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詞
2018/03/02(五)

strike it rich

突然發財；一夕致富

2018/02/23(五)

step down

下臺；辭職

2018/02/16(五)

pass (the) time

消磨時間

2018/02/09(五)

be the brains behind…

~的幕後主腦

2018/02/02(五)

opt out

退出

2018/01/26(五)

in the grip of

陷在…..困境中

2018/01/19(五)

put a halt

暫停

2018/01/12(五)

polish off

吃光；喝光；做完

2018/01/05(五)

dress code

服裝規定

2017/12/29(五)

pull sth off

成功完成 (困難或出乎意料的事)

2017/12/22(五)

out of nowhere

出乎意料地；突然地

2017/12/15(五)

make a big deal

看得很重要

2017/12/08(五)

pass away/on

過世；去世

2017/12/01(五)

keep sth in mind

記住……

2017/11/24(五)

come in handy

派上用場；很管用

2017/11/17(五)

hail from

來自……；出生於……

2017/11/10(五)

grab a bite to eat

(隨便)吃點東西

2017/11/03(五)

everything under the sun

世界上的一切

2017/10/27(五)

get the ball rolling

開始做一件事

2017/10/20(五)

make strides

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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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0/13(五)

slip up

犯錯

2017/10/06(五)

get a feel for sth

開始了解某事物

2017/09/29(五)

fight to the death

決一死戰；作殊死戰

2017/09/22(五)

be home to +N.

(某地)擁有……；是……的所在地

2017/09/15(五)

every so often

不時；偶爾

2017/09/08(五)

look down on (upon) sb

輕視、瞧不起某人

2017/09/01(五)

a recipe of sth

造成…..的原因；很可能產生……的結果

2017/08/25(五)

on (special) offer

特價銷售 (=on special、on sale)

2017/08/18(五)

kick in

開始推行；開始生效

2017/08/11(五)

wipe out

徹底摧毀；消滅

2017/08/04(五)

pump out

大量生產

2017/07/28(五)

take on

承擔

2017/07/21(五)

in the long run

以長遠來看；終究

2017/07/14(五)

throw (knock) sb for a loop

讓某人很震驚、感到意外

2017/07/07(五)

drama queen

直譯為「戲劇女王」，泛指對某些小事
過度反應的人，帶有小題大作的意思。

2017/06/30(五)

wash down

(配水、飲料)吞下；服下

2017/06/23(五)

toss (flip) a coin

投擲硬幣(決定某事)

2017/06/16(五)

hot air

空話；浮誇之詞

2017/06/09(五)

take shape

成形；初具雛形

2017/06/02(五)

on the lookout for N.

尋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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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5/26(五)

fill out

填寫(表格、文件)

2017/05/19(五)

out of stock

缺貨

2017/05/12(五)

put pressure on sb

使某人感受到壓力；對某人施壓

2017/05/05(五)

win over

說服(某人)；贏得(某人)的支持

2017/04/28(五)

on top of

除了…以外

2017/04/21(五)

make sb’s head spin

讓某人頭昏腦脹；讓某人覺得困惑

2017/04/14(五)

warm up

變暖；加熱；氣候轉暖

2017/04/07(五)

hold up

持續、保持良好

2017/03/31(五)

come a long way

大幅進步；大獲成功

2017/03/24(五)

go a long way

大有幫助；有很大的作用

2017/03/17(五)

the dust settles

塵埃落定

2017/03/10(五)

in turn

依次；依序

2017/03/10(五)

look up

改善；好轉

2017/03/03(五)

in the red

虧本；負債；有赤字

2017/02/24(五)

look up

改善；好轉

2017/02/17(五)

limited edition

限量版；限定版

2017/02/10(五)

wrap up

結束、完成或結束(工作、企劃等)

