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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國家發展的需要及回應社會

殷殷的期盼，教育部在民國82年修正

擷民中小學課程標準。接著在民國86年4月成立「國民中小學課程發展專案小

組 J 規薑「國民中小學課程綱要 J 並於90學年度開始實施新課程。新課程

的設計精神，是以學生為主體，以生活經驗站導向，期望培養學生成為具備人

本情懷、統整能力、民主素養、鄉土意識與國際觀念，以及能進行終身學習的

現代國民。簡單地說，新課程就是從生活的實用性為出發點，培養學生可以帶

得走的基本生活知能。

為培養學生真有帶得走的基本生活知能，新課程將知識統整在生活中，因

此從個體發展、社會文化及自然發展三個面向上，提供學生「語文、健康與體

育、社會、藝術、數學、自然與科技及綜合活動」七大學習頸域。新課程實施

後，統整學習領域的合科教學，代替了以往的分科教學;教師教學時擁有較以

往更多的彈性自主空間;拓展國際觀的英語教學也從國小五年級開始實施;其

中為了減輕學生的負擔，各年級的上課時數普遍減少。而上課時數的減少，所

產生的後遺症在最近一一浮現，其中最令人感到憂慮的是:學生國語文程度大

幅下降。

語文的亂象

今年年初大學學科能力測驗國文一科，注意到青少年使用火星文的嚴重程

度，因此將火星文引入考題，當時輿論一陣譚然，紛紛批評「題目不適當」、

「對乖乖牌學生和未上網的學生不公平 J ...... '其實單就題目本身的設計而

言，並無不當之處，對框正學生錯誤的語法，也適當程度的產生了作用，而最

重要的，它讓許多人注意到今天學生的語文內涵，深思造成這種現象的背後因

素。「火星文」的出現並非單一因素所形成，它和多數人使用語言文字的習慣

改變、青少年同儕團體的認同、年輕人喜歡追求新鮮好玩事物的心理，都有密

不可分的關係，當然「電腦」的普遍使用，青少年經常上網、使用msn聊天，

更是其中重要的因素。

先就使用語言文字的習慣改變探討，由於國際接觸頻繁，留學及遊學人數

增加，加上本土意識提高，園、台、英語，甚或日語混用的情形隨之產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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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類似「小台回來以後，不是血拼，就是逛夜店，整天趴趴走。」這種句子便

不時可以看見、聽見。

其次平面媒體為了希望能在瞬間抓住讀者的眼光，運用岡音字、諧音字製

造閱讀的趣味，也有關係。因此我們不時的可以在報紙上看到醒目的「綠色博

物館親子FUN心玩」、「自行車道 『騎』待你遨遊」這些刊頭出現。這樣

的刊頭固然製造了文字的趣味性，但是卻也濫用了文字的價值及地位，使用多

次以後積非成是，便混淆了學子的觀念。而電視台也不遑多讓，將這些宣傳技

倆發揮到極致，所以如果在螢光幕上看到「有料報馬仔 J 也不要感到訝異。

其他為了搶業績，而播放的各國電視節目，造成異國文化的大量入侵，這些

「美食達人、星座達人 J 天天「扛八袋、殘念」說個不停，影響了不少人。

當多數人都受到影響時，孩子自然也受到污染了。總之，媒體推波助瀾運用俗

稱的火星文提高閱讀率或收視率的做法，也是造成火星文盛行的因素之一。

電腦的普遍使用，網際網路的無遠弗屆，已經在無聲無息中改變這個世界

的生活方式。雖然有些人一如以往的藉著報紙、電視，了解這個世界發生什麼

大事，但有一部分人，開始利用網路蒐尋的功能，快速獲得最新的資訊。像這

樣閱讀的習慣不一樣，溝通的方法改變，透露出來的訊息是:網路的世界正一

步一步擴大，人們的生活正產生了質變。

其中最受影響的是青少年。在網路聊天室裡，如何在最短的時間內，表

達出思想、情緒，是最重要的考量;如果輸入得太慢，線上的人無法等待，會

立刻離線，因此以「勿」代替「的 J 以 r4UJ 代表 r for yOU J .便顯得理

所當然;如果想要表達得俏皮一些，再加上一些表情符號更是常有的事。這種

表達方式，如果單就語言文字發揮傳情達意的功能而論，似乎也無可厚非，畢

竟它只流行在特定的族群，而流行就如潮水的起落，常常改變。今天流行注音

文，明天變成符號文，你又怎麼知道將來不會有新東西替代它呢?

但是，這種次文化小團體間自創的文字，不易連到溝通的目的。而且一問

一答之間，句子零碎，思想跳躍，影響所及，無法組句成文，加上文意不通，

錯別字連篇，就形成了今日語文教育的亂象。往昔講究意境、深度、廣度的好

文章，已不可多得。

日常生活中，電視、電腦佔去大家太多的時間;放了學，下了班，做家事

的忙著做家事，愛上網的忙著上網，時間就在聲光交錯的螢光幕和零距離的網

路世界中消失。而閱讀需要一個寧靜的環境，一顆寧靜的心，加上再三的徘徊

吟詠，才能像喝到好茶似的，盟釀出更甘醇的滋味，因此閱讀成了一件奢侈的

事，加上閱讀可得到的效果，無法立即顯現，大家捨不得投資，於是閱讀的人

口逐漸減少了，語文的高度也逐漸降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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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提昇語文能力

那麼要如何挽救逐漸下降的語文程度呢?我想從幾個方向探討:首先就

政府的政策來說。政府是國家政策方向的制定者，也是經費編列的計畫者，因

此規畫一個有利國家發展的語文教育方針，編列充裕的教育經費，是責無旁貸

的。所幸我們看到政府已經注意到學生語文表達能力低落的情形，採取了一

些必要措施，如:教育部宣佈95年試辦國中基測加考作文，並於96年正式實

施;去年底教育部宣布將撥出一千萬元的經費，補助全台二十五縣市辦理相

關教師研習活動;台北市教育局推行多元閱讀活動的「兒童深耕閱讀四年計

畫 J 也持續在進行中;今年五月八日晚報再刊出一則新聞，新聞中報導台北

市教育局為了搶救正體字和國語文能力，將建議教育部比照英文檢測，實施國

語文能力分級檢測，凡此種種都顯示政府相關機關已注意到學生語文能力低

落，而採行了補強工作。

這些措施短期內無法看到成效，還應該有更積極的行動。首先就國小每週

語文領域上課時數探討:任何學科的學習效果和學習時間的長短都脫離不了關

係。九年一貫課程開始實施後，國民中小學每週上課總時數普遍較以往減少五

至八節，如果照課程綱要的規定，國小五年級以上應開始實施英語教學，事實

上部分縣市還提前進行英語教學的工作，這些政策都大大的壓縮了國語文的教

學時間，影響了學子的語文程度，所以增加中小學國語科每週授課時數，應是

當務之急。

其次就學校教育來說，認字識字、了解詞意並會應用，這些是語文教育

的基本功，基本功如果不紮實，接續的寫作部分便無法得到良好的效果，國民

小學是培養學生基本功的場所，責任重大。想要提升中小學學生的語文能力，

非得從小學做起不可，如果希望學生不寫火星文，指導者便應以身作則，自己

不寫，再要求學生不寫;至於如何提高孩子的學習興趣，讓孩子獲得學習語文

的樂趣，需要利用一些技巧，例如改進命題方式便是其中之一。以國語日報語

文中心寫作講義中的一則語文練習遊戲為例，就相當程度的引起學生學習的興

趣，這題題目是這樣的:

