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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網上筆記題目 答案

成語 1 成語「引錐刺股」的意思是：  錐：錐子；股：大腿。蘇秦晚間讀書時想睡覺，就用錐子刺自己的大腿，以保持清醒。形容學習勤奮刻苦。

成語 2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意思是：
「君子好逑」中的「逑」字並非追求的「求」，「逑」的意思是「配偶」，「好逑」就是好的配偶的意思。「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意指
內外在美兼備的女子，和賢德兼備的君子實在是一對很好的配偶。

成語 3 成語「守株待兔」的意思是： 沿用過去的方法，守在樹旁，等待撞樹而死的兔子，最後終一無所得。

成語 4 成語「臨渴掘井」的意思是： 等到口渴時才挖井取水。比喻事到臨頭才著手準備，為時已晚。

成語 5 成語「樂不思蜀」的意思是：
蜀國滅亡。後主劉禪投降了司馬文王司馬昭。司馬昭宴請劉禪，故意當著劉禪的面故意安排表演蜀地的歌舞。劉禪隨從人
員想到滅亡的故國，都非常難過，劉禪卻對司馬昭說：「此間樂，不思蜀。」他一點兒也不想念蜀國。人們根據這個故事，引申
出「樂不思蜀」這個成語。

成語 6 成語「江河日下」的意思是： 江河之水日益奔流而下。比喻情況日漸敗壞。

成語 7 成語「刻舟求劍」的意思是： 劍掉入水中，在船舷刻上記號，待船停止後仍從記號處下水尋劍。比喻拘泥固執，不知變通。

成語 8 成語「一諾千金」的意思是： 一句諾言值千斤黃金，形容信守承諾

成語 9 成語「虎頭蛇尾」的意思是： 虎頭形大，蛇尾體小。做事起初聲勢浩大，後來卻無聲息。比喻做事有始無終。

成語 10 與父母子女有關的成語有很多，如： 晨昏定省、舐犢情深、寸草春暉、扇枕溫被等

成語 11 成語「小時了了」是關於哪位歷史人物
的故事呢?

這記敘孔融小時候的一件軼事。陳韙諷刺孔融：「小的時候很聰明，長大了未必很有才華（小時了了，大未必佳）。孔融說：
「我猜想您小的時候一定很聰明吧（想君小時，必當了了）。」陳韙聽了局促不安。

成語 12 成語「程門立雪」的意思是： 北宋時期著名哲學家楊時，淡薄名利，放棄做官的機會，拜著名的理學大師程顥與程頤兄弟為師學習理學，學成後回南方
講學。程顥病故後，楊時去拜訪程頤，見程頤正在休息，便恭恭敬敬站在院外的雪地裡等恩師的醒來。

成語 13 成語「割席絕交」的意思是：
漢朝末年，讀書人管寧與華歆從小在一起讀書，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但兩人性格不一樣，管寧讀書刻苦，不貪慕富貴，華歆
行事浮躁，羡慕榮華富貴，漸漸地管寧厭惡他，就把兩人共坐的席子割成兩半，分席而坐，從此兩人斷絕交情。  

成語 14 成語「膾炙人口」的意思是：
膾，細切肉；炙，烤肉。膾、炙皆人間美味，「膾炙人口」指美味的食物人人愛吃，或比喻美妙的詩文為人所讚賞、傳誦。後亦
用「膾炙人口」比喻事物精妙而備受稱誦。

成語 15 成語「狐假虎威」的意思是： 「狐假虎威」指狐狸借老虎的威風嚇走其他野獸。後用「狐假虎威」比喻藉著有權者的威勢欺壓他人、作威作福。

成語 16 成語「螳螂捕蟬」的意思是： 螳螂只顧著捕蟬，不知有大鳥在身後正要啄食牠，故曰「螳螂捕蟬，黃雀在後」。後用「螳螂捕蟬」比喻眼光短淺，只貪圖眼前
的利益而忽略背後隱藏的危險。

成語 17 成語「玩物喪志」的意思是： 一味玩賞珍奇異品，因而喪失了原有的壯志。語出《書經．旅獒》。後來「玩物喪志」用來形容沉溺於某樣事物，因而荒廢了應
做的事。

