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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中解鬱
　　首先感謝讀者對「健康福報」的愛護，福

報於民國九十年創刊至今已逾十一寒暑，而每

年出版集錦口袋書一冊的承諾，今年第十一本

也在讀者期盼中發行，迄今已出版精裝口袋書

「福報慧語」五冊、「小故事大啟示」三冊、

「解鬱集」三冊。

　　今年推出的「解鬱集」【麻】，書中每一

則虛擬的笑話都是一次笑聲的傳遞，閱讀它是

一種享受、一種幸福，因為它令你開懷，表示

你有空閒，如果你沒空欣賞也是一種幸福，因

你有比看解鬱集更重要的事忙著。

　　炎炎夏日，祝福大家心想事成，健康快

樂；業務人員財源廣進，業績大豐收。

社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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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性………………09

四川拉麵……………10

四十擺在眼前………11

酒商和律師…………12

論高興………………13

三老…………………13

來電達鈴……………14

脫了坐沙發…………15

愛妳的先生…………16

富家女與窮書生……17

口香糖………………18

消氣…………………19

有人偷牌……………20

不同凡想……………21

小王…………………22

解惑篇………………22

凶兆…………………23

脫皮了………………23

媽媽的毛……………24

爸爸的蛋……………26

天衣無縫……………26

人道毀滅……………27

孔子名片……………28

阿公的答錄機………30

報戶口………………31

孔雀舞………………32

睡覺時六大禁忌……33

單身女郎……………34

前程似錦……………34

有句話………………35

成長過程……………35

一天一妻制…………36

新好男人……………36

建國百年新睡法……37

十全八美……………37

三天摔一個…………38

量體重………………38

度蜜月………………39

健忘…………………39

還是要讀書…………40

女子五重奏…………41

德文課………………41

用功讀書……………42

終於硬了……………42

同時睡………………43

拉鍊…………………43

同學會………………44

官場文化……………45

意見…………………45

安全帽………………46

高招…………………46

中獎…………………47

闖紅燈………………47

稅後薪資……………48

分憂…………………48

有效期限……………49

讓座…………………49

有趣中國字…………50

老人的定義…………51

這社會………………51

百萬富翁……………52

嫁給你………………52

兩倍…………………53

戴罩…………………53

老闆（馬屁篇）……54

漲價…………………54

我的老婆……………55

水火不容……………55

我蠢…………………56

沉思錄………………57

防盜演習……………58

石頭雕像……………59

不是我媽媽…………60

不准結婚……………60

知足最好……………61

受益人………………62

解鬱密方……………62

天才釣客……………63

沒腦袋………………63

腳踏車………………64

忠誠…………………65

換媽媽………………65

解鬱集《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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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教授……………66

性工作者口號………68

合作力量大…………68

優質職稱……………69

女人八品……………69

信不信由你…………70

芭蕾舞………………72

我怕你傷害我………72

打包…………………73

夫妻吵架……………73

非禮…………………74

門沒關………………74

小白兔與大狗熊……75

是頭猪………………76

非親生………………76 

活到100歲…………77

結婚花費……………77

凌晨六點……………78

真言…………………79

停車位………………80

只差你了……………80

專家統計……………81

馬來電………………82

造孽…………………82

龜子與龜爸…………83

熱漲冷縮……………83

假牙…………………84

基層視察……………85

一萬元的天鵝肉……86

都滿意………………87

做夢的………………88

說話三要素…………88

常見的謊言…………89

情趣內褲……………90

警示牌………………90

結婚的念頭…………91

新手上路……………91

打歪了………………92

最有錢的……………93

趕快打110…………94

盲腸…………………95

包公廟………………96

嬰兒般睡眠…………96

握個手………………97

下面沒啦……………98

對不起哥……………98

搶匪…………………99

一千元………………100

順便一提……………101

黑羊白羊……………102

巧克力口味…………102

媽媽！再見…………103

解鬱對聯……………104

電話叫車……………105

陸上閒聊……………105

壽險高手……………106

遺書…………………106

業績不好……………107

老二哲學……………107 

0204…………………108

家長蓋章……………108 

禽獸不如……………109

叫爸爸………………110

血壓高………………110

烏鴉與白兔…………111

便衣獵犬……………111

難養…………………112

客戶投訴……………112

徵婚條件……………113

說得真妙……………114

親一下………………115

成績穩定……………115

詐騙電話……………116

戴口罩………………117

回辦公室……………118

買麵包………………119

猪小弟與猪爸爸……120

猪小妹與猪媽媽……120

搶錢…………………121

四千萬………………121

婚後三部曲…………122

彈簧床………………122

辦貸款………………123

親情　愛情…………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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龍骨陳皮……………126

繼母…………………127

錯失良機……………128

藏經閣——家書篇…129

聊聊天（1）………130

聊聊天（2）………131

電腦閒聊……………132

人生如賽場…………133

人不由己……………133

還不是因為你………134

點菜…………………134

懷念…………………135

我是司機……………135

職場勞騷篇…………136

願望…………………137

被甩了………………137

看不到………………138

唱歌…………………138

一次就夠……………139

回娘家………………139

少碰的五種女人……140

信心與機密…………140

售後服務……………141

塑化劑………………141

會錯意………………142

天體營………………143

老婆不在家…………143

今日停課……………144

老公和老婆…………145

死蟑螂………………145

陪我睡覺……………146

筆和尺………………146

宜蘭支庫……………147

貴很多………………147

實習護士……………148

毛都沒有……………149

賣無花果……………149

五星級飯店…………150

加蛋…………………150

反韓貨………………151

雙管齊下……………151

民族性 

　　在美國社區中有位理髮師。有一個賣花的

白人去找他理髮。理完髮，付費時。理髮師

說：『今天不收費。我在做社區服務。』 

賣花人愉快的離開了。

　　第二天早晨理髮師發現一張“感謝你＂ 

的賀卡和12朵玫瑰花放在他的商店門前。

　　另一美國黑人警員去理髮，也得到同樣的 

『社區服務』，警員愉快的離開了。

第二天早晨，理髮師發現一張“感謝你＂的賀

卡和一打甜圈圈放在他商店門前。

　　不久一位中國軟體工程師去理髮，也得到

同樣『社區服務』的對待。

　　第二天早晨，你猜！發生了什麼事？ 

商店前有12個中國人等著免費理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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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擺在眼前

一對夫妻共進晚餐，

太太一直問先生：「你愛不愛我？」

先生看了她一眼，繼續用餐。

太太很生氣，又再問一次：「你愛不愛我？」

先生終於說：「愛！」

太太又問：「那你要怎麼證明？」

先生摸摸口袋，拿出了三十元。

問太太：「你有沒有十元？」

太太拿了十元給先生。

先生把四十元放在桌上。

過了一會兒。�

太太撒嬌的問：「你到底要不要證明啊！」

先生說：「我己經證明了啊！！！」

四十擺在眼前�����

四川拉麵

　　公司一小主管早有妻室，但又讓一女同事

懷孕，他深怕妻子知道，請她不要小孩，但她

堅持不肯，最後小主管送她回老家生產。

　　女同事說：「孩子出生怎麼通知你？」

　　小主管：「這事容易，孩子出生，你就寄

張明信片，上面寫四川拉麵……，就行了，以

後，我會按時寄生活費給妳。」

　　半年後，妻子拿一張明信片給他，小主管

接過一看，突然口吐白沫地暈了過去。

　　在急診室，醫生問他妻子：「你先生沒有

心臟病史，但為什麼會突然暈過去？」

　　妻子說：「我也不明白，他就是看了這張

明信片才暈的。」

　　醫生拿著明信片，唸出：「四川拉麵四

碗；兩碗有香腸！兩碗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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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高興

若要一輩子高興，做佛;

若要一陣子高興，做官;

若要一個人高興，做夢;

若要一家人高興，做飯;

