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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期間：2019 年 1 月 7 日～3 月 29 日 

駐點機構：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台灣語文學系 

 

1. 研究背景及目的 

如世界上其他弱勢語言一般，書面化對台語1來說也是個頗有爭議性的問題。從日治時代

的「台灣話文論爭」到民主化後的「文字規範化論爭」，長期以來許多人提倡、嘗試或實踐各

式各樣的台語文書寫。目前存在的書寫方式大致分成 3 種，即「全漢」（全用漢字）、「全羅」

（全用羅馬字）、以及「漢羅」（混用漢字和羅馬字），但漢字有一部份的詞彙每位作者選字不

一致，而羅馬字方面，亦因個人及團體的相異而呈現不同標音系統的狀況。 

筆者研究目的即在於，歷經上述的過程之後，現代台語書面語究竟呈現如何的面貌。有關

台語書面語的相關研究或論述，在文學及語言學的領域已有不少累積，但因作者常常在文字規

範化論爭中也有特定支持的書寫方式，甚至身為是論爭當事人，難免其論述有時較為主觀，因

此，作為外國人的筆者，或許更能客觀地釐清台語書面語的問題而對此有所貢獻。 

    為了達成上述目標，筆者收集了以台語書寫的各種文本，考察並比較其文字的使用狀況。

筆者曾收集過相關資料，包括屬於公共領域的學校教科書、語言運動領域的雜誌、民間通俗領

域的流行歌曲之歌詞，共 3 種。透過調查與分析以上文本發現，教育部公告的「台灣閩南語羅

馬字拼音方案」（以下簡稱「台羅拼音」）以及《臺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之用字（以下簡稱「教

育部漢字」）漸漸普及在各領域裡；亦即漢字、羅馬字各別的文字系統裡面已逐漸形成統一規

範。相對地，在文字選擇（全漢、漢羅、全羅之分布）的層次上多元性依舊相當高。 

    而此次實地調查的主題分為 2 種：包括語言景觀及語言意識形態。語言景觀（linguistic 

landscape）為社會語言學上的一個概念，指的是公共領域裡所看到的文字媒體如街頭上的招牌

廣告等，這算是上述教科書、雜誌、歌詞之外第 4 種書寫媒體（領域）；語言意識形態（linguistic 

ideology）則是指使用者針對語言持有的各種看法或思想。因各種台語文本呈現著寫作者的語

言意識形態，所以本研究使用訪談調查的方式來探討其面貌。 

 

2. 語言景觀 

2.1. 文獻回顧 

    林麗玉（2015）調查高雄市左營區與林園區的台語商業及選舉「看板」，探討其數量和人

口密度、政治傾向等社會因素之間的關係，另也指出其用字上的一些特徵。過去針對台灣語言

                                                   
1「台語」：於此報告裡指的是台灣閩南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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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觀的研究並不多（林麗玉 2015：24），但最近出版的看看板工作小組（2018）蒐集了全國台

語看板，還分析其背後的職業、區域性、語言地位等社會因素以及用字特徵，算是相當全面性

的台語語言景觀之研究。然而這些先行研究都只關注語言景觀本身的特徵或傾向，筆者則將之

視為台語書面化的領域（媒體）之一，並透過和其他書寫領域的比較來論析其特色。 

 

2.2. 調查方法 

調查地點：台北、台南車站周邊（半徑約 2 公里內） 

調查期間：2018 年 8 月、2019 年 1～3 月 

 

    鑒於「語言景觀其實就是語言「都市景觀」」（クルマス 2009：81），我選擇兩個調查地點：

台灣之首都台北與古都台南，並將兩地的車站周邊設定為調查範圍。除了台北中山北路一段和

台南中山路於 2018 年 8 月調查之外，其餘皆是在 2019 年 1 到 3 月之間實施。 

 

圖 1：台北調查地點（紅線）              圖 2：台南調查地點（同左） 

   

（援引 Google MAP 所製作）              （同左） 

 

    具體調查方法以每條街道或馬路為單位（如圖 1、2 和表 2），走路尋找使用台語的語言景

觀，並以照相機來記錄。調查對象的「語言景觀」之定義如下： 

 

- 位於對象街道或馬路兩側的店舖或機關使用的文字之招牌及廣告。 

- 非屬任何店鋪或機關且容易撤除的海報之類則除外。 

- 1 家店舖或機關的招牌及廣告以 1 件計算（整個百貨公司亦算 1 家），除非包含 2 種以上

類型用字者，則做另件計算。 

 

必須補充說明的是所謂「使用台語」的涵義。因為台灣大部份語言景觀都使用漢字這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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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文字，理論上而言它們用華語、台語還是客語都唸得出來（甚或用日語、韓語亦可）2。因

此，在這項調查裡，筆者僅認定「只有用台語唸才會通」的部份為「使用台語」。至於已融入

在台灣華語裡頭的一些台語詞，若直接唸台語音較為順口，則認定為台語（如「正港」→○

「tsiàⁿ-káng」，△「zhènggǎng」3），而若是也可唸華語音的則除外（如「古早」→○「kó-͘tsá」，

○「gǔzǎo」）4。 

 

2.3. 調查結果 

表 1：台語語言景觀比例 

 

 

表 2：台語語言景觀分類 

 

 

                                                   
2 正因為漢字有此特色，筆者在這部報告裡不使用現今語言學上主流的「表語文字」這詞（河野 1994：

11、クルマス 2014：67），而刻意把它稱做「表意文字」。 
3 本報告裡書寫台語及其發音時使用《台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所採用之漢字與「台灣閩南語羅馬字拼音方