成語 18 成語「班門弄斧」的意思是： 班，魯班，古代巧匠。「班門弄斧」指在巧匠魯班門前玩弄大斧。比喻在行家面前賣弄本事，不自量力。

成語 19 歇後語「雞食放光蟲」的謎底 心知肚明

成語 20 成語「杯弓蛇影」的意思是： 將酒杯裡的弓影，誤以為是蛇，以致喝下後心生疑懼。後用「杯弓蛇影」比喻為不存在的事情枉自驚擾。

成語 21 成語「鶴立雞群」的意思是： 鶴站在雞群之中，非常突出。比喻人的儀表才能超群脫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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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語 22 成語「不食周粟」的意思是： 不食周粟指殷商遺民伯夷、叔齊二人在商亡後以食周粟為恥，便隱居於首陽山採薇而食。

成語 23 成語「望梅止渴」的意思是： 曹操編造前方梅林結了很多果實，誘使士兵流出口水以解渴的故事。後用「望梅止渴」比喻以空想來安慰自己。

成語 24 成語「管鮑分金」的意思是： 管：管仲；鮑：鮑叔牙，戰國時齊國人；金：錢財。比喻情誼深厚，相知相悉。

成語 25 成語「完璧歸趙」的意思是： 藺相如奉使秦國，交涉以和氏璧換取秦國十五城時，識破秦國的詭詐，用計使璧安然回到趙國。後用「完璧歸趙」比喻物歸
原主。

成語 26 成語「臥薪嘗膽」的意思是： 越王勾踐躺臥在柴薪上，不時舔嘗苦膽，以警惕自己不忘所受的屈辱。比喻刻苦自勵，發奮圖強。

成語 27 成語「寸草春暉」的意思是： 寸草，小草，比喻子女。春暉，春天的陽光，比喻父母恩情。「寸草春暉」比喻父母恩情深重，子女難以報答。

成語 28 成語「井底之蛙」的意思是： 住在井底的青蛙。比喻見識淺薄的人

成語 29 成語「黔驢技窮」的意思是： 老虎了解驢子只有大叫和踢腿的技能後，立刻撲上去吃了牠。比喻人拙劣的技能已經用完，再也無計可施了。

成語 30 成語「破釜沉舟」的意思是： 打破鍋釜又鑿沉船，讓自己沒有退路，以求戰爭勝利。後用「破釜沉舟」比喻不惜切斷自己的退路，以求努力獲得最好的成
果。

成語 31 成語「海市蜃樓」的意思是：
傳說蜃能吐氣而形成樓臺城市等景觀，其實這是由於光線折射造成的自然現象。語本《史記．卷二七．天官書》。後用「海市
蜃樓」比喻虛幻的事物。

成語 32 成語「酒池肉林」的意思是： 古代傳說，殷紂以酒為池，以肉為林，為長夜之飲。原指荒淫腐化、極端奢侈的生活，後也形容酒肉極多。

成語 33 成語「杞人憂天」的意思是： 古時杞國有個人，因為擔心天會塌下來而憂慮不安。後用「杞人憂天」比喻缺乏根據且不必要的憂慮。

成語 34 以下哪個成語形容人志向遠大： 鴻鵠，即天鵝，秋天南飛避寒，一飛千里。「鴻鵠之志」言像鴻鵠一舉千里般的壯志，比喻志向遠大。

成語 35 成語「鷸蚌相爭」的意思是： 比喻雙方爭執不相讓，必會造成兩敗俱傷，讓第三者獲得利益。典出《戰國策．燕策二》「鷸蚌相持，漁人得利」

成語 36 成語「聞雞起舞」的意思是： 東晉劉琨和祖逖一聽到雞啼聲，立即起床操練武藝。後用「聞雞起舞」比喻把握時機，及時奮起行動。

成語 37 成語「珠聯璧合」的意思是： 日月如併合的玉璧，星辰如成串的珍珠，指一種天象。古人認為是祥瑞的徵兆。後用「珠聯璧合」比喻人才或美好的事物相
匹配或同時薈集。常用作祝賀新婚的頌辭。

