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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想了解日常生活中幽默好笑的笑話有哪些特點，運用這些特點，自創

自己的好笑笑話，並改良笑話讓它更好笑。 

    根據研究結果，笑話笑點的前六名依序為「幽默、矛盾」、「意外、出乎意

料」、「天真、童言童語」、「搞錯重點、誤打誤撞」、「別有涵義」、「暗示、諧音、

聯想」。 

  經由問卷調查結果顯示，由研究者依據笑點特性自創的笑話，比直接引用

文獻的文獻笑話，在笑話好笑度得分較高。 

  研究發現讀者的閱讀理解能力會影響其對笑話好笑度的評分。越多人反應

看不懂的笑話，其笑話好笑度的得分越低。依對象的閱讀理解能力改良笑話後，

笑話的好笑度皆有提升。研究者最後依據改良自創笑話的結果，將六則自創笑

話以藝文作品的形式，輔以圖片，投稿校刊。研究最後，有一則笑話獲得校刊

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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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動機及目的 

一、 研究動機 

笑可以舒緩不開心的心情，在累的時候聽笑話會很開心。平時在學校裡，聽

到同學講的好笑笑話，總會被戳中笑點，捧腹大笑。笑話的優點有能讓人身心

愉悅、煩惱消失，是人們成為好友的基礎，並且能調劑緊張的心情。 

而這些引人發笑的笑話，究竟有什麼特點呢？因此，我們想分析笑話的因

素，了解笑話之所以好笑的原因，並自創自己的笑話。 

 

二、 研究目的 

(一)藉由閱讀笑話，分析笑話的笑點。 

(二)依笑點特性，自創自己的笑話。 

(三)將自創笑話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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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探討 

一、 笑的重要性 

從古希臘時期，人們就已經意識到了笑對於人身心健康的重要性，甚至對於

治療某些疾病都有重要的意義。 

笑是一種最天然的藥物，基本上沒有副作用。而且每個人都可以很便宜的得

到這種藥物，它對人的生理、心理健康都有一定的幫助。笑能夠治療疾病很大

程度上是因為笑能夠緩解壓力、放鬆全身。而且有研究發現，笑還能夠提高人

的免疫系統能力。 

 

二、引發笑的因素 

    生理上的因素，笑是由身體的發癢區受刺激而引起的。社會性刺激也能引

發笑的反應。引發笑的刺激都有一個特點，使人看出情境中明顯的不合理之處

(矛盾)，或造成一種態度的突然轉變(意外)。有些笑是由於被壓抑的情緒得到

釋放(暗示)。(楊鑫輝主編，1999) 

 

三、笑話的類型 

經研究者分類，笑話的書寫形式可分為故事型與問答型。故事型的笑話以

第三人稱的故事鋪陳，敘說一個有矛盾衝突笑點的故事；問答型的笑話則以對

話顯現出文中角色的衝突和愚笨的意外感。舉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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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故事型笑話：  

    一個黑人撿到一個神燈，燈神給黑人一個願望，黑人想了很久說：我希望

天天都能看到女人的屁股，於是就變成了馬桶。  

    =>笑點分析：好笑的點在於笑話結果出乎意料。  

2.問答型笑話：  

一天某推銷員按電鈴：太太，我這邊有一本書「丈夫晚歸 500 種藉囗」，你一定

要買! 

           某太太：笑話!我為什麼一定要買? 

           推銷員：我剛賣給你先生一本! 

