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南市南區日新國小 102 學年度高年級成語普測
一、單一選擇題 (五十題，共一○○分)

年

班

號姓名：

１.（ 4 ）「信誓旦旦」中的「旦旦」是指(1)勤奮(2)謙虛(3)柔順(4)誠懇 的樣子。
２.（ 2 ）「趨之若□」的成語中，□應該是哪一個字？(1) 騖 (2) 鶩 (3)鷺

(4)鶦

。

３.（ 2 ）「濫竽充數」的「竽」原來是指 (1)芋頭 (2)竹製簧管樂器 (3)農作物 (4)馬匹。
４.（ 2 ）下列的解釋，何者錯誤？(1)「鴻鵠」之志：天鵝 (2)「囫圇」吞棗：零散 (3)「生靈」塗炭：
百姓 (4)「叱吒」風雲：怒喝。
５.（ 3 ）老師請四位同學上臺改錯字，哪一個沒有改對？(1)退「壁」三舍－避（2）「馨」竹難書－
罄（3）年高德「少」－紹（4）中流「柢」柱－砥。
６.（ 1 ）「曲突徙薪」與下列那一個成語的意思相似
足適履。

(1)未雨綢繆 (2)臥薪嘗膽 (3)野人獻曝 (4)削

７.（ 3 ）「 唾手可得」中「唾」與下列何字讀音相同

(1) 隨

(2)垂

(3) 拓

(4)誰。

８.（ 4 ）下列那一位成語不是形容「事態嚴重，情況危急」？(1) 刻不容緩 (2)迫在眉睫 (3)當務之
急 (4)不脛而走。
９.（ 3 ）下列哪句成語使用最恰當？(1)這件事情多虧你「臨淵羨魚」，否則後果不堪設想。(2) 寫文
章要有自己的見解，「亦步亦趨」，才有辦法一鳴驚人。 (3) 她受不了鄰居們的「蜚短流長」，
惡意中傷，所以決定搬家。 (4)現在治安如此混亂，就算大家「夜不閉戶」
，也無法安心生活。
１０.（ 4 ）「相形見絀」中，「絀」的意思是
１１.（ 3 ）「東施效顰」的「顰」意思是

(1)害怕 (2) 聰明 (3) 愚笨 (4) 不足。

(1) 微笑

(2) 遮臉

(3) 皺眉 (4)擦汗。

１２.（ 3 ）「就在這□□□□之際，消防隊員將小嬰兒從火場中救了出來。」空格處適合填入下列哪個成
語？ (1)光風霽月 (2)伯仲之間 (3)千鈞一髮

(4)一片冰心

１３.（ 2 ）下列那一個成語不能用來形容「好的環境可以對人產生積極作用」？(1)麻中逢直 (2) 近墨者
黑 (3)近朱者赤

(4)潛移默化。

１４.（ 1 ）下列哪一個成語有「滄海桑田」的意思？(1) 白雲蒼狗(2)分崩離析(3)相敬如賓(4)心如止水。
１５.（ 2 ）下列哪句成語可用來形容網路？ (1)長途跋涉

(2)無遠弗屆

(3)一箭之地

(4)咫尺天涯 。

１６.（ 2 ）下列哪句成語不能形容女子容貌美麗出眾?(1)沉魚落雁(2)大家閨秀(3)閉月羞花(4)傾國傾城
１７.（ 3 ）下列哪句成語的含義與其他三句不同？(1)曲突徙薪(2)未雨綢繆(3)臨渴掘井(4)防患未然 。
１８.（ 4 ）「汲汲營營」與下列哪個成語意思相反？(1)運籌帷幄(2)鍥而不捨(3)臥薪嘗膽(4)一片冰心。
１９.（ 2 ）「光風霽月」與下列那個成語意思相反？(1)風光月霽(2)居心叵測(3)松風水月(4)高風亮節。
２０.（ 4 ）「同學們依照老師教的方法學習，很快就收到了□□□□的效果，大家都很感激老師。」缺空
應填入 (1)事倍功半

(2)一針見血 (3)徒勞無功

(4)立竿見影。

２１.（ 3 ）甲乙丙丁四人參加演講比賽，評審人員對甲生的評語是提綱挈領，對乙生的評語是言簡意賅，
對丙生的評語是拾人牙慧，對丁生的評語是不落窠臼。請問哪一位的成績最低？ (1)甲 (2)乙
(3)丙 (4)丁。
２２.（ 1 ）「童叟無欺」的「叟」字，正確的解釋是 (1)老人

(2)婦人

(3)年輕人

(4)小孩。

２３.（ 3 ）
「導覽解說員舉野鳥生態爲例，遊客因其□□□□，對臺灣濕地有了進一步的認識。」上述缺
空中不應填入

(1)言簡意賅

(2) 言之有物

(3) 言不由衷

(4)言近旨遠。

２４.（ 2 ）「老嫗能解」成語典故與下列哪位唐朝詩人有關？(1)李白 (2)白居易 (3)杜甫 (4)王維。
２５.（ 3 ）下列「 」中的字，何者注音正確？ (1)香消玉「殞」：ㄕㄨㄣˇ (2)垂「涎」三尺：一ㄢˊ
(3)病入膏「肓」：ㄏㄨㄤ