若要一幫人高興，做東！

三老

『老師』

　　是要能把自己的思想裝進別人的腦袋。

『老闆』

　　是要能把別人的錢財裝進自己的口袋。

『老婆』

　　是要能把她的思想裝進他的腦袋；

　　把他的錢財裝進她的口袋。

酒商和律師 

　　酒商的貨車和律師的轎車追撞。

　　律師高傲的拿出一張名片遞給酒商，酒商

也從駕駛座旁拿出一瓶威士忌，邊倒酒邊說：

　　「你好像受驚不小，喝一口吧！酒可以定

定神……」 

　　律師喝了一小口。

　　「你的臉色還是很蒼白。」

　　酒商說：「再喝幾口吧！」

　　在酒商勸說下，律師又喝了五、六口。

　　定神後，律師客氣地說：

　　「謝謝！謝謝！你也喝幾口吧！」

　　「我不要！」酒商堅定的說：

　　「我在等交通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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脫了坐沙發

　　一中年男子出差，住進一個小旅店，正要

就寢時突然電話響起。

　　「對不起！我是櫃台，我們店裡有特殊服

務你需要嗎？」

　　「不用！謝謝！」男子回答。放下電話後，

忽然難以入眠。於是拿起電話：「櫃台，我要

特殊服務。」

　　不一會，一年輕女郎進來。

　　男子：「好！脫了吧，坐沙發。」

　　女子脫光坐在沙發上。

　　男子回到床上躺下，一下子傳來酣聲……

天快亮了，女子再也忍不住，將男子叫醒：

「你叫我來幹什麼？」

　　男子：「蚊子太多我睡不著…」

來電達鈴 

　　老王買了新手機，將儲存的電話都設定不

同的來電鈴聲、和絃或人聲。

　　週末，他和同事聚餐。菜還沒上，新手機

響起了一段輕快的夜曲。

　　老王說：「是朋友打來的。」

　　菜上齊了。老王手機又響，這回是節奏緊

張的《義勇軍進行曲》：「起來，不願做奴隸的

人們……」。有個朋友悟性較高，立即笑著說：

「老王，是老婆電話吧？」。我們邊吃邊聊，老

王手機又響了。這回鈴聲竟是個童聲：

　　「爸爸，接電話。爸爸，快接我的電話！」  

　　我們都忍不住笑了起來，不用問，一定是

老王兒子打來的了。

   誰知老王接了電話，乾咳一下，小聲地

說：「總經理，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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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家女與窮書生

　　富家女嫁給窮書生，因覺得家中太檢樸。        

就在家門口寫了對聯:

 

缺衣(1)、無食(10)、沒東西。

　　窮書生看了，笑一笑，順手就在旁邊寫下：

 

 

沒大、沒小、少三八。  

愛妳的先生

　　高雄一對夫妻相約前往北部旅遊，先生出

差先行北上，在飯店裡訂好房間、排好行程，

隨即E-m a i l給太太，因先生的疏忽把太太的

E-mail信箱打錯。

　　這封信誤送到一位剛為她先生辦完告別式

婦女的信箱裡。她正在家中發E-mail感謝親友

的關心，不料大叫一聲就昏倒了……

　　兒女趕過去，見到打開的電子郵件畫面。

　　「親愛的：我已經住進來了，也為妳打理

好一切要用的東西。這裡可不比我們住的地

方，好冷喔！！來時記得多帶點禦寒的衣物，

多虧網路的盛行，在這裡也能發E-mail。

　　                       愛妳的 先生」

二
三
四
五

六
七
八
九

南北

一
二
四
五

六
七
九
十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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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NO！」

　　美商搖搖頭說：「在美國，嚼過的口香糖

會送進工廠做成套套，再賣到中國。」

　　「那你知道嗎？」侍者得意的笑著：「我

們是如何處理用過的保險套？」

　　美商說：「當然是扔掉啦！」

　　侍者搖搖頭說：「NO！NO！在我們中國，

用過的保險套會送進工廠做成口香糖，再賣到

美國。」

消氣 

每次夫妻吵架，老婆就跑進廁所。

老公很好奇地問：「妳在廁所幹嘛？」

老婆說：「刷馬桶！」

老公問：「刷馬桶也能消氣？」

老婆說：「不知道？反正都是用你的牙刷。」

口香糖 

　　一位美商在中國餐廳用餐，問侍者：「廚

餘蝦殼你們如何處理？」 

　　侍者：「當然是倒掉啦！」

　　「NO！NO！」

　　美商說：「在美國，蝦殼會加工做成蝦

餅，賣到中國。」

 　　一會兒，又指著檸檬問：「吃剩的檸檬

皮你們怎麼處理？」 

　　侍者：「當然是倒掉啦！」

　　「NO！NO！」

　　美商搖搖頭說：「在美國，檸檬皮會加工

做成果醬，再賣到中國。」

　　結帳時，美商嚼著口香糖，笑著問侍者：

「請問你們怎樣處理吃過的口香糖？」

　　侍者：「當然是吐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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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同凡想

1.什麼桶子永遠裝不滿？

2.什麼書在書店裡一定買不到？

3.送什麼花給情敵最能表達心意？

4.什麼狀況下「2」一定大於「5」？

5.阿拉伯數字中哪個字最懶惰？

  哪個字最勤勞？

6.阿拉丁有幾個哥哥？叫什麼名字？ 

7.兩兄弟在海邊釣魚，哥哥叫大寶，

他被大浪捲走。

請問，弟弟在岸上，他叫什麼？

8.住在北極的熊叫「北極熊」，

住在台灣的熊叫「台灣黑熊」，

請問，住在醫院的熊叫什麼？

　　答案請見下一頁

有人偷牌

　　一對新婚盲人夫婦，約定做愛時的暗號。

男說：「打牌。」女說：「開始。」

　　隔壁小黃經常聽到『打牌』。心想，他們

看不見怎麼打？

　　於是偷窺一看究竟，才知原來如此。

　　一日，小黃趁男主人外出，溜進其家，對

女主人說：「打牌。」

    女主人說：「開始。」

    於是兩人開始翻雲覆雨。小黃功夫不錯，

女主人連誇：「好牌！好牌！」

　　晚上就寢時，男主人說：「打牌。」

　　女主人回：「白天不是打了一局嗎? 」 

　　男主人一聽，又氣又急，驚呼：

　　「不好!有人偷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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凶兆

算命仙：「妳命不好。」

小姐：「為什麼？」

算命仙：「因為妳身上帶有凶兆。」

小姐：「那我把胸罩脫了行嗎？」

算命仙：「不行！不行！妳一脫了凶兆，就會

出現人生的兩個大波。」

脫皮了

　　一農婦首次進城當褓姆，幫主人收拾床舖

時，看見一用過的保險套，不知是何物，便問

女主人。 

　　女主人反問：「你們不做愛嗎？」

　　農婦很驚訝的回答：「做啊！但沒你們這

麼瘋狂，都脫皮了。」 

小王

　　醉漢問公關：「男生外遇的對象叫小三，

那麼女生外遇的對象叫什麼?」

　　公關：「我哪知道！」

　　醉漢：「真笨！連這個都不知道，叫小王

啦！因為中間多了一根。」

 解惑篇（不同凡想）

一、馬桶。二、遺書。

三、龜殼花。

四、猜拳。〈剪刀、石頭、布〉

五、一不作、二不休。

六、有三個，阿拉甲、阿拉乙、阿拉丙。

七、叫救命。

八、神經嘸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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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道人之短，勿炫己之長

