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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語一 A  914145  潘思穎 

          914155  劉欣寧 

一、調究動機（調查青少年網路語言的使用） 

二十一世紀的時代，是個資訊科技發達的黃金時期，網際網路已佔據生活中

的一部分，因此，青少年在虛擬的網路世界裡，已約定俗成為唯一種「網路用語」。

當你進入這個新天地，將會發現許多文字、符號有了不同的意義．不僅如此，這

種新式的網路語言還大肆風行在青少年之間，可以說成為另一個溝通、交流的語

言，而且許多青少年猶如化身倉頡，利用自己的創意及巧思，在一分一秒間又創

了新的用語，使得這些「網路用語」水漲船高，具有相當的魅力，吸引青少年去

學習，所以我們以網路用語為主題，來調查青少年利用網際網路來傳遞溝通的語

言。 

 

二、調查方法 

我們將調查方法分為兩個部分： 

（一）１方法：上網 

２地點：各大學、高中ｂｂｓ、各大網站聊天室ｙａｈｏｏ、ｙａｍ、

ｐｃｈｏｍｅ、即時通訊ｙａｈｏｏ．ｍｓｎ 

３目的：主要是蒐集網路用語的新詞新義，並且統計其使用率． 

（二）１方法：問卷（2００份） 

２地點：台北火車站ｖ．ｓ捷運站 

３目的：主要是探討網路用語對傳統中國語言造成的衝擊． 

三、調查結果 

（一）第一部分： 

 數字篇 

代碼 意義 代碼 意義 

2266 零零落落 7382 欺善怕惡 

56 無聊 75 欺負我 

123 木頭人 584 我發誓 

286 落伍了 530 我想你 

881 886 再見 438 死三八 

5376 我生氣了 770 親親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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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4 等你唷~<<由情色

電話而來ㄉ>> 

880 抱抱你 

9456 就是我啦 438 死三八 

5201314 我愛你一生一世 729 不來電 

 

 英文字母篇 

代碼 意義 代碼 意義 

AKS 會氣死 LM 辣妹 

BMW 長舌婦 BPP 白泡泡 

CKK 死翹翹 LPT 路邊攤 

FZZ 肥茲玆 LKK 老叩叩 

GGYY 龜龜毛毛 LOA 老芋仔 

IBM 國際級大嘴巴 SDD 水噹噹 

OGS 歐吉桑 OBS 歐巴桑 

SYY 爽歪歪 FDD 肥嘟嘟 

TMD 他媽的 CBA 酷斃了 

UK 幼齒 MGG 醜斃了 

PMP  拍馬屁 SPP 俗斃了 

 

 注音符號篇 

代碼 意義 代碼 意義 

ㄅ一ㄤˋ 勁爆 ㄍ一ㄥ 矜持、假裝、撐、

逞強 
ㄏㄤ 很熱門 ㄘㄨㄚˋ 當前最時髦的 

ㄒㄩㄝ 遜、丟臉 ㄕㄞˋ 很倒楣 

ㄌ一ㄠˇ 了解 ㄏㄚˋ 想、奢想、垂涎 

 

 

 

 走音篇 

代碼 意義 代碼 意義 
醬、釀 這樣子、那樣子 3Q 謝謝你(Thank you)

粉 很、超、猛 了改 了解 
監介 尷尬 偶 我 

 

 個人形容詞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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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碼 意義 代碼 意義 
葛格 哥哥型的男生 好野人 有錢人 
底迪 弟弟型的男生 恐龍 長得醜的人 
美眉 漂亮的年輕女生 秘雕 搞不清狀況的人
燒餅 很騷的女生 小籠包 裝可愛的人 
油條 很花的男生 盤仔 被當凱子耍的人

好野人 有錢人 裝孝維 裝瘋賣傻的人 

 罵人篇 

 
代碼 意義 代碼 意義 

甘迺迪 好像豬 皮卡丘弟弟 皮在癢 
做蛋糕給你吃 你去吃大便啦 蛋白質 笨蛋白痴神經質
三好加一好 你死好 陳水 欠扁 

香蕉你個芭樂 少胡扯 大茶包 大麻煩 
少給我碎碎念 別嘮叨我了 HangTen 送你 踹你兩腳 

誰在哭餓 誰在鬼叫 少唬爛 不要亂吹噓 

 腦筋急轉彎篇 

 
代碼 意義 代碼 意義 
美眉 漂亮小妞 燒餅、油條 很騷的女生、很花的男生
恐龍 反應超慢的人 機車 GGYY、龜毛、很不上道

Morning Call 模擬考 飛利浦 電燈炮、光頭 
小籠包 裝可愛（源自於網

路接龍笑話—包子
與麵條） 

爐主、顧爐、扛爐 倒數第一名、倒數第二
名、倒數三四名 

火車 比機車更機車 香蕉你的芭樂 你鬼扯 
芭樂 很不上道 茶包 麻煩（Trouble） 
芝麻 很煩 小阿姨 長得很正點的女生（歐蕾

廣告） 

小雨衣 保險套 蘋果麵包 衛生棉 

 