案」的傳統板，書寫華語發音時則用「漢語拼音方案」。 
4 哪個發音較普遍，基本上以日本發行的中日辭典之記載為準，辭典裡未採錄的詞彙就詢問華、台語皆通的

台灣人來決定。但此判斷似乎見仁見智，難以依據客觀基準來區別。 

總數 台語 比例

台北・中山北路一段 170 4 2.4%

台南・中山路 223 9 4.0%

總計 393 13 3.3%

地名 食品名

迪化街一段 1.03 0 2 12 14

歸绥街 0.98 0 5 8 13

中山北路一段 0.77 0 0 4 4

忠孝西路一段 0.99 0 0 2 2

開封街一段 0.53 0 0 3 3

開封街二段 0.48 0 3 2 5

漢中街 0.67 0 9 5 14

武昌街二段 0.62 0 0 2 2

西昌街 0.69 4 6 4 14

貴陽街二段 0.94 11 6 4 21

小計 7.7 15 31 46 92

育樂街 0.91 0 3 0 3

前鋒路 2.01 0 3 3 6

五妃街 1.64 0 4 2 6

中山路 0.76 0 0 10 10

中正路 1.52 1 2 6 9

正興街 0.55 0 1 1 2

國華街三段 0.81 0 17 8 25

小計 8.2 1 30 30 61

15.9 16 61 76 153

全長（km）
特定名詞

其他 總計

台北

台南

總計

都市 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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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以台北中山北路一段和台南中山路（全長各約 0.77 和 0.76 公里）為例，來統計語

言景觀總數中包含台語者所佔的比例，結果如上表 1。台語語言景觀之總比例為 3.3%，算是相

當低，但也因此稀少性，反而會提升它們引人注目的功能。 

    接下來，各街道台語語言景觀之總數及其分類如上表 2。「地名」共 16 件全都是標記為「艋

舺」（如圖 3），而大部份都集中在台北萬華區的西昌街及貴陽街二段5。此地名源自該地居住的

平埔族語言，以台語模仿其音寫做「艋舺（Báng-kah）」，後來於日本時代以日語模仿台語發音

將漢字改寫成「萬華（banka6）」，戰後則直接把它唸成華語，但台語卻一向保存原本發音「Báng-

kah」7，於是此地語言景觀裡常出現「艋舺」這兩字，大概是有強調在地性及傳統性之功能。

雖然這次調查範圍內只有這一詞，但其他地區也有台語保存的舊名出現在語言景觀之例8。 

 

圖 3：台北貴陽街二段（1） 

 

 

圖 4：台南國華街三段（1）               圖 5：台北歸绥街 

     

 

    食品名則以飲食店的招牌、菜單為主（如圖 4、5），這次出現的單詞列舉如下。其中教育

                                                   
5 台南中正路亦有 1 件，這是連鎖店「艋舺ㄟ雞排」分店之招牌。 
6 本報告裡書寫日語發音時使用「赫本式羅馬字拼寫法」。 
7 台鐵車內台語廣播亦然（確認時間：於 2019 年 3 月）。 
8 譬如台北景美地區有一座天橋（位於羅斯福路五段和興隆路一段交叉處），上面貼有景美舊名「梘尾

（Kíng-bé）」，與「景美」並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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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漢字9採用不同寫法者（畫底線）有：「土魠魚（thô-͘thoh-hî）」、「「蚶仔（ham-á）」、「糜（muê）」、

「麻糍（muâ-tsî）」、「礤冰（tshuah-ping）」。根據〈臺灣閩南語漢字之選用原則〉，教育部漢字

「多為民間傳統習用之通俗用字」（教育部 語文成果網），可見這些詞彙為教育部不能遷就通

俗用字之處。 

 

［食品‧料理類］ 

「肉圓（bah-uân）」、「切仔（tshiat-á） ～」、「粿仔條（kué-á-tiâu）」、「蚵仔（ô-á） ～ 」、「𩵚

魠魚（thô-͘thoh-hî） ～」、「蛤仔湯（ham-á-thng）」、「骨仔肉（kut-á-bah）」、「筒仔米糕（tâng-

á-bí-ko）」、「瓜仔肉飯（kue-á-bah-pn̄g）」、「草仔粿（tsháu-á-kué）」、「魚仔（hî-á）」、「刈包／割

包（kuah-pau）」、「四神腸仔湯（sù-sîn-tn̂g-á-thng）」、「魩仔魚粥（but-á-hî-muê）」、「碗粿（uáⁿ-

kué）」10 

 

［甜品類］ 

「麻糬／ 糬（muâ-tsî）」，「剉冰／挫冰（tshuah-ping）」，「枝仔冰（ki-á-ping）」，「圓仔冰（îⁿ-

á-ping）」 

 

［檳榔類］ 

「菁仔（tsheⁿ-á）」，「干仔（kuaⁿ-á）」，「葉仔（hio̍h-á）」 

 

    地名是專有名詞，而大部份食品名因在菜單裡，通常都單獨出現而無構成詞組或句子，且

如上所舉，用字一致性相當高，用於分析文字使用的特徵上較不適合。因此以下用字分析將這

些特定名詞除外，以「其他」的部份為對象來進行討論。 

 

2.4. 用字分析 

2.4.1. 台語標誌 

    所有台語語言景觀都含有表示它是台語（約等於非華語）的符號，筆者將之稱做「台語標

誌（marker）」，並分為以下 3 種： 

 

①漢字以外的文字或符號 

②華語裡出現頻率較低的漢字（單字） 

③華語裡出現頻率較低的漢字排列（字串） 

 

    這些台語標誌有讓路人知道招牌、廣告裡的文字所要表達的原來是台語的功能。這種標誌

                                                   
9 本報告裡將《台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採用之漢字簡稱如此。 
10 「～」表示後面帶有不同的詞（素），例如「切仔麵（tshiat-á-mī）」、「蚵仔煎（ô-á-tsian）」、「𩵚魠魚羹

（thô͘-thoh-hî-ke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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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存在一方面反映台語的特殊處境。首先當今台灣是華語為強勢的社會，亦即台語是社會語言

學所謂「diglossia（雙言）」11當中的低階語言，再加上它和高階語言的華語都使用漢字這個具

共同性的表意文字。雖然世界各國也有很多少數語言的語言景觀，但大部份都沒有這個問題，

因為它們都使用表音文字。然而如今在台灣，人們看到漢字的招牌或廣告時第一個想到的語言

未必是台語，恐怕反而多是華語。 

    換個觀點而言，這也是語言景觀這個書寫媒體（領域）的特點之一。閱讀其他書寫媒體如

教科書、雜誌、歌詞等的人，一般都事先知道那裡面寫的是什麼語言，因為它們通常都是閱讀

者會主動去看的媒體。但語言景觀的觀看是被動的行為，因此對書寫語言並沒有前提性的思考。

接下來要分別討論上述 3 種台語標誌。 

 

