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從社會語言學的觀點探討新新人類日常用語的特色
 

中三B陳冠宇483012637林雅玲483012792
中二B李盈瑱484012790鄭芳蓉484012863

夜中二A蕭欣慈U84410150
夜中一A許宏年U85410137黃耀慶U85410161

靜宜大學中文系

關鍵字：新新人類，詞彙

1.        前言

自古以來，在任何社會的發展過程中，語言的產生，是一種值得重視的現象，而語言，象徵著社會﹑文化
環境的變遷與交替。

社會語言學，是當代有關語言學科際研究的新興領域之一。社會語言學的簡約定義，就是從社會功能的角
度去觀察語言實際使用的各種現象與問題。社會語言學研究的領域很廣泛，包括語言與人際關係﹑語言與文化
﹑語言與思想﹑語言與地理環境﹑語言政策與規範等等。同一社區的語言，常因性別﹑年齡﹑族群﹑階級﹑情
景﹑個人的差異而有所變動。而此些差異，則都是社會語言學的研究課題。

現今社會環境的日新月異，尤其又有這中﹑西文化的交相衝擊，所以使得人類的日常生活語言，亦有了巨
大的變化，產生了時下所謂的「流行語」﹑「新潮語」﹑「新新人類語言」﹑「另類語言」。本次報告，則針
對新新人類語言的特色，做一些採集和分析。

我們以為，研究社會語言必須隨著時代的脈動，有更深入了解及應變的能力；因此，藉由這次報告，企盼
能針對「新新人類語言的特色」做一番調查與分析。

2.        新新人類用語的採集﹑分析

2.1採集方法與過程：

時間：１９９６年１２月２５日～１９９７年元月５

地點：

範圍一：共分成北區（台北）﹑中區（台中）﹑南區（台南）的火車站

範圍二：台中市區撞球間﹑高中男﹑女生宿舍

使用方法：設計一份可界定身份為新新人類的問卷，內容包容性別﹑年齡﹑學歷，若年齡是１４～２０歲
之間，即為我們採集之對象。釐清對象後，並更詳細說明我們的來意，藉各話題的閒聊中，錄下時下新新人類
的新潮用語。

無效／有效問卷：約２：１

2.2採集來源及使用率

國中一至三年級 １４～１６歲 １００人 ４５％

高中一至三年級 １６～１８歲 １００人 ５０％

大學一至二年級 １９～２０歲 １００人 ５％

社會人土（軍人身份，
包含後備軍人）

１８～２５歲 １００人 ２５％

2.3其他

在採集的過程中，可以發現幾個有趣的現象，一是北區的新潮用語似乎是領導著中﹑南區，是新潮用語的
發源地；二是男性受訪者較能很快進入話題閒聊的情況，相對地女性受訪者是較含蓄的。



