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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口若懸河 

□釋：比喻能言善辯。 

□例：這場辯論賽，雙方主辯都口若懸河，十分精彩。 

2.千載難逢 

□釋：形容機會十分難得，稍縱即逝。 

□例：這兩位巨星同臺演出，可說是千載難逢的機會，我一定要去欣賞。 

3.一介不取 

□釋：形容人的操守非常清廉。 

□例：人窮志不窮，對於非分之財，我一介不取。 

4.一日三秋 
□釋：比喻思念心切。 
□例：丈夫出差後，她天天望君早歸，宛如一日三秋，這種心情，旁人很難體會。 

5.投桃報李 
□釋：比喻朋友間友好往來或相互贈答。 
□例：去年生日收到他送的禮物，今年他生日時我也該投桃報李，給他一個驚喜。 

6.謙沖自牧 
□釋：指人謙虛不自滿。 
□例：王華謙沖自牧的個性，讓他成為班上人緣最好的同學。 

7.宜室宜家 

□釋：指女子有婦德，能使家庭和樂，夫婦和諧。 

□例：公司新來總務小姐非常勤勞，下班還幫忙料理家事，真是一位宜室宜家的好女孩。 

8.防微杜漸 

□釋：防範弊病要從小地方著手，並制止弊端逐漸擴大。 

□例：我們之所以要注意細節，目的在防微杜漸，免得日後釀成大問題。 

9.一言九鼎 

□釋：1. 形容說話具有決定性的作用。2.形容說話很有信用。 

□例：1. 家族裡就屬舅公最受敬重，他所說的話當然一言九鼎。 

    2.他向來一言九鼎,既然答應幫忙,你大可放心好了。 

10.鴻鵠之志 

□釋：比喻志向遠大。 

□例：你空有鴻鵠之志，卻不肯努力求學，如何能夠實現呢？ 

11.疾風勁草 

 □釋：比喻在艱難困苦的環境下，才能考驗出人的堅強意志和節操。 

 □例：他就像疾風勁草般，面對任何困難總是屹立不搖。 

12.矯揉造作 

□釋：1.形容刻意地人工施為與雕琢 2.裝腔作勢、刻意做作的態度，貶義。 
□例：1.他的歌聲嘹亮圓潤，絲毫沒有矯揉造作之感。 

    2.他的演技過分矯揉造作，所以影評者對他的評價不高。 

13.才高八斗 

□釋：比喻人才學極高。 

□例：王先生才高八斗，下筆成章，是文壇上不可多得的奇才。 

14.伯樂相馬 

□釋：比喻善於發現、選拔人才。 

□例：項梁選拔人才，有如「伯樂相馬」，大小官職均根據才能而分派得體，眾人悅服。 

15.沉魚落雁 

□釋：形容女子容貌美麗出眾。 

□例：久聞她美豔動人，今日一見，果真是沉魚落雁之貌。 

16.吳下阿蒙 

□釋：比喻學識淺陋的人。 

□例：如今他獲得博士學位，當年的吳下阿蒙已蛻變成一位學者了 

17.高瞻遠矚 

□釋：形容見識遠大。 

□例：做生意要懂得高瞻遠矚，不能只注意眼前的蠅頭小利。 

18.口碑載道 

□釋：比喻廣受好評。 

□例：許文龍先生對藝術文化的推廣不遺餘力，奇美博物館的落成更是令人口碑載道。 

19.光風霽月 

□釋：人品光明磊落。 

□例：一個人的胸懷如能光風霽月，行事坦蕩，就不怕旁人蜚長流短。 

20.江郎才盡 

□釋：比喻文人的才思枯竭，無法再創佳句。 

□例：從事寫作要隨時自我充實進修，不然時日一久，會有「江郎才盡」的感覺。  

21.行雲流水 

□釋：形容待人處事或文章字畫飄逸自然，無拘無束。 

□例：這支舞曲的旋律如行雲流水，動人心懷。  

22.行不由徑 

□釋：走路不走小路。比喻人行事光明正大，心胸坦蕩磊落。 

□例：新任臺北市長作風正直、行不由徑，為政壇注入一股清流。  

23.文過飾非 

□釋：掩飾過失、錯誤。 

□例：你明明做錯事，還找這麼多理由辯解，這樣文過飾非，只會讓大家更難原諒你。 

24.童叟無欺 

□釋：既不欺騙小孩也不欺騙老人。指買賣公平。 

□例：做生意要能貨真價實，童叟無欺，顧客自然上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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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千里鵝毛 