2.4.1.1. 漢字以外的文字或符號 

    漢字以外的文字或符號有 2 種，即注音符號與羅馬字。使用注音符號的例子總共有 8 次，

分別如下： 

 

「ㄟ」‧‧‧「的（ê）」4 次、「會（ē）」1 次、「下（ē）」121 次 

「ㄉㄨㄞ」‧‧‧「tuaiⁿ」132 次 

 

圖 6：台北貴陽街二段（2）               圖 7：台北漢中街 

     

 

    圖 6、7 各為「ㄟ」（的／ê）與「ㄉㄨㄞ」（tuaiⁿ）之例。圖 6 這個句子若按照教育部漢字

來寫就是「懷念的滋味」，但這樣難以表達店主以台語來發音的意圖，所以需要避開訓用字「的」，

而用注音符號來當做台語標誌。 

    這 2 種注音符號都沒有和台語發音完全一致（「ㄟ」多[ɪ]音，「ㄉㄨㄞ」則缺鼻音），因為

                                                   
11「diglossia（雙言）」：指兩個語言或語言變種同時存在於一個社會裡，而且其中一個是有較高的威信，為

較使用於公共領域較的高階語言（變種），另外一個則是較通俗化，較使用於私領域的低階語言（變種），它

們有互補關係的狀態。Ferguson（1959）首次提出此概念，後來 Fishman（1968）進一步發展此理論。 
12 「一下（tsi̍t-ē）」之意。 
13 擬聲詞，有彈性、有嚼勁之意。一般台語辭典皆無採錄此詞，但因它帶有鼻母音這點確實有台語特色，

在此視為台語詞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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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音符號是為華語設計的音標。雖然注音符號也有代表[e]音的字母「ㄝ」，但用它來書寫上述

詞彙的例子卻少見，大概是因為它在華語裡只能當韻母「一ㄝ」的韻尾，不能當韻腹（主母音），

可見這些代表台語的注音符號仍是依照華語的音韻規則來運用。 

    本調查中發現使用羅馬字的語言景觀共有 4 件，其種類可分以下 3 種： 

 

 

a. 台羅拼音‧‧‧1 件 

b. 自創拼法‧‧‧2 件 

c. 借用英文單詞‧‧‧1 件 

 

圖 8：台南中正路（1） 

 

 

    圖 8 是位於台南中正路的林百貨入口附近張貼的廣告，黑色漢字下方註有羅馬字「guá sī 

tâi lâm lâng guá kiau ngō」͘，這句話若僅以漢字標誌，很多人只會把它唸成華語。雖然這是於本

調查範圍內唯一使用台羅拼音的例子，但最近在其他地點偶爾也看得到台羅拼音14，可見語言

景觀這個領域裡，亦有教育部的規範緩慢地滲透之趨勢。 

 

圖 9：台北開封街二段                    圖 10：台南國華街三段（2） 

     

 

                                                   
14 例如筆者於 2019 年 2 月在高雄發現一家早餐店招牌上寫著「tsá-tǹg」（早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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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9 為將咖啡餐廳店名「有地（Ū-tē）」以羅馬字拼做「UDE」之例。從把[t]音拼成「D」

這點看來，這也有可能是省略聲調符號的通用拼音，但因未確認所以在此當做是自創拼法。圖

10 則為冷飲店的品名，其中黃色牌子上寫著「阿嬤 A 甘蔗汁」，把「的（ê）」寫做「A」。這是

利用羅馬字母名稱（[eɪ]）的自創拼法，發音接近但多[ɪ]音這點類似注音符號「ㄟ」之例。吉

川也觀察到粵語網路上的書寫，也有類似的羅馬字用法（吉川 2013：25）15。 

 

圖 11：台南中山路（1） 

 

 

    最後是借用英文單詞的例子，圖 11 為擺在新光三越百貨公司台南中山店入口前的廣告。

「這夏卡利 HIGH」表面上即是今年夏天使用信用卡就有優惠之意，背後的意思則是「這下較

厲害（khah lī-hāi）」，後半為台語，而取自英語的「high」與台語「害（hāi）」為諧音。這種利

用諧音的雙關語，亦是語言景觀的特徵之一；關於此點，稍後將再分析。 

    雖然看起來用字多姿多采，但使用漢字以外的文字或符號書寫台語之例，仍然極為少數，

目前台語語言景觀的主流文字仍是漢字。 

 

 

 

 

 

                                                   
15 根據吉川，謂例如有以「D」來代表「啲[ti:]」（量詞）等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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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2. 華語裡出現頻率較低的漢字 

圖 12：台南前鋒路 

 

 

    即使是漢字，那個字只要在華語裡出現頻率較低（或零）時，也具有標誌台語的功能。這

些字可分為 2 種：第一是其他地方（無論語言景觀或別的書寫媒體）已有既用之例，第二則是

自創的造字。 

    前者出現次數較多的有「呷（食／tsia̍h）」共 13 次、「仔（á）」5 次、「厝（tshù）」3 次等。

如先行研究所指（林麗玉 2015：50-51、看看板工作小組 2018：121）「tsia̍h」這個動詞因和飲

食產業關係密切而常出現，如上圖 12。「呷」這個字於本調查收集的該詞用例中佔絕大多數，

其他例子只有「吃」、「稼」16各 1 次而已。此字為發音似華語「甲（jiǎ）」，而左側加口字旁的

形聲字17，雖然這種造字法在粵語裡很常見，但將華語音當聲符這點比較特殊，這大概是教育

部漢字之所以不採用這個相當普遍通俗字的原因之一18。只是，於語言景觀裡不管是「吃」還

是教育部漢字「食」，都很容易會埋沒被看成華語，因此才有需要使用罕見字「呷」來主張它

是台語。 

 

 

 

 

 

 

 

 

 

                                                   
16 台南中山路上一家冷飲店的店名「荷稼」，根據它招牌上的解釋這是「『好呷』諧音」，其含義為「茶像荷

一般清新」。 
17 其實漢語裡原本就有同形字，華語唸「xiá」其意為「喝、飲」（教育部國語推行委員會編 2015），但音韻

上和「tsia̍h」無對應，所以並非本字。 
18 《臺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表示「tsia̍h」為「食」之白話音，然而附錄資源〈臺灣閩南語按呢寫〉中又