(4)草「菅」人命：ㄍㄨㄢˇ。

２６.（ 1 ）「提綱挈領」的「挈」意思是

(1)提起

(2)放下

(3)契約

(4)綱要。

２７.（ 3 ）「敵人已經□□□□，無計可施，被迫投降。」上述缺空中應填入(1)瞻前顧後 (2)曇花一現
(3)黔驢技窮 (4)聲名狼藉。
２８.（ 2 ）「風行草偃」的「偃」意思是

(1) 生長

２９.（ 4 ）下列成語「」內字的解釋，何者不正確？

(2) 倒伏

(3) 割除

(4) 枯死。

（1）
「倩」人捉刀：請 （2）不「脛」而走：小腿

（3）「生靈」塗炭：百姓 （4）摩頂放「踵」：腫脹。
３０.（ 3 ）「她的烹飪技術已到了出神入化的境界，我實在難以□□□□！」空格處不宜填入下列哪個成
語？（1）並駕齊驅（2）迎頭趕上（3）望塵莫及（4）望其項背。
３１.（ 2 ）下列成語「」中，何者字音正確？ （1）
「胼」手胝足：ㄆ一ㄣ

（2）「韜」光養晦：ㄊㄠ

（3）「蜚」短流長：ㄈㄟˇ（4）捉襟「見」肘：ㄐㄧㄢˋ。
３２.（ 2 ）不「ㄕˋ」之材的「ㄕˋ」是哪一個字？ (1) 視 (2) 世(3)勢 (4)適。
３３.（ 2 ）下列成語中用字完全正確的是

(1) 動燭先機

(2)一傅眾咻

(3)華眾取寵

(4)優柔寡緞。

３４.（ 2 ）下列空格中未填的數字，哪一個數字最小？ （1）一言□鼎 （2）退避□舍 （3）□載難逢
（4）駑馬□駕。
３５.（ 1 ）下列「」內國字的解釋，何者錯誤？ （1）大快朵「頤」：嘴巴

（2）「叱吒」風雲：怒喝

（3）「魚雁」往返：書信 （4）鞭「辟」入裡:透徹。
３６.（ 4 ）哪句成語不適用在父母與子女的關係？（1）寸草春暉(2)晨昏定省(3)舐犢情深(4)如坐春風。
３７.（ 2 ）下列哪句成語的結構不是：動詞+名詞+動詞+名詞？（1）曲突徙薪(2)蕙質蘭心(3)披星戴月
(4)行雲流水。
３８.（ 4 ）下列哪句成語和以偏概全意思相似？(1)微言大義 (2)顧名思義 (3)望文生義 (4)斷章取義。
３９.（ 3 ）甲的態度前倨後恭，乙的態度不卑不亢，丙的態度亦步亦趨，丁的態度頤指氣使，請問哪一
個容易淪為被操控的傀儡？(1)甲 (2)乙 (3)丙 (4)丁。
４０.（ 2 ）下列哪句成語沒有包含國名或地名？(1)杞人憂天(2)鏡花水月(3)邯鄲學步(4)吳下阿蒙。
４１.（ 4 ）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等都是 (1)擲地有聲 (2)鞭辟入裡 (3)韋編三絕 (4)膾炙人口、
百看不厭的章回小說。
４２.（ 2 ）
「下雨天的時候，很多做生意的店家都是□□□□。」應填入 (1)門庭若市 (2)門可羅雀 (3)
生意興隆 (4)人山人海。
４３.（ 1 ）「這篇文章只是我的初步構想，希望能□□□□，誘發大家更好的想法。」缺空應填入
抛磚引玉 (2)披星戴月

(3)拍案叫絕

(1)

(4)抱殘守缺。

４４.（ 3 ）「文章首重簡明，切勿□□□□，重複累贅。」缺空應填入 (1)顧影自憐

(2)鶴立雞群

(3)

疊床架屋 (4)驚世駭俗。
４５.（ 3 ）「草菅人命」的意思？(1)指殺人之後隨意埋葬(2)比喻成為壞人的幫兇(3) 指漠視人命，任意
殘害 (4) 比喻彼此互相勾結為惡。
４６.（ 4 ）下列各組詞語的關係，何者與其他三者不同？(1) 孤掌難鳴／眾志成城
夢死 (3) 滴水穿石／半途而廢

(2)臥薪嘗膽／醉生

(4) 撥雲見日／時來運轉。

４７.（ 1 ）比喻輿論的力量很大，可以顛倒是非，混淆黑白的成語是什麼？（1）眾口鑠金（2）指鹿為馬
（3）沽名釣譽（4）人云亦云。
４８.（ 1 ）比喻捨本逐末，取捨失當的成語是(1)買櫝還珠（2）進退維谷（3）杯弓蛇影（4）上下其手 。
４９.（ 3 ）現代人生活奢侈糜爛，常有(1)甘之如飴（2）僧多粥少（3）暴殄天物（4）囫圇吞棗 的現象，
實在可惜。
５０.（ 2 ）史記這本書是司馬遷(1)循循善誘（2）嘔心瀝血（3）臥薪嘗膽（4）野人獻曝 之作，記載由
黃帝到漢武帝之間的歷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