者詞性相同？ 

 (Ａ)「蜿蜒」的山徑旁，有許多小路「蜿蜒」著  

(Ｂ)即使我一再「道歉」，他還是不接受我的「道歉」 

(Ｃ)別問我怎麼為你「塑造」，你的「塑造」就是你的詩 

(Ｄ)「溫暖」的陽光，一如你「溫暖」的關懷。 

 

８. 「怨天尤人」一詞是由「動詞＋名詞＋動詞＋名詞」 

所組成，下列何者也是相同的組成方式？ 

 (Ａ)呼朋引伴 (Ｂ)山明水秀 (Ｃ)煙消雲散 (Ｄ)任

重道遠。 

 

９. 「這本書是你的嗎？」句中的「嗎」是助詞。下列文

句「」中的字，何者也是助詞？ 

（Ａ）「啊」！好美的一幅畫 

（Ｂ）天以「或」白馬王子 

（Ｃ）人之為學有難易「乎」？ 

  （Ｄ）這件衣服「非常」美麗。  

 

10. 關於羅家倫〈運動家的風度〉一文的敘述何者正確？

（A）開頭使用冒題法 

（B）文章結構採「分-合-分」的方式寫成 

（C）是一篇記敘文 

（D）文章主旨在強調運動的重要性。  

 

11. (甲)怒髮衝冠  (乙)風花雪月 (丙)改朝換代   

(丁)膽破魂奪  以上成語，何者為「誇飾」修辭？ 

（Ａ）甲乙（Ｂ）丙丁（Ｃ）甲丁（Ｄ）乙丙。 

  

12. 「生於憂患，死於安樂」，這段話運用了「映襯」修 

辭，下列選項何者也使用了「映襯」修辭法？ 

（Ａ）健全的心靈，寓於健全的身體 

（Ｂ）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 

（Ｃ）誰不期盼「發揮自己的志趣」呢？ 

（Ｄ）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 

 

13. 下列關於《史記》的敘述何者正確？（A）作者為東 

   漢的司馬遷（B）內容記載了黃帝到漢武帝太初年間 

的歷史（C）是中國編年體史書之組（D）也是中國

第一部斷代史。 

 

14.下列何者不符合羅家倫所說〈運動家的風度〉？ 

（A）威爾基敗選後，致賀電給羅斯福 

（B）參加馬拉松賽跑，中途太累就離開 

（C）蘇麗文參加2008年奧運跆拳道比賽負傷仍堅持到

最後 

（D）盧彥勳溫布頓網球賽結束以後，和失敗者隔網握

手。 

 

15. 下列「 」中的詞語，何者運用不恰當？ 

     (Ａ)儒家思想陶鑄了他那「打躬作揖」的氣質與悲 

         天憫人的胸懷  

(Ｂ)科技時代講究效率，做事不可「沾泥帶水」 

 (Ｃ)項羽在楚漢之爭遭遇失敗，卻只會「怨天尤 

         人」，不知反省改進。 

    (Ｄ)警方採用「左右夾擊」的方式，歹徒終於束手

就擒了。 

 

16. 「一個人能保有自己心中的天光雲影，在生活的縫隙 

間，能享有自足的快樂，看重自己的價值，在時刻中 

得到肯定，而不是懸個未來的目標去肯定。」這段話 

的意思與下列何者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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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讀萬卷書行萬里路 

（Ｂ）應當努力縮短現實與理想的距離 

（Ｃ）應當把握當下，勿好高騖遠，一味寄望未來 

（Ｄ）人生苦短當及時行樂。 

     

17. 在羅蘭〈欣賞就是快樂〉一文中，提到當「發揮自己 

   的志趣」的「期盼」與「現實」產生衝突時，如何將 

   兩者合而為一？ 

（Ａ）激勵自己（Ｂ）改變環境（Ｃ）對命運妥協 

（Ｄ）對現實認可 

 

18. 漢文帝時，有人驚動文帝車駕，文帝大怒，想要加重 

   刑罰，廷尉張釋之卻堅持依法判決，下列何者最能說 

   明張釋之這樣的表現？ 

（Ａ）賞善罰惡，剛柔並濟 

 （Ｂ）濟弱扶傾，伸張正義 

（Ｃ）尊重法律，不受干預 

（Ｄ）法理人情，兩相權衡 

 

