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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研究動機 

之所以會想一探三代之間的語言隔閡這個問題，是因為發現愈來愈多的

年輕人，和祖父母輩的人語言上的溝通不是很順利，就拿我的表弟表妹來說，

由於平常都是使用國語鮮少機會講台語，所以每次他們和外婆講話都還要經

由媽媽翻譯才行。另一個例子就是有一位南部同學，理應說台語很流利但相

反的他也是要經由爸爸的翻譯才能和祖父母溝通。不僅如此，現在大家愈來

愈注重外語教學，生活當中使用國語的機會更是多，因此，讓人擔心這情形

會不會愈來愈惡化，附加產生嚴重疏離感，甚至由於使用母語的人愈來愈少，

導致母語就此漸漸消失死亡。屆時和祖父母輩的人溝通也就愈顯困難了。 

二.調查辦法                                                                          

1. 調查時間：91/12/7，91/12/8 

2. 調查地點：台中縣東勢鎮、清水鎮 

3. 調查對象：五、六年級的國小生 

4. 調查方式：問卷填寫方式 

5. 抽樣人數：60 人  

6. 問卷內容： 

               探討三代之間的語言隔閡 

 

各位同學你好，我們是元智大學中語系的學生，因為了語言學這門科目報告， 

想要探討有關於三代之間的語言隔閡，特別做此份問卷，以麻煩各位同學的幫忙。 

 

性別：□男   □女 

就讀學校：____________  年級：__________ 

1. 請問你的爺爺是 1.□閩南人 2.□外省人 3.□客家人 4.□其他_______ 

2. 請問你的奶奶是 1.□閩南人 2.□外省人 3.□客家人 4.□其他_______ 

3. 請問你的爸爸是 1.□閩南人 2.□外省人 3.□客家人 4.□其他_______ 

4. 請問你的媽媽是 1.□閩南人 2.□外省人 3.□客家人 4.□其他_______ 

5. 請問你有和爺爺奶奶一起住嗎？□有   □沒有 

6. 請問你祖父母輩的人可以溝通嗎？.□可以   .□不可以 

7. 請問你和爺爺最常說什麼話 1. □閩南語 2. □國語 3. □客語 4. □其他_______  

8. 請問你和奶奶最常說什麼話 1. □閩南語 2. □國語 3. □客語 4. □其他_______  

9. 請問你和爸爸最常說什麼話 1. □閩南語 2. □國語 3. □客語 4. □其他_______  

10. 請問你和媽媽最常說什麼話 1. □閩南語 2. □國語 3. □客語 4. □其他_______  



11. 請問你和兄弟姊妹最常說什麼話 1. □閩南語 2. □國語 3. □客語 4. □其他

_______  

12. 請問你認為自己的母語說的如何□流利 □不流利 □聽的懂但不會說 □聽

不懂也不會說 

13. 你會說母語是因為□跟祖父母學的 □跟父母學的 □跟同學學的 □從電視

上學的 □其他___________ 

14. 請問你覺得說母語是一件很不雅的是嗎？□是   □不是 

15. 你在家最常說什麼話 1. □閩南語 2. □國語 3. □客語 4. □其他_______  

  

非常感謝你的合作 

三.調查結果 

※受訪者家人族群的分部情形：單位:人 

  族群 

稱謂 

閩南人 客家人 外省人 其他

爺爺 39 17 4 0 

奶奶 39 16 3 2 

爸爸 40 17 3 0 

媽媽 39 15 4 2 

                            圖一 

※受訪者與祖父母同住的情形(有 25 人 沒有 3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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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二 

由此圖可發現，與祖父母同住的情形超過二分之一，大都以三代同堂形式居

多，並不向都市一般較以小家庭為主，是因為此次調查的地點靠近鄉下的緣故。 

 

※受訪者與祖父母溝通的情形(可以 58 人 不可以 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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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三 

    由此數據不難發現，小孩子就算沒有和祖父母同住，溝通亦不成問題，這是

因為一方面與祖父母同住的情形居多，另一方面也因父母親常講母語(如圖六顯

示)的關係，所以耳濡目染之下，溝通自然不成問題。 

                                                                 