解鬱集

得小孩子越早寫這種題目越好，讓小朋友早一

點知道感恩啊！」 

　　媽媽：「真的！有沒有搞錯？你這老師是

怎麼當的？」

　　老師心想，會不會是媽媽不好意思在小孩

面前誇讚自己，才不好意思寫？於是說：

　　「要是真的不會寫，也可以請她問問爸爸

啊！參考一下他的意見。」

　　這時媽媽真的氣瘋了，大聲的嚷：

　　「老師啊！再怎麼樣也不能出『媽媽的

毛』這種題目嘛！」

　　老師嚇了一跳：「我出的題目是…………

『媽媽的手』耶！」

媽媽的毛

　　最後一節課，老師把家庭作業的作文題目

寫在黑板上，大近視的小妹急忙抄下，學校就

放學了。

　　回家作功課時，看到題目是「媽媽的

毛」，這下可難倒小三的小女生了。

　　小妹絞盡腦汁，寫了兩行：

「媽媽的毛，最長的是頭髮，最短的是睫毛」，

寫不下去，於是跑去問媽媽。

　　媽媽看到題目嚇了一大跳，馬上打電話找

老師理論，說：

　　「老師！你有沒有搞錯啊！孩子還這麼 

小，怎麼出這種題目？」 

　　老師：「這作文題目有什麼問題嗎？我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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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道人之短，勿炫己之長

解鬱集

人道毀滅

　　三隻狗被關在寵物醫院的鐵籠裡。

　　甲狗傷心地說：「主人的女兒踢我，我咬

了她的腿，主人就把我送到這裡人道毀滅。」

　　乙狗也很傷心地說：「主人的兒子老是對

著我撒尿，我咬傷了他的小雞雞，主人將我送

到這裡人道毀滅。」

　　丙狗接著說起自己的故事：「我的主人是

個單身女人。昨天她洗完澡光著身子走出浴

室，彎腰去撿東西時，我忍不住撲上去趴在她

背上……」

　　「那你肯定是被她送來人道毀滅的。」

　　「不對。」

　　「那是要把你閹了？」

　　「也不是。主人只是請醫生幫我修修指甲

而已。」

爸爸的蛋

   老師出學生的家庭作業，有一題是用「皺

紋」一詞造句。 

　　小強寫道︰「我爸爸的蛋有很多皺紋。」

　　老師在連絡簿寫給家長的評語︰

「不要把什麼地方都給小孩子看，影響身心發

展，很不好。」

　　爸爸回覆︰「這孩子經常漏東忘西的，真

是粗心，他少寫了一個『臉』字。」

天衣無縫

女人有兩個優點，但有一個漏洞；

男人雖沒有優點，卻也有一個長處；

他們常抓住女人的兩個優點，用他們的長處，

去彌補女人的漏洞，以達天衣無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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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道人之短，勿炫己之長

解鬱集

來，叫Fu Tu好了。」 

　　我說：「那更不行，簡直像『糊塗』！」 

　　「那怎麼辦？」孔子問。 

　　「後來我就說：『您老不是字子美嗎？』

杜子美，那就叫 Jimmy Tu吧！』 

　　孔子笑了起來，叫一聲「妙！」又問道： 

「但我的要怎麼印呢？」 

　　老闆想了一下，叫道：「有了！您老不是

字仲尼嗎？」

　　「對呀！」孔子滿臉期待。 

　　老闆提高音量：「而且還曾周遊列國，是

吧？ 」

　　「是呀！」孔子一臉狐疑。 

最後老闆大聲道：

　　「那就印…………JOHNNIE WALKER。」

（約翰走路）

孔子名片

　　孔子收到美國「世界漢學國際研討會」請

柬，邀請他在開幕時演講。 

　　孔子很高興，到印刷店印名片。 

　　老闆恭敬的問清楚名片要中英文對照，但

英文不知該怎麼稱呼。 

　　孔子說：「不是有現成的Confucius嗎？」 

老闆：「那是外國人對您老的尊稱，把『孔夫

子』拉丁化的說法。您總不好意思自稱『孔夫

子』吧？」 

　　「那倒也是。」孔子想想。 

　　「詩聖杜甫昨天也來過。」老闆說。 

　　「哦！他的名片怎麼印？」孔子問。 

　　「杜先生本來要印Tu F u。」老闆說：

「我一聽表示不好，太像『豆腐』了。」

　　杜先生說：「那就依照英文的念法，倒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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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道人之短，勿炫己之長

解鬱集

報戶口

　　一名婦女抱著嬰兒去報戶口。

戶籍員：「孩子叫什麼？」婦女：「沒名。」

戶籍員又問：「姓什麼？」婦女：「沒姓。」

　　戶籍員大惑不解。

　　婦女解釋說：「那一晚上我和三個男人辦

了事，孩子不知是誰的。」

　　戶籍員無奈，只好請示所長。

　　所長問婦女：「那幾個男人姓什麼？」

　　婦女說：「三個人分別姓高、鄭、孫。」

　　所長說：「好辦！就給孩子取名叫郭春海

吧。」戶籍員一頭霧水。

　　所長解釋：「郭是由高的字頭和孫、鄭的

字旁組成，『春』是三人同一日，『海』是每

人貢獻一滴。」

　　戶籍員一聽，連聲說：「高！真是高竿！」

阿公的答錄機

　　鈴…… 鈴……，現在我不方便接電話，

聽到『嗶……』聲後請留言。

　　如果你是兒子，請按1；是女兒，請按2。

再依你的需求，請選擇1至6。

如果你要借車，請按1。

如果你要我到學校接孫子，請按2。

如果你要我到你家陪孫子，請按3。

如果你今天要過來吃飯，請按4。

如果你想禮拜天來吃飯，請按5。

若是你需要錢，請按6。

　　如果要邀請我吃飯、看電影，請直接說

話，我正在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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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道人之短，勿炫己之長

解鬱集

睡覺時六大禁忌

一、戴「錶」睡覺。 

　　減短手錶使用壽命，夜光錶輻射有損健康。

二、戴「牙」睡覺 

　　不利口腔衛生，熟睡可能將假牙吞入食道。

三、戴「罩」睡覺 

　　戴胸罩是為了展示，而睡覺時就沒必要了。

四、帶「機」睡覺

　　手機隨時會來電有電磁波，影響睡眠品質。

五、帶「妝」睡覺 

　　會堵塞肌膚毛孔， 造成汗液分泌障礙。

六、帶「別人的老婆」睡覺

　　可能醒來時已被人打死了……

孔雀舞

　　老夫少妻結婚多年仍膝下無子，經友人推

薦，求教民俗療法大師。

　　大師建議做愛時，請一位猛男穿緊身衣，

拿孔雀羽毛扇，在旁跳孔雀求偶舞，讓太太有

遐想的空間。

　　當晚兩人做愛時，特別聘請一位帥哥猛男

在旁助興，雖然時間拉得很長，但還是沒效果。

　　經三人討論後，決定換個方式，「讓猛男

上陣，老公跳孔雀舞」。

　　從新開始後，太太果然高潮連連。

　　老公很滿意，得意洋洋的對猛男說：

　　「小伙子！看到沒，孔雀求偶舞就是要這

樣跳才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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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道人之短，勿炫己之長

解鬱集

有句話 

有一句說一句是律師，稱謹慎； 

有一句說十句是教授，稱學問； 

有一句說一百句是作家，稱文采；

有一句說一千句的老婆，稱嘮叨； 

有一句編一萬句的老公，稱外遇； 

說一句留一句的外交家，稱嚴謹； 

有十句說一句的政治家，稱心計； 

有一百句只說一句的出家人，叫玄機。

成長過程

「幼稚」——是憋不住尿，又憋不住話；

「不夠成熟」——只憋得住尿，卻憋不住話； 

「成熟」——是既憋得住尿，又憋得住話； 

「衰老」——是只憋得住話，卻憋不住尿。

單身女郎

15歲到25歲的單身女郎，像顆橄欖球。

〈20幾個人搶著要！〉

25歲到35歲的單身女郎，像顆籃球。

〈10幾個人搶著要！〉

35歲到45歲的單身女郎，像顆棒球。

〈只有1個人要！〉

45歲到55歲的單身女郎，像顆躲避球。

〈能閃則閃！〉

55歲到65歲的單身女郎，像顆鉛球。

〈丟的越遠越好！〉

前程似錦

人家有背景，所以前程似錦。

我只有背影，所以前程四緊。

（手頭緊、眉頭緊、腰圍緊、時間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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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道人之短，勿炫己之長

