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題目卷】      羅東國中108年度第一學期第三次段考八年級國文科         聯合命題

※選擇題答案請畫記於電腦卡 

一、綜合測驗：42％（1～21題，每題2分） 

01.下列各選項「」中的字，何組讀音前後相同？ 

（A）「逮」捕歸案／力有未「逮」 

（B）拖「泥」帶水／拘「泥」小節 

（C）「屏」棄不用／孔雀開「屏」 

（D）償「還」貸款／乍暖「還」寒 。 

02.下列各選項「」中的注音寫成國字後，何組字形前後相同？ 

（A）逃之「一ㄠ」一ㄠ／「一ㄠ」魔鬼怪 

（B）「ㄍㄨˋ」舟南下／「ㄍㄨˋ」此失彼 

（C）名聞「ㄒㄧㄚˊ」邇／好整以「ㄒㄧㄚˊ」 

（D）陶後「ㄒㄧㄢˇ」有聞／寡廉「ㄒㄧㄢˇ」恥 。 

03.下列各選項「」中的字，何者意思前後相同？ 

（A）予「獨」愛蓮／爾「獨」哀怨深 

（B）不知「凡」幾／自命不「凡」 

（C）吾材之「庸」／毋「庸」置疑 

（D）「適」時出現／身體不「適」 。 

04.下列關於「虛榮」的名言中，何者未提及虛榮所帶來的「不

良影響」？ 

（A）一時的虛榮能毀掉一生的功名 

（B）虛榮使人得寵於己，而失寵於人 

（C）虛榮的本質就是要使大家注意自己 

（D）虛榮在吞噬一切之後，必定犧牲在自己的貪欲之下 。 

05.下列何者是「庭前欣綻的黃色玫瑰，不勝雨滴的負荷。」的

主語？ 

（A）庭前      （B）玫瑰 

（C）雨滴      （D）負荷 。 

06.下列各選項「」中的句型結構，何者與「識時務者為俊傑」

的句型結構相同？ 

（A）「日間不做虧心事」，夜半不怕鬼敲門 

（B）「好鳥枝頭亦朋友」，落花水面皆文章 

（C）「共看明月應垂淚」，一夜鄉心五處同 

（D）「忽見陌頭楊柳色」，悔教夫婿覓封侯 。 

07.下列各植物與其所象徵之「人格形象」的對應，何者正確？ 

（A）梅－中空有節，象徵胸襟寬大之士 

（B）蘭－空谷傳香，象徵品格高潔之士 

（C）竹－愈冷愈茂，象徵特立獨行之士 

（D）楓－經霜愈傲，象徵孤芳自賞之士 。 

08.下列各選項「」中的字，何者與「蓮之愛」中的「之」字用

法，都是用以表示賓語提前的助詞？ 

（A）唯你「是」問    （B）回頭「是」岸 

（C）君子「之」爭    （D）物外「之」趣 。 

09.依據愛蓮說一文，下列關於蓮花各特性與其所象徵君子品格

的說明，何者最正確？ 

（A）「出淤泥而不染」象徵君子不媚世阿俗，不諂媚逢迎 

（B）「濯清漣而不妖」象徵君子不怕出身低，不同流合汙 

（C）「中通外直，不蔓不枝」象徵君子勤勉學習，不取巧 

（D）「可遠觀而不可褻玩焉」象徵君子莊重自持，不容狎弄 

10.下列各選項「」中的字，何者用法前後相同？ 

（A）牡丹之愛，宜「乎」眾矣／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B）塞翁失馬，「焉」知非福／三人行，必有我師「焉」 

