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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小玲提供了很好的

建議，可對於學校面對

的困難，仍然只是杯水

車新，無法改善。

你沒有先努力

訓練提高球技，卻只關

心球鞋是否名牌，真是

本末到置。

她倆一同考進舞蹈

團，在舞藝發展的路

上一直并駕齊驅。

你明明答應了和我一起好好練習，

現在卻偷懶，出爾返爾，我再也

不相信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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杯水車新 - 杯水車薪  同音誤用   義近誤用

新：�斤部，剛出現的（新品種），最近、剛才（新聞），剛
開始的（新年）。

薪：艸部，柴草，工資（薪水）。
杯水車薪：比喻力量太小，解決不了問題。

本末到置 - 本末倒置  同音誤用   義近誤用

到：�刀部，到達（到期），去、往，表示動作有結果（拿到）。
倒：�人部，橫躺下來（臥倒），失敗（倒閉），上下、前後、
主次等位置反了（倒數）。

本末倒置：比喻把主次、輕重的位置弄反了。

并駕齊軀 - 並駕齊驅  義近誤用

並：一部，相挨着（並排），表示進一層、而且，也用在否定
詞前面加強否定語氣（並非）。「并」是「並」的簡化字。

並駕齊驅：並排套着的幾匹馬一齊快跑。比喻彼此的力量
和才能不相上下。

出爾返爾 - 出爾反爾  同音誤用

返：辵部，回、回來（返回）。
反：�又部，顛倒、相背的（反面），不同意、對抗（反對），
翻轉（反問）。

出爾反爾：指人的言行反覆無常，前後自相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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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媽媽高超的

廚藝水平，應

付我和姐姐的

旅行午餐實在

是卓卓有餘。

這些粗製爛造的假冒商

品，最終都會在市場上

消失。

你再怎麼打扮也不會

像她那樣美，就別再

東施效頻了。

因為性格和愛好完全

不同，哥哥和從小一

起長大的朋友最後還

是分道揚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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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卓有餘 - 綽綽有餘  同音誤用

卓：十部，高超不平凡（卓越），也是一個姓氏。
綽：糹部，寬裕、富裕（闊綽）。
綽綽有餘：形容非常寬裕，富裕。綽綽：寬裕的樣子。

粗製爛造 - 粗製濫造  同音誤用

爛：�火部，腐壞（破爛），頭緒紛亂（爛攤子），光亮（燦爛）。
濫：�水部，水漫出來（氾濫），過度、沒有節制（濫用）。
粗製濫造：指寫文章或做事情、東西馬虎草率，只求數
量，不顧質量。

東施效頻 - 東施效顰  同音誤用

頻：頁部，連續多次。
顰：頁部，皺着眉頭，形容憂愁。
東施效顰：原指東施模仿西施皺眉頭，效是指「仿效」。意
指仿效他人，但效果差劣，不堪入目。

分道揚標 - 分道揚鑣  同音誤用

標：�木部，記號、識別符號（標記），表明、寫明（標題），
一定的標準、規格（標準）。

鑣：金部，用來勒住馬口的器具。
分道揚鑣：比喻目標不同，各走各的路或各幹各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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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過幾場敗仗後，

士兵們現在已經風

聲鶴淚，一聽到槍

聲就想逃跑。

出獄之後，他已

經改斜歸正，老

老實實地

做人。

他們在比賽最後一刻

才被對手反超一分，

功虧一匱，沒能保住

冠軍的寶座。

天氣

太熱了，

弟弟沒跑幾步，

就已經汗留浹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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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聲鶴淚 - 風聲鶴唳  形近誤用

淚：水部，眼淚，像眼淚一樣的東西。
唳：口部，鶴的叫聲。
風聲鶴唳：形容驚慌失措，或自己驚擾自己。

改斜歸正 - 改邪歸正  同音誤用

斜：斗部，不正、不直，歪（傾斜）。
邪：邑部，不正當的思想或行為（邪門歪道）。
改邪歸正：從邪路上回到正路上來，不再做壞事。

功虧一匱 - 功虧一簣  同音誤用

匱：匚部，缺乏（匱乏）。
簣：竹部，盛土的筐子。
功虧一簣：堆一座高山，還差最後一筐土沒能完成。比喻
做事情只差最後一點沒完成。

汗留浹背 - 汗流浹背  同音誤用

留：�田部，停在一個地方不離開（留學），保存（保留），
把注意力放在某一個方面（留心）。

流：�水部，流淌，像水一樣流動的東西（人流），指水道
（河流），傳播開去（流傳）。

汗流�浹背：形容非常害怕或恐懼。也形容出汗很多，把背
上的衣服都濕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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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水過後，這個美麗的