□釋：比喻禮物雖輕但情意深重。 

□例：這些錢雖是千里鵝毛，但卻讓困苦的難民得到了幫助。  

26.鍥而不捨 

□釋：比喻做事持之以恆，堅持不懈 

□例：在警察鍥而不捨的訊問下,匪徒終於供出犯案的始末。  

27.空穴來風 

□釋：1.比喻事出有因，流言乘隙而入。2. 比喻憑空捏造不實的傳言。 

□例：1.人家說無風不起浪，空穴可來風；我看關於他的這些流言，無論真假，都是他自己 

      惹的。 

    2.那些消息都只是空穴來風,千萬別信以為真。  

28.滴水穿石 

□釋：比喻持之以恆，事必有成。 

□例：他憑著一股滴水穿石的毅力，終於完成這件艱難的工作。  

29.鏡花水月 

□釋：比喻空幻不實在。 

□例：當他遭逢戰火，變成了貧民，才領會到原有的富貴，只不過是鏡花水月而已。 

30.金蘭之交 

□釋：形容朋友交情的契合。 

□例：他們因性格相近興趣相投而結為金蘭之交。 

31.劍及履及 

□釋：比喻奮起速行，指辦事效率極高。 

□例：老張憑藉著劍及履及的辦事效率，深獲董事長倚重。 

32.讓棗推梨 

□釋：南朝梁，王泰讓棗，後漢，孔融推梨。用以稱讚兄弟之間友愛。 

□例：兄弟姐妹本是同根生，理應讓棗推梨，怎能為了蠅頭微利而反目成仇？  

33.駑馬十駕 

□釋：比喻平庸的人只要勤奮做事，也能有所成就。 

□例：學習沒有捷徑，惟有憑著駑馬十駕的毅力，才有可能有所成效。 

34.汲汲營營 

□釋：形容人急切地奔馳追逐，以求取功名利祿。 

□例：許多投機商人汲汲營營於利潤，卻忽略了社會企業應有的道德良知、社會責任。 

35.一片冰心 

□釋：比喻人不慕名利，心境高潔。 

□例：陶淵明是個一片冰心，高風亮節的詩人,絕不與世俗同流合污。 

36.蕙質蘭心 

□釋：比喻女子心性聰慧高雅。 

□例：小李的妻子蕙質蘭心，將一家的生活起居照顧得無微不至。 

37.焚琴煮鶴 

□釋：比喻極殺風景的事。 

□例：陽明山上花團錦簇 ,竟然有人缺乏公德心亂丟果皮 ,真是焚琴煮鶴。 

38.班門弄斧 

□釋：比喻在行家面前賣弄本事，不自量力。貶義。 

□例：剛來工作的新手竟然在經驗老到的人面前班門弄斧，也不惦惦自己的斤兩。  

39.不世之材 

□釋：形容當世少有，極出色的人材；是推崇讚譽之詞。 

□例：像屈原這樣的不世之材,卻因生不逢時,落得投江自盡,真是令人惋惜。 

40.按部就班 

□釋：比喻做事依照一定的層次、步驟進行。 

□例：這部機器只要照著指示，按部就班操作就可以了。 

41.運籌帷幄 

□釋：比喻謀劃策略。 

□例：一場球賽單靠選手在場上拼命是不夠的，還得靠教練在場邊運籌帷幄的調度指揮才有機會

贏得勝利。 

42.一字千金 

□釋：1.形容價值極高的書畫作品。 

□例：在他成名之後,原本被人評為一文不值的文章,現已變成一字千金了 。 

43.伯仲之間 

□釋：形容人才能相當，不相上下。 

□例：他們的實力在伯仲之間，可謂棋逢敵手了。 

44.披星戴月 

□釋：形容早出晚歸、連夜趕路或工作備極勞累。 

□例：父親為了家計，披星戴月，終日奔波，十分辛苦。 

45.臨深履薄 

□釋：比喻戒慎恐懼，十分小心。 

□例：面對眾多對手，他臨深履薄，絲毫不敢掉以輕心。 

46.指鹿為馬 

□釋：比喻人刻意混淆是非，顛倒黑白。 

□例：他仗著自己是董事長的親戚，在公司耀武揚威，指鹿為馬，使得大家對他非常反感。 

47.好整以暇 

□釋：形容在紛亂、繁忙中顯得從容不迫。 

□例：考試在即，眾人忙著利用午休時間臨時抱佛腳，只有他好整以暇的趴在桌上養精蓄銳。 

48.不亢不卑 

□釋：比喻對人的態度恰合身分。 

□例：杜先生為人正直，待人接物不亢不卑，因此深受朋友們的敬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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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曲突徙薪 

