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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探索網路使用者在運用火星文溝通時，不同使用者是否賦予同一個符

號，或是表示法不同的意義，因而產生火星文字使用的個人化、社群化的傾向？

而這種個人化對社群的互動關係有何意義？是否因而產生內、外團體的區隔，以

及加深內團體的認同與歸屬感？ 

火星用語在網路世界中，越來越蓬勃發展，並衍生出不同型態的火星用語，

如注音文、顏文字等。本研究企圖理解火星用語對溝通軟體使用者的社交行為有

何種的影響，是否使用火星用語的同時，火星用語也象徵使用者的個人風格，並

且屬於內團體成員方能使用、瞭解的符號系統。本研究藉由分析在聊天室中，實

際發生的聊天紀錄及與成員的深度訪談，研究火星用語在虛擬社群溝通中所扮演

的角色。 

關鍵字：虛擬社群、火星用語、網路社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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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tudy explored when SMS language is being used, can different people 
assign different meanings to one sign or one notion? That is, is the use of SMS 
language personalized? The study aimed to analyze the impacts of this personalization 
of language use on the interaction in a virtual community. Through the use of SMS 
language, people might identify the insiders/outsiders, and reinforce the sense of 
coherence and belonging.    
 
 Keywords: SMS language, virtual community, social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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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動機與研究問題 

近年來科技發達迅速，現代人使用網路的頻率相當高，有些大都會地區的學

校、私人企業也運用網路申報稅收、處理假單、跨行交易、視訊教學面談等，人

們生活周圍充斥著網路媒介的影響之下，漸漸的人們都習慣利用網路這個平台來

聯絡感情、分享生活的紀錄，甚至學習、開店。 

火星用語是網際網路溝通的產物，被廣泛使用在各大論壇、線上遊戲、個人

部落格、網頁遊戲，甚至MSN Messenger、YAHOO!奇摩Messenger、Skype這

些能即時性溝通的軟體，最為簡單的文字、影音、圖像隨著不同網路使用者的特

殊使用方式，產生不同的表意，無論是有意或是無意的改變，都促使火星用語的

產生及演變、發展。無論是火星文、注音文、顏文字、囧文化等，這些火星用語

的演化往往都與社群中的各個網路使用者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而形成其所在社

群中特殊的溝通符碼體系。 

火星用語有意區別一般溝通的正規用語，本文所定義的火星用語，主要涵蓋

1火星文、2注音文、3顏文字、4囧文化。這些非主流書寫文字，主要使用於網路

溝通與人際傳播用途之上。在許多發表的論文中，不乏對這些火星用語研究的做

類型歸納（如曾怡，2007），也有人對火星文、顏文字特殊樣式開設網站寫下每

種文字圖像所代表的意義。在火星用語逐漸發展與改變的同時，人們在使用上會

有些慣用字彙及變革圖像意義，在個人使用的空間之中，每個人對圖像的理解只

限於他們所熟知的形式，有時賦予新的意義，有時沿用創作者的原意。 

在網路使用者沿用、賦予、創造的當下，是否影響或是改變其他網路使用者

對這個圖像或是文字的看法；在轉載使用圖文作家所創作的圖像並賦予圖像新的

                                                
1流行於特定的社交圈之中，非相關社群者可能會造成理解上的困難。 

2
利用注音符號代替正規字體的使用，並有簡化繁體字的用意。 

3
把簡單文字和特殊符號作成圖像，用來表達自己的表情。 

4
將冷僻古字的原意改變，並發展出其他含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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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義，或是自行創作的火星用語，這樣的過程如何影響到其他使用者火星用語個