「小芳被綁架了，歹徒留下一封信指示到哪裡找人，柯南和小蘭等人百思不

解，小朋友請你動動腦幫忙解開這封信的睹語，讓柯南知道小芳在哪裡:

重牛日門黑十木口目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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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像連連看的遊戲，經過組字排序之後就可以找到稽語。」

(答案:晚間八點木柵動物園見)

總之，小學生語文能力的增進，除了例行生字詞、注音等基本功的練習以

外，偶爾利用孩子愛看偵探故事的心理，編寫一個有趣的語文遊戲，這樣的創

意菜也能提高孩子學習的興趣。

目前各國民小學普遍從中年級開始安排電腦課程，並指導學生利用電腦搜

尋資料，綜合整理寫出報告，這是正確的方向，有助於孩子的學習，但是如果

經常以電腦輸入完成作業，可不是一個好點子。電腦真有的功能，能快速地協

助孩子完成報告，卻剝奪孩子練習寫字的機會。寫字的機會少了，相對的，錯

別字也多了。所以在基本功練好以前，學生不宜過度依賴電腦完成作業。

至於家庭也應該在提升孩子語文能力方面，扮演更積極的角色。平時父母

應該指導孩子收看良好的電視節目，多閱讀書籍，營造具有書香氣息的家庭氛

圍;假日可以陪伴孩子參觀藝文展覽，欣賞各類藝文表演節目，以拓展視野;

更要多與孩子交談，指導孩子使用正確的語法。

最後要談談媒體單位應負的社會責任。不管平面媒體或電子媒體，推廣文

化的力量不可忽視，如果能夠匯聚起來，將可形成一股洶湧的洪流。只可情媒

體單位也可說是破壞文字一致性與正確性的始作俑者，為了提高收視率，運用

同音異字，改變詞語的原意，誤導了大眾，因此我們要呼籲媒體單位正視問題

的嚴重性，推動「寫正確的字，用正確的詞，說正確的話」這個運動，搶救孩

子的語文能力。

做為實施社會教育的一環，國語日報協助推動語文教育一向不遺餘力。國

語日報是一個公益法人團體，在業務的營運上，與一般報社不同，是以

前提，以教育做號召。因此除了發行報紙，出版兒童讀物以外，還成立

心，與大家共同推動語文教育。我們深信火星文在短時間中無法改變傳

字形式。至於將來呢?相信經過時間洗鍊仍能吃立不搖的文字，一定會

美的。

面對dkiI!文字…-IE尋覓
國語文教訝的問題

蔡婷婷@主任

華語熱潮席捲全球，中文正體字

與簡體字的議題近日亦引起廣泛的討

論， 95年度大學學測國文科出現「火

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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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文 J 試題，引發支持者與反對者的爭議，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於94年度開始辦

理國小六年級學生國語文檢測，圈中基本學力測驗從今年度起試辦加考「寫作

測驗並於96年度正式施測，這是教玫十年來，國語文叉重斬獲得社會各界

重視的開始。

童、前首

中國自二十世紀開始開放改革，由於經濟和國力的高速增長，讓世人感

到華文的無窮魅力，世界各地掀起學習中文的熱潮。例如:目前日本學習中文

的人大約將近二百萬人，主要有學生、企業人士與從事中日工作的人。設有中

文課程的大學約有五百多所，學生選修外語第一志願為英語，第二選擇則為中

文，更有些日本學生希望能用中文看懂「三國誌」做為為學習中文的目標。日

本的鄰國韓國亦有四十萬人學習中文，因為懂得中文的人能優先成為各大企業

爭相延攬招聘的對象。「中文熱」的現象亦在泰國升溫，泰國政府為了加強國

家在亞洲的競爭能力，已要求教育當局修訂當地中文教學課程。在蘇俄懂得中

文的老師全然不需為生計煩惱，法國、美國亦將中文從邊緣、欣賞的課程改為

主流與實用的課程，這一波華語熱潮，同時也造成中文教師的短缺(劉偉茗，

2006) 

全球雖然有14億人口使用簡體字(楊惠芳. 2006) .然而要學習書法、

了解古書以及中華文化就必須從認識正體字開始，正體字的最大優勢是可以從

字型結構中，看出文字演變歷程及文化意涵。亞都麗緻飯店總裁嚴長壽先生亦

指出，臺灣有二項優勢尚待包裝與行銷，那就是美食與華語。

正當全球華語文化商機正熱，臺灣卻面臨九年一貫課程教改之後，學生

國語文程度迅速嚴重低落的問題。 94年度臺北市國民小學六年級學生國語文

能力檢測中發現，學生錯別字多、誤用成語，運用部首查字典了解字意的能力

差，學生作文雖然通順，不過敘述流於口語化，修辭少、用詞貧乏(陳康宜，

2006) 。是以搶救學生國語文能力是社會各界與學校所正視與關心之議題。

現階段各級學校爭相討論如何提升學生國語文能力的同時，卻又面臨在網

路時代與電視傳媒影響下，青少年的次文化中流傳以網路聊天室使用的「注音

文」與「火星文 J 坊間有「火星文」的出版品甚至更有「火星文」翻譯器，

「火星文」儼然形成另類新文體。生活中無處不見「火星文」字的出現，就連

超商贈品打著全民拼英語的口號，贈送的卻是「火星文」意涵的英文磁鐵，雖

然博得年輕族群的收集與討論，但是對於提升學生語文能力並沒有任何助雄。

貳、國小高年級學生如何看符「火星文」

筆者自接獲臺灣師範大學實習輔導處辦理「國教希望工程系列講座」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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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約，即著手編製「國民小學高年級學生對火星文的認識與態度」問卷(附件

1) ，並以國語實小全體六年級學生為研究對象，總計發出問卷346份，回收

問卷330份，回收率達95% '統計結果如下表所示:

因為本問卷屬匿名填答，所以學生可以放心地表達自己的意見，而且議題

符合高年級學生的興趣，故學生暢所欲言，所收集的資料則益加真實貼切，以

下就學生對火星文的之意見彙整分析說明如下:

一、在數量統計上:

(一)國小高年級330位學生中，近9成學生知道並認識火星文。

(二)填答者高達5成至6成表示曾經看到、讀過或使用過火星文，其中以「和

同學聊天」比例最高，另外約1成的學生會在網路遊戲中看到或使用過

火星文，也有1成學生不認識火星文。

(三)全體六年級學生表示會使用火星文字者高達7成。

(四)教師禁止學生在正式作業或報告中使用火星文也高達8成5 。

(五)填答者認為常使用火星文會造成自己的國語文能力下降，高達6成2; 認

為不會影響的亦佔3成8 。

由以上統計得知國小高年級學生，受同儕以及網路影響，使用火星文字高

達7成以上，這是一股來勢洶洶的流行趨勢，但是仍有近7成的學生認為常使用

火星文，國語文能力會下降，當然在這場火星文大戰中，教師堅持學生在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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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與繳交報告必須使用正確國字亦佔多數。

二、在開放性問題所獲得之意見分析:

筆者在問卷第六題中提供一段由網路上摘錄的火星文文章，並且附上全文

翻譯，請學生閱讀後表達自己的想法，所收集的意見可以分為以下三類:

(一)完全看不懂火星文要表達的意思

多數學生以一頭霧水、這篇文章好難看懂喔!表示火星文不好閱讀，但是

也有學生簡單表達自己的意見，用詞也很有趣，如:只看得懂王j民、啥米東東

啊?真扯，太誇張了!現在人越來越古怪，常讓人哭笑不得!

(二)跟得主時代才的人使用火星文

表示贊成使用火星文的學生，認為使用火星文很酷!很好玩、有趣、有藝

術感、有創意、超酷的、增加生活趣味，還有學生認為這位使用火星文寫文章

的學生，火星文造詣高超，讚賞他是很資深的火星人，並且對於作者能想出這

麼多代號寫信，感到敬佩。

(三)火星文擾亂說聽書言捍衛中文

筆者整理近27筆反對使用火星文寫作文的學生想法，他們認為沒有翻譯還

真看不懂火星文文章，突然覺得火星文很恐怖，他們也認為用火星文寫文章，

寫了別人看不懂也是自寫，並且質疑到底是誰發明火星文，連說臺灣真是沒救

了!還有學生認為火星文很亂，這種流行真是真奇怪，火星文難懂，自己不會

使用火星文，也有學生說:正統國語文不用，寫什麼火星文?當然還有維護國

粹的學生說:中國千百年文化請不要拋棄它!

在開放性問題八:請教學生常使用火星文會造成自己的國語文能力下降

嗎?高達6成2學生認為使用火星文會降低國語文能力，認為不會影響國語文能

力有3成8- 可見國小高年級學生認為火星文還是不要太常用比較好，本題所蒐

集學生的想法非常有趣，僅就學生回應之內容，分額整理如下:

一、常使用火星文不會影響國語文能力

學生認為使用火星文僅是趣味與溝通使用，請大家不要大驚小怪，也有一

類意見認為自己會在適當時機使用，不會和國語文混淆，第三者則認為語言學

習不會互相干擾，還有學生認為學會火星文等於學會另一種語言。以下為筆者

整理分類後之學生意見:

第一類:純趣味溝通使用

1.火星文只是和同學聊天使用，跟國語文能力沒關係。

2. 我只在聊天或留言時才使用 o

3. 只是跟同學聊天使用，沒關係。

4. 這只是好玩而已，讓生活更有趣。

第三顯:會在適當時機使用，不會祖國語文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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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學了火星文，還是會說國語，只要適當使用就OK!

2，我只有在網路上聊天會用火星文，日常生活中不會用到，而且我本身很愛看

小說，因此國語文能力還不錯。

3. 我會分清楚，火星文只是為了方便，不能和作業混在一起。

4. 因為我會分開用， 50沒差，在學校一套，在網路一套，而且學得多，才會看

得懂別人說的話。

第三類:學習不會互相干擾，不需太擔心

1.當學習別種語言，國語文和火星文很好分辨。

2. 都那麼大了，應該不會混在一塊吧。

3. 學日文、英語也不會搞混啊!

4. 火星文和中文是兩回事。

第四類:其他

1.只要充實語文知識，影響就不會太大。

2. 比起中文還有創意。

3. 學會火星文等於學會另一種語言。

4. 很有自己的風格

S. 使用火星文會造成國語文能力降低

二、學生認為使用火星文一旦養成習債，國字一定會忘記，國語發音也會不標

準，還有學生認為這是對中華文化的不尊重，更有學生擔心正體字會消

失，當然也有學生提到寫一些老師看不懂的字會被老師罵。以下真實呈現

國小高年級學生所提出之想法，整理分類如下:

第一類:習慣一旦養成，會忘記國字的寫法

1.大家會漸漸依賴火星文，久不寫正常的字，到時候連中文都不會寫，而忘記

真正的國字。

2. 簡略的文字會影響我們語文表達，導致能力退步。

3. 火星文簡單，國字要寫很多字，一直不寫國字會變懶，用久了會忘了本來的

中文。

4. 火星文會讓人會錯意，發音也不準，在與人溝通時會有些問題。

S. 火星文擾亂視聽，會懶得寫國字，久而久之就會忘記，字怎麼寫。

6. 大家以火星文取代筆劃繁雜的文字，原本可以減少花費時間，日子一久，會

漸漸忘記原本的字。

第二顛:這是對中華文化的不尊重

1.雖然方便，用久會習慣，在文章、寫信與考試會忘記，對中國干年文化不敬

重。

2 會破壞原來的語言，破壞中國字的美感，整個文章讓人看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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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類:擔心國語文正體字會消失

1.我們什麼事都用火星文，慢慢變成習慣，中文會不見。

2. 常用火星文，中文能力會下降，中文在世界上就沒有意義了。

3. 我們會忘記原本的字，國語文會消失，中華文字會慢慢不見。

4. 大家如果夭夭都用如此簡單的方法寫字，往往會忽略中國字的獨特及美麗，

以後中國字將會消失，我們都將成為火星人。

第四類:其他

1.老師看不懂，就會被罵。

2. 中文都學不好，還學火星文真是無聊，要弄清楚先後順序。

3. 不練習國字會使我們變呆。

4. 媽媽叫我不要用火星文。

5. 常說火星文，講話會變得口齒不清，國語發音會不準。

6. 我不是火星人，所以我不使用火星文。

從330份問卷分析中得知教師的態度影響學生最大，老師若堅守學校作業

中不能出現火星文字，學生即能遵守，火星文就只會是學生同儕間有趣的溝

通。但是教師若認為使用火星文可以拉進與學生的距離，也視為鼓勵學生勇於

表達自我意見的想法，而開放學生使用者，則火星文將入侵學校課室與校園。

費、現今國語文教育的閥題與關境

前面提及教師的正確態度與指導學生使用正體字是很重要的，現今國語文

教育在國小教育現場，亦有以下問題:

