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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語言不但是人類的交際工具，而且是各種交際工具中最重要的一種，在社會生活中起著重大的作用。不同
的說話場合往往會促使我們使用不同的說話的體裁。在人與人的接觸時，如果雙方使用不同的語言，那麼，免
不了也會發生語言的接觸。這種情形在商業上的交往時會發生。語言與語言發生接觸時，兩種語言都會受到對
方影響。

 本次期末報告所要探討的即是對語言接觸、語言遷就與語碼切換等現象，作一實際觀察與研討。本文分為
四部分。

第一部分：為本學期在語言學概論這門課程上，綜合所學之心得，促

          成本次研究之動機。

第二部分：實地訪察之結果與討論。

第三部分：綜合本次研究之結果與心得。

第四部分：為附錄資料。

1.1動機

1.2研究動機

進入大學以來，在所有課程中，最感到陌生與新鮮的，就是語言學概論這一學科。在期末老師要求作出報
告時，初時並無頭緒，一來因之前並無作報告的經驗，二則由於覺得語言學這門課不同以往之歷史、地理般熟
悉，所以在決定研究問題時，忽略了其實生活中就有最簡單最常用的題材，而鑽研到以為要艱深的理論才是研
究學問。

綜學期所學之心得，我們共識在社會與語言的種種現象，與我們生活關係最為密切，所以決定把題目定在
此方向，進而決定回顧本學期在學習語言學所獲得之心得，進一步以田野調查方式，來落實印證書上所讀到的
語言與社會現象。

1.3研究方法

以最基本的人和人之初次接觸會使用的語言，進而觀察雙語現象、語碼切換（code-switching）、語言移借
等種種現象。選定以百貨公司、市場等二處公共場所且有買賣行為之場所，進行記錄。

本次活動中，在記錄時，以守株待兔方式，等候顧客上門和店員（攤販）所交談使用的語言，以旁觀者身
份加以記錄。當然這其中不免招來不少好奇眼光或疑問，但以不妨礙他人，又適逢假日，店員無暇詢問或攤販
忙得不可開交，所以本次進行的記錄活動，可說是非常順利。

2.          研究目的與問題界定

2.1研究目的

本小組成員皆定居台中市，所以對台中市較熟悉，我們希望在所作的問卷與數據能夠了解以下的問題。

（1）百貨公司與市場中，店員與顧客之間所使用的語言。

（2）店員或顧客無論誰先發言，是否會遷就對方所使用的語言回答或堅持使用自己的語言，或使用雙語
回答。

（3）百貨公司中，店員是否會遷就顧客的語言。在市場中，攤販是否會遷就顧客的語言。在這之中，遷
就的狀況如何。



2.1.1問題界定

本次在設計問題之前，我們希望能先確定問卷簡單化，以量取勝，而不以年齡或性別或教育程度作為細部
討論。就台中市人群聚集之處，作為調查點，不以詢問方式，而就所聽、所觀察之情況，作為數據統計之基
礎，所以在設計問卷時，所定主要地點在台中市區。

2.1.2台中市人口與地緣

語言環境如附圖表：

（1）台中市地圖

（2）台中市人口統計表

視察時間

（1）百貨公司在元旦連續假期中，逛街人潮較多時段。（下午、晚上）

（2）市場是以黃昏市場為主，考慮一般上班族在下班之後的購買狀

     況，不以傳統的早市為調查目標，是希望訪察對象不限於家庭

     主婦。

2.1.3地點說明

點一：台中市最大百貨公司。地點在市區，聚集人潮多，顧客人潮多來自台中市各區人口。（尤其是北屯
區）

點二：太平洋SOGO百貨公司，距市中心之商圈有大段距離，其人潮多來自西屯區、西區、南屯區，且近
文心路一帶潛力開發區，所謂高級住宅區，其消費力與人群近似台北天母。

點三：西屯路上永安市場，為西屯區最大之黃昏市場，市場中的人群來自逢甲商圈，東海住宅區。

點四：文心路上最大黃昏市場，人群來自北屯區與大坑一帶。

選擇以上地點的原因是因為百貨公司向來有較多人潮，且視察時間又逢假日，中友和太平洋SOGO百貨公
司在台中市百貨公司中的業績算是相當不錯，自然人潮也會聚集在此，百貨公司不分年齡、性別、教育程度及
社會地位高低，人人都可以去，就算位在市郊的人也不例外，這樣有助於我們在研究時，把年齡、性別、教育
程度等變數排除在外。

