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美中文學校聯合總會 

2021 年成語比賽規則 
 

V1.2                                                                                  -  1 -                                                         1/30/2021 

主辦單位：全美中文學校聯合總會教育研究發展委員會 

比賽宗旨：中國人無論下筆或說話，都習慣用成語，短短的幾個字，就能清楚地表

達許多觀念、道理和狀況。舉辦成語比賽是為了鼓勵學生參加比賽，有了具體的學

習目標，成語學起來才更積極更有動力。 

比賽時間：2021 年 7 月 24 日(星期六) 

比賽地點：網路線上比賽 

報名方式：將會公布至全美中文學校聯合總會（以下簡稱總會）網站 

學藝競賽:成語比賽網頁 

報名截止：2021 年 6 月 30 日(星期三) 

報名費  ：每人$15.00 

報名資料及報名費請寄:  

請將報名資料上載至報名網頁，並將報名費支票寄至另行公布之地址。 

  

獎勵辦法：比賽後會在總會網站上公布比賽結果。成績優秀的參賽者會給予獎勵，

辦法如下: 

a. 第一名(一至三人或是成績優於 97%及以上的參賽者)獲頒獎金$150 及獎狀一張。 

b. 第二名(一至三人或是成績位於 94%至 96.99%的參賽者)獲頒獎金$100 及獎狀

一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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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第三名(一至三人或是成績位於 90%至 93.99%的參賽者)獲頒獎金$70 及獎狀

一張。 

d. 優勝獎(數人)獲頒獎狀一張。 

每位參賽者的成績亦將轉發至所屬各地區的協會或聯合會，由各地區協會或聯合會

自行決定獎勵辦法。 

參加資格： 

1) 中級組：由十四歲或十四歲以下的同學組成（2006 年 9 月 1 日（含）以後出

生） 

2) 初級組：由十二歲或十二歲以下的同學組成（2008 年 9 月 1 日（含）以後出

生） 

3) 初級組可參加中級組比賽，但不得同時報名參加兩組比賽。 

4) 凡參加總會成語比賽曾獲得第一名之學生，不得再參加該組比賽。若初級組學

生曾參加中級組比賽又獲得第一名，則該學生不得參加初級組及中級組比賽。 

5) 參加比賽者必須是總會各個地區會員學校之學生（以 2020 年 9 月至 2021 年 6

月學年度為準），且符合分組規定的畢業生。 

6) 必須在美國 Elementary school 學校連續就讀三年或以上。報名時請附就學證

明，成績單或是政府開立的 Homeschooling 證明。 

 

報名辦法： 

1） 將會公布至總會網站:學生競賽-成語比賽報名網頁報名。 

2） 各組報名人數以 200 人為限，請及早報名。 

3） 每位參賽者需提供下列資料，供作資格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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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 美國學校最近六年內至少四年或自 Kindergarten 至今的就學證明 

或成績證明。 

A2. 在家接受教育的同學可用政府開立的 Homeschooling 證明代替 

就學證明。 

B. 護照或出生證影印本。 

4） 所有資格審核資料請於報名時上載至報名網頁的 Google Form 上 

5） 請將報名費於報名截止日期前寄至另行公布之地址。 

比賽方式及規則概要： 

1) 比賽形式以筆試方式進行。 

2) 題目共計 40 題，內容包含圖案、影片和文字。 

3) 題目與選項的文字部分會同時有繁體與簡體兩種字體，並由老師預錄念題在網

路上同步播放。所有題目均只播放一次。參賽者不得要求暫停或是再次播放。 

4) 題目全是四選一的單項或四選二的選擇題。參賽者在互聯網的 Google Form

上圈選答案。答對一題得 1 分，複選題需兩個答案都對才得 1 分，答錯或是放

棄回答不得分也不倒扣分數。 

5) 正式比賽題目開始播放前，會播放兩題暖身題，讓參賽者熟悉形式，但不用作

答。 

6) 每題題目念完後，依題目的難易會約有 10 秒至 20 秒可讓參賽者圈選答案。 

7) 比賽前，請準備單獨的參賽房間、桌椅、電腦、網路攝像機(兩台)、互聯網聯接

設備、喇叭、燈光等。 

8) 比賽時，只有參賽者本人得進入參賽房間。參賽者不准配戴耳機。 

9) 比賽時，在參賽房間內不得使用與與題目參賽無關的播音設備、螢幕、顯示器

或手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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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參賽者如有違規，第一次由監考人員警告。如果該參賽者未改正並再次違規，