※受訪者與家人最常使用語言的情形    (單位：人) 

稱謂   語言 閩南語 國語 客語 其他 

爺爺 34 9 10 7

奶奶 34 10 10 6

爸爸 23 27 4 6

媽媽 20 28 4 8

兄弟姊妹 9 40 1 10

                                        圖四 

   由此表可看出小朋友多以閩南語和祖父母溝通，國語、客語其次。與父母親

溝通閩南語和國語各佔一半。與兄弟姊妹則以國語佔多數。可以看出小朋友們對

長輩們比較願意遷就他們的語言，但如果和同輩的兄弟姊妹因為比較沒有溝通障

礙，就以一般最常用的國語溝通。 

 

※受訪者說母語的程度 

 

 

 

 

 

 

 

                                          

                                         圖五 

   生活背景(參考圖二)會影響小朋友說母語的程度，就這張圖發現會說母語不

在少數，正是因為接觸母語的機會很多。 

 

※受訪者習得母語的途徑           (單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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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六 

由此圖知道與父母習得母語的佔大部分，那是因為與父母同住且朝夕相處，

所以最容易由此處學習，其次是同儕之間的交互影響，再者為祖父母與電視上學

習而來的。 

                                     

※受訪者認為母語是否不雅的情形(是 3 人 不是 57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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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七 

   依據上圖可看出只有極少數的小朋友認為說母語為不雅的事，顯示大家並不

以說母語引以為恥，所以方能與祖父母溝通無礙(參考圖三)，還是肯定母語的存

在價值。                                   

 

※受訪者在家最常使用的語言 

 

 

 

 

 

 

 

 

                                          圖八 

    就算是在鄉下地方，小朋友仍是以說國語居多，閩南語居中，其次為客語。 

 

四.結論 

    經由這次的統計發現，東勢鎮以客家人居多，清水鎮以閩南人為主，但綜合

出來還是以閩南人佔多數。由於此次調查地點傾向於鄉下地方，所以推論會說母

語的小朋友比都市的為多，這一點是值得欣慰的。可是，經由圖八發現，小朋友

在家仍以說國語佔大部分，顯示國語入侵母語的情形日益上揚，即便是再鄉下地

方亦是如此。 

   所以，如果不再加強母語政策的推行，將來小朋友與祖父母的溝通就越顯困

5%

95%

是

不是

閩南語

32%

國語

47%

客語

8%

其他

13% 閩南語

國語

客語

其他



難與阻礙，導致三代之間的隔閡加深。 

 

五.感想或餘論 

    這次的實際田野調查給予了我們諸多感觸。心目中的台中一直是台灣三大都

市之一，繁華先進可想而知。然而我們所到的東勢鎮與清水鎮民風卻是非常的淳

樸，不似大都市的繁忙暄囂，生活步調更是悠閒愜意，令我們大感訝異！只因與

想像中的車水馬龍景象南轅北轍。 

    在請小朋友填問卷時，遇到許多趣事發生，有的小朋友戒心很重，我們還要

出示學生證他才肯寫，該說是父母教導有方吧！也有豪爽的媽媽，直接拉萬般不

情願的兒子來填寫，令我們哭笑不得。當然也有看不懂問卷的小朋友，需要我們

在一旁一一講解才會寫，這樣反而拉近我們與小朋友之間的距離，藉由問答來提

高彼此的互動，倍覺親切！ 

    有成功當然也有挫折，在訪問的過程中亦吃了許多閉門羹，有些小朋友無視

你的存在，掉頭就走，完全不理會我們的叫喚，不過無妨，這本來就是預料中的

事，雖然一開始會感到小尷尬，但放大膽子去問，就把「丟臉」二個字拋到九霄

雲外了。 

    總之，我們很感激當地小朋友的配合，對於外來的我們不但不排斥還熱心的

詢問我們要不要多寫幾份，真是可愛到極點！這一次心靈上的收穫良多，一定會

好好的珍藏在我們的腦海裡，時時翻出來咀嚼回憶一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