□釋：比喻事先採取措施，以防止危險發生。 

□例：做事要先曲突徙薪，想好萬全之策，才能穩操勝券。 

50.眾口鑠金 

□釋：比喻眾口同聲，往往積非成是。 

□例：閱聽媒體報導我們必須小心求證，以免眾口鑠金積非成是，反而使真相被掩埋了。 

51.臨渴掘井 

□釋：比喻事到臨頭才著手準備，為時已晚，無濟於事。 

□例：你平時不努力，考試時才臨渴掘井，有什麼用呢？ 

54.臨淵羨魚 

□釋：比喻雖有願望，但只憑空妄想，難收實效。 

□例：那位老先生每天到公園看人打網球，躍躍欲試，可惜年老力衰，只能臨淵羨魚了。 

55.美侖美奐 

□釋：形容房屋規模高大、裝飾華美。 

□例：新落成的摩天大樓，無論外觀或內部裝潢,無不美輪美奐、氣派非凡。 

56.庖丁解牛 

□釋：比喻對事物瞭解透澈，做事能得心應手，運用自如。 

□例：這件事情對他來說是庖丁解牛，你們就放心交給他吧! 

57.捉襟見肘 

□釋：1. 形容衣衫破敗，生活貧困。2. 比喻短缺不足，窮於應付的窘態。 

□例：1. 這個遊民衣衫襤褸，捉襟見肘，在寒天中發抖著行進。 

    2.這些日子他出手太闊綽，還不到月底就已經捉襟見肘了。 

58.未雨綢繆 

□釋：比喻事先預備以防患未然。 

□例：颱風來襲前，應未雨綢繆，事先做好防颱工作，使災害損失降到最低。 

59.張冠李戴 

□釋：比喻名實不符或弄錯事情、對象。 

□例：他生性迷糊，常常張冠李戴，鬧了不少笑話。 

60.削足適履 

□釋：比喻拘泥成例，勉強遷就，而不知變通。貶義。 

□例：待人處世要有原則，過分遷就現實，無異削足適履，事態未必改善，自身已受傷害。 

61.前倨後恭 

□釋：比喻待人勢利，態度轉變迅速。貶義。 

□例：像他這種前倨後恭的勢利行徑，真令人不齒。 

62.緣木求魚 

□釋：比喻用錯方法，徒勞無功。 

□例：他這種死板的讀書方法想得到好成績，簡直是緣木求魚。 

63.沽名釣譽 

□釋：形容故意做作，用手段謀取名聲和讚譽。 

□例：他做了一點善事就四處張揚，讓人覺得他是利用行善來沽名釣譽。 

64.提綱挈領 

□釋：比喻抓住事理的重點。 

□例：這份考卷，老師講解得不多，但提綱挈領，讓我們一聽就明白。 

65.譁眾取寵 

□釋：以迎合眾人的言語行動來博取他人的注意。 

□例：這次選舉，許多譁眾取寵的候選人都落選了，證明選民的眼睛是雪亮的。 

66.南橘北枳 

□釋：比喻事物會因環境條件不同而產生變異。 

□例：許多家長因為南橘北枳的考量,不惜花許多的金錢把孩子送到國外去唸書。 

67.櫛風沐雨 

□釋：比喻在外奔走，極為辛勞。 

□例：電力公司的架線人員長年櫛風沐雨，在山林中架設電線，十分辛苦。 

68.甘之如飴 

□釋：指苦難來臨，甘心承受。 

□例：雖然半工半讀很辛苦，但他卻甘之如飴。 

69.亦步亦趨 

□釋：形容事事追隨或仿傚別人。 

□例：學習技藝若只是在他人的作品後面亦步亦趨，就很難有屬於自己的創見與成就。 

70.甚囂塵上 

□釋：1.形容傳聞四起，議論紛紛。2.指極為猖狂、囂張。 

□例：1.美國將對恐怖組織公開宣戰的消息甚囂塵上，引發各國高度關切。 

    2.當前社會關說的風氣甚囂塵上，政府當局應設法杜絕。 

71.臥薪嘗膽 

□釋：比喻刻苦自勵，發奮圖強。 

□例：自從生意經營失敗後，他臥薪嘗膽，立志東山再起。 

72.水到渠成 

□釋：1.比喻事情自然發展，結果自成。2.比喻事情條件完備則自然成功，不須強求。 

□例：1.他倆相戀多年，如今水到渠成，步上紅毯。 

    2.這件事且讓我們先布局，待條件成熟後，自然水到渠成。 

73.暴殄天物 

□釋：比喻糟蹋物力，不知珍惜。 

□例：這麼好吃的東西卻要倒掉，真是暴殄天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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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不忮不求 

