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分類檢索表 ................ 6

單元一

一畫

一日千里 .................... 8

一本正經 .................... 8

一身是膽 .................... 8

一表人才 .................... 9 

一笑置之 .................... 9

一落千丈 .................... 9

一箭雙雕 .................. 10

一文不值 .................. 10

一舉兩得 .................. 10

一鱗半爪 .................. 11

二畫

七上八落 .................. 11  

九死一生 .................. 11

人多勢眾 .................. 12

八面威風 .................. 12

刀山火海 .................. 12

三畫

三寸之舌 .................. 13

三言兩語 .................. 13

千叮萬囑 .................. 14

千奇百怪 .................. 14

千軍萬馬 .................. 14

千載難逢 .................. 15

大公無私 .................. 15

大功告成 .................. 15

大同小異 .................. 16

大材小用 .................. 16

寸草春暉 .................. 16

山明水秀 .................. 17

四畫

不可一世 .................. 17

不由自主 .................. 17

不同凡響 .................. 18

不謀而合 .................. 18

中流砥柱 .................. 19

五光十色 .................. 19

天南地北 .................. 20

天馬行空 .................. 20

天涯海角 .................. 21

少見多怪 .................. 21

手忙腳亂 .................. 21

手舞足蹈 .................. 22

方寸大亂 .................. 22

日上三竿 .................. 23

日新月異 .................. 23

日積月累 .................. 23

比肩繼踵 .................. 24

水深火熱 .................. 24

單元一練習 .............. 25

單元二

五畫

世外桃源 .................. 28

付之一炬 .................. 28

出人頭地 .................. 29

半信半疑 .................. 29

平心靜氣 .................. 29

打草驚蛇 .................. 30

生龍活虎 .................. 30

生機勃勃 .................. 30

白頭偕老 .................. 31

目不轉睛 .................. 31

石破天驚 .................. 31

六畫

交頭接耳 .................. 32

各得其所 .................. 32

名列前茅 .................. 32

吐氣揚眉 .................. 33

目 錄

CLRidiomP3_Content.indd   3 20/8/2018   10:53:40



4

八畫

事不宜遲 .................. 45

事半功倍 .................. 45

咎由自取 .................. 46

和藹可親 .................. 46

孤苦伶仃 .................. 47

所向無敵 .................. 47

明目張膽 .................. 48

欣欣向榮 .................. 48

爭先恐後 .................. 49

玩物喪志 .................. 49

金玉良言 .................. 50

金玉其外 .................. 50

青紅皂白 .................. 51

非同小可 .................. 51

單元三練習 .............. 52

單元四

九畫

前功盡棄 .................. 55

急公好義 .................. 55

急功近利 .................. 56

急起直追 .................. 56

拭目以待 .................. 56

活靈活現 .................. 57

畏首畏尾 .................. 57

多如牛毛 .................. 33

安居樂業 .................. 33

安然無恙 .................. 34

有口難言 .................. 34

有勇無謀 .................. 35

有眼無珠 .................. 35

汗馬功勞 .................. 35

百年樹人 .................. 36

百發百中 .................. 36

老馬識途 .................. 37

自告奮勇 .................. 37

單元二練習 .............. 38

單元三

七畫

作賊心虛 .................. 41

初出茅廬 .................. 41

坐吃山空 .................. 42

妙趣橫生 .................. 42

孝子賢孫 .................. 42

志大才疏 .................. 43

肝膽相照 .................. 43

言而有信 .................. 44

言歸於好 .................. 44

