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九課

吃醋了
Lesson 9

        Feeling Jealous

談戀愛的過程中，難免會因為擔心對方而「吃醋」。其實，不只是男女之間，職
場上、社會中都會出現類似的嫉妒心。在中文裡面，怎麼樣的說法可能的意思是吃醋了
呢？

Worrying over your partner or being jealous is inevitable during the process of falling in 
love. Actually, not only is jealousy present between men and women, but also in the work place 
and in society at large. In Chinese, which kinds of statements could mean one is jealous?

A. 我發現我的男（女）朋友和我的好朋友看起來很親密，要怎麼詢問才不會顯得我很小氣？
 I found out that my boyfriend (girlfriend) and my good friend seem very close. How can I ask 

about them without appearing petty?

B. 我懷疑我的朋友，但我不想破壞友情，要怎麼說比較好？
 I suspect my friend, but I don’t want to ruin our friendship; what should I say?

C. 我的男（女）朋友懷疑我，我怎麼說他都不聽，該怎麼辦？
 My boyfriend (girlfriend) suspects me. He (she) doesn’t listen to anything I say; what should I do?

情境討論║ Situational Discu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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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子晴和趙柏宇通網路電話，看到照片吃醋1了）

張子晴：	你跟怡君今天一起去海邊啊？2

趙柏宇：	對啊，你怎麼知道？

張子晴：	你們一天到晚3po4照

片，想不看到都不

行！

趙柏宇：	怡君拍得應該比較

多。

張子晴：	你不覺得你們照相

靠得太近了嗎？而

且幾乎都是兩個人

的合照。

趙柏宇：	有嗎？因為就是我

們兩個一起去的嘛！	

張子晴：	你們可以拍風景啊！

趙柏宇：	風景的照片網路上一

堆，既然來了，當然

是要拍一些旅行的記

憶。

張子晴：	什 麼 「 旅 行 的 記

憶」？你們明明是出差。

趙柏宇：	就…… 5公事處理完了，順便走走逛逛而

對話

  語用及文化註解 

1. 「吃醋」是嫉妒（jídù）
的意思，尤其用在情侶

之間。

 “ 吃 醋 chīcù” means to 
feel jealous, especially 
between lovers.   

2. 明知故問的提問。

 The speaker is asking a 
question while already 
knowing the truth.

3. 口語上以「一天到晚」

誇張化表示：「一直」、

「不斷」。

 The expression, “ 一天到晚

yìtiāndàowǎn”, is hyperbole. 
It signifies “always” or 
“continuously.”

4.  “po” 是指 post。

5. 「就……」作為回答時

的思考發語詞。

 “ 就 jiù...” signifies the 
speaker is considering the 
ans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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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你不要想太多！

張子晴：	我想太多？你不想想，你們拍這麼多照

片，又靠得這麼近，而且你剛剛還不接我

的電話。

趙柏宇：	我剛剛去洗澡你就

剛好打過來了。

張子晴：	我剛好打過去6？是你

答應我你會照三餐打

給我的7，結果咧8？

趙柏宇：	有 時 候 我 回 到 飯

店，你都已經睡了，我能怎麼辦？

張子晴：	我睡了，你就放心跟怡君出去玩了？

趙柏宇：	你在「吃醋」1嗎？你真的想太多了，不要

因為一些照片就跟我吵架。

張子晴：	你連解釋都懶得解釋，還要我相信什麼？

趙柏宇：	我不解釋不是因為我懶得解釋，是因為真的

沒有發生什麼事。你在氣頭上，我還是不要

說太多好了！

張子晴：	你就這麼不想跟我講話嗎？

趙柏宇：	不是的，我現在怎麼說都是火上加油！我

很愛你，可是我們明天還要去拜訪客戶，

拜託你不要一天到晩疑神疑鬼了，快去上

班，我要去睡覺了！

張子晴：	以前，你再累都會跟我聊天的……	

  語用及文化註解 

6. 重複說話者的原句，表

示對這句話產生質疑、

疑問或不認同。

7. 「是……的」強調。

8. 「結果咧」指的是結果

和預期想像的不一樣，

所以反問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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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天到晚／yītiāndàowǎn
 all day long; the whole day

2. 幾乎／jīhū
 almost; nearly; practically

3. 明明／míngmíng
 obviously; definitely

4. 公事／gōngshì
 public affairs; official matters

5. 順便／shùnbiàn
 conveniently; in passing; without much 

extra effort

6. 而已／éryǐ
 that’s all; nothing more

7. 吃醋／chīcù
 to feel jealous

生詞／Vocabulary 詞
8. 吵架／chăojià
 to quarrel; to have a row

9. 氣頭上／qìtóushàng
 in a fit of anger (idiom); in a temper

10. 火上加油／huǒshàngjiāyóu
 to add oil to the fire (idiom); fig. to 

aggravate a situation / to enrage people 
and make matters worse

11. 拜訪／bàifǎng
 to visit; to make (or pay) a visit to somebody

12. 客戶／kèhù
 client; customer

13. 疑神疑鬼／yíshényíguǐ
 to suspect everyone; overly suspicious

教學提醒／ Tips and Pointers For Teachers

朋友之間，尤其是情侶、很熟的朋友，在交談時常會因為使用的語調、語氣，而表
現出言外之意，特別是質問、開玩笑、諷刺、氣話的表達功能，男女朋友間表達懷疑、
吃醋時，這些說法常不是字面意義能判斷的，也經常使用一些語言上的特別使用的詞
語，如：～呀！／難不成～。／並不是～，好不好。