人化及在固定社群化中使用的情形有何社會意涵？另外，火星用語對使用者現實

生活是否及如何產生影響，都是本研究希望解答的。 

貳、文獻探討 

從許多虛擬人際關係的研究可以瞭解，從網路中發展出的社交關係會有情感

上的感染，但這些互動方式無法替代實際生活中人與人之間的真實情感，從社會

學的角度來看，人也不可能獨立存活不需他人幫助，因此更加無法脫離現實的人

際真實互動，即使如此，人們還是利用電腦網路的各種平台建構許多人際互動情

境，也達到情感交流與宣洩的目的。本章分兩大部份探討，分別是網路的社交功

能，以及火星用語的類型與使用。 

一、網路的社交功能 

Rhdingold（1993）提到，虛擬社群中，彼此可以交談、討論，每個人彼此

的關係建立會透過討論而結合、交換，利用電腦網路的相互溝通，進而形塑出友

誼。網路即時聊天系統的虛擬社群互動模式的現象中，存在各類資訊與情報的交

流，並以各種文字與圖像來進行交換，或是藉由這些動態圖像與文字符號在溝通

中增加一部分幽默感與歡樂，有時也表達自我的情緒。 

從媒介文化的觀點，網路媒介作為一種文化形式，不僅與外界文化互動，本

身亦有特定之文化運作邏輯（Carey﹐1989、Kellner﹐1995），如網際網路中的

虛擬社群就具備如真實社會的精神與意義，在利用文字與圖像，甚至是影像的各

種溝通模式中，同時提供許多感官的探索，讓網路中的其他使用者分享圖像、文

字所傳遞的情緒與感覺，也增加彼此的瞭解。 

因此網路本身即可視為一種文化的形式，其文化的內涵可以從三方面理解：

一是網路經驗，關心網路參與者的認知及評估；二是語言符號系統，不僅是網路

參與者互動溝通的基礎，關係著互動溝通的方式；最後則是互動倫理規範，在新

媒介的運作機制下，原有的社會互動也會受到衝擊（劉駿州，1997）。受到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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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的認知與自我塑造的風格，讓網路語言有許多不同於書籍文字，甚至人際

語言上的特殊表達講話方式，這當中包含字句上的排列組合很簡短、使用上不按

照正統的語法去使用，因而溝通者權力關係似乎變得較為模糊。另外，表情與肢

體也展現於火星用語之中，例如有人熱衷於在部落格每一段後面附註各式各樣的

心情狀態，表示他是用什麼樣的表情在說這一句話。 

用使用者的話說，火星用語的好處在於“不讓大人知道我們在說些什麼”。另

一些使用者認為，火星用語讓使用者顯得很酷。這一說法則體現了另一種語言現

象「隱語」，或者說是行話、黑話，其實也是一種火星文，就是讓有效信息只在

一定的小圈子裡傳遞，造成與他人區隔的效果(徐來，2007)。在網路上特殊的火

星用語有區別我群和他群的用意，不是火星用語的使用者，在火星用語閱讀上會

有困難，也會受到我群的排斥。 

二、火星用語的類型與使用 

   “新事物的出現是新詞彙產生的極為重要的因素，於此相對應的是許多舊詞語

的消失。”網絡交際是利用現代傳媒技術和設備在虛擬的環境中進行的交際，這

種特殊的交際方式賦予了網絡語言一定的特殊性。雖然是以寫的方式來交流，其

實網絡交流應該是一種口頭交流方式，兩個人或一群人在一個虛擬的空間裡面

“說話”，雖然現在可以進行視頻或語音聊天，大多數情況下還是以文字來進行交

流。這樣就沒有了傳統對話時眼神交流和肢體語言等輔助方式，於是就有了很多

的表情圖和象形符號來表達自己的喜怒哀樂(鄭青，2007)。 

現今MSN、YAHOO、Skype都在內建系統裡，附有文字符號與圖像，有的

是生氣、奸笑、難過、跳舞、愛心…等，這些圖像都有附註中文解釋他的意含內

容，可以使用點選的方式，甚至用快捷鍵的方式去打出自己想要的圖像。奇摩和

MSN都在各自開發出不一樣的交流平台與介面，奇摩普遍使用嗆聲娃娃（部份

結合動態圖像）、火星文、顏文字、表情圖示，所有東西都是固定的，使用者幾

乎不能更動裡面的圖像，除了封包式的套用原本設定好的元件，相較於MSN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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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表情符號直接與文字、常見的輸入法做結合，可以按照個人喜好及需求去更

