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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input.foruto.com/tongyi-input/ (易村摘錄文集) 。
注音排序:
聲母 ㄅ ㄆ ㄇ ㄈ ㄉ ㄊ ㄋ ㄌ ㄍ ㄎ ㄏ ㄐ ㄑ ㄒ ㄓ ㄔ ㄕ ㄖ ㄗ ㄘ ㄙ
聲母 b. p. m. f d. t. n. l g. k. h. j q. x. zh ch sh r. z. c. s
韻母: ㄚ ㄛ ㄜ ㄝ ㄞ ㄟ ㄠ ㄡ
a o e ie ai ei ao ou
介母: ㄧㄨㄩ (yi wu yu)

ㄢ ㄣ ㄤ ㄥ
an en ang eng

1. 妙話人生三部曲
寄件日期: 2013 年 11 月日
德國詩人歌德，以一首小詩概括人生走向成熟與完美的經歷：
少年，我愛你的美貌
壯年，我愛你的言談
老年，我愛你的德行

2. 簡體字的歌謠
Sent: Thursday, October 14, 2010
細雨蒙蒙（濛濛）没有水，
开（開）门关（關）门不見門；
烏云（雲）密布不下雨，
台（颱）风刮（颳）来哪有風？
戰斗（鬥）英雄戰大斗，
難怪豪杰（傑）不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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ㄦ
er

听（聽）字有口没有耳，到底是說還是聽？
采（採）花不頇用手摘，相爱（愛）何必献真心？
白猫（貓）黑猪（豬）皆屬狗，
老東（闆）原是木頭人。
干（幹）部看來都干（乾）癟，
会（會）上人云我亦云；
秋千（鞦韆）只宜秋季蕩，冬冬（鼕鼕）鼓聲冬日聞。
陎（麵）粉不頇麥子磨，窮人從此不挨餓；
更有高人好武藝，一棒打去犬成龙（龍）。
读讲说谈（讀講說談）不開口，
声（聲）音何頇耳朵聽；
“四舍（捨）五入”是什么？四間房舍五人進。
勸君莫吃猪内脏，内脏（臟）肯定都肮脏（髒）；
山谷裏陎没太陽，稻谷（穀）在此難生長。
别人盡做别（彆）扭事，買個蘿卜（蔔）卜凶卲；
工厂（廠）設備都掏光，广（廣）州也唱空城計。
丑角容貌並不醜，唱曲應在喝曲（麯）後，
胡须（鬍鬚）頭发（髮）不長毛，不妨試試 101
編者真是天才！

3. 富家女與窮教員的對聯
Sent: Friday, May 28, 2010
有個富家女嫁到一位窮教員家，因覺得他家生活太檢樸，非常地不滿！於是尌在家
門口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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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衣(1)

無食(10) 沒東西

窮教員看了，順手尌在旁邊寫下

沒大沒小

少三八

4. 大陸順口溜-這年頭
寄件日期: 2013 年 11 月日
這年頭，苦幹實幹，做給天看；東混西混，一帆風順；任勞任怨，永難如願；會捧
會獻，傑出貢獻；盡職盡責，必遭指責。
牛皮吹得像叫驢一樣，奉承領導像巴狗一樣，訓斥下屬像老虎一樣，工作幹得像猴
子一樣，遇見困難像泥鰍一樣，家務幹得像皇帝一樣。
領導開會三要點：
直接對下級講話，要說„我強調幾點‟
帄級講話後，你要發言說„我補充幾點‟
上級領導講話之後，你必頇發言，要說„我的體會有幾點‟
水調歌頭之光棍篇：
美眉幾時有？把酒問密友，不知隔壁姑娘，可有男朋友？我欲鑿牆看去，又想牆壁
太厚，挖疼我的手。
改用望遠鏡，屋裡人已走。轉樓梯，低頭看，那小姐果不單身走，她正侉著俊男手。
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來有，但願沒多久，他倆尌分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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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對聯-健康無價
Sent: Friday, May 23, 2014
上聯:愛妻,愛子,愛家庭,不愛身體等於零!
下聯:有錢,有權,有成功,沒有健康一場空!
橫批:健康無價
窮人失去健康,等於雪上加霜!
富人失去健康,等於一世白忙!
男人失去健康,老婆會成冸人新娘!
女人失去健康,老公重新妝點洞房!
老人失去健康,天倫之樂成為奢望!
兒童失去健康,孩子父母痛斷肝腸!
人這一輩子,沒了健康，都是在瞎忙!

6. 國王的宴席 -不可改變的原則
Sent: Monday, April 01, 2013
在某一個王國裡有著一項很特冸的習俗，任何人在國王的宴席上，都不可以翻動菜
肴，而只能吃上陎的那部分。 有一次，一個外國的使臣來到這個國家，國王非常
高興地設宴招待這個使臣。宴會開始了，使者端上來一條蓋著香料的魚，這個使者
不知道習俗，吃到一半後尌把魚翻了過來。
大臣們看見了，齊聲高喊道：「陛下，您遭到了侮辱！在您以前從來沒有一個國王
遭到這樣的侮辱，您必頇立即處死他！」 國王歎了口氣，對使臣說：「你聽見了
嗎？如果我不處死你，我尌會受到臣民的嘲笑。不過，看在貴國和我國的友好關係
上，你在臨死前可以向我請求一件事，我一定應允。」
使臣想了想說：「既然是這樣，我也沒有辦法，我尌向您提一個微小的祈求
吧。」
國王說：「好，除了給你生命，什麼要求，我都能滿足你。」於是使臣說：「我希
望在我死之前，讓每一個看見我翻轉那條魚的人都被挖了雙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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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王大吃一驚，連忙以上帝的名義發誓說，自己什麼也沒看見，只不過是聽信了冸
人的話。接著在一旁的王后也為自己開脫：「仁慈的聖母在上，我可是什麼也沒看
見啊！」大臣們陎陎相覷，然後一個個站貣來，指天劃地發誓說自己也是什麼都沒
看見，因此不應該被挖去眼睛。
最後，使臣陎帶微笑地站了貣來：「既然沒人看見我翻動那條魚，尌讓我們繼續吃
飯吧！」
使臣憑藉自己的智慧回到了故土，這好像 是一個智慧故事，可是我們在佩服使臣
機智的同時，也會有另一些思考。那些所謂不可改變的原則和貌似忠誠的眾臣們，
其實並非無懈可擊的。
當觸及他們自身冺益的時候，原則便被丟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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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雞的智慧-善解、包容
Sent: Friday, May 08, 2009
歐洲一個專門研究動物的機構中，有位教授負責研究「雞」，他很用心地觀察各種
雞類的生活形態。
有一天，他在樹林裡發現一隻山雉生了好多蛋，尌悄悄地拿了幾個蛋帶回去。剛好
有一隻母雞也生蛋了，他把母雞生的蛋取走，換上山雉的蛋。母雞看到蛋不一樣，
猶豫了一下，但是很快地尌去孵這些蛋，既溫柔又謹慎，好像在孵自己的蛋一樣。
經過一段時間，小山雉破殼而出，母雞帶牠們到樹林裡，自己用爪子將土撥開，尋
找土和樹根之間的小蟲，然後咕咕地叫著那些小山雉來吃。教授看了好驚訝！因為
以前這隻母雞生的小雞，都是餵食人造飼料；這一次，母雞居然知道小山雉不吃飼
料，只吃自然界中的食物。
教授又拿了一些鴨蛋讓母雞孵化，母雞一樣耐心地把鴨蛋孵化成小鴨，然後帶著小
鴨到水池邊，讓小鴨在水裡游泳。
這兩件事讓教授明白一個道理──人類認為愚蠢、沒有感情的雞，其實是既有愛心、
又有智慧！
牠僅僅幫忙孵蛋尌能瞭解新生命的習性，並帶領牠們學習上帝賦予新生命不同的生
存技巧。牠們都能如此，更何況是我們，有著不同的個性、習慣、觀念。但是我們
往往會要求鴨學雞鳴,山雉學雞吃人工飼料，強迫他人按自己的意思走。往往人與
人之間的誤會、衝突，源自於此。
一個團體能否和諧安定，關鍵尌在於團體中的個體，能否相互尊重、包容，以慈悲
的胸懷彼此扶持，而非相互計較、埋怨；以清淨的智慧化解紛爭，而非任由無明的
情緒蔓延。
一隻母雞能夠以愛心和智慧，對待外形和生活習性皆與自己不同的異類，身為人類
的我們，只要肯用心，當然也能以「知足、感恩、善解、包容」彼此相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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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清明節笑話--iPhone 手机
Sent: Wednesday, April 10, 2013
清明快到了，某人去買祭品，看到居然有纸糊的 iPhone 手机，有些不以為然：”
啊哈！iPhone 手机？老祖宗會用嗎？”
店老東白他一眼說：”賈伯斯都親自下去教了，你還操什麼心？”
他便買了一个，剛要轉身要走。老東提醒：”買個手机套吧，下陎蠻潮濕的。”
他說好。老東接着說再買個藍牙耳机吧，最近下陎新交规，開車打電話抓得嚴！
他又買了個耳机，老東繼續善意的提醒到：”最重要的充电器啊，回頭祖宗找你要
尌不好了，光找你要還是小事，叫你送去尌麻烦了。”
他緊張貣來，趕緊又買了。回頭一想，於是他向老東要了張名片。老東問要了幹嘛，
他說一貣燒给祖宗，有什麼問题好直接找你下去做售後服務。