    =>笑點分析：好笑的點在於推銷員暗示了丈夫晚歸會使用書裡藉口的情境。  

藉由文獻探討，我們發現過往的研究都沒有告訴我們笑點有哪些分類，所以

我們要以此做為本研究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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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過程與方法 

一、 研究過程： 

 

二、 研究方法： 

(一)文獻分析法 

1.藉由閱讀笑話書籍 12 本(共 1990 篇笑話)，閱讀所蒐集的笑話後，

依據笑話笑點內容與成因，分類整理進行笑點分析。 

2.研究者依據所分析出來的笑點，進行笑話創作六則。 

     (二)問卷調查法 

1. 設計問卷，調查自創笑話六則與文獻笑話六則的好笑度得分。 

2. 以兩名教師，一位大學畢業、一位研究所畢業，進行專家效度檢

驗，檢查笑話問卷是否有任何問題，須文字修改，或說明不清的地方。 

3. 以全校三四五六年級學生共 132 名，進行笑話問卷評比，以獲得

各笑話的好笑度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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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問卷中設計建議欄，了解受試者在閱讀自創笑話與文獻笑話後

的想法。 

     (三)改良笑話  

1.根據讀者的建議，將好笑度得分低的笑話進行改良。文獻笑話的改

良方式為再找相同類型的笑話替代，自創笑話則依問卷回饋建議，將

笑話內容包裝入一個情境中，讓人更能進入笑話所描述的情境內容。 

2.將改良後的笑話請三年級共兩名導師，一位大學畢業、一位研究所

畢業，進行專家效度檢驗，檢驗笑話內容與情境是否符合國小三年級

以上學童的理解能力。  

     (四)改良問卷評分  

將改良後的笑話，請讀者再進行二次評分。  

     (五)投稿 

將自創笑話投稿至公開平台如校刊或國語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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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果與討論 

一、 笑點分析 

   （一）笑點分類 

  依據我們分析 1990 則笑話的結果，討論出笑話的類型有「幽默、矛盾」、「意

外、出乎意料」、「天真、童言童語」、「搞錯重點、誤打誤撞」、「別有涵義」、「暗

示、諧音、聯想」、「半斤八兩」、「職業病」、「不懂裝懂」和「失誤」等 10 種。

以下分別說明並以笑話示例。 

 

    1. 幽默、矛盾：笑話內容讓人覺得聽者很笨，或者是使人看出情境中明顯

的不合理之處。例如： 

推銷術 

「太太，您穿上這件狐裘真是高貴大方，而且價格這麼便宜，不

買太可惜了。」店員滔滔不絕的推銷著。 

「只怕淋了雨會走樣。」女顧客猶豫不決。 

「絕不會！」店員肯定的說，「你哪時看到狐狸撐傘了？」(莊朝

根，2017) 

    2. 意外、出乎意料：笑話呈現出一種態度的突然轉變。例如： 

摔破盤子 

媽媽和女兒在廚房洗碗，爸爸和兒子在客廳看電視，突然聽到摔

破盤子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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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子：「一定是媽媽摔破的！」 

爸爸：「為什麼？」 

兒子：「因為媽媽沒有罵人啊！」(審桂仁，2017) 

    3. 天真、童言童語：笑話的主題是孩子的童言童語。例如： 

天真童言 

「媽媽，黛安娜王妃為什麼能知道自己快要生小寶寶了呢？」一

個八歲的小女孩問母親。 

母親還沒想出適當的回答，四歲的小男孩已經用嘲笑的口吻說：

「你真笨，她又不是沒讀書，報紙不是都登了這個消息嗎？」(莊

朝根，2017) 

4. 搞錯重點、誤打誤撞：笑話的回應不合邏輯或搞錯重點。例如： 

一場誤會 

老王：「我要找一棟房子，請你幫幫忙。」 

仲介公司職員：「一定一定，請坐。這裡有好多房子，請你過目。」 

老王：「我要找愛富二街三號，請問在哪裡？」(莊朝根，2017) 

5. 別有涵義：笑話的最後一句話，除了表達本身的意思，還有其他意思。

例如： 

真的有 

爸爸：「有時候，一個愚蠢的人提出的問題，會使聰明的人回答

不出來。小明你想一想，有沒有遇到過這種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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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子：「爸爸，你的這個問題我回答不出來。」(法悟怖，2014) 

