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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話：
「之前超 hea，俾隔離班 D 同學屈哂機，搞到而家考試要
通頂喪温，唔係唔温考得唔好爆 lor ！ orz ！去温書！」你有
遇過孩子這樣訴苦嗎？長腿叔叔義工常
常都與少年人和青年人互通書信，有時
或會感到他們的行文用字和表達方式
與自己的截然不同，造成溝通障礙。到底
是他們標奇立異，還是自己固步自封，
不肯接受文字會隨著時間約定俗成的事
實呢？抑或是我們都不甘語言文字淪落
到這種地步？你所認識的潮語今天還算
「潮」嗎？「un 頂 able」、「小學雞」、
「喪笑」、「O 嘴」、「屈機」、「潛水」
這些詞語，你又理解多少、用過多少呢？隨
著時代的洪流，又有多少能留下，多少要流
走呢？潮語對年輕一代的語文能力有多大影
響？這一期的「心流」，就讓我們走進中學
生的世界，探討他們日常溝通與運用潮語的
情況吧！

lor

un 頂 able
升呢

賣飛佛

ko

orz

屈機

喪笑

小學雞
O嘴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長腿叔叔信箱服務‧第五期‧心流

屈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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喪温
潮語知多少？
超 hea

嘉慧 Tomai

（中一至中三同學對潮語認識的問卷調查結果）

語言是一種社會現象，是社群最重要的溝通工具，也可將人的思想，感受直接展示出來。時代不斷改

變，「潮語」的誕生與流行，表述了一種生活態度，如流行語言「爆」、「喪」、「勁」、「廢」，「lor」或「lor」爆（「lor」
即「瘀」），「hea」或「hea」爆（得閒嘆下，無事可做），廢「up」
（廢噏，即廢話、亂噏）等等，都是為了加強表達
的戲劇性。
其實，一些潮語早於互聯網興起前已出現，如潛水、屈機等，只是後來被網上社群廣泛使用。有些則是
因互聯網而出現的，如「囧」和「orz」。潮語很多都是源於生活，或時地人事，富創造力，生動有趣，通俗易
懂，如「屈機」、「O 嘴」和「hea」等。
為了引起學生的興趣，一些老師不惜使用潮語：「你地知唔知梁啟超係咩料？唔好見到佢個 Kai 樣就睇唔
起佢，佢同佢嘅阿 sir 一齊搞百日維新，超勁……。」但到底青少年對潮語又認識多少呢？我們向中一至中三
的同學發出了超過 50 張問卷，成功回收了 26 份，統計數字未必完全反映實情，但仍可畧窺其貌，現介紹一下
統計的結果。
在收回的問卷中，其中 23 位覺得潮語很有趣，17 位喜歡使用潮語，15 位每日間中或很多時會說潮語，經
常說的只有 3 位；17 位認為潮語可以幫助朋輩間的溝通，12 位感到可令自己容易認識朋友；不過，21 位偶爾
或間中會執筆忘字，但只有 3 位經常發生這情況。
他們對潮語又認識多少呢？我們請之寫出 4 個經常使用的潮語，除了一些未能達標寫不足 4 個外，最多被

十扑

提出的是「O 嘴」
（14 次）、「Kai」
（11 次）、「Chok」和「屈機」
（各 7 次），還有「」
（6 次）和「囧」
（4 次）等；亦有
一些已過時或已被融合在廣東口語中的，例如「白痴」、「咩料」、「超 X」、「勁 X」、「低能」、「Hea」等等。有些
同學提出一些屬於 SMS 的縮寫如「omg」
（Oh my God）、「orz」(沮喪 )，有的寫了傳媒嘩眾取寵時使用的「諗多