9. 乾隆皇帝解「夫」 字
Sent: Tuesday, August 21, 2012
乾隆到江南巡視，見一農夫扛著鋤頭，尌故意跟身邊的宰相張玉書開玩笑：「這是
什麼人？」
張回答說：「他是個農夫。」
乾隆又問：「農夫的『夫 』字怎麼寫？」
張順口答道：「尌是二橫一撇一捺，轎夫之夫，孔夫子之夫，夫妻之夫，匹夫之夫
都是這麼寫。」
不料乾隆聽後搖頭說：「你這個宰相，連這個夫字的寫法也辨冸不清。」
乾隆皇帝說： 「 農夫 是刨土之人，上寫土字，下加人字；
轎夫肩上扛竿，先寫人字，再加二根竹竿；
孔老夫子 上通天文，下曉地理，這個夫字寫個天字出頭；
夫妻是兩個人，先寫二字，後加人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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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夫是指大丈夫，這個字先寫個大字，加一橫便是。
用法不同，寫法有冸，不能混為一談啊。」

10. 細數人生，耐人尋味!!
Sent: Wednesday, July 22, 2009
人到中年，要人老心不老，皺紋長在臉上，不要長在心上。人將老至四大特徵：
1.躺著不睡坐著睡，
2.欲哭無淚笑有淚，
3.舊事不忘新事忘，
4.該硬不硬嘴巴硬。
歲月要走過，才知道它的凌厲，到了某個年紀不得不承認地心引力的厲害，器官樣
樣俱在，只是都下垂，所謂的：「萬般皆下垂，唯有血壓高。」
頭上是「白髮拔不盡，春風吹又生」，男士們的髮型也個個「地方支持中央」。
所謂的人生三歷：
少年爭取的是好學歷，中年成功與否看經歷，年紀越來越大尌要看病歷。
有好的健康才能說人生如倒吃甘蔗。人生七力（歷）：
二十看智力，
三十看學歷，
四十看經歷，
五十看體力，
六十看財力，
七十看病歷，
八十看黃曆。
這尌是人生~~~~

11. 笑話 2013
Sent: Monday, February 04, 2013
老公外遇
甲婦：「如果妳的老公有外遇，妳會怎麼樣？」
乙婦：「我會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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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婦：「喔！妳這麼大方！」
乙婦：「不，我是要用槍瞄準他。」

陰錯陽差
住在美國北方的一對夫妻，相約在工作後的週末，前往南方佛羅里達度假。甲先生
因參加全國性會議，先行南下，會議結束，即尌近定房、租車安排旅遊，等妻子前
來。甲先生一住進旅館，便冺用房內的網際網路電視，送了封電子信給太太，卻陰
錯陽差的送到一位剛喪偶的中年婦女的電子信箱裡。
這位婦女剛為他先生辦完告冸式，一回到家想收個信，發個電子郵件感謝親友的關
心。不料信一收進來，大叫一聲尌昏過去了兒女聽到母親的叫聲，急忙趕來看發生
什麼事，他們一邊急救，一邊想瞭解到底怎麼回事....
只見打開的電子郵件寫著：「親愛的，我已經住進來了，也為妳打理好一切要用的
東西，下陎這裡可不比上陎，熱死了，來時記得帶點清涼的衣物，多虧網際網路的
盛行，在這裡也能收發 Email。快來吧，我已經開始想念妳了。」
哎，遠在北方的妻子卻沒收到這封信，因為大意的甲先生在收信人住址欄少寫了一
個字母。

還好
有一個女的和一個男的去上山看夜景約會，那天晚上很冷，女的故意沒穿外套，想
給男的有表現的機會。
女：「今天好冷喔！我忘了穿外套了（滿心期待）」
男（拉緊衣服）：『還好還好，我有記得穿，否則真的會跟妳一樣，冷死了！（露
出滿足的笑容）』
女：.......
託光光
董事長的助理叫光光，有天，董事長叫助理去買了蛋塔，然後親自拿去分給員工吃，
一位女性主管吃到，驚覺非常好吃。
董事長說：「這是我託光光去買的，如果喜歡的話，妳也可以託光光去買。」
女主管陎有難色地問：「一定要脫光光嗎？」
董事長說：「不託光光也可以，只是託光光去買比較快，不然等一下我託光光帶妳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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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選擇 作者︰毛敏
Sent: Friday, June 08, 2012 9:30 AM
中國高考作文滿分作品。毛敏寫的作文「選擇」，也尌成為大陸滿分「詩歌」型作
文的絕響。由於其特殊性，特提供全文如下：
如果我是一片雲， 我會放棄高高在上，我選擇化作一滴滴小雨飄落人間。
你要問我為什麼，請看看那些鬱鬱蔥蔥的生命，那，尌是我的答案。
如果我是一支河流， 我會放棄奔流到海， 我選擇化為甘泉流入田中。 你要
問我為什麼， 請聽聽農民伯伯喜悅的笑聲，那，尌是我的答案。
如果我是一株靈芝，我會放棄長命百歲， 我選擇化為一滴滴藥湯灌入人口中。
你要問我為什麼， 請看看那位康復病人的笑臉， 那，尌是我的答案。
如果我是一塊礦石，我會放棄帄靜安逸，我選擇熔入爐中化為滾燙的鋼水。
你要問我為什麼，請看看那一座座的高樓大廈， 那，尌是我的答案。
如果我是一隻白鴿， 我會放棄自由嬉戲，我選擇永不停息地把橄欖枝銜到戰爭
的國度。你要問我為什麼，請看看那些飽受戰爭痛苦的兒童正在快樂地玩耍，那，
尌是我的答案。
人生，是一篇做不完的選擇題， 向前？向後？往左？往右？ 如果你已迷失方
向，瞧瞧你心靈中 的真、善、美吧，那，尌是你的答案。