（C）濯清漣「而」不妖／人不知「而」不慍 

（D）「自」李 唐來／「自」在山水 。 

11.下列有關愛蓮說一文的敘述，何者正確？ 

（A）作者旨在表達嚮往歸隱山林的生活與淡泊名利的情懷 

（B）作者以愛菊來批評「汲汲營營而缺乏道德理想」的人 

（C）作者藉「蓮之愛，同予者何人」期許自己能摒除己見 

（D）作者以「牡丹之愛，宜乎眾矣」委婉表達他鄙棄富貴 

12.下列各選項「」中的詞語，何者並非屬於外來語？ 

（A）夏天是吃「冰淇淋」的最佳時機 

（B）社區賣菜的「歐巴桑」十分和善 

（C）騎「腳踏車」環島是我的夢想 

（D）羅東「派出所」有位帥氣的警員 。 

13.下列何者是聲音鐘一文「聲音鐘構築的不是物理的時間，而

是心情的時間。」中所指的「物理」時間？ 

（A）一日不見，如隔「三秋」 

（B）才初見面，卻彷彿已經認識「一輩子」 

（C）國中「三年」是一生中最重要的關鍵期 

（D）前腳的鞋印才中午，後腳的鞋印已「黃昏」 。 

14.下列各選項中所運用的修辭技巧，何者與「叫賣聲就正好穿

過你推開的窗戶，不客氣地進來。」一句相同？ 

（A）我見青山多嫵媚，料青山見我應如是 

（B）愛情好比一場花火，一閃即逝的花火 

（C）沉思使人智慧，智慧使人堅強與勇敢 

（D）這是最黑暗的時代，也是最光明的時代 。 

15.下列有關於聲音鐘一文的敘述，何者正確？ 

（A）作者認為小販叫賣聲如有情人間，充滿變化 

（B）作者藉由小販叫賣聲來表達對小人物的感謝 

（C）作者認為聲音鐘就像一首首情歌，溫暖動人 

（D）作者對攤販的描繪，偏重在味覺感官摹寫上 。 

16.下列關於「這些美妙的叫賣聲，活潑、快樂地在每日生活的

舞臺裡翻滾跳躍。」主要含意的敘述，何者正確？ 

（A）叫賣聲讓人手舞足蹈，宛如聽見了天籟之音 

（B）叫賣聲傳達小販的生活自在，上班時間彈性 

（C）叫賣聲像時鐘一樣準確地出現在日常生活中 

（D）叫賣聲和日常的生活息息相關，充滿了趣味 。 

17.下列各選項，何者未使用「映襯」修辭？ 

（A）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 

（B）攻無不克，戰無不勝，端賴用兵之將 

（C）有意栽花，花不開；無心插柳，柳成蔭 

（D）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 。 

18.下列各選項「」中的量詞，何者使用不恰當？ 

（A）一「幅」圖畫      （B）一「枚」指紋 

（C）一「道」酒席      （D）一「抹」晚霞 。 

19.關於下列各選項之句子所傳達的語氣，何者說明正確？ 

（A）「應是母慈重，使爾悲不任」假設語氣 

（B）「可遠觀而不可褻玩焉」感嘆語氣 

（C）「牡丹之愛，宜乎眾矣」自信語氣 

（D）「衣沾不足惜，但使願無違」期望語氣 。 

20.為學一首示子姪一文中「為之，則難者亦易矣！」的意義，

與下列何者相同？ 

（A）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 

（B）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 

（C）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 

（D）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 。 

21.西諺: 「有知識的人不實踐，等於一隻蜜蜂不釀蜜。」這句

話的意思與下列何者最相近？  

（A）知識充其量只是一張地圖，它代替不了旅行 

（B）知識使好人變得愈好，使壞人變得愈來愈壞 

（C）知識不會老化，知識老化的人，在於不學習 

（D）知識與實踐站在天平的兩端，必須取得平衡 。 

P1【背面還有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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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成語測驗：6％（22～27題，每題1分） 