6. 暗示、諧音、聯想：笑話用暗示、諧音、聯想的方式來讓被壓抑的情緒

得到釋放。例如： 

來遲了 

四十歲的美瑟小姐急於謀得歌舞團中的職位,於是寫信給歌

舞團的主管,並附上一張美麗的照片。結果主管請她去面談。美

瑟小姐滿懷希望的去了。結果主管卻跟她說：「你來遲了。」「什

麼？」美瑟驚奇的問，「難道在這麼短的時間內，那個位子就已

經被他人占了嗎？」「噢！不，」主管說，「我的意思是，在妳拍

這張照片的時候就該來了！」(莊朝根，2019) 

7. 半斤八兩：笑話中，講話的人和指稱的問題是一樣的。例如： 

正好也忘了 

媽媽：「哎呀！糟糕，廚房正在燒開水，出門時我忘了關掉瓦斯，

會著火的。」 

小威：「媽媽，不要緊，我正好也忘了關水龍頭。」(莊朝根，2019) 

8. 職業病：笑話中，回應的結果符合說話者的職業。 

廣告作用 

顧客很不高興的問侍者：「今天的牛排怎麼這麼小塊？昨天的大

多了。」 

「不會吧！先生。」侍者說，「請問您昨天坐哪兒？」 



9 
 

「那邊。」顧客指著窗口說。 

「原來如此。」侍者回答：「那是臨街的座位，所以會稍大一點。」

（莊朝根，2017） 

9. 不懂裝懂：笑話中的人不懂別人的意思反而裝懂。例如： 

自稱 

小明：「爸爸,古時候,皇帝自稱寡人,那皇后該自稱什麼？」 

爸爸：「傻孩子, 那皇后當然自稱寡婦啦！」 

10. 失誤：忙中有錯，故事人物說出來的話或做出來的事因為失誤產生

笑點。例如： 

廣播 

飛機落地了，還在滑行，旅客就都站起來拿行李，為了安全，

要廣播。「女士們，先生們，我們的飛機還在滑行，請您坐好，

並關閉頭頂上方的行李架。」結果一著急，廣播成了「女士們，

先生們，我們的飛機滑得還行……」這時候，「叮－咚」內話響

了， 機長說：「誰誇我呢？」(莊朝根，2017) 

  （二）笑點分析 

    我們分析了 12 本笑話書，共 1990 則笑話。計次分析每種笑點出現的次數

並分析其出現的百分率，獲得分析圖表如下表 4-1、圖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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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笑點出現次數表及百分比 

笑點項目 次數 百分比(%) 

A 幽默、矛盾 739 37.14% 

B 意外、出乎意料 725 36.43% 

C 天真、童言童語 252 12.66% 

D 搞錯重點、誤打誤撞 115 5.78% 

E 別有涵義 90 4.52% 

F 暗示、諧音、聯想 25 1.26% 

G 半斤八兩 18 0.90% 

H 職業病 17 0.85% 

I 不懂裝懂 5 0.25% 

J 失誤 4 0.20% 

 總計 199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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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笑點出現率圓餅圖 

    由圖中可發現，最常出現的笑點 A 為「幽默、矛盾」出現比率為 37.14%。

第二常出現的笑點 B 為「意外、出乎意料」出現比率為 36.43%。其次依序為笑

點 C「天真、童言童語」出現比率為 12.66%；笑點 D「搞錯重點、誤打誤撞」出

現比率為 5.78%、笑點 E「別有意涵」出現比率為 4.52%、笑點 F「暗示」出現

比率為 1.26%。後面四個笑點出現比率都不及 1%，依序為「半斤八兩」、「職業

病」、「失誤」、「不懂裝懂」。 

    我們因為後四項笑點出現百分率都不及 1%，因此只利用前六項笑點來進行

笑話創作。 

二、 笑話創作 

依據笑點分析的研究結果，我們利用前六項笑點的特徵各創造了一則笑話如

下： 

(一) 幽默、矛盾 

  餅乾跟軟糖吵架！軟糖很傷心，所以就變成 QQ 軟糖。 

(二) 意外、出乎意料 

    有一天，一個人去開刀，但是他一進到手術室就立刻跑出來。 

    附近的醫生問他為什麼要跑出來？ 

    他說：「因為護士說：『不要怕，手術很簡單』。」 

    醫生說：「哪裡不對？」 

    他說：「因為護士不是對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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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天真，童言童語 

