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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招損，謙受益
    美國政治家富蘭

克林年輕時曾拜訪

一位長輩，當他踏進

長輩家大門時，卻不

慎撞到門頂，痛得要

命，那個長輩看到

了，就語重心長地對

他說：「生活要過得

順利，就必需『常低頭』。」自此，這句話成為了富蘭

克林的座右銘，使他深信凡事抱謙虛之心，才能獲益 

良多。

    古語云：「滿招損，謙受益」，凡事保持謙虛的態

度，不但能給人留下好印象，得到他人信任，也能不

斷提醒自己「凡事都有進步的空間」。孔子說：「三人

行，必有我師焉。」萬世師表尚能時時刻刻保持謙虛，

不斷改進自身，何況我們尋常人呢？開啟自然科學一

	使用富蘭克林小故事引
出謙虛的話題，生動有
趣，引人入勝。

	簡要說明「常低頭」的
好處，提出「謙受益」
的論點。
	引用孔子的名言，論證
謙虛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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扇大門的牛頓也曾說過：「如果我所見的比其他人更

遠，那是因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謙虛，看似退

縮，實際使自己更包容，有動力爭取更多進步空間。

    相反，「滿招損」則指如果我們凡事都輕易自滿，

最終只會一落千丈。吳王夫差打敗了越國，便驕傲自

滿，聽信奸佞，沒有好好治理國家。因此，最終使臥

薪嚐膽的越王勾踐有機可乘，越國東山再起。十八世

紀拿破崙帶領法國軍隊稱霸歐洲，他驕傲地自詡為

「拿破崙一世」，這不但引起歐洲各國的恐慌，而且促

使歐洲打擊他的勢力，使法國經濟衰落，人民生活困

苦不堪，民怨沸騰。拿破崙的自滿，致使他剛愎自用、

到處侵略，最後遭到挫敗，民不聊生，自己亦鬱鬱而

終。

    「人貴在謙虛」。其實，自謙源於自知，自滿則是

一種自愚。當一個人有自知之明，就會知曉自己的渺

小；反之，自滿的人，目光如豆，自以為是，認為自

己身處某個巔峰而沾沾自喜，卻不知自己只在坐井觀

天，微不足道。

   「謙受益」，是因為那股氣度令人敬重，同時也會

令人知不足而改進，戰戰兢兢，因此能精益求精。至

於自滿，除了暴露自己見識短淺，行事愚拙魯莽外，

並不能改正錯誤，提高自己，以攀向人生高峰。可見，

「滿招損，謙受益」是人生的至理名言！

	引用牛頓的話語，論證
「謙受益」。

	簡要說明本文論及的
「滿招損」，與前文「謙
受益」對比。

	列舉中西將領的例子論
證「滿招損」。

	使用比喻論證，揭示自
謙的人具有自知之明。

	使用對比論證，揭示自
謙的人和自滿的人不同
的心態特點，指出自謙
的重要性。

	重申「謙受益」的論
點，深化論題。
	本段深入探討「滿招
損」。進一步深化「滿
招損」的觀點。
	以一個感歎句收束全
文，做到首尾呼應，鏗
鏘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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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文圍繞「謙受益，滿招損」議
題侃侃而談，文句精煉，思路清晰，
邏輯嚴密，結構嚴謹。首段以富蘭
克林的小故事引入主題，既生動有
趣，又發人深省。二、三兩段分別
使用舉例論證、引用論證、對比論
證說明「謙受益，滿招損」的道理，
使用的例子涉及古今，橫跨中西。
最後兩段則使用比喻論證和對比論
證，深入淺出地解釋了造成人們謙
虛和自滿的原因，在結尾用一個感
歎句點明論題，顯得鏗鏘有力。

獲益良多 一落千丈 驕傲自滿 臥薪嚐膽

有機可乘 東山再起 剛愎自用 鬱鬱而終

目光如豆 沾沾自喜 微不足道 戰戰兢兢

精益求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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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謙受益」，是因為那股氣度令人
敬重，同時也會令人知不足而改
進，戰戰兢兢，因此能精益求精。

孔子說：「三人行，必有我師焉。」
萬世師表尚能時時刻刻保持謙虛，不
斷改進自身，何況我們尋常人呢？

「人貴在謙虛」。其實，
自謙源於自知，自滿
則是一種自愚。

自滿的人，目光如豆，自以
為是，認是自己身處某個巔
峰而沾沾自喜，卻不知自己
只在坐井觀天，微不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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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擇恰當的詞語填在橫線上。

臥薪嚐膽 東山再起 微不足道 鬱鬱而終 精益求精

1. 王醫生的醫術已經很高明了，但他仍然  。

2. 北京經歷了 1993 年申奧失敗後， ，埋頭苦幹，經過 8年
不懈努力，終於獲得了 2008 年奧運會的承辦權。

3. 每個人都曾失敗過，每個人都會遇到不同的挫折，人人都相信你會 

  ，成為世界冠軍的。

4. 離開群體，無論再能幹的人，個人的力量不過是  ，無法
發揮作用。

5. 後來，梁山伯相思成疾， ；
祝英台感到生無可戀，撞墳殉情，他倆雙雙化
為彩蝶結伴飛翔在天地間。



6 Chinese Argumentative Writing

 用下列詞語造句。

1. 微不足道
  解釋：指意義、價值等小得不值得一提。

2. 有機可乘
  解釋：意思是有機會可以利用。

3. 戰戰兢兢
  解釋：形容非常害怕而微微發抖的樣子；也形容小心謹慎的樣子。

4. 獲益良多
  解釋：指經過某種渠道或某件事情得到了很多收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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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東山再起
  解釋：指再度出任要職；也比喻失勢之後又重新得勢。

 

按題目要求，寫一篇作文。

1. 請以「謙虛使人進步，驕傲使人後退」為話題，寫一篇文章。

2. 請以《謙虛是一種美德》為題，寫一篇文章。

3. 有人說：越是成熟的稻穗，越懂得彎腰。你同意嗎？寫一篇文章，談談你
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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