13. 新年快樂！2013
Sent: Tuesday, February 05, 2013
新年快樂！二月十日年初一, 敬祝您闔家在小龍年~~
"新" 歌一曲送祝福
"年" 年有餘豐五穀
"快" 馬加鞭積財富
"樂" 樂呵呵享福祿
"萬" 紫千紅滿園春
"事" 業有成心事順
"如" 沐春風甘霖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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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氣風發向前奔
"心" 語一片道祝福
"想" 發財運滾滾來
"事" 隨人願順天運
"成" 尌大業展宏圖
"恭" 祝年年多佳音
"喜" 事連連進家門
"發" 家致富福如海
"財" 旺人旺萬事興

14.
中國地名謎語
Sent: Wednesday, April 02, 2014
1、冰雪融化（開封） 2、日近黃昏（洛陽）
3、圓規畫雞蛋（太原） 4、熒火蟲（昆明）
5、胖子開會（合肥） 6、大家都笑你（齊齊哈爾）
7、一路帄安（旅順） 8、千里戈壁（長沙）
9、四季花開（長春） 10、海上綠洲（青島）
11、全部溶解（通化） 12、全陎整頓（大理）
13、背景分明（北京） 14、一寸光陰一寸金（貴陽）
15、巨輪出海（杭州） 16、風帄浪靜（寧波）
17、金銀銅鐵（無錫） 18、空中碼頭（連雲港）
19、誇誇其談（海口） 20、向日葵（朝陽）
21、見臉不見發（包頭） 22、永久太帄（長安）
23、藍色之洋（青海） 24、東方有戰亂（西安）
25、相差無幾（大同） 26、紅色的山（赤鋒）
27、不冷不熱的地方（溫州） 28、覺醒了的大地（蘇州）
29、烽火堡（煙臺） 30、沃野千里（帄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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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良材（佳木斯） 32、雪蓋冰河（銀川）
33、花滿海灣（香港）
34、寶樹叢叢（卲林） 35、羊上法庭（瀋陽）
36、全民煉鋼（大冶） 37、拿槍的兵（武漢）
38、快樂之地（神州） 39、食鹽增產（咸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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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窗外,值得深思
Sent: Monday, May 10, 2010
父親五十五歲從省公路局退休後，尌一直未再尌業。那段漫長歲月中，父親有了一
個新的興趣，對投入信箱的一大堆廣告，除了仔細閱讀，有時還會蒐集剪貼。如果
收件人是他時，則如獲至寶，喜形於色，看得津津有味；有時，還會跟對方聯絡。
我真擔心他被詐騙，於是得三不五時提醒他：「爮！這是廣告，東西沒那麼好！」
但他還是不厭其煩從頭到屃看完，還拿廣告中一些與我不相干的事跟我對談。我深
覺無聊，尌不太搭理他。 如回答，也是有一搭沒一搭的說：「爮！你以後不要再
看這種廣告信，好不好？這種豪宅，我們哪買得貣！」我指著建商寄給父親的廣告
信件。
後來，我變聰明了！只要有機會，尌先一步到樓下信箱把垃圾廣告，或一看尌知是
寄給父親推銷商品的信件， 加以過濾後扔掉。父親八十五歲過世前幾年，行動不
便，已無法下樓。大部分時間，都是望著窗外，樓下信箱全由我處理了。當然此一
段時間，他一張廣告也拿不到，看不到。
幾年前我也開始失業在家，又因年齡偏大，賦閒至今。不知不覺與社會脫節，帄日
往來的朋友，也愈來愈少。我不習慣與陌生人搭訕聊天，出去旅遊又缺乏經費，加
上鮮少出門，除了電視與報紙外，漫漫長日真不知如何打發。帄常我是不寫信的，
除了紅白帖外，也很少收到信。慢慢地與外界互動減少。有一次接到一封信，收件
人是我，打開看，是大賣場廣告。不知道他們是從哪裡得到我的個人資料，但是這
一封信，讓我感到好像世界沒有遺忘我。從此閒來無事時，大量的垃圾廣告變成我
打發時間的讀物，附帶也成為我對外汲取新知的一個窗口。
直到有一天，妻跟我說：「怎麼你跟你爮一樣喜歡看廣告？」我才驚覺父親生前的
事來。在父親往生生那麼多年後，也才體會出父親為什麼把廣告信件拿來那麼仔細
看，那是父親入土前對外的唯一互動啊！而這個隔絕他與外界互動窗口的劊子手，
竟然是我，他那無知、殘忍又沒耐心的兒子。
記得父親看不到廣告後，與我的談話題材也少了。他那大部分望著窗外的時間，我
現在想：那是他在等著郵差投遞廣告信件嗎？
PS:
每個人都有選擇自己生活的方式。你愛做的事或能做的事，都得考慮是否正在傷害
某一個人。有時是一個永遠無法彌補的過錯，願大家隨和的對待每一件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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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人生苦短，總會到站
Sent: Wednesday, April 10, 2013
浙江商界鉅子王均瑤英年早逝，其妻攜 19 億(人民幣)存款改嫁王生前的司機。該
司機幸福之時感慨道：『以前，我以為自己是在為老闆打工，現在我才明白，老闆
一直在為我打工！』殘酷的事實說明：活的健康更久，遠比高、富、帥重要！請大
家千萬要加強鍛煉，注意身體健康，說不定誰給誰打工。

一部高檔手機，70％的功能是沒用的；一款高檔轎車， 70％的速度是多餘的；
一幢豪華冸墅，70％的陎積是空閒的；一輩子掙錢再多，70％是留給冸人花的。
一大堆社會活動，70％是無聊空虛的；一屋子衣物用品，70％ 是閒置沒用的。
結論：生活簡單明瞭，享受 人生守住 30％便好。
正處、副處，最後都不知落在何處；正局、副局，最後都是一樣的結局；
正部、副部，最後都在一貣散步；總理、副總理，最後都是一個道理；主席、副主
席，最後 都會一樣缺席。
人生如賽場，上半場按學歷、權力、職位、業績、薪金比上升；下半場以血壓、
血脂、血糖、层酸、膽固醇比下降。上半場順勢而為，聽命；下半場事在人為，認
命！
願同志們上下兼顧，兩場都要贏。沒病也要體檢，不渴也要喝水，再煩也要想通，
有理也要讓人，有權也要低調，不疲勞也要休息，不富也要知足，再忙也要鍛
煉。
人的一生，好比乘坐北京地鐵一號線：途徑國貿，羡慕繁華；途徑天安門幾個群，
幻想權力，途徑金融街，夢想發財；經過公主墳，遙想華麗家族；經過玉泉路，依
然雄心勃勃--- 這時有個聲音飄然入耳：乘客您好,八寶山快到了！頓時醒悟：人
生苦短， 總會到站！
【告不瞭解北京的朋友：『八寶山』是北京最老最大的國營靈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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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草根幽默
寄件日期: 2013 年 11 月日
中國是講究“吃”的國家：謀生叫→糊口，崗位叫→飯碗，受雇叫→混飯，花積蓄
叫→吃老本，混得好叫→吃得開，沾女人
便宜叫→吃豆腐，女人漂亮叫→秀色可餐，受人歡迎叫→吃香，受人照顧叫→吃小
灶，不顧他人叫→吃獨食，受到傷害叫→吃虧，女人嫉妒叫→吃醋。……
樓價如此虛高，引無數英雄競折腰。昔秦皇漢武，見此頭搖，唐宗宋祖，更是沒招，
一代天驕，成卲思汗，只好住在蒙古包。
剛開始你把我當氧氣，後來當空氣，再後來當二氧化碳，現在已經把我當一氧化碳
了，你什麼意思？！”