成語 38 成語「塞翁失馬」的意思是： 比喻一時雖然受到損失，也許反而因此能得到好處。也指壞事在一定條件下可變為好事。全句為「塞翁失馬，焉知非福。」

成語 39 成語「為虎作倀」的意思是： 指被虎咬死的人，靈魂將化為鬼而為虎所役使。後用「為虎作倀」比喻幫惡人做壞事。

成語 40 成語「東施效顰」的意思是： 春秋越國醜女東施模仿美女西施捧心皺眉，然卻更見其醜。比喻盲目胡亂地模仿他人，結果卻適得其反。

成語 41 成語「吳下阿蒙」的意思是： 指三國吳名將呂蒙。後用「吳下阿蒙」比喻學識淺陋的人。

成語 42 成語「如履薄冰」的意思是： 如同踩在薄冰上方一樣。比喻做事十分留意謹慎。

成語 43 成語「司空見慣」的意思是： 「司空見慣」比喻經常看到，不足為奇。

成語 44 成語「濫竽充數」的「竽」原來是指：
竽，古代一種竹製吹奏樂器。「濫竽充數」意謂不會吹竽的人，混雜於眾多樂工中湊數。典出《韓非子．內儲說上》。後用「濫竽
充數」比喻沒有真才實學的人，混在行家中充數。亦用於自謙，比喻自己才德不足。

成語 45 成語「童叟無欺」的意思是： 童：未成年的孩子；叟：年老的男人；欺：矇騙。既不欺騙小孩也不欺騙老人。指買賣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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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語 46 成語「魚目混珠」的意思是： 以魚的眼珠混充珍珠。比喻以假亂真。

神話 47 后羿射日：
在在帝堯統治的時代，天上十個太陽一起出現，猛烈的陽光無情地燒焦了土地上的稻麥莊稼，曬死了樹木花草。后羿來到
原野上，輕舒猿臂，彎弓搭箭，對著天上的十個太陽，一連發出了九枝流星一般的利箭。只聽得颼颼的風聲，箭箭中的，九
個太陽紛紛墜地，天地間頓時清涼下來。

神話 48 大禹治水

禹為了治水，費盡腦筋，不怕勞苦，從來不敢休息。他與塗山氏女名女嬌新婚不久，就離開妻子，重又踏上治水的道路。後
來，他路過家門口，聽到妻子生產，兒子呱呱墜地的聲音，都咬著牙沒有進家門。第三次經過的時候，他的兒子啟正抱在母
親懷裏，他已經懂得叫爸爸，揮動小手，和禹打招呼，禹只是向妻兒揮了揮手，表示自己看到他們了，還是沒有停下來。禹
三過家門不入, 正是他勞心勞力治水的最好證明。

部首 49 有些字本身也是一個部首，例如： 飛、高、骨、麥、長、生、竹、肉、門、音、黑、乙、里等字

文化常
識 50 三十六計：

金蟬脫殼，拋磚引玉，借刀殺人，以逸待勞，擒賊擒王，趁火打劫，關門捉賊，
混水摸魚，打草驚蛇，瞞天過海，反間計，笑裡藏刀，順手牽羊，調虎離山，李代桃僵，指桑罵槐，隔岸觀火，樹上開花，暗渡
陳倉，走為上計，假癡不癲，欲擒故縱，
釜底抽薪，空城計，苦肉計，遠交近攻，反客為主，上屋抽梯，偷樑換柱，無中生有，美人計，借屍還魂，聲東擊西，圍魏救
趙，連環計，假道伐虢。

文化常
識

51 中國的古代四大美人： 中國的古代四大美人，一般指西施、王昭君、貂蟬、楊太真（楊玉環），分別對應「沉魚」、「落雁」、「閉月」、「羞花」的典故。

唐詩 52 白居易名句「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
生」是形容哪一種植物？ 草

唐詩 53 《靜夜思》道出李白思念甚麼的情懷？ 故鄉

唐詩 54 王之渙《登鸛雀樓》「更上一層樓」上一
句是甚麼？ 欲窮千里目

唐詩 55 李商隱《夜雨寄北》「何當共剪西窗燭」
下一句是甚麼？ 卻話巴山夜雨時

唐詩 56 「空山不見人，但聞人語響」出自王維
哪一首詩？ 鹿柴

唐詩 57 孟浩然名句「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
少」是形容哪一個季節的詩句？ 春

唐詩 58 「勸君更進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
是哪一位詩人的名句？ 王維

唐詩 59 李白詩《早發白帝城》中，李白要前往
甚麼地方？ 江陵

唐詩 60 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天涯若比
鄰」上一句是甚麼？ 海內存知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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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詩 61 杜甫《八陣圖》「功蓋三分國」下一句是
甚麼？ 名成八陣圖