改喜歡的圖案，使用者也可以輸入常用的文字，讓文字直接轉換各種圖像的功

能，MSN的介面靈活度比起 YAHOO、Skype的有些活潑和便利，但是也有些制

式化的存在模式。 

 其實“火星”一詞成為流行用語，主要是源自周星馳的電影名作《少林足球》

中，男主角對仗義為少林隊擔任守門員的趙薇說的一段話：“地球是很危險的！

你還是趕快返回火星吧！”。在流行用語中，這句話使用的時機是，當看不懂別

人所說的話時，就戲謔性的告訴對方“你還是回到火星去吧”，用以嘲諷對方是個

火星人，說(寫)的是我們地球人看不懂的火星文。這樣的用法，藉由網絡而快速

散播，成為許多台灣年輕人的共同語言(安東，2007)。 

常見的火星用語蘊含各種代表性、諷刺、漫畫中的名言、惡搞風格、鄉土語

言、方便（偷懶更動字）、代表聲音表情，以及諧音用法的元素在其中，例如以

火星文來說，最常見的用法「886」，意思等同於「掰掰摟」，附有諧音與方便

的要素在其中，或者是「哇系王小明」近似於「我是王小明」，其中含有「哇系

＝我是」台語的鄉土意含，以及王小明是最簡單普通的小人物代表性質。而注音

文的出現，更是簡化繁體字型，以及溝通的時間，最普遍的客套話「謝謝你」，

就以「ㄒㄒㄋ」的方式來表現，當然也有非常的惡搞風格「ㄎㄎㄎㄎㄎㄎ」，近

似於聲音表情中的冷笑、無言、不認同等意義。 

火星用語不僅有文字上的形式，更出現以不同的文字和各種特殊符號拼湊的

圖像畫面，最早美國人一般稱「顏文字」為「emoticon」，也就是「emotion icon」

的簡稱。主要特色是用於電腦上，以前是利用打字機將標點符號及英文字創造一

些十分簡單的面部情情圖案。最常用的是用 :-)來表示笑容及以 :- ( 代表不開

心，用來代表大笑的 XD 也極之流行。 

顏文字在批踢踢中分為四個具有時間順序與複雜層次發展的重疊與併置階

段：情緒反應、情境再現、互動遊戲與圖像敘事（張智翔，2008）。這類型的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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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畫面到了日本都更是繁複的顏文字出在無名小站、大頭貼的拍攝機器中出現

「( ´◎・Ｉ・)人(・ ・´●)友達ｬﾓﾝ！」，具有人與人之間的互動模式直接表露友

情的象徵性質、情緒上的歡樂等。前陣子在報導上出現過的「囧」字體系，也同

樣延伸出各類網絡流行生僻字的風潮，在大陸論壇更是刮起以「烎」為主體的流

行用語「男人，重要的不是帥，是烎！」等，烎本身有光明之意，網路使用者更

藉此進一步發展為形容一個人的鬥志昂揚、熱血沸騰，來傳達「滿狀態、霸氣、

彪悍」等諸多用語。 

一個十分生冷的字，竟然能在一夜之間火5得燙手，互聯網的威力實在不可

小覦。在“囧”“槑”盛行之後，現在網絡最流行的是“烎”。“烎你就像碾一只螞蟻！” 