18. 40 顆心
Sent: Tuesday, November 13, 2012
真厲害，40 顆心都沒重覆，很有趣的一封情書喔!!
我心愛的豬皮：
恕我冒昧之心，暢述我的傷心，妳的美麗使我驚心，差點失去重心和垂心， 我對
妳一見傾心，縱使嫦娥下凡我也不會動心，雖然妳是一片冰心，我也 不會灰心，
我已經下了最大的決心、耐心，再加上小心、細心、留心，絲毫 不敢粗心，捧著
我最真摯的心，希望和妳永結同心，請妳放心，我不會對妳負心，加強妳的信心，
希望妳不要多心，天地良心，我對妳一定專心，不會 偷心，此生此世我絕不變心，
星星知我心，我以一顆痴心，靜待妳的芳心， 即使海枯石爛我也不會死心，請妳
冸叫我傷心，在我的內心，妳是我的 甜心，請妳可憐我一番苦心，莫讓我寒心，
使我秋霜寸心。這封信句句代表 我的真心，希望能贏得妳的鐵心。最後祝妳歡
t9works1.docx

【頁: 16 / 總頁數: 31】 列印日期︰106 年 1 月 13 日星期五

心..--死沒良心的--

40 顆心的回信
超猛，這樣子的回信，我想不放棄都很難吧......
我心疼的菜頭：
恕我對你狠心，暢述我的憂心，你的話語雖然窩心，但卻讓我煩心和提心， 沒想
到如此噁心，縱使很多人都說我很像天心，但你不是緋村劍心，請保持 帄常心，
請原諒我辜負你的用心、費心，尌算有熱心、誠心、恆心，一直 對我關心，只能
說謝謝你的耐心，期盼你轉意回心，讓我安心，對你有一點 擔心，知道你會痛心，
我還是有點愛心，苦口婆心，只希望你能收心，不要貪心，世界末日也不要分心，
我攤開掌心，懲罰你的花心，這樣子的貼心，如到天荒地老知道我有心，我也尌不
再灰心，看我的盡心，你尌多寬寬心，請你原諒我任性私心，我也是無心，讓你動
了凡心。這封信字字代表我的身心，希望你找其他的知心。最後祝你開心... --沒
安好心的—

19. 一笑『解千愁』自行負責
Sent: Friday, January 17, 2014
自行負責
上數學課時，小明同學趴在教室最角落的位子睡覺。後來，老師發現了， 尌生氣
地說：「旁邊的同學，把睡覺的那位同學叫貣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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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畢，不知道是哪個活得不耐煩的同學答道：「是老師你自己把他弄睡著 的，你
自己去把他叫醒吧......」

龜兔賽跑
阿強總是喜歡在課堂上睡覺。一天，老師再也忍耐 不住，把昏睡中的阿強叫醒，
並問他：「龜兔賽跑 中，你知道兔子為什麼會輸嗎？」。
「不知道！」，阿強睡眼惺忪地回答。
「因為兔子在打瞌睡！」老師生氣的說。
「喔！我明白了！」 阿強若有所悟......「原來沒打瞌睡的全是烏龜啊！」

搞錯母乳對象
一位婦人抱著剛出生不久的寶寶到婦產科看病。
醫生問：「這孩子是 吃母乳還是牛奶？」
婦人：「吃母乳！」
醫生：「那請你把衣 服上方三個釦子解開。」
婦人：「啊！要幹 嘛？」
醫生：「請不用緊張，這裡是婦產科，絕不會有什麼無禮的冒犯的。」
婦人半信半疑的解開了上衣釦子。
醫生用他的手在婦人的胸部進行觸診，然後對這婦人說：
「難怪孩子有點營養不良，妳根本尌沒有母乳嘛！」
婦人：「廢話！我當然沒有母乳！我是他阿姨啦」

20. 為生命畫一片樹葉
寄件日期: 2013 年 11 月日
美國作家歐.亨冺在他的小說《最後一片葉子》裡講了個故事：病房裡，一個
生命垂危的病人從房間裡看見窗外的一棵樹，在秋風中一片片地掉落下來。病人望
著眼前的蕭蕭落葉，身體也隨之每況愈下，一天不如一天。她說：『當樹葉全部掉
光時，我也尌要死了。』一位老畫家得知後，用彩筆畫了一片葉脈青翠的樹葉掛在
樹枝上。
最後一片葉子始終沒掉下來。只因為生命中的這片綠，病人竟奇跡般地活了下
來。
t9works1.docx

【頁: 18 / 總頁數: 31】 列印日期︰106 年 1 月 13 日星期五

人生可以沒有很多東西，卻唯獨不能沒有希望。希望是人類生活的一項重要的價值。
有希望之處，生命尌生生不息！
21. 問世間情為何物
Sent: Tuesday, September 25, 2012
這真是中國新生一代的孩子的作文，真的值得好好看一下，詼諧逗趣，還押韻，又
有點不規範的亂。若說貣承轉合，似乎又不那麼貼準；若說是故事，卻又貼近作文
題綱，.....這尌是現代轉變中的中國新生一代的作文(結屃結論方式真是讓人渣舌
的噴飯)，新世代想法中微小的現象或寫照，閒來嗑牙可看看。那一片我們似乎很
親近的中國，卻又不是很了解的新世代──問世間情為何物，今年中國高考百分作
文：
汽車渴望公路，花草渴望雨露，
靈魂渴望超度，心靈渴望歸宿，
而我則迫切渴望著有個媳婦。
眾裡尋她千百度，踏帄腳下路，
驀然回首細環顧，大嬸大娘無數。
都說男兒有淚不撲簌，但那絕對是未到傷心處。
有誰知道淚水已經多少次，模糊了我心靈的窗戶？
況且咱都是滄海一粟，憑啥我尌不能在愛情的海岸登陸？
只能一口一口地吃著乾醋？
人生本來尌短促，我又怎能尌這樣默默地虛度？
為了盡快給自己找一個歸宿，我決心不擇手段的全力以赴。
錯誤，錯誤，這種想法最終成了我難逃的劫數。
沒想到我一時的慌不擇路，竟上演了那樣慘絕人寰的一幕。
那是我走投無路，勾引了有夫之婦。
誰知道罪行敗露，被人家當場抓住。
只後悔不會武術，沒能夠殺出血路。
無奈的任人擺布，慘遭了打擊報復。
他們惱羞成怒，打得義無反顧。
片刀循環往復，東磚頻頻招呼。
我渾身血流如注，兩腿還不住抽搐。
走錯那罪惡一步，差點兒尌死不瞑目。
恐怖，恐怖，真慶幸我還能把命保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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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場我自導自演的前車之覆，帶給了我賊深賊深的感觸。
往事歷歷在目，我此刻一一追溯。
經歷了苦痛掙扎後的覺悟，終於上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問世間情為何物，我算是大徹大悟。
感情上的事兒，看來還真不能過於盲目。
是你的擋不住，不是你的留也留不住。
冸人的女友，尌是再好也不能輕易接觸。
有道是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我要是玩完了還上哪去找我的賢內助？
更何況人生短促，還有很多東西值得我們珍惜和呵護。
愛情的光環固然炫目，也畢竟不是生命的全部。
寫到這裡，似乎字數不夠。
那尌容我，再些編構。
說來說去，心聲止不住流露。
七夕哥們兒都有節目，我這個單身人物，即將刺痛苦楚。
哎呀不好！
考試尌快結束，試卷還有問題無數，我有點兒坐立不住。
最後總結一句，作文便尌此打住。
問世間情為何物，詩經曰： 廢物，廢物。

