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字義測驗—L7舞動美麗人生             班   號 姓名︰            

(  ) 1.「茅塞頓開」的「頓」是什麼意思？ 

        ○1 安置、放置  ○2 暫停、停留  ○3 立刻、突然  ○4 整治 

(  ) 2.「詳察」的「詳」是什麼意思？ 

        ○1 從容、莊重  ○2 細述、陳述  ○3 完備、仔細  ○4 審慎、仔細  

(  ) 3. 下列哪個語詞的「浸」，含有「漸漸、逐漸」的意思﹖ 

        ○1 浸潤  ○2 浸泡  ○3 浸染  ○4 浸漬    

(  ) 4. 下列哪個語詞的「飾」，含有「遮掩、偽裝」的意思﹖ 

        ○1 髮飾  ○2 裝飾  ○3 飾演主角  ○4 粉飾太平 

(  ) 5. 下列哪一個語詞的「宴」，意思與其他三者不同﹖ 

        ○1 宴客  ○2 赴宴  ○3 饗宴   ○4 設宴款待 

(  ) 6. 下列哪一個語詞的「營」，與「營利」的「營」意思相同﹖ 

        ○1 公營  ○2 鑽營  ○3 營造  ○4 夏令營 

(  ) 7. 下列哪一個語詞的「陪襯」，與「陪襯」的「襯」意思相同﹖ 

        ○1 鞋襯  ○2 幫襯  ○3 襯衫  ○4 襯托  

(  ) 8. 下列哪一個選項錯誤﹖ 

 ○1 「遼」闊：遙遠              ○2 困「頓」：以頭或足叩地                  

 ○3 不「詳」：明白、知道         ○4 「虔」誠：恭敬有誠意的  

(  ) 9. 下列哪一個選項錯誤﹖ 

 ○1 「侷」限：拘束、限制        ○2 安內「攘」外：排除、抗拒                       

 ○3 「添」丁：減少數量          ○4 宴「饗」：以盛宴款待賓客 

(  ) 10.下列哪一組選項「」內的字意思相同﹖ 

 ○1 熙來「攘」往/紛紜「擾」攘   ○2 「熙」和/ 「熙」明                  

 ○3 「賓」從/「賓」至如歸       ○4 「祈」禱/「祈」請 

字義測驗—L8動物的尾巴               班   號 姓名︰           

(  ) 1.「懸殊」的「殊」是什麼意思？ 

         ○1 不同的  ○2 特別的  ○3 拚死  ○4 非常 

(  ) 2.「衡量」的「衡」是什麼意思？ 

         ○1 混合  ○2 斟酌  ○3 使物體直立  ○4 秤量輕重的器具 

(  ) 3. 下列哪個語詞的「夭」，含有「茂盛的樣子」的意思﹖ 

         ○1 夭殤  ○2 夭逝  ○3 夭折  ○4 繁杏夭桃      

(  ) 4. 下列哪個語詞的「殊」，含有「極、甚」的意思﹖ 

         ○1 特殊  ○2 殊死戰  ○3 殊為失當  ○4 殊途同歸  

(  ) 5. 下列哪一個語詞的「繁」，意思與其他三者不同﹖ 

         ○1 繁星  ○2 繁榮  ○3 繁花似錦   ○4 繁文縟節 

(  ) 6. 下列哪一個語詞的「扇」，意思與其他三者不同﹖ 

        ○1 團扇  ○2 摺扇  ○3 電扇  ○4 一扇門板 

(  ) 7. 下列哪一個選項正確﹖ 

 ○1 「摻」水：混合、雜入     ○2 門「扇」：搖動生風的用具                       

 ○3 新「茸」：鳥獸細柔的毛    ○4 一決「雌」雄：公的  

(  ) 8. 下列哪一個選項錯誤﹖ 

 ○1 「逃」避： 躲避          ○2 墾「殖」：栽種                        

 ○3 「禦」寒：拚死、決死     ○4 度量「衡」：秤量輕重的器具 

(  ) 9. 下列哪一組選項「」內的字意思不同﹖ 

 ○1 「殊」榮/特「殊」       ○2 「繁」複/「繁」雜                      

 ○3 「卷」雲/髮「卷」       ○4 晨「泳」/游「泳」 

(  ) 10.下列哪一組選項「」內的字意思相同﹖ 