唐詩 62 王維《竹里館》「反景入深林」下一句是
甚麼？ 復照青苔上

唐詩 63 杜牧《泊秦淮》「商女不知亡國恨」下一
句是甚麼？ 隔江猶唱後庭花

唐詩 64 王昌齡《出塞》「不教胡馬度陰山」上一
句是甚麼？ 但使龍城飛將在

唐詩 65
陳子昂名句「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
者」，是他登上甚麼地方遠眺時寫下的
名句？

幽州台

唐詩 66 王翰《涼州詞》「古來征戰幾人回」上一
句是甚麼？ 醉臥沙場君莫笑

唐詩 67 杜牧《秋夜》中，除了寫織女星外，還寫
了甚麼星？ 牽牛星

唐詩 68 李商隱名句「向晚意不適，驅車登古
原」，古原是指甚麼地方？ 樂遊原

唐詩 69 「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是誰人的
名句？

柳宗元

唐詩 70 賀知章《回鄉偶書》「少小離家老大回」
下一句是甚麼？ 鄉音無改鬢毛衰

唐詩 71 劉禹錫《烏衣巷》「舊時王謝堂前燕」下
一句是甚麼？ 飛入尋常百姓家

唐詩 72 唐詩《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的作者是
誰？ 王維

唐詩 73 張繼《楓橋夜泊》中，記述了哪一個姑
蘇名勝？ 寒山寺

唐詩 74 「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是誰的名
句？ 杜甫

筆劃 75 丏、丐、五、方，有多少筆劃？ 四劃

筆劃 76 個、們、借、凋，有多少筆劃？ 十劃

筆劃 77 世、他、凹、扔，有多少筆劃？ 五劃

筆劃 78 一、乙，有多少筆劃？ 一劃

筆劃 79 勞、單、喜、報，有多少筆劃？ 十二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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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日 80 七夕 農曆七月七日是七夕，與元宵一樣，被視為中國的情人節﹐相傳當天牛郎織女於鵲橋相會。

節日 81 寒食 古時，人們在寒食節都不會生火煮飯。

節日 82 端午 農曆五月五日為端午節，愛國詩人屈原於當天投江而死，人們現在會吃粽子、划龍舟以作紀念。

節日 83 春節
春節是農曆新年，人們互相拜年，送上祝福。王安石《元日》「爆竹聲中一歲除，春風送暖入屠蘇； 千門萬戶瞳瞳日，總把新
桃換舊符。」 正是形容舊日新年的盛況。

節日 84 中秋 農曆八月十五是中秋節，當天人們會賞花燈、吃月餅、菱角，共享天倫之樂。

節日 85 重陽 農曆九月九日是重陽節，人們除了掃墓祭祖外，還會喝菊花酒、賞菊、登高、放風箏。

諺語 86 「路遙知馬力」下一句是甚麼？ 日久見人心

諺語 87 諺語「人不學，不知理」，上一句是甚
麼？ 玉不琢，不成器

諺語 88 諺語「有心栽花花不發」下一句是甚
麼？ 無心插柳柳成陰

諺語 89 諺語「駟馬難追」，上一句是甚麼？ 一言既出

諺語 90 「少壯不努力」下一句是甚麼？ 老大徒傷悲

諺語 91 俗語說「上得山多終遇」哪一種動物？ 虎

諺語 92 諺語「萬般皆下品」下一句是甚麼？ 唯有讀書高

諺語 93 諺語「螳螂捕蟬」下一句是甚麼？ 黃雀在後

諺語 94 諺語「光陰似箭」下一句是甚麼？ 日月如梭

諺語 95 諺語「天網恢恢」下一句是甚麼？ 疏而不漏

歇後語 96 火燒旗桿的歇後語是甚麼？ 長歎

歇後語 97 秀才遇著兵的歇後語是甚麼？ 有理說不清

歇後語 98 劉備借荊州的歇後語是甚麼？ 一去無回頭

歇後語 99 姜太公釣魚的歇後語是甚麼？ 願者上鉤

歇後語 100 狗咬呂洞賓的歇後語是甚麼？ 不識好人心

歇後語 101 豬八戒照鏡的歇後語是甚麼？ 裏外不是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