解鬱集

建國百年新睡法

跟小姨子睡是增值睡。

跟小老婆睡是逃漏睡。

跟老闆娘睡是所得睡。

跟舞小姐睡是營業睡。

跟老婆睡是依法納睡。

上床靠機會、下床靠智慧。

選擇靠品味、相處靠趣味。

分手要令人回味………。

 

十全八美    

老公：「世上沒有人是十全十美的，妳在我眼

　　　　裡已是十全八美了。」

老婆：「謝謝啦！但我到底少了哪兩種美？」

老公：「內在美和外在美。」

一天一妻制

　　立法院修正婚姻法，鍵入員疏忽，把一

「夫」一妻制打成一「天」一妻制。

　　委員普遍反映：「改得好，創意不少！」

　　男委員認為：「好是好，就怕貨源少！」  

　　老委員：「好是好，就怕時間有點少！」 

　　女委員：「好是好，就怕男的身體受不了！」

　　法律界：「好是好，就怕孩子父親不容易

　　　　　　　找!」

新好男人

　　同學會聚餐，兩女同學閒聊。

「我先生真笨！不會喝酒也不會賭博。」

「那你真幸運，找到了一個新好男人。」

「唉！可是他不會喝酒卻偏愛喝，不會賭博

卻偏愛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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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道人之短，勿炫己之長

解鬱集

度蜜月 

小女孩：「媽咪！什麼叫度蜜月？」

媽媽：「是媽咪和爸爸結婚後一起去旅行。」

小女孩：「我有去嗎？」

媽媽：「當然有！」

小女孩：「我怎麼不知道？」

媽媽：「當時妳還小，是爸爸帶妳去的，媽咪

　　　　帶妳回來。」

健忘

病患：「我很健忘，怎麼辦？」 

醫生：「也不錯啦！每天早上醒來，發現睡在

　　　　身邊的，都是不同的女人，而且欠錢

　　　　也可以不用還。」

三天摔一個

　　豪宅內的漂亮女傭，不小心打破了一個古

典咖啡杯。女傭怕被懲罰，於是色誘男主人。

　　男主人一時性起，事後便原諒了她。

　　第二天，女傭叫醒男主人，紅著臉說：

「主人，我又摔碎了一個。」於是男主人再次

和女傭發生了關係。

　　第三天，她又摔碎一個碗，準備向男主人

「認錯」。

　　主人見狀，搶著說：「大姐我求妳了，妳

三天摔一個行嗎？」

量體重 

　　妻子站在體重計上，高興地對先生說： 

「老公快來看！我體重少了兩公斤。」

「親愛的，那是因為妳還沒有化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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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道人之短，勿炫己之長

解鬱集

女子五重奏

國小時：「媽媽！長大後我不要嫁人，我要待

在妳身邊。」

國中時：「媽！我以後會和妳住在一起。」

高中時：「媽！我結婚後會常回來看妳。」

大學時：「媽！結婚後有空要常來看我。」

結婚後：「媽！沒事不要常來找我。」

德文課

　　上德文課時，老師完全以德文授課。學生

聽不懂，請老師加點中文補充。

　　老師說：「不要怕聽不懂，學語言就是要多

聽，每天聽我說，久了自然會明白。」

　　一位學生舉手發言：「我每天聽小狗叫，

幾年了也不知道牠在說什麼？」

還是要讀書

　　歹徒搶劫銀行，倉皇逃離後。

　　經理指示科長：「趕緊報案！」

　　科長打電話正說到被搶金額時，經理急忙

說：「等等！把我們上次挪用的五千萬元也加

上去！」

　　科長會意，竊笑說：「要是搶匪每個月都

來搶一次那就好了。」

　　電視跑馬燈新聞快報。

　　……歹徒搶銀行，被搶走七千萬元……但

黑道小弟數來數去只有兩千萬。

　　老大大罵：「媽的！老子拼了一條命才搶

兩千萬，銀行經理動動嘴皮子就賺五千萬，看

來這年頭還是要讀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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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道人之短，勿炫己之長

解鬱集

同時睡

　　有位六十多歲的老翁向醫生訴說，他最近

和一位二十歲的女子結婚。

晚上與新娘上床後，他就會呼呼大睡。

醫生開了處方，說：「回去一人吃一份。」

老翁高興的問：「現在我是不是能夠....」

醫生中斷他的話：「那恐怕沒辦法，但這些藥                  

可以使新娘與你同時呼呼大睡。」

拉鍊

　　五歲小女兒指著媽媽的肚子，說：

「媽咪！妳肚皮上為什麼有一條拉鍊。」

　　媽媽解釋：「妳原本是在媽媽肚子裡，醫

生切開肚子，把妳抱出來，再縫好。」

　　女兒不解：「那妳為什麼要把我吃下去。」

用功讀書

　　一位漂亮的女生走進教授辦公室。撒嬌的

說：「老師，我今天考得不好……，如果你給

我及格，我願為你做任何事。」

　　教授眼睛一亮：「願為我做任何事？」

　　她媚態地說：「是的！我一定答應。」

　　教授很高興：「那麼！妳答應我以後一定

要用功讀書! 」 

終於硬了

　　一對吵架的夫妻，先生對太太吼道：「妳

死後！我一定在墓碑上刻『這裡躺著一個冰冷

的女人。』」

　　太太聽了，不慌不忙的回應：「是嗎？

那麼以後我在你墓碑上刻『這個男人終於硬

了』，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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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道人之短，勿炫己之長

解鬱集

官場文化

　　為官之道：萬事如「遇」，應對手則。

一、閒事莫管

二、問事不知

三、遇事迴避

四、有事請示

五、無事早歸

　　升官之道：明擇保「升」，缺一不可。

兔子的眼睛、耗子的腿；

王八的肚量、婊子的嘴。

意見

意見

大官稱指示，富商稱高見，百姓稱牢騷。

說話

大官稱訓示，富商稱名言，百姓稱廢話。

同學會

　　一群40多歲的同學，舉辦第一次同學會。

他們選了A餐廳，且未來每10年辦一次。

　　選A是：服務小姐的身材好，穿得也少。

　　10年後，50多歲的他們，再次聚餐時，還

是選A餐廳，因餐廳菜單的字「最大」。

　　又過10年，60歲的他們，又選A餐廳，這

回是因為：A餐廳有「養生餐」。

　　再10年，70歲了，還是選了A餐廳，這次

則是：因這家餐廳有提供「輪椅」。

　　10年匆匆又到了，80歲的一群同學，無異

議通過要到A餐廳，是因為——這家餐廳大家

從沒來過。

( 老年失憶症多可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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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道人之短，勿炫己之長

解鬱集

中獎 

　　一位憨厚的丈夫，薪水全數交給太太；他

太太每月固定給先生幾百元零用錢，但須說明

用途。

　　一天，丈夫興奮地告訴太太：

　　「老婆！我彩券中了五萬元！」

　　太太冷冷地說：「你哪來的錢買彩券？」

 

闖紅燈

　　交通警察：「你沒看到紅燈嗎？還衝過

來，送你一張紅單。」

　　「拍謝喔！小姐請問『闖』紅燈的『闖』

怎麼寫？」

　　小姐：「我不告訴你。」

　　交通警察：「沒關係！我寫紅燈直直走。」

安全帽 

　　交通警察：「老阿伯！規定騎機車不戴安

全帽要罰款的！」

　　老伯：「當年俺在打八二三砲戰，不戴鋼

盔砲彈都打不到我。為什麼現在騎個機車，不

戴安全帽馬上被捉？」

　　警察說：「砲彈沒有長眼睛，可是我有長

眼睛！」

高招

　　女兒對外遇的老爸喊話：「你如果敢離

婚，去娶那個年輕的妖精，我就要嫁給妖精的

爹，以後你得叫我媽！」

　　老爸當場愣住，從此規規矩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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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道人之短，勿炫己之長