19. 關於運動家的風度一文文句的說明，下列敘述何者正 

確？ 

(Ａ)「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

其爭也君子」這是不服輸的精神 

 (Ｂ) 「勝固欣然，敗亦可喜」這是具有超越勝敗的心胸 

 (Ｃ)「君子不怨天，不尤人」這是遵孚公帄競爭的規 

       律 

(Ｄ)「言必信，行必果」這是具有絕不屈服的觀念。 

   

20. 「是那段日子，使我了解道家思想的至美，也使我從 

古唐詩與辭源中，領略在學校所不易學到的國文的真 

正內涵。」依上述文句判斷，請問這是哪種讀書態度 

所造成的？ 

    (Ａ)消極被動 (Ｂ)客觀欣賞 (Ｃ)積極研究 

 (Ｄ)學而不思。  

二、閱讀測驗：20%(每題 2分) 

苗條誠可貴，美麗價更高；若為健康計，兩者皆可

拋。 

    ──天下事沒有一蹴即成的，謹以打油詩一首

，獻給□□的女性朋友。 

                      

21. 「天下事沒有一蹴即成的，謹以打油詩一首，獻給 

   □□的女性朋友。」缺空應填入什麼？ 

    (Ａ)高貴 (Ｂ)大方 (Ｃ)流行 (Ｄ)享瘦。 

 

22. 在這首詩認為什麼最重要？ 

    (Ａ)苗條 (Ｂ)美麗 (Ｃ)健康 (Ｄ)自由。 

 

楊朱之弟曰布，衣素衣而出。天雨，解素衣，衣

緇衣而返。其狗不知，而吠之。楊布怒，將擊之。 

  楊朱曰：「子勿擊矣，子亦猶是也。曩者使汝狗

白而往黑而來，豈能無怪哉？」 

（戰國 列禦寇 列子〃說符 楊布打狗） 

注釋：○１衣：音ㄧˋ，穿。 

   ○２緇：音ㄗ，黑色。 

   ○３曩者：音ㄋㄤˇ，從前。 

 

23. 「楊布怒，將擊之」中的「之」詞性為何？ 

  (Ａ)動詞 (Ｂ)助詞 (Ｃ)代詞 (Ｄ)介詞。 

 

24. 楊布的狗為何吠他，是因為狗分辨「不出」主人的何

種改變？ 

 (Ａ)服飾 (Ｂ)聲音 (Ｃ)容貌 (Ｄ)身材。 

 

25. 本文的故事內容主要在說明什麼？ 

  (Ａ)不要隨便在背後毀謗他人  

(Ｂ)如果只注重事情的表面現象，往往容易把事情看錯  

 (Ｃ)要養成愛護動物的好習慣 

 (Ｄ)處理問題要心帄氣和，不可衝動。 

 

 4 月 10 日 晴 稍暖 

  寫千餘字。買郵票一元。孔覺民君函約面談，函

到過遲。致函莘田。接絜青函。晚飯請杒孙、楊楓、

孟超、式民吃「朝天館」，大餅捲肥腸，蔥白鹹菜段

長 3 寸，即墨苦頭老酒，侉子氣十足。 

 4 月 11 日 晴 

  寫完給西風的稿子。在耕春處吃晚飯。 

 4 月 12 日 風冷 

  接劍三函。接老牛破車十本。早在市中講演。寄

走西風稿。午後風大，又穿上棉褲棉袍！ 

 4 月 14 日 晴 暖 

  雨後天晴，庭中草怒發，早到公園轉一圈，玉蘭

正好，櫻花尚須三四日，已有茶棚。函慰恢仁。下午

寫千餘字。接絜青函，小濟、小乙都好了。晚看電影

，沒大意思。明天該正經幹活了！買雞蛋 40.8 角。 

 

26. 由這篇日記的內容，請判斷作者的職業是什麼？ 

   (Ａ)法官 (Ｂ)祕書 (Ｃ)老師 (Ｄ)作家。 

 

27.作者在這四篇日記中，哪一天表達出「賞春的閒情」？  

   (Ａ)四月十日 (Ｂ)四月十一日 (Ｃ)四月十二日  

(Ｄ)四月十四日。 

 