則該參賽者總分計為零分。 

11) 題目開始播放後，參賽者不得提出問題、抗議，或要求暫停比賽。 

12) 主辦單位將於比賽前兩週(2021 年 7 月 10 日)做線上設備測試。請所有參賽

者務必準備好所需的參賽設備並親自參加測試。 

13) 如有任何問題，歡迎與主辦單位聯絡洽詢。 

14) 本比賽辦法如有未盡事宜，主辦單位將會於本會網站公陸續佈修正資料。 

15)  本比賽規則之主辦單位保留對比賽辦法的最終解釋權。 

比賽範圍： 

全美中文學校聯合總會 2020-2021 年成語/常用詞語比賽教材(初級組 230 句, 中

級組 274 句)全美中文學校聯合總會網頁 www.ncacls.net. 

 



*A A B B A A B C A B A B A B A C A B C A A B C B A B C C 總計

三三兩兩 井井有條 休息休息 人山人海 忍無可忍 一動不動 可憐兮兮 一塌糊塗 大吃一驚 汗流浹背 虎頭蛇尾

偷偷摸摸 依依不捨 商量商量 人見人愛 數不勝數 一試再試 喜氣洋洋 一塵不染 大同小異 溫故知新 虛驚一場

匆匆忙忙 寥寥無幾 打聽打聽 再接再厲 話中有話 一錯再錯 小心翼翼 一帆風順 大雪紛飛 滾瓜爛熟 融會貫通

反反覆覆 念念不忘 收拾收拾 十全十美 難上加難 出爾反爾 忠心耿耿 一成不變 大驚失色 滿載而歸 跌破眼鏡

吞吞吐吐 悶悶不樂 活動活動 各式各樣 大錯特錯 怒氣沖沖 一曝十寒 失而復得 滿頭大汗 亂七八糟

和和樂樂 洋洋得意 土生土長 心服口服 結實累累 一望無際 如魚得水 火上加油 車水馬龍

安安靜靜 比比皆是 多才多藝 愛理不理 飢腸轆轆 一毛不拔 字正腔圓 火冒三丈 輕而易舉

家家戶戶 步步高升 多災多難 應有盡有 一舉兩得 家常便飯 無精打采 迫不及待

平平安安 斤斤計較 實話實說 有樣學樣 一言為定 寒風刺骨 爭先恐後 進退兩難

快快樂樂 津津有味 忘東忘西 見怪不怪 一飛沖天 對牛彈琴 物美價廉 過河拆橋

拖拖拉拉 滔滔不絕 忙進忙出 討價還價 七嘴八舌 對答如流 狂風暴雨 長話短說
日日夜夜 琅琅上口 暴飲暴食 說到做到 七手八腳 小巧玲瓏 狼吞虎嚥 雨過天晴

歡歡喜喜 草草了事 有始有終 三心二意 山明水秀 猶豫不決 雪中送炭

老老實實 姍姍來遲 有條有理 三更半夜 山珍海味 當耳邊風 靈機一動

詳詳細細 苦苦哀求 有頭有尾 三言兩語 川流不息 百善孝為先 面紅耳赤