 ○1 「茸」毛/新「茸」      ○2 「逃」走/「逃」之夭夭                       

 ○3 生「殖」/種「殖」      ○4 「豎」立/一横一「豎」 



字義測驗—L9生命中的「大石頭」        班   號 姓名︰           

(  ) 1.「坦率」的「坦」是什麼意思？ 

        ○1 寬平  ○2 露出  ○3 平穩  ○4 心胸寬大，沒有私心 

(  ) 2.「挪借」的「挪」是什麼意思？ 

        ○1 移用  ○2 推移  ○3 移動  ○4 兩手互相搓摩 

(  ) 3. 下列哪個語詞的「檔」，含有「組合的夥伴」的意思﹖ 

        ○1 檔案  ○2 空檔  ○3 搭檔  ○4 排檔     

(  ) 4. 下列哪個語詞的「隙」，含有「空暇、閒暇」的意思﹖ 

        ○1 嫌隙  ○2 縫隙  ○3 農隙  ○4 乘隙而入  

(  ) 5. 下列哪一個語詞的「勃」，意思與其他三者不同﹖ 

        ○1 蓬勃  ○2 勃然  ○3 生氣勃勃   ○4 興致勃勃 

(  ) 6. 下列哪一個語詞的「拖」，意思與其他三者不同﹖ 

        ○1 拖曳  ○2 拖延  ○3 拖時間  ○4 拖拖拉拉 

(  ) 7. 下列哪一個語詞的「疑」，與「嫌疑」的「疑」意思相同﹖ 

        ○1 遲疑  ○2 疑似  ○3 疑問  ○4 疑團 

(  ) 8. 下列哪一個選項錯誤﹖ 

 ○1 「規」勸：矯正、勸勉    ○2 「規」畫：法度                     

 ○3 墨守成「規」：成例       ○4 條「規」：條文 

(  ) 9. 下列哪一個選項正確﹖ 

 ○1 內「寢」：臥息           ○2 陵「寢」：泛指宗廟                       

 ○3 就「寢」：睡覺           ○4 「寢」廟：古代帝王的墳墓 

(  ) 10.下列哪一組選項「」內的字意思相同﹖ 

 ○1 「徐」風/「徐」行       ○2 「疑」惑/半信半「疑」              

 ○3 填「檔」/拍「檔」       ○4 「坦」蕩/「坦」胸露背 

字義測驗—L10 果真如此嗎？            班   號 姓名︰            

(  ) 1. 「訛詐」的「訛」是什麼意思？ 

        ○1 錯誤  ○2 謠言  ○3 欺騙  ○4 不正確的 

(  ) 2. 「浩氣」的「浩」是什麼意思？ 

         ○1 窄小  ○2 廣大  ○3 水勢盛大  ○4 繁多、眾多  

(  ) 3. 下列哪個語詞的「延」，含有「招致、引進」的意思﹖ 

         ○1 延聘  ○2 延伸  ○3 拖延  ○4 延長       

(  ) 4. 下列哪個語詞的「腐」，含有「迂闊不開通的」的意思﹖ 

         ○1 腐皮  ○2 腐敗  ○3 腐見  ○4 腐草 

(  ) 5. 下列哪一個語詞的「欠」，意思與其他三者不同﹖ 

         ○1 欠薪  ○2 欠債  ○3 欠帳   ○4 欠缺 

(  ) 6. 下列哪一個語詞的「倖」，意思與其他三者不同﹖ 

        ○1 倖存  ○2 倖臣  ○3 僥倖  ○4 倖免於難 

(  ) 7. 下列哪一個語詞的「寓」，與「公寓」的「寓」意思相同﹖ 

         ○1 寓言  ○2 寓意  ○3 寓所  ○4 寓居 

(  ) 8. 下列哪一個選項錯誤﹖ 

 ○1 浩「瀚」：廣大無邊際   ○2 「欠」身：累的時候張嘴舒氣                    

 ○3 「跪」拜：屈膝著地    ○4  「盲」從：胡亂、未經考慮的 

(  ) 9. 下列哪一個選項正確﹖ 

 ○1 「羔」羊：年老的      ○2 「浩」如煙海：水勢盛大  

 ○3 「縝」密：不夠、缺乏  ○4 根深「柢」固：引申為本源、基礎  

(  ) 10.下列哪一組選項「」內的字意思相同﹖ 

 ○1 「訛」傳/「訛」誤     ○2 「延」攬/「延」續                       

 ○3 迂「腐」/「腐」爛     ○4 日「晷」/焚膏繼「晷」 