□釋：指不嫉妒，不貪得。 

□例：當公務人員就當不忮不求，奉公守法。 

75.一鼓作氣 

□釋：比喻做事時要趁著初起時的勇氣去做才容易成功。 

□例：他一鼓作氣拿下一百公尺及二百公尺的短跑金牌，也贏得了「飛毛腿」的封號。 

76.字字珠璣 

□釋：比喻優美的文章或詞句。 

□例：這本書集結了作者的生活智慧，字字珠璣。 

77.明哲保身 

□釋：為了個人得失而喪失原則的庸俗處世態度。貶義。 

□例：如果大家都自掃門前雪，只求明哲保身，這個社會將會變得很冷漠。 

78.倒行逆施 

□釋：比喻胡作非為的罪惡行為。 

□例：他平日倒行逆施，作惡多端，一定會遭到報應的。 

79.洞燭先機 

□釋：表示能清楚地預見事情先兆。 

□例：最高明的管理者就是能洞燭先機，避免問題發生。  

80.趨之若鶩 

□釋：形容前往趨附者極多。 

□例：百貨公司現正舉行換季折扣大拍賣，令許多家庭主婦趨之若鶩，紛紛前去搶購。 

81.蜚短流長 

□釋：流傳於眾人之口的閒言閒語。 

□例：演藝人員的生活情形，常被好事者蜚短流長，繪聲繪影。 

82.高山仰止 

□釋：比喻崇高的德行，令人景仰。 

□例：宋朝文天祥不願接受元世祖高官厚祿的引誘，最後捨生取義，壯烈成仁；其高山仰止 

    的典範，將永遠名留青史，為後世所稱道。 

83.自怨自艾 

□釋：形容人消極的埋怨自責。 

□例：問題既然發生了，就應該力謀解決之道；一味自怨自艾是無濟於事的。 

84.披肝瀝膽 

□釋：比喻赤誠相待，忠貞不二。 

□例：他對朋友一向披肝瀝膽，絕不會賣友求榮。 

85.優柔寡斷 

□釋：形容行事猶豫，不能當機立斷。貶義。 

□例：他生性膽小懦弱，遇事優柔寡斷，實不足以擔當大任。 

86.魚雁往返 

□釋：魚雁皆指書信。用來比喻書信往來。 

□例：他倆分隔兩地，藉由魚雁往返聯繫，感情依舊甜蜜。 

87.大快朵頤 

□釋：指飽食愉快的樣子。 

□例：媽媽煮了滿桌的好菜，我又可以大快朵頤一番了。  

88.人一己百 

□釋：勉人努力向學的話 

□例：你的成績雖然落後，但只要用人一己百的精神苦讀，必能蒸蒸日上，突飛猛進。 

89.頤指氣使 

□釋：形容以高傲的態度指使屬下。 

□例：他只會在那兒頤指氣使，從不動手幫忙，怎能令人心服口服呢！  

90.立竿見影 

□釋：比喻迅速收到成效。 

□例：政府希望在強力執行掃毒之後，能有立竿見影的效果。 

91.言簡意賅 

□釋：言辭簡單而意思完備。 

□例：那位演講者的幾句話言簡意賅，真是令人佩服。  

92.杞人憂天 

□釋：比喻缺乏根據且不必要的憂慮。 

□例：不過是小事一樁，你又何必杞人憂天，自尋煩惱？ 

93.馬齒徒長 

□釋：自謙年歲徒增而毫無建樹。 

□例：他在海外奔波多年，原本企求能事有所成，但卻僅是馬齒徒長，實在有愧父母的栽培。 

94.麻中蓬直 

□釋：形容好的環境可以對人產生積極的影響。 

□例：他自小在書香氣息濃厚的家庭裡，一向嗜書成癖、品學兼優，正是麻中蓬直的道理。 

95.牛角掛書 

□釋：比喻勤勉讀書。 

□例：古人牛角掛書的讀書精神，真是令人欽佩。 

96.笑容可掬 

□釋：形容笑容滿面的樣子。 

□例：原本擔心他會是冷酷的相應不理，沒想到竟是如此笑容可掬、熱情親切。 

97.從善如流 

□釋：比喻樂於接受別人好的意見。 

□例：市長從善如流，接受市民建議，將這塊水鳥棲息地闢為自然保護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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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罄竹難書 