解鬱集

有效期限

妻：「你在做什麼啊？」 

夫：「沒做什麼。」 

妻：「沒做什麼？你看著我們的結婚證書，足

　　足有一小時了。」 

夫：「我在找它的有效期限是到什麼時候。」

讓座

子：「今天早上我和爹地一起搭公車，他要我

　　　讓座給一位女生。」 

母：「嗯，爹地教你這麼做是對的。」

子：「但是很奇怪，我當時是坐在爹地的大腿

　　　上耶！」

 

稅後薪資

　　公司外派出差，昔日女同學到旅館找他，

閒話家常時談到薪資。

男同學問：「你稅後多少錢？」 

女同學拋個媚眼，輕聲說：

　　「討厭！跟老同學睡還提錢，你先上床，

我去洗個澡。」

分憂 

　　女孩：「婚後我要分擔你所有的煩惱、困

擾，減輕你的負擔。」

　　男孩：「親愛的，妳真體貼，但我並沒有

任何煩惱或困擾。」

　　女孩：「哦？那是因為我們還沒結婚。」



.....................................................................................................

................................................................................................................................

52

.....................................................................................................

................................................................................................................................

53

勿道人之短，勿炫己之長

解鬱集

老人的定義

年輕人別笑，總有一天等到你！

站咧無元氣，坐咧就哈戲，

倒咧困抹去，食飽多放屁，

無食愛生氣，見講講過去，

現講現忘記，出門無地去，

要死無勇氣，祗好活下去。

這社會 

教授越來越多，教書的越來越少；

博士越來越多，博學的越來越少；

戀愛的越來越多，戀學的越來越少；

鑽營的越來越多，鑽研的越來越少。

 

有趣中國字

日對曰說：「你該減肥了。」

井對丼說：「超音波檢查出你有膽結石！」

熊對能說：「窮成這樣！四個掌全賣了？」

口對回說：「懷孕這麼久了，也不說一聲。」

弋對戈說：「別以為帶把劍拉風，等等就要

　　　　　 到警察局報到。」

臣對巨說：「裝潢一下，可多兩個房間。」

旦對但說：「膽小鬼！出門還要請保鏢。」

果對裸說：「你穿了衣服還像沒穿一樣！」

木對林說：「你怎麼學會複製我？」

女對子說：「我們結婚吧！這樣最『好』！」

扁對匾說：「敗選就搞自閉？」

王對皇說：「當皇帝有什麼好？你看，頭髮都

　　　　　　變白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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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道人之短，勿炫己之長

解鬱集

兩倍 

　　兩位妙齡女郎潛水時，發現一只神燈，撿

離水面時，壺口飄出一隻精靈。

　　精靈大叫：「哈！哈！感謝兩位放我出

來，我將實現妳們每人一個願望。」。

　　棕髮女郎搶著先說：「沒關係！我的願望

很簡單，是她的兩倍就好。」

　　精靈說：「沒問題，那妳呢？」

　　黑髮女郎面對棕髮女郎大笑說：「我的願

望是38、24、38的身材。」

戴罩

宅男：「妳們女人大夏天戴罩不熱嗎？」 

熟女：「還不是為了你們，如我們不戴，怕你

們會熱得受不了！」

百萬富翁

　　一位時髦小姐對她的女友說：「是我使我

先生成了百萬富翁的。」

　　女友十分驚羨：「哦！妳對妳先生的幫助

實在太大了！那妳先生以前是做什麼的？」

　　時髦小姐：「是一個千萬富翁。」

嫁給你

　　新婚的先生問太太：

「如果我父親沒留下鉅額財產，你還會嫁給我

嗎？」

　　太太溫柔的說：

「親愛的，不管是誰留下財產給你，我都會嫁

給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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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道人之短，勿炫己之長

解鬱集

我的老婆 

　　一位太太，想讓丈夫有個驚喜。

　　她化濃粧、載上假髮，穿了一套辣妹裝，

跑到先生辦公室，賣弄風騷的說：

「嗨！帥哥，你想不想和我……」

　　他先生看了一眼，立刻打斷她的話：「不

要！我什麼也不想，我一看到妳，就聯想到我

的老婆。」

水火不容

產婦進入產房準備生產。

醫生問：「孩子的爸要不要在旁陪產？」

產婦：「不行！不行！孩子的爸和我的丈夫是

　　　　水火不容。」

老闆（馬屁篇） 

老闆的要求是我們的追求；

老闆的鼓勵是我們的動力；

老闆的想法是我們的做法； 

老闆的酒量是我們的膽量；

老闆的表情是我們的心情； 

老闆的嗜好是我們的愛好；

老闆的意向是我們的方向； 

老闆的勇氣是我們的福氣；

老闆的小蜜是我們的秘密；

老闆的情人是我們的親人!

漲價

　　被告：「上次我罵左鄰是猪，只被罰200元。

這次同樣罵右舍是猪，為什麼就要罰300元？」

法官：「因為最近猪肉漲價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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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道人之短，勿炫己之長

解鬱集

沉思錄 

◎男人要有錢和誰都有緣。

◎親人談到錢就傷感情；

　情人談到感情就傷錢。

◎忙人一開口就是談賺錢；

　閒人一開口就是談八卦。

◎用一個人的報告是抄襲；

　用很多人的報告是研究。

◎過去：

一流學生出國，二流考研，三流就業。

　現在：

一流學生就業，二流出國，三流考研。

◎現實中用真名說假話，

　網絡中用假名說真話。

◎說狠話 不會有好口氣；

　說壞話 不會有好口德。

我蠢 

　　家長在簽聯絡簿時，問小兒子為何會寫這

首很有創意的打油詩。

　　兒子說：「是老師朗讀古詩，要同學聽寫

在聯絡簿上。」

　　原來國文老師是一位山東大老鄉。濃厚的

鄉音讓學生創意連連。

學生聽寫的古詩          老師朗讀的原著

《我蠢》                 《臥春》

俺沒有文化，              暗梅幽聞花，

我智商很低，              臥枝傷恨底，

要問我是誰，              遙聞臥似水，

一頭大蠢驢。              易透達春綠。

俺是驢，                  岸似綠，

俺是頭驢，                岸似透綠，

俺是頭呆驢。              岸似透黛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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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道人之短，勿炫己之長

解鬱集

「就這些嗎？還有沒有忘記的？」老婆追問。

「沒有了，只有這兩個地方，你一定要跟警察

講清楚。」老張提醒老婆。

老婆笑道：

「好的！感謝你在本次家庭防盜演習中出色的

表現。」

石頭雕像

　　小學畢業旅行到賭城，夜總會上演脫衣

舞，一位身材惹火的女郎，隨著音樂寬衣解帶

到三點式時，後面傳來一陣啜泣聲。

　　老師問學生：「怎麼啦？」

　　含淚的學生說：「我媽媽說，看到裸體女

人，會變成石頭雕像，現在我身體的某些部份

已經開始變硬了。」

防盜演習 

　　老張出差剛進賓館，接到老婆來電：

　　「老公，不好了！我們家遭小偷。」

　　「有丟東西嗎？有沒有報警？」

　　「家裡被翻得亂七八糟，我正在清理。」

　　「好在小偷已被抓到警察局。」

　　老張鬆了一口氣：「快去看看床頭結婚

照，後面用雙面膠粘住的一個紅包。」

　　老婆擱下電話。

　　「我把畫框取下，什麼也沒有。」

　　「馬桶水箱靠牆有個縫，我塞了一個塑膠

袋，你看看還在不在。」

　　十分鐘後，老婆回電：「沒有，是不是你

記錯了？」

　　老張焦急地說：「不可能！出差前我還檢

查過整整20萬，那是去年公司發的獎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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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道人之短，勿炫己之長

