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二) 

《五體不滿足》語料 

序號 語料 日語擬音‧擬態語 漢語擬音‧擬態語 類型 

A1 現在我的手腳雖有十幾公分，但在當時，就像身體上黏著幾個小馬鈴薯一樣。 コロンと   

A2 當時我很討厭那種乾乾的口感，最怕吃麵包。 モソモソする 乾乾的 AA 型 

A3 …所以刻意壓抑這股衝動，反而什麼也不幫我。 グッと 刻意 AB 型 

A4 我一開始移動，孩子們就會乖乖排隊跟在我後面。 ゾロゾロと 乖乖 AA 型 

A5 同時，我甚至把跟在後面的孩子們當作侍從，說自己「像國王一樣」，樂得不得了。  ゾロゾロと   

A6 於是老師只好無奈的吩咐大家「越過乙武先走」，可是這麼一來，廣大的校園就剩我孤伶伶的落在後頭。  ポツンと 孤伶伶的 ABB 型 

A7 對方的腳上，留下清楚的牙印。真的很痛。 クッキリ 清楚的 AB 型 

A8 正當守門員撲身向前時，隊友就把球傳給早已等在門前的我。我只要把球踢進無人看守的球門內即可。  コロコロと   

A9 配合大家的動作，揮舞短短的手，努力讓身體蹦蹦跳跳。 ピョンピョン 蹦蹦跳跳 AABB 型 

A10 於是我也夾著桿子，往地面用力一踢彈起來。 ポーンと   

A11 我試了好多次，一直跳不好。正當老師也要放棄時，我突然抓住節拍跳過了一下。 ピョン   

A12 老師還是誇獎我：「了不起，乙武。就是這樣，你繼續跳跳看。你要抓住跳，跳，跳這種節拍。」 ピョン、ピョンと 跳，跳，跳 AAA 型 

A13 我一邊在口中唸著「跳，跳，跳」算節拍，一邊迎向繩子。 ピョン、ピョン 跳，跳，跳 AAA 型 

A14 不愧是練習了這麼多遍。兩人配合得恰到好處。  ピッタリ 恰到好處 解釋型 

A15 此外，這個時期雪下得很多，校園有些地方雪融後還濕濕的。這時候，他們就會一把將我抱起來，「免得屁股濕掉。」 ヒョイと 一把 「一」的表現 

A16 現在可以跟老師同學一起出去玩，又能夠搭電車，遠足對我來說簡直是最令人興奮的事。  ワクワク 興奮 AB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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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7 大家的臉都紅了，脖子早已被汗浸濕。 ビッショリ 浸濕 AB 型 

A18 ...可是我自己也累翻了。不知為什麼，全身虛脫動彈不得。一定是我在輪椅上用盡了力氣吧，這證明了我和大家的心情早已合而為一。 グッタリと 全身虛脫 解釋型 

A19 每當體育課換衣服，或是出外旅行去泡澡堂時，大部分的人看到我的背，都會目瞪口呆。 ハッと 目瞪口呆 解釋型 

A20 起初我並未放在心上，可是事態終於嚴重到我無法不去管它，因為我的手開始隱隱作痛了。 ズキズキと 隱隱 AA 型 

A21 著地時手也會受到震動，這時就會有一陣刺痛襲來，彷彿有人把鐵絲插入我的體內來回戳動。  キンキンする 一陣刺痛 「一」的表現 

A22 從手臂前段經過腋下直到腰部中心，傷痕看起來好似在背上砍了一刀。 バッサリと   

A23 可是當時的岡老師，是個剛接下教職的新鮮人。 ピカピカ   

A24 到了岡老師在辦公室的位子，老師一屁股就坐在地上。 どっかと 一屁股 「一」的表現 

A25 …所以老師認為讓我參加賽跑也沒關係。我忍不住滿臉喜色，因為太高興了。 ニヤニヤ 滿臉喜色 解釋型 

A26 ...凡是選幹部他一定毛遂自薦，是班上響叮噹的人物。勇往直前這句話用來形容他正好，是個很有魅力的男生。 ピッタリ 正好 AB 型 

A27 清晨六點半碰面，繞著附近跑一圈。 グルッと   

A28 這時，我輕快地登場了。 ひょこひょこと 輕快地 AB 型 

A29 這個對手是班上功課最好的學生。她平常說話慢條斯理的，下課時間也在教室看書，可是一旦動起口來，卻好強得不像女生，連男生都怕她。 おっとりと 慢條斯理 解釋型 

A30 但是，每當我想換氣把臉往旁邊一轉，就會失去平衡身體整個翻過來。 クルッと   

A31 因為我的兩腳長短不一，所以即使拼命用腳打水，還是會彎得很厲害，更慘的時候，甚至當場就在原地打轉。 グルグルと   

A32 嗯！真是頭腦簡單…「想加入→入社」這個過程中，我完全沒想過「我看我還是不行吧」或是「也許會給大家增添困擾」之類的想法。 すっかり 完全  

A33 「呃…我兒子剛才放學回來，突然不當一回事地說他『已經加入籃球隊了』…」 ケロッと 不當一回事地 「一」的表現 

A34 再把視線往下面一移， ふと   

A35 才看到一個拖著屁股上場的選手，我真的上場比賽了！ ズリズリと   

A36 …晃動著巨熊般的身體，昂首闊步。 のっしのっしと 昂首闊步 解釋型 

A37 上課時每當我心不在焉的朝外面一看，不知道為什麼，就會看到一個好像在打太極拳的人影，那就是我們的教練。 ぼんやりと 心不在焉 解釋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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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8 打開畢業紀念冊，穿著八號球衣的我正在露齒微笑。這張笑臉，是大家送給我的珍貴禮物。 にっこり 露齒微笑  