□釋：形容罪狀極多。貶義。 

□例：二次大戰期間，日本軍閥在中國境內的暴行，真是罄竹難書。 

99.如坐春風 

□釋：比喻在溫和的環境中受教或與品德學識高的人相處，受其熏陶。 

□例：他深刻的思想時時散發出犀利的光彩；談話時態度鎮靜、親切而又從容，使聽的人心情舒 

    暢，真有如坐春風的感覺。 

100.耳濡目染 

□釋：經常聽到、看到而深受影響。 

□例：他生長在書香世家，從小耳濡目染，養成了喜歡閱讀的好習慣。 

101.一傅眾咻 

□釋：1.比喻學習受到干擾，難有成效。2.比喻寡不勝眾。 

□例：1.有時候學生喧嘩不聽話，老師站在講臺上還真有點無助，一傅眾咻，教學效果也差。 

    2.他的建議蠻中肯，無奈一傅眾咻，寡不敵眾，無人重視。 

102.唾手可得 

□釋：比喻事物很容易得到。 

□例：眼前這個唾手可得的機會，有誰能抗拒得了誘惑？ 

103.如雷貫耳 

□釋：比喻人名氣很大，眾所共聞。 

□例：先生大名如雷貫耳,今日一見,果真名不虛傳。 

104.望洋興嘆 

□釋：比喻因力量不夠而感到無可奈何。 

□例：眼見自己已被對手拉開很大的距離，他也只能望洋興嘆了。 

105.望其項背 

□釋：意謂程度與之接近。 

□例：這場桌球比賽，雙方的實力都望其項背，一來一往，精采萬分。 

106.既往不咎 

□釋：對過去的錯誤不再追究責難。 

□例：沒必要心懷怨恨，讓我們既往不咎，把所有的不愉快都忘掉吧! 

107.胼手胝足 

□釋：形容極為辛勞。 

□例：他們夫婦倆為了小孩，胼手胝足，一步一腳印，認真辛勤的工作。 

108.倩人捉刀 

□釋：比喻請人代作文章。 

□例：自己的報告作業應親自為之，不該倩人捉刀。 

109.一鳴驚人 

□釋：比喻平時默默無聞，而後卻突然有驚人的表現。 

□例：我看他深具潛力，這次比賽也許會一鳴驚人也說不定。 

110.暮鼓晨鐘 

□釋：1.佛寺中早晚報時的鐘鼓。2.比喻使人警醒的力量。 

□例：1.禮佛期間爺爺住在佛寺裡，過著暮鼓晨鐘的規律生活。 

    2.這些如暮鼓晨鐘的言詞，竟然喚不醒他執迷不悟的心。 

111.大放厥詞 

□釋：發表誇張的言詞。 

□例：今天他在會中大放厥詞,這種情況是常有的,大家根本不以為意。 

112.邯鄲學步 

□釋：比喻模仿不成，反而失去自我。 

□例：我們教育改革，在借鏡外國經驗時，可不能如邯鄲學步，生搬硬套。 

113.迴腸盪氣 

□釋：形容文章或音樂感人至深，又作「盪氣迴腸」。 

□例：這部電影的配樂迴腸盪氣、氣勢磅礡，至今仍讓我難以忘懷。 

114.音容宛在 

□釋：人的聲音與容貌彷若在眼前，多用於對死者的弔唁（ㄧㄢˋ）之詞。 

□例：他雖已過世，但音容宛在，令人難以忘懷。 

115.名落孫山 

□釋：指應考不中。 

□例：有些人為了聯考名落孫山而想不開，真是不值得啊！ 

116.老嫗能解 

□釋：形容文字通俗明白，淺顯易懂。 

□例：白居易寫的詩平易近人、老嫗能解,所以許多人都能朗朗上口。 

117.晨昏定省 

□釋：子女侍奉父母的日常儀節。 

□例：嬸嬸臥病在床，堂姐每天晨昏定省，十分孝順。 

118.按圖索驥 

□釋：1.比喻做事拘泥成法，呆板不知變通。2.比喻按照所掌握的線索辦事。 

□例：1. 他老用這種拘泥於成規、按圖索驥的辦法來處理事情，怎能趕上時代呢？ 

    2.根據他所提供的資料，我們按圖索驥，找到了這個地方。 

119.拾人牙慧 

□釋：比喻抄襲他人的言論或主張。貶義。 

□例：這篇論文毫無見地，不過拾人牙慧而已。 

120.孤掌難鳴 

□釋：比喻人孤立無助，不能成事。 

□例：項羽雖能力拔山河又驍勇無敵,畢竟還是孤掌難鳴,稱霸一時，終成遺憾。 

121.春風化雨 

□釋：1.指適合草木生長的和風及雨水。2.比喻師長和藹親切的教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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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1.這片山林雖遭火災浩劫，但經過春風化雨後，大地逐漸復甦了！ 