記述：「以「食」做為「tsia̍h」的用字，是採用訓用的原則」（教育部國語推行委員會編 2011），似有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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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台北中山北路一段 

 

 

    圖 13 為「厝」字之例。圖中紅字標語寫道「厝邊好醫師 社區好醫院」，雖然「厝邊（tshù-

piⁿ）」這詞明顯是台語，但接著唸台語到哪個字，從哪個字又轉唸華語，則應該因人而異。這

代表台語標誌要求唸台語的功能之有效範圍有時難以界定。 

 

圖 14：台南國華街三段（3） 

 

 

    相對而言，自創造字極少出現，圖 14 為本調查中唯一發現的例子。賣鳳梨的招牌上寫道

「嗱馬呷旺萊  著愛懟遮來」（若欲食王梨  著愛對遮來／nā beh tsia̍h ông-lâi  tio̍h-ài tùi tsia 

lâi），其中「嗱」以「拿」（華語「ná」或台語「ná」）為聲符加上口字旁的形聲字，和上述「呷」

相同的原理，「懟」則為本字「對」下方再加心字底，大概是因為台語「tùi」意為「從」，和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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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對」意思不同的緣故19。 

 

2.4.1.3. 華語裡出現頻率較低的漢字排列 

    即使各單字是華語裡常見的，但那些漢字的排列則不是華語裡會發生的字串，所以會促使

人以台語來發音。這像上述的單字一般分為 2 種：第一是其他地方（無論語言景觀還是別的書

寫媒體）既有用例之寫法，第二則是自創的借音。 

 

圖 15：台北開封街一段                   圖 16：台南中正路（2） 

     
 

    上列 2 張照片為前者之例，圖 15 裡老人的台詞「穿呼金」（穿予金／tshīng-hō͘-kim），這 3

個字在華語裡頭雖然都很常見，但通常不可能配在一起，所以我們才會了解這是台語。圖 16

這張候選人廣告裡藍色字體開頭的那句「顧腹肚」亦然，「腹肚」這 2 個字搭配起來也就變成

台語標誌。 

    除了這種較有固定寫法的詞彙之外，也有自創的用字，而它們選字原則以借音為主，其原

因是：如鄭良偉所指出，一般民眾或民間通俗書寫傾向多用借音（鄭良偉 1989：343, 363），

語言景觀也是屬於民間通俗領域的書寫媒體；另外如前述「tsia̍h（食／吃）」之例，訓用字（借

意字）這個方法因為在表面上接近華語，所以難以承擔台語標誌的功能。 

    這種自創借音的用例，於本調查中共計 30 詞次，其中明顯根據台語音的僅有 3 詞次20，

即「祥（siông）」代表「上／siōng」、「馬（bé）」代表「欲／beh」（參看圖 14）、「甲（kah）」

代表「較／khah」。借華語音為主流的傾向，證明在現代台灣人意識裡，對於漢字的聯想，華

語已經超越台語了。 

 

 

 

 

                                                   
19 結果字形與華語「怨懟」之「懟」同形。 
20 除此之外有 10 詞次華語和台語發音相似而都有可能者，如「肖連」（華：xiàolián、台：siàu-liân）代表

「少年（siàu-liân）」（參看圖 21）等，剩下 17 詞次都明顯根據華語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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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台南中山路（2） 

 

 

    圖 17 為在台南中山路上看到的吉祥物（好像屬於遠東百貨的活動），青蛙是由下方「蛙愛

呆玩」字面上的意思而來，但其實這句話是以華語音拼寫台語「我愛台灣／guá ài Tâi-uân」的

表現。若直接寫本字「我愛台灣」，則很可能被唸成華語，因此借用漢字的華語音來拼寫成「蛙

愛呆玩」，其漢字排列不完全符合華語語法，卻有助於讓路人想到其背後的台語含義。這種借

音用字因為和文義無關，反而容易做為台語標誌，但同時因為每個漢字都有其義，就算不合語

法常也會有某種意義的產生，結果變成雙重意義的雙關語，這也是借音的特徵之一。 

    借音字通常沒有和其目標單詞的發音準確一致，尤其是華語借音，只要近似到能夠給人提

示即可。就此而言，上述例子的發音相似度特別高（如下所示），包括聲調調型也一致（調值

當然稍有相異），若考慮聲母[g]音常在年輕人的台語裡消失，可說幾乎相同。 

 

「蛙愛呆玩」（華語）：[ua55 ai51 tai55 uan35] 

「我愛台灣」（台語）：[gua55 ai53 tai33(31) uan24]21 

 

 

 

 

                                                   
21 聲調調值於本報告裡以五度制標示，華語調值則參照黄伯荣、廖序东（2002），頁 80、81，台語調值則參

照陳筱琪（2016），頁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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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台語標誌的性質分析 

 

 

    表 3 為以上所分類討論台語標誌的性質分析。首先，「顯著性」代表瞬間性做為台語標誌

的顯目度，以此基準而言，則①為最高，因為與華語差異最大，相對地字面上最接近華語的③

為最低。但這個基準與使用數量似乎並不成正比，反而成反比。 

    其次，「可讀性」即是針對一般台灣人了解其意的容易度，②和③之（1）在別處也有用例，

所以理論上易懂性較高，相對地，各（2）因為是自創的寫法當然會較難懂。①之所以標示星

號的理由是為：第一，因其類型而不同，比如上述自創拼法的羅馬字或借用英文單詞的寫法因

為②和③之（2）的原因相同而較難懂，但注音符號或台羅拼音則不然；第二，注音符號與台

羅拼音的易懂性亦會受其普及度影響，目前在台灣社會因接受「國語」教育，一般民眾對注音

符號的熟悉度相當高，台羅拼音則不然，但如筆者的研究中發現，在本土語言教育裡台羅拼音

的存在感逐漸擴大，因而將來的狀況也有可能改變。 

    最後是「詞彙限制」，②和③之（1）並無法網羅台語的所有詞彙而有所限制，①、②（2）

和③（2）理論上任何詞彙都能使用，因為它們都利用表音原則；①都是表音文字或符號，②

（2）的 2 個例子都是形聲字，聲符就是表音因素，③（2）如前所述，大部份都是借音字。 

    由此看來，漢字以外的文字（①）之功能性高但使用量卻少，這是因為一般民眾不甚習慣

以表音文字書寫台語，此乃是社會的原因所致。就漢字（②和③）而言，既有用例的（各（1））

可讀性高但有詞彙限制，相反地自創的（各（2））可讀性低但無詞彙限制，因此功能上成為互

補。其中②（2）和③（2）雖然一樣是可讀性很低，但就其使用量而言，前者少後者多；原因

之一可能是技術上的問題，前者的新造字在印刷上可能會有困難；而關於後者的借音字，其和

語言景觀的遊戲性有著密切的關係，以下論之。 

 