2017/02/03(五)

go to waste

被浪費掉

2017/01/27(五)

be rolling in the aisles

捧腹大笑

2017/01/20(五)

take off

蓬勃發展；突然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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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13(五)

it comes as no surprise

(某事並不意外

2017/01/06(五)

twists and turns

曲(轉折；喻) 困難重重

2016/12/30(五)

a close call

僥倖脫險；千鈞一髮

2016/12/23(五)

come of age

成年

2016/12/16(五)

at war

打仗中

2016/12/09(五)

couch potato

成天在沙發上看電視的人

2016/12/02(五)

a large sum of

巨額的……

2016/11/25(五)

cram school

補習班

2016/11/18(五)

catch on

受歡迎；流行

2016/11/11(五)

make a name for oneself

(某人揚名)

2016/11/04(五)

side by side

一起；肩並肩

2016/10/28(五)

bring to light

使……為人所知；揭露……

2016/10/21(五)

against all(the

odds (儘管困難重重還是) 克服萬難

2016/10/14(五)

win over

說服(某人)；贏得(某人) 的支持

2016/10/07(五)

raise eyebrows

令人驚訝；引起不快或不滿

2016/09/30(五)

take a turn for the better

變得更好

2016/09/23(五)

take a turn for the worse

突然變得更糟；急轉直下

2016/09/16(五)

warm to sth

開始對……有興趣；感到起勁

2016/09/09(五)

give sb a break

讓某人喘口氣；放某人一馬

2016/09/02(五)

far and wide

四處；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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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8/26(五)

make sense

有意義；講得通

2016/08/19(五)

shrimp pancake

月亮蝦餅

2016/08/12(五)

pick up the bill

付帳；買單

2016/08/05(五)

out of reach

觸碰不到的；能力不可及的

2016/07/29(五)

have the chops

有某方面的能力、專長

2016/07/22(五)

set the stage for sth

為……做準備；促成

2016/07/15(五)

a sense of direction

方向感

2016/07/08(五)

a sense of loss

失落感

2016/07/01(五)

thanks to

幸虧、多虧；因為

2016/06/24(五)

put simply

簡單地說

2016/06/17(五)

like moths to a flame

飛蛾撲火，用來比喻深受吸引

2016/06/10(五)

pick on sb

挑某人毛病；指責某人

2016/06/03(五)

on the road

(樂團、劇團等)巡迴表演；四處奔走

2016/05/27(五)

take notice of

注意到；關注

2016/05/20(五)

more or less

多少有一點；或多或少

2016/05/13(五)

to sb’s liking

合某人的意；稱某人的心

2016/05/06(五)

think outside the box

跳出框架思考

2016/04/29(五)

pile up

積聚；堆積如山

2016/04/22(五)

a slap in the face

一記耳光；羞辱；突如其來的打擊

2016/04/15(五)

back on one’s feet

恢復健康；恢復良好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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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4/08(五)

act up

不舒服；出毛病；搗蛋

2016/04/01(五)

hit the road

上路；出發

2016/03/25(五)

a wealth of sth

豐富的……；大量的……

2016/03/18(五)

soldier on

(不畏困難)堅持下去

2016/03/11(五)

pay off

有所回報；成功

2016/03/04(五)

push / press on

繼續前進

2016/02/26(五)

pressing issue / problem

急迫問題

2016/02/19(五)

contribute to

導致；促成

2016/02/12(五)

give birth

分娩；產出

2016/02/05(五)

put up with

忍受；容忍

2016/01/29(五)

go to waste

被浪費掉

2016/01/22(五)

be on the line

有失去…..的可能；處在危險中

2016/01/15(五)

end with…

以……結束

2016/01/08(五)

goof off

逃避工作；混日子

2016/01/01(五)

love at first sight

一見鍾情

2015/12/25(五)

freeze up

呆住；僵住

2015/12/18(五)

think out loud

自言自語

2015/12/11(五)

come as no surprise

一點也不意外

2015/12/04(五)

have an appetite for…

對......有胃口；喜歡......