    2.一群頑皮學生，經老師長期無怨無悔、春風化雨的教導後，各個重回學習正軌。 

122.不落窠臼 

□釋：比喻不落俗套，有獨創的風格。 

□例：這位藝術家的創作題材不落窠臼,有其獨特的風格。 

123.拋磚引玉 

□釋：比喻以身作則，引發眾人響應。 

□例：座談會引言人拋磚引玉的說辭很巧妙，使得在座的人紛紛發表高見。  

124.渾渾噩噩 

□釋：形容渾樸無知。形容糊裡糊塗，茫無目的。 

□例：1.幼稚園的學生只是一群渾渾噩噩的小孩，需要老師用耐心和愛心來教導。 

    2.他決心振作起來，面對真實的生活，不再渾渾噩噩過日子。 

125.濫竽充數 

□釋：比喻沒有真才實學的人，混在行家中充數。貶義。也可指拿不好的東西充場面 

□例：每個機構裡都有一些能力不足，勉強濫竽充數的冗員。 

126.鳳毛麟角 

□釋：比喻稀罕珍貴的人、物。 

□例：在我們鄉下地方，擁有博士學位的人有如鳳毛麟角，人人稱羨。 

127.鞭辟入裡 

□釋：1.研究學問要自我鞭策，深入精微之處。2.形容評論見解深刻透澈。 

□例：1.為學要鞭辟入裡，一味追求速成，必定華而不實。 

    2.聽了這場鞭辟入裡的演說，真有茅塞頓開的感覺。 

128.擲地有聲 

□釋：形容文辭巧妙華美、音韻鏗鏘有致。 

□例：這篇對城鄉差距的深入報導寫得擲地有聲，讓人看了心有戚戚焉。 

129.疊床架屋 

□釋：比喻重複累贅。貶義。 

□例：她企圖用疊床架屋的方法，來掩飾自己立論空洞的毛病。 

130.信口雌(ㄘ)黃 

□釋：比喻不顧事實真相，隨口亂說或妄加批評。 

□例：他就是有個缺點，好發議論，常常信口雌黃。 

131.欲蓋彌彰 

□釋：形容想要掩飾過失，反而使過失更加顯明。 

□例：從他那欲蓋彌彰的表情上，使我覺得這個消息是真的。 

132.絃歌不輟 

□釋：比喻講習、教學活動沒有間斷或學風鼎盛。 

□例：他在魯國做武城縣官時，絃歌不輟，以禮樂教化民眾，因而深獲民眾愛戴。 

133.不脛而走 

□釋：比喻事物不用推廣，也能迅速傳播。 

□例：這件事若不好好處理,一定會不脛而走，鬧得滿城風雨。 

134.黔驢技窮 

□釋：比喻人拙劣的技能已經用完，再也無計可施了。 

□例：警察面對狡猾的罪犯，就要見招拆招，讓他自知黔驢技窮，乖乖束手就擒。 

135.生靈塗炭 

□釋：形容人民處於極端艱苦的困境。 

□例：有些國家內戰連年，當然免不了生靈塗炭，民怨四起。 

136.風行草偃 

□釋：比喻在上位者以德化民。 

□例：一個政策只要當政者能以身作則，風行草偃，相信要有好的結果不是一件難事。 

137.沐猴而冠 

□釋：比喻人虛有表象，卻不脫粗鄙的本質。 

□例：他雖然西裝革履，不過是沐猴而冠，舉止談吐仍是粗俗不堪。 

138.摩頂放踵 

□釋：比喻捨己救世，不辭勞苦。 

□例：他摩頂放踵數十年，為的就是要在鄉里蓋所醫院。 

139.模稜兩可 

□釋：比喻處理事情的態度含混，不表示明確的意見或主張。 

□例：這個是非題有模稜兩可之嫌，難怪學生不知如何作答。 

140.芒刺在背 

□釋：比喻因畏忌而極度不安。 

□例：聽了你這番話，我感到就如芒刺在背一樣，很不安心。 

141.天馬行空 

□釋：比喻文才氣勢豪放，不受拘束。 

□例：西班牙畫家達利天馬行空的創作力使他的作品豐富精彩。 

142.拐彎抹角 

□釋：比喻說話或做事不宜爽。 

□例：這種每次都拐彎抹角、指桑罵槐的鄰居，誰受得了？ 

143.舐犢情深 

□釋：比喻父母疼愛子女之深情。 

□例：小華生病了，父母日夜守護在身邊，真是舐犢情深。 

144.慎終追遠 

□釋：指依禮慎重辦理父母喪事，祭祀要誠心的追念遠祖。 

□例：由中國人的慎終追遠，可以看出我們是一個重視孝道，不忘本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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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韜光養晦 

□釋：比喻隱藏才能，不使外露。 

□例：這幾年，他韜光養晦，閉門著書，絕口不問世事。 

146.毛遂自薦 

□釋：比喻自告奮勇，自我推薦。 

□例：他向老師毛遂自薦當班長，為同學們服務。 

147.斷章取義 

□釋：指截取文章或談話中的某一段落，而不顧整體內容的原意。 

□例：引用別人的著作或談話，要注意與原意相符，千萬不可斷章取義。 

148.戰戰兢兢 

□釋：形容戒慎恐懼的樣子。 

□例：下一堂課就要發考卷了，他因為考前沒認真複習而戰戰兢兢。 

149.望塵莫及 

□釋：比喻遠遠落在他人之後。 

□例：哥哥的棋藝一天比一天好，我實在是望塵莫及。 

150.並駕齊驅 

□釋：比喻彼此實力相當，不分軒輊。 

□例：這次國文段考，小慧和小明分數相同，並駕齊驅，分不出高下。 

151.東施效顰 

□釋：比喻盲目胡亂地模仿他人，結果卻適得其反。貶義。 

□例：繪畫要能獨樹一格，不要一味模仿他人，以免遭「東施效顰」之譏。 

152.刮目相看 

□釋：形容用新的眼光來看人。 

□例：昔日的餐廳小弟，如今一躍而為經理，令人對小李不得不「刮目相看」啊！  

153.退避三舍 

□釋：比喻主動退讓，不與人相爭。 

□例：這場仗尚未開打，我們就先退避三舍，豈不是滅了自己的威風？  

154.剛愎自用(ㄍㄤ ㄅ｜ˋ ㄗˋ ㄩㄥˋ) 