解鬱集

知足最好 

錢多錢少，夠用就好；

房屋大小，夠住就好；

名不名牌，能穿就好；

兩輪四輪，能騎就好；

人醜人美，順眼就好；

人老人少，健康就好；

家窮家富，和氣就好； 

老公晚歸，回來就好；

老婆嘮叨，顧家就好；

誰是誰非，理解就好；

老闆不好，忍忍就好；

人的一生，平安就好；

你好我好，明日更好； 

總而言之，知足最好。

不是我媽媽 

　　一個頑皮的小學生在電動玩具店裡。

　　突然一位中年婦人在街上大喊：「你這兔

崽子不回家，還在鬼混，被老娘捉到，你就死

定了。」

　　只見那小學生書包一抓，拔腿就跑……。

　　跑了幾十公尺，突然停住氣呼呼地說：

「ㄟ？我在跑什麼？她又不是我媽媽。」

不准結婚

　　夫妻吵架，妻子氣憤地說：

「我就是嫁給魔鬼，也比嫁給你強！」

「你嫁不了魔鬼！」丈夫回應：

「法律有規定，近親不准結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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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道人之短，勿炫己之長

解鬱集

天才釣客

　　有位老先生在釣魚，他釣上很多魚，每一

條釣上的都用尺量過，只要比尺長，他都丟回

河裡。

其他釣客不解地問︰「大家都希望釣到大的，

為什麼你反而將大魚都丟回河裡？」

老先生輕鬆地回答︰「因為我家的鍋子只有尺

這麼長，太大的魚裝不下。」

沒腦袋

　　幼稚園裡，二個小男生在吵架。                                   

　　一個大聲嚷著：「我要回去叫我爸爸打你

爸爸的腦袋。」                       

　　另一個小孩大笑：「哈！哈！我媽媽都說我

爸爸一天到晚沒腦袋，你爸爸一定打不到。」 

受益人

　　壽險公司為新進人員上課。

　　講師提到保險人和受益人的關係，他舉

例：「我保了人壽險，如果不幸被車撞死，師

母可獲得理賠，師母她就是受益人，那我是什

麼人？」

　　新進人員答：「是死人。」

解鬱密方

工作不要太累，再忙也不要太疲憊。

想吃不要嫌貴，想穿也不要嫌浪費。

有空與友聚聚會，既有清醒也有醉。

煩了找知心約會，睏了倒頭就大睡。

天天快樂富且貴，心平氣和命百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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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道人之短，勿炫己之長

解鬱集

忠誠 

中國和美國領導人比誰的保鏢忠誠。

美國領導人下令保鏢從10樓往下跳。

保鏢下跪說：「別這樣！我還有家人。」

美國領導人心軟了。

中國領導人也下相同命令，中國保鏢立刻往窗

口衝，正要跳……。

美國領導人趕緊拉住他。

那保鏢也下跪說：「別這樣！我還有家人。」

換媽媽

　　男子想離婚，但又怕傷到三歲的小女兒，

於是哄著她說：「媽媽老了，不漂亮了，給你

換一個媽媽好不好？」

　　小女兒天真的說：「才不呢！你媽媽那麼

老，為什麼不換？」

腳踏車 

　　一次車禍中，小王、小李和小黃三人一起

向閻王報到。閻王問：「你們在陽間，是否對妻

子忠實？有無情婦或女朋友？」

小王：「這輩子我對我妻子忠實，從沒出軌。」

閻王：「查核屬實，贈賓士一部於陰間使用。」

小李：「我除了老婆之外，還有兩個情婦。」

閻王：「很老實，贈中古裕隆一部。」

小黃：「我有一個老婆、三個情婦，女朋友有

　　　　幾個？我真的記不清楚。」

閻王：「門口那部二手野狼125給你代步。」

　　數月後，三人不期而遇，見小王鬱鬱寡歡。

小黃：「我有野狼就很滿足了，你有賓士還不

　　　　高興？」

小王：「我剛剛遇見我老婆，你知道嗎？她騎

　　　　的是一部破舊的腳踏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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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道人之短，勿炫己之長

解鬱集

　　狼大笑：「也許我不該吃妳。是因妳的腦

子真的有病，吃了可能會得傳染病。」

　　「你可以到我的洞裡自己讀它，如果不能

說服你，我就讓你當午餐。」

　　於是狼跟兔子走進洞裡，但再也沒出來。

　　最後，兔子完成了她的論文，衝出洞口大

喊：「論文完成了！」

　　鄰居的免子：「恭喜！主題是？」

　　「『兔子比狐狸與狼優越』。」

　　「妳確定？有沒有搞錯？」

　　「不然！請妳進來見識！見識！」

　　進去看到一部電腦在角落，右邊有一顆狐

狸頭骨，左邊有一堆狼的骨頭，而中間躺臥一

隻正舔著嘴唇的獅子。

　　兔子向鄰居介紹牠就是論文的指導教授。

指導教授 

　　有一隻兔子從洞口跳出來被狐狸抓個正

著。

　　狐狸說：「我要把妳當午餐！」

　　「慢著！」兔子回應：「請你再等幾天，

等我把博士論文完成。」

　　「論文題目是什麼？」

　　「是『兔子比狐狸與狼優越』。」

　　「妳瘋了？我現在就要把妳吃了。」

　　「不急！你可以到我的洞裡自己讀它，如

果不能說服你，我就讓你當午餐。」

　　狐狸心想讀讀論文也不錯，就跟兔子進

去。但狐狸再也沒出來。

　　幾天後兔子又被狼抓了，正要咬下時。

　　「慢著！」兔子叫道。

　　「先別吃我，我的論文快完成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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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道人之短，勿炫己之長

解鬱集

性工作者口號

1.無噪音，無污染，只是偶爾喊一喊。 

2.不佔地，不佔房，只是用了一張床。 

3.災不招，禍不惹，堅決不當第三者。 

4.無資金，不貸款，自有設備搞生產。 

5.雖舒服，也勞累，擴大內需創外匯。 

6.不生女，不添男，不給社會添麻煩。 

7.醜不嫌，老不怕，培養接班責任大。

合作力量大 

　　小寶考試成績落後，老師關心的問：「你

的成績怎麼不如你打球時的表現呢？」

　　小寶無奈的說：「老師，打球有人合作，

可是考試時卻沒有呀！」

優質職稱

垂直交通管理員..........電梯小姐。

全天候安全工程師........守衛。

流動廣播電台............工友。

信息傳播工程師..........郵差。

頂上設計師..............理髮師。

皮具工藝博士............修鞋匠。 

建築表面美學工程師......磁磚師傅。

廚藝總工程師............主廚。

女人八品

女孩是半成品，少女是成品；

處女是極品，少婦是上品；

自己老婆是日常用品，別人的老婆是補品；

老處女是紀念品，老太婆是過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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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道人之短，勿炫己之長

解鬱集

親愛的前妻： 

　　看完信，我百感交集！

　　我看電視，只因為我不想聽你嘮叨，不過

似乎作用不大。上星期你剪了短髮，但我覺得

很醜，我個性直不講假話，但又不想傷妳的

心，所以我沒說。

　　妳煮的那頓晚餐，的確是花了心思，但妳

好像把我當成馬克，因為妳忘了我是不吃牛肉

的。但我還是愛著妳，所以前幾天知道中了

一億大樂透，我立即辭職，買了兩張機票，想

和妳一起到帆船飯店渡假。但到家時，妳己經

走了，妳我真是無緣！ 

　　今天我去律師事務所，律師看了妳寫給我

的那封信說，離婚後一毛錢都不需要給。

　　唉！一切都是命……

  你的前任老公

信不信由你 

親愛的丈夫： 

　　昨日接到你公司來電，得知你己離職。

　　老實說，我對你的前途感到憂心。經過考

慮，我認為還是離開你比較好，在一起七年，

我已盡力做個好太太。

　　上週末，我剪了一個新髮型，煮了你喜歡

吃的菜、買了一套新睡衣，但你回到家，吃了

兩口就去看電視，看完就上床睡覺，看都不看

我一眼，我多渴望你可以抱我一下，說一聲

「我愛你」，即使是騙我也好！

　　如今我走了，請保重！ 

　　註：請不要找我，我己經搬到馬克家，重

新建立一個美好的家庭，彌補我未選擇他卻嫁

給你的遺憾！                           

你的前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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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道人之短，勿炫己之長

