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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動機

最近幾年來，在日常生活中，身邊常常會出現一些以前從未聽過而且感覺很新奇的詞語，可能是受了其他
語言的影響，可能是新創造出來的詞或新給予的定義，然而這些詞彙總是無時無刻地出現，也許是在電視節目
上，也許是走在街上，也或許談話間，自己就不小心說出來，尤其是在時下的青少年口中，更容易發現到。所
以我們要研究的便是這種情形，研究近幾年來青少年所使用的新新語言。

2.        調查方法

我們這一組到台北市較熱鬧、年輕人較常聚集的地方展開調查。首先，我們這組的同學到西門町幾家知名
的速食店，傾耳聆聽年輕人的用語，我們將調查的範圍鎖定為14~25歲的年輕族群（年齡以目測標準），發掘
在他們的談話之中所夾雜的一些以前未曾聽過的字眼，例如：一群看似就讀國中的小男生在討論一位女生，他
們說：「她長得可真愛國。」用「愛國」來形容一個人的長相，並非為一般用語。

另外一群看似高中的學生在聊天，其中一個人說了一句話，其他人就嘲笑他說：「你很冷耶！」。於是我
們便將這些新穎的詞紀錄下來，以作簡單的統計。之後，我們又到幾家生意很好的的服飾店，繼續聽年輕人所
使用的話語，並加以紀錄，例如：兩個穿著某某高中制服的女學生正在挑衣服，一個女生對另一個說：「這件
好酷喔！」。

還有另外一群學生，其中一人指著遠方一個染整頭紫髮的人，對他的同學說：「哇靠！那個人好ㄅㄧ
ㄤˋ喔！」；這些都是時下年輕人常用的字眼，在經過我們這一組調查之後，整理分成受英文影響、受日語影
響、受閩南語影響、受時事影響以及新詞新義等大點，且將其置於調查結果繼續做討論。

 
 
 

3.        調查結果

3.1調查數據  

總共聽取500次，表中的數字為500次中所出現的次數。

 字/詞 次數 比率﹪ 字/詞 次數 比率﹪  
 ok 31 6.2 ㄆㄚ 5 1  
 cool 29 5.8 open 4 0.8  
 讚 26 5.2 哇勒 4 0.8  
 冷 25 5 偶 4 0.8  
 炫 23 4.6 寶 4 0.8  
 ㄅ一ㄤˋ 21 4.2 哇靠 4 0.8  
 卡哇伊 18 3.6 in 3 0.6  
 豬頭 17 3.4 high 3 0.6  
 oh  my  god 16 3.2 fashion 3 0.6  
 屌 16 3.2 逮就捕 3 0.6  



 機車 15 3 白濫 3 0.6  
 跩 14 2.8 唬濫 3 0.6  
 cute 11 2.2 ㄎㄡ 3 0.6  
 康巴得 11 2.2 白目 3 0.6  
 水 11 2.2 粗 3 0.6  
 not bad 10 2 是低 3 0.6  
 喔伊喜 9 1.8 翹頭 3 0.6  
 搖擺 9 1.8 狗腿 3 0.6  
 粉 9 1.8 恐龍 3 0.6  
 soso 8 1.6 墊 3 0.6  
 耍 8 1.6 霹靂 3 0.6  
 lucky 7 1.4 元氣 2 0.4  
 nice 7 1.4 哇卡搭 2 0.4  
 燒 7 1.4 諸道 2 0.4  
 超 7 1.4 踢皮球 2 0.4  
 shit 6 1.2 愛國 2 0.4  
 hot 6 1.2 洗衣板 2 0.4  
 普普 6 1.2 爛人 2 0.4  
 龜毛 6 1.2 are you crazy 1 0.2  
 速 6 1.2 飛機場 1 0.2  
 遜 6 1.2 蒼蠅 1 0.2  
 醬 6 1.2 貝戈戈 1 0.2  
 baby 5 1 總數 500  