 人名篇 

 
代碼 意義 代碼 意義 

哈姆雷特 太高深了聽不懂
啦 

甘迺迪 好像豬（台語發語） 

柯林頓 K 一頓 陳水 欠扁 
英英美代子 閒閒沒代誌 宮本美代子 根本沒代誌（英英美代子加強版）

利瑪竇幫幫忙 你也幫幫忙 阿利瑪竇幫
幫忙 

啊你嘛幫幫忙（利瑪竇幫幫忙加
強版） 

莊孝維 裝瘋賣傻。   

 台語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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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碼 意義 代碼 意義 

熊熊給他 KK 忽然就 KK 凍蒜 當選 
三好加一好 四（死）好 三個燈加一個

燈 
登登登登（好戲更登場了） 

好野人 有錢人 碎碎念 嘀嘀咕咕 
起笑、花轟 發瘋 哭餓、靠腰 鬼叫鬼叫 

靠背 如喪考妣 啦咧 聊天、哈啦、打屁 
鎚子 男朋友 潘ㄋㄚ 笨蛋、冤大頭 
出槌 不小心出差錯 白目 不識相 

米苔目 超級不識相。   

 

 哈日篇 

 
代碼 意義 代碼 意義 

紅豆泥 真的嗎 很安室 很野 
扛八袋 加油囉 小桃子 長得很正點的女老

師 
皮正丘的妹妹(或弟

弟) 
皮在癢 卡哇依 可愛 

蕃茄炒蛋 他媽的混蛋   

 另類邏輯篇 

 
代碼 意義 代碼 意義 

搓糢糬 交女朋友 做蛋糕、種芋頭 上大號,便便 
種草莓 留下吻痕 洗耳朵 聽音樂 
洗胃 喝可樂 洗眼睛 看電影 

 顛覆文法篇 

 
代碼 意義 代碼 意義 
賢慧 閒閒在家什麼都不會 可愛 可憐沒人愛 
姦情 堅定不移的友情 隨和 隨便說說就一言不合
不錯 長得那麼醜不是她的錯 天使 天哪!讓我去死一死吧
天才 天上掉下來的蠢才 動人 動不動就要男人 
美女 喔!發霉的女生   

 歪打正著篇 

 
代碼 意義 代碼 意義 
泥巴 媽的(英文發音

MUD) 
蛋白質 笨蛋、白癡加神精質 

等一下 您稍後啦(你騷貨) 手提箱 成績拿丙等(形狀像大(丙))  
椰子殼 胸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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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機場、洗衣板、超級雙頻 胸部兩邊特別平坦(飛利浦剛走過她的胸部) 
請你穿 HANG TEN 踹你兩腳(HANG TEN 的商標就是兩個腳丫子) 

 

 符號篇 

 

p(^o^)q 加油 (☆_☆) 
眼睛一

亮 (+_+) 刺眼 (*^@^*) 含奶嘴

\(@^0^@)/ 你好 (∩_∩) 微笑 ((((((((^^;
嘿嘿~快

逃~ (ˋ〈ˊ) 
我生氣

了～ 

(‧_‧?) 
什麼事

啊 (*_*) 不妙了 (『『)~~→
懷疑喔

～～ (；。O。) 
啊～

～！！

(*^_^*) 笑 (-__-)b
哩碼搬

搬蠻
(*>.<*)~@ 酸～～ (@^^@) 臉紅 

(‧‧) 請問 (¯▽¯；) 
被發現

了 (QoQ)b 
人家才

沒有 o(‧""‧)o 皺眉頭

(?o?) 喔？ (^__^)y YA～～ f(^_^) 
這樣

啊...
<("""O""")>

Oh!My 

God 

(>﹏<) 不～～ .......\(><)/
哇！出

現了
(x_x) 昏倒 (‧Q‧) 做鬼臉

(((^^)(^^))) 
什麼什

麼 (⊙o⊙) 
目瞪口

呆 \(>o<)/ ki si la (-__-)y--~ 抽煙 

*\(^v^)/* 拿彩球 (#‵′) 哼！ (E_E) 
念昏頭

了 (‵A′)b 
受到打

擊 

..........( . . ) 
有話快

說 (/o\) 死相 /(YoY)\ 
我放棄

～～ (ˇ〈ˇ) 
不以為

然 

<(‵^′)> 嗯哼 (#^.^#) 幸福嗎 &(^_^)& 
辮子女

孩 0(^^)0 
呀比～

～ 

(~^o^~) 嘿～～ (→_→) 
你是

誰？
(∪.∪)...zzz

呼嚕呼

嚕 o(><；)oo 
慌慌張

張 

\(^^) 好啦 z(∪_∪)z 可惡～ ($_$) 
見錢眼

開 \(^▽^)/ 喔嗨唷

(¯^¯) 當然 (¯□¯) 
腦中空

白 (~>_<~) 
氣的掉

眼淚 (^_^A；) 擦汗 

d(^^) 暫停 (~_~) 
要你管

～～
(b_d) 眼鏡兄 (=‵′=) 做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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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ㄟㄟㄟ (((m-_-)m 鬼～ (9_9) 
很想睡

