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嗇色園主辦可銘學校 

中文科  我的字詞庫 

四年級   下學期 

 

 

 

 

 

 

 

 

班別：    4(   )     

姓名：               

學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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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語補充站      

容易混淆的字詞(一) 

 

1. 侍：侍從  服侍  侍候   

待：等待  對待  招待  迫不及待 

 

2. 藍：藍色  蔚藍    青出於藍 

   籃：籃球  籃球場  菜籃  竹籃 

 

3. 惱：苦惱  煩惱  惱怒  惱羞成怒 

   腦：頭腦  腦袋  腦筋  電腦 

 

4. 坐：坐下 坐車 坐北向南 坐鎮 

座：座位 座談會  星座  高朋滿座 

 



3  

新詩補充站       

《春天的腳印》   謝武彰 
 
燕子在天空歌唱 
春天就快到了 

 
雨把天空洗了又洗 
雲又把天空擦得亮晶晶 
讓孩子們放風箏 
草，鋪好了軟軟的地毯 
讓孩子們打滾兒 

 
春天一走過 
風軟軟的 
春天一走過 
楊柳綠了 

 
春天一走過 

大地上的花朵是 
她美麗的腳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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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語補充站       

容易混淆的字詞(二) 

 

1. 准： 准許  批准  准考證   

準： 準備  標準  水準  準時  準確  

 

2. 住： 居住  衣食住行  住址  

往： 來往  往返  往年  往日  往時  

 

3. 薄： 薄弱  單薄  薄餅  薄命  薄紙 

   簿： 書簿費   練習簿  日記簿   

 

4. 博： 博士  博學  賭博  博物館 

搏： 搏鬥  搏擊  拼搏  脈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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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語補充站       

 

 

複習名量詞 

 

一筆巨款   一線曙光   一抹紅霞 

兩枚貝殼   兩朵菊花   兩把扇子 

三根旗杆   三根繩子   三個電池 

四盞燈     四把椅子   四張被子 

五塊石頭   五尊佛像   五顆螺絲釘 

六把香蕉   六串葡萄   六個足球 

七頂帽子   七雙襪子   七副眼鏡 

八隻雞     八頭牛     八匹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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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語補充站      
  

彩色的成語 

赤膽忠心   燈紅酒綠   萬紫千紅 

烏煙瘴氣   青梅竹馬   平步青雲 

近朱者赤   青出於藍   信口雌黃 

飛黃騰達   明日黃花   青紅皂白 

白頭偕老   青黃不接   白手起家 

面紅耳熱   黑箱作業   黑白分明 

月白風清   橙黃橘綠   青史留名 

紅男綠女   火樹銀花   白紙黑字 

 

同學登入網站「成語學堂」，按「有趣成語一覽表」，

便可以認識更多有趣的成語。 

網址：

http://www.chiculture.net/0610/html/0610schoo

l/0610school_c0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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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語補充站       

 

 

 

 

 

 

 

 

 

 

 

 

 

成語中的比喻 

 

人生如（夢）      應對如（流） 

  嫉惡如（仇）   虛懷若（谷） 

 門庭若（市）   情深似（海） 

 料事如（神）   視死如（歸） 

 如（雷）貫耳   守口如（瓶） 

 口若（懸河）   艷如（桃李） 

 呆若（木雞）   易如（反掌） 

 勢如（破竹）   危如（累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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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語補充站      

同字異音的詞語(一) 

 

 1. 生長  長大  成長  校長  家長 

    長短  擅長  長遠  長處  長度 

  

2. 調味  調節  烹調  調劑  失調 

    強調  聲調  調查  調動  調職 

 

3. 種子  變種  播種  種族  絕種 

    種植  耕種  種花  種瓜得瓜 

  

4.  興建  振興  生意興隆  興旺   

高興  興趣  興高采烈  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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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語補充站      

初步認識粵語九聲字—有趣的四字同調 

 

(一) 春天花開 登高思親 秋風淒清 

鮮花芬芳  心中悲哀  東方之珠 

高聲歡呼  西風輕吹  相當輕鬆 

(二) 港島好景  井水可飲  斗膽小子 

少許感想  水手飲酒  趕走小鼠 

鬼影掩映 

(三) 興趣怪誕  放棄戰鬥  唱個痛快 

個性愛笑  控制世界  富貴快意 

要到處去 

資料取材自何文匯(1987)：《粵音平仄入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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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語補充站       