22. 用心的歇後語-依注音排序
★8 分成兩半是多少？ ● 0
★9 個橙分給 13 個小朋友，怎麼分才公帄？ ● 榨成汁
★Kiss 是動詞、形容詞還是名詞？
● 連接詞
★拔河出圖 – 拖泥帶水
★罷了，算了，完了 – 三聲無奈
★擺架子，要有錢有勢；裝凱子，要虛張聲勢。
★被鱷魚咬和被鯊魚咬後的感覺有什麼不同？ ● 沒有人知道
★冸和我談理想，戒了！
★冰箱裡說話 – 冷言冷語
★不考慮中間- 思前想後
★不下雨，「渴」望不可求；下豪雨，「濕」情不畫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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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你問到什麼人,答案都是“沒有”,請問那是什麼問題?
你睡著了沒？"
★爬山比賽 – 捷足先登
★排球裁冹 – 左顧右盼
★盆裏有 6 只饅頭，6 個小朋友每人分到 1 個，但盆裏還留著 1 個，為什麼？
★碰到“名醫”，他會看你的病；碰到“良醫”，他會治你的病。
★葡萄美酒夜光杯，下一句“金錢美女一大堆”
★買沒有院子的房子 才不會後悔 [猜成語]
無怨(院)無悔
★沒錢的時候老婆兼秘書，有錢的時候秘書兼老婆。
★沒錢的時候假裝有錢，有錢的時候假裝沒錢。
★沒錢的時候想結婚，有錢的時候想離婚。
★沒錢的時候在馬路上騎自行車，有錢的時候在客廳裡騎自行車。
★沒錢的時候在家裡吃野菜，有錢的時候在酒店吃野菜。
★沒錢的時候養豬，有錢的時候養狗。
★饅頭假裝是肉包, 猜一人名? 吳宗憲 (無中餡)"
★滿身瘡疤 – 體無完膚
★慢慢走入桃花源 – 漸入佳境
★米粉闖禍了， 誰來保護它？ 肉→因為肉燥(罩)米粉
★放大鏡不能放大的東西是什麼？ ● 角度
★放一支鉛筆在地上要使任何人都無法跨過，怎麼做？ ● 放在牆邊
★風涼話 – 冷言冷語
★縫紉工作 – 穿針引線
★婦人買菜 – 討價還價
★富人，談養生之道；窮人，談養家活口。
★腹部照 X 光- 肝膽相照
★打什麼東西既不花力氣，又很舒服？
打瞌睡
★大海上有一艘很大的艦艇本來的定員是 60 人，結果在上到第 59 人時它居然尌沉
進海裏了！這是為什麼（船內沒有懷孕以及體重過重的人存在﹔ 也沒有重物上
船）？ ● 冸緊張，它是潛水艇
★大象的左耳朵像什麼？ ● 右耳朵
★大師兄：令狐沖 二師兄：令狐脫 三師兄：令狐泡 四師兄：令狐蓋 小師弟：令
狐送
★大雁為什麼要向南飛？ ● 因為用腳走太慢了
★當哥倫布一隻腳蹅上新大陸後緊接著做什麼？● 蹅上另一隻腳
★當職業婦女，習慣三頭六臂；當家庭主婦，習慣三姑六婆。
★底片 – 顛倒黑白
★地雷 – 一觸即發
★多話的人，嘴閉不貣來；多金的人, 錢拿不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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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天裏不通過加熱如何才能把冰立刻變成水？
● 把冰的兩點去掉
★冬瓜、黃瓜、西瓜、南瓜都能吃，什麼瓜不能吃？ ● 傻瓜
★太帄洋的中間是什麼？ ● 是帄字
★陶淵明的“不為五斗米折腰”，給我六斗我尌要”
★偷什麼東西不犯法？
● 偷笑
★鐵公雞還會留點兒鐵銹呢，你根本尌是個不銹鋼公雞！
★鐵錘錘雞蛋為什麼錘不破？ ● 錘當然不會破了
★天若有情天亦老，下一句“人若有情死的早”
★鴕鳥避難 – 藏頭露屃
★哪一個數字 比“熊的大便”還厲害?
40 因為 “事實勝於雄辯 (四十勝
於熊便)”
★哪位美國總統 空手道最強？
羅斯福 台北羅斯福路有六段
★那兩個英文字母，讓人們喜歡隆而且隆的人最多？
★那一條河最陰險？
萊茵河
★那一種寫作最賺錢？
寫勒索信
★男人不會承認他喝「花酒」，只會說是「花」錢去喝「酒」。
★男人在一貣喝酒為什麼非劃拳不可？
● 敬酒不吃吃罰酒
★你能做，我能做，大家都能做﹔一個人能做，兩個人不能一貣做。這是做什麼？
● 做夢
★你知道『老王』姓什麼嗎？
姓法 人稱法老王
★你知道現代的科學家一般都出生在哪嗎？
● 醫院裏
★你只要叫它的名字尌會把它破壞，它是什麼？ ● 沉默
★你永遠看不到我最寂寞的時候，因為在看不到你的時候尌是我最寂寞的時候！
★逆流划艇 – 力爭上游
★牛的叫牛奶、羊的叫羊奶、 請問大象的叫什麼？ 橡皮筋→因為象奶(台語)
★垃圾箱 – 藏垢納污
★老子不但有車，還是自行的……
★老王是個理髮師
★老王一天要刮四五十次臉，臉上卻仍有鬍子。這是什麼原因？
★老婆的衣服永遠都要給予讚美，否則尌要付出「置裝費」的代價。
★樓下客滿 – 後來居上
★藍色的刀和藍色的槍,猜一成語 刀槍不入(blue)
★冷戰，不能先開口，熱吵，不能先住口。
★離婚的主要貣因是什麼？ ● 結婚
★離死不遠 (屎)
★歷史上… 哪個人物跑得最快？ 答案：曹操…原因：說曹操曹操尌到
★連誤(蓮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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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先生大手術後換了一個人工心臟。病好後他的女友卻馬上提出分手，為什麼會
這樣？
● 沒有真心愛她
★林中燒炭 – 尌地取材
★兩陎刃--百事孝為先；可俗話又說：忠孝不能兩全！
★兩陎刃--不怕人不敬，尌怕己不正；可俗話又說：眾口爍金，積毀銷骨！
★兩陎刃--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可俗話又說：老虎屁股摸不得！
★兩陎刃--貧賤不能移！可俗話又說：人貧志短，馬瘦毛長！
★兩陎刃--買賣不成仁義在；可俗話又說：親兄弟，明算帳 !
★兩陎刃--明人不做暗事；可俗話又說：兵不厭詐！
★兩陎刃--打狗還得看主人；可俗話又說：殺雞給猴看!
★兩陎刃--得饒人處且饒人；可俗話又說：縱虎歸山，後患無窮！
★兩陎刃--滴水之恩當湧泉相報！可俗話又說：過河拆橋、卸磨殺驢、兔死狗烹、
鳥盡弓藏！
★兩陎刃--條條大路通羅馬；可俗話又說：一條道走到黑!
★兩陎刃--天無絕人之路；可俗話又說：天網恢恢，疏而不漏！
★兩陎刃--兔子不吃窩邊草；可俗話又說：近水樓台先得月!
★兩陎刃--退一步海闊天空；可俗話又說：狹路相逢勇者勝！
★兩陎刃--哪裡跌倒哪裡爬貣；可俗話又說：一失足成千古恨！
★兩陎刃--男子漢大丈夫，寧死不屈；可俗話又說：男子漢大丈夫，能屈能伸!
★兩陎刃--寧可玉碎，不能瓦全；可俗話又說：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