小村莊變得滿目創痍，

到處是殘破的房屋。

一直在學校裏

名列前矛的他，

怎麼也接受

不了未能升

讀第一志願中

學的事實。

這隻小黃鴨因

可愛和體積大

而名躁一時，

各地的遊客

都趕來

觀賞。

經歷過沙士疫情的驚濤

核浪，人們積累了豐富

的對抗傳染病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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驚濤核浪 - 驚濤駭浪  形近誤用

核：木部，果實中心包含種子的堅硬部分，仔細對照、考
察（核對），也泛指中心部分（核心）。

駭：馬部，害怕、吃驚（驚駭）。
驚濤駭浪：洶湧嚇人的浪濤。比喻險惡的環境或激烈的鬥爭。

滿目創痍 - 滿目瘡痍  形近誤用

創：刀部，傷、外傷（創傷），開始、第一次做（創立）。
瘡：疒部，皮肉腫爛的病（凍瘡），外傷。
滿目瘡痍：瘡痍，創傷。形容受到嚴重破壞的景況。

名列前矛 - 名列前茅  同音誤用   形近誤用

矛：矛部，指古代的兵器，有長柄，一端裝有金屬的槍
頭，用來刺敵人。

茅：艸部，一種草，可用來造紙，根可以做藥材。
名列前茅：指名次排列在前面，形容成績優異。

名躁一時 - 名噪一時  同音誤用   形近誤用

躁：足部，性急、不冷靜（急躁）。
噪：口部，蟲、鳥亂叫，也指人亂喊亂叫、聲音嘈雜（噪聲）。
名噪一時：指在一段時間內名聲很大，受到人們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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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門停業的消息不

斷傳來，弄得整個

街市人心慌慌。

我們又跳又叫，聲嘶力揭

地提醒在海中游泳的人，

巨浪正向他們撲去。

明哥是南華

的忠實球迷，無論每

季成績有多差，他還

是死心蹋地地支持自

己的球隊。

漁村

喧鬧嘈雜

的日子只是壇花

一現，隨着遊客減

少，漁村又回復從前

安靜的模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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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心慌慌 - 人心惶惶  義近誤用

慌：心部，心神不安、動作忙亂（驚慌）。
惶：心部，恐懼、驚慌不安（惶恐）。
人心惶惶：形容眾人惶恐不安。

聲嘶力揭 - 聲嘶力竭  同音誤用   形近誤用

揭：手部，掀開（揭開），使東西顯露出來（揭發）。
竭：立部，盡、用完（竭力）。
聲嘶力竭：嗓子喊啞了，氣力用盡。形容竭力呼喊。

死心蹋地 - 死心塌地  同音誤用   形近誤用

蹋：足部，踩（糟蹋），踢。
塌：土部，豎立起來的東西倒下、下陷（倒塌）。
死心塌地：常用來形容打定了主意，決不改變。

壇花一現 - 曇花一現  同音誤用

壇：土部，古代用來舉行儀式的土築起的高台，也指職
業、工作相同的成員的總體（歌壇）。

曇：日部，曇花，是一種常在夜間開放的花，淡黃色，開
花的時間很短。

曇花一現：比喻美好的事物或景象只出現了一下，很快就
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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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遊戲機和配件都好

好的，現在我把它們還

給你，原璧歸趙啦！

有些人把好好的一個

公園弄得烏煙障氣，

使大家都不再到那兒

休憩遊玩了。

遵守法律，維護公共

秩序，是每一個香港

市民意不容辭的責任。
長期養尊處憂的

生活，早就讓她

失去了獨自謀生

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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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璧歸趙 - 完璧歸趙  同音誤用

原：厂部，最初、本來的（原始），未經加工的（原料），
寬容、諒解（原諒）。

完：宀部，齊全、沒有損壞（完美），做成了（完成），盡、
沒有了（用完）。

完璧歸趙：比喻把原物完好地歸還給本人。

烏煙障氣 - 烏煙瘴氣  同音誤用

障：耳部，阻隔、遮蔽（障礙），用作遮擋、防護的東西
（保障）。

瘴：疒部，指熱帶山林中存在的濕熱的空氣，能使人生病。
烏煙瘴氣：比喻環境嘈雜，秩序混亂或社會黑暗。

意不容辭 - 義不容辭  音近誤用   義近誤用

意：心部，意思、（含意），願望（如意），主張、見解（意
見），料想（出乎意料）。

義：羊部，公正合理的道理或舉動（正義），有益公眾的
（義演），內容（意義）。

義不容辭：指道義上不允許推辭。

養尊處憂 - 養尊處優  同音誤用   形近誤用

憂：心部，發愁、擔心（憂愁），使人發愁的事。
優：人部，好的（優良），充足富裕（優厚）。
養尊處優：指有人伺候，在充足富裕的環境下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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