選擇市場也是因為人潮多，尤其是黃昏市場，買菜的人有上班族，也有家庭主婦，又不同於百貨公司的顧
客群，希望能藉此取得較客觀的數據。

2.2視察情形

2.2.1表格與數據

表格一及表格二顯示於顧客與店員對話在五句以上。就國語而言，則表示不雜以任何一句非國語的詞彙，
台語亦同，雙語則表示對話中出現（國、台語）二種或二種以上（國、台、英語）語言。

 
表一    百貨公司視察數據

 國  語 台  語 雙  語 總  計

中友百貨 69.8％ 9.7％ 20.5％ 100％

太平洋SOGO 63.2％ 14.7％ 22.1％ 100％

總    計 66.5％ 12.2％ 21.3％ 100％

表一之說明：

在表一中，我們在中友及SOGO採旁聽方式，只要店員和顧客在交易談話就作記錄。



其中可以發現的現象是：交談中有固定的名詞會出現，不管此時正使用那種語言。

例：國語---客戶：「小姐，妳們有哪些size？」  （出現英文）

    台語---店員：「有閒閣來，謝謝（國語）。」

以上二種現象則歸之於雙語統計之中。（雙語包括國語、台語、英語）。

百貨公司中使用國語的現象普遍，即使是電梯小姐亦是用國語來向顧客解說樓層之別。又在服務台的人
員，在顧客趨前發言之前，服務人員主動詢問也是以國語為主。

在顧客與店員的對話中，亦會有突然出一、二國語或台語夾雜其中。不論是詞彙借移或語碼切換的交談，
此種交談記錄則歸於雙語現象中。

百貨公司的店員私下交談時，可能以台語互相詢問存貨有無否，但一轉身面對顧客，又改以國語交談。

顧客在百貨公司，也可能本以台語和身旁朋友或親人交談，但一面對店員又改以用國語，以上二種現象，
是在觀察中屢次出現的有趣情形。

二個百貨公司總計，使用國語佔了66.5％，完全使用台語則偏少佔12.2％，雙語現象倒比台語多，出現
了21.3％。是否意謂著大家一到百貨公司，就會警覺到少用台語？還是說台語的人都不去百貨公司？當然不
是。我們認為是長久以來，有些人會認為百貨公司是較高級的場合，所以習慣上會自然使用國語。政府幾十年
來的大力推行國語，禁止台語，使得人們認為國語是高級的語言，而在正式的場合中，會選擇使用國語溝通。
近年來，台語漸受重視，但在短期內，這種觀念並不易扭轉。就好像我們會穿拖鞋、短褲去買菜，而不會以這
種穿著去百貨公司一樣。

表二    黃昏市場視察數據

 國  語 台  語 雙  語 總  計

文心市場 20.7％ 48.6％ 30.7％ 100％

永安市場 13.8％ 40.3％ 45.09％ 100％

總    計 17.25％ 44.45％ 38.3％ 100％

表二之說明：

黃昏市場中，原本叫賣的小販多操台語。永安和文心兩處黃昏市場，雖位於台中市區，但是和鄉鎮的傳統
市場並無不同之處，販賣的商品並無不同，只是黃昏市場的營業時間是以四點至七點之間為主，它所營業的對
象不止是家庭主婦，且包括下了班的採購人潮。

在黃昏市場中，可以看出使用台語的人數偏高，其中雙語現象的比例亦比百貨公司高。在記錄過程中，由
於市場吵雜擁擠，可以說所作的人數是源源不絕。大家拚命說話、討價還價、提高音量，其中以台語居多，純
粹使用國語在文心市場只有佔20.7％，在永安市場更降至17.25％，使用雙語在記錄中則幾乎相當於台語，甚至
在永安市場中，雙語比台語還多，則是因為一些專有名詞，如：拉鍊、草莓、奇異果等，很少用台語去表達，
或一些食物，人們較常用國語談論，如：炸雞、披薩等。只要詞句中一雜以其它語言。則歸入雙語現象，這也
是為什麼雙語現象如此高原因之一了。

表三

 國  語 台  語 雙  語

總    計 41.88％ 28.32％ 29.8％

表三之說明：

百貨公司和市場是人潮聚集之地，把這兩種類型的數字相加，如表格三，統計中完全說國語的佔41.88％，
比例居然未過半，而使用雙語的人比例接近完全說台語的人，雙語比例如此高，是平常在說話時，因為不修
飾，所以容易在表達意思時夾雜一兩句不是正在使用的語言、或動詞、或語尾助詞、或文法，這也是雙語比例
如此偏高的原因之二。