A39 我不禁鬆了一口氣，心裡很高興；而我們到家後的情景，更是令我印象深刻。 ホッと 鬆了一口氣 「一」的表現 

A40 才不是呢，不是因為是男生才這麼爽快認輸…。 サッパリ 爽快 AB 型 

A41 我覺得還是柔和的名曲比較好，比方說比利喬的『Honesty』就不錯。」 しっとり 柔和 AB 型 

A42 …常常被一陣模糊的不安侵襲，搞得心情煩躁。 イライラ 心情煩躁 AB 型 

A43 我在他旁邊一屁股坐下來 ちょこんと 一屁股 「一」的表現 

A44 ，心跳達到最高點…。 ドキドキ 心跳  

A45 我鬆了一口氣，因為我本來還擔心他會不會罵我說：「這是老子的地盤，你少來煩我。」 ヒヤヒヤ 擔心  

A46 什麼事也不做，只是發呆。 ボーッと 發呆 AB 型 

A47 他忽然曖昧地笑了，難道會是那個。 ニヤッと 曖昧地 AB 型 

A48 我連忙從他手中搶過那個信封，小心地打開，免得被老師發現…。 そっと 小心地 AB 型 

A49 這是複雜的「少男心事」。上了中學，這種心緒更加困擾我。 モヤモヤ 心緒  

A50 我很欣賞他們對美式足球專心投入的態度，他們的想法也很踏實，最重要的是很有毅力。 しっかり 踏實 AB 型 

A51 「真不知道我們兒子的腦袋瓜在想什麼？」我真想把這句話直接回敬給他們。 そっくり 直接 AB 型 

A52 也許是因為自己沒有親眼看到吧，起初我一直不太有真實的感覺，不過喜悅還是一點一點的爬上心頭。 ジワジワと 一點一點的 ABAB 型 

A53 阿龍和我的座號只差一號，位子也很近。看到學長們對阿龍百般奉承，我還是覺得很羨慕。 チヤホヤ 百般奉承 解釋型 

A54 我自己也覺得有點心虛，只好在練習時比別人叫得更大聲，藉此消除心中的疙瘩。 モヤモヤ 心中的疙瘩  

A55 或許大家一聽到「美式足球」，就以為是那種大個子的男生們互相碰撞的運動。 ガチガチと   

A56 多虧有這樣的教練團在戰術和精神方面嚴格指導，我們戶山隊才能成為東京都比賽前四名的強隊。 しっかり 嚴格 AB 型 

A57 實際上他們的確很強。像阿龍這種體型的選手，日大三高多的是。 ゴロゴロ 多的是 駢語型 

A58 他們先搶下分數，握有主導權。雨綿綿下著...。 しとしとと 綿綿 AA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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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9 隊友們的臉上，混合著泥巴、雨水汗水還有眼淚，成了一張大花臉。大家圍成圓圈，一邊嘶吼一邊高高拋起頭盔。 グチャグチャ 一張大花臉 「一」的表現 

A60 我激動得背上起雞皮疙瘩。 ゾクゾク 起雞皮疙瘩 解釋型 

A61 我本來就愛出風頭，喜歡發號施令，聽了當然不反對。被大家這麼一拱，我還以為自己是導演了。 すっかり   

A62 不過，事情可沒這麼簡單。 すんなり 簡單 AB 型 

A63 最辛苦的，是攝影、音效、燈光這些工作人員。一般人光是走路就已經滿身大汗了，他們還得扛著笨重的機器到處跑。 ダラダラと 滿身大汗  

A64 這時，我聽到隔壁班的女生在偷偷講話...。 ヒソヒソ 偷偷 AA 型 

A65 雖然別科的成績也沒有好到哪裡去，不過遇上數學我真的是「莫宰羊」。 サッパリ 莫宰羊 其他 

A66 ...一下子說「想開飛機」，一下子又說「要當電車車掌」，不斷改變將來的夢想，我也沒有那麼強的念頭「一定要當職棒選手」。 コロコロと 不斷 AB 型 

A67 結果，我立刻被這種有趣的遊戲吸引。 すっかり   

A68 一想到這中間必須一直埋頭苦讀，我就不禁背上發冷。 ゾッと 發冷  

A69 最重要的，是「對這個社會想做什麼貢獻」，如果能確實掌握這一點，人生的道路自然會豁然開朗。 しっかりと 確實 AB 型 

A70 ...幾乎所有的朋友都已經確定要念哪所大學，或是在尋找重考的補習班，朝著「新的道路」跨出起點。只有我一個人落了單。 ポツンと   

A71 下課時。看他一個人猛抽香菸，實在叫人難以接近。 プカーッと 猛 A 型 

A72 再加上我以前在籃球隊的隊友是力丸高中時的朋友，所以我們談得很投契。 すっかり   

A73 數學一竅不通的我，當然用不著連理工學院的位置也考慮在內，不過距離這麼近，令我生起一股親切感。 サッパリ 一竅不通 解釋型 

A74 原本在班上吊車尾的我，成績開始日漸進步。 みるみる 日漸  

A75 幾天前，我用補習班發的標準解答自己算分數，結果是在及格邊緣。 ぎりぎり 邊緣  

A76 正如常在電視上看到的，我撥開人群，朝榜單擠過去。原本想像會有這種景象的我，到了現場卻大失所望...。 がっかり 大失所望 解釋型 

A77 如果我是學長，看到這樣一群人走來，我大概也不會招呼他們吧！ ゾロゾロ   

A78 ...他們緊緊捏著辦入學手續時發的紙袋，看起來就很膽怯的樣子。 しっかり 緊緊 AA 型 

A79 東張西望， キョロキョロ 東張西望...很膽怯 解釋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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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80 ...我拿到一本密密麻麻寫滿英文的小冊子。我問道：「這是什麼？」 ビッシリ 密密麻麻 AABB 型 