 

 

初步認識粵語九聲字—有趣的四字同調 

(四) 和平繁榮 閒來無聊 斜陽微紅 

儀容平凡  容顏慈祥  郵輪停航 

良朋難求  平平無奇  人如其名 

(五) 每晚有雨  野馬勇猛  婦女有禮 

     我會奮勇  那裏有你  惹上螞蟻 

永遠美滿 

(六) 大路漫步  味道甚妙  萬事順利 

夜靜未睡  重大任務  做事慎重 

亂下命令 

資料取材自何文匯(1987)：《粵音平仄入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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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語補充站      

初步認識粵語九聲字—有趣的四字同調 

 

(七) 屋北漆黑 積德得福  叔叔哭泣 

得失不一  筆筆出色  不必急速 

 

(八) 設法節約  百尺鐵塔  劫殺作惡 

作客法國  確切作客  伯爵削腳 

 

(九) 六月六日  毒藥勿服  陸續入學   

日日寂寞  月白若玉   昨日月蝕 

 

資料取材自何文匯(1987)《粵音平仄入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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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詩補充站       

《初春小雨》     唐‧韓愈 

天街小雨潤如酥， 

草色遙看近卻無。 

最是一年春好處， 

絕勝煙柳滿皇都。 

1. 天街：京城的街道。 

2. 酥：酥油，這裏形容春雨的細密濕潤。 

3. 看：音「刊」。 

4. 好處：最好的季節。 

5. 絕勝：遠遠超過。 

6. 皇都：即京城長安 

     這首詩歌詠早春，詩人運用了敏銳細

緻的觀察力，以清淡的筆觸描寫大自然之

美，把早春的特質生動地呈現出來。詩中

的「草色遙看近卻無」被譽為絕妙佳句。

有人認為千古以來寫草色，沒有比這句更

好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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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語補充站       

同字異音的詞語(二) 

 

 1. 快樂  歡樂  樂趣  樂觀  享樂 

    音樂  樂隊  樂曲  樂器  交響樂   

  

2. 相反  相對  相似  相處  相傳 

    相貌  變相  相片  首相  扮相 

 

3. 行人  舉行  流行  旅行  發行 

    銀行  行列  行家  外行  行情 

   

4. 好感  好像  良好  美好  和好 

愛好  好奇  好客  好勝  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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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欣喜 
常用詞語： 

驚喜 欣慰 喜悅 愉快 痛快 

歡樂 狂喜 欣喜 喜洋洋 樂融融 

樂悠悠 甜蜜蜜 甜滋滋 快樂無比 眉開眼笑 

怡然自得 破涕為笑 喜氣洋洋 笑容滿面 笑逐顏開 

笑容可掬 喜形於色 興致勃勃 大喜過望  

 

驚懼 
常用詞語： 

打顫 發抖  驚呆  驚駭  發毛  

發慌 無懼色  受驚了  視為畏途  談虎色變  

聞風喪膽 戰戰兢兢 惶惶不安 風聲鶴唳 坐卧不安 

驚悸不安 魂飛魄散 六神無主 不知所措 惶恐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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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念 

常用詞語： 

 

憎惡 

常用詞語： 

 

 

 

 

冥想 眷念 緬懷 憧憬 

朝思暮想 睹物思人 凝思默想 記憶猶新 

憶苦思甜 思緒紛繁 思緒萬千  望眼欲穿 

撫今追昔 望穿秋水  一往情深 夢寐以求 

牽腸掛肚 飲水思源 情深似海  追憶 

神往 難以忘懷 思緒起伏  惦記 

嫌棄 可恨 膩煩  恨死你 氣不過 

千萬別 氣難消 面有慍色 厭世惡俗 冤家路窄 

令人噁心 含恨而死 深惡痛絕 忍氣吞聲 憤世嫉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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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愁 
 

常用詞語： 

 

 

 

憤怒 

常用詞語 

 

 
 

 

 

 

 

 

 