Particularly when close friends or couples converse, the literal meaning of what is being 
said is altered by the tone of the speaker and the context of the conversation. This meaning is 
communicated using questions, jokes, irony or sarcasm, and the manner of expression. When 
boyfriends and girlfriends express doubt or jealousy, these words are not judged at face value. 
Rhetorical devices, including but not exclusive to: exclamations (～呀！ ), speculations (難
不成～。), or appeals (並不是～，好不好。) may be u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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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詞練習

   　　他們兩個人原本是好朋友，　1　黏在一起，不管是買東西、

上洗手間還是　2　客戶。可是，他們兩個人最近　3　了，上班

時間除了　4　以外，　5　都不說話。我昨天只是關心問了一句

話　6　，沒想到他們都還在　7　，　8　把我也罵了一頓。

1. 　　　　　　 2. 　　　　　　 3. 　　　　　　 4. 　　　　　　

5. 　　　　　　 6. 　　　　　　 7. 　　　　　　 8. 　　　　　　

 1. 你不覺得……？／ Don’t you think...? (an opinion of the speaker)

例句一 你不覺得你們照相靠得太近了嗎？

例句二 你不覺得這首歌越聽越好聽嗎？

練習一 　　　　　　　　　　早上運動，一整天的精神更好嗎？

練習二 他們兩個人說的不一樣，　　　　　　　　　　　　嗎？

 2. 為什麼不……？／Why not/Why didn’t/Why can’t...?

例句一 你們為什麼不拍風景？

例句二 那間餐廳很大，為什麼不進去坐坐？

練習一 你坐在這邊一整天了，　　　　　　　　　跟我說說話？

練習二 你既然那麼喜歡他，　　　　　　　　　　　　　　　　

　　　　　　　　　　　　？

句型／Sentence Patterns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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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再（怎麼）……，都…… 

No matter (how)..., always will/can (negative statement)

例句一 再累都會跟我聊天。

例句二 再辛苦都要記得吃飯。

練習一 人因為夢想而偉大，　　辛苦　　　　　　　　　

　　　　　　　。

練習二 這位老師很棒，跟著他學中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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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問」與「懷疑」功能／ Rhetorical Questions and Suspicion

1. 你不覺得你說話越來越不禮貌了嗎？
 Don't you think the words you’re saying are more and more impolite?

2. 你在裝傻嗎？
 Are you playing dumb?

3. 難不成她已經生三個小孩了？
 Is it possible that she already has three children? 

Note:  難不成 conveys the speaker’s speculation on a topic and also a sense of disbelief or surprise. 

Similar to “It’s hard to believe that…,” but not necessarily with certainty.

帶有疑問的「推測」功能／ Interrogative Inferences

4. 臺灣人好像不太喜歡吃納豆。
 Taiwanese people don’t seem to like natto very much.

Note: 納豆 natto: Japanese fermented beans.

5. 你一直發燒，是不是感冒了？ 
 You’ve had a fever all along; it’s a cold, isn’t it?.

「辯解」功能／ Rebuttals

6. 請你先聽我說。
 Please listen to what I have to say first.

7. 拜託你不要一天到晚疑神疑鬼的！
 Could you please not be so suspicious all the time!

常用句／Common Phrases 用句



這個時候你怎麼說？戀愛華語

- 82 -

1. 陳怡君和趙柏宇做了什麼事情，讓張子晴這麼不開心？

2. 臺灣人常常使用英語的縮略，例如： p o文（ p o s t）、 r e稿

（rehearse）、pro級（professional）等，你聽過嗎？你如何分辨

它的意思？

3. 為什麼常常有人說，遠距離的戀愛很難維持？

4. 人在生氣的時候，常常說出很多「氣話」，有沒有什麼方式可以

阻止？

5. 當其他人對你充滿懷疑的時候，你會做什麼來減少其他人對你的

懷疑？

文化解題

1. （　）「反問（rhetorical questions）」常常是已經知道答案的問

　　　句，答案就在問句的反面。請問，下列哪一個句子是已經

　　　有答案的「反問」功能？

  　　　🄐 你知不知道要怎麼做？

  　　　🄑 這樣做好不好？

  　　　🄒 你覺得怎麼做對大家比較好？

  　　　🄓 你不覺得這樣做對大家都好嗎？

2. （　）「為什麼他都不接我的電話？」下列哪兩個回答，有推測

　　　的功能？

  　　　🄐 他今天好像比較忙，你明天再打打看。

  　　　🄑 我聽說他的手機壞了，你得打給他的祕書。

  　　　🄒 他是不是忘了帶手機出門？

  　　　🄓 他也都不接我的電話，真是急死人了！

討論／Discussion Topics 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