類型 受英語影響 受日語影響 受閩語影響 綜合其他

比率 30﹪ 9﹪ 22.6﹪ 38.4﹪

 
由以上的數據我們可以得知，英語的影響年輕族群的語言很大，佔全部的百分之三十。閩語佔百分之二十

二點六，也不可容忽視。至於其他屬於「國語」類型的，總共佔了三十八點四，比例雖然很大，但是因為現在
大部分的年輕人都常使用國語，所以只佔百分之三十八點四，似乎不太合乎一般的說法，所以我們可以證明，
年輕族群的語言受除了國語之外的語言影響很大。至於創新的部分，我們也可由第一份表格中看出，創新的語
言使用率也是有佔一部份的比例。

3.2研究內容

3.2.1受外語影響

3.2.1.1受英語影響

有兩種意思，一是表示「完成！沒問題」，二是表示「過得去」。例如，當我們覺得一件衣服很普通但可以接
受時，我們說：「OK啦！」。

「幸運」,當某事正合我們的意,順利而達成目標時,我們會因喜悅而脫口說「lucky！」。

「還好」,「普通」,「馬馬虎虎」之意,當我們對事物並不滿意,但還算可以接受時,我們會說「soso」。

－如果一個人的行為舉止令我們感到很瘋狂,很不可思議時,我們會對他說「Are you crazy？！」意思是說「你瘋了



嗎？」。

－當我們遇到事情不順利,或受到挫折時,我們說「oh!shit!」來表示我們心中的不悅,有很倒楣的意思。

「還不錯嘛！」及對事物還算滿意的意思,也有鼓勵人的效果。

◎OPEN －－意指某人的觀念或行為很大膽前衛,也就是很開放的意思。

◎FASHION－－形容一個人很有時尚感,很流行,很時髦的意思。

－對於我們所親密的家人或親友,我們這樣稱呼表示很親密的關係。

－意思即為「我的天啊！」當我們受到驚嚇或喜悅的外在刺激時所反應的口語用詞。

－很可愛、很討人喜歡的意思。我們常說「CUTE」來代替「可愛」。

「很好」、「做得好」有誇獎的意思。我們常說「NICE」以代替 「很好」。

◎HIGH－－當我們感到心情愉悅,很開心的時,我們說很「high！」。

－當我們遇到事情讓我們感到很棒,很厲害,令我們感到佩服時,我們說「wow！cool！」。

◎IN－－流行、時髦的意思。

◎HOT－－正在流行的意思。

3.2.1.2結論

現在年輕人常常把英文掛在口上，幾乎說幾句話就會夾帶著幾個英文字，而且這些常使用的英文字都幾乎
為單音節的字母，唸起來十分容易。此外，我們可以得知英文在年輕人所使用的比例是很大的，或許是受一些
流行的好萊鄔影片和一些從外國回來的藝人所影響，讓年輕人覺得會說英文才跟得上時代，所以在年輕人的語
言轉變中，受英文的影響是十分大的。

3.2.2受日語影響（因不會日文拼音，以國語音代替）

◎康巴得－－在比賽時,給人打氣,加油的用語。

－某件事物令我們很喜歡,讓人想擁有,覺得很可愛時,我們說「卡哇伊」。

－當我們吃到美味的食物或覺得非常可口的東西,我們會說「喔伊喜」,很好吃的意思。

－由口氣的不同可分為兩種意思,一為肯定語氣,同英文的don’t worry.意即「不用擔心,沒問題一定行的。」另一為
疑問句,意思為「還好吧？」有’’需要幫忙嗎?”的意思。