2.4.2. 遊戲性 

    在此所說的「遊戲性」，是指利用語言（語音或文字）來刻意搞笑或引起逗趣的行為，包

括單純利用諧音的雙關語，或者一般所謂「火星文」都在內。這是和語言的可讀性有著獨立，

甚至有時產生對立的因素。 

 

 

 

 

 

顯著性 可讀性 詞彙限制 數量

高 ※ 無 少

（1）既有用例的 高 有 多

（2）自創的 低 無 少

（1）既有用例的 高 有 多

（2）自創的 低 無 多

②華語罕見的單字

③華語罕見的字串

①漢字以外

中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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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台南正興街（1）                   圖 19：台南正興街（2） 

     

 

    圖 18 與 19 都是位於台南正興街上，以卡通作為形象廣告的一系列看板。圖 18 右側的看

板標誌著：「裡厚！ 行路卡好！」（你好！行路較好！／Lí-hó！ Kiâⁿ-lō͘ khah hó！），若寫「你

好」會被看成是華語，故以借音字「裡厚」記之，這尚可從前述台語標誌的可讀性觀點來理解。

然而圖 19 的「阮細好厝邊」（阮是好厝邊／Gún sī hó-tshù-piⁿ），其中有華語裡較少出現且用字

較穩定的「阮」與「厝」做台語標誌，這句話就已經明顯是台語，所以將「是（sī）」寫成借華

語音的「細」似乎是多餘的22，反而減低其可讀性。這種事例不能單獨依據台語標誌的功能性

來理解，需要援引遊戲性的概念來解釋。 

 

圖 20：台南國華街三段（4）              圖 21：台南正興街（3） 

     

 

    但台語標誌與遊戲性兩者未必能分清。譬如圖 20 一家店門上以藍、綠色的字寫著「煮嘎

逼吸乾」（煮咖啡時間／tsú ka-pi sî-kan），只有「煮」是本字其他都是自創的借音字，因為可讀

性太低「吸乾」下方特地加括號標示本字「時間」。但假如寫「煮嘎逼時間」就會有可能除「嘎

逼」以外 3 個字都被唸成華語，因如前所述台語標誌要求唸台語的功能之有效範圍會很模糊

（參看圖 13），為了要表示整個句子都唸台語，除非依靠表音文字的輔助，也只好寫成如此。

此例中借音字似乎兼具台語標誌功能與遊戲性因素。 

    另外圖 21 是和圖 18、19，為相同系列的廣告。其中老貓的台詞「肖連ㄟ，菸蒂不能亂丟...」

                                                   
22 或許是有企圖以華語「細[ɕi51]」來表示更接近台語「是[ʃi31]」的發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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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的，～／Siàu-liân--ê, ～），只要用「ㄟ」就足以標誌台語（「少年ㄟ」），但製作者也許

認為這樣還不夠明顯，或只是想要逗趣一下，而將「少年（siàu-liân）」這詞也以借音字「肖連」

拼寫，這也是台語標誌功能與遊戲性因素分不清的例子。 

 

    總括本章所論，語言景觀上的台語書寫可分為 3 個層次：第一是表達意義，這是所有書寫

媒體共通的因素；第二是主張自己是台語，台語標誌即擔負此任務，是無書寫語言前提的語言

景觀獨有的特性；第三是逗趣或搞笑，亦即遊戲性，這也是語言景觀因需引人注目才產生的現

象。就其文字使用而言，漢字以外的文字仍是可為少數的例外（僅佔總音節數約 6.6%），漢字

的部份從台語標誌的觀點來看，主要是以用字較固定的一些詞彙來使用，而自創的華語借音字

則具輔助功能，但亦有華語借音字的使用，為了遊戲性因素而增多的現象。 

    整體而言，當今台語語言景觀以漢字為主流，需要表音輔助的部份也多是用華語借音字。

但如前述言，台羅拼音已開始進入此領域裡，將來這套羅馬字如果在其他書寫領域上繼續普及，

也有可能會扮演台語標誌以及補充漢字不足之處的角色。然而即便如此，目前漢字發揮其表意

文字特色的遊戲性，應仍是羅馬字無可取代的。 

 

3. 語言意識形態 

3.1. 名詞定義 

    接下來則要論析語言意識形態與文字使用之間的關係。首先得釐清「語言意識形態」這詞

於本報告中的定義，因為對於「意識形態（ideology）」這個用語的意涵因個人或情境而異，因

此其定義極具爭議性。 

    早期提倡「語言意識形態（linguistic ideology）」這個概念的 Silverstein，將其定義為「語

言使用者為了合理化或正當化其所認識之語言結構及使用而表達的，有關語言的信念集合體」

（Silverstein 1979：193）。此後這個用語被使用於各式各樣的意義和背景，Schieffelin et al. ed.

（1998）這本論文集即是總括此潮流的「中途報告」（木村 2005：37）。木村根據此書整理關

於語言意識形態對立的各種論點，並選擇有效於自己研究題目（語言復興與語言建構）的觀點

（木村 2005：35-47）。其中最根本的論點即是「意識形態與『真實』的關係，亦即理解意識形

態方式的問題」（木村 2005：41），木村將之整理如下： 

 

 

有個觀點，是將意識形態視為妨礙客觀了解事實的「虛偽意識」；意識形態的此種用法，

明顯地帶有負面意涵。另外，亦有對於意識形態較中立的態度；根據此看法，則所有的「真

實」都是被意識形態建構出來的。 

（木村 2005：42） 

 

    就此而言，本研究採用和木村所言的後者之觀點，這不僅是因為他的研究對象（語言復興）

與本研究相似而已。過往台灣針對台語和文字的研究，往往同時也是屬於文字規範化論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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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然而本研究宗旨並不在於判斷哪個立場較為「正當」，或主張哪個書寫系統較「優越」，而