A81 學長輕鬆地說：「啊，那個啊，那是這個月底舉辦演講比賽的教科書。」 サラッと 輕鬆 AB 型 

A82 這裡要比較輕快， スラスラと 輕快 AB 型 

A83 這裡要緩緩注入熱情。 ゆっくりと 緩緩 AA 型 

A84 中午雖然有用餐時間，我卻食不下嚥。一個人喃喃自語的練習。 ブツブツ 喃喃自語 AA 型 

A85 我還在東張西望猜測誰會得冠軍呢，大家卻突然一起轉頭看著我。 キョロキョロと 東張西望 解釋型 

A86 回家以後，我茫然地看著 びっくりする   

A87 出奇耀眼的獎牌。 ボンヤリと 茫然地 「然」型 

A88 享用著各國學生帶來的大餐和零食、美酒，著實熱鬧一番。 ドンチャン騒ぎ 著實 AB 型 

A89 一個秋天的夜晚，我一直睡不著，便開始漫無邊際的思索...。 ぼんやりと 漫無邊際 解釋型 

A90 而，當我發現到自己這種價值觀時，我立刻知道「我不要這樣的人生」...。 ハッキリと 立刻 AB 型 

A91 我的答案比較容易說出。就是我能為他人和社會做多少事？ すんなりと 容易 AB 型 

A92 想到這裡，已經是半夜兩點了。可是，滿懷興奮的我，後來還好一陣子無法入眠 すっかり 滿懷興奮  

A93 我們不是搞行政的，所以不用怕失敗，盡量推動吧！ どんどん 盡量 AB 型 

A94 我和橫內先生負責的是「小朋友坐輪椅」活動，讓小朋友們坐輪椅繞行早稻田街上。 ぐるり 繞行  

A95 如果讓早稻田的孩子們聽聽音樂，感受到某種悸動，這個地區一定會變得更好。 ゾクゾクする 悸動  

A96 我還以為是在喊邀請我來的教授，就轉身向後一看，可是沒有別人。 てっきり   

A97 老師環視全場，只見一個男生舉起手。 グルッと   

A98 在數次開會的過程中，我們已經開始瞭解彼此，也可以一起去喝酒。 すっかり 已經  

A99 不過，我可沒有心情享受。我緊張得全身僵硬，只是跟在篠塚先生後面而已。 ガチガチ 全身僵硬  

A100 他那熟悉的笑容，令我的緊張頓時斷了線。 プツン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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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01 像這樣一盤散沙似的各自行動，會不會讓效果減半呢？ バラバラ 一盤散沙似 「一」的表現 

A102 天哪！結果連線路都得我們自己動手裝，等我們抵達海關時，已經累癱了。 クラクラ 累癱  

A103 每個角落都有精心設計的表演活動，光是走著就令人興奮不已。 ワクワクする 令人興奮不已  

A104 在日本時，只要有坐輪椅的人闖入人群中，或多或少一定會被人盯著瞧。 ジロジロと 盯著  

A105 這種遊戲令人心跳加快， ドキドキハラハラ 心跳加快  

A106 即使沒中獎也不會太失望，就當作是付錢坐了一趟雲霄飛車。 ガッカリする 失望 AB 型 

A107 拉斯維加斯的附近，有很多像大峽谷之類的國家公園。 ゴロゴロ 很多  

A108 在這裡可以參觀日本人也很熟悉的那些著名電影中的場景，有時候還可看到真的在拍電影，不管是不是影迷，這個主題樂園都會令人興奮不已。 ワクワクする 令人興奮不已  

A109 於是，打領帶時領結就會變得細細的，看起來像個不良少年。 キュッと   

A110 勉強到達最近的公車站，總算可以鬆一口氣。 ホッと 鬆一口氣 「一」的表現 

A111 不知是不是我的心理作用，我總覺得公車司機和乘客好像都瞪大眼睛看著我上車。 ギョッと 瞪大眼睛看  

A112 當他最喜歡的巨人隊輸球時，他立刻就心情大壞。 ムスッと 心情大壞 駢語型 

A113 每次都讓老師捏了一把冷汗，可是我媽卻泰然自若地說：「這是他自己應該解決的問題。」 ヒヤヒヤ 捏了一把冷汗 「一」的表現 

A114 說得明白點，他們根本沒把我當成殘障者。 はっきり 明白點 AB 型 

A115 ...也因此我才能無憂無慮的快樂成長。 のほほんと 無憂無慮的 ABAC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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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噌湯裡》語料 