“烎你沒商量！”“男人，重要的不是帥，是烎！”……形容一個人的鬥志昂揚、熱

血沸騰，一個“烎”字剛剛出現幾天，便在各大論壇中悄然流行開來，大有火爆整

個互聯網之勢。（會跑的烏鴉，2009） 

無論是哪種火星用語的使用，都有特定的使用者，而某些論壇則排斥火星

文、注音文、特殊符號出現，在建立論壇時內部已經設定這些字元的出現自動變

成「？」的形式。但是，即時性溝通軟體，則是把這些流行火星用語設定在內建

程式之中，也將各種動態的小圖片，讓動態圖片與文字做組合成私人社交中的一

種交流。網路使用者在設定某些沒有文字輔助的動態圖像與個人風格相關，以及

他所擁有的網路社交圈，是否看得懂無文字輔助的動態圖像考量，也可能藉由個

人創作動態圖像的部落格，加以抒發創作理念或是推廣。MSN 和 YAHOO 

Messenger兩大即時性溝通軟體，更是推崇聲音動態圖像的創作，分別與知名動

態圖文作家合作，出了封包形式的聲音動態圖像。 

修辭學上有一個概念，叫新奇求異性原則，它實際指的是：詞彙系統中的現

成詞彙缺少了新鮮感，於是就臨時性地創造出一些新的詞語和表達方式。 這個

概念同樣適用於網絡語言。原有的網絡語言形式隨著互聯網的多年發展， 日臻

                                                
5
 紅，流行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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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熟，同時被大多數的網民所反複使用，因此也就日漸失去其最初的新鮮感。由

於網絡語言有著追求新奇諧趣的語用策略，使得網民們開始去尋找新的語言表達

方式，來滿足自身對於所使用語言新奇的要求。而為了達到此目的，不惜犧牲掉

網絡語言本該有的簡單快捷，展現了鮮明的區域文化特色，形成了獨具一格的城

市文化景觀。它的生命力來自於其廣泛的大眾性。只要是健康的、大眾的、內涵

豐富的，地方性再濃厚的東西都可以在不同的區域找到自己定位。（曾怡，2007） 

火星用語在虛擬空間裡呈現國台語摻雜的使用狀況很常見，另一方面，火星

用語也可能影響到真實生活的口語表現，甚至影響到書寫時的習慣，習於在即時

性溝通軟體打火星用語的使用者，是否會不自覺地的將火星用語的便利符號帶入

他的現實生活中，這樣相互影響的模式，足以為語言結構與語用因素的互動，提

供最佳的詮釋，也讓網路與個人行為的關係，更加密不可分。火星用語有一定分

類，但是大多數使用者在運用上可能是混搭式的用法，一方面使用文字表達自己

的意思，一方面利用圖像來表達情緒的強弱。 

過去的研究都偏向火星用語的各種類型區分（如鄭青，2007）、火星用語對

大學生影響（如任贊，2006）、網路成癮、語言符號(如李衛星、洪岑，2004）、

次文化（如揚寅慶、趙超，2006）的象徵等議題，而本研究以火星用語在虛擬社

群互動中有何種的社交意義為主軸，並且深入瞭解火星用語如何滲入我們的現實

生活。 

參、研究方法 

網路語言的變體反映了社會的不斷變化發展。任何事物都有其多面性, 網絡

語言也不例外, 片面的對其進行肯定和否定都是不恰當的。語言是隨著社會的發

展而不斷豐富更新的, 一種新的語言規範與否, 需要經過其自身的發展來驗證 

(鄭青，2007，p182)。 

在網路語言快速變化，加以網路使用者想要建立個人語言風格，使得火星用

語的出現、演進，而每位火星用語的使用者都有他們的使用目的與看法。在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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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時通訊軟體或是其他虛擬空間中，甚至可能產生差異，本研究企圖審視火星用