以描述發生於台語文上的現象為目標，因此須要平等看待所有的立場。 

    另外，因為本調查既是「假說驗證型」，同時又是「假說生成型」，而且目前還在進行中，

所以在此暫時將意識形態定義為「個人或集體有或無意識持有的，有關語言的想法及觀念」，

而在進行研究的過程中若有必要，也將加以修改。 

 

3.2. 文獻回顧 

    張學謙以國小教師和大學生為對象，研究讀者針對台語文的意識與態度。張學謙（2003b）

以問卷來調查受訪者對台語書寫方式的意見以及對漢字、羅馬字持有的意識，結果指出，他們

傾向於支持以某種形式使用「雙文字」（漢字和羅馬字）23，至於文化上的認同感，則漢字較羅

馬字高（張學謙 2003b：75）。 

    張學謙（2003a）則用配對偽裝法24來調查受訪者針對以不同文字書寫的台語文持有的印

象，結果指出，以借音字為主的文章親和力較高但地位權勢較低，相反地以借意（訓用）字為

主以及全羅的文章，其親和力較低但地位權勢較高，以音意（本）字為主以及漢羅的文章兩者

都高（張學謙 2003a：113）。 

    另外，楊允言等編（2008）包含以台語文寫作者為對象的訪談紀錄。這部著作可說是從事

台語研究與運動者之列傳，除了介紹前人 14 位的足跡之外，還針對現當代 13 位運動者或作

家進行非結構式訪談，由此亦可知他們對於台語及其書寫的想法。 

    張學謙的研究考量到將來如何規劃台語書面語，亦即語言政策的問題，而選擇一般讀者為

對象；相對地，筆者的研究目的為描述現今的狀況，鑒於目前書寫台語在台灣社會上尚未普遍

化，應將寫作者做為對象較妥當。就此而言，楊允言等編（2008）確實是關於寫作者想法的寶

貴資料，但它並沒有對訪談紀錄加以分析，而筆者則將進一步以「語言意識形態」概念來進行

考察。 

 

3.3. 調查方法 

    為了探討語言意識形態，筆者採用訪談調查的方式。質性研究的主要方法還有問卷調查，

但因為現在於台灣用台語書寫的人仍相當有限，所以認為與其搜集人數，或許針對少數人物的

細緻訪談，更能深入理解其意識形態的面貌。 

    訪談方式為半結構式，即雖事先準備有關台語書寫與文字的一些基本問題，但也依各受訪

者的背景以及訪談的實際過程而不斷調整問題內容，這種做法亦符合前述假說生成型的調查。

訪談時間以 1 人 1～2 小時為基準，鑒於受訪者基本上都支持使用及推廣台語，為有助於建立

                                                   
23 在此所謂的「雙文字」包含 3 種不同的方式：①用羅馬字做為漢字的音標（附屬式），②混用漢字和羅馬

字（補助式），③羅馬字做為漢字以外的另一種文字系統（並行式），贊成比例分別為①60.8%、②58.6%、③

75%（張學謙 2003b：66-67）。 
24「matched-guise technique」為社會語言學的調查法之一，通常針對口語使用，先將同一人物以 2 種語言

（變種）講的話錄音，然後在不公開其為同一人物的狀態下給受訪者聽錄音，讓他回答對於說話者的印象及

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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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或親近的關係，於訪談中盡量使用台語，有需要時亦使用或請求對方使用華語。另外，因

是以個人為對象的調查，筆者將充分考量受訪者的人權，並且保護其個人資訊。 

 

表 4：受訪者簡介列表 

 

 

 

 

陳明仁 蔣為文

訪談日期 2018年8月10日 2018年8月11日

出生年月日（訪談時年齢） 1954年9月13日（63歳） 1971年9月15日（46歳）

出生地 彰化 高雄

性別 男 男

職業 作家 大学教授

筆名 Asia Jilimpo、Babuja A. Sidaia Wi-vun Taiffalo Chiung

代表作品

《路樹下ê tō-͘peh-á》（小説劇本

集）、《Pha荒ê故事》（散文集）

《喙講台語・手寫台文　台語文的台

灣文學講座》（論文集）

文字使用傾向 全羅～全面漢羅 全羅～全面漢羅

備考

台文筆會理事長、雜誌《台文通訊

BONG報》社長、《台灣文藝》總編

輯。

台灣羅馬字協會理事長、雜誌《台語

研究》主編。

呂美親 劉承賢 王昭華

2018年8月13日 2018年8月13日 2019年1月21日

1979年7月23日（38歳） 1975年6月14日（43歳） 1971年1月19日（48歳）

嘉義 台北 屏東

女 男 女

大学講師 大学講師

Voyu Taokara Lâu 

《落雨彼日》（詩集） 〈反背ê疼〉（小説）、《翻身・番

身》（小説）

〈有 無〉（歌曲）

全面漢羅～限定漢羅 全漢～限定漢羅～全面漢羅～全羅 全漢～限定漢羅

一橋大學言語社會研究科畢業（博

士）。

雜誌《台文通訊BONG報》前文字編

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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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 為目前採訪過受訪者的簡介列表25。受訪者主要是從筆者原就認識的人開始，由他們

介紹而逐漸擴大範圍，目前從事創作詩、散文等文學作品的人為多。就筆者研究的書寫媒體而

言，訪談對象以屬於雜誌的寫作者為主，但文字使用傾向而言，筆者盡可能選擇不同用字的寫

作者，即包含全漢、漢羅和全羅的使用者。 

 