    有一天，小明的爸媽臨時有事不在家，所以請小明一個人看家。就

在爸媽離開不久後，有郵差來按電鈴說：「請問楊先生在家嗎？」你猜

小明說什麼？ 

小明說：「我們家沒有人屬羊。」 

(四) 搞錯重點、誤打誤撞 

哥哥講了一個笑話，妹妹大笑。 

    媽媽說：「妹妹妳笑得太誇張了，你是『淑女』耶！」 

    妹妹疑惑的說：「不是吧！我『屬龍』耶！」 

(五) 別有涵義 

    A 生：你很單純。 

    B 生：是「純」還是「蠢」？ 

(六) 暗示、諧音、聯想 

    A 生：謝〈蟹〉老闆在嗎？ 

    B 生：我是派大星。 

三、 自創笑話與文獻笑話的比較 

研究者利用電腦課時間，對全校三、四、五、六年級學生進行笑話好笑度評

比問卷，了解全校中高年級學生對自創笑話與文獻笑話的好笑度比較。研究結

果如下： 

(一) 自創笑話的好笑度較高於文獻笑話的好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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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結果發現，自創笑話的好笑度評分平均大於文獻笑話的好笑度評分，

如表 4-2、圖 4-2。經與老師討論與文獻蒐集，發現大腦要從某件事物或情境中

感受到幽默、進而會心一笑，其過程要經歷「閱讀」、「理解」、「解困」和「回

饋」等幾個歷程（徐剛，2013)。我們猜測笑話評分較低的原因為研究對象為國

小學生，自創笑話所用的詞彙、主題符合相近年齡孩童的生活經驗，更容易讓

國小學生產生閱讀理解。因此，在掌握笑點的原則後，能創造出比文獻更適合

相近年齡孩童的笑話。 

表 4-2 自創笑話與文獻笑話的好笑度得分 

笑話種類 好笑度得分平均 

文獻笑話六則 1.89 

自創笑話六則 2.27 

 

 

圖 4-2 自創笑話與文獻笑話的好笑度得分長條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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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閱讀理解能力影響好笑度得分 

如表 4-3，研究結果發現，文獻笑話的看不懂比例較高，可能因為大人寫的

笑話用語，較不符合國小學童的生活經驗，因此較容易被反應看不懂。越多人

反應看不懂的題目，如題目一、題目四，其笑話的好笑度得分也會偏低。由此

可知，讀者的閱讀理解能力，影響其對笑點的認知，進而影響其對笑話好笑度

得分。 

表 4-3 笑話理解度與好笑度評分 

題目 笑點種類 看不懂比例 好笑度得分 是否需改良 

1 幽默、矛盾 3.0% 1.62 需改良 

2 意外、出乎意料 0.8% 2.13  

3 天真，童言童語 0.8% 1.8 需改良 

4 搞錯重點、誤打誤撞 4.5% 1.83 需改良 

5 別有涵義 0.8% 2.13  

6 暗示、諧音、聯想 1.5% 1.87 需改良 

7 幽默、矛盾 0.8% 2.4  

8 意外、出乎意料 0.8% 2.15  

9 天真、童言童語 1.5% 2.37  

10 搞錯重點、誤打誤撞 0.8% 2.4  

11 別有涵義 0.8%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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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暗示、諧音、聯想 0.8% 2.29  

 