語在虛擬社群中的社交意義，以及它對我們真實社會有哪些具體的影響。本研究

將依循兩個路徑來獲得分析的資料： 

一、文本分析 

    在研究文本方面，以MSN、YAHOO、Skype網路即時聊天對談紀錄可以提

供實質的幫助，直接觀測虛擬社群在聊天時的狀況，來瞭解火星用語在虛擬社群

成員間如何被使用、被理解、被定義、被轉用；一個被創造出來，或帶有個人化

使用風格的火星用語，如何被成員接受及理解。 

二、焦點團體訪談 

研究火星用語對網路社交有哪些實質影響，透過焦點團體訪談來理解火星用

語的使用方式，有何特殊性或個人化傾向？傾向又如何影響社群的互動？而火星

用語的使用是否延燒到使用者的真實生活，又造成何種影響？亦可望在焦點訪談

中得到解答。 

肆、研究發現 

第一節 火星用語無所不在 

在過去資訊傳送不便利社會中，人們將文字與圖案運用在信件作為與遠方的

親友交流溝通的管道，但是隨著科技發達人們因為需求所發明的網路軟體，人們

的溝通也很便利。為了讓訊息更加簡潔、有風格、有表情，因此火星用語的出現

也因應著科技的改變與使用者的習慣方式而演化。對於火星用語的研究不能只限

於語言層面，從進入網路使用者的視野開始到成為社會各界注目的焦點時間已

久，無論是初期的大量符號以及省略語的使用，還是到了現今火星用語的出現，

都顯示著它極強的社會性。 

小呆：我比較常用表情符號和MSN，但是沒有把握在寫字時一個火星文字都沒

有，我通常會為了節省抄寫筆記上的時間就把“往右”畫成“→”。當然，有時候我

在打課堂心得也會打了很多注音，把中文的“的”打成注音的“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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邪惡小豬：聊天室、寫日誌會用拉，寫中文沒什麼特別感覺>w<，也沒寫到火星

文那一頭，不過很常看到的火星文字出現在生活周圍，好比說…杯子、吊飾 

、新聞標語之類的，家裡也有一個很囧字的圖案印在馬克杯上。 

史凱斯：我頂多看過洋蔥頭、可樂兔那些週邊商品吧，自己在書寫方面是有把握

不會寫出注音文那些怪怪字體，可是也有些火星用語我是看不太懂，應該是我老

了吧。 

從訪談中，發現許多網路使用者都發現過火星用語的存在，對於是無心或是

有心學習火星用語的龐大使用趨勢，導致許多人關心它對原有的正常語言結構與

系統是否會有衝擊和變化。火星用語產生自自由度極高的虛擬空間，同時也附著

著強大的生命力，沒有人能忽略它逐步從網路世界邁向現實世界的迅速發展，無

論是對生活上所書寫的語言、價值觀念、人際互動、生活用品等都有不小的影響

力。 

第二節 看火星用語區分你我他 

時下的網絡交流已日益成為現代都市人生活中的一部分，而別具一格火星用

語也開始逐步走進我們的生活。如今，網上的新詞可謂是滿天飛舞，如果不了解

火星用語，就很難被視作其中的真正一員。在網路上，如果稱呼女生為小姐，肯

定會讓火星用語使用者聞之噴飯的，因為網路上女生的稱呼叫“MM”。  

A：他身上沒水  

B：下去超慘….  

C：XD 

D：去 7-11買飲料阿！ 

B：＝口＝打地成6的水…..不是我口渴 

A：好冷阿～～～～～～（n）7 

                                                
6
 遊戲中的地下城關卡的一種簡稱 

7
 Skype內建“遜啦”圖樣的原始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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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誰來吧這隻小豬踢走＝H＝ 