□釋：形容性情倔強，固執己見。貶義。 

□例：如果過分堅持己見，別人就會以為你是剛愎自用，而不願提供意見了。 

155.咎由自取(ㄐ｜ㄡˋ ｜ㄡˊ ㄗˋ ㄑㄩˇ) 

□釋：所有的罪過、災禍都是自己造成的。 

□例：捫心自問，你真的有好好溫習功課嗎？瞧這不堪入目的成績，是你咎由自取的！  

156.無遠弗(ㄈㄨˊ)屆 

□釋：沒有不能到達的地方。 

□例：現在科技發達，手機、電腦等傳播工具可說是無遠弗屆。  

157.千鈞一髮 

□釋：比喻非常危險。 

□例：在千鈞一髮的危急關頭，唯有保持冷靜才有機會脫困。 

158.破鏡重圓 

□釋：比喻夫妻離散或情感決裂後重新團圓合好。 

□例：因為戰亂，老張和他的妻子失散多年，如今破鏡重圓，真令人高興。 

159.破釜沉舟 

□釋：比喻下定決心 ，只以一次機會就達到成功的目標，絕不留後路。 

□例：大家要抱著破釜沈舟的精神，堅持到最後一秒鐘，絕不放棄。 

160.韋(ㄨㄟˊ)編三絕 

□釋：比喻讀書勤奮努力。 

□例：他每次買書回來，就一讀再讀，這種韋編三絕的精神，令人欽佩。  

161.信誓旦旦 

□釋：指誓言說得非常誠懇可信。 

□例：選舉期間，候選人們都信誓旦旦的向選民保證，當選後一定實現競選諾言。  

162.撥雲見日 

□釋：比喻除去障礙，重見光明。 

□例：他歷經很多磨難，今天才算撥雲見日，看到了未來的希望。  

163.寸草春暉 

□釋：比喻父母恩情深重，子女難以報答。 

□例：父母對子女的恩澤，猶如寸草春暉，我們應盡心孝順他們，以報答他們的養育深恩。 

164.車水馬龍 

□釋：形容繁華熱鬧的景象。 

□例：這幾天正是過年的喜慶時節，天黑後的城市，華燈初上，大街上車水馬龍，遠遠望去，到 

    處都流光溢彩熱鬧非凡，真是美極了。  

165.維妙維肖 

□釋：模仿得精細巧妙，逼真傳神。 

□例：這位木雕師傅雕的螞蟻維妙維肖,好像真的會動起來。 

166.滄海桑田 

□釋：比喻世事無常，變化很快。 

□例：他旅居海外多年後，返鄉探親，然而已是滄海桑田，人事全非。 

167.滄海一粟(ㄙㄨˋ) 

□釋：比喻渺小而微不足道。 

□例：人生存在天地之間，就像滄海一粟，非常渺小，我們只求盡心盡力，其他的就順其自然吧! 

168.年高德劭 

□釋：指年紀大而品德好。 

□例：這位年高德劭的教授來到本校演講，所有學生都爭著出席演講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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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管鮑之交 

□釋：比喻友情深厚。 

□例：我和他是管鮑之交，任何的中傷都不能把我們分開！ 

170.囫圇吞棗 

□釋：比喻理解事物籠統含糊，或為學不求甚解。貶義。 

□例：研究學問最怕囫圇吞棗，缺乏辨別能力。 

171.繼往開來 

□釋：承續先人的事業，並為後人開拓道路。 

□例：這一代的年輕人，背負著繼往開來的使命，怎麼可以自甘墮落呢? 