－所指即為我們的精神狀況,當我們說一個人很有元氣,也就是說這個人的精神狠充沛,很有活力的意思。

－意思為「我懂了」、「我知道了」當別人交代或吩咐的事情我們聽見了,或明白了,我們會告訴他「哇卡搭」。

◎壽得斯嘎－－當別人解釋的事物我們懂了,我們說「so des ga」。

3.2.2.1結論

日語的使用也在年輕族群中常常出現，雖然沒有比英語使用的多，可是也是不容忽視的。我們可以發現，
這些日文都是在流行的日劇上常出現的，而日劇是年輕哈日族的最愛，所以他們會學習一些基本的日語並使用
在日常生活中，也是想像得到的。

3.2.3受閩語影響

3.2.3.1受閩南語影響

擺－－從閩南語的字面音直接翻譯過來，並無改變原義，指人囂張的意思。

從閩南語的字面音直接翻譯過來，並無改變原義，指一個人做事或說話很差勁，通常為看一個人不順眼時所罵的
話。

從閩南語的字面音直接翻譯過來，並無改變原義，表示生活尚過得去或是指一件事或物很普通。

從閩南語的字面音直接翻譯過來，並無改變原義，形容一個人說大話、吹牛。

從閩南語的字面音直接翻譯過來，並無改變原義，指一個人行為很笨拙或是想法很奇怪。

從閩南語的字面音間接翻譯過來，並無改變原義，指一個人把一件事做的很好或是形容一件事物很漂亮。

從閩南語的字面音直接翻譯過來，並無改變原義，指一個人很想要一件東西，有妄想之意。

從閩南語的字面音直接翻譯過來，原本的意思為很燙，現在指正在流行的意思。



從閩南語的字面音直接翻譯過來，並無改變原義，指一個人很小氣。

    ◎哇勒－－語氣詞，做事不順利或是對一個人不滿時所發出的語氣詞。

    ◎讚－－無改變原義，用於讚賞一個人或事物。

    ◎ㄎㄡ－－無改變原義，指一個人很小氣。

    ◎ㄆㄚ－－並無改變原義，時髦、流行的意思。

3.2.3.2結論

我們可以發現，這些年輕族群常使用的幾乎都是由閩語的字直接用國語翻譯過來的，而且大都為一些罵人
的話。可見現在的年輕族群為了避免直接使用感覺較為粗俗的閩語，而將之翻為國語再使用，這樣一來不但可
以達到效果，也可以表現的不低俗。

 

3.2.3.3受台灣國語影響

    ◎粉－－很、非常的意思。

    ◎偶－－等於「我」。

    ◎速－－等於「是」。

    ◎粗－－等於「吃」。

    ◎諸道－－等於「知道」。

    ◎是低－－等於「是的」。

3.2.3.4結論

因為現在許多人說話時會帶有閩語的腔調，而使得發音不標準，鬧了許多笑話，久而久之，心性好玩的年
輕族群便將之融入日常生活中，帶來許多笑點。

3.2.4時事所影響

－意指記者,因狗都跟著人的屁股後面跑,而且窮追不捨,這是在諷刺那些為了寫新聞窮追不捨的記者。

－現今通訊科技發達,人手一機,期所指極為「手機」,也就是「行動電話」。

－為十分流行的卡通「南方公園」中所使用的語詞，許多人將它拿來現實生活中使用。

3.2.4.1結論

雖然這幾個語詞使用得比較少，但是的確是因為社會背景的影響，不容忽視。

3.2.5新的語詞

3.2.5.1新詞

◎ㄅㄧㄤˋ──指事物非常地新穎、特別。

◎翹頭──指人離開或是逃跑，不過通常用來說學生翹課或是推卸責任。

◎啵棒──指東西很好或是指心情很好。

3.2.5.2結論

新詞創造的原因有很多，但是在現在年輕人使用率那麼高的情況下，可見新新人類一直在不斷地追求新的
事物及新的語言，這是很重要的。

 
 