那位原本氣質高雅、舉止端莊、聲音宛似黃鶯出谷的

女性，就這麼進入女人生命中最響亮的「破鑼」階段

，鎮日龍眼（杏眼已失）圓瞪，扯開破鑼大嗓，朝四

面八方練丹田。 

  讓我們別說得那麼深奧，不妨舉幾個較通俗的實

例，欣賞欣賞小人國的綜藝節目內容。 

  喜歡揮灑東西。灑洗衣粉、牙籤、棉花棒、米，

或是趁妳不注意，撥開收納櫃，取出已開封的綠豆、

紅豆、黃豆、燕麥、蕎麥仁、薏仁、蓮子……，灑呀

灑呀快樂地灑呀！妳看著「一畜旺盛、五穀豐登」的

場面，也傻了！ 



 3 

  喜歡玩水。才一眨眼，他已溜進浴室，擒蓮蓬頭

如關公耍青龍偃月刀，什麼都溼了，包括毛巾、衛生

紙及站在門口的妳。 

  喜歡抽面紙。咻咻咻！一盒面紙抽光了，雪白面

紙如一大群鴿子棲息在地板上。 

  其餘如上床吵、下床鬧，破壞家具、玩具，人來

瘋，故意唱反調……等，早已稀鬆帄常，不足掛齒。

反正，媽媽新兵經過操練之後已服膺這條鐵律：天亮

一睜眼，若小搗蛋沒表演特技，沒給個節目瞧瞧，二

話不說，帶他上醫院，他一定病了。 

 

（節選自簡媜 媽媽手掌股份有限公司） 

 

 

28. 「妳看『一畜旺盛、五穀豐登』的場面」此處的 

「畜」指的是什麼？ 

(Ａ)家裡的寵物 (Ｂ)小孩 (Ｃ)蟑螂 (Ｄ)老鼠。 

 

29. 依據本文，如何判定孩子生病了？ 

  (Ａ)吵鬧不休(Ｂ)體溫升高(Ｃ)異常文靜(Ｄ)沉睡不       

      起。 

 

聽書法家說 

  書道之深 

  著實莫測 

  歷代的權貴們 

  為著裝點門面 

  都喜歡弄點文墨附庸風雅 

  他們花了一輩子工夫 

  把「功名利祿」幾個字 

  練得龍飛鳳舞 

  而那個最簡單的「人」字，卻大都是 

  缺骨少肉，歪歪斜斜的…… 

 

30. 下列敘述最符合本詩詩旨的選項為何？  

  (Ａ)強調學習書法也須循序漸進，不可躐等 

 (Ｂ)指示提升書法造詣的訣竅  

  (Ｃ)藉書道以暗示官場險惡，不可戀棧 

 (Ｄ)藉書道以諷刺汲汲名利沒風骨的政客。 

 

三、成語測驗：10分（每題 1分） 

31. 「人的生理與心理是□□相關的，若情緒上時常□□

不樂，對小事情□□於懷，凡事鑽牛角尖，身體也不

會健康。」這段話空格中皆應填入疊字，試問填入下

列哪一個組合最為恰當？  

    (A)習習／悶悶／汲汲 (B)息息／悒悒／耿耿 

 (C)明明／苦苦／耽耽 (D)栩栩／盈盈／悶悶。 

 

32. 下列哪一組成語之間的關係與「烏合之眾」和「一盤

散沙」相同？  

    (A)浮生若夢／人生如寄 (B)氣脫委頓／精神抖擻  

    (C)首屈一指／敬陪末座 (D)食髓知味／適可而止。 

 

33. 下列哪一組選項，其成語的詞性排列和「破釜沉舟」

相同？  

    (A)口誅筆伐／兔死狗烹 (B)尖嘴猴腮／伶牙俐齒  

    (C)言近旨遠／獐頭鼠目 (D)引錐刺股／含沙射影  

34. 下列與女子有關的成語，何者解釋錯誤？   

    (A)待字閨中：形容女子剛喪夫寡居  

 (B)紅顏薄命：感嘆美女的命運坎坷不幸   

    (C)風姿綽約：形容婦女姿態的婀娜柔媚  

 (D)香消玉殞：指女子死亡 

35. 下列哪一句俗語切合「俯仰無愧」的中心思想？  

    (A)不登高山，不顯帄地  

 (B)帄生不做虧心事，夜半敲門心不驚  

    (C)雷聲大，雨點小   

   (D)帄時不燒香，臨時抱佛腳 

 

