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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中

) 

網路科技的日新月異帶給使用者便利性，各式各樣的網路用語如雨後春筍般

地湧現。本文擬從語言學的角度出發，針對其中的台語文字化現象 (以下簡

稱「台語書面語彙」，如「奧客」、「鬱卒」、「杜估」)探究其出現於新

聞標題及內文的情形。這樣的現象影響著新聞編輯者在用字上的選擇，而觀

眾的理解力與感受度亦相對受影響。研究發現，網路使用者在選擇語彙的用

字時，會考慮「假借」、「通俗易解性」及「汰舊創新性」等三原則。此外

使用者更以語音和諧為出發點，他們先找出與台語語音同音或音近的用字，

經過篩選過程後，若能找出常用字，只有部分會考量語意；否則通常會採用

與台語語意有關連的國字。 滲透速度沒有一個明確的標準，因此筆者僅能針

對滲透的情形做探究，結果可確定的是使用頻率較低的語彙，其用字多取諧

音居多。另外，從社會語言學的角度觀察發現，台語書面語彙主要出現於民

生、職場、社會事件、教育或廣告等十類情境，其中又以廣告及藝文、社會

事件及職場這三類情境出現較多台語書面語彙。與人有關的情境則存在較多

負面的語彙，而廣告情境則具有較多正向語意的語彙，其他如體壇或綜合等

情境中，僅單純的事實描述外加個人的情感表達。此外亦發現台語文字化

後，較強化的社會功能以「表達性」為主，其次為「指涉性」功能，而後則

為「情感交流」或「指示」功能，較少見的則是「後設語言性」功能。 最

後，本研究以言語行為理論做分析，分別在表徵型、指示型、承諾型及表述

型等類型下，分別列出兩則新聞內容，然唯有「宣告型」不適合列出非正式



用語─台語書面語彙，因此不深入做分析。結果發現，台語書面語彙與語句

間的互動，須視其所處情境，才較易分辨其所屬言語行為為何或者為何種功

能。由於人的語言具雙重性，因此聽、說兩者間的言語行為會包含直接與間

接兩種方式，話語背後的意涵才是說話者所要傳達的主要核心。  

摘

要

(

英

)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technology brings great convenience to internet 

users, and has lead to the development of a new lexicon of internet jargon. This paper 

will explore the forms of written Taiwanese that have developed as part of this new 

lexicon (such as àokè (奧客), yùzú (鬱卒) and dùgū (杜估)) and their appearance in 

news headlines and articles. The written form of Taiwanese influences the word 

choices of news editors; the level of comprehension of readers and their ability to feel 

an emotional connection to the information are also affected. Research shows that, 

when users adopt new written forms, they take borrowing (jiajie), comprehensibility 

and creativity into consideration. Moreover, users will start by considering phonetic 

harmony, first finding all similar-sounding Mandarin words, before considering 

character meaning and deciding which character to adopt. Otherwise, users will adopt a 

character whose meaning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original Taiwanese word. There is no 

definite standard that can explain the speed of spread of the written Taiwanese; hence 

the study focuses on the spread condition.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lower frequency, 

the higher homonyms the word will use. In addition, these new written forms of 

Taiwanese will be used in people’s daily lives, at work, social events, in educational 

settings, commercial advertisements, or a number of other settings. In settings 

connected with people, there tends to be more vocabulary with negative meanings, 

while commercial ads tend to use more positively associated words. In athletic or other 

social contexts, simple factual descriptions are used as well as expressions of emotion. 

Furthermore, the study shows that the enhanced social function is the expressive, then 

the referential, directive or phatic. While the metalinguistic social function is the least 

to adopt in the news. Lastly, this paper will follow ‘Speech Act Theory’, using the 

categories of representatives, directives, commissives and expressives to classify two 

pieces of published news content. Only the “declarative” category will not be used, 

because of the informal nature of written Taiwanese. Due to the duality of human 

language, speech acts can contain both direct and indirect meaning. It is the meaning 

behind the words – the implied meaning – that is major and signific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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