3.2.5.3新義（原本的意思/現在年輕人使用時所指的意思）

◎亂－－不整齊/非常、很。

◎醬－－食物磨碎而成的泥狀/等於「這樣子」。

◎墊－－墊子/比賽時贏的那一方可說是墊了輸的那一方。



◎炫──光輝/指事物非常地新穎、特別。

◎屌──男性的生殖器官/指某人目中無人，自以為是。

◎跩──一搖一擺地走/指某人目中無人，和「屌」的意思及用法相同。

◎冷──不熱/用來形容某人說的笑話不好笑或是情況變得尷尬時。

◎寶──珍貴的東西/用來形容某人的個性很可愛。

◎愛國──愛護自己的國家/用來形容女生長的很醜或不漂亮。

◎機車──交通工具的一種/用來形容某人非常地令人討厭。

◎蒼蠅──飛蟲的名字/用來指緊纏著別人不放的人。

◎狗腿──狗的腿，即字面上的意思/用來指某人諂媚以求得自我利益。

◎飛機場──飛機升降所用的場所/用來形容女生身材平板，和「洗衣板」

            的意思一樣。

◎洗衣板──洗衣服的板子/用來形容女生的身材平板。

◎踢皮球──指字面上的動作而言/指人互相推卸責任。

◎很抱歉、恐龍、怪獸──指字面的意思而言/用來形容某人長的很不好看。

3.2.5.4結論

新義的出現雖然原因也有很多，但是大致上看得出來是因為想像再加上比喻而來的。這也可以充分顯示出
年輕族群的不斷創新。就像時代科技不斷地在改變在創新一樣，意義非凡。

3.2.6其他常用的詞

    ◎超－－非常、很的意思。例如：超美的、超亂的。

    ◎耍－－表演、施展的意思。例如：耍個性、耍屌。

常用於說一個人，做了令自己不滿意的事或是令自己氣憤的事。現在為很多青年人的口頭禪。

    ◎豬頭－－現在許多青年人的口頭禪，就像對身邊親近的人的稱呼。

    ◎霹靂－－指一個人很特別或是很厲害。

    ◎貝戈戈－－「賤」字分開來的唸法，意思相同，但較不粗俗。

哇靠－－語氣詞，覺得驚訝或是不可思議時所發出來的語氣詞。可為現在年輕人的口頭禪。

3.2.6.1結論

這些常用的語詞和上述的其他語詞不同，是在於這些語詞並沒有改變原來的意思，只是特別被拿出來使
用，可是這些語詞在以前卻是不常使用的，而且年輕人也以不同以前的方法使用出來，所以也可謂是創新的一
種。

4.        感想

現在的年輕人稱自己為新新人類，或許就是為了要表示自己和上一代的人不一樣吧！所以就我們所調查的
「新世代的語言創新及轉變」而言，我們就是想要看看這些新人類的語言到底情形如何？在調查的過程中，發
現到許多連自己也是屬於新世代的我們都不大懂的詞。

後來我們想，我們所調查的地方為台北繁華的地帶，或許在那的人才是真正走在時代的尖端，和我們或許
也不大相同。可是對於這種情形的發生，我們雖然覺得創新很好，但也感到許多遺憾。例如在「新義」中，其
實有一些字，根本不常使用它原本的意思，甚至有幾個字，我們還不知道它原本的意思為何，只能依靠字典的
解釋，尤其是「屌」字，它原本的意思竟然是指男性的生殖器，有點讓人大吃一驚。

所以我們已經遺失掉許多字原本的意義了，然而再給予加上的新義，大多也不是一些好的意思，大多在罵
人或指不好的事物。所以就算是將閩語翻譯成國語的一些粗話會比較好聽，可是卻增加了我們的使用率，這樣
一來，不正代表著實質上我們的文化水準正在降低之中嗎？令人匪夷所思。

另外，我們在做調查的時候，是花了很多的時間、等很多的人，去聆聽他們的談話，這使我們發現到年輕
族群的人真是形形色色，什麼樣子的人都有，而且，不太有水準的人好像居多，讓我們有點灰心。雖然走在時



代的尖端，追求著各種流行的事物，但是在生活水準、人文素養方面卻沒有相對的提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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