序號 語料 日語擬音‧擬態語 漢語擬音‧擬態語 類型 

B1 聽起來挺叫人興奮的，你不覺得嗎？ わくわく 興奮 AB 型 

B2 結果他還是在那裡一小口一小口地啜飲， ちびちび 一小口一小口地 「一」的表現 

B3 看了讓人有點不耐煩 イライラ 不耐煩 AB 型 

B4 法蘭克臉上假假的皮膚卻明顯地在顫動 はっきりと 明顯地 AB 型 

B5 法蘭克的臉色也逐漸恢復平靜 ゆっくりと 逐漸 AB 型 

B6 她聽了開心地拼命打自己的大腿 ぴちゃぴちゃ   

B7 只有清楚自己目的地的客人才會光顧這裡 はっきり 清楚 AB 型 

B8 狹小的場子裡塞滿了十幾台車子 ぎゅうぎゅう 塞滿 A 型 

B9 看著走過租車公司的法蘭克我突然覺得毛骨悚然 ぞっと 毛骨悚然 「然」型 

B10 實在玩得很愉快，我根本就忘了這回事。 すっかり 根本 AB 型 

B11 進入玻璃隔間的電話亭，我不自覺鬆了一口氣。 ほっと 鬆了一口氣 「一」的表現 

B12 我心中又再鬆了一口氣。 ほっと 鬆了一口氣 「一」的表現 

B13 還有 TOYOTA 車子的事大略說了一遍。 ざっと 大略 AB 型 

B14 後來覺得無聊就跑到電話亭正對面的電動玩具店去了。 うろうろ   

B15 兩個人一起拍這種大頭貼紙時必須臉貼著臉才行， ぴったりと   

B16 反而滑溜溜地像人造的東西…。 つるつる 滑溜溜地 ABB 型 

B17 法蘭克的臉頰， ひんやりと 冷冰冰的 ABB 型 

B18 或是被炒魷魚，簡單清楚，跟名譽什麼的一點關係都沒有。 はっきり 簡單清楚 解釋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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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9 法蘭克用食指敲著野茂的照片說…。 とんとんと   

B20 我們兩個也會偷偷做出勝利的手勢！ こっそり 偷偷 AA 型 

B21 男的醉醺醺地站也站不穩，幾乎球球揮棒落空。 ふらふら 站也站不穩  

B22 屋子外面還有一個流浪漢緊貼著牆壁躺在瓦楞紙上，…。 ぴったり 緊 A 型 

B23 我忽然想起我忘記問清楚法蘭克到底有沒有射精。 はっきり 清楚 AB 型 

B24 搖搖墜墜地不小心 ふらふらと 搖搖墜墜 AABB 型 

B25 觸到全壘打標誌而得到一個小熊娃娃。 ぼこんと   

B26 我認為在馬來西亞一定有什麼讓父親心動並且雀躍不已的東西。 わくわくする 雀躍不已 AB 型 

B27 在東京都新宿區歌舞伎町的路上發現一包裝著女性屍塊的塑膠袋 バラバラ死体 屍塊  

B28 …研判犯人是在別處將死者強暴、殺害、分屍之後才用車子運到現場來的。 バラバラに 分屍  

B29 我越想腦中越混亂，胸口悶悶作嘔。 むかむか 悶悶作嘔 AA 型 

B30 沒有理由偶然乘著風飛來貼在我家門上。 ぴったりと   

B31 絕對是有人用力黏上去的。 しっかりと 用力  

B32 這正是法蘭克會做的事。 ぴったり 正是 AB 型 

B33 聽到橫山先生這麼說，我心裡一驚。 どきっと 一驚 「一」的表現 

B34 而且講的又是一些莫名其妙、囉哩囉唆的事， ぐずぐず 莫名其妙、囉哩囉唆 ABAC 型、駢語型 

B35 我的心跳又開始加速，覺得口乾舌燥。 カラカラ 口乾舌燥 解釋型 

B36 卡布基諾已經冷掉了，表面的奶泡消失，看起來像一杯淡棕色的泥漿。 すっかり 已經  

B37 兩個孩子看起來很開朗又有教養…。 はきはきと 開朗 AB 型 

B38 望了令人毛骨悚然。 ぞっと 毛骨悚然 解釋型 

B39 你今晚好像很有精神耶！昨天睡得很好是嗎？ ぐっすり 睡得很好 AB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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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0 法子悠哉悠哉地走過來，我向法蘭克介紹她。 ふらふらと 悠哉悠哉 ABAB 型 

B41 法蘭克放慢速度又說了一遍。 ゆっくり 放慢速度  

B42 現在這右邊的食指會開始慢慢的慢慢的，像「傑克與豌豆」故事裡的豌豆樹那樣往上長喔！ ゆっくりと 慢慢的慢慢的 AA 型 

B43 法蘭克的聲音讓我嚇了一跳，身體為之一震。 びくんと 一震 「一」的表現 

B44 …所以我的大腿和法蘭克的大腿黏在一起。 ぴったりと   

B45 「火冒三丈」之類的形容詞在法蘭克身上完全不適用。 カッと 火冒三丈 解釋型 

B46 我不禁全身一震。 ぞっと 全身一震  

B47 如同在誇示他有心電感應的能力，我覺得一切都曖昧不明。 
はっきりしたわけではな

い 
曖昧不明 解釋型 

B48 卡拉 OK 的歌聲終於停了，拍手聲零零落落響起， ぱらぱらと 零零落落 AABB 型 

B49 法蘭克的大腿和我的大腿貼合在一起， ぴったりと   

B50 真紀人矮臉圓，全身肥肉，肌膚黝黑粗糙…。 ぽってり 肥肉  

B51 他們的臉看起來平平的。 のっぺりと 平平的 AA 型 

B52 似乎覺得吃完人家付錢的炒麵立刻就走好像有點失禮。 さっさと 立刻 AB 型 

B53 他的肩膀肌肉就和金屬一樣地硬，我不禁又為之一震。 ぞっと 為之一震 「一」的表現 

B54 法蘭克一個字一個字慢慢地又講了一遍。 ゆっくり 慢慢地 AA 型 

B55 …而且好像寄生蟲還是某種生物似的，順著細細的蕾絲線緩慢地以一定速度向下延伸。 ゆっくりと 緩慢地 AB 型 

B56 …脖子一半以上都斷掉了，她的頭似乎隨時有可能往後嘎搭一折。 がくんと 嘎搭一折 「一」的表現 

B57 原本負責連結意識與肌肉的神經已經寸斷，手腳根本不聽使喚。 バラバラ 不聽使喚  

B58 …腳上的鞋子掉落，肩膀下垂，臉上好像在笑。 すとんと   

B59 從三號小姐的眼窩緩緩流出一些我從未看過的液體， ゆっくりと 緩緩 AA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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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60 是摻雜著紅色斑點的透明黏液。 どろりと   

