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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 言
語言是人類用來溝通的橋樑，而全世界有許多不同的種族，因此產生許多不同的語言，即使是同一種族﹑

同一族群，亦因地域上的種種因素，而衍生出多樣的語言風貌。

臺灣為一多族群的社會環境，但自從國民政府播遷來臺至今，並未就族群間的共存關係做認真的思考﹑分
析，以制訂互惠互融的政策。但是，近年來隨著政治﹑經濟﹑人口﹑教育等因素的激烈變動下，使得臺灣社會
其「本土化」﹑「多元化」之社會價值及「期待族群再生」之意識日漸抬頭﹑甦醒，於是過去語言統一化及偏
頗的教育文化政策，所導致的臺灣語言嚴重流失，以致於現今青少年日常語言的使用程度，及自身母語的認同
感此類話題，再度成為語言學研究學者和教育人士所共同關心的課題。

青少年的語言使用情形，往往反映出時代交替中，其語言政策推行的斷層面與臺灣語言流失的軌跡。故本
次報告乃針對青少年的語言使用情況，做了一份概略性的研究調查。

2.      調查範圍

台北 國父紀念館

台北 中正紀念堂

台中 省立美術館

台南 市立文化中心

3.     調查對象

以青少年為主，年齡在１６～２２歲之間。

4.     調查結果

該項青少年語言使用情形調查，共發出３５０份問卷，有效問卷為３２６份，以下是這份調查的結果。

你的母語是

          a.國語  ：36.79%
         b.閩南語：56.86%
            c.客家語： 4.46%
            d.日語  ： 1.0 %
            e其它 ： 0.89%
  一半以上的青少年仍是以閩南語為母語，而國語的使用者則約佔了三份之一，客家語的使用不超過百分

之五，而日語的使用者為臺灣出生的日本青少年，另外有一人的母語為粵語。

父親的母語是

            a.國語  ：12.58%
            b.閩南語：77.10%



            c.客家語：  5.36%
            d.日語  ：  1.10%
            e.其它  ：  3.86%
在此方面，其七成以上是閩南語，在其它之中，則分別為浙江話﹑上海話﹑山東話﹑粵語。

母親的母語是

         a.國語  ：15.26%
           b.閩南語：71.24%
           c.客家語：  9.76%
           d.日語 ：  0.52%
           e.其它  ：  3.22%
在此方面，仍是閩南語佔了七成以上，而國語不超過百分之二十，在其它方面，則有馬祖話﹑上海話﹑福

州話﹑粵語。1

你在家所使用的語言是

           a.國語  ：62.14%
           b.閩南語：59.29%
           c.客家語：  3.15%
           d.日語  ：  0.12%
           e.其它  ：  0.69%
由於教育制度的影響，有六成以上的青少年使用國語，而閩南語依然有近六成的使用率，其它方面則是粵

語。

你在家庭外所使用的日常用語是

           a.國語  ： 61.12%
           b.閩南語： 60.31%
           c.客家語：  3.07%
           d.日語 ：  0.07%
           e.其它  ：  0.82%
在多元社會環境的衝擊下，多數青少年的日常生活用語多以國語﹑閩南語混合使用，所以此二者的使用者

超過六成，而其它方面則是馬祖話﹑粵語。   

你會說的語言是

            a.國語  ：100.00%
            b.閩南語：  95.65%
            c.客家語：  10.02%
            d.英語 ： 66.23%
            e.日語 ： 17.10%
            f.法語 ：  0.72%
            g.德語 ：  0.05%
            h.拉丁語：  0.02%
            i.其它 ：  0.79%
 在現行的教育體制下，青少年皆會說國語；而閩南語方面，有九成五的青少年會說，但仍有少部份的人只

會聽不會說；另外，由於政治﹑經濟的考量下，使得教育政策施行強制學習英語制度，所以，有百分之六十以
上的青少年會說英語；在其它方面則以僑生留學生為主，其語言有印尼話。



你覺得何種語言較為優美

            a.國語 ： 40.35% 
            b.閩南語： 34.25%
            c.客家語：  5.42%
            d.英語 ： 23.95%
            e.日語 ：  9.28%
            f.法語 ： 19.29%
            g.德語 ：  2.06%
            h.拉丁語：  2.01%
            i.其它 ：  3.17%
在語言的優美程度中，國語與閩南語頗受青少年認同，且此二者的差異亦極小，但卻均未達五成以上。在

外語方面，則以英語﹑法語較佔優勢，而其它方面則有粵語﹑藏語。

如因環境使然只能選擇使用一種語言, 你會選擇

           a.國語 ： 55.80% 
           b.閩南語： 22.76%
           c.客家語：  1.60%
           d.英語 ： 14.77%
           e.日語 ：  3.18%
           f.法語 ：  0.02%
           g.德語 ：  0.01%
           h.拉丁語：  0.01%
           i.其它 ：  1.85%
現今社會的語言環境，受到政策的影響下，乃是以是國語為主，因此，許多青少年會選擇使用國語，但有

近一成五的青少年卻選擇英語，此應是受到英語乃是世界性的共通語言之影響；其它方面則有馬祖話﹑粵語。

 

你是否認同現階段的方言（即傳統語言，如閩南語﹑客家語……等）教學，真能保存方言不致流失殆盡？

      a.是  ： 30.08%
      b.否   ： 68.82%
在現今的方言教學，在教育體制上，僅在大專院校中開課，但課堂上的教學，僅止於分析，而缺乏實際的

應用，所以有近七成的青少年對現行的方言教學不抱持希望；而三成左右的青少年則認為有一個學習的管道，
可減緩方言的流失速度；在其它方面，則有一成左右的人認為，應在中小學教育上推行方言教學。