悲戚 悲鬱 悲鳴  苦澀  慟哭  

無表情  黑了瞼  愁斷腸  痛徹肺腑  心如刀絞 

心煩意亂  哀聲衝天  泣不成聲  憂愁不安  茶飯不思  

借酒澆愁  傷心落淚  以淚洗面     

怒容 憤懣 動怒 氣惱 深惡痛絕 

瞪眼睛 眼噴火 恨死人 怒髮衝冠 氣憤難平 

義憤填膺 強壓怒火 憤然而去 懷恨在心 切齒痛恨 

暴跳如雷 大發雷霆 惱羞成怒 滿腔怒火 怒氣填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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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愧疚 

常用詞語：  

悔改  悔悟 悔恨交加 

面有愧色  羞愧難言  悔不當初  

自慚形穢  心虛理虧 愧色  

言無情  追悔莫及   

 

渴望 

常用詞語： 

巴望 厚望 企盼 企圖 神往 

希冀  閃念 魂繞夢牽 急不可待  滿懷希望 

念念不忘 神馳魂迷  望子成龍 心急如焚 殷切希望 

孜孜以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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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頸動作 

常用詞語： 

仰頭 俯首 歪頸 東張西望 低頭沉吟 

埋頭幹活 垂頭喪氣 頻頻點頭 交頭接耳 探頭探腦 

搖頭晃腦 仰天長嘆 偏頭伸頸 伸長脖子 縮着脖子 

扯長頸子     

 

手臂動作 

常用詞語： 

掏  捺  摟 捆  敲 

牽 掀 捶 搓  攤手 

擊掌 抱拳 合十 振臂 握手言歡 

反剪雙手 手不釋卷  手舞足蹈  手忙腳亂 舉手投足 

指手畫腳 束手就擒 束手無策 攝手攝腳 縮手縮腳 

摩拳擦掌 抓耳撓思 搔首弄姿 拂袖而去 打拱作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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腰身動作 
常用詞語︰ 

躬身  弓背 蜷曲 鞠躬 屈身 

蹲下 挺直腰板  輾轉反側 扭動腰肢 彎腰曲背 

正襟危坐  鞠躬行禮 騰身倒立 直體空翻  

 

腿腳動作 
常用詞語︰ 

闊步 涉水 碎步 撥腳 疾步 

蹓躂 踉蹌 徘徊 頓足 徐行 

跺腳 跨步 兩腳一蹬 步履蹣跚 蝸行牛步 

撥腿就跑 逃之夭夭 裹足不前 躊躇不前 大搖大擺 

跋山涉水 踱來踱去 一個箭步 飛簷走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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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膚 
常用詞語： 

白淨  白晢 柔嫩 細嫩 嬌嫩 

通紅 紅潤 乾裂 乾燥 隆起 

青紫 黝黑 細膩 皺巴巴 奶白色 

古銅色 光滑 白裡透紅 油光閃亮 又黑又皺 

 

神情 
常用詞語： 

慌亂 歡樂 激動 發呆 悲哀 

內疚  失望  欣喜 得意 安祥  

坦然 失落 焦急 怒氣沖沖  沮喪 

愁眉緊鎖 沒精打采 神采奕奕  害羞 洋洋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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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型 
常用詞語： 

虛弱 豐腴 魁梧 臃腫 彎腰     輕盈苗條  

大塊頭 窈窕 瘦巴巴 腰板硬朗 腰弓背駝 身體修長  

虎背熊腰 身材魁梧  身體頎長 骨瘦如柴 肩寬體健  

手的動作 
常用詞語 

 

拿 捉 拎 捏 握 

撿 揀 擒 抬 抄 

拖 拉 斬 彈 雕 

提 舉 掐 摳 拔 

擰 撬 掏 折 拾 

摘 擦 抹 拂 拭 

撒 插 播 推 擋 

打 揍 按 掀 撩 

捶 抱 摟 扶 攙 

攬 劈 掛 畫 摸 

搔 搓 抓 寫 投 

拋 摔 拍 抽 撥 

指 扯 拆 撕 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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腳的動作 
常用詞語 

走 行 跑 跳 奔 

逃 遁 溜 追 趕 

跨 踏 蹬 踩 邁 

進 退 漫步 邁步 快步 

踏步 散步 蹣跚 拔腿飛奔 步履如飛 

携手同行 昂首闊步 健步如飛 蹦蹦跳跳 大搖大擺 

躡手躡腳 跋山涉水 憤然而去 飄然而去 落荒而逃 

 