B61 法蘭克的動作看起來既像是慢動作，又像是錄影帶快轉的影像。 ゆっくり 慢動作  

B62 我突發奇想，想要立刻到廁所或別處去把這個防身器扔掉。 こっそりと   

B63 …五號小姐像汽車引擎一樣大的喉頭時，我的身體變得冰凍，神經也有凍僵的感覺。 ぱっくりと   

B64 而且當親眼看過別人在眼前被割破喉嚨後，已經沒有功夫去…。 ぱっくりと   

B65 五號小姐喉頭的裂痕緩慢地滴下血來， ゆっくりと 緩慢地 AB 型 

B66 和沾生魚片的醬油一樣。 そっくり 和...一樣  

B67 喉頭的皮膚被扯向後方，看起來很平，沒有縐摺。 のっぺりと   

B68 由於傷口裂得很大，很像經過去毛燙煮的動物熟皮。 ぱっくりと 裂得很大 A 型 

B69 好讓我把歐吉桑的臉看得更清楚一點。 はっきり 清楚 AB 型 

B70 鼻子周圍的肉像融化的蠟一樣變成棕色的汁液垂落， ぷたぷたと   

B71 有時脂肪還會突然燃燒起來。 ぽっと 突然 AB 型 

B72 一個可怕而緩慢的呵欠，好像要把歐吉桑的臉整個吞下去一樣。 ゆっくり 緩慢 AB 型 

B73 …可以看到血管、骨頭以及其他一些白白糊糊的東西， ドロドロ 糊糊 AA 型 

B74 而是沿著傷口邊緣慢慢地流出。 ゆっくりと 慢慢地 AA 型 

B75 我對法蘭克說了 NO；N 和 O 這兩個字母像畫像一樣清楚可見。 はっきりと 清楚 AB 型 

B76 法蘭克把刀子拿到我眼前慢慢搖晃。 ゆっくりと 慢慢 AA 型 

B77 刀尖迅速逼近喉嚨， すっと 迅速 AB 型 

B78 我立刻按下閃動著綠燈的通話鍵。 とっさに 立刻 AB 型 

B79 我第一次這麼認真的看著一把殺過四個女人的刀子。 まじまじと 認真的 AB 型 

B80 五號小姐大咧咧的傷口和歐吉桑扭曲的脖子就在眼前。 ぱっくりと 大咧咧的 ABB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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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81 我的眼睛睜不開，一直眨個不停， しょぼしょぼ 一直眨個不停 A 型 

B82 但是事實上我感覺那好像是一個和我長得一模一樣的雙胞胎弟弟做的。 そっくり 一模一樣 ABAC 型 

B83 法蘭克揚起下巴指指站在大廈陰影中零零落落的阻街女郎。 ぽつんと 零零落落的 AABB 型 

B84 賓館霓虹燈閃爍，映照在停車場上孤伶伶的賓士轎車車體， ぽつんと 孤伶伶的 ABB 型 

B85 「沒這回事！」我聽到清楚的回答。 はっきり 清楚 AB 型 

B86 接下來我該怎麼辦也還沒仔細想過， はっきり   

B87 血流不止也感受不到一點真實感。 どろんとゆっくり   

B88 他們很清楚自己想要的東西，所以沒有半點迷惑， はっきり   

B89 我的錶上沾了不知道是誰的血，一部份還沒有乾。 べっとりと   

B90 腦中某部分發生混亂，各種機能無法和諧運作…。 バラバラ 無法和諧 AB 型 

B91 法蘭克以一種懷念的口吻說。 ゆっくりと   

B92 法蘭克慢慢往前走。 びっしりと 慢慢 AA 型 

B93 我感到這種氣味的粒子好像緊緊黏附在皮膚底層，佔據了我全身。 はっきりと 緊緊 AA 型 

B94 門前有一小塊草坪， こちんまりと 一小塊 「一」的表現 

B95 法蘭克喝了一口礦泉水，慢慢地說出這二個字。 ゆっくりと 慢慢 AA 型 

B96 有一種異國的感覺，很令人興奮！ わくわく 興奮 AB 型 

B97 那時候我還很小， うんと   

B98 沒有一個小孩是悠閒地走失的。 ゆっくりと 悠閒地 AB 型 

B99 那個世界的邊界我現在還記得很清楚喔！ はっきりと 清楚 AB 型 

B100 好像在進行一件無法挽回的事情，很興奮…。 わくわくする 興奮 AB 型 

B101 結果他還有一種很普通的表情問我有沒有喝過血！ だらだ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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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02 我低著頭緩緩搖了搖頭。 ゆっくりと 緩緩 AA 型 