身經百戰 .................. 44

身體力行 .................. 45

相映成趣 .................. 58

約法三章 .................. 58

美輪美奐 .................. 59

若無其事 .................. 59

重見天日 .................. 60

飛黃騰達 .................. 60

十畫

埋頭苦幹 .................. 61

家徒四壁 .................. 61

恩重如山 .................. 62

恩將仇報 .................. 62

旁若無人 .................. 62

殊途同歸 .................. 63

狼吞虎嚥 .................. 63

狼狽為奸 .................. 63

真才實學 .................. 64

真相大白 .................. 64

破涕為笑 .................. 64

笑裏藏刀 .................. 65

起死回生 .................. 65

高朋滿座 .................. 66

鬼鬼祟祟 .................. 66

單元四練習 .............. 67

單元五

十一畫

啞口無言 .................. 70

CLRidiomP3_Content.indd   4 20/8/2018   10:53:42



5

堅忍不拔 .................. 70

得心應手 .................. 70

得意洋洋 .................. 71

從善如流 .................. 71

捨己為人 .................. 72

排山倒海 .................. 72

望而生畏 .................. 73

眼明手快 .................. 73

莫名其妙 .................. 73

通宵達旦 .................. 74

十二畫

惡貫滿盈 .................. 74

無可奈何 .................. 75

無拘無束 .................. 75

無能為力 .................. 75

短兵相接 .................. 76

十三畫

意氣相投 .................. 76

損人利己 .................. 76

暗箭傷人 .................. 77

腳踏實地 .................. 77

節衣縮食 .................. 78

萬人空巷 .................. 78

萬紫千紅 .................. 79

道聽途說 .................. 79

單元五練習 .............. 80

單元六

十四畫

旗開得勝 .................. 83

滴水穿石 .................. 83

滿腔熱忱 .................. 83

疑神疑鬼 .................. 84

聚沙成塔 .................. 84

精衞填海 .................. 84

蒸蒸日上 .................. 85

賓至如歸 .................. 85

輕而易舉 .................. 86

十五畫

摩拳擦掌 .................. 86

談笑風生 .................. 87

論功行賞 .................. 87

賞心悅目 .................. 87

鋤強扶弱 .................. 88

十六畫

奮不顧身 .................. 88

戰戰兢兢 .................. 88

獨當一面 .................. 89

舉世聞名 .................. 89

興高采烈 .................. 89

錦上添花 .................. 90

十七畫

縱橫交錯 .................. 90

聲淚俱下 .................. 91

膽小如鼠 .................. 91

豁然開朗 .................. 91

輾轉反側 .................. 92

點石成金 .................. 92

十九畫

穩如泰山 .................. 93

難言之隱 .................. 93

二十畫以上

驚弓之鳥 .................. 93

驚天動地 .................. 94

驚心動魄 .................. 94

靈機一動 .................. 94

單元六練習 .............. 95

總複習 ...................... 98

妙語連珠 ................ 101

答案 ........................ 103

CLRidiomP3_Content.indd   5 20/8/2018   10:53:44



10
 生活解難 你有沒有一文不值卻很珍惜的東西？

一箭雙雕  【y7< ji4an shu1ang di1ao】

釋義： 比喻一次舉動，可以同時達到兩個目標。
例句： 1. 學書法有一箭雙雕的功用，既能把字

寫得漂亮、工整，又能加深對中國文
化的認識。

 2. 家傑每天堅持長跑，不僅鍛煉了身
體，還培養了自己做事的毅力，真是一箭雙雕。

近義： 一石二鳥 一舉兩得 反義： 一無所得 徒勞無功
  雕，音「丟」。

一文不值  【y9< w-en b4u zh7<】  
聆聽讀音

釋義：連一文錢也不值，形容一點價值也沒有。
例句： 1. 這幅畫被家明不小心撕破後，就變成一文不值的廢紙了。
 2. 「最佳讀者」這個稱號根本一文不值，你們不值得為它爭執不休。
反義： 價值連城  無價

一舉兩得  【y9< j3u li3ang d2e】

釋義：比喻做一件事情，得到兩種收獲。
典故：戰國時，楚國的陳軫（音診）曾以下面

的例子說服秦王出兵相助。從前有一
個人看到兩隻老虎為了爭食而打鬥，
於是想把牠們殺死。可是，旁邊的人
卻勸阻：「兩隻老虎互相爭鬥，結果
必定有一隻死。假如你等老虎受了傷
再殺牠們，便可以同時得到兩隻老虎
了。」（見《戰國策》）