四、改良笑話 

 研究者將笑話好笑度未超過 2 分的笑話(笑話一、三、四、六)加以改良，

文獻笑話以同類型的笑話取代，並依據研究者假設，由研究者選擇適合國小學

生閱讀的笑話。自創笑話(笑話七至笑話十二)，因其好笑度得分都超過 2 分，

因此研究者不對自創笑話進行改良笑話測試。 

 改良笑話問卷則請國小三年級兩位導師進行專家效度檢驗，檢查笑話敘說

是否符合三年級同學的理解程度。改良的四則笑話如下： 

笑話 1.(文獻)幽默、矛盾： 

    夫：「你為什麼沒跟我商量，就把頭髮剪短了呢？」 

    妻：「你也未和我商量，頭髮就全禿了！」（莊朝根，2019） 

笑話 3. (文獻)天真，童言童語： 

    老師問一同學，怎樣做才能減少白色汙染？ 

    同學答：「把保麗龍塗成藍色。」（二馬，2016） 

笑話 4. (文獻)搞錯重點、誤打誤撞： 

    老師：「請班長選三個人出來，我要搬花。」 

    班長就很認真地選出三個漂亮的美眉。 

    美眉們很害羞地問：「請問要做什麼是呢」 

    老師：「跟我去搬花」（二馬，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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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話 6. (文獻)暗示、諧音、聯想： 

    「號外！號外！一天之中，連續有七十四人被騙！」報童大聲叫賣。 

    「喂！給我一份！」 

    「謝謝您！」報童接著叫賣，「號外！號外！一天之中，連續有七十五人被

騙！號外！號外！」（莊朝根，2019） 

   五、改良笑話測試 

    研究者將有改良過的笑話，再製作成一份小問卷，請之前的讀者再閱讀一

次並評分，得到結果如下表 4-5： 

表 4-：改良笑話的好笑度評分比較 

題目 笑點種類 

好笑度 

(第一次施測) 

好笑度 

(第二次施測) 

好笑度 

改變狀況 

1 幽默、矛盾 1.62 1.9 提升 

2 天真，童言童語 1.8 2 提升 

3 搞錯重點、誤打誤撞 1.83 1.96 提升 

4 暗示、諧音、聯想 1.87 2.09 提升 

 由研究結果得知，第二次施測的笑話好笑度皆有提升，並且題目 2,4 皆到達

2 分以上。由此可知，笑話內容符合國小學生的理解程度，可以有效提升笑話的

好笑程度。 

   六、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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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者將改良過後的自創笑話，以藝文作品的形式，添加圖案說明故事情

境，增加讀者的閱讀理解，投稿校刊。投稿稿件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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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投稿的六份稿件中，有一份稿件獲得學校校刊認可，並刊登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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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刊上，刊登稿件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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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 

(一)本研究發現，笑話的笑點可以分成十大類，前六大類占了 95%以上。依序分

別為「幽默、矛盾」、「意外、出乎意料」、「天真、童言童語」、「搞錯重點、

誤打誤撞」、「別有涵義」、「暗示、諧音、聯想」。 

(二)自創笑話的好笑度較高於文獻笑話的好笑度，由研究者依據笑點特性所自

創的笑話獲得的分數皆比文獻笑話高。因此，我們可以說，由小朋友寫的

笑話，比由大人寫的笑話，更能獲得三、四、五、六年級學童的認同。 

(三)讀者的閱讀理解能力影響其對笑話的好笑度評分，越多人反應看不懂的笑

話，其好笑度得分越低。 

(四)將笑話以一個故事情境呈現，較能讓讀者了解笑話的整體的脈絡，更能掌

握笑點，引起發笑。 

(五)將笑話以藝文作品形式呈現，融和圖片與文字說明，可增加讀者的閱讀理

解能力，並掌握笑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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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附件 