B103 因此每看完一部令人心驚膽顫的電影， どきどき 心驚膽顫 解釋型 

B104 當血從自己身體流出來時那種寒意有多嚇人嘛！ どんどん   

B105 撕碎蛋糕瞄準水面輕輕丟過去。 そっと 輕輕 AA 型 

B106 …我慢慢把刀子扛到肩頭架著， ゆっくりと 慢慢 AA 型 

B107 再加上藥物的副作用，我開始發胖。 ぶくぶく   

B108 想到這裡我突然明白， はっきり 明白 AB 型 

B109 法蘭克臉上出現「啊！我忘了！」的表情， すっかり   

B110 自己是完全貼近自己身體的， ぴったりと 完全貼近 AB 型 

B111 法蘭克不知從哪裡拿出硬梆梆但像毯子一樣的東西 ごわごわ 硬梆梆 ABB 型 

B112 輕輕幫我蓋上， そっと 輕輕 AA 型 

B113 隨著漲大的麵條慢慢被吞進法蘭克的肚子 ゆっくりと 慢慢 AA 型 

B114 一開始麵條都一直往下掉， ぽろぽろと   

B115 法蘭克急急忙忙地點頭敬禮。 ぺこりと 點頭  

B116 儘可能慢慢地解釋給我聽。 ゆっくり 慢慢 AA 型 

B117 我很想問他那個被分屍的高中女生也在退化嗎？ バラバラ 分屍  

B118 我嚇了一跳。 どきっと 嚇了一跳 「一」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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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冷靜與熱情之間》語料 

序號 語料 日語擬音‧擬態語 漢語擬音‧擬態語 類型 

C1 整整等了兩分鐘後，掙出馬梧的懷抱。 たっぷり 整整 AA 型 

C2 服務生俐落的動作、香菸味道。 きびきび 俐落的 AB 型 

C3 因為安琪拉的事忙翻了。 ばたばた 忙翻了  

C4 丹妮耶拉眼珠子一轉 くるりと   

C5 背後聽見熱水迸落浴缸的聲音。 どうどうと   

C6 我出神地說。 うっとりと 出神地 AB 型 

C7 身子漸漸放鬆。 ゆっくり 漸漸 AA 型 

C8 包住我的整個額頭。 すっかり 整個  

C9 四周突然靜寂。 しんと 靜寂 AB 型 

C10 儘管慢慢泡吧！ ゆっくり 慢慢 AA 型 

C11 丹妮耶拉曾經這麼說過。 はっきり   

C12 電車嘎搭嘎搭穿過托里諾街。 がたがたと 嘎搭嘎搭 ABAB 型 

C13 我的肌膚緩緩晃動。 ゆらゆら 緩緩晃動 AA 型 

C14 慢慢地受到顧客喜歡， じわじわと 慢慢地 AA 型 

C15 我們輕柔地互相愛撫。 ゆっくり 輕柔地 AB 型 

C16 隨意塞滿錢夾、手冊 がちゃがちゃと 隨意 AB 型 

C17 時光的流逝慢得可怕！ ゆっくり 慢  

C18 馬梧還是維持著風度。 ぱりっと 維持著風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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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9 安琪拉揚著眉毛說。 ひゅっと   

C20 又聽到水聲，人就沒勁。 ぐったり 沒勁  

C21 沙、沙、沙，濕透了耳朵的雨聲。 さわさわと 沙、沙、沙 AAA 型 

C22 那種讓我覺得沒有正經過生活的感覺。 きちんと 正經 AB 型 

C23 套上全黑褲裝，搭配淡藍色襯衫。 たっぷり 全 A 型 

C24 穿上粗跟鞋。 かっちり 粗跟 A 型 

C25 兩邊停滿的車子兀自淋著雨。 ぎっしり 滿 A 型 

C26 馬梧照約定的時間準時回來。 ビッパリ 準時 AB 型 

C27 整整等了兩分鐘後，馬梧才轉過身來。 たっぷり 整整 AA 型 

C28 堅實的下巴 がっしり 堅實的 AB 型 

C29 …也不會獨自悲傷像亢奮的針鼠。… どんどん   

C30 菲德莉嘉住的克普雷洛街附近寧靜空蕩， がらんと 空蕩 AB 型 

C31 車窗全開，緩緩駛在透亮的陽光下。 ゆっくりと 緩緩 AA 型 

C32 菲德莉嘉苦笑地輕輕地拍我的手臂。 ぽんぽんと 輕輕地 AA 型 

C33 骨骼結實的大手 しっかり 結實 AB 型 

C34 菲德莉嘉悠悠地抽煙。 ゆっくりと 悠悠地 AA 型 

C35 我擺擺雙手看著 ぶらぶらと 擺擺 AA 型 

C36 奇怪沒發酒瘋。 ちゃぷちゃぷ   

C37 手從他結實有肉的腿由走到膝蓋上。 きっちりと 結實 AB 型 

C38 穿上帥挺西裝出門上班的馬梧， ぱりっと 帥挺 AB 型 

C39 細繩狀的銀鍊纏著一大塊冰糖似的天然寶石。 ぐるぐ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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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40 一穿上身，布料即服貼在皮膚上。 とろんと 服貼 AB 型 