3.4. 漢字與羅馬字之間選擇和台灣意識 

    本調查雖具有假說生成型的性質，但針對一些問題也有事先預測的答案，其中一個問題就

是漢字與羅馬字間選擇和語言意識形態的關係。蕭阿勤表示，日本時代大部份書寫台語的嘗試

之所以都用漢字，是因為「1930 年代初的提倡者仍懷有相當強烈的漢文化意識」，相較而言，

因為「在八〇年代末以來主張書寫台語的提倡者，幾乎無例外地都是台灣民族主義者」，所以

他們多用羅馬字，「拼音文字的採用，代表著在中國所主宰的古老表意文字地區（包括中國周

邊國家）中，走向地域性民族主義的歷史的一大步」（蕭阿勤 2012：263-264）。 

    相對地，Klöter 則認為，在日本時代使用漢字以外的文字，在討論上原就不算熱烈，而且

現代以漢字為依據之台語辭典的編纂者當中，亦可發現許多台灣民族主義者，因此，漢字與羅

馬字之間的選擇，不能單純歸因於中國民族主義與台灣民族主義之間的差異（Klöter 2005：195）。 

    而目前筆者的研究發現：在刊登於現在繼續刊行台語雜誌的文本裡，漢羅佔主流的同時也

有一定數量的全漢和少數全羅，另外漢羅文本的漢字與羅馬字比例也並不一定。假設如前所述

現代台語文寫作者大多為台灣民族主義者或持有強烈的台灣意識，那麼，文字使用如此多元的

原因到底何在？ 

    筆者預測由於各人想像「台灣性」的範圍不同而產生如此多元性。亦即，將漢字視為屬於

中國的東西而加以排斥的意識形態會引起多用羅馬字的傾向；相對而言，多用漢字傾向的背後，

                                                   
25 訪談基本上以面對面的方式進行，但邵大倫因忙碌而採取網路上交換訊息，目前仍在進行中。另外，至

於林央敏則在面對面訪談的隔日，再以電子郵件補充問答。 

陳金順 林央敏 邵大倫

2019年2月16日 2019年3月12（、13）日 2019年3月5日～

1966年3月29日（52歳） 1955年12月19日（63歳） 1980年9月27日（38歳）

桃園 嘉義 台北

男 男 男

台語教師 教師 歌手、藝人

《島郷詩情》（詩集）、《賴和價值

一千箍》（散文集）、《Formosa時空

演義》（小説集）

〈吥通嫌台灣〉（詩歌）、《胭脂

淚》（長編詩）、《菩提相思經》

（小説）

《黑色情歌》（歌曲專輯）

全漢～限定漢羅～全面漢羅 全漢 全漢

《台文戰線》總編輯。 《台文戰線》發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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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有將漢字視為屬於台灣的，且把羅馬字當做外來的東西而加以排斥的意識形態。 

    根據調查結果，首先，正如先行研究所論，可發現廣泛的受訪者都具有台灣意識。例如強

力推動全面漢羅文，以全羅為最終目標的陳明仁（Klöter 2005：228-230），在訪談剛開始就如

此道26： 

 

陳明仁：對我來講 lah，tio̍h 是講，有一个台灣國比啥物攏 koh khah 重要。 

（陳明仁① 00:06-00:13） 

 

    他於 1988 年因涉台獨活動而被逮捕坐監，在獄中遇到政治犯蔡有全27跟他學教會羅馬字，

開始用來寫作。另外，比陳明仁多用漢字的呂美親在談台語寫作之經過時，說她曾經有中國意

識，但遇到林央敏寫的台語詩對她而言算是一個契機，接著說道： 

 

呂美親：好像 ùi 彼个開始了意識形態 tio̍h 開始改變。 

吉田：慢慢改變嗎？ 

呂美親：很快。 

吉田：很快就改變？ 

呂美親：很快。應該是彼个時陣，快要政黨輪替，彼个時陣是台灣 ê 彼種，台灣意識最高

峰的時候，我應該也是被戻された感じ28、意識形態就被感召 ê 感覺。所以我彼个時陣就

從中國的認同轉到台灣認同。然後再來去看到彼个台語詩，就覺得，欸，我平常講的語言

原來是會使寫做台語，第一次知道這個事。 

（呂美親 03:41-04:19） 

 

    她於大學 4 年級時（2000 年）開始用台語寫作，當年台灣經歷有史以來首次政黨輪替。

比她大 5 歲的劉承賢也在讀大學 3、4 年時開始台語寫作，時值李登輝選上首任民選總統，他

也說到當時經歷過意識轉換，接著對台語產生興趣。 

 

劉承賢：Ah koh 有一个原因是，大學 ê 時陣我 ê 政治意識 mā 有改變。Tio̍h 是，開始有台

灣 ê 主體意識。 

（劉承賢 01:38-01:49） 

 

    為了建立這個「台灣主體性」，而將漢字視為屬於中國的東西而排斥的意識，會與多用羅

馬字的傾向結合，少數以全羅書寫文章的蔣為文就是最顯著之例，他解釋推廣羅馬字的理由表

示如下： 

                                                   
26 於以下訪談紀錄中，一般字體表示台語，斜體表示華語，粗體表示日語的發言。紀錄下面括號內表示受

訪者（與檔案編號），以及錄音檔案中的時間。 
27 蔡有全（1951-2017）：台獨運動家，台南神學院畢業。因涉台獨案於 1988 年與許曹德一起入獄。 
28「被（拉）回來的感覺」，應是意識形態被往台灣的方向拉回來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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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為文：Ah koh 來第二个當然是政治 kap 文化 ê 思考。阮 beh kap 中國隔離嘛，無愛 kap

中國通嘛，ho͘hⁿ。無愛 kap 中國通 tio̍h 是 ài 學越南按呢，切掉漢字，台灣人 tio̍h khah bē

曉 kan-taⁿ teh 讀中國冊 ah，ho͘h。n按呢 beh 建立台灣主體性意識加 khah 好建立 ah。〔……〕

台灣若是 beh kap 中國隔 hō͘ 開，不只政治上 niâ，你文化語言 mā ài 切割。Ah 用羅馬字

siōng 好--ê ah。所以第二个這 mā 是文化 ê 主體性 ê 考慮，兼政治上 ê 考慮，tio̍h-ài kap 中

國做切割，無愛 koh 用漢字 ah，ho͘hⁿ。Ah 所以這 mā 是足重要--ê。 

（蔣為文 15:55-17:11） 

 

    他現任台灣羅馬字協會的理事長，將使用羅馬字視為「脫漢」或「獨立」的象徵（蔣為文 

2014a、b），於此論述中漢字為很明顯地與「中國」結合，亦即與「台灣」對立的概念。然而

就多用漢字的人來說，似乎沒有將羅馬字視為外來的東西而排斥，或者積極地將漢字視為「台

灣性」的一部份而執著之。譬如現在主要用全漢書寫台語的林央敏說，他曾經和陳明仁一樣，

也以全羅為最終目標而實踐漢羅，接著說道： 

 