嘴的動作 
常用詞語 

吃 喝 咽 吸 咬 

啃 吞 吵 吐 叫 

喊 嚷 唱 呼 喚 

鳴 嚎 吻 吟 讀 

飲 吹 咀嚼 品嚐 狼吞虎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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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動作 
常用詞語 

趴 蹲 坐 站 立 

躺 臥 仰臥 俯臥 彎腰 

挺身 俯身 鞠躬 晃動 哆嗦 

昂首闊步 正襟危坐 坐立不安 前俯後仰 身體後傾 

盤膝而坐 左搖右擺 半躺半坐   

 

體態 
常用詞語 

魁梧 強壯 修長 苗條 壯實 

高挑 輕盈 矯健 窈窕 肥胖 

瘦弱 胖乎乎 嬌小 膀圓腰粗 虎背熊腰 

弱不禁風 骨瘦如柴 瘦骨嶙峋 亭亭玉立 中等身材 

腰板挺直 健美 玲瓏苗條 均稱豐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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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態 
常用詞語 

端莊 安祥 文雅 鎮定 誠懇 

瀟灑 害羞 大方 堅毅 威嚴 

嚴肅 冷酷 沮喪 發呆 躊躇 

傲慢 疲憊 詫異 驚訝 尷尬 

容光煥發 神采奕奕 生氣勃勃 精神煥發 精神抖擻 

精力充沛 威風凜凜 溫文爾雅 文質彬彬 熱情奔放 

和藹可親 神態自若 從容不迫 泰然自若 滿不在乎 

面紅耳赤 無精打采 悶悶不樂 垂頭喪氣 心不在焉 

神不守舍 恍恍惚惚 老態龍鐘 氣喘吁吁 目瞪口呆 

笨頭笨腦 趾高氣揚 傲慢無禮 旁若無人 鬼鬼祟祟 

手足無措 漫不經心 惘然若失 盛氣凌人 裝腔作勢 

和顏悅色 悠然自得 鬱鬱寡歡 油腔滑調  

 
 

 



25  

看 
 

常用詞語 

 

 
 

 

 

 

 

 

看 瞧 瞅 視 望 

眺 遙望 展望 期望 仰望 

瞻望 鳥瞰 俯瞰 俯視 張望 

回顧 注視 瞪 瞥 仇視 

蔑視 怒視 鄙視 瀏覽 觀察 

檢查 打量 凝望 監視 觀看 

巡視 飽覽 拜會 接見 召見 

目不轉睛 凝神注視 左顧右盼 東張西望 走馬看花 

刮目相看 盡收眼底 虎視眈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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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常用詞語 

說 談 讀 念 言 

喃喃 追問 反問 答應 閒聊 

謊話 謊言 謠言 流言 吹噓 

詢問 七嘴八舌 自言自語 嘮嘮叨叨 異口同聲 

信口開河 出口成章 對答如流 言之有理 娓娓道來 

侃侃而談 滔滔不絕 吞吞吐吐 結結巴巴 喋喋不休 

故弄玄虛 大吹大擂 大言不慚 粗聲大雋 慢條斯理 

高談闊論 促膝談心 聲如洪鐘 繪聲繪影 刨根問底 

怨聲載道 無言以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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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 
常用詞語 

微笑 大笑 歡笑 嬉笑 狂笑 

痴笑 傻笑 呆笑 苦笑 假笑 

陰笑 獰笑 奸笑 嘲笑 冷笑 

譏笑 恥笑 訕笑 笑咪咪 笑嘻嘻 

笑盈盈 笑呵呵 笑哈哈 點頭微笑 咧嘴大笑 

開懷大笑 捧腹大笑 哄堂大笑 嫣然一笑 破涕為笑 

眉開眼笑 笑容可掬 笑裡藏刀 笑不攏嘴  

 
 

 

 

 

 



28  

想 
常用詞語 

猜想 臆測 推想 設想 回想 

空想 妄想 狂想 夢想 假想 

聯想 遐想 思念 思想 思維 

思考 思索 思量 沉思 考慮 

揣摩 想念 掛念 懷念 惦念 

牽掛 回憶 記憶 牽腸掛肚 心潮起伏 

思潮澎湃 思前想後 心血來潮 絞盡腦汁 三思而行 

挖空心思 異想天開 想入非非 胡思亂想 不假思索 

苦苦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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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貌 
常用詞語 