(一)國小教師國語文專業能力持重視

一般人以為會講國語，國語文就好，這是錯誤的想法，國語文知識必須透

過系統教學，如:以新詞生字教學為例，生字的形、音、義必須同時教學，讓

兒童了解讀音、語法、涵義與文字的筆畫、間架等。進行課文深究時透過教師

提間，培養學生能摘取段落大意、說出課文大意的能力，了解課文主胃，建立

學生良好的價值觀;在形式深究時則教導學生句型、修辭技巧、寫作架構與發

表的層次，再透過教師設計的延伸閱讀活動，豐富學生寫作背景經驗與詞彙，

讓學生視寫作不是難事。這樣系統性的國文教學，需要有國語文教學經驗的老

師傅承或是在師資培育時即重視未來師資國語文能力的培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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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九年一貫課程國語文教學時數不足

國語文教學時數自教改前每週8-10節，減至目前每週4-5節，學習節數嚴

重縮減，亦可能是造成學生國語文能力低落的因素之一，亞洲地區如日本國

小國語低、中年級的8節，高年級為5.1節;韓國國小國語低中年級7節，高年

級為6節;新加坡基礎課程為8-12節;中國國小閱讀量與背誦量佔有極大的份

量;法國於幼小時即強調閱讀與背誦. 3-6年級加強訓練聽讀寫課程，並逐年

增加時數。以上可知，在各國重視國語文的同時，僅有臺灣地區國語文授課時

數驟降的現象(馮永敏. 2005) 

(三)教科書開放審定版後教材量縮誠與海化

國語文教學時數減少，相對影響的是教材量，筆者在民國76年擔任國小級

任教師時，當時每學期國語課數24課，一年學生學習課數達48課。 82年修訂

之課程標準每學期課數減至21課，其中包含略讀3課，僅教授生字，實質上課

18課，一年學生學習課數降至36課。九年一貫課程實施後，國語文課數由18

課驟降為14課，一年學習總課數僅剩28課，等於民國76年學生所上課數的一

半強而已，除了教材減少以外，以往國編版教科書之編輯委員多為語文專家或

兒童文學作家，國語文課文用詞優美、文學性強，現在的課文，為了遷就時代

意義，需要兼顧鄉土性、國際性、兩性與環保等主題限制以及教科書審查的壓

力等，課文難免有許多缺失(羅秋昭. 2005) 

肆、國應對第與結語

火星文的盛行使得優美的國語文受到挑戰，火星文在一般年輕學子的想法

是有趣、俏皮，跟得上時代，作為學校教育人員的我們卻擔心學生使用自創的

火星文，時間一久習慣後，很容易忘記國字的正確用法，往往學生一篇完整作

文中錯別字連篇、成語誤用胎笑大方。正當全球熱衷學習中文，而臺灣中文優

勢卻江河日下，學生國語文程度下降，這將會影響學生未來的競爭力。

在小學的教學現場，教師的口語說明或文字使用，直接、間接地成為學生

模仿與學習的對象，提升教師國語文專業能力，是現階段重要的課題。臺北市

政府教育局目前正研議增加國民小學國語文的教學時數，即為重視學生國文能

力的第一步。此外，學校除了辦理教師國語文研習課程外，應恢復辦理校內教

學觀摩會，邀請具有教學經驗的老師，將國語文教學在聽、說、讀、寫、作各

陳康宜 (2006 ， 4月 21 日)。北市小六生國語檢測，部首辨識最弱。國語日報，第1版。

馮永敏 (2005 )。臺灣中小學圍語文授課時數與其他國家之比較。文訊 .239.53-59 。

楊惠芳 (2006.4月 25 日)。正體字不孤單，深厚文化相伴。國語日報，第2版。。

劉偉茗 (2006 )。待開發的化產業「漢語熱」裡的商機。攀高縱橫. 100 , 21-25 。

A闕， 2007 Second的 E臨ation ~211在



方面的國語文教學指導方法，由教學觀摩現場中分享與推廣，讓年輕的教師有

正確的國語文教學專業知能，並且邀集有實務經驗的老師編輯國語文教學之相

關教學策略與迷你課程教師教學資源于冊，提供教師學習參考使用。

為彌補國語文教材量不足的情況下，各校亦應積極鼓勵學生喜愛閱讀與大

量閱讀等，閱讀媒材應包括書籍、報章雜誌、短文與影片，擴增學生的學習經

驗，並且提供學生寫作發表園地，鼓勵學生寫日記、寫作等，讓學生習慣用優

美的中文表達自己的想法。

筆者曾請教校內教師 r 若有學生使用火星文寫作業，身為教師的你會怎

麼辦? J 老師不疾不徐地回答我說 r我會退回學生的作業，請他改用地球文

字書寫。」我想老師的回答是火星文進攻地球，學校老師的一致態度。向火星

文說NO' 國語文是重要的工具學科，提升學生的國語文能力端賴教師的專業

與努力了。

綜合討論

主持人@賴明德教授: 國語實小@許晉豪同學:

一般都是老師在講，現在 我的問卷是填 r 火星文

讓學生親自來講一講對火星 應該不會造成國語能力下

文的看法吧! 降」。我個人認為，除非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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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使用很多火星文，或者識

字能力不足，要不

然應該不會跟國語

文混淆。就我們班

上的情形來說，很

少看到夾雜火星文

的作文或是小記，

所以，我覺得其實

圈， 使用火星文並不是

很嚴重的問題，沒有什麼大

不了的。而是用了太多且沒

有辦法分辨的人才會搞混。

國語實小@蔡婷婷主任:

請問一下，你會不會用火

星文?

國語實小@許晉豪同學:

我偶爾用一些，但不是很

頻繁。

國語實小@蔡婷婷主任:

你在什麼時候用?



國語實小@許晉豪同學:

在留言或者寫一些日記的

時候用，雖然現在我已經沒

有再寫日記了。

國語實小@蔡婷婷主任:

請問你在線上玩遊戲，什

麼時候使用火星文?

國語實小@楊閑志同學:

我大部分都在上網聊天時 星文是什麼?

國語實小@蔡婷婷主任: 用火星文。

時下的火星文你幾乎都認

得嗎? 國語實小@蔡婷婷主任:

國語實小@許晉豪同學: 別人上網聊天使用火星

不一定吧。應該沒辦法百 文，你看得懂嗎?

分之百閱讀啊! 國語實小@楊閑志同學:

國語實小@蔡婷婷主任:

你們班有沒有最厲害的使

用火星文高手?

國語實小@許晉豪同學:

這個我就不確定了，不過

老師有提過班上有個女生，

她的部分作文可能會夾雜一

些額似的文字。老師嚴格禁

止我們在作文或功課裡使用

類似的文字。

國語實小@蔡婷婷主任:

你們對於老師的禁止使用

火星文的看法是什麼?