36. 如果你見到朋友已經「氣沖牛斗」了，可以用下列哪

個諺語勸告他，讓他不為此種情緒所困？ 

    (A)滿招損，謙受益 

 (B)登峰造極之後，就剩下坡了  

    (C)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D)憤怒以愚蠢開始，以後悔告終。 

 

37. 下列哪一句話，意義與「疾風勁草」相異？  

    (A)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 

 (B)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  

    (C)時窮節乃現，一一垂丹青 

 (D)存者且偷生，死者長已矣。   

 

38. 陸游曾說：「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試問這句

話所說的創作境界同於下列何者？  

    (A)嘔心瀝血(B)神來之筆(C)心力交瘁(D)江郎才盡。 

 

39. 臺灣諺語：「有狀元學生，無狀元先生。」的意思與

下列哪個成語相同？  

    (A)按部就班  (B)拭目以待  (C)風起雲湧  (D)後

生可畏。 

 

40. 下列哪一段話描寫的官員，可以用「秦鏡高懸」來形

容？  

(A) 言出如箭，執法如山，三尺法不能為不肖者宥也

(《歧路燈》) 

    (B)誰想這夥官員，貪濫無厭，徇私作弊，剋減酒肉 

(《水滸傳》)  

    (C)雨村便徇情枉法，胡亂判斷了此案(《紅樓夢》)  

    (D)載銓營私舞弊，自謂「操進退用人之權」 

(《清史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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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卷請繳回，並註明座號、姓名！】 

八年____班   座號：______姓名：_____________ 

四、字音字形測驗：10% （每題一分） 

1. 帆「檣」：        2. 「ㄩˋ」蚌相爭： 

3.藏「ㄋㄧˋ」：     4. 眾目「ㄎㄨㄟˊ」ㄎㄨㄟˊ： 
5.「靳」小姐：      6. 差之毫「釐」： 

7. 揶「 ㄩˊ」：      8. 「ㄐㄧㄝˊ」誠歡迎：  

9. 不「屑」：       10. 「滂」沱： 

  

【字音字形答案欄】 

1. 

 

 

2. 3. 4. 5. 

6. 

 

 

7. 8. 9. 10. 

 

五、解釋或摘釋：10％（每題二分） 

1. 氣勢萬鈞  

2. 陶鑄  

3. 悻悻然  

4. 天光雲影  

5.「攫」奪  

 

六、默寫：10%（每格二分，錯一字扣 0.5分） 

    釋之曰：「（      ）。今法如此而更重之，

（     ）。 且方其時，（      ）今既下廷

尉，廷尉，（      ），（      ）民安所錯其

手足？唯陛下察之。」  
 

【默書答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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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立桃子腳國民中小學九十九學年度第一學期八年級國文科第一次段考試題解答 

一、綜合測驗：40％（每題 2分） 

1 2 3 4 5 6 7 8 9 10 

D C B B B D D A C A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C D B B A C D C B B 

二、閱讀測驗：20%(每題 2分)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D C C A B D D B C D 

三、成語測驗：10%(每題 1分)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B A D A B D D B D A 

四、字音字形測驗：10%(每題 1分) 

1 ㄑㄧㄤˊ 2 鷸 3 匿 4 睽 5 ㄐㄧㄣˋ 

6 ㄌㄧˊ 7 揄 8 竭 9 ㄒㄧㄝˋ 10 ㄆㄤ 

五、解釋或摘釋：10%(每題 2分) 

1.氣勢萬鈞 形容氣勢雄偉壯盛。 

2.陶鑄 引申有塑造化育的意思。 

3.悻悻然 忿恨不帄的樣子。 

4. 天光雲影 比喻寧靜、清澈的心境。 

5.「攫」奪  用爪抓取。 

 

六、默寫：10%(每格 2分，錯一字扣 0.5分) 

 
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 

 

 
是法不信於民也 

 

 
上使立誅之則已 

 

 
天下之帄也 

 

 
一傾而天下用法皆為輕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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