俊俏 俏麗 秀氣 威武 慈祥 

兇惡 蒼老 紅潤 蒼白 白晢 

蠟黃 鐵青 消瘦 憔悴 黝黑 

瓜子臉 四方臉 五官端正 臉頰豐滿 布滿皺紋 

圓溜溜 水汪汪 明眸皓齒 唇紅齒白 肥頭大耳 

厚嘴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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憂愁 
常用詞語 

憂愁 憂慮 憂傷 愁悶 愁苦 

焦慮 疑慮 心事重重 心慌意亂 心神不定 

心急如焚 憂心忡忡 愁眉不展 滿面愁容 滿腹疑慮 

坐立不安     

 

憤怒 
常用詞語 

發怒 惱怒 憤慨 憤恨 憎恨 

悔恨 怨恨 痛恨 仇恨 惱羞成怒 

怒髮衝冠 怒氣衝天 勃然大怒 大發雷霆 憤慨不平 

令人髮指 咬牙切齒 暴跳如雷 拂袖而去 怒目圓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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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興 
常用詞語 

喜悅 歡樂 快慰 痛快 暢快 

欣喜 喜洋洋 喜滋滋 樂融融 喜形於色 

眉飛色舞 眉開眼笑 喜出望外 喜氣洋洋 歡天喜地 

欣喜若狂 興致勃勃 興趣盎然 手舞足蹈 心曠神怡 

心花怒放 洋洋得意 喜上眉梢 雀躍歡呼  

 

焦急 
常用詞語 

焦慮 焦躁 急躁 急切 急迫 

焦躁不安 手足無措 一籌莫展 愁眉鎖眼 心急如焚 

六神無主 愁眉苦臉 急得團團轉 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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驚恐 
常用詞語 

驚慌 驚駭 驚詫 驚惶 畏懼 

恐慌 顫抖 驚魂未定 戰戰兢兢 膽戰心驚 

驚弓之鳥 驚慌失措 手足無措 惶恐不安 提心弔膽 

不寒而慄 魂不附體 毛骨悚然 魂飛天外 畏首畏尾 

如坐針氈 心有餘悸 令人震驚 惶惶不可終日  

 

服飾 
常用詞語 

樸素 時髦 講究 珠光寶氣 穿載整齊 

衣著入時 衣衫不整 衣衫襤褸 不修邊幅 奇裝異服 

花枝招展 西裝筆挺 骯髒 破破爛爛 雍容華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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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尚的道德品德 
常用詞語 

誠實 誠懇 純真 樸實 虛心 

坦率 坦誠 高尚 正直 爽直 

謙遜 謙讓 謙虛 勤奮 勤儉 

勤懇 勇敢 善良 實事求是 腳踏實地 

言行一致 埋頭苦幹 忠心耿耿 正大光明 光明磊落 

堅韌不拔 德才兼備 德高望重 捨己救人 大公無私 

任勞任怨 精益求精 發憤圖強 鞠躬盡瘁 秉公辦事 

鐵面無私 助人為樂 見義勇為 奮不顧身 大義凜然 

智勇雙全 勇往直前 身體力行 寧死不屈 百折不撓 

機智勇敢 刻苦耐勞 廉潔奉公 艱苦樸素 艱苦奮鬥 

一絲不苟 寬宏大量 足智多謀 不驕不躁 自強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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醜惡的思想行為 
常用詞語 

卑劣 卑鄙 虛偽 奸險 奸詐 

狡猾 兇殘 狼毒 殘暴 陰險 

蠻橫 驕橫 專橫 野蠻 自私 

貪婪 貪心 吝嗇 目空一切 目中無人 

自吹自擂 好逸待勞 游手好閒 卑鄙無恥 造謠生事 

胡作非為 為非作歹 窮兇極惡 膽大妄為 橫行霸道 

野心勃勃 蠻橫無理 居心叵測 厚顏無恥 見利忘義 

忘恩負義 趨炎附勢 損人利己 貪得無厭 唯利是圖 

假公濟私 貪贓枉法 口蜜腹劍 陽奉陰違 老奸巨滑 

詭計多端 蛇蠍心腸 喪心病狂 傷天害理 謀財害命 

助紂為虐 罪惡累累 十惡不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