D：我錯了～大人～～～別把我踢踢阿（跪地 

B：罰他唱歌！ 

C：（dap）8 

在此 Skype聊天紀錄中，“買水”指的是買線上遊戲中的補充人物血量的一種

物品，在這一團聊天室裡面的 ABC都是線上遊戲參與者，只有 D不是玩線上遊

戲的一員，相較於不理解“買水”一詞的 D就會被有其他參與者攻擊。由上面的例

子，可以很明顯看出不瞭解“買水”的火星用語，就會被看成不是這一群團體的成

員，而是新加入會議室的網路使用者。 

第三節 火星用語就是新奇有趣 

    因倉頡、注音等繁體輸入法出現，網路使用者在打字時會頻繁出現一些錯別

字，久而久之，大家都能明白常見錯別字的意思，就默認使用了。此後，網友為

了縮短打字時間，在網上非正式場合就使用更方便的符號、方言和更多的錯別字

來進行交流。慢慢地，一部分覺得這種方式好玩，便又創造出新的詞組，比如“男

盆友”9、“粉可愛”10、“你素誰”11。當使用人群和新生詞組形成一定規模後，出現

了一些熱衷軟件開發的網路高手製作出“火星文”專用軟件，在網上流行的有“大

黑魚12”等軟件。 

史凱斯：複製朋友的圖案吧，我很少自己去抓MSN圖像，那太麻煩…大部分的

圖案都是喜歡就複製，我不會特別去整理MSN圖像。至於 Skype聊天，我還是

喜歡用他內建圖案，每個都很有趣味性…就單純覺得好玩。 

翻滾巴紅豆！：用MSN我都是都是複製別人的MSN圖像，然後 Skype我都看

                                                
8 Skype內建“拍手”圖樣的原始碼 

9 男盆友，男朋友之意。 

10
 粉可愛，很可愛之意。 

11
 你素誰，你是誰之意。 

12
 大黑魚，專門提供簡繁、簡異字體轉換、火星文轉換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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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使用，有些真的很搞像，不過雅虎的圖像我倒是蠻少用的，那都有聲音很吵。

一般的火星文倒是蠻常用的，不管是 XD、@@、＝W＝，就是看朋友用覺得好

玩就學起來。 

小呆：MSN圖像都是自己去無名或是網頁上抓的，抓完在按照圖像的動作給他

快速鍵名稱，不然就是朋友的MSN圖像很可愛從上面複製下來收藏起來用，在

打字的時候他就自然而會出現各種可愛動態動作。相較於MSN內建的大的畫面

動態我就比較少用，那會讓電腦當機。我也喜歡一般的火星文，就純粹打字方便，

還可以告訴對方我正在幹麼之類的…。 

對於MSN圖像或是火星用語，大多數使用者都是從網路上的朋友那裡學來，

甚至是複製他人的圖像納為己用，使用的原因都是覺得有趣、方便、好玩。只有

少數幾位使用者會特別去蒐集不同的MSN圖像來證明自己的與別人的不同。 

A: 我都陪我哥在玩 網頁遊戲= =  

B:  ......  

A: 反正也是無聊點一點而已@@  

B: 好宅13（指  

A: 我不宅 我只是不愛出門  

B:  0w0還不一樣  ，宅宅一族  

A: 哪屋 ˇ  ˋ ˊ  

B: 那某？  

B：快給我滾出去把咩？（大悟  

A: 我不要:) 

                                                
13 宅，指具備經常足不出戶、流連網路、穿著不修邊幅、不擅言詞、缺乏對異性的魅力（主要

受「電車男」影響）等形象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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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MSN聊天紀錄裡面看不到正規的遣詞用字，但是會發現許多奇怪符