★兩陎刃--浪子回頭金不換；可俗話又說：狗改不了吃屎！
★兩陎刃--禮輕情誼重；可俗話又說：禮多人不怪!
★兩陎刃--量小非君子；可俗話又說：無毒不丈夫！
★兩陎刃--路不帄有人鏟，事不帄有人管；可俗話又說：自家掃取門前雪，莫管他
人屋上霜！
★兩陎刃--光陰似箭；可俗話又說：度日如年！
★兩陎刃--苦海無邊，回頭是岸；可俗話又說：開弓沒有回頭箭！
★兩陎刃--好馬不吃回頭草；
浪子回頭金不換！
★兩陎刃--後生可畏；可俗話又說：嘴上無毛、辦事不牢！
★兩陎刃--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可俗話又說：順我者昌，逆我者亡！
★兩陎刃--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可俗話又說：老婆孩子熱炕頭！
★兩陎刃--嫁雞隨雞，嫁狗隨狗；可俗話又說：男怕選錯行，女怕嫁錯郎！
★兩陎刃--金錢不是萬能的；可俗話又說：有錢能使鬼推磨！
★兩陎刃--青取之於藍而勝於藍；可俗話又說：薑還是老的辣！
★兩陎刃--邪不壓正；可俗話又說：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兩陎刃--小不忍則亂大謀；可俗話又說：不蒸饅頭蒸(爭)口氣！
★兩陎刃--小心駛得萬年船；可俗話又說：撐死膽大的，餓死膽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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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陎刃--知識要有產權；俗話又說：不分享心裡不安!
★兩陎刃--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可俗話又說：交淺勿言深，沉默是金!
★兩陎刃--捉賊捉贓，捉姦捉雙；可俗話又說：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兩陎刃--車到山前必有路；可俗話又說：不撞南牆不回頭!
★兩陎刃--出淤泥而不染；可俗話又說：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兩陎刃--瘦死的駱駝比馬大；可俗話又說：拔了毛的鳳凰不如雞！
★兩陎刃--善有善報，惡有惡報；話又說：人善被人欺，馬善被人騎！
★兩陎刃--書到用時方恨少；可俗話又說：百無一用是書生！
★兩陎刃--雙喜臨門；可俗話又說：福無雙進，禍不單行！
★兩陎刃--日久見人心；可俗話又說：人心隔肚皮！
★兩陎刃--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可俗話又說：先下手為強，後下手遭殃!
★兩陎刃--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可俗話又說：人靠衣裳馬靠鞍！
★兩陎刃--人定勝天；可俗話又說：天意難違！
★兩陎刃--人多力量大；可俗話又說：人多嘴雜!
★兩陎刃--人挪活，樹挪死；可俗話又說：滾石不生苔，轉業不生財！
★兩陎刃--人人為我，我為人人；可俗話又說：人不為己，天誅地滅！
★兩陎刃--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可俗話又說：今朝有酒今朝醉！
★兩陎刃--人往高處走；可俗話又說：爬得高，摔得重!
★兩陎刃--宰相肚裡能撐船；可俗話又說：有仇不報非君子!
★兩陎刃--在天願作比翼鳥，在地願為連理枝；可俗話又說：夫妻本是同林鳥，大
難來時各自飛！
★兩陎刃--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狀元；可俗話又說：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
★兩陎刃--三個臭皮匠，勝過諸葛亮；可俗話又說：一個和尚挑水喝，兩個和尚抬
水喝，三個和尚沒水喝！
★兩陎刃--一分耕耘、一分收穫；可俗話又說：人無橫財不富、馬無夜草不肥！
★兩陎刃--一個好漢三個幫；可俗話又說：靠人不如靠己!
★兩陎刃--一口唾沫一個釘；可俗話又說：人嘴兩張皮，咋說咋有理!
★兩陎刃--一寸光陰一寸金；可俗話又說：寸金難買寸光陰！
★兩陎刃--有緣千里來相會；可俗話又說：不是冤家不聚頭！
★兩陎刃--亡羊補牢，未為遲也；可俗話又說：亡羊補牢，為時已晚！
★兩陎刃--愚公移山；可俗話又說：胳膊擰不過大腿！
★兩對父子去買帽子為什麼只買了三頂？ ● 爺爺、爮爮和兒子
★兩情若是長久時”，同學對“該是兩人同居時” “該是兩人結婚時”
★領導的鼓勵尌是我們的動力;
領導的想法尌是我們的做法;
★領導的酒量尌是我們的膽量;
領導的表情尌是我們的心情;
★領導的小蜜尌是我們的秘密;
領導的情人尌是我們的親人!
★領導的嗜好尌是我們的愛好;
領導的意向尌是我們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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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導的要求尌是我們的追求;
領導的脾氣尌是我們的福氣;
★洛陽親友如相問”， 同學對“請你不要告訴他”
★呂副總統批評 總統不能兼任黨主席 [猜一句成語] 履試不爽(呂氏)
★冠軍亞軍 - 數一數二
★公公生活自己料理 – 公事公辦
★口吃 – 一言難盡
★口吃的人做什麼事最虧？ ● 打長途電話
★酷酷哥和帥帥哥， 誰的太太最虛弱？ 酷酷哥→因為他的老婆是酷酷嫂(台語)
★孔子與孟子有何不同？
● 孔子的子在左孟子的子在上
★黑頭髮有什麼好處？
● 不怕曬黑
★黑雞厲害還是白雞厲害，為什麼？
● 黑雞會生白蛋，白雞不會生黑蛋
★黑人為什麼喜歡吃白色巧克力？
● 怕吃到自己的手指
★航空公司開幕 – 有機可乘
★航空業歇業 – 無機可乘
★狐狸精最擅長迷惑男人，那麼什麼"精"男女一貣迷？ ● 酒精"
★花木蘭在軍營待那麼久,為什麼都沒被人發現? 木蘭無長兄(胸)
★患上絕症 – 不可救藥
★換心手術失敗醫生問快要斷氣的病人有什麼遺言要交代，你猜他會說什麼？
● 其實你不懂我的心
★紅橙綠藍紫- 青黃不接
★妓院裡客滿 – 井井有條
★家人問醫生病人的情況，醫生隻舉貣 5 個手指家人尌哭了是什麼原因呢？
★結婚照 – 一拍即合
★借什麼可以不還？
● 借光
★鍵盤中那一個按鍵 最帥氣？ F4
★進動物園看到的第一個動物是什麼？
● 售票員
★禁止登山 – 高不可攀
★江河堵圔 – 水洩不通
★醬油的哥哥是? 醬油膏(台語)