覺哩 (○^~^○) 幸福ㄋ

(T__T) 嗚嗚 (#‵′)凸 比中指 (3_3) 剛睡醒 (‧m‧) 暴牙仔

(#^^#) 自信 (^〈^) 
對不起

啦 (9_6) 
我瘋

了...
"(/><)/ 

阿達～

～ 

((o(^_^)o)) 期待狀 <( _ _ )>
SORRY

～～
(>c<) 唉唉叫 ('-') 嗯嗯 

(≧◇≦) 感動～ (>_<)}} 
發抖

(好冷)
(*^﹏^*)

超級羞

羞 (‵▽′)ψ 
詛咒你

～～ 

動作 

0( ′‵ )OOOOO 連發神拳～～～ o-_-)=O)。O。) 給你一拳～～ 

動物 

<。)#)))≦ 烤魚 (‧‧)nnn 毛毛蟲 \(0^◇^0)/ 麻雀 
<*)>> >=< 魚骨頭 (=^ ^=) 貓 /(*w*)\ 兔子 
≡[。。]≡ 螃蟹 (¯(∞)¯) 豬 ■D" 咖啡杯 

(:≡ 水母 (。。)～ 蝌蚪 ε==3 骨頭 
<□:≡ 烏賊 <‵▽′> 老虎 ○●○— 烤丸子 

(:◎)≡ 章魚 ζ。≡ 獅子 (●-●) 太陽眼鏡

@/" 蝸牛 Σ^)/ 烏鴉 --<-<-<@ 玫瑰花 
(((●< 蟑螂 (=^ω^=) 狐狸 ＜※ 花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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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二部分： 

 是否會使用網路用語的情形 

 

 最常使用網路用語的地點 

 

BBS
46%

即時通訊
34%

聊天室
17%

其他
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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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會 22 63 51 43

不會 5 4 4 8

12-15 16-19 20-23 2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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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為網路用語是否造成衝擊的情形 

 

四、結論 

使用網路語言儼然已經成為時下的一種風氣，甚至擴大到整個溝通上的生活

層面。最常使用網路語言的便是青少年，因為網路是青少年平日的消遣，青少年

花了許多的時間在網路上，譬如說我們大學生好了，每天每個人都一定會坐在自

己的書桌前上ｂｂｓ，利用網路溝通甚至競標東西甚至認識知己進而更進一步交 

往下去的都不在少數。 

現代，不懂網路語言的人很少，不會在平常溝通時使用網路語言的人更少，

在看過我們的報告之後發現有很多東西都是我們常常聽到的，甚至自己都不知道

原來它是發源自網路上的！可見網路用語使用的廣大。網路用語對現在社會的影

響實在很深遠，上網本身不是一件壞事，它甚至能帶給我們知識，足不出戶便能 

得到即時的資訊，但是許多人曲解了網路的本質，不當的使用帶來許多的後遺

症，譬如偷機取巧，作報告時會擷取網路的資源而不自己事必躬親的去腳踏實地

的做﹔也譬如說過度使用網路語言，我們本身的語言造詣會變差，用電腦和人溝

通時我們不用去想去動手，只要打出自己想表達的字即可，這雖然很方便，但卻

帶給我們依賴性，簡易的網路用語帶給我們的後遺症是如此難以根除，因此在享

受交友的快樂和網路用語的便捷性時，這一點我們應該要節制。 

 

五、感想 

網路雖然帶給我們很多的便捷，但是也帶給人們許多的後遺症。諸如：講話

過於簡便，和老一倍的人們難以溝通，或者是在寫作上面有困難，我們覺得這種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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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8 35 42 46

不會 19 32 13 5

12-15
歲

16-19
歲

20-23
歲

23-27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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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象一代比一代更明顯，因為有很多地方從很早開始便注重電腦網路的教學，小

孩子們比以前的人們更早接觸電腦網路，所受到網路用語的＂感染＂也就更久更

早。現在的國中學科能力測驗也就廢除了作文這一科，甚至平日老師改學生的作

文都極為痛苦，說＂改他們一篇作文等於要幫他們重新寫過一次＂，因為學生們

的素質已經比以前更糟了！要糾正這種氾濫的網路用語不容易的，而且網路事實

上也有它不可否覺得好處，其實只要使用得當都很好的，只是大概要從小灌輸給

下一代一種新的觀念，告訴他們網路用語的正確辨識方法或者訓練他們作文以及

表達的能力，不再那麼依賴網路才是正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