國語實小@許晉豪同學:

其實也沒差多少，因為本

來會把火星文用在功課裡的

例子就很少，所以影響不

大。

國語實小@楊閑志同學:

我個人認為火星文很方

便，而且我也使用火星文。

或英文都可以。

國語實小@

國語實小@楊閑志同學:

不知道耶，有很多。

主持人@賴明德教授:

我請問你一個問題。火星

文我們普通都用在日常生活

部分不是很清楚。

大部分都看得懂，還有一 比較簡單的用語裡面，如果

國語實小@蔡婷婷主任:

那你是用火星文回應別人

嗎?

國語實小@楊閑志同學:

對。

國語實小@蔡婷婷主任:

比如說?舉一個例子吧!

玩線上遊戲時你怎麼使用火

星文?

國語實小@楊閥志同學:

日常用的句子都可以用火

星文。

國語實小@蔡婷婷主任:

你改一個句子看看。

國語實小@楊閻志同學:

「你好嗎」就可以用注音

或者是英文。像「你」就可

以寫成 r U J r 好」就寫

說像我們的國歌「以建民

圓，以進大同」用火星文要

怎麼表示? r 三民主義，吾

黨所宗;以建民國，以進大

同」的火星文要怎麼講?

國語實小@許晉豪同學:

應該很少用到這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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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語實小@

可能吧!我們目前還沒遇

到這種狀況。

成「尸 J r 嗎」寫成注音 短討論)

(以上是對國小小朋友的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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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賴明德教授:

我想許多在座的老師已經

從事語文教學了，而在座的

同學應該很快也要從事語文 者從理論上、實際面提供了

的教學 r 火星文」是一定

會碰觸到的現象，將來也會

面對。今天聽到三位專家學

一些寶貴意見，看看各位有

沒有什麼問題提出來，大家

一起腦力激盪、互動一下。

新世代的火星文字對關語文教育的衝擊如何?

主持人@賴明德教授: 不是只有我們平時說話、表 這封信寄到FBI去解讀。其

基本上，我們要用傳統、 達，或者感到好玩而已。 實並沒有這件事發生，這是

純正的語言來表達，立意都 網友捏造的。但是隔天年代

是好的。如果說是為了輕鬆 師大教研所@陳俞志: 新聞馬上就出現獨家報導，

一下，或者用「創意」做藉 我是師大教研所的學生。 網友們普遍反應可以看出兩

口，讓學生使用火星文卻不 針對火星文如果氾濫，會不 個現象:狹義的火星文大家

加以糾正，我擔心十年以 會降低每個人的中文程度， 都不能接受，對中文程度的

後，火星文就真的有「星星 我的想法沒有那麼悲觀。就 影響應該是有限，因為大家

之火，可以煉原」的狀態， 我自己上網的經驗，很多 都知道它其實只是口語化的

到時候我們眼睛所見的文章 BBS或者是網站、聊天室現 東西;再者，媒體的影響力

可能真的是面目全非!還有 在都很禁止使用火星文。狹 真的很大!它只是一篇笑話

一點，文字、文章是一種表 義的火星文是讓人看不懂 版上的反諷文章，在版上轉

情達意的工真，我們現在面 的，也就是通篇都是火星文 載，讓大家笑一笑，看過的

對火星文只是牽涉到語文的 組成的文章;但是如果是夾 人都知道那是假的，可是不

問題，而我剛剛提到，我們 雜類似Orz或者是一起看起 曉得是哪個記者看到這篇文

還有一晶教育上的問題，或 來比較有趣的小圖型，這且 章之後，馬上用獨家來播

者是史地方面的問題，甚至 都是可以通用、被大家接受 報!也讓人看出了這兩個問

哲學上的問題。這且問題使 的。如果是大量使用以致於 題，令人很訝異。謝謝。

用我們純正的文字來表達， 大家看不懂的文章，在網路

是不會有問題的;如果用火 上是不被接受的。我是想做 國語實小@許晉豪同學:

星文來表達一個哲學問題、 個說明，老師們引用的這 好像每個時代都有它的流

一個在學術上比較深奧的問 個事件其實是一個網友為 行語，二十年前、一十年前

題，會不會產生誤會?會不 了反諷火星文，就在PTT 也有當時流行的用詞，可是

會產生爭議?恐怕這就是一 的笑話版上寫了這篇文章， 現在已經很少使用那時的流

個大問題了。語文的使用 提到有人寫了一封信，並把 行語了。火星文其實也是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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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其中一種流行語，會不

會影響下去一一其實我認為

先前的流行語現在沒有多少

人在使用，火星文移到下一

代繼續使用的狀況，我想應

該是很少吧。

主持人@賴明德教授:

謝謝許同學!他的意思

是，或許現在火星文很熱

門，但是過一段時間以後，

也就沒有了，因為語言會隨

著時代不斷地改變。像我已

經快七十歲了，我小時候聽

到形容一個人愛「吹」

是說這個人很愛吹牛的意

思;後來的說法變成「很會

『蓋.!I J 就不容易聽懂。

為什麼會變成很會「蓋 J ? 

這「蓋」是指蓋房子嗎?我

想這當然是沒有關係，可是

它約定俗成後，就變成一種

說法。從前說「男子」

「女子 J 現在叫「男

生」、「女生 J 可是不曉

得什麼時候又變成了「凱

子」、「馬子 J !我第一次

看到這種說詞，真的不曉得

那是什麼!這說明了語言的

確是在變化的，變到後來約

定俗成。像最近在談這次大

考中心考學測出了「達人」

這個詞，這樣的詞不屬於國

語的正確用法，可是像「壽

司」、「便當」這些詞卻已

經變得是正確的話了。這是

因為一個詞剛剛開始還沒有

約定俗成的被廣泛使用，大

家就不太容易接納;而已經

流行很久的、約定俗成的，

像「壽司」、「便當」這些

詞，大家就比較容易接受。

所以語言跟社會的發展、時

代的發展有密不可分的關

係。我們強調，不要把還沒

有約定俗成的語文用法當作

普遍的說法來使用，應該等

它約定俗成了以後，成為普

遍的語文說法，就比較不會

產生問題。

我發現有時候不一定是火

星文，有些從英文直接音

譯過來的翻譯現在也慢慢

變得很普遍，比如說「學

生被老師Ii' K .!I了一頓」的

Ii' K .!I剛開始也不太了解

它所表達的意思，但是現在

大家也都可以接納了。或者

是 'K書 J 這也不是純正

的語言用法，可是慢慢地約

定俗成，也被大眾接納了。

不過這是比較簡單的，像火

星文這樣整篇的模式，以我

目前還沒有辦法接納，可能

再過二十年，我的腦筋也都

還沒有辦法接受這種語文表

達模式。

國語日報@黃碧綾組長:

我想火星文並沒有那麼可

↑白，它使用的情形在我們寫

作組就跟學校一樣。我們有

三千多個學生，為了耍了解

孩子寫作的品質以及多數孩

子容易犯的一些錯誤，會定

期調閱他們的寫作本，普遍

發現:孩子的錯別字增加。

其實像火星文在寫作裡面也

不能說完全不能使用的!它

的使用要看場合，看使用在

什麼地方，私底下，或者是

兩個人在網路上交談的時候

使用，影響不大。甚至於在

寫作的時候也可以用火星

文!什麼情形之下可以用?