研究心得 

一開始，我們不知道要研究的主題是什麼，我們看了以往得獎的作品，發現

得獎的同學大部分都是從生活中找出要研究的主題，所以我們決定要以生活中

常聽到的笑話進行研究，最終的目的是希望能自創自己的笑話。 

決定好研究的主題後，我們利用寒假的時間，分工合作，看完了十二本關於

笑話的書，並分析其笑話的笑點。開學後，我們一起利用 excel 統整笑話的笑

點，找出出現率最高的笑點，並用前六名的笑點進行笑話創作。 

我們在文獻笑話中，找出符合前六名笑點的笑話，並製作成問卷，讓三到六

年級同學在電腦課的時候完成。在統整同學們回答的結果時，我們發現有絕大

部分的同學看不懂題目的意思；於是，我們製作了二次問卷，二次問卷的題目

比第一次的問卷還要讓同學容易理解，所以同學也會覺得比較好笑。 

經過這次的研究，我們發現笑對人真的很重要，不僅可以讓人開心，也可以

紓解壓力。我們也發現利用 excel 統整真的很花費時間。下次做研究時，要事

先查好有關研究主題的資料。創作笑話可以利用日常生活的主題、運用想像力

完成。 

最後，也非常感謝指導老師、幫我們檢查問卷的老師們，還有三到六年級的

同學協助我們完成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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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話好笑度調查研究 

各位同學，您好： 

    本研究希望了解您對以下笑話的看法，請您在看完以下的笑話後，依您主

觀的感覺，勾選符合您感覺的描述。非常好笑請勾選數字 4 的方格，好笑請勾

選數字 3 的方格，不好笑請勾選數字 2 的方格，非常不好笑請勾選數字 1 的方

格。您的填答結果不會對外洩漏，請您安心填答。 

資優資源班五年級 ***、*** 

指導老師  ***老師、***老師  敬上 

 

基本資料： 

1.性別：□男生   □女生 

2.年級：□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非常

不好

笑 

不好

笑 

好笑 

非常

好笑 

編

號 

笑    話    內    容 

1 2 3 4 

1. 「太太，您穿上這件狐裘真是高貴大方，而且價

格這麼便宜，不買太可惜了。」店員滔滔不絕的

推銷著。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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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怕淋了雨會走樣。」女顧客猶豫不決。 

「絕不會！」店員肯定的說，「你哪時看到狐狸

撐傘了？」 

 笑話回饋(無則免填)： 

 

    

2. 媽媽和女兒在廚房洗碗，爸爸和兒子在客廳看電

視，突然聽到摔破盤子的聲音。 

兒子：「一定是媽媽摔破的！」 

爸爸：「為什麼？」 

兒子：「因為媽媽沒有罵人啊！」 

□ □ □ □ 

 笑話回饋(無則免填)： 

 

    

3. 「媽媽，黛安娜王妃為什麼能知道自己快要生小

寶寶了呢？」一個八歲的小女孩問母親。 

母親還沒想出適當的回答，四歲的小男孩已經用

嘲笑的口吻說：「你真笨，她又不是沒讀書，報

紙不是都登了這個消息嗎？」 

□ □ □ □ 

 笑話回饋(無則免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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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老王：「我要找一棟房子，請你幫幫忙。」 

仲介公司職員：「一定一定，請坐。這裡有好多

房子，請你過目。」 

老王：「我要找愛富二街三號，請問在哪裡？」 

笑話回饋(無則免填)： 

 

□ □ □ □ 

5. 爸爸：「有時候，一個愚蠢的人提出的問題，會

使聰明的人回答不出來。小明你想一想，有沒有

遇到過這種情況。」 

兒子：「爸爸，你的這個問題我回答不出來。」 

笑話回饋(無則免填)： 

 

□ □ □ □ 

6. 四十歲的美瑟小姐急於謀得歌舞團中的職位,於

是寫信給歌舞團的主管,並附上一張美麗的照

片。結果主管請她去面談。美瑟小姐滿懷希望的

去了。結果主管卻跟她說：「你來遲了。」「什麼？」

美瑟驚奇的問，「難道在這麼短的時間內，那個

位子就已經被他人占了嗎？」「噢！不，」主管

說，「我的意思是，在妳拍這張照片的時候就該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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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了！」 