解鬱集

打包

　　急診室醫生對一位氣喘的病患說：

「氣喘這種病來如閃電去如風，對症下藥馬上

止喘，你可以出院了。」

　　病患說：「我點滴還沒打完。」

　　醫生說：「沒關係！打包回去慢慢喝。」

　　病患：「………」

夫妻吵架

夫：「我真不該為了想喝免費牛奶，而買了一

　　　頭母牛。」

妻：「我更後悔為了一根香腸，而養了一頭

　　　猪。」

芭蕾舞

　　一對年輕夫妻，一起去看芭蕾舞表演。

老公說：「老婆，妳很適合跳芭蕾舞。」 

老婆心想：「老公一定覺得我身材不錯。」 

　　希望老公讚美得貼切一點，接著問：

「為什麼我適合跳芭蕾舞呢？」 

　　老公用很專業的語氣說：

「跳芭蕾舞的人，胸部不能太大。」 

我怕你傷害我 

老婆問老公：「你覺得我漂不漂亮？」 

老公：「漂亮！漂亮！」 

老婆：「你說我漂亮，是不是怕傷害我啊？」 

老公回答：「不，我是怕你傷害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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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道人之短，勿炫己之長

解鬱集

小白兔與大狗熊

　　大狗熊追一隻小白兔，撞翻了一只壺。壺

口飄出一隻精靈，精靈勸大狗熊不要欺負牠，

如果答應，將送牠們三個願望。

　　狗熊答應，說：「好！」

「我要變成世界上最強壯的狗熊。」

　　牠的願望實現了。

　　小白兔：「我希望有一頂安全帽。」

　　牠的願望也實現了。

　　狗熊：「我要變成世界上最漂亮的狗熊。」

　　小白兔：「我希望有一部越野機車。」

　　牠們倆的願望也實現了。

　　狗熊的第三個願望：「除了我以外，把世

界上所有的狗熊全變成母狗熊!」

　　小白兔快速跳上越野機車，一邊飆，一邊

喊：「把這隻狗熊變成同性戀……!」

非禮 

　　有一隻兔子非禮了一隻小狼。之後迅速跑

開，狼媽媽發現憤而追之。

　　兔子怕被追上，找一棵樹坐下，戴起了墨

鏡，假裝看報紙，好像什麼事都沒發生過。

　　這時狼媽媽跑過來，看見樹下的兔子，問：

「你有沒有看見一隻兔子跑過去！」

兔子:「是不是一隻非禮了狼的兔子?」 

狼媽媽大呼：「不會吧！這麼快就上報了！」

門沒關

　　上課時女老師長褲拉鏈爆開。

　　一女學生舉手，站起來提醒老師：「老

師，妳門沒關！」

老師：「沒關係，等一會督學要來參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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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道人之短，勿炫己之長

解鬱集

活到100歲

「請問醫生，我怎樣才能活到100歲？」

醫生：「第一、戒煙。」

　　　「沒問題！我不抽煙。 」  

醫生：「第二、戒酒。」

　　　「沒問題！我從不喝酒。 」 

醫生：「第三、戒色。 」

　　　「沒問題！我不喜歡女人。」          

醫生：「第四、少吃肉。 」

　　　「更沒問題！我是素食者！」

醫生：「那您活那麼久幹嘛？ 」

結婚花費

兒子問爸爸：「結婚要花多少錢？」

爸爸說：「很難算！因爸爸到現在還在為它買

　　　　單呢？」

是頭猪

　　兩個學生相約逛街，看到路邊有一群人在

圍觀，似乎是車禍。 

　　兩人用力的想擠進人群中，但怎麼擠都擠

不進去。 

　　其中一人耍小聰明，大聲嚷著：「借過一

下，受傷的是我爸爸！」 

　　結果擠進一看，躺在地上的是頭猪……。

非親生

　　老王：「我把家中的狗給揍了！平時牠叫

得那麼兇，地震時也不叫我一聲，像沒事似的

在籠裏睡覺！」

　　老李：「唉！畢竟不是親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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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道人之短，勿炫己之長

解鬱集

真言

◎龍蝦：大紅之日，便是大悲之時。 

◎蜘蛛：想坐享其成，就要到處張網。

◎天平：誰多給一點，我就偏向誰。

◎瀑布：因居高臨下，才能口若懸河。

◎鋸子：伶牙俐齒，專做離間事。

◎氣球：只要被人一吹，便飄飄然。

◎烏龜：誰怕誰？我只怕鐵錘。

◎樹葉：得勢趾高氣揚，失意時威風掃地。

◎花瓶：外表漂亮，也掩不住內心空虛。  

◎鐘錶：可以回到起點，但已不是昨天。  

◎核桃：沒華麗外表，卻有充實的大腦。

◎飯桌上教訓孩子：

  大人傷神，孩子傷胃，全家傷心。

凌晨六點

　　某醫院，出現一個奇怪的現像。六號病房

的六號床，病人在凌晨六點就會去世。

　　護士們都感到心慌慌！儘量不把病人推到

那個床位。

　　漸漸醫院裡流傳著各式各樣的謠言。

　　一日，醫院病房全滿，護士不得已只好將

一位病人排到六號床位。

　　接近凌晨六點時，護士一個人不敢去巡

房，請醫生一起陪同！到病房門口，突然６號

床的病人，開始痛苦的拉扯窗簾掙扎著！

　　護士雖然很害怕，但有醫生在旁，還是鼓

起勇氣走近仔細一瞧，窗簾外有個工友阿伯，

將病床旁的氧氣筒插頭拉掉，插上吸塵器的插

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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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道人之短，勿炫己之長

解鬱集

專家統計

專家統計，有80%的人不知道以下事物！

◎蝦的心臟在頭部。

◎猪無法看到天空。

◎老鼠和馬不能嘔吐。

◎貓的尿液是夜光的。

◎世界上有50%的人從來沒有接聽過電話。

◎睡覺時，不知不覺中會吃入70多種蚤蟲。

◎你永遠不可能用你的舌頭舔到你的手肘。

◎打噴嚏若過於強勁，會導致胸腔破裂。

◎打電話超過一小時，耳垢會增加7倍。

◎打火機比火柴更早發明出來。

◎心臟可以產生把血液噴出30尺高的壓力。

　　根據統計，有95%的人還沒有看完這篇，

已經試圖用舌頭舔自己的手肘！

　　不准說謊，你有沒有？

停車位

如果有100個停車位…… 

美國人可停80輛，因為美國的車大。 

德國人可停100輛，因為德國人守紀律。 

日本人可停120輛，因為日本車小。 

中國人停，只可以停2輛？

出、入口各停一輛。

只差你了

富翁請風水師為他建造墓園。

三年後，富翁問風水師：

「完工了嗎?」 

風水師：「差不多了！」 

富翁：「還差什麼？」 

風水師：「只差你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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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道人之短，勿炫己之長