       表四    百貨公司主客對話語言應答比例



      店     員  答  

  國  語 台  語 雙  語

顧 國語200次中

所佔比例

140次

74％

6次

2.5％

47次

23.5％

客 台語200次中

所佔比例

29次

14.5％

143次

71.5％

28次

14％

答 雙語100次中

所佔比例

66次

66％

28次

28％

6次

6％

表四之說明：

表四中只記錄由顧客發問，店員回答，在交談中的第一句問話，及第一句回答。

由國語、台語為發問時所使用的語言，次數各為200次，由雙語發問的次數則為100次。因為次數較多，在
記錄中，若有顧客詢問，而店員不回答則不列入記錄，只要顧客問、店員回答，就列入記錄，達200次，便停
止。

舉例如下：

1.（國語）客問：現在有打折嗎？

          店答：現在都打8折，歡迎試穿。

2.（台語）客問：請問便所佇佗位？

          店答：直走往右轉就會看到了。

3.（雙語）客問：小姐（國語），

                有我能穿的嗎（台語）？

          店答：有啊（國語），

                等一下哦（台語）。

如上述對話，回答簡短，以店員回答第一句話的類別，綜合二個百貨公司之結果，在顧客完全以國語發問
的200次中，店員也以國語回答佔74％，以台語回答佔2.5％，以雙語回答佔23.5％。

百貨公司店員在商場上之衣著或態度是屬於管理與有制度的一群，被要求順從客意，因我們都曾在百貨公
司打工或工作過，所以在態度上，上級主管會要求我們順從顧客。在語言上，也會依顧客之使用情形而使用。

顧客第一句話以台語發言來詢問的200次中，以台語回答佔71.5％，以國語回答則明顯減少。以雙語詢問則
情況不多，所以在百貨公司所視察的100次記錄就花去了相當長的時間，這其中以國語回答佔66％，雙語
佔6％，這數據說明了，因顧客使用雙語，而店員在回答時，有時會不知如何判斷，或因無暇判斷而依職業習
慣用國語回答。

表五    黃昏市場主客對話語言應答比例

      攤    販    答  

  國  語 台  語 雙  語

顧 國語100次中

所佔比例

48次

48％

45次

45％

7次

7％

客 台語200次中

所佔比例

9次

4.5％

162次

81％

29次

14.5％

答 雙語100次中 32次 53次 15次



所佔比例 32％ 53％ 15％

表五說明：

在市場中作記錄，顧客在以台語發言次數較多，其它則次數較少。顧客在以國語發問時，會出現的對話如
下：

1.（國語）客問：老闆，這個一斤多少錢？

  （台語）店答：一斤80元。

2.（台語）客問：豬肉怎麼賣？

  （國語）店答：一斤70啦！要幾斤？

3.（雙語）客問：頭家，TAMATO（蕃茄）一斤。

  （雙語）店答：TAMATO稱一斤半好嗎（台語）？

在回答時，只要用簡單的字句回答即可，所以在忙碌時，攤販會不加思索用單字回答「100元」或只說
「謝謝」等就會用國語回答。

而用台語回答的比例佔45％，其中不乏祖母或祖父級的年齡層較大的攤販，他們就完全不管顧客使用何種
語言發言，而一律用台語回答。

如果顧客以台語發言方面，很少聽到攤販會用國語回答，多以直接就台語交談，甚至相熟的二者之間寒暄
完全用台語。但在雙語方面比例甚高是因為前已述及一些名詞，慣用國語表示，所以列入雙語。

在以雙語發言方面，攤販即使聽到顧客使用雙語，也不會考慮以雙語去回答，因為對於顧客的發言，他只
要用自已慣用的語言回答就能溝通了，且從顧客的發言中，知道對方是雙聲帶，所以他也會不遷就對方，而使
用平常慣用的語言。

顧客以雙語發言給予主人選擇語言的自由。百貨公司店員多是女青年，回答語言66％用華語，28％用台
語。黃昏市場的攤販多中年人，回答語言32％用華語，53％用台語，顯示女青年用華語說話的習慣。

3.        結論與心得

3.1結論

美國社會語言學家William Labov說：「The social situation is the most powerful determinant of verbal
behavior.」（社會情況是決定語言行為最有力因素。）