例句： 1. 到郊外遠足，既能增強體魄，又能親近自然，真是一舉兩得。
 2. 參加普通話朗誦班是一件一舉兩得的事，不但能學到朗誦技

巧，又能練習普通話。
近義： 一箭雙雕 一石二鳥
  「一舉兩得」比喻取得兩種好處；「一箭雙雕」則指達到兩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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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

 根據成語「七上八落」(p.11)，在插圖的水桶中填上適當的數字。

一鱗半爪  【y9< l7<n b4an zhu3a】

釋義：一片魚鱗，半隻腳爪。比喻事物的零星片斷。
例句： 1. 家俊五歲時就離開家鄉，因而對家鄉只有一鱗半爪的記憶。
 2. 關於這件事，我們雖然聽說過，但只是一鱗半爪，並不全面。
近義： 支離破碎
  鱗，音「倫」。
  形容事物支離破碎、殘缺不全。

七上八落  【q6< sh4ang b1a lu4o】

釋義：心中慌亂，拿不定主意。
例句： 1. 醫生正在給爺爺做手術，全家人心裏

七上八落的，站在門外等消息。
 2. 這件事可能影響我和同學間的關係，

我心裏七上八落，不知如何是好。
近義： 六神無主  慌亂
反義： 泰然自若  鎮定 冷靜

九死一生  【ji3u s8< y9< sh1eng】

釋義：經歷了多次危難或在極端危險的處境下僥倖生存。
例句： 1. 特工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險，深入敵方的大本營收集情報。
 2. 對偉文來說，那次被困火場的經歷真是九死一生。
近義： 死裏逃生
  「九死一生」側重於危險的經歷；「死裏逃生」側重於能夠逃脫。

右邊是一個成語大轉盤，是由「一」字
開頭的成語組成的，你能夠將轉盤補
充完整嗎？

七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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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舞足蹈  【sh3ou w3u z2u d3ao】

釋義：形容十分興奮，又蹦又跳的樣子。
例句： 1. 一回家，小莉就手舞足蹈地告訴媽媽她在中文科考試中得了第

一名。
 2. 今天爸爸買了一架模型飛機回來，弟弟見了，立刻興奮得手舞

足蹈。
近義： 興高采烈  興奮
反義： 垂頭喪氣 悶悶不樂
  蹈，音「杜」。
  「手舞足蹈」側重於高興時的動作狀態；「興高采烈」則側重於形容

高興時的心情。

方寸大亂  【f1ang c4un d4a lu4an】

釋義：心思混亂，不能好好地想辦法。方寸，指人的內心。
典故： 三國時期，有個很有智謀的人叫徐庶（音恕），他對母親十分孝

順。徐庶本是劉備的軍師，但曹操很賞識他，想讓他做自己的部
下，於是便把徐庶的母親軟禁起來，再冒她的名寫信叫徐庶前來
投靠。徐庶接到信後，對劉備說：「我母親在曹操那裏，我的心思
混亂，再不能替你出主意了。」（見陳壽《三國志》）

例句： 1. 大雨突降，擺攤的小販頓時方寸大亂，急忙尋找避雨之處。
 2. 遭遇到小小的挫折，她就顯得方寸大亂，什麼事情都沒有心思

去做。
近義： 心亂如麻 六神無主  慌亂
反義： 泰然自若       鎮定

 品德情意 保持冷靜才可有助解決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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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用左下角的樹葉餵飼箱子內的甲蟲，使四隻甲蟲可以組成一個成語，剩下的樹
葉也可以組成一個成語。

多

勢 眾
天 涯

海

手 舞

蹈
大

無 私

身 角 是 人

公 膽 一 足 剩下樹葉可組成的成語:

一身是膽

單元一練習

1.

2.

3.

4.

5.

人

角

足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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