比方說寫的是一個故事，故

事中的人物是年輕的、現代

的、愛表現的，在對話的時

候就可以安排穿插一些火星

文。或者所敘述的事件、人

物是很本土的，或許是一位

老先生，他可能已經習慣說

什麼樣的話了，這個時候為

了適切地表示出這個人平常

的言行，表現出他的思想、

年紀、背景，是可以在對話

中安排一些火星文的。我想

這樣運用之下所寫出來的故

事文章會更有真實感，因為

寫作符合中心人物的背景特

性。

主持人@賴明德教授:

還有一點，基本上以我們

的年齡層，都是受過很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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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純正的語文訓練，所以 從小就受火星文影響，以後 被普遍使用，連剛進學校，

現在來看火星文，當然會覺 如果只看得懂火星文，那我 才一、二年級的學生都受到

得「不會!我們絕對不會受 們傳統的一切該怎麼辦?我 火星文的影響，久而久之，

影響 J 但是仔細想想 們不受影響是因為我們已經 學生對我們傳統純正的文字

看，如果是現在剛出生，或 免疫了，因為我們使用純正 還能不能看得懂、對他們會

者五、六歲的小孩子，他們 的語言。萬一有一天火星文 不會產生影響?

小學促使用火取文字的正面性影響和負面性影響為何?

市教大教育系@蔡欣好: 是為了要占掉格子空間，所 天講「你媽去喝水 J 為

我想到我們這一代當學生 以就以英文，或者是一個表 了方便，會把「去」寫成

時就是從 rLKK J 開始， 情符號來寫。要是今天感到 r < J '有一天會不會變

那時說 rLKKJ 可能就有 很開心，可能就畫一個笑臉 成「你媽〈喝水 J ?像我們

人聽不懂，但是到最後大家 給老師看。當然我也看得 說「可以嗎 J 現在都變成

聽到 rLKKJ 就知道是在 懂，可是到底我們是應該要 「口以嗎 J 另外我想請問

說「老扣扣」。如今的火星 禁止，告訴他們「你不該這 一下楊閥志小朋友，你以後

文會不會一開始只有一兩個 樣寫，應該寫 r我今天很高 講話會不會變成這樣子，有

是我們能接受的，而最後被 興.!I而不是這樣子畫」 過於口語化的現象產生?

我們所接受的火星文越來 有時候小朋友反而會覺得他

越多，會不會慢慢地約定俗 們只是想跟老師分享「今天 國語實小@楊闊志同學:

成、被大家所接受?如此一 感到很開心」的心情，所以 我是不會有這樣的情形發

來就有可能影響到日後國語 就畫上一個笑臉，老師卻會 生，因為我用火星文都是用

文的教學。 用很規矩的眼光去看他們， 打字的，不會用講的。

有時候看到小學生的小 可能會抹殺孩子的創意，其

筆記，不曉得是為了湊版 實當老師也不曉得要怎麼去

面還是其他原因，裡面會 拿捏比較好。

夾雜很多英文，英文字比

較長，這樣筆記的格數就 市教大教育系@陳雅音:

會被占滿。比方說「明天 我的問題很簡單，想請問

就是Mother' s Day J '小 文字與書化語言的關係。因

學生不會照寫「明天就是母 為現在我們所說的都是比較

親節 J 光是 r Mother' 書面的用法，但是有一天

s Day J 就已經是一長串， 會不會變成我們連說話都

可以占掉很多格。我想或許 是這樣?比如說，我們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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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火星文字的興起，未來的國語文教育該如何應變?

師大人發所@蘇芳儀: 有特別要求錯別字要扣多少 物是留言給老師，但是時間過

我是師大人發所幼兒教育 分，所以我在想:學生這樣 了之後就要回到國語文。我

組的學生，我看火星文這個 使用火星文，包括他們以後 要跟大家報告自己第一次

問題是因為我曾經接觸了一 寫作文，而評分標準裡又沒 接觸到火星文是在收到小

起小學生，而他們所使用的 有明確地要求學生要使用正 孩子的卡片時，卡片上寫了

火星文實在讓我很難理解。 確的國語文字，會不會造成 r 3Q J .我第一次看到的

雖然我自己上網跟別人聊天 作文評分上的困難或者作文 時候，老實說，我感到很親

時也會使用火星文，但是我 教學上的困難? 切。這次我整理火星文相關

覺得其實年紀小的孩子們用 的資料，我發現其實「文字

起火星文更是活潑!如果像 國語實小@蔡婷婷主任: 後面就是文化的部分 J 真

剛剛老師提到 r 火星文也 我先回應剛剛這位老師提 正的文字如果不見了，其實

是一種語言創作的表現。」 到創新文字跟文字文化如何 背後代表的是文化的流失。

那麼在課堂進行的時候，如 並存在學校的問題。我覺得 就像正體字的優秀與美麗其

何能夠讓孩子創作自己的思 與其「圍堵 J 不如開放一 實都具有它的文化內涵在裡

想、同時也能保有我們中國 個窗口。如果我是一個班級 面;所以文字不見的時候其

文化傳統的思想呢?謝謝。 的老師，我會有一段時間讓 實是一種文化的問題。

大家在班級中做這樣的議題 第二個，老師在教室中所

師大心輔所@方鄒珍: 討論，這段時間就讓孩子暢 具有的是一種堅守崗位的角

我之所以來聽這個演講是 所欲言來做火星文的探究或 色。我們學校的老師是不禁

因為以前我是國文老師，班 研究，而孩子在討論時間中 止同學們之間的留言使用火

上的學生也會出現相同的問 都可以自由運用火星文，但 星文，但是在正式的作業裡

題，造成教學上的困擾。他 在討論時間結束後就要回到 是完全禁止的。我看到年輕

們會把習慣用的火星文運用 正規的國語文教學。就是讓 的老師對學生在第一時間內

在作文教學中，可是今年要 孩子在一個固定時間中自由 「對老師使用火星文」的感

加考作文，我看評分規則沒 地運用或研究火星文，甚至 覺是很親切的，也是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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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孩子距離很近」的感 清大外語系@招彥甫:

覺。我現在要講的是十年 各位都知道寫作用的文字 主持人@賴明德教授:

前，當教改學語文的潮流開 跟口語用的文字最大的不同 清華大學外語系的這位同

始時，大家都覺得讓孩子去 在於:寫作用的文字特別注 學對國語的了解很徹底，本

暢所欲言是沒有關係的，老 重用詞，不該太過冗贅，也 身所學的又是外語，你所談

師批改作業為什麼一定要去 不該有太多口語的東西。就 的話題是相當深入的。你的

挑錯字呢?挑錯字就會妨 我自己所觀察，火星文採用 意見是:火星文表現在口語

礙孩子思考的流暢性。但 了很多口語的語言或者相關 有時候我們還可以忍受，可

是十年後，我們看到錯字連 的諧音來寫作。所以我個人 是正式的文章絕對不能用火

篇。如果現在老師的態度是 認為，正式的書面寫作是絕 星文;第二個問題是希望能

認為火星文進入到文章中有 對不應該有火星文的，因此 在中學裡開設一些文法的課

什麼關係，未來的影響就是 我相當贊同蔡老師「火星文 程。

像我們現在所看到錯字連篇 跟正式語文要分開」的論 我不太了解其他大學，以

的情形。關於語文現象的混 點。我也覺得一般的媒體不 師範大學或者是教育大學，

雜，老師的態度如果是「並 應該推波助瀾，濫用不正當 基本上都有語法的課程，也

存 J 我認為可以接納，但 的修辭法來妝害我們的國文 就是中國文法的課程，受過

是要很清楚該什麼時候放、 能力。另外想請問賴老師: 這樣正規訓練的老師到中學

什麼時候收，用這樣的方式 如果要加強學生的語文、句 裡去教授語法都沒問題;但

來跟孩子相處。 構能力，那麼在中學時期開 是別的學校或者別的科系有

設一起中文文法的課程，是 沒有開設這樣的課程，我就

否可行?謝謝。 不敢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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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剛剛又想到了一個問 人說火星文很有創意、學生 要!因為老師就是孩子的示

題:如果火星文只是一種短 都覺得很有趣，但是以我個 範。當老師能力夠的時候，

暫的現象一一我們也希望 人態度是:第一，我絕對不 可以把一起原則、規則告訴

它只是一種短暫的現象一一 鼓勵;第二，當我發現火星 孩子，孩子會照著老師的原

但是在火星文之後會不會又 文的使用，我一定會善意的 則去試做，試做之後，孩子

有什麼水星文、天王星文的 糾正。能夠做多少就做多 會根據老師的要求而有所里

產生?我想這很難講，因為 少，否則火星文一旦氾濫， 現;如果老師完全是採取放

時代不斷地改變。就好像現 大家都變得只會看火星文， 任、不做教導，那就免不了

在大陸一般人只看得懂簡體 而看不懂我們純正的文字， 有「我爸爸一時回來。 J

字，由於十三經、二十五史 是不是我們的經典以後都要 這種句子出現，但其實「一

是正體字，他們看不懂， 翻成火星文呢?就好像正體 時」指的不是「一點鐘」的

所以現在大陸把十一經跟 字經書現在都要翻成簡體字 意思。

二十五史都用簡體字排版。 才行，不然大家看不懂是一 所以，老師的說明對國語

如果有一天變成只看得懂火 樣的道理。 文能力是很重要的!是不是

星文，那將來我們的十一 每個人的國語文能力都一

經、二十五史是不是也要用 國語實小@蔡婷婷主任: 致，我覺得這是一種態度:

火星文來呈現、排版呢?我 我要再舉一個例子，最近 有志當老師的人未來可能會

想不會有這一天吧?我這樣 媒體常把一起小孩子造得很 進入小學、進入中學，在備

的想法只是比較悲觀，但是 好笑的句子拿出來報導，其 課的部分要特別注意，因為

如果我們不好好導正這個現 實孩子會造出這麼好笑的句 老師所教給學生的東西可能

象，即使它只是偶爾出現， 子，老師有很大的關係。當 會影響到學生的未來。老師

萬一有一天形成了一種普遍 然，孩子的能力下降是可以 本身如果沒有語文相關科系

的現象，對我們文化的衝擊 確定的，而我所要強調的 的基礎，至少要有學習的態

恐怕是很大的!所以儘管有 是:老師的語文能力很重 度，要好好備課，不懂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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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也要問到會。累積了備課 句子」、「這是頂真句 J 以我一直強調，我很擔心的

所帶來的能源，再到課堂上 最重要的是:孩子能不能用 是:老師年輕化一一現在年

教導孩子，慢慢地就會累積 頂真句來寫作?老師的功力 輕人很有自己的想法，也會

能力了! 就在於必須指導孩子，使他 覺得老一輩的人很囉釀。我

其實我們以前讀國語文也 們能夠運用修辭技巧去寫 們自己這樣走過來，以我們

不是很認真!但是我們每天 作。現在年輕的老師在這方 的經驗，很希望年輕的老師

都讀它，時間久了也就會有 面顯然比較弱，所以在學習 知道，當他們進到學校後，

語文的背景在。我擔心的 的態度上要努力備課，備課 一言一行都在影響孩子。經

是，現在的老師只以現有的 後要請教其他人，然後再去 過老師的指導，即使是能力

經驗去教國語文，有且老師 指導孩子，在指導之後如果 最差的小朋友，他還是能夠

教國語文其實只限於國語文 覺得不夠，老師還要再做修 了解老師的意思，也會盡力

修辭技巧的指導，告訴孩子 正。老師如果要求孩子必須 去做好;所以我最怕的就

什麼叫作「譬喻 J 什麼叫 回答完整的句子，孩子就會 是，老師沒有指導孩子而放

作「頂真 J 什麼叫作「回 回答完整的句子;可是如果 任他們，那孩子該怎麼辦?