3.        新新人類日常生活中常使用的新潮用語

可分成四大類，即情色篇（具有性暗示的損人語料）﹑損人篇﹑衝突篇﹑生活篇。歸納如下：

3.1情色篇：（具性暗示的損人語料）

你實在是ＸＹＺ。（三字經）

你怎麼那麼ＧＹ。（三字經）

香蕉個芭樂。（三字經）

發浪。（淫蕩）

那個女生沒有吊橋﹑眼鏡。（胸罩）

不要給我OBSESSION。（迷惑）

你開炮了。（指男生不是處男）

真是ＩＲ之八。（三字經）

你老師咧！（三字經）

你咧靠著北邊走。（三字經）

去後德路。（HOTEL）

去摩德路。（MOTEL）

哭爸啊！（三字經）

哭餓啊！（三字經）

打炮。（上妓院）

打波兒。（親嘴）

你有夠機車。（三字經）

3.2損人篇

少蓋了。（不要再吹牛了）

少掰了。（不要再吹牛了）

你長得很抱歉。（難看）

你家在蓋捷運嗎？（霉運當頭。「捷」：「劫」）

真是衰到家了。（倒霉）

你很假仙。（做作）

你很不良。（沒良心）

你真是跩個二五八萬。（神氣﹑臭屁）

閉上你的烏鴉嘴。（閉嘴）

真給你打敗了。（意指他人的蠢樣不可理喻）

你真是腦盲。（笨蛋）

你很惡質。（壞心腸）

你大ＢＫ。（很三八）

五十塊有找。（很四九）

你在過婦女節嗎？（三八）

你長得好ＩＤ４。（星際終結者：難看）

你很ＳＰＰ。（粗俗）

遜呆。（差勁）

遜斃。（差勁到底）



嗝屁啦！（死人／沒法子了）

放你的烏拉屁。（不要吹牛／不切實際）

長得像北二高。（意指身材高，胸平）

小氣叭啦。（小氣）

你去撞牆算了。（意指叫人去死）

不要膨風。（吹牛）

美得冒泡。（意指不要因自己的美麗而驕傲）

美女。（發霉的女人）

可愛。（可憐沒人愛）

忠厚。（意指腰很粗）

偉人。（委屈求全的人）

真是狗屁不通。（意指思考﹑做事欠缺邏輯）

龜毛。（意指做事拖拖拉拉）

肉腳。（沒用的人）

迅猛龍。（意指只要有吃的，什麼都不顧）

你是２８６。（反應慢）

3.3衝突篇

閃啦！（趕人走）

好膽賣走。（警告他人不要跑）

你給台灣黑熊借膽哦！（好大的膽子）

哇你卡好咧！（教訓人）

你真狗娘養的。（教訓人）

我老子不爽。（不高興）

罩子給我放亮點。（小心點）

送你個黑輪吃一吃。（在人眼睛上打一拳）

古惑仔。（流氓）

條子。（警察）

噴仔。（槍）

攤牌。（翻臉）

有鬱卒嗎？（閩南語發音，意指烏茲槍）

腰有黑青。（黑星手槍）

先開炮。（先動手打人）

給我惦惦。（國語發音，意指警告人閉嘴）

海Ｋ一頓。（痛打他人）

白目啊？（國語發音，意指警告人不要找碴）

發飆。（非常生氣）

裝傻啊！（警告他人小心點）

皮癢哦！（警告他人是否欠揍）

鴨霸。（國語發音，意指蠻橫不講理）

釘孤枝。（一對一的打架）

3.4生活篇



豆花。（臉上長滿痘痘）

釣魚。（打瞌睡）

莎喲哪啦！（再見）

胡亂養魚。（亂交女朋友）

你在包卡好大水餃嗎？（意指他人感冒流鼻水的樣子）

欠東風。（缺錢）

戒子。（申誡）

鏈子。（大過）

殺個西瓜。（宰）

蘿蔔女王。（意指女孩子的大腿很粗）

拉風。（神氣）

真是Ｑ的亂七八糟。（意指他人長得非常可愛﹑甜美）

啥米東東。（什麼東西）

叫魂啊！（意指聲音小一點，不要太大聲）

您真是英明神武。（讚美男性帥氣十足）

您真是冰雪聰明。（讚美女性美麗大方﹑聰慧）

撈油水。（賺錢）

偷雞。（偷懶／投機取巧）

吃飽啦！幹活吧！（努力工作）

響瑯。（錢）

卡默。（打賭）

那個人被公幹。（受大家討厭）

鬱卒。（難過）

Trust me, you can make it.（信任我，你就可以做到它）

來就補。（沒關係）

阿你基。（閩南語發音，意指大哥）

你好秋。（愛表現﹑出風頭）

炫一下。（秀一下）

很琶。（很不一樣／帥氣）

性子。（男朋友）

k’ou214:tou51:（男朋友）

槌仔（男朋友）

七仔（女朋友）

Hey! mac!（嗨！老兄！）

你在那兒窩。（生活）

講什麼五四三。（國語發音，意指耍嘴皮子）

血拼。（購物）

瞎拼。（購物）

沒瑯啦！（沒錢了）

擋個瑯。（借錢）

噱海。（賺翻了）

噱瑯。（賺錢賺翻了／將錢搜括完）



壓馬路。（逛街）

哈啦。（聊天）

哈煙。（抽煙）

哈幾管。（抽幾口煙）

爽呆啦！（高興得很）

酷斃了。（非常冷俊）

給我一杯水喝先。（「先」字放句尾，乃從電影中演變而來的，此無俚頭用語）

喔！酷man!（打招呼，意指他人很酷﹑很帥）

打鼓。（抽煙）

搥個幾桿吧。（打撞球）