林央敏：Ah khah 後壁 ê 時陣 ho͘h，nkoh-khah 後壁，差不多兩千 khòng 幾年以後我發覺講，

按呢做，社會上 ho͘hⁿ，一般民眾 lah，一般民眾，按呢，幾百年，幾千年來 hiohⁿ，因為 lóng

漢字，ah 尤其 tsit-má lóng 漢字，lóng tùi 細漢 tio̍h，lóng 學慣勢 ah lah。學真慣勢 ah，你

tsit-má kā 用另外一个模式 ê 時陣，ah in lóng 排斥。排斥這个物件 tio̍h 冤 ah，甚至冤 ah 

tio̍h 排斥語言 ah。本來這是 beh 記錄語言 niā-niā，但是因為伊排斥這个物件，顛倒是 suah

對語言足無接受去，按呢顛倒害著台語復興 ah。 

（林央敏 34:12-34:58） 

 

    他是 1980 年代以來率領台語文學運動的主要人物之一，向來呼籲「建造一個有尊嚴的獨

立國家」，而為之需要「「強烈認知台灣話為民族根本」的語言意識」（林央敏 1998：13）。他

在訪談中也說過他現在還保留著羅馬字化的想法，但根據上述發言可知，為達成語言復興這個

目的而於文字方面，需遷就漢字佔優勢的現實社會。同樣用全漢創作的陳金順也表示全羅以台

灣讀者的能力而言很困難，接著又道： 

 

陳金順：我是以漢字為主無 m̄-tio̍h，但是我並 bē 反對羅馬字。 

（陳金順 16:03-16:07） 

 

    主要以漢羅寫台文的呂美親，則給予漢字較積極性的評價，但也並非認為漢字比羅馬字具

有台灣性。她說她曾經也認為應該廢除漢字，但是在留學日本之後改變了想法，開始將漢字視

為東亞共同的「文化資本」，進而就台語和漢字的關係解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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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美親：然後再來是，台灣畢竟 tio̍h 是漢字社會，我感覺這是無法度否認 ê 一點。所以你

nā beh 全部，我感覺漢字，你講伊 ê 簡單性 tio̍h 是，至少你 tsit-má ah 未普及 ê 時陣，如

果有這種東西，不是很好嗎？逐家 khah 親近嘛。一般人也不會排斥。現在當今的社會 mā

是看羅馬字 luè，彼啥 siâu ê 感覺。 

吉田：無慣勢 ah。 

呂美親：Tio̍h ah。所以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文化的連結。不只是，我講 ê 文化連結是台灣

人 ê 文化連結，而不是它一定是跟中國，跟中國有沒有關係，這，對我來講無重要，是，

漢字畢竟在台灣這麼久了，伊有一个台灣人共同 ê 想像，想像共同體29內底 ê 一个要素。

所以我覺得這是它的優點之一。 

（呂美親 21:16-22:13） 

 

呂美親：Ah koh 有伊 tio̍h 是一个符號 niâ。我們今天要推廣或者要拯救的是台語，不是這

個符號。問題是堅持符號，那，你就一直，止まってるんじゃん30、hēⁿ ah。 

吉田：文字是對，語言 ê 工具，是按呢 ê 想法？ 

呂美親：Tio̍h ah，tio̍h。本來，當然，語言，文字不只是工具。但是，他也，就是工具啊，

hēⁿ ah。他可以不只是工具，以情感啥物，以認同，但是他 mā 是，會使只是一个工具啊，

hēⁿ ah。如果你要你 ê 語言一直流下去的話，語言比較重要吧？啥物符號只要會當標準化，

ah 會當推廣下去，這個 siōng 重要--ê，hēⁿ ah。 

（呂美親 23:38-24:25） 

 

    如上所示，目前採訪過的寫作者就以下 2 點而言幾乎都相同：①持有台灣意識，重視台灣

主體性，②使用過羅馬字，對之無排斥感；再來一部份人由於將漢字視為屬於「中國性」而欲

徹底隔離之，產生多用羅馬字的傾向。 

    然而相對地，就多用漢字的傾向而言，與其說像將之視為「台灣性」，關於文字本身的語

言意識形態，不如說其背後是與台灣人習慣漢字的現實妥協的態度。這或許類似木村所述的

「順應意識形態」，亦即為避免摩擦而配合大局的態度（木村 2005：216-224）。但是使用漢字

的意識形態還具有另一種面向，就是將語言復興這個大目標作為優先考量的積極戰略31。 

    就目前訪談對象者的範圍內而言，雖然台灣意識與台語寫作連結這點是相同，但因其實踐

過程中的重點所在相異，即戰略的差異而產生了文字選擇的多元性。 

 

 

                                                   
29 Benedict Anderson 解釋國族（nation）與國族主義（nationalism）的形成時所提倡的概念（アンダーソン 

2007）。 
30「（繼續）停住嘛」，應是台語運動一直停滯之意。 
31 木村針對索布語（Sorb）使用者與德語使用者接觸時說德語的現象，解釋其背後有「順應意識形態」，他

的分析對象是口語使用，和筆者研究之文字使用層次不同。但木村表示，索布語使用者的順應意識形態，亦

有著考量少數民族生存戰略的面向（木村 2005：223），為民族生存而於語言上讓步，與為語言生存而於文

字上讓步，在結構上而言或許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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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總結 

    此報告從兩種層面來討論現代台語書面語，亦即語言景觀與語言意識形態。為了對台語書

面語達成全面性的描述以及獲得結論，還有不少課題要解決，尤其是語言意識形態的部份。例

如：對漢字與羅馬字的選擇而言，除了目前討論過關於台灣意識的問題之外，關於文字效率的

想法似乎也是重要的因素；筆者在先前的研究曾提及台語教科書及雜誌裡的漢字與羅馬字在

近年來都顯著地標準化、規範化，寫作者針對文字標準化的看法也算是需要探討的語言意識形

態之一；再者，於目前以文學創作方面為主的受訪者裡面，較少看到對漢字的積極愛好或執著，

但筆者推測，台語學者，即教科書的編纂者的狀況會有所不同，這可能是台語教科書較傾向偏

重全漢的原因之一。因此，今後要將訪談對象擴大到其他書寫媒體如教科書、歌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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