※請閱讀下文，並選出最適合用於缺空處的成語： 

（A）食指大動  （B）食前方丈  （C）曇花一現 

（D）暴殄天物  （E）爭先恐後  （AB）流離失所 

（AC）簞食豆羹  （AD）津津有味 

  全球有7080萬人因為戰亂而○22（ ），其中一半是兒童

及青少年；而超過8.2億人缺少足夠糧食，面臨飢餓和營養不

良。他們哪怕是面對○23（ ）的粗簡食物，也總會○24（ ）

，吃得○25（ ）；卻有更多人們生活奢糜，餐餐○26（ ），

又往往○27（ ），隨意糟蹋食物，一點也不懂得珍惜…… 

三、閱讀素養題組：20％（28～36題，每題2分） 

(甲)以下二段文字均節錄自荀子〈勸學篇〉 

勸學 

⑴ 吾嘗終日而思矣，不如須臾之所學也。吾嘗跂①而望

矣，不如登高之博見也。登高而招，臂非加長也，而見者

遠；順風而呼，聲非加疾也，而聞者彰。假輿馬者，非利

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絕江河。君子

生非異也，善假於物也。 

⑵ 故不積跬②步，無以至千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海

。騏驥一躍，不能十步；駑馬十駕，功在不舍。鍥而舍之

，朽木不折；鍥而不舍，金石可鏤。螾③無爪牙之利，筋

骨之強，上食埃土，下飲黃泉，用心一也。蟹六跪而二螯

，非蛇蟺④之穴無可寄託者，用心躁也。 

注釋：①跂：ㄑ一ˋ踮腳、提起腳跟。 ②跬：半步，一舉足的距離。

③螾：同「蚓」，即蚯蚓。  ④蟺：「蜿蟮」，亦蚯蚓。 

28.下列關於第⑴則文字的意旨說明何者正確？ 

（A）闡述學思並重，思考和學習兩者可相得益彰 

（B）闡明正確的學習態度是善於求教，並相砥礪 

（C）闡明學習可以使人增長知識才幹，修養品性 

（D）闡述學習借助適當工具，必定能夠事半功倍 。 

29.上列兩則文字中所舉出動物的行為表現，何者與彭端淑為

學一首示子姪中對於為學態度的描述，其配對最不恰當？ 

（A）駑馬──久而不怠焉，迄乎成，而亦不知其昏與庸 

（B）騏驥──聰敏倍人，屏棄而不用，其昏與庸無以異 

（C）螾──不自限其昏與庸而力學不倦，自立者也 

（D）蟹──自恃其聰與敏而不學，自敗者也 。 

(乙)摘錄自【88種人生╳88種啟示】彼得．杜拉克(管理學大師) 

「改善VS出色」享成果先做好3件事 

在17歲高中剛畢業，彼得．杜拉克高中剛畢業，彼得．

杜拉克離開了出生地維也納，前往德國當漢堡大學法學院學

生，並進入一家棉製品貿易公司當實習生。杜拉克在《杜拉

克看亞洲》形容當時的自己：「根本不知道想做什麼，唯一

知道的是，我不可能成為一名成功的棉製品商人。」 

現在他被譽為「現代管理學之父」，但對於「自己擅長

什麼？」、「該往哪個方向發展？」這些迷惘，也是到了30

歲以後，才明白：「不要盲目追趕自己沒有的能力，應該充

分發揮自己會的強項，創造最大效果。」換句話說，找到強

項，專注做下去，是他認為成功的要素。 

一直以來，我們都習慣「勤能補拙」──努力克服自己

弱點，以為不足的地方，將導致無法成功。其實，如果我們

將重心放在彌補弱項，不管投入多少時間、精力，也只能做

到「改善」，很難提升到「出色」。 

小時候學習鋼琴，老師曾生氣對他說：「不管你再怎麼

練習，也不能學得像阿圖．許納貝爾（奧地利鋼琴家）那樣

高明。不過，你沒有理由不像許納貝爾那樣練習。」這個故

事要說的是，「個人成長」跟天分無關，可以靠著學習來培

養；而培養秘訣，只需要練習、練習、再練習。 

「重要的不是做不到什麼，而是做得到什麼。」杜拉克

說，享受個人成長的果實，必須從三方面著手：⑴先運用自

己的強項；⑵有效利用時間；⑶從重要事情著手。「達成一

件事，不是為了讓原本做得不好的事變得更好……是為了讓

已經做得很好的事情，變得更好。」 

因此，就算現在你只是單位裡，一個小小的承辦窗口或

工讀生，也可以靠著專注，累積成功因子。 

最後，「應該考量自己可以支配的時間，重要的工作，

必須設定完成日期。」杜拉克提出個人成長的最後一個步驟

。唯有訂出時間，才能刺激達成動力，否則設定不錯的目標

卻拖拖拉拉，可是一點幫助也沒有。 

30.右圖為小芫所學習的四種才藝

與其「資質」、「專注力」的

對應關係圖，請根據本文推斷

其成效比較最可能為何？ 

（A）繪畫>書法>機關>鋼琴 

（B）繪畫>鋼琴>書法>機關 

（C）書法>鋼琴=繪畫>機關 

（D）鋼琴>書法>繪畫>機關 

31.承上題，根據本文意旨小芫未來如何安排才藝學習最好？ 

（A）          （B）  

 

 

 

 

 

 

（C）          （D） 

 

 