笑話回饋(無則免填)： 

 

7. 餅乾跟軟糖吵架！軟糖很傷心，所以就變成 QQ

軟糖。 

笑話回饋(無則免填)： 

 

□ □ □ □ 

8. 有一天，一個人去開刀，但是他一進到手術室就

立刻跑出來。 

附近的醫生問他為什麼要跑出來？ 

他說：「因為護士說：『不要怕，手術很簡單』。」 

醫生說：「哪裡不對？」 

他說：「因為護士不是對我說。」 

笑話回饋(無則免填)： 

 

□ □ □ □ 

9. 有一天，小明的爸媽臨時有事不在家，所以請小

明一個人看家。就在爸媽離開不久後，有郵差來

按電鈴說：「請問楊先生在家嗎？」你猜小明說

什麼？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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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明說：「我們家沒有人屬羊。」 

笑話回饋(無則免填)： 

 

10. 哥哥講了一個笑話，妹妹大笑。 

媽媽說：「妹妹妳笑得太誇張了，你是『淑女』

耶！」 

妹妹疑惑的說：「不是吧！我『屬龍』耶！」 

笑話回饋(無則免填)： 

 

□ □ □ □ 

11. A 生：你很單純。 

B 生：是「純」還是「蠢」？ 

笑話回饋(無則免填)： 

 

□ □ □ □ 

12. A 生：謝〈蟹〉老闆在嗎？ 

B 生：我是派大星。 

笑話回饋(無則免填)：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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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話好笑度調查研究」專家效度雙向細目表 

笑話向度 題目 

1. 幽默、矛盾 題目 1、題目 7 

2. 意外、出乎意料 題目 2、題目 8 

3. 天真，童言童語 題目 3、題目 9 

4. 搞錯重點、誤打誤撞 題目 4、題目 10 

5. 別有涵義 題目 5、題目 11 

6. 暗示、諧音、聯想 題目 6、題目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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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話好笑度調查研究 2 

各位同學，您好： 

    本研究希望了解您對以下笑話的看法，請您在看完以下的笑話後，依您主

觀的感覺，勾選符合您感覺的描述。非常好笑請勾選數字 4 的方格，好笑請勾

選數字 3 的方格，不好笑請勾選數字 2 的方格，非常不好笑請勾選數字 1 的方

格。您的填答結果不會對外洩漏，請您安心填答。 

資優資源班五年級 ***、*** 

指導老師  ***老師、***老師  敬上 

 

基本資料： 

1.性別：□男生   □女生 

2.年級：□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非常

不好

笑 

不好

笑 

好笑 

非常

好笑 

編

號 

笑    話    內    容 

1 2 3 4 

1. 夫：「你為什麼沒跟我商量，就把頭髮剪短了

呢？」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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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你也未和我商量，頭髮就全禿了！」 

 笑話回饋(無則免填)：     

2. 老師問一同學，怎樣做才能減少白色汙染？ 

同學答：「把保麗龍塗成藍色。」 

□ □ □ □ 

 笑話回饋(無則免填)：     

3. 老師：「請班長選三個人出來，我要搬花。」 

班長就很認真地選出三個漂亮的美眉。 

美眉們很害羞地問：「請問要做什麼是呢」 

老師：「跟我去搬花」 

□ □ □ □ 

 笑話回饋(無則免填)：     

4. 「號外！號外！一天之中，連續有七十四人被

騙！」報童大聲叫賣。 

「喂！給我一份！」 

「謝謝您！」報童接著叫賣，「號外！號外！一

天之中，連續有七十五人被騙！號外！號外！」 

□ □ □ □ 

 笑話回饋(無則免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