因為說話的場合，說話的對象等因素，使說話者要考慮用何種語氣或用詞來表達。如在百貨公司的店員，
可能會用「您」字來詢問顧客，在市場中，就較少會有此種現象。 我們自會說話開始，對於何時何地要用何種
語言，會很自然地去切換。作本份報告的二位同學都會台語與國語，且巧合的是在家也多用台語與家人交談，
但一到學校或其它公共場合說話，就切換為國語，在還未上這門課程之前，也未深思為什麼，或覺有何可研究
之處，因為對於習慣使用二種語言交替表達的我們，在切換上，都是依週遭環境而自然轉變的。

3.1.1「雙用語」（Diglossia）

雙用語是指一種情況，其中某一語言的二種或二種以上的變化體在同一社區同時被使用，而且每一種都有
其特出的社會功能（註一：英語語言學概論，余光雄）。

在社會語言學研究中，可以發現在同一語言社區（speech comnuity）內有時有二種或二種以上的語言同時
在該社區被使用著。

在談雙用語時，常要提到二個術語。

1.H variety（High variety）其意為佔優勢的語言變化體。

2.L variety（Low variety ）其意為佔劣勢的語言變化體。

功用（function）是劃分diglossia最重要的標準。所謂功用就是指在某些場合，H可以出現；L不可以出現；
有些場合，二者都可以出現。如果把他們出現的分布（distribution）情況加以統計，分布出現率高者為H，低
者為L。以國、台語出現在百貨公司或黃昏市場為例，可以了解百貨公司出現國語的頻率較高為H-variety。
（表一），台語在黃昏市場出現頻率較高為H-variety。（表二）

3.1.2語碼切換（Code-Switching）



語碼切換（code-switching）是指在語言交談進行中，說話者夾雜使用不同的語言變化體（註二：英語語言
學概論，余光雄）。在逛了多天的百貨公司和市場，我們發現，其實用國語或用台語交談中，難免都會夾雜一
些不同的用語或用法。如果把國語和台語視為二種不同語言，則在溝通方面，可以發現語碼切換的情況一再發
生。

例如：

店員：你好，歡迎光臨（國語）。

顧客：你這裡有賣『電子鍋』嗎？（『』為國語）

店員：有啦，我拿給你看（台語）。

店員本由國語，後又轉回台語與顧客對話。如上溝通方式，出現了國語、台語，卻無意思表達不完整的現
象。有時這種現象也發生在單一句子之內，或句子和句子之間，在一些特殊名詞上無法用國語或台語表達出
來，而發生了借用現象（language borrowing）。

3.1.3語言移借（Labguage borrowing）

語言借用是指甲語言的人借用乙語言的詞彙或語句。語言的借用常常導因於「語體轉換」，一個雙語或外
來語多的社會中，經常的語詞轉換造成了語言借用，長期借用會變成自己的語詞。

就本次記錄中，語言移借的現象在市場中甚為明顯，如蕃茄Tomato以日語發音，蘋果也是以日式台語發
音，尺寸大小以size表示，或是用國語說。

例如：老闆，稱一斤「蛤仔」。（蛤仔用台語）

在國語中，好像很少有人知道該如何用國語表達此類食物，因此就自然就會借用另一種語言來表達。

例如：

店員：請問需要什麼？（國語）

顧客：這有沒有別的「size」（國語）

店員：我去給你找一找。

（不說幫你找，用了台語的語法）

顧客：免啦！我趕時間，下次再來。

（免啦，用台語發音）

3.1.4語言遷就

在表四及表五中，我們藉顧客與攤販、店員之間語言切換的數據來作語言遷就的討論。

以百貨公司而言，可以看出大抵是以店員遷就顧客的語言為主，以顧客所使用的語言為先，再來判定要如
何與之溝通，擇其所用的語言與之對話。同時我們可以理解，在店員的心態上，使用國語是工作上的一種慣
性。而在顧客的心態上，則也有預期心理，是以買賣雙方都會多用國語而少用台語，其功用似於公家機關。

在市場中，顧客多半能使用雙語採購或表達意思，而攤販在市場中原本使用台語者眾，顧客在去百貨公司
和市場的預期心理就大不相同了，顧客在市場中，就較多以台語發問，較少以國語發問，這也是在這次數中，
國語只取100次的原因。在表五中大抵可以看出台中市的市場中多以操台語交易居多，而攤販的遷就現象也不
及百貨公司明顯。

3.2心得

在上課中，社會語言學中有些較專有的名詞，雖經老師解釋或舉例，但自己去作出一些結論和統計之後才
了解，其實生活中之實例比比皆是。語言學和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只要人類存在，這門學問就有值得研究下
去的價值，且交雜著人類的情感再深涉心理、歷史、地理等各種因素，對於初學入門的我們，還有更多的地方
等我們去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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