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不」小心 

 

普通話「一」、「不」的變調規律與有關成語 

 

「一」 的變調 

 

本調 聲調 情況 舉例 拼音 

單獨存在 一 y: 
序數 第一 dV y: 

初一 ch; y: 

y: 第一聲 

在詞句末尾 

統一 t]ng y: 
變調 聲調 情況 舉例 拼音 

一面 y? mi3n 
一切 y? qi7 
一葉知秋 y? y7 zh: qi; 

y? 第二聲 在第四聲字前面 

一目十行 y? m/ sh? h1ng 
一般 yV b`n 
一時 yV sh? 
一枕黃粱 yV zh6n hu1ngli1ng 

yV 第四聲 在第一、二、三聲字前 

一無所有 yV w, su] y]u 
說一說 shu= yi shu= 
學一學 xu5 yi xu5 
找一找 zh2o yi zh2o 

yi 輕聲 夾在疊聲動詞之間 

看一看 k3n yi k3n 
 

「不」的變調 

 

本調 聲調 情況 舉例 拼音 

單獨存在 不 b/ 
在詞句末尾 可以說「不」 k6 yv shu= “b/” 

不甘 b/ g`n 
不行 b/ x?ng 

b/ 第四聲 

在第一、二、三聲字前 

不好 b/ h2o 
變調 聲調 情況 舉例 拼音 

不對 b, duV 
不利 b, lV 
不置可否 b, zhV k6 f]u 

b, 第二聲 在第四聲字前 

不務正業 b, w/ zh7ng y7 
行不行 x?ng bu x/ng 
對不起 duV bu qv 
說不完 shu= bu w1n 

bu 輕聲 夾在詞語之間 

走不動 z]u bu d\ng 
 

 



 

「一」「不」成語大全 

 

一 y: 
變調 

一聲前讀 yV 二聲前讀 yV 三聲前讀 yV 四聲前讀 y? 

一鞍一馬 一塵不染 一板三眼 一敗塗地 

一般見識 sh? 一成不變 一本萬利 一瓣 b3n 心香 

一波三折 zh5 一籌 ch[u 莫展 一筆勾 g=u 消 一臂 bV 之力 

一波未平 一佛出世 一表人才 一碧 bV 萬頃 qvng 
一波又起 一國三公 一草（一木） （一草）一木 

一帆風順 一決雌 c?雄 一場春夢 m7ng 一唱三嘆 

一夫當關 一蹶 ju5 不振 一股腦兒 n2or 一唱一和 h7 

一乾二淨 一來二去 一鼓作 zu\氣 一觸 ch/即發 

一呼 h;百諾 nu\ 一勞 l1o 永逸 yV 一哄 h]ng 而散 一蹴 c/而就 

一揮 hu:而就 一鱗 l?n 半爪 zh2o 一己之私 一代風流 

一家之言 一毛不拔 一舉兩得 一髮 f3 千鈞 j;n 
一拍即合 一鳴驚人 一舉一動 一傅 f/眾咻 xi; 

一腔 qi`ng 熱血 一模 m,（一樣） 一口咬定 一概 g3i 而論 

一丘 qi;之貉 h5 一男半女 一覽無餘 一技之長 

一身是膽 一年半載 z2i 一了百了 一見傾心 

一絲不苟 g]u 一年（一度） 一馬當先 一見如故 

一絲不掛 一盤 p1n 散沙 一掃 s2o 而空 一箭雙 shu`ng 雕 

一絲（一毫） 一貧 p?n 如洗 一手遮 zh4 天 一箭之地 

一塌 t`糊塗 一顰 p?n（一笑） 一水之隔 g5 一刻 k7 千金 

一息尚存 一仍 r5ng 舊貫 一網 w2ng 打盡 一落千丈 

一相情願 一時無兩 一往情深 sh4n 一脈 m3i 相承 

一心兩用 一潭死水 一五（一十） 一面之詞 

一心（一意） 一團和氣 一以貫之 一面之交 

一衣帶水 （一絲）一毫 一語道破 一命嗚 w;呼 h; 
一張（一弛 ch?） 一無是處  （一模）一樣 

一朝一夕 x: 一無所有  一目了然 r2n 
一針見血 xu7 一無所知  （一年）一度 

一知半解 （一五）一十  一念之差 

 一言不合  一諾 nu\千金 

 一言九鼎  一片冰心 

 一言難盡  （一顰）一笑 

 一言為定  一曝 p/十寒 

 一言一行  一氣呵 h4 成 

 （一張）一弛 ch?  一竅 qi3o 不通 

   一去不返 

   一日千里 

   一日三秋 

   一事無成 

   一視同仁 

   一瞬 sh/n 千里 

   一望無際 

   一笑置之 

   一瀉 xi7 千里 

   （一心）一意 

   一葉知秋 

   一意孤行 

   一應俱 j/全 



   一擲 zhV 千金 

   一字褒 b`o 貶 bi2n 
   一字千金 

   一字一淚 l7i 
   一字之師 

 



 

不 b/ 

本調 變調 

一聲前讀 b/ 二聲前讀 b/ 三聲前讀 b/ 四聲前讀 b, 

不安於室 shV 不白之冤 yu`n 不恥 chv 下問 不動聲色 

不分彼 bv 此 不成氣候 不揣 chu2i 冒昧 m7i 不廢江河 

不分皂 z3o 白 不成體統 不打自招 （不乾）不淨 

不乾（不淨） 不辭勞苦 不敢苟 g]u 同 不共戴天 

不甘雌 c?伏 不得人心 不苟言笑 不過爾爾 6r 
不甘寂 jV 寞 不得要領 不假思索 su] 不計其數 

不攻自破 不服水土 不可多得 不見經傳 zhu3n 

不關痛癢 不寒而慄 lV 不可方物 不見天日 

不歡而散 不合時宜 不可告人 不近人情 

不拘 j;小節 不即不離 不可理喻 y/ 不進則退 

不堪 k`n 回首 不勞而獲 hu\ 不可名狀 不脛 jVng 而走 

不堪入耳 不倫（不類 l7i） 不可磨滅 不亢 k3ng（不卑） 

不堪入目 不毛之地 不可偏廢 不露 l\u 聲色 

不堪設想 不明不白 不可企 qv 及 （不倫）不類 l7i 
（不亢 k3ng）不卑 不謀而合 不可勝 sh7ng 數 （不三）不四 

不期而遇 不求甚解 不可思議 不勝枚 m5i 舉 

不屈 q;不撓 n1o 不求聞達 不可言傳 chu1n 不速 s/之客 

不三（不四） 不容置疑 不可一世 不厭其煩 

不修邊幅 f, 不時之需 不可終日 不義之財 

不虛此行 不識大體 不了了之 不亦樂乎 

不一 y:而足 不識時務 不以為意 不在話下 

不約而同 不識抬舉 不遠千里 不置可否 f]u 

不知不覺 不同凡響  不自量 li3ng 力 

不知好歹 d2i 不言而喻   

不知所措 cu\ 不言之教   

不知所云 不遺 y?餘力   

不知所終 不由自主   

 不虞 y,之譽   

 不值一哂 sh6n   

 不足掛齒   

 不足為法   

 不足為奇   

 不足為訓 x/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