C41 盡可能輕輕地抱著。 そっと 輕輕地 AA 型 

C42 這棟石造建築的清冷和天花板的高。 ひんやり 清冷 AB 型 

C43 我完全不知到該怎麼辦才好。 さっぱり 完全  

C44 我難過得驚慌失措… すっかり   

C45 聲音在我腦中肆意地騷擾我的神經、感情。 ぐちゃぐちゃ 肆意地騷擾 AB 型 

C46 （艾伯特）笑著說， にっこり   

C47 我左手拿著話筒，右手晃著杯裡的冰塊。 からからと   

C48 馬梧像是不曾發生前一陣子的爭吵般充滿親情。 たっぷり 充滿  

C49 晴朗的好天氣， ぴかぴか   

C50 我吃著黏呼呼的甜肉桂捲 べたべた 黏呼呼的 ABB 型 

C51 緩緩降下的夜裹住著一輛輛停放路邊的汽車。 ゆっくりと 緩緩 AA 型 

C52 我緩和而慎重地說。 ゆっくりと 緩和 AB 型 

C53 我們沈默地走了一陣，最後馬梧乾脆地說「OK」。 あっさりと 乾脆地 AB 型 

C54 今天看書毫無進展。 ちっとも 毫無 A 型 

C55 因為馬梧進口葡萄酒，我們和店裡很熟。 すっかり   

C56 我照例在店中閒逛。 ぶらぶら 閒逛  

C57 厚厚的葉子非常茂密…。 びっしり 非常  

C58 沙沙的水聲毫無間斷， さわさわと 沙沙的 AA 型 

C59 消弭了時間和空間的形跡。 すっかり   

C60 她咧嘴一笑， にっこり 咧嘴一笑 「一」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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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61 嘩啦沖著盤子、酒杯， ざっと 嘩啦 AB 型 

C62 卡掐、卡掐，敲打鍵盤的清脆聲音。 かちゃかちゃと 卡掐、卡掐 AB 型 

C63 我悄悄退出。 そっと 悄悄 AA 型 

C64 手指頭當然也和路卡的緊緊纏在一起。 しっかり 緊緊 AA 型 

C65 我先擁抱丹妮耶拉整整十秒鐘， たっぷり 整整 AA 型 

C66 她像想起似的凝視路卡，連吻了兩次。 うっとり   

C67 吸掉所有人汗水而變色的柔軟褐色皮槓。 ずっしりと   

C68 馬梧的表情放鬆。 ほっと 放鬆 AB 型 

C69 慢慢洗吧！ ゆっくり 慢慢 AA 型 

C70 我的心情不知是鬆了一口氣還是寂寞。 ほっと 鬆了一口氣 「一」的表現 

C71 啪掐一聲，缸中熱水晃盪。 ちゃぷんと 啪掐 AB 型 

C72 馬梧輕輕抱著拿書的我…。 そっと 輕輕 AA 型 

C73 我呆呆地重複著同樣的話語 ぼんやり 呆呆地 AA 型 

C74 黯淡的石牆上日曬處和日蔭處呈鮮明的對比。 くっきりと 鮮明的 AB 型 

C75 剛來那晚在廣場上喝得醉醺醺的。 ぐでんぐでん 醉醺醺的 ABB 型 

C76 崇笑著說。 にっこり   

C77 我們約好明天再慢慢聊，在車站分手。 ゆっくり 慢慢 AA 型 

C78 肌肉結實的肩膀…。 きっちりと 結實的 AB 型 

C79 他臉轉過來帶著笑說…。 にっこり 帶著笑  

C80 我茫然眺望房間內部。 ぼんやり 茫然 「然」表現 

C81 在店內慢慢逛著。 ゆっくり 慢慢 AA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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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82 把我整個人包在他懷裡、 すっぽり 整個  

C83 阿瑪蕾特的冰塊已完全融化了。 すっかり 完全 AB 型 

C84 然後輕輕下床。 ゆっくり 輕輕 AA 型 

C85 一邊慢慢把東京推回去。 ゆっくり 慢慢 AA 型 

C86 蓋好放回架上。 きっちり   

C87 啪嗆一聲，手臂抬到頭上。 ぱちゃん 啪嗆 AB 型 

C88 笑吟吟地和馬梧緊緊握手， がっしり 緊緊 AA 型 

C89 毛衣和外套總是寬寬鬆鬆的。 ぶかぶか 寬寬鬆鬆的 AABB 型 

C90 那時我已經混得很熟了。 すっかり 已經  

C91 發出冰涼的喀拉喀拉聲響。 からからと 喀拉喀拉 ABAB 型 

C92 我盡可能說得輕柔。 そっと 輕柔 AB 型 

C93 我們互相吃吃地笑著。 くすくすと 吃吃地 AA 型 

C94 音樂緩緩充滿房間裡。 ゆっくりと 緩緩 AA 型 

C95 吃足了沙拉。 たっぷり 足  

C96 服裝店的櫥窗已是冬裝。 すっかり 已  

C97 非常貼合肌膚。 しっくり 非常  

C98 丹妮耶拉乾脆地說：「不冷。」 あっさり 乾脆地 AB 型 

C99 脫掉衣服、身上只剩一條內褲的馬梧， すっかり 只  

C100 我從信封抽出說明書啪啦啪啦地翻看。 ぱらぱらと 啪啦啪啦地 ABAB 型 

C101 艾伯特說，然後靜靜微笑。 ひっそりと 靜靜 AA 型 

C102 肌肉結實勻稱的小腿肚。 きっちりと 結實勻稱 解釋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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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03 只記得口罩噴出氧氣的咻咻聲 しゅうと 咻咻聲 AA 型 