號與新奇文字。網路使用者用電腦打出一句話的同時，可以把表情符號任意放置

一句話的開頭 ex: 0w0或是結束 ex: ==，來表示當他說出這句話是用什麼樣的表

情，也讓對方知道自己現在的心情如何，也有人使用到文字來表示 ex：（大悟。

同樣的動態MSN圖像，在這裡可以看出使用者打出每一個字體自動跳出的模

式， 推眼鏡的洋蔥頭在“在我不宅 我只是不愛出門”這句話前面表示自己很帥

氣，並非是給人有“宅” 的印象。 

網路使用者在輸入文字的同時，利用繁體字體打出台語的方言“哪有”以“哪

屋”方式表現，再加上表情符號“ ˇ ”ˋ ˊ 表示自己很無辜的表情，而同一空間的另

一個網路使用者也做出回應打出以台語的方言“哪裡沒有？”以“哪某？”表示自

己懷疑的態度，並且追加“快給我滾出去把咩？”表示對方應該出門去認識女孩，

以解除自己是“宅”的印象。這樣一來一往交談的互動方過程中，使用各式火星用

語輔助網路使用者在互動時的便利與所能表達出的態度，但是要在對方理解各式

火星用語的前提之下才能成立，如果對方只要看不懂其中一種火星用語的表達方

式，就會造成閱讀上的不便利，並且增加雙方在溝通上的阻礙。 

伍、結論與討論 

1.研究限制 

本研究以網路溝通軟體的會議室聊天紀錄與一對一聊天紀錄來進行文本蒐

集，會議室聊天紀錄的所有使用者不會很固定的群聚，只有在晚上時間有特定的

領導使用者願意開啟一個固定的會議室閒聊，拉有上線的使用者進行會議室聊

天，造成焦點訪談的人可能會有缺失的情況，所以部份紀錄以一對一聊天紀錄作

為佐證。另一方面，虛擬社群不只有單一的網路會議室可以測量，也可以拓及到

虛擬遊戲的聊天頻道內、部落格留言板、論壇等文字紀錄，讓火星用語更清楚展

現不同的風貌。 

2.研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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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際功能是語言的主要功能，火星用語就是網際網路技術下網路交際催生的

產物，同樣也伴隨著網路溝通軟體的不斷進步呈現出越來越鮮明的特徵，由於網

路交際是透過鍵盤輸入的方式，使用者為了提高輸入速度，對文字、圖片、符號

等進行改造，隨意鏈結和鑲嵌創造出大量的中文、數字、英文字母、符號混和組

成的新辭彙，甚至出現了一些完全不符合中文的規範表達方式的火星用語。 

火星用語代表了一定的網路文化，它廣泛地出現在聊天、網絡論壇等各種網

路空間，並滲透到現實生活中。火星用語來源廣泛，多取材於方言俗語、諧音、

簡稱用語，甚至乎符號等。由於語言及文化的不同，各地的網絡用語特色都不盡

相同。台灣的火星用語也有台灣的特色，他們多用閩南語或其諧音。 

從媒介角度去看，當有網路這種媒介時，才會產生火星用語用語，兩個層次：第

一是，人還是感情動物，要不斷透過各種形式互動﹔第二個是，火星用語高度跟

他使用的媒介配搭，突顯的使用新媒介的時代變化。在發明紙張與毛筆以前，人

們對文字是用雕刻的，於是文言文除了具圖像以外，更重要是精簡而一字多意，

所以有人說中文說不清楚﹔到紙張發明後，文字數量開始膨脹，甚至延續到出版

印刷技術快速發展，書寫方面，更給白話文更多方便。電腦成為普遍文字書寫工

具後，更刺激新的撰寫方式與思維產生，最大特色之一，就是可以插入，改寫更

為方便，刺激出從過去線性思考，變為可以不斷補充的思考與撰寫模式。 

在會議室聊天的紀錄也可以看出，對於不熟悉某類型的火星用語的網路使用

者會有明顯被排擠或是懲罰的現象。不過，經過不斷的溝通與磨合大多數的網路

使用者會逐步去學習一個會議室聊天的火星用語。訪談過程也發現，火星用語網

路使用者對現實寫作上，有部份人會為了方便書寫而慣用火星用語的情況，有些

網路使用者則是進入網路空間才會使用火星用語，因使用的火星用語種類不同，

在現實生活中也會有不同深淺的影響。然而，多數網路使用者並非理解火星用語

本身的意思，而是藉由朋友或是即時通訊聊天過程中，去仿效他人使用的火星用

語，只有少部份使用者因應個人喜好去抓取自己看上的火星用語動態圖案、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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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符號。 