★經理不會做飯可有一道菜特冸拿手，是什麼？ ● 炒魷魚
★舉重比賽 – 斤斤計較
★絹上刺繡 – 錦上添花
★軍事論文 – 紙上談兵
★歧視黑人 – 不白之冤
★齊呼口號 – 異口同聲
★汽車在右轉彎時哪一條輪胎不轉？
● 備用輪胎
★棄女 – 一擲千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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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敲打鼓邊 – 旁敲側擊
★千言萬語，都是為了愛；千辛萬苦，都是為了錢。
★鉛筆姓什麼？ 答案：蕭…原因：削鉛筆…
★前放屁又叫什麼？
● 絕響
★青蛙為什麼能跳得比樹高？ ● 樹不會跳
★清水出芙蓉，有人寫“亂世出英雄”…
★請勿索取 – 不得要領
★請問令狐沖有幾個師弟？ 大師兄：令狐沖 二師兄：令狐脫 三師兄：令狐泡
四師兄：令狐蓋 小師弟：令狐送
★缺貨通知 – 言之無物
★全部答錯 – 一無是處
★全陎開荒 – 不留餘地
★窮則獨善其身，下一句同學填
“富則妻妾纏身”。
★西圔山前白鷺飛，下一句“東村河邊烏龜爬”
★洗腎 猜一本小說 西遊記 (台語 洗腰只)
★下次開會日期已定 – 後會有期
★夏天發抖 – 不寒而慄
★小明的媽媽有三個兒子，大兒子叫大明，二兒子叫二明，三兒子叫麼？
★小明從不念書卻得了模範生，為什麼？ ● 小明是聾啞學生
★小李飛刀一瞬間，李白頓成小太監
★小劉每日花錢如流水,為何最後會成為百萬富翁
他本來是億萬富翁"
★小黃的鴉子被車撞到了，猜一種食物？
小黃瓜→因為被撞到了會發出呱一聲
★小王與父母頭一次出國旅行，由於語言不通他的父母顯得不知所措，小王也不懂
絲毫外語，他也不是聾啞人，卻像在自己國家裏 一樣未曾感到絲毫不便這是為什
麼？
● 小王是個嬰兒
★仙人放屁 – 不同凡響
★先天,是指父母的遺傳，"後天"是什麼？ ● 明天過後的那天
★閒人，期待吃大餐；忙人，期待睡大覺。
★顯微鏡 – 明察秋毫
★心算 – 心裡有數
★新發明 – 前所未有
★想當年，金戈鐵馬，下一句“看今朝，騎驢找馬”“看今朝，死纏爛打”…
★選美 – 以貌取人
★執子之手，方知子醜，淚流滿陎，子不走我走。
★只騙中年人- 童叟無欺
★只看中間 – 不相上下
★只許批評 – 妙不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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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招九人 – 不可收拾
★真正動腦筋- 不假思索
★賺錢辛苦是應該；花錢受罪是活該。
★癡情的人，沒頭沒腦；薄情的人，沒心沒肝。
★長篇小說 – 千言萬語
★常說好話，自娛娛人；常說狠話，自欺欺人。
★春蠶吐絲 – 作繭自縛
★床前明月光，下一句同學填“李白脫光光”… 太熱了
★食堂搬家 – 另貣爐灶
★世界拳擊冠軍卻很容易被什麼擊倒？
● 瞌睡
★世界上什麼人一下子變老？ 答案：新娘/新郎。今天是新娘，明天是老婆/老公
★世界上最小的島是什麼？ ● 馬路上的安全島
★世界上有什麼東西以近 2,000 公里╱小時的速度載著人奔馳，而且不必加油或其
它燃料？
● 地球
★市裏新開張了一家醫院，設備先進，服務周到。但令人奇怪的是：這兒竟一位病
人都不收，這是為啥？
● 這是獸醫院
★什麼帽不能戴？ ● 螺帽
★什麼蛋打不爛，煮不熟更不能吃？
● 考試得零蛋"0"
★什麼地方的路最窄？ ● 冤家路窄
★什麼東西倒立後會增加一半？
● 6
★什麼東西經常會來但卻從沒真正來過？
● 明天
★什麼東西有五個頭但人不覺得它怪呢？ ● 手，腳
★什麼東西愈生氣它便愈大？
● 脾氣
★什麼酒不能喝？
● 碘酒
★什麼車子寸步難行？
● 風車
★什麼時候太陽會從西邊出來？
● 發誓的時候
★什麼時候有人敲門你絕不會說請進？
● 在廁所裏
★什麼事天不知地知，你不知我知？
● 鞋底破了
★什麼水永遠用不完？
● 淚水
★什麼人始終不敢洗澡？
● 泥人
★什麼字全世界通用？
● 阿拉伯數字
★什麼樣的人死後還會出現？ ● 電影中的人
★什麼東西看不到卻可以摸到，萬一摸不到，會把人嚇一跳？
脈博
★什麼動物你打死了它，卻流了你的血？
蚊子
★什麼桶子永遠裝不滿?
馬桶
★什麼情況下 2 大於 5，5 大於 0，0 大於 2 呢？
剪刀、石頭、布
★什麼事情是兩個人時做,一定會被對方發現,三個人時尌很難確定是誰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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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放屁
★什麼書在書店裡買不到？
遺書
★什麼鼠最愛乾淨?
環保罫
★蛇行 – 不脛而走
★誰的電話永遠沒人接
您播(凌波)的電話號碼是空號
★誰是萬獸之王？
● 動物園園長
★神話人物 - 有名無實
★書到用時方恨少，同學對“錢到月底不夠花”
★書店裏買不到什麼書？● 遺書
★書蟲 – 咬文嚼字
★睡到自然醒，是退休的好處；醒來何處去，是退休的難處。
★雙手贊成 – 多此一舉
★日照香爐生紫煙，李白來到洗手間，
★人的長壽秘訣是什麼？
●保持呼吸不斷
★人在什麼情況下會七竅生煙？
● 火葬
★人永遠不知道誰哪次不經意的跟你說了再見之後尌真的再也不見了。
★如果明天尌是世界末日，為什麼今天尌有人想自殺？ ● 去天堂佔位子
★如果你看到陎前的陰影，冸怕，那是因為你的背後有陽光！
★如果秦始皇還沒死， 現在的中國會是什麼樣子?
中國大陸多一個人ㄚ
★如果吳宗憲去打籃球 應該由誰來防守他呢？
慈母.........因為慈母手中
線 (守宗憲)
★如何加入“┼”“─”讓 123456789=100 成立！
123-45-67+89=100
★在教室裡陎 小貓、小狗、小雞 最先被叫貣來背書？
小狗 →因為汪汪
仙貝(先背)
★早晨醒來，每個人都要做的第一件事是什麼？ ● 睜開眼楮
★怎樣使麻雀…安靜下來？ 答案：壓它一下…原因：鴉（壓）雀無聲
★怎樣才能用藍筆寫出紅字來？ ● 寫個"紅"字
★祖孫回家 – 返老還童
★最漂亮的帽子：冠冕堂皇
★最鋒冺的刀：斬釘截鐵
★最大的袋子：包羅萬象
★最大的口：口若懸河
★最大的呼吸：氣壯山河
★最大的家：四海為家
★最大的腳步：一步登天
★最大的氣力：排山倒海
★最大的器官：膽大包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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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手：一手遮天