172.相形見絀 

□釋：相互比較之下，其中一方顯得不如對方。 

□例：跟這隻百斤的大海龜相比，那些經常見到的小烏龜就顯得相形見絀，微不足道了。 

173.人謀不臧 

□釋：人的計畫不夠細密完備。 

□例：這項工程建設，在施工時頻出狀況，實在導因於人謀不臧。 

174.叱吒風雲 

□釋：形容威風凜冽，足以左右世局。 

□例：他憑著過人的智慧和八面玲瓏的手段，在商場上叱吒風雲。 

175.物換星移 

□釋：比喻景物的變遷，世事的更替。 

□例：經過多年的物換星移，此處山林早已受到破壞，不復舊貌。 

176.杯弓蛇影 

□釋：比喻為不存在的事情枉自驚疑恐懼。 

□例：她敏感得很，常杯弓蛇影，疑東疑西。 

177.明日黃花 

□釋：比喻過時的事物。 

□例：過氣的影星就像是明日黃花，誰還會爭著目睹她的丰采呢？ 

178.膾炙人口 

□釋：比喻美妙的詩文為人所讚賞、傳誦。 

□例：談到武俠小說，最膾炙人口的，莫過於金庸的作品了。 

179.道貌岸然 

□釋：形容外表莊重嚴肅的樣子。 

□例：想不到他外表道貌岸然，其實卻是滿肚子壞心意。 

180.夜不閉戶 

□釋：夜間不須關門防竊賊。 

□例：治安如此混亂，不知何時才能夜不閉戶？ 

181.梨園子弟 

□釋：泛稱表演戲曲的藝人。 

□例：他從小就有表演天份，長大後成為相當有名的梨園子弟。 

182.匹夫之勇 

□釋：形容人有勇無謀。 

□例：臨事要戒慎小心，不是光憑匹夫之勇就能解決問題的。 

183.嘔心瀝血 

□釋：比喻費盡心思，用盡心血。 

□例：這部小說是他的嘔心瀝血之作，也是他所有作品中最好的。 

184.草菅人命 

□釋：比喻輕視人命，任意加以殘害。貶義。 

□例：這家醫院為增加收入，隨意給病人開刀，真是草菅人命。 

185.同舟共濟 

□釋：比喻同心協力，戰勝困難。 

□例：我們就像同舟共濟的兄弟，有福共享，有難同當。 

186.瞠目結舌 

□釋：形容吃驚、受窘的樣子。 

□例：小明上課不專心，老師突然的提問，讓他一時瞠目結舌，答不上來。 

187.燃眉之急 

□釋：形容事態嚴重，情況危急。 

□例：在這樣燃眉之急的時刻，你還有心思開玩笑、捉弄人，真令我氣憤！ 

188.迎刃而解 

□釋：比喻事情很容易解決。 

□例：他真是個萬事通，有任何問題，問他就可以迎刃而解。 

189.錙銖必較 

□釋：形容對很小的事或小錢十分計較。 

□例：她這種錙銖必較的個性，得罪不少親朋好友。 

190.談笑風生 

□釋：談笑之際興致高昂，言辭風趣。 

□例：只要一通電話，即使相隔千里的人，也可以談笑風生。 

191.妄自菲(ㄈㄟˇ)薄 

□釋：隨意看輕自己，不知自重。 

□例：天生我才必有用，不宜妄自菲薄！ 

192.古道熱腸 

□釋：形容待人仁厚、熱心。 

□例：老王向來古道熱腸，待人誠懇又熱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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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病入膏肓 

□釋：1.指人病重，無藥可救。2.比喻人、事已到無可挽回的程度。 

□例：1.就算他已病入膏肓了，卻仍然念念不忘要找尋失散多年的妻兒。 

    2.雖然大家都認為他已經病入膏肓，王老師卻仍苦口婆心的規勸，希望他浪子回頭。 

194.野人獻曝 

□釋：比喻平凡人所貢獻的平凡事物。用在「見識淺陋」、「貢獻微薄」的表述上。 

□例：希望藉著我的野人獻曝，能夠提供各位一點兒參考。 

195.三人成虎 

□釋：比喻謠言再三重複，亦能使人信以為真。 

□例：尚未知道整個事件的來龍去脈又怎能草率下判斷？所謂三人成虎，我認為還是得先查明真 

    相才行。 

196.循循善誘 

□釋：形容善於循序漸進地誘導別人。 

□例：幼稚園學童最需要一位循循善誘的老師，來啟發他們的心智。 

197.義憤填膺 

□釋：指胸中充滿因正義而激起的憤怒。 

□例：聽說對方背信忘義，大家無不感到義憤填膺。 

198.進退維谷 

□釋：形容前進後退都無路可走的處境。 

□例：前有斷崖，後有追兵，我軍陷入了進退維谷的境地。 

199.買櫝還珠 

□釋：比喻捨本逐末，取捨失當。 

□例：讀古典詩，不顧內容，只注意平仄格律，與買櫝還珠何異？ 

200.門可羅雀 

□釋：泛指一般來客稀少、門庭冷清的景況 

□例：他在任時，門庭若市；卸任後，門可羅雀，真是冷暖人間。 

202.中流砥柱 

□釋：比喻獨立不撓、能擔當重任支撐大局的人。 

□例：在動盪不安的社會,身為中流砥柱的知識份子應肩負起安邦定國的責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