2015/11/27(五)

better safe than sorry

穩妥總比後悔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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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1/20(五)

all year round

一年到頭

2015/11/13(五)

be home to…

是……的所在地/棲息地

2015/11/06(五)

be diagnosed with…

被診斷出患有......

2015/10/30(五)

be exclusive to…

給......專用

2015/10/23(五)

be of great significance

很重要

2015/10/16(五)

in the middle of nowhere

在荒郊野外

2015/10/09(五)

follow in one’s footsteps

追隨某人的腳步

2015/10/02(五)

on the edge of…

在……的邊緣；瀕臨

2015/09/25(五)

be adapted into…

改編成……

2015/09/18(五)

human nature

人性

2015/09/11(五)

tie the knot

結婚；結為連理

2015/09/04(五)

in the forefront of…

位於…….的最前列；處於……的領先地
位

2015/08/28(五)

around the clock

日夜不停地；全天候

2015/08/21(五)

ahead of the game

領先；占優勢

2015/08/14(五)

fall like dominos

像骨牌一樣，一個個接連倒下去

2015/08/07(五)

be bathed in…

籠罩在......；沐浴/沉浸在……

2015/07/31(五)

make ends meet

使收支平衡

2015/07/24(五)

be easier said than done

說來容易做來難

2015/07/17(五)

stab sb in the back

暗地中傷某人

2015/07/10(五)

one after another

陸續地；一個接一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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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7/03(五)

make the most of

善用

2015/06/26(五)

cyber attack

網路攻擊；電腦攻擊

2015/06/19(五)

tear down

拆除；拆毀

2015/06/12(五)

stand up against

抵抗；反對

2015/06/05(五)

come to terms with

妥協；(慢慢)接受

2015/05/29(五)

virtual reality

虛擬實境

2015/05/22(五)

on shaky ground

不穩定的狀態

2015/05/15(五)

guinea pig

天竺鼠；實驗對象

2015/05/08(五)

dark ages

黑暗期

2015/05/01(五)

wipe away

消去；消滅

2015/04/24(五)

be alive with

充滿活力的

2015/04/17(五)

for the sake of…

為了……的緣故

2015/04/10(五)

delve into

鑽研；探究

2015/04/03(五)

be all set

準備妥當；一切就緒

2015/03/27(五)

set one’s sights on…

以…...為目標；對……志在必得

2015/03/20(五)

get caught in the cross fire

遭受池魚之殃；被捲入爭端當中

2015/03/13(五)

toss out

丟棄；拋棄

2015/03/06(五)

be just the ticket

正是所想要、所需要的

2015/02/27(五)

come into play

開始發生；起作用

2015/02/20(五)

next to impossible

幾乎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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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2/13(五)

pop up

突然出現；不經意冒出

2015/02/06(五)

tie the knot

結婚

2015/01/30(五)

run wild

失去控制；放肆起來

2015/01/23(五)

catch fire with

受到……的青睞

2015/01/16(五)

be indifferent to

對……漠不關心

2015/01/09(五)

pass out

暈倒；昏倒

2015/01/02(五)

in demand

被需要；廣受歡迎

2014/12/26(五)

catch on

大為流行；風靡

2014/12/19(五)

conduct a survey

進行調查

2014/12/12(五)

go too far

做得過頭；過份

2014/12/05(五)

find solace in

在……之中尋求慰藉

2014/11/28(五)

be on display

展出中

2014/11/21(五)

tear down

拆毀；拆除

2014/11/14(五)

bid farewell to

向……告別(辭行)

2014/11/07(五)

fantasize about

幻想…

2014/10/31(五)

A decisive victory

決定性的勝利

2014/10/24(五)

meet the deadline

趕上截止日期

2014/10/17(五)

in place of

代替；取代

2014/10/10(五)

in difficulties

處境困難

2014/10/03(五)

pack into

擠進；湧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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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9/26(五)

bite off more than one can chew

自不量力

2014/09/19(五)

lead to

導致；造成

2014/09/12(五)

smash success

大成功

2014/09/06(六)

food for thought

發人深省的題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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