現在，火星用語的出現，其實一直沒被探討的是未來書寫與表達情感的方式

將會朝向什麼方式前進。這個方向，也就高度與文化創意產業所處的環境與生產

方式有關。當然也就是未來可能出現的生活型態。忽略了這個，避談這個，或落

入傳統思維的巢臼─是挺火星？還是反火星？將掌握不住當下與未來，而這個掌

握，往往是透過回顧歷史而產生的想法。 

3.未來研究方向 

在過去資訊傳送不便利社會中，人們將文字與圖案運用在信件作為與遠方的

親友交流溝通的管道，但是隨著科技發達人們因為需求所發明的網路軟體，人們

的溝通也很便利。為了讓訊息更加簡潔、有風格、有表情，因此火星用語的出現

也因應著科技的改變與使用者的習慣方式而演化。對於火星用語的研究不能只限

於語言層面，從進入網路使用者的視野開始到成為社會各界注目的焦點時間已

久，無論是初期的大量符號以及省略語的使用，還是到了現今火星用語的出現，

都顯示著它極強的社會性。 

本研究將視線更多地聚焦到它所反映的特定虛擬社群使用意含及文化價

值。火星用語隨著網路的不斷擴展，也在一個新的時空延伸中，對於經常在虛擬

社群中人們的交際行為、語言方式和社會心理都在不知不覺地受到了影響。語言

正隨著網路和網路之間的聯繫不斷擴展，而在一個新的時空中延伸出不同的樣

貌，人們的交際行為、語言方式和社會心理都在不知不覺地受到了巨大的影響。

無論我們是否能跟得上它們的變化，在資訊爆炸的社會裡面，火星用語不斷的革

新發展早已昭告了語言的變革。火星用語可以看成是種網路語言變革中間的一個

現象，它也許不像洪水猛獸的波濤洶湧，但也絕對不會像清風細雨過後無聲，或

是逐漸凋零。 

許多學者14與抗議人士對火星用語的批判與審視，將它視為青少年次文化的

                                                
14
梁丹青，賴筱婷（2008）。＜火星文的美麗與哀愁：國中生對使用網路語言的態度與影響之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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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環去看待，並且指出火星用語呈現了現代青年的空虛。青少年追求時尚、張揚

個性本身是無可厚非的,但一些火星用語隨意篡改文字結構,根本沒有美可言。青

少年長期沉溺于火星用語,使到其語言表達能力受損。火星用語是一種不被規範

的書寫模式，如果在寫作文的時候把火星用語放進去，作為家長、學校、老師是

應該及時進行糾正的。同學之間聊天用符號，甚至談戀愛的時候用只有兩個人才

認識的符號，這都沒有關係。但是不要讓它影響到現實的學習和現實世界，凡事

都要有一個規範，只要不影響到正規文件的書寫，火星用語也不用被過度批判。 

況且，網路使用者並非只有年輕人的專利，隨著時代的需求和人們對資訊掌

握的渴求，自然而然會催化的是使用者對於網路語言這個物件更加嚴肅地審視以

及不可掉以輕心地對待。 基本上，火星用語是由符號、繁體字、日文假名、冷

僻字等非正規漢字符號組合而成，乍看之下像是亂碼或者打錯的字，用法也不同

於正規的中文規範，乍一看根本無法瞭解其意義。但是如果掌握火星用語對漢字

的改造模式，再通過仔細揣摩，它又的確表達了對應漢字的意思，只是這種表達

方式太過於隨意，使得一般人理解起來極其困難。 

然而瞭解火星用語的出現和使用是必要的，但是更需要引起人們關注的是對

它的認識以及態度究竟是該疏導還是放任，或是堵截甚至封殺？如果說大眾將使

用火星用語的這個社團定義為一小部分還沒有完全成熟的群體，那麼是否就意味

著可以因此忽視這個問題呢？如果說大眾將使用火星用語的這個社團定義為一

小部分還沒有完全成熟的群體，那麼是否就意味著可以因此忽視這個問題呢？顯

然答案是否定的，該如何正確方對待這個現象，需要這個小團體之外更多的大眾

群體去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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