文 J 有沒有讓孩子轉化運 孩子站起來後隨便回答，老 我看新聞報導孩子寫出這

用這些修辭是更重要的!老 師也接受，那麼以後孩子可 麼好笑的句子，真的是很有

師不能只是教學生看完句 能就會繼續隨便回答。我覺 趣!其實在一個班級裡免不

子，然後判斷「這是因文的 得老師的態度很重要，所 了出現好笑的事!那這麼



好笑的句子為什麼會出現在 然可以讓一些居住在山中的 進行教學，而不是特別把文

作業本裡?像我們的作業本 孩子把他們的外語能力拉起 法挑出來當作一門課來修

中都有一句範例旬，然後孩 來。所以師資的能力和專業 習。像在進行國語科的教

子再自己試寫，而孩子的試 是最重要的。 學，老師要指導學生說文章

寫就有很多種可能。也許新 大意，並不會特別告訴學

閩中那些好笑的句子就是孩 國語日報@黃碧綾組長: 生 r 大家注意!現在我們

于自己試寫的句子，但是試 我想，語文的學習應該要 要說大意，要聽好，我們要

寫的時候，老師就要對孩子 注重它的統整性。要依照年 說的是大意。」我們不需要

寫出來的東西做指正。如果 齡來採用適當的教學方法。 特別強調「大意」這兩個

沒有指正，孩子就會把句子 比方說注音符號的教學，對 字。上國語課，我們要做的

寫進他們的正式作業，也就 象不一樣，就要採用不一樣 是先概覽課文，讓小朋友對

會被拿出來當新聞報導的材 的教學方法。要指導大人注 這一課的意思先有個粗淺的

料，但是這可能只是孩子在 音符號的學習時，可以採用 了解，引導生詞的時候從課

試寫的過程中犯錯的一個句 分析法，一個符號、一個符 文當中提出旬，再從句中提

子。 號的教學，但是如果是對剛 出詞，讓小朋友看上文和下

當然，賴教授也提到，孩 要上小學一年級的小朋友來 文，然後理解詞意。先從概

子在學校的程度有城鄉差 說，就要採用綜合教學法， 覽課文開始，再進行生詞生

距，但是我一直認為:師資 先綜合，再分析，最後再綜 字的教學，小朋友對課文才

是影響孩子最重要的根源。 三仁色1、 。 有個統整的印象。

我們也曾經看到很優秀的老 先前提到，在中學安排文 我想，如果老師在進行國

師到南投去教孩子外語，即 法的課程，其實我們應該從 小教學，不管是小一或者是

使南投地區的資源不好，卻 小學、國中就配合國語科的 小六，這種統整技巧的利用

因為一群有熱忱的老師，仍 課文來教授文法，要不斷的 應該是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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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的國語文是針可能與火星文字結合

產生新世代的新文體?

主持人@賴明德教授: 表而已。 解、接受。如果火星文能夠

請問淡江大學的黃復山教 達到這樣的地步，那火星文

授:如果「火星文」不叫它 淡江大學@黃復山教授: 應該就不叫火星文了，可能

「火星文 J 那要用什麼樣 我想火星文是很難變成很 就會變成所謂的白話文。民

的名稱來叫它比較好呢? 普遍的語文，而且它也不太 國初年，當胡適在推行白話

可能取代正統的國語文。因 文的時候，也有很多使用文

淡江大學@黃復山教授: 為語言一定要有邏輯，而語 言文的傳統學者大肆攻擊，

「火星文」如果不稱作 言要在社會中有一定深度， 可是如今我們所講的都是白

「火星文 J 其實也就是一 也就是在人們生活的社會中 話文，很少有人在說文言

般的流行詣，或者是青少年 取得共識，它的內涵、合理 文。如果火星文能變得像白

用語。如果更早以前，黑幫 性、穩定性都一定要得到整 話文這樣，有根底、有自己

也有所謂的「黑話 J 或者 個社會、團體的共同認可。 的推理性，能夠跟前一個文

黑社會有「隱語 J 所以你 可是火星文到現在一直是不 化本體做完密的結合，那這

想怎麼稱呼這種名詞，應該 固定的，而不固定的東西大 種新興文體可能就比較適合

就可以怎麼說它，用不著有 都只能存在於少數團體中。 時下的環境。如果只是人們

一個定規。有一個定規的 就像我們看黑幫的黑話，每 一時好奇，只是少數人一種

話，是在以後如果想到了一 個團體所講的都不一樣;每 未定規的自由心證，從古至

個名詞，可以縮小思考的範 個武俠小說作家在創造一個 今，世界各地像這樣的東西

圍，如果沒有一個統一的名 武俠世界的時候都有自己的 每個時代都有，每個時代都

稱，就沒有這種內聚力。同 一套語言，換成另一個武俠 在做消滅，這樣的情形太多

儕間的內聚力大概也是這樣 小說作者來看，別人創造出 了。聽說全世界有六千多種

產生一種莫名其妙的黏著狀 的武俠世界是跟自己完全無 語言，可是目前也只剩下兩

況。這也因人而異的! 關的。 千多種;到了這個世紀末，

我們一直都強調要注重中 聽說只剩下一千種語言了。

主持人@賴明德教授: 國傳統文化，如果我們把這 所以我們所用的語言跟語

語文這種東西基本上是約 文化切斷了，變成了無根的 文，其實一直都在創新和消

定俗成的，如果不叫它「火 新興國家，或許就需要一種 滅中，就像細胞的增長跟死

星文 J 而叫它別的名稱， 新的文體。而這種新文體也 亡一樣，誠如賴教授說的，

講久了以後它的名字就成了 一定要有邏輯性，一定要有 這也到最後應該都不會變成

那個名稱，其實只是一種代 普世價值，能夠讓大家都了 真正的歷史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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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主持人@賴明德教授: 化，為了宏揚中華文化，我 不鼓勵，我想至少不會助長

非常感謝二位專家學者: 們的寫作要以純正的語文為 火星文使用的氣燄。

黃教授、蔡主任、黃組長。 主，一定要鼓勵，甚至督促 不只是火星文，實際上，

二位以他們的角度提出寶貴 下一代以純正的語文為主。 學生寫錯別字的問題或簡體

的看法。我們今天討論的主 這一項意見綜合各位的看法 字的問題，道理都是一樣

題本來是「面對火星文字 來說，應該是很樂觀的。 的，最後一定要回歸到純正

正視國語文教育 J 黃復山 第二點，有關火星文，我 的語文。

教授的大作是《火星文與國 們不鼓勵使用。民閩、私人 今天在座有二十位來賓，

語文教育) ，黃組長是《由 的運用是個人的權力，但是 我希望每個人都能影響五十

火星文談今日國語文教育問 我們是站在教育工作崗位的 個人，這樣就有一千五百人

題) ，蔡主任談的是《面對 人，不鼓勵火星文的使用。 受影響，這樣下去，即使我

火星文字) ，也就是正視我 如果發現學生有這種使用火 們只有短短三個小時的座談

們國語文教育的問題。不只 星文的現象，我們最好能夠 討論，可是對未來的影響就

談到文字的問題，也談到了 以善意的態度加以導正。多 會很大。如果大家能夠努力

國語文的教育問題，非常感 導正一分，就可以讓學生回 維護純正的語文，就等於是

謝三位為我們做了這麼詳盡 歸我們純正的語文一分。 維護我們正統的文化，使我

的說明跟分析。也很感謝兩 另外，老師的責任非常重 們的文化源遠流傳。如果今

位國語實小的小朋友，提出 大。以老師的專業與能力， 天是個起點，假使未來中華

了他們對火星文的一屆看 要對火星文負起責任:導 文化能在世界上不斷流傳下

法。綜合在座各位老師、同 正。老師必須負起導正火星 去，不被其他次文化或力量

學，以及一位專家的看法， 文使用的責任。再者，媒體 影響，那麼各位的功勞應該

我來做一個簡單的結論。 也要負責任，不論是平面媒 是很大的!

第一點，為了維護中華文 體還是其他媒體，如果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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