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級組60 中級組80 高級組100
1 一帆風順 一唱一和  集思廣益 

2 一模一樣 一曝十寒 一絲不苟 

3 一舉兩得 一舉兩得 一視同仁

4 一言為定 一視同仁 一鳴驚人

5 三思而行 三心二意 三人成虎

6 三更半夜 三思而行 三長兩短

7 下不為例 不勞而獲 不出所料

8 不知不覺 事半功倍 不聞不問

9 丟三忘四 五花八門 以身作則

10 亂七八糟 亡羊補牢 供不應求

11 事半功倍 信口開河 先睹為快

12 五颜六色 健步如飛 先見之明

13 井井有條 勤能補拙 凶多吉少

14 井底之蛙 千方百計 出人頭地

15 人山人海 半途而廢 出口成章

16 仔仔細細 和藹可親 出爾反爾

17 力大如牛 因小失大 分秒必争

18 十全十美 坐井觀天 別出心裁

19 半斤八兩 多此一舉 刮目相看

20 半途而廢 大功告成 前因後果

21 口是心非 大同小異 力不從心

22 吞吞吐吐  如魚得水 力争上游

23 呆若木雞  妙語如珠 千變萬化

24 喜氣洋洋 學有專長 半途而廢

25 四通八達 守口如瓶 取長補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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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多此一舉 尊師重道 口是心非

27 大驚小怪 對答如流 叫苦連天

28 如魚得水 小題大做 吉人天相

29 寸步難行 山明水秀 名揚四海

30 對牛談琴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喜出望外 

31 得寸進尺 得寸進尺 噓寒問暖

32 心不在焉 得意洋洋 因小失大

33 心滿意足 心不在焉 坐享其成

34 恩重如山  心安理得 大材小用

35 愚公移山 心滿意足 孜孜不倦
36 慌慌張張 心直口快 學無止境

37 手忙脚亂 志同道合  守株待兔

38 情同手足 悶悶不樂 實事求是

39 有始有終 愁眉苦臉 小題大做

40 東倒西歪 手舞足蹈 川流不息

41 歡歡喜喜 打草驚蛇 平易近人

42 清清楚楚 揠苗助長 度日如年

43 溫故知新 料事如神 弄巧成拙

44 火上加油 斤斤計較 強詞奪理

45 烏雲滿天 旁若無人 形影不離 

46 熟能生巧 日久見人心 得意忘形

47 理直氣柔 望子成龍 心口如一

48 甜言蜜语 樂觀進取 心驚肉跳

49 盡心盡力 水土不服 志同道合

50 知錯能改 求人不如求己 志在必得

51 秋高氣爽 津津有味 忠言逆耳

52 自相矛盾 溫故知新 掩耳盜鈴

53 自言自語 滿載而歸 無中生有

54 舉一反三 無憂無慮 日積月累

55 萬事如意 狼吞虎嚥 易如反掌

56 虎頭蛇尾 畫蛇添足 有口無心 



57 誠心誠意 目無尊長 朝三暮四

58 雷雨交加 盲人摸象 本性難移

59 風和日麗 知恩圖報 杯水車薪

60 馬馬虎虎 聚精會神 桃李滿天下

61 胡思亂想 欲言又止

62 胸有成竹 欲速則不達

63 自力更生 比上不足比下有餘

64 自相矛盾 比比皆是

65 捨近求遠 水洩不通

66 苦盡甘來 水落石出

67 萬事如意 洗耳恭聽

68 萬紫千紅 滴水穿石

69 落落大方 漏網之魚

70 言行一致 無精打采

71 討價還價 片面之詞

72 說一不二 物以類聚

73 走馬看花 狐假虎威

74 雪中送炭 生龍活虎

75 雷聲大雨點小 百聞不如一見

76 青出於藍 目中無人

77 面面俱到 相提並論
78 風雨無阻 石沈大海

79 飲水思源 神采奕奕 

80 馬馬虎虎 積少成多

81 穩紮穩打

82 空前絕後

83 紙上談兵

84 耳濡目染

85 聚精會神

86 自暴自棄

87 自由自在



88 花言巧語

89 苦口婆心

90 言行一致

91 迫不及待

92 追根究底

93 道聽途說

94 金玉良言

95 錦上添花

96 雞蛋裏挑骨頭

97 面面俱到

98 顧此失彼

99 飲水思源

100 鴉雀無聲

＊全美總會之比賽不包括初級組，初級組的成語部份是提共給各地區舉辦比賽或教學之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