我們去做最佳女主角。（去美容）

照過來。（出風頭用語，意指叫人注意他自己）

媽的咧。（口頭禪的一種）

您真是好樣的。（好榜樣﹑不錯）

大家卡緊來！樓頂招樓卡！阿母招阿爸！（聚會用語）

呷好到燒報。（好東西跟好朋友分享）

鬥陣。（聚會﹑在一起）

泡馬子。（追女孩子）

釣凱子。（勾搭男孩子）

落跑。（溜走）

死會活標。（意指追求有男朋友的女孩子）

打牙祭。（吃飯）

他穿得很啪嚦啪啦。（衣服好看，新潮）

你的孫中山呢？（大鈔）

看頭。（把風）

卯起來。（認真﹑努力）

拖沙。（拖拖拉拉）

大仔。（大哥）

七狼八狽。（狼狽不堪）

尖頭們。（紳士）

哭什麼喪。（哭什麼）

湖南佬。（騾子脾氣）

一眨不眨。（目不轉睛）

八卦。（小道消息／長舌婦）

另類。（新潮／不一樣的主張／新奇的感受）

踩盤。（佔位置／佔地盤）

k’iah35:仔。（小偷）

溜答。（散步）

弔他。（不理他）

鳥樣。（蠢樣）

4.        新新人類的新潮用語對話



以下是兩段真實的對話，例（一）錄自某高中男生宿舍，例（二）錄自某高中女生宿舍。

4.1某高中男生宿舍

人物代表

黑狗仔

白毛仔

博仔（閩南語發音）

使用語言：國語

時間：八十六年一月四日，星期六晚上

黑狗仔：「今天上課，上得實在很ＧＹ，聽得我莫宰羊！」

白毛仔：「媽的咧！瞧撲克臉在台上的鳥樣，我的心早給狗啃了。」

博仔：「你倆是哪壺不提提哪壺！明天是週末，別盡講些五四三，商量一下，明兒個該去哪泡馬子？」

白毛仔：「媽的咧！你不提，我倒忘了明天是養眼練神的時間。」

黑狗仔：「ＸＸ海水浴場如何？罩馬子一定得去那！包你們魂兒銷﹑骨子酥。」

博仔：「蓋理想！想到明天，我心裡就酥答答。黑狗仔！來幾管煙哈哈，爽一下時間。」

黑狗仔：「ＯＫ！」

4.2某高中女生宿舍

人物代表

春枝

麗秋

使用語言：國語

時間：八十六年一月五日，星期日晚上

春枝：「喂！麗秋！告訴妳一件鮮事，我今天壓馬路的時候，遇到一位帥哥耶！」

麗秋：「真的嗎？妳真是豔福不淺哪！結果呢？」

春枝：「妳猜猜看囉！」

麗秋：「啊！好討厭哦！趕快講啦！賣什麼葫蘆藥嘛！」

春枝：「告訴妳吧！他長得實在是英明神武，有著劉德華的酷勁．．．．．．起初我還當他是我生命中一次不
平凡的邂逅對象，哪知道，回神一看，才驚覺他是我國中的理化老師。」

麗秋：「哎呀！妳故意整我的嗎？說什麼帥哥！原來妳拿我窮開心，真是不良啊！」

春枝：「好啦！我的好姐妹，不逗妳了！趁現在時間還早，我們到外面溜答溜答，順便找人八卦一下吧！」

麗秋：「好哇！」

例（甲）中，可得知男生使用新潮語料時，較簡潔直接，且較為粗俗，而新潮詞彙之前甚少加上修飾﹑形
容等詞語，新潮詞彙之後亦甚少接其語助詞﹑感嘆詞等。如「ＧＹ」﹑「鳥樣」﹑「五四三」﹑「泡／罩馬
子」﹑「幾管煙」﹑「哈哈」等。

例（乙）中，可知女生使用新潮語料時，較為委婉﹑含蓄，並且甚少使用粗俗的新潮唔料，而新潮詞彙之
前，常加上一些誇張的修飾﹑形容等詞語，然而在新潮詞彙之後，則加上一些語助詞﹑感嘆詞，以顯示出女生
重情感的一面。如「壓馬路」﹑「賣什麼葫蘆藥嗎！」﹑「實在是英明神武」﹑「劉德華的酷勁」﹑「真是不
良啊！」﹑「溜答溜答」﹑「八卦一下吧！」

以下是兩段來自撞球間的真實對話,例（甲）錄自等待撞球的男生，例（乙）錄自賣飲料的女服務生。

4.3某撞球間的男性新新人類

人物代表



小豹（某軍種下士班長，２３歲）

虎仔（某軍種二兵菜鳥，２１歲）

兩者關係：班長與班兵

使用語言：國語

時間：八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星期日早上十一點

小豹：「等這麼久了，怎麼桌檯仍是客滿，搞屁啊！」

虎仔：「班長！放假出來搥幾桿，回去不會被戴戒子吧！」

小豹：「放你的烏拉屁！這裡又沒憲兵，況且這是正當休閒活動！一早還沒過午就給我機車，要是待會我搥球
搥得鬱卒，那你皮就給我緊一點！知道嗎？」

虎仔：「班長！擋個瑯花花吧！我想去買包七星。」

小豹：「也好！我正哈，趕快去買！」

虎仔：「班長！什麼是打炮？我聽同梯講，他上禮拜去打炮殺共匪。」

小豹：「死老百姓！打炮也不懂，真是ＩＲ之八！打炮就是去一趟後德路，ＯＫ！」

虎仔：「那後德路在哪？很難走嗎？那邊有共匪嗎？」

小豹：「這年頭哪來共匪？真是香蕉個芭樂！打炮就是能使你變成男人，而在活脫成一個男人的過程中，你會
覺得日月無光﹑炮聲隆隆，好像經歷一場史無前例的八二三炮戰！ＯＫ！」