字義測驗—L11 湖光山色                  班   號 姓名︰          

(  ) 1.「恰如其分」的「恰」是什麼意思？ 

        ○1 剛好  ○2 適當  ○3 知道  ○4 正好 

(  ) 2.「宜室宜家」的「宜」是什麼意思？ 

        ○1 應該  ○2 合適  ○3 相稱  ○4 和順  

(  ) 3. 下列哪個語詞的「籠」，含有「包羅、囊括」的意思﹖ 

        ○1 籠括  ○2 籠罩  ○3 蒸籠  ○4 牢籠       

(  ) 4. 下列哪個語詞的「蕩」，含有「清除」的意思﹖ 

        ○1 坦蕩  ○2 蕩漾  ○3 遊蕩  ○4 掃蕩 

(  ) 5. 下列哪一個語詞的「側」，意思與其他三者不同﹖ 

        ○1 兩側  ○2 側面  ○3 隨侍在側   ○4 側耳傾聽 

(  ) 6. 下列哪一個語詞的「欲」，與「欲哭無淚」的「欲」意思相同﹖ 

        ○1 食欲  ○2 求知欲  ○3 暢所欲言  ○4 搖搖欲墜 

(  ) 7. 下列哪一個語詞的「喻」，與「曉喻」的「喻」意思相同﹖ 

        ○1 告喻  ○2 比喻 ○3 譬喻  ○4 不言而喻  

(  ) 8. 下列哪一個選項錯誤﹖ 

 ○1 茅「廬」：簡陋的房舍      ○2 人云「亦」云：也、也是   

 ○3 蕩「漾」：液體滿而溢出    ○4 細雨「濛」濛：下著小雨的樣子   

(  ) 9. 下列哪一個選項正確﹖ 

 ○1 相「宜」：相安            ○2 不「宜」喧鬧：應該、應當                      

 ○3 燈「罩」：厲害、有辦法    ○4 「罩」得住：遮蓋物體的器具 

(  ) 10.下列哪一組選項「」內的字意思相同﹖ 

 ○1 佛「寺」/大理「寺」      ○2 「恰」巧/「恰」到好處                    

 ○3 「籠」罩/「籠」統        ○4 放「蕩」/傾家「蕩」產 

字義測驗—L12 田園交響曲               班   號 姓名︰           

(  ) 1.「靠攏」的「攏」是什麼意思？ 

         ○1 梳理  ○2 整理  ○3 包覆  ○4 聚集 

(  ) 2.「綠肥紅瘦」的「肥」是什麼意思？ 

         ○1 飽滿  ○2 脂肪較多  ○3 利益豐厚的  ○4 農地的營養劑 

(  ) 3. 「晶瑩剔透」的「瑩」是什麼意思？ 

        ○1 美玉  ○2 日光  ○3 水波蕩漾  ○4 透明光潔       

(  ) 4. 下列哪個語詞的「爽」，含有「失、違反」的意思﹖ 

         ○1 直爽  ○2 爽約  ○3 豪爽  ○4 乾爽 

(  ) 5. 下列哪一個語詞的「併」，意思與其他三者不同﹖ 

         ○1 一併  ○2 歸併  ○3 併攏   ○4 合併 

(  ) 6. 下列哪個語詞的「秧」，特指「稻子的幼苗」﹖ 

         ○1 樹秧  ○2 瓜秧  ○3 秧田  ○4 白菜秧 

(  ) 7. 下列哪一個語詞的「肥」，與「肥肉」的「肥」意思相同﹖ 

         ○1 肥料  ○2 肥沃 ○3 肥缺  ○4 肥胖 

(  ) 8. 下列哪一個選項錯誤﹖ 

 ○1 瓊「瑩」：美甲        ○2 「剔」除：將不合適的挑出                      

 ○3 謹「詹」：選定        ○4 「剔」牙：從縫隙中往外挑          

(  ) 9. 下列哪一個選項正確﹖ 

 ○1 歸「併」：一齊        ○2 依「偎」：挨著、靠著                   

 ○3 屢試不「爽」：豪邁    ○4 「謙」和：恭敬退讓但很自滿     

(  ) 10.下列哪一組選項「」內的字意思不同﹖ 

 ○1 「謙」卑/「謙」虛    ○2 「肥」料/施「肥」                      

 ○3 豪「爽」/直「爽」    ○4 圍「攏」/梳「攏」頭髮 



字義測驗—L13 山豬學校，飛鼠大學        班   號 姓名︰            