你是否知道有些傳統語言已逐漸消失當中？

       a.是    ： 84.13%
       b.否    ： 15.87%
有九成以上的青少年知道目前有些方言正消失當中，但仍有百分之五左右的人不知曉傳統語言的流失情

形。

你是否願意學習傳統語言？

       a.是    ： 82.56%
       b.否    ： 17.44%
多數的青少年自認有責任去學習自己的母語，因可了解多種文化及接駁﹑傳承，同時在多元文化的環境

中，有助於人文上的溝通；另外有近二成的人因浪費時間﹑缺乏興趣，和缺乏學習管等原因而作罷。



你是否覺得原住民的語言應大力推廣，並成立一專門性的學術機構

       a.是    ： 61.29%
       b.否    ：38.71%
有六成以上的青少年認為原住民語言是臺灣語言的一部份，所以應大力推廣，並成立一專門性的學術機構

從事研究，以利保存；而持反對意見者則有近四成的人數認為，原住民的語言雖是臺灣語言的一部份，但與生
活周遭的環境有脫節﹑無直接關聯性，且覺得該語言不易學習。

你覺得學好下列何種語言，乃是當務之急？

       a.國語 ：39.89%
       b.傳統語言 ：35.16%
       c.英語      ：23.75%
       d.其它      ： 1.25%
目前社會環境受教育政策的主導下，國語仍屬優勢語言，所以有三成九的青少年認為學好國語乃當務之

急；而有三成五的青少年在維繫文化與人文傳承的觀念下，會想學好傳統語言；在受到英語為世界共通語言的
影響下，則有二成以上的青少年認為應學好英語；在其它方面，則有青少年以為日語應要盡力學好。

你覺得社會環境應該統一使用單一語言, 還是多種語言並用

       a.應該統一 ： 47.81%
       b.多種並用 ： 52.19%
超過半數的青少年認為在多元﹑多樣風貌的社會中，應以多種語言並用，如此才有助於多方﹑多層次的溝

通，並有利於各族群間的互動；另外亦有近五成的青少年認為語言應該統一，因為語言若不統一，則易造成族
群間溝通的隔閡，且在國家整體的民族性上，亦會缺乏向心力﹑凝聚心。

5.     調查結果分析

在此項問卷調查中，可以得知如下結果：

現今語言政策施行的大方針，仍以國語為發展主軸，所以青少年在日常生活用語上，多以國語為主要溝通
的橋樑，而對於自己的母語使用，大多僅在家庭中才行使，其自身的母語反成為次等溝通工具。

今日的語言教學課程，雖有方言的教授，但也僅限於大專院校範圍，且在課堂上之教學往往過於刻板，難
以消化，無法實際運用如生活般的易於吸收。

國語﹑英語的推行﹑養成之所以能在短時間內順利蓬勃發展，除了政教合一的強制手段外，更重要的因素
是在社會經濟中，此二種語言乃是各公司行號及各公﹑民營事業甄選人才的主要依據，以致形成青少年一窩蜂
學習國﹑英語等語言的風潮，如此，使得保存﹑延續傳統語言的工作愈加吃緊不討好。

    現實的環境常令許多欲學習傳統語言的青少年望之怯步，其原因除了上述幾點外，另有傳統語言不若外語
（以英語為例）來得有吸引力的因素，因在對世界性的利益與交流取向上，外語則是佔了較大優勢，不過雖是
如此，仍有青少年表示極大的意願欲學習自身的母語成其它地域性的母語，因為，多習得一地域方言，就多一
份溝通能力，亦多了解一種人文風土背景，同時亦增加了一份對此塊土地的不捨情感。

語言政策上是否應施單一性語言的統一政策，抑或是採行多語並用政策，在此調查中，青少年的反應則是
各佔半數。其實，語言的統一若能在不破壞傳承語言的生存空間前提下進行，且同時肩負起串連各族群母語的
共通點，形成一龐大的「臺灣語言生命共同體」，則所課的族群隔閡﹑民族向心力等問題，應是可降溫終至解
決，而此類牽涉族群生存空間與母語情感維繫的課題，則是有志於族群融合之人，與關心此一美麗土地的每一
份子，所要攜手共同解決的大課題。

6.      結論

臺灣過去的社會，因一元化的教學文化霸權政策之影響，使得人民長久以上陷入了單一語言的窠臼之中，
而各族群間也因「漢族中心」色彩的籠罩下，使得族群下一代的母語能力急速退化萎縮，於是「失去獵場的獵
人」此一悲涼心境，便在族群間迅速漫延開來，且亦形成日後族群之間的緊張關係。

現今的臺灣社會有感於臺灣語言因過去政策的失當，而造成母語的大量流失，故於政治﹑教育﹑文化上，



乃積極著手臺灣語言的拯救，企圖以「本土化」﹑「民主化」方式來挽回漸趨支離的傳統語言。

現行的臺灣語言推展工作，若欲使母語達到「普及化」，且深入每一青少年和有志一窺文化古風者的心
中，除了語言「本土化」﹑「多元化」的政策推動外，更應建議教育當局對臺灣傳統語言教材的編審上，破除
統編制度，採用審定制或自由制，如此才可讓地方政府和學校方面皆有參與擇取教學之權，更可使母語教學充
份發揮地方性之特色。

臺灣語言富響土﹑人文﹑多樣性風貌，每一族群的語言皆具其文化﹑地域風土等特，所以，我們應竭力尋
求一理想的「語言環保」解決之道，來學習﹑維護此些珍貴的文化資產，切莫讓這些所剩無幾的優美語言，再
度受到污染﹑傷害，甚至灰飛煙滅，否則，屆時再多﹑再大的悵悔﹑苛責，都無法再尋回失去的語言軌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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