馬馬虎虎 洋腔洋調 不勞而獲 左右為難 百思不解 風吹雨打

相親相愛 不懷好意 廢物利用 百聞不如一見 風和日麗

糊裡糊塗 不毛之地 形影不離 目不轉睛 風雨交加

自言自語 不知所措 得寸進尺 目瞪口呆 飲水思源

盡心盡力 丟三落四 心不在焉 眉開眼笑 香味撲鼻

百發百中 自以為是 心平氣和 眼花撩亂 門庭若市

轉來轉去 事半功倍 心想事成 知恩圖報 鴉雀無聲

五花八門 左思右想 知錯能改 消化不良

五顏六色 心滿意足 積少成多

井底之蛙 心無二用 笑口常開

傾盆大雨 心花怒放 笑掉大牙

冰天雪地 志在必得 筋疲力盡

分工合作 忙中有錯 細嚼慢嚥

刮目相看 恭喜發財 美味可口

助人為樂 愛不釋手 美夢成真

十萬火急 手忙腳亂 老少咸宜

千篇一律 手腦並用 聚精會神

千變萬化 手舞足蹈 胸有成竹

A B C D
2021 全美中文學校聯合總會成語/常用詞語比賽教材-初級組 (教研會2021-2-4)



半斤八兩 手足情深 自相矛盾

半途而廢 旁若無人 興高采烈

唉聲嘆氣 明知故犯 舉一反三

喜出望外 易如反掌 花好月圓

四通八達 春暖花開 苦盡甘來

四面八方 晴空萬里 莫名其妙

坐井觀天 有驚無險 萬事如意

坐享其成 東倒西歪 萬無一失

鳥語花香 欲罷不能 萬紫千紅

16 15 5 22 4 12 7 42 42 42 23 230

6.比賽日期: 2021年 7月24日, 比賽辦法請上網查詢: ncacls.net
7.參賽年齡: 12歲或以下(2008年9月1日或以後出生)
8:詳細比賽辦法將另行公布.

註: 1.AABB的四字格詞語尚包括:安靜,高興,客氣,熱鬧,吵鬧,乾淨,整齊,清楚,仔細,慌張,急忙,來回等詞語的疊句.
2.ABAC 四字格詞語中的[ 不__不_]四字格詞語尚包括: 上下,高矮,胖瘦,大小,哭鬧等.
3.ABAC四字格詞語 中的[ 大__大_]四字格詞語尚包括:哭鬧,喊叫,紅綠,起落,風雨等
4.以上為2021全美成語比賽初級組教材,共(230句+延伸詞語)
5.全美成語比賽方式:筆試(選擇題),舉牌,搶答.學生需聽得懂,會說,會用即可,不須讀,寫.



2021全美中文學校聯合總會成語/常用詞語比賽教材-中級組  (教研會2021-2-4)
*A A B B A A B C A B A B A B A C A B C A A B C B A B C C A B C D 總計

