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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詞彙和社會存在著共變關係。每當社會生活發生變化的時候，就會

有新詞產生出來標示他們。新詞通常標示新事物、新概念。筆者藉由收集

新詞來了解社會變遷以及保留語料供後人閱讀。筆者收集與兩岸關係變



化、食跟行習慣轉變以及電腦和網際網路出現相關的新詞。 本文第一章

＜緒論＞，說明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動機、研究目的、研究範圍和研究

架構。 第二章＜文獻分析＞，介紹語言和社會結構共變的“共變論”以

及各個學者對新詞的界定。再者，筆者將界定新詞、探討新詞形成的原

因、新詞產生的途徑以及新詞的特色。 第三章＜方法論＞，說明語料來

源、詞條收集的方式、詞條意義判斷準則、新詞詞條界定以及研究限制。

還有，筆者將用對比分析法（Contrastive analysis）對比分析詞彙在 1950 年

－1980 年過去三十年和 1981 年－2011 年現在這三十年有什麼樣的差異和

發生什麼樣的轉變。 第四章＜兩岸政治＞，這一章探討兩岸關係變化與

新詞關係。在第一節將探討兩岸關係變化的「社會背景」，並以李登輝主

政時期、陳水扁主政時期和馬英九主政時期分別下去做探討。然後，介紹

不同主政者時期與大陸關係為何，實施了哪些政策。第二節是「新詞研

究」，將列出與兩岸關係變化有關的新詞、新詞來源和例句。 第五章＜

民生＞，這一章探討食跟行習慣轉變與新詞關係。在第一節將探討食跟行

習慣轉變的「社會背景」。將介紹外來速食是在什麼時候進來到台灣的，

現在速食對人們生活造成了哪些影響。或者是 1981 年－2011 年現在這三

十年人們對於飲食有什麼新的概念和想法。還有台灣新建了哪些交通設

施，對現在人們有什麼樣的影響。第二節是「新詞研究」，將列出與食跟

行習慣轉變有關的新詞、新詞來源和例句。 第六章＜資訊科技＞，這一

章探討電腦和網際網路出現與新詞關係。在第一節將探討電腦和網際網路

出現的「社會背景」。將介紹台灣目前使用電腦以及網際網路的情況，還

有探討電腦和網際網路出現之後對人們生活造成了哪些影響。第二節是

「新詞研究」，將列出與電腦和網際網路出現有關的新詞、新詞來源和例

句。 第七章＜結論＞，說明研究的結果並提出研究限制和未來展望。 關

鍵字：新詞、共變論  

摘要

(英) 

Abstract Vocabulary and society have covariant relations. Whenever social life 

changes, there will be new words to be created. New words often reflect new things 

or new concepts. I gather new terms from those politicians that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aiwan and Mainland China, people’s diet and commute 

habit variations, and the trend of computers and the Internet. By collecting those 

new terms, I can not only comprehend the social development but also preserve the 

language material for people to read them in the future. Chapter one is the 

Introduction. I will explain the research background, the research motivation, the 

research goal, the research scope and the research framework. Chapter two is the 

literature analysis. I will introduce the covariance theory and the definitions of new 

words of scholar’s view. In addition, I will define new words, and discuss why and 

how does the new words form. I will also discus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ew 

words. Chapter three is the methodology. I will illustrate the sources of the language 

materials, and introduce how I define the new words and the research limitations. 

Chapter four is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aiwan and Mainland China. In 4.1, I 

will introduce the social background of Taiwan and Mainland. In 4.2, I will list the 

new terms that were using by politicians between 1981 to 2011 in Taiwan. In 

Chapter five, I will talk about new terms that we are using everyday in diet and 

transportation. In 5.1, I will introduce the social background of people’s diet and 



commute habit variations. In 5.2, I will list the new terms of people’s diet and 

commute habits variation. Chapter six is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6.1, I will 

introduce the social background of the trend of computers and the Internet. In 6.2, I 

will list the new terms about computers and the Internet. Chapter seven is the 

conclusion. I will explain the research results and illustrate the research limitations 

and future prospects. Key words：new words；covariance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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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8286074 Y2011.M9.D30 10:55 140.136.213.84 M 498286074 Y2011.M9.D30 

10:55 140.136.213.84 M 498286074 Y2011.M9.D30 10:56 140.136.213.84 M 

lang2553 Y2011.M9.D30 10:57 140.136.213.84 M lang2553 Y2011.M10.D31 10:53 

140.136.213.90 M lang2553 Y2011.M10.D31 10:53 140.136.213.90 M 030540 

Y2011.M10.D31 11:37 140.136.208.63 M 030540 Y2011.M10.D31 11:37 

140.136.208.63 I 030540 Y2011.M10.D31 11:37 140.136.208.63 M 030540 

Y2011.M11.D1 10:17 140.136.208.2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