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詞    彙

1 鼎泰豐 Dǐngtàifēng （n.）：an award-winning restaurant 
originating in Taiwan. The most famous food there is the small 
steamed buns.

2 嚐 cháng （v.）： eat; taste.
3 於是 yúshì （conj.）： thus.
4 當場 dāngchǎng （adv.）： at that precise time and place; on the 

spot.

美國人來台灣鼎泰豐1嚐2小籠包，

最後要把吃不完的帶走，於是3找

來服務生跟他說。服務生聽了他

的話後，卻當場4嚇得臉色發白。

請問這位美國人說了什麼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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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不完兜著走     37 

答    案

吃不完兜1著走。

1 兜 dōu （v.）： to put into a bag; to take responsibility.

解    說

「吃不完兜著走」原本的意思是，既然吃不完，就用

個布袋帶走。也就是今日我們所謂1「打包」的意思。

因此，在上述2的情況下，這位來自美國的朋友會說

吃不完兜著走，是可以理解的。其實隨著時間的演

變3，這句俗語已經不再是打包的意思。現在的它有著

濃厚的警告意味4： 如果你把事情搞砸5了，你就得付

出極大的代價6來承擔7這個後果8。套句現代的口語來

說就是，「要是再被我發現你說謊，你就死定了！」

或者，「要是事情出了問題，你就給我走著瞧9！」這

也就是為什麼服務生會嚇得臉色蒼白的原因了。

1 所謂 suǒwèi （adj.）： so-called.
2 上述 shàngshù （adj.）： above-mentioned.
3 演變 yǎnbiàn （n.）： evolution.
4 意味 yìwèi （n.）： meaning.
5 搞砸 gǎozá （adj.）： messed up.
6 代價 dàijià （n.）： cost; price.
7 承擔 chéngdān （v.）： to b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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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後果 hòuguǒ （n.）： a consequence.
9 走著瞧 zǒuzheqiáo （VP）： to wait and see.



詞    彙

1 下班 xiàbān （v.）： to get off work.

老李說他下班1時常在回家的路上

遇到美麗的聶小倩，請問他走的

是哪一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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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案

夜路。因為「夜路走多了總1會遇到鬼」。

1 總 zǒng （adv.）： eventually; at an unspecified future time.

解    說

要知道本題的答案，必須先知道誰是聶小倩。要知

道誰是聶小倩，必須先知道中國古代名著1《聊齋誌

異2》。《聊齋誌異》是一部網羅3當時天下鬼狐4故事及

異聞趣談的小說。〈聶小倩〉便是其中一篇，講述5的

是淒美6的人鬼戀的故事。聶小倩便是故事中的女鬼。

在這裡要強調的是，聶小倩的形象7與貞子是不同的，

貞子恐怖可怕，而聶小倩美麗又楚楚可憐8。不論9是

恐怖或楚楚可憐，她們都是鬼。中國有俗語「夜路走

多了總會遇到鬼」。所以老李這裡的夜路，如果你將

它理解成是一條路的名稱，比如忠孝東路、信義路，

那麼你就答對這題的答案了。但實際上，夜路在這句

俗語中是指夜晚的路上。如果一個人常走在夜晚的路

上，總有一天會遇到鬼的。比喻一個人要是時常做壞

事，遲早有一天會被抓到，得到報應。



夜路走多了總會遇到鬼     41 

1 名著 míngzhù （n.）： a classic book.
2 聊齋誌異 liáozhāizhìyì （n.）： a collection of nearly five 

hundred mostly supernatural tales written by Pu Songling in 
Classical Chinese during the early Qing Dynasty.

3 網羅 wǎngluó （v.）： to collect.
4 （妖）狐 yāohú （n.）：fox spirit. In Chinese mythology, a fox 

which receives sufficient energy from human beings, the sun, and 
the moon, is able to transform into human forms, has magical 
powers, and is immortal. 狐can be either good or bad spirits.

5 講述 jiǎngshù （v.）： tell about.
6 淒美 qīměi （adj.）： tragically beautiful.
7 形象 xíngxiàng （n.）： image.
8 楚楚可憐 chǔchǔ kělián （AJP）：（to describe a young 

woman） delicate and charming.
9 不論 bú lùn （conj.）：whether...or....



數字一到十中，哪三個數字感情

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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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九不離十     43 

答    案

八、九、十。因為「八九不離十」。

解    說

這裡的趣味元素1是詞義與諧音的雙關。「離」是距離，

而「十」與「實」是諧音，「實」代表事實。所以「八九

不離十」意思就是八和九距離十已經不遠了，引申為估

計2或猜測的與事實極為3接近，這便是這句俗語的正

解4。當然「離」除了距離之外也有分離的意思。如果以

分離來解釋，那「八九不離十」就是八、九、十從不分

離或形影不離5，也就是他們三個感情很好的意思。

1 元素 yuánsù （n.）： an element.
2 估計 gūjì （n.）： estimation.
3 極為 jí wéi （adv.）： extremely.
4 正解 zhèngjiě （n.）： correct answer.
5 形影不離 xíngyǐngbùlí （VP）： keep each other's company all 

the time.



詞    彙

1 明 míng （adv.）： clearly.
2 偏 piān （adv.）： used before a verb to show contrariness or 

determination.
3 前行 qián xíng （v.）： to move forward.
4 自尋死路  zìxúnsǐlù （NP）：  to bring  about one’s own 

destruction.
5 自討苦吃 zìtǎokǔchī （NP）： to ask for troubles.
6 貪 tān （n.）： to have an inordinate desire for something.

「明1知山有虎，偏2向虎山行」

是說明明知道山裡有吃人的老

虎，卻還要往山裡去。比喻明知

前方有危險，卻仍然冒險前行3，

形容人自尋死路4、自討苦吃5的

意思。阿民貪6生怕死，卻仍朝

向有許多老虎的深山前進，為什

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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