虎仔：「我還是不懂！」

小豹：「閉上你的鳥嘴！走啦！打球了！」

虎仔：「哦！」

4.4某撞球間的女性新新人類

人物代表

阿花仔（姊姊，１８歲，撞球間老闆女兒，高三，幫忙生意目前休學）

小春（妹妹，１６歲，撞球間老闆女兒，高一）

兩者關係：青春姊妹花

使用語言：國語

時間：八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星期六下午五點

小春：「姊！黑仔賒帳三次了耶！」（註：「黑仔」閩南語發音）

阿花仔：「下次他再來，就不要讓他賒了，沒有東風，還玩撞球，真是惡質極了！」

小春：「姊！妳看那個男生很尖頭們耶！」

阿花仔：「是嗎！我怎麼不覺得呢？」

小春：「姊！妳看第三桌的客人好像縱貫線的，每個人都很凶很歹！」

阿花仔：「不要亂說話！算一下孫中山，蔣中正有多少？待會要結帳了！」

小春：「好！」

例（甲）中，男生所用的新潮用語中，除了粗俗外，其性暗示的詞彙頗多。如「打炮」﹑「香蕉個芭樂」
等。

而例（乙）中，女生所使用的新新人類詞彙中，除了受不良境影響而出現了較不含蓄的詞彙外，其性暗示
成份的詞彙並無出現。顯示女性在使用詞彙上，仍受個性柔弱﹑婉約的影響以及社會道德標準的拘束，而有所
顧忌。如「惡質極了！」﹑「縱貫線的」等。

5.        結論

歸結新新人類在日常用語上的特色，有以下幾點：



（一）受閩南語影響，如「ＧＹ」﹑「拖沙」等詞彙，乃是直接音譯閩南語的語料。（二）受英語影響，
尤以傳播媒體中之電視廣告的用語最甚，如「Hey! mac!」﹑「Trust me, you can make it!」等詞彙。(三)受日語
影響，如「阿你基」﹑「來就補」等詞彙。（四）簡潔明瞭，如「七仔」（閩）﹑「大仔」（閩）等詞彙。
（五）暗喻性，如「戒子」﹑「鏈子」等詞彙。（六）衝擊性，如「閃啦！」﹑「好膽賣走！」等詞彙。此類
詞彙常使用在衝突的環境上，突顯個性之陽剛味，以及危機意識。

（七）前衛性，如「你長得真像北二高」﹑「我們去做最佳女主角」等詞彙。新新人類對社會文化的走
勢，十分敏感，所以有時為了表示自己順應時勢，而創造了一些新詞用語，以突顥自身走在流行文化的前端。
（八）表意性強，如「我是個湖南佬」，以表達出自己性格之強烈意志。（九）粗俗性，如「ＸＹＺ」﹑「大
ＢＫ」等詞彙。此類詞彙表達出自身對環境的不滿，以及情緒的抒發﹑渲瀉。（十）易記，如「酷斃」﹑「遜
斃」等詞彙。此類詞彙產生自生活周遭的人﹑事﹑物之描述，而且詞彙簡短，所以短時間內便能朗朗上口。
（十一）一語雙關，如「噱瑯」﹑「嗝屁」等詞彙。此類詞彙的使用，因應環境的變化而有不同的意義。（十
二）性暗示，如「香蕉個芭樂」﹑「發浪」等詞彙。

除了上述的特色外，若又論及男女兩性在使用新新人類語言的差異，則可發幾點差異：（一）男性在使用
新潮的詞彙上，常較粗俗，並具有性暗示。而女性在使用新潮的詞彙上，常較委婉﹑含蓄，對於具性暗示的詞
彙有使用上之顧忌。（二）男性使用新潮詞彙，若在公眾場合上，則不改神色的大聲使用。而女性在使用新潮
詞彙，若在公眾場合上，則改以微弱聲調使用。上述的差異，乃在於傳統社會長久以來對男女兩性的不同態度
和要求所致。

新新人類的用語，隨著文明的變動，而有創新求變的改動，而此一另類語言，似乎有日漸普及﹑普遍的現
象產生。然而新潮語言的產生，變化趨勢，如青少年的心態般詭譎多變，沒人能預測，也沒人能預先釐定，未
來如何發展，則端看將來的社會現象與價值變遷而論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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