解鬱集

龜子與龜爸

　　龜爸說故事：「從前有一隻小白兔……」

　　龜子：「老爸！別再說這種幼稚的故事        

啦！說點科幻的啦！」

　　龜爸想了一下，說：「從前有一隻住在外

太空的飛天兔……」

　　龜子：「唉唷！爸爸，我都幾歲了，你可

不可以說些成年人的？」

　　龜爸：「那你不能告訴媽媽！」

　　龜子猛點頭，很興奮的說：「嗯！我一定

不會說。」

　　龜爸：「從前有一隻playboy的兔女郎……」

熱漲冷縮 

老師：「請舉例說明熱漲冷縮的現象。」 

學生：「暑假8星期、寒假4星期。」 

馬來電

　　太太給先生一巴掌，怒氣沖沖的說：「我

在你褲袋裡，發現一張寫著夢露名字的紙條，

你最好給我說清楚。」

　　先生急忙安撫說：「親愛的，記得嗎？那

是我上次去賭馬，投注那匹馬的名字。」

　　第二天早上，先生上大夜班回來。

　　太太又給先生一大巴掌，說：「你說的那

匹馬，昨晚打電話過來。」

造孽

　　研究生：「當家教時，我喜歡上了一個國

中的小女孩，真是造孽啊！」 

　　系主任：「如果把『喜歡』兩個字去掉，

那才真是造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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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道人之短，勿炫己之長

解鬱集

基層視察

　　官員基層視察，晚餐安排在一農舍。

　　長官客氣的請牧童走前面，牧童受寵若驚

的說：「還是請長官先行，我們放羊的，在牲

口後面走慣了。」

　　晚餐牧童端上一盤羊骨頭，長官邊吃邊

稱讚:「好味道！簡單點就行了，不要太麻煩

嘛！」

　　牧童說：「那裡！那裡！這不值幾個錢，

平時都是餵狗吃的。」

　　長官請牧童一起上桌用餐，牧童謝道：

「長官先用，每天這個時候我得先餵狗，然後

才吃飯，都習慣了！」

　　長官氣急：「你會不會說話？」

　　牧童哭喪著臉：「平時我和畜生說話說習

慣了，不會和人說話……」

假牙

　　老夫老妻走進速食店，點了一份套餐，老

太太熟練的將漢堡和薯條分成兩份。

　　店長見了滿感傷的，示意要送他們一份。

　　老先生說：「不用了！謝謝，我們什麼都

是分著吃。」

　　幾分鐘後，店長見老太太一口都沒吃。

　　店長再次表示︰「我真的很願意，買一份

請你們。」

　　老先生感謝店長的好意，接著又說：

「她會吃的。」

 店長關心地問老太太：「但是你為什麼一直

不吃呢？」

老太太輕聲的說：「我在等他的假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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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鬱集

都滿意 

小張要移民美國。

督導問：「你對你的薪資不滿意？」

小張說：「滿意。」

督導：「對你的居住環境不滿意？」

小張：「滿意。」

督導：「那網路管理制度？」 

小張：「也滿意。」

督導：「對醫療、教育制度不滿意？」

小張：「都滿意！」

督導：「那政府福利制度呢？」 

小張：「也都滿意。」

督導：「既然你都滿意為什麼還要移民？」

小張：「因為那裡允許，可以說不滿意！」

一萬元的天鵝肉

　　有一男生想吃公司女同事的豆腐。他提出

一個條件給這個女生：

　　「我放一萬元在地上，我只在你彎腰，到

你撿起一萬元的時間摸你，你撿完我就即刻停

手……」

　　女生和她男友討論後，男朋友說：

　　「一萬元耶！你就當遇到色狼，錢拿快一

點，最多給他摸幾下罷了！」

　　最後女生答應，而她男朋友在公司樓下等

她，30分鐘過去了，她還未下來。

　　男朋友打手機，問：「發生什麼事啦？」

　　只聽到女生氣喘如牛的說：

 　　「……這混蛋放的都是硬幣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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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道人之短，勿炫己之長

解鬱集

常見的謊言

老公：她哪有你漂亮？

太太：（化妝時）馬上就好！馬上就好！

父母：我幫你們把紅包存起來。

長官致詞：我簡單地講兩句。

政客：我一毛錢都沒收。

警察：我們是為人民服務的。

食品業：保證不添加塑化劑。

影歌星：我們只是朋友關係。

地攤老闆：這是最後一件，算你便宜啦！

售貨小姐：這件衣服真的很適合你！

護士：小朋友乖，打針不會痛的。

女生：我們還是可以當朋友的。

電信業者：0元手機免費送！

廣告網站：我們是免費的。

做夢的

宅女：「你年薪多少?」

宅男：「600萬。」

宅女：「那一個月有50萬哦！」

宅男：「是的，這是基本工資。」

宅女：「不錯嘛！你做什麼的？」

宅男：「做夢的！」

宅女：「怪不得人家說，要一個人快樂就是

　　　　自己做夢。」

說話三要素

該說時會說…………………水準

不該說時不說………………聰明

知道何時該說何時不該說…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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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道人之短，勿炫己之長

解鬱集

結婚的念頭 

女：「如果我們結婚，你會戒煙嗎？」

男：「當然會的。」

女：「還會戒酒嗎？」

男：「當然。」

女：「晚上也不去俱樂部？」

男：「是的。」

女：「那還有什麼要放棄的嗎？」

男：「有！結婚的念頭。」 

新手上路

　　同事考上駕照買新車，車商送「新手上路 

請包涵」的標示。 

　　但他問：「看到有人貼『駕照買的您看著

辦！』公司有印嗎？」

 

情趣內褲

　　課長的老婆闖進經理辦公室，拿著一條情

趣內褲，對經理說：「我老公回家，竟然穿了

女人的內褲，您一定要管管！」

　　經理連連點頭說：「是！是！」

　　順手把情趣內褲塞進口袋。

　　第二天，經理老婆洗衣服，發現先生口袋

的內褲，對經理說：「以後不許再開這樣的玩

笑，害人家找了一整天。」

警示牌

　　學校圍牆上的鐵欄杆是尖的，為了勸導學

生不要翻牆，製作一警示牌。

　　「男生翻牆小心會變成女生；

　　　女生翻牆小心會變成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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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有錢的

　　一群剩女，要幫她們姊妹在三個男友中，

挑選一位先生。她們出了一道題。

　　「如果你撿到一萬元，你將如何處理？」

　　第一位說：「我會把錢存起來。我是個顧

家的人，絕不會私自花用。」 

　　她聽了很感動！

　　第二位說：「我會立刻買鑽戒向她求婚。

我的錢只會為她而花。」

　　他的想法，讓她非常感動！

　　第三位說：「我會買名牌，孝敬丈母娘。

我會愛她擴及她的家人。」

　　這更令她深深感動！

　　這群剩女聽了，大笑一聲，說：「婚前，

寧相信世上有鬼，也不要相信男人的那張嘴。

還是嫁給三人中『最有錢的』吧。」 

打歪了

　　有位神父很喜歡打高爾夫球，但球品不是

很好，每次打不準時都會罵髒話：

　　「他媽的！又打歪了！」

　　有一天，一位修女陪神父打球，聽到他口

中又出穢言，修女很不高興的說：「神職人員

怎能說髒話！會遭天遣。」

　　沒想到神父這次又打歪。

　　正開口「他……」時，忽然風雲變色、雷

電交加，一道閃電從天而下，正好打中修女。

　　周遭的人正錯愕之際，隱約聽到天上傳來： 

　　「他媽的！又打歪了！」

想戀愛成功「要突破」

想婚姻幸福「要看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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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能醫百病　笑可解千愁

　　德國柏林大學擔任特殊課

程「笑容學」教授證實：『大

笑過後血壓回降，會令人緊張

的荷爾蒙分泌減少，免疫系統

增強，腦部會釋放出一種令人

心曠神怡的化學物質，它就是

人類最佳的自然藥物。』

單冊定價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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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至五集 黃金精裝版

精裝全彩燙金•高14.7寬10.5公分
菊32開•全書百句名言佳句

字字珠璣，激勵人生

配合書法篆刻，令您玩味再三

單冊定價200元
訂購專線：02-2426-9643　訂購傳真：02-2426-3925
劃撥帳號：420-25209 （戶名：知識百科雜誌社） 請註明訂購書名、集數與數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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