形形色色 亭亭玉立 分析分析 一唱一和 日復一日 沒事找事 人心惶惶 體弱多病 千載難逢 情投意合 異想天開 談笑風生 嵗月靜好

戰戰兢兢 人人自危 彼此彼此 一年一度 為所欲為 好說歹說 來勢洶洶 從容不迫 受益無窮 愁容滿面 當機立斷 謙和有禮 身強體健

指指點點 侃侃而談 蹓躂蹓躂 不見不散 防不勝防 就事論事 大名鼎鼎 無話可說  口耳相傳 意猶未盡 病來如山倒，病去如抽絲變化多端 歸根結柢

林林總總 奄奄一息 研究研究 不言不語 将心比心 憂心忡忡 異口同聲 同舟共濟 成家立業 病從口入,禍從口出 貧窮落後 風平浪靜

陸陸續續 岌岌可危 考慮考慮 任勞任怨 眾目睽睽 寸步不離 名不虛傳 截然不同 痛哭流涕 通天本事 獨一無二

彬彬有礼 利人利己 虎視眈眈 一事無成 名列前茅 才華洋溢 發人深省 遍地开花 拐彎抹角

息息相關 多采多姿 陰雨綿綿 一元復始 名副其實 掉以輕心 百感交集 道聼塗説

栩栩如生 挨家挨戶 無所事事 一刀兩斷 和風細雨 措手不及 皆大歡喜 遠近聞名

欣欣向榮 有頭有臉 一方有難八方支援 因材施教 提心吊膽 相對無言 閉門自守

比比皆是 無災無難 一日千里 固執己見 揠苗助長 眼明手快 閒話家常

沾沾自喜 百依百顺 一知半解 夜深人靜 救命之恩 眾志成城 陰晴不定

蒸蒸日上 維妙維肖 一石二鳥 大愛無疆 日以繼夜 眾說紛紜 陰錯陽差

足足有餘 美輪美奐 一竅不通 大材小用 日新月異 瞭若指掌 陽光普照

遙遙領先 自暴自棄 一見如故 孝悌忠信 日積月累 知易行難 隔岸觀火

默默無聞 自立自強 一見鍾情 守口如瓶 晴天霹靂 稀里糊塗 雞毛蒜皮

面面俱到 自作自受 一針見血 守望相助 有志竟成 空前絕後 雞蛋裡挑骨頭

自大自滿 七上八下 安枕無憂 有教無類 突如其來 難能可貴

上吐下瀉 害人害己 有福同享,有難同當 答非所問 雨後春筍

不可多得 家喻戶曉 望子成龍 紙上談兵 雪上加霜

不可思議 寢食難安 樂善好施 终始如一 雲淡風輕

不甘示弱 寬宏大量 欣喜若狂 置身事外 青梅竹馬

不約而同 寸步難行 氣血通順 耳熟能詳 面黄肌瘦

不翼而飛 小心謹慎 水洩不通 聚沙成塔 順理成章

不苟言笑 小題大作 汗流浹背 肩負重任 顛三倒四

不言自明 屈指可數 沉默寡言 脚踏實地 風吹草動

並肩作戰 自作聰明 惡夢初醒 腦力激盪 風景宜人

串通一氣 差強人意 深信不疑 自討苦吃 飄洋過海

九牛一毛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深得人心 自食其力 食不甘味

五體投地 平安吉祥 深思熟慮 良師益友 食慾不振

亡羊補牢 平易近人 溫馴乖巧 良藥苦口 飢寒交迫

交頭接耳 平淡無奇 炙手可熱 若無其事 餐風露宿

以此類推 幸福美滿 無妄之災 英勇善戰 鮮花素果

休戚相關 度日如年 無足輕重 萬象更新 黯然神傷

供不應求 廢寢忘食 無關緊要 落井下石 垂頭喪氣

保持距離、以策安全後悔莫及 物盡其用 落地生根 弄巧成拙

共剋時艱 心安理得 獨善其身 落花流水 恍然大悟

冷若冰霜 心急如焚 玉樹臨風 落荒而逃 按圖索驥



力爭上游 心慌意亂 琳瑯滿目 藕斷絲連 神通廣大

功成名就 忐忑不安 生龍活虎 藥到病除 秋高氣爽

勞苦功高 志同道合 畫虎類犬 袖手旁觀 終身大事 
動人心弦 悲從中來 畫蛇添足 觸類旁通 絞盡腦汁

千山萬水 情同手足 異口同聲 言聽計從 頭昏腦脹

5 16 5 17 3 4 8 42 42 42 42 42
註: 1.AABB的四字格詞語 尚包括:安靜,高興,客氣,熱鬧,吵鬧,乾淨,整齊,清楚,仔細,慌張,急忙,匆忙,來回,拼湊, 大方,迷糊.零星等詞語的疊句.
    2.ABAC 四字格詞語中的[ 不__不_]四字格詞語尚包括: 上下,高矮,胖瘦,大小,哭鬧等.
    3.ABAC四字格詞語 中的[ 大__大_]四字格詞語尚包括:吵鬧,喊叫,紅綠,起落,風雨  風浪, 慈悲, , 搖擺等

    4 ABAC四字格詞語 中的[ 沒__沒_]四字格詞語尚包括:頭尾,日夜,大小,等
    5.以上為2021全美成語比賽中級組教材(274句+延伸詞語)
    6.全美成語比賽方式:筆試(選擇題),舉牌,搶答.學生需聽得懂,會說,會用即可,不須讀,寫.
    7.比賽日期: 2021年 7月24日, 比賽辦法請上網查詢: www.ncacls.net
    8.參賽年齡: 14歲或以下(2006年9月1日或以後出生)  
    9.詳細比賽辦法將另行公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