 

 

 

 

32.根據本文，下列有關於彼得．杜拉克的訊息，何者正確？ 

（A）「生而知之」，不曾經歷過「試錯」的過程 

（B）認為要享個人成長果實，首先須確認自己的專長 

（C）注重「強項」，認為「成長」除了練習還看「天分」 

（D）認為邁向成功的路上，「精益求精」和「改善缺失」

同等重要 。 

 

 

 

 

 

 

 

P2【請接續 P3 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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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下列兩圖截圖並重排自國內某食品大廠官方產品網頁 

33.根據上列圖說，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此工法強調「簡單純粹」，原料僅使用黃豆及小麥 

（B）因為醬油釀製傳承傳統古法，所以並無其它工法 

（C）此工法製成的淬釀醬油至少須歷經12道工序 

（D）此工法的殺菌處理最可能依賴高溫蒸煮殺菌 。 

34.根據上列圖說，有關消費者查詢該公司「淬釀醬油」原物

料檢驗報告的相關說明，何者有誤？ 

（A）只須提供「淬釀醬油」的國際條碼或產品的有效日期 

（B）「淬釀醬油」的產品國際條碼可在產品包裝上獲悉 

（C）有效日期的輸入採用「YYYY／MM／DD」的格式 

（D）檢驗報告涵蓋「原料、過程及產品」三大面向 。 

35.根據上列圖說，下列哪句話最能精確涵蓋該公司想傳達給

消費者的產品訴求？ 

（A）「工序繁複」，釀製過程不易 

（B）「美味升級」，提供參酌食譜 

（C）「安心可靠」，工藝純粹精湛 

（D）「工法傳統」，堅持傳統配方 。 

36.根據上列圖說，「淬釀醬油」125項產品檢驗中，有超過

70項屬於「原料檢驗」，由此我們可以推斷該公司面對產

品品質，最堅持的理念可能為下列何者？ 

（A）「欲善事先利器」，提升品質須有良好設備 

（B）「千里始於足下」，提升品質須從源頭把關 

（C）「行百里半九十」，提升品質須堅持到最後 

（D）「一葉就能知秋」，提升品質須由小處著手 。 

【非選卷】※本卷請繳回 

班級：＿＿＿＿ 座號：＿＿ 姓名：＿＿＿＿＿＿ 

四、字音字形：10％（每字1分） 

01.「濯」清漣：      02.「ㄆㄢ」附關係： 

03.抑揚頓「挫」：     04.洗「ㄉㄧˊ」： 

05.「懦」弱：       06.腳「ㄏㄨㄞˊ」： 

07.「贗」品：       08.「ㄧˋ」立不搖： 

09.「抨」擊：       10.根深「ㄉㄧˇ」固： 

五、注釋：19％（1～3每題1分，其餘每題2分） 

01.蜀之「鄙」： 

02.香遠「益」清：  

03.「乍」暖還寒：  

04.「亭亭」淨植：  

05.褻玩：  

06.斗室： 

07.不蔓不枝： 

08.具體而微：  

09.慢條斯理 

10.吾資之昏： 

 11.吾一瓶一缽足矣： 

六、改錯：5％（每字1分，共5分） 

小予仗勢自己是社長，總是擺出一副遺指氣使的嘴臉，每

每造生事端後卻又要求大家必須對她拳拳伏膺，絲毫不知

自己的面目可僧，實在令人厭惡。 

1. 

 
2. 

 
3. 

 
4. 

 
5. 

 

 

 

 

 

 

 

 

得  分 

非選（34％） 選擇（66％） 總分（100％） 

P3【題目到此結束】 

黃豆蒸

煮冷卻 
 

小麥焙炒

粉碎 
 

種麴

接種 
 

製麴 

(翻麴) 
 

發酵熟成 
 

諸味 
下槽 

壓榨 

包裝 美味食譜 
 

半成品檢驗 
 

調煮／ 

第三方檢驗 
 

成品 

每一罐淬釀醬油，在送到您手中之前，總共要經過超過

125 個項目確認，才能用最完美的姿態，呈現在您面前！ 

每罐淬釀醬油都有身分證 

原物料均可回溯檢驗報告，安心可靠 

請輸入國際條碼 

請輸入包裝上印有471開頭之條碼計13碼數字 

請輸入有效日期 

日期格式範例：2015/04/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