C104 和清涼柔柔的感觸 ひんやり 清涼柔柔的 AA 型 

C105 一語既罷，又慢慢地說。 ゆっくり 慢慢 AA 型 

C106 最後自信十足地看著我的臉。 たっぷり 十足地 AB 型 

C107 隻手撫摸我的臉頰…。 そっと   

C108 我啪啦啪啦翻著說。 ぱらぱら 啪啦啪啦 ABAB 型 

C109 阿瑪雷特已喝完了。 すっかり 已  

C110 隔著毛毯輕碰我的手臂。 そっと 輕  

C111 丹妮耶拉完全一副母親的表情， すっかり 完全  

C112 我就茫茫然地洗澡， ぼんやりと 茫茫然地 「然」表現 

C113 吉娜輕拍我的背。 ぽんぽんと   

C114 看起來很清爽。 小ざっぱりと 清爽 AB 型 

C115 我是想盡量說得輕柔， そっと 輕柔 AB 型 

C116 我緩緩眨眼…。 ゆっくり 緩緩 AA 型 

C117 她輕輕一笑。 にっこりと 輕輕一笑 AA 型 

C118 菲德麗嘉骨結嶙峋的手輕拍我的膝蓋。 ぽんぽんと   

C119 說著，她笑了。 にっこり 笑  

C120 聽到若有所失的落寞聲音， ぞっと   

C121 馬梧絕望地輕輕一笑 ひっそりと 輕輕 AA 型 

C122 小船似的結實肩膀和胸膛 がっしり 結實 AB 型 

C123 專門洗衣的泰國女傭洗燙漿挺的馬梧衣物。 ぱりっと 洗燙漿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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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24 我想一顆顆打開那漿挺襯衫的釦子 はっきり 漿挺 AB 型 

C125 我就清楚說明。 はっきり 清楚 AB 型 

C126 飽食美式早午餐 たっぷり 飽食  

C127 馬梧打開一罐啤酒。 ぱちんと   

C128 也在那裡開始了全新的生活。 すっかり 全新 AB 型 

C129 和學生時代一樣四處晃盪。 ぶらぶら 晃盪  

C130 或是靜靜地微笑吧！ ひっそり 靜靜地 AA 型 

C131 像是腦心麻痺般茫然地坐著 ぼんやりと 茫然地 「然」表現 

C132 看似沈沈入睡的馬梧或許還醒著。 ぐっすり 沈沈 AA 型 

C133 六月的夜氣濕冷 しっとりと 濕冷 AB 型 

C134 我像是要清楚確定這聲音的迴響般呢喃著。 はっきりと 清楚 AB 型 

C135 我清楚記得順正貼在我脖子上的唇。 はっきりと 清楚 AB 型 

C136 形影不離。 ぴったり 形影不離。 解釋型 

C137 我驚慌失措， すっかり   

C138 那內部裝潢豪華而寬敞舒適的車子味道。 ゆったり 寬敞舒適 解釋型 

C139 我厭煩自己。 うんざり 厭煩 AB 型 

C140 你慢慢洗吧！ ゆっくり 慢慢 AA 型 

C141 房間裡微暗陰冷得讓人發寒。 ぞっと 發寒  

C142 我臉頰輕輕地磨著他的臉頰。 そっと 輕輕地 AA 型 

C143 馬梧咧嘴一笑 にこり 咧嘴一笑 「一」的表現 

C144 我俐落地選擇米色褲裝。 あっさり 俐落地 AB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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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45 我緩緩閉上眼睛 ゆっくり 緩緩 AA 型 

C146 非常緩慢地說…。 ゆっくり 緩慢 AB 型 

C147 慢慢地洗澡， ゆっくり 慢慢地 AA 型 

C148 不急嘛！ ゆっくり 不急嘛！  

C149 這一點非常清楚。 はっきり 清楚 AB 型 

C150 我對自己厭煩起來。 うんざり 厭煩 AB 型 

C151 果盤裡裝滿餅乾， どっさり 裝滿  

C152 菲德麗嘉笑著說。 にっこり   

C153 聲音清楚地說。 はっきり 清楚地 AB 型 

C154 別這樣無精打采的！ しょんぼり 無精打采 解釋型 

C155 枝葉繁茂的高大行道樹形成舒適的樹蔭。 たっぷりと   

C156 拂過湖面的風帶來清幽的水味。 ひんやり 清幽 AB 型 

C157 漿挺的水藍色襯衫。 ぱりっと 漿挺的 AB 型 

C158 但我還是清楚知道藏在那背後龐大的緊張和不安。 はっきりと 清楚 AB 型 

C159 浴缸裡放好水，慢慢地泡著。 ゆっくりと 慢慢地 AA 型 

C160 菲德麗嘉公寓院子裡的藤樹垂著繁錦的紫色花房。 たっぷりと 繁錦的 AB 型 

C161 我們在店裡吃足了早午餐，喝了咖啡。 たっぷり 足 A 型 

C162 已經完全好了， すっかり 完全  

C163 太好啦！我鬆口氣，微笑地由衷說。 ほっと 鬆口氣  

C164 我整個忘了。 うっかり 整個  

C165 密密地幾乎沒有一絲縫隙。 ぎっしりと 密密地 AA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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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66 伸直雙腿坐著。 ぺたりと 伸直  

C167 我沿著牆壁慢慢走。 ゆっくり 慢慢 AA 型 

C168 思考完全停止。茫然虛浮如人偶。 ぼんやり 茫然 「然」表現 

C169 輕輕地。深怕毀了這一刻！ そっと 輕輕地 AA 型 

C170 漫步在舒適沈穩的夜氣裡。 しっとりと 沈穩的 AB 型 

C171 像我們一樣的—雖然還四處閒逛， ぞろぞろ 四處閒逛  

C172 順正看似已完全放鬆。 すっかり 完全  

C173 我露出微笑。 にっこりと   

C174 不是為了性愛，只是為了能靠在一起睡覺而高興。 ぴったり   

C175 大得剛好可以緊緊裹住我的身體。 ぴったり 剛好  

C176 之後，緩緩地開口。 ゆっくり 緩緩地 AA 型 

C177 漂泊不定的傢伙。 ふらふら 漂泊不定 解釋型 

C178 聽起來像是說我愛你。 そっくり 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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