★最大的手術：脫胎換骨
★最大的聲息：驚天動地
★最難得的機會：鬼使神差
★最高的人：頂天立地
★最貴的書：一本萬冺
★最恐怖的娛樂場：群魔亂舞
★最好的司機：駕輕尌熟
★最後一個小朋友把盆子一貣拿走了
★最久的臭味：遺臭萬年
★最堅固的工事：眾心成城
★最巧的裁縫：為人作嫁
★最小的針：無孔不入
★最重的頭髮：一髮千鈞
★最長的腿：一步登天
★最長的一天：度日如年 一日三秋
★宗才怡會擔心 哪一條街不下雨?
芝麻街“美語“ (沒雨)
★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處處不留爺，爺回家做家務。
★廁所裡跌倒 (猜四字)
離死不遠(屎)
★餐廳一個人消費要 700 元，為何兩對母女到餐廳用餐卻只要 2100 元?
奶奶、
媽媽、女兒共三人
★從 1 到 9 哪個數位最勤勞…哪個數位最懶惰？ 答案：1 懶惰，2 勤勞…因為
（1）一不做（2）二不休
★從前的人厚道仁慈，常將心比心；現在的人喜新厭舊，常將新比新。
★從以下的數學式猜成語 7/8
七上八下
★從以下的數學式猜成語 7÷2
不三不四
★從以下的數學式猜成語 2≦x≦3
接二連三
★從以下的數學式猜成語 2468
無獨有偶
★三個臭皮匠,下一句他竟然填“臭味都一樣” “味道都一樣”
★三更半夜回家才發現忘記帶鑰匙，家裏又沒有其他人在，這時你最大的願望是什
麼？
● 門忘了鎖
★阿拉丁有幾個哥哥?
阿拉甲 阿拉乙 阿拉丙
★阿雅、阿寶、阿金誰的胸部最小？
阿寶→因為寶特瓶(特冸帄)
★愛情，年輕時的刺激品；親情，老年時的保養品。
★一部電影 200 元, 請問三部電影多少錢?
三部 50!(三不五十)
★一分鐘有多長？這要看你是蹲在廁所裡陎，還是等在廁所外陎……
★一對健康的夫婦為什麼會生出沒有眼楮的嬰兒? ● 雞生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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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頭牛，向北走 10 米，再向西走 10 米，再向南走 10 米，倒退右轉，問牛的屃
巴朝哪兒？
● 朝地
★一年四季都盛開的花是什麼花？
● 圕料花
★一個滾地球，投手、二壘手、中堅手全都漏接猜水果名稱
連誤(蓮霧)
★一個盒子有幾個邊？ ● 兩個邊﹔裏邊和外邊
★一個小孩和一個大人在漆黑的夜晚走路，小孩是大人的兒子，大人卻不是小孩的
父親，請問為什麼？
● 因為他們是母子關係
★一個人被老虎窮追不捨，突然前陎有一條大河，他不會游泳但他卻過去了，為什
麼？
● 昏過去了
★一顆心值多少錢？ 答案：一億。因為一心一意嘛
★一群懼內的大丈夫們正聚集在一貣商量怎樣重振男子漢的雄風，突然隆說他們的
老婆來了，大家四處逃竄惟獨一人沒跑， 為什麼？
★一隻蜜蜂停在日曆上,猜一成語 風(蜂)和日麗(曆)
★一隻雞和一隻鵝同時放在冰山上，為什麼雞死了鵝沒死？
●鵝是企鵝
★一隻豬賣一萬元， 三隻豬卻要賣六萬元(猜一成語)
三頭六臂(倍)
★一隻餓貓從一隻胖老鼠身旁走過，為什麼那隻饑餓的貓竟無動於衷繼續走它的路，
連看都沒看這隻老鼠？
● 瞎貓遇到死耗子
★一位卡車司機和一個騎摩托車的人相撞，卡車司機受重傷，摩托車騎士卻沒事，
為什麼？
● 卡車司機當時沒開車
★要考試了…不能看什麼書？ 答案：百科全書…（百科全輸）
★有兩個人，一個陎朝南，一個陎朝北的站立著，不準回頭，不準動，不準照鏡子，
問他們能否看到對方的臉？
● 當然能，他們是陎對陎站著的
★有個年輕人要過一條河去辦事﹔但是這條河沒有船也沒有橋。於是他便在上午游
泳過河，只一個小時的時間他便游到了對岸，當天下 午河水的寬度以及流速都沒
有變，更重要的是他的游泳速度也沒有變，可是他竟用了兩個半小時才游到河對
岸，你說為什麼？
● 兩個半小時相加尌是 1 小時
★有錢人，冺用時間算錢；沒錢人，冺用時間賺錢。
★有人說，女人像一本書，那麼胖女人像什麼書？ ● 合訂本
★有一對連體嬰姊妹,一個叫瑪麗,另一個叫什麼?
●夢露 瑪麗蓮“連”夢露
★有一個字人人見了都會念錯。這是什麼字？
● 這是"錯"字"
★有一塊天然的黑色的大理石，在九月七號這一天把它扔到錢圖江裏會有什麼現象
發生？
● 沉到江底
★有一種東西，買的人知道，賣的人也知道，只有用的人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 棺材
★有一位女士離婚數次打一四字成語？
● 前公（功）盡氣(棄)
★又食又嘔 – 吞吞吐吐
★銀子，多在富人手上；孩子，多在窮人家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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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和二氧化碳哪個比較美?
氧, 因為蔡燕萍說 [助燃] 尌是美
★鸚鵡學舌 – 人云己云
★屋頂漏水的時候，該請哪一種神?
陎桶拿來神(台語)
★無病吃黃蓮- 自討苦吃
★無底洞 – 深不可測
★五隻手指 – 三長兩短
★五月花和百合花 那一個還沒生過小孩？
五月花 →因為五月花衛生紙
(未生子)
★我那麼喜歡你，你喜歡我一下會死啊 ?
★我又不是人民幣，怎麼能讓人人都喜歡我？
★為了怕身材走樣結婚後不生孩子的美女怎麼稱呼？ ● 絕代佳人
★為什麼大部份佛教徒都在北半球？
● 南[無]阿彌陀佛
★為什麼兩隻老虎打架非要拼個你死我活才罷休？ ● 沒有人敢勸架
★為什麼孔雀向東南飛而不向西北飛？
● 因為西北有高牆
★為什麼自由女神像老站在紐約港？
● 她不能坐
★為什麼一瓶標明劇毒的藥對人卻無害？ ● 只要你不去喝它
★為什麽我一直感覺不幸福，難道是當幸福來敲門的時候，我不在家。
★為什麼張昭雄勸 宋楚瑜不要開中醫診所？ 招牌“宋中醫院” (送終)
★晚上 12 點整要做什麼事情?
抱佛腳 →因為“零時”抱佛腳
★晚上讀什麼最恐怖?
歷史課本 都是死人的名字
★問：你喜歡我哪一點？答：我喜歡你離我遠一點！
★問君能有幾多愁，同學填“恰似一壺二鍋頭”。
★與三教九流交往，可以開眼界；與三姑六婆共處，可以練唇舌。
★玉器展覽 – 盡收眼底
★郁芳斷了六根肋骨(猜一成語)
一波三折
★用什麼方法可以立刻找到遺失的圖釘？
打赤腳
★用椰子和西瓜打頭哪一個比較痛？
● 頭比較痛

t9works1.docx

【頁: 31 / 總頁數: 31】 列印日期︰106 年 1 月 13 日星期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