(  ) 1.「摔了一個大跟頭」的「摔」是什麼意思？ 

        ○1 跌倒  ○2 墜落  ○3 掉落  ○4 使掉落而受損 

(  ) 2.「撒手」的「撒」是什麼意思？ 

        ○1 打開  ○2 放開  ○3 表現  ○4 施展  

(  ) 3. 下列哪個語詞的「偽」，含有「不合法的」的意思﹖ 

        ○1 偽裝  ○2 偽鈔  ○3 偽證  ○4 偽政權       

(  ) 4. 下列哪個語詞的「」，含有「計算酌酒奉客的單位」的意思﹖ 

        ○1 巡察  ○2 巡視  ○3 酒過三巡  ○4 校園巡邏  

(  ) 5. 下列哪一個語詞的「纏」，意思與其他三者不同﹖ 

        ○1 纏腳  ○2 難纏  ○3 纏足   ○4 腰纏萬貫 

(  ) 6. 下列哪一個語詞的「遭」，與「遭殃」的「遭」意思相同﹖ 

        ○1 遭遇  ○2 周遭  ○3 頭一遭  ○4 慘遭淘汰  

(  ) 7. 下列哪一個語詞的「麻」，與「麻醉」的「麻」意思相同﹖ 

        ○1 麻紗  ○2 麻煩  ○3 麻木  ○4 亞麻  

(  ) 8. 下列哪一個選項錯誤﹖ 

 ○1 肉「麻」：表面有瘢痕而粗糙的  ○2 「麻」辣：知覺發麻的                     

 ○3 「麻」鞋：用麻加工製成的     ○4 密密「麻」麻：煩多而瑣碎 

(  ) 9. 下列哪一個選項錯誤﹖ 

 ○1 盜「匪」：強盜賊寇            ○2 「嘲」笑：譏笑                    

 ○3 「蔓」生：延伸、滋長         ○4 死「纏」爛打：裹繞、圍繞 

(  ) 10.下列哪一組選項「」內的字意思相同﹖ 

 ○1 「摔」跤/「摔」落            ○2 「撒」嬌/「撒」腿                       

 ○3 夙夜「匪」懈/「匪」夷所思    ○4 藤「蔓」/「蔓延 

字義測驗—L14 湖濱散記             班   號 姓名︰            

(  ) 1.「涉世未深」的「涉」是什麼意思？ 

         ○1 博覽  ○2 陷入  ○3 相關  ○4 經歷 

(  ) 2.「息事寧人」的「寧」是什麼意思？ 

         ○1 安定  ○2 平息  ○3 情願  ○4 省視   

(  ) 3. 下列哪個語詞的「澈」，含有「明潔、清澄」的意思﹖ 

         ○1 大澈大悟  ○2 痛澈心脾  ○3 清澈  ○4 洞澈       

(  ) 4. 下列哪個語詞的「划」，含有「計算、合算」的意思﹖ 

         ○1 划水  ○2 划船  ○3 划龍舟  ○4 划算 

(  ) 5. 下列哪一個語詞的「儉」，意思與其他三者不同﹖ 

        ○1 勤儉  ○2 節儉  ○3 溫良恭儉  ○4 存儉去奢 

(  ) 6. 下列哪一個語詞的「誘」，與「誘導」的「誘」意思相同﹖ 

         ○1 諄諄善誘  ○2 誘騙  ○3 引誘  ○4 誘惑 

(  ) 7. 下列哪一個語詞的「稀」，與「地廣人稀」的「稀」意思相同﹖ 

         ○1 稀有  ○2 稀爛  ○3 稀薄  ○4 稀罕 

(  ) 8. 下列哪一個選項錯誤﹖ 

 ○1 歸「寧」：省視、問安    ○2 「獷」悍：粗野強悍                     

 ○3 高「崗」：山脊、山嶺    ○4  清「晰」：不清楚、不明白 

(  ) 9. 下列哪一個選項錯誤﹖ 

 ○1 「稀」罕：很、非常     ○2 「漣漪」：水面的波紋  

 ○3 「涉」嫌：牽連、相關   ○4 「徘徊」：在同地來回走動不離去                        

(  ) 10.下列哪一組選項「」內的字意思相同﹖ 

 ○1 魚「餌」/「餌」敵      ○2 枕「畔」/「橋」畔                     

 ○3 「皺」摺/「皺」紋      ○4 「濱」海/湖「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