ko

咗」、「唔好傻啦」、「喪 X」等詞句。

同學們對所提的潮語又是否確知其意呢？我們提出了以下 6 個潮語讓他們解釋，各詞都出現因不懂其意而
漏空未填。表現如下：

lor

「O 嘴」：

屈哂機

25 位作答，23 位正確解釋此詞，其中 9 位懂得譯成書面語「目瞪口呆」
；另 2 位答案較少見，
解作「不同意」及「神情呆滯」。

「屈機」：

19 位作答，15 位正確譯作「強勁」、「無敵」，或較傳神地用「玩曬」及「無奈」形容，4 位錯誤
答案如「變態」、「竭盡全力」等。

「升呢」：

23 位作答，全部正確寫出其意，如「更進一步」、「level up」等。

「爆」：

19 位作答，13 位正確寫出「非常」、「頂級」等書面語，6 位答案各有不同意思，如「轟炸」、

喪笑

「滿」、「一鳴驚人」等。

「好 Kai」： 24 位作答，答案範圍更廣泛，各有不同：15 位解作「很傻」、「低能」、「愚笨」、「白痴」，較
具普遍性；9 位解作「很奇怪」、「不正常」、「標奇立異」和「神經病」，是較少見的解釋。

「Chok 樣」：16 位正確解作「扮野」及較近書面語「裝帥」、
「裝酷」，2 人將之代入「林峯」
；1 人以另一潮語「索
樣」解答，另 1 位解作「使人反感的樣子」，也許對此「Chok」的舉動反感吧！
總的來說，較大比例的同學對潮語傾向有好感，認為有使用的價值，但普遍使用的只有幾句，且其解釋
範圍廣濶，未必清楚地統一其含意，故可否幫助與別人溝通，實是未知之數，例如：某人對朋友說「你嗰樣好
Kai」，原意是「你都傻傻地」，有正面親暱之意，但對方卻誤解成「不正常」或「神經病」，變成反面的嘲諷責駡；
因此，潮語也許成為朋友間的誤會和不快原因之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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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機
閃青少年看好潮語文化？
O嘴

o

有人說，若你不懂潮語，就與時代脫節，難以跟

新一代的青少年溝通了。事實又是否如此呢？潮語是

orz

Ferry 沙爾 Ada

潮語的影響正反兩面看

兩位青年人認為：潮語對主流語文文化有一定的
影響，嘉豐覺得負面的影響比較多，一些潮語中英夾
雜，語帶粗鄙，對青少年在學習上，構成或多或少不
良的影響。Matthew 則帶出較正面的看法，他認為潮
語產生於時下的話題，在年青人的網路世界中，它通
過假借、中英對譯或自由組成的詞彙，反映該地區或

升呢

群體的獨特文化和用者當下的心情，表達快速，溝通
即時而直接，具時代性；不過其流通則受限於不同地
區和群體而已。

不是可以一直「潮爆」？今天，我們就跟兩位就讀中四

CHOK

的青年人陳俊華（Matthew）與李嘉豐談談他們對潮語
的見解。

網絡文化與潮語的運用

Matthew 與嘉豐都認為：每一個年代或群組都有
其共通語言，在國際互聯網普及下，大量年輕人成為
忠實的網友，「潮語」便漸漸發展成一種網絡文化。
潮語能夠迅速反映某一地區、某一時期人們普遍關注
的話題。潮語若缺乏生命力，或比較粗鄙，便會起得
快，沉得亦快，故大部分只流行一段短時間，之後便
會沒落。

潛水

說起文化，Matthew、嘉豐與我們都認為：潮語

𤓓

是潮流的產物，具有潮流文化的特質，它產生於潮流
話題，流通於青少年群體，在網路、電子媒體、潮流
刋物，能充分反映出時下通俗文化，合時或過時（IN

Matthew 與嘉豐覺得，同一潮語在不同學校、社

or OUT）取決於潮流之長短和話題的冷熱，故它很難

區、群組，甚至男女不同性別裡，都可能有不同的解

取代語體文此主流文化，只能成為次文化。但我們擔

釋及演繹﹔如何解釋、如何使用，見仁見智，沒有統

心，潮語流通愈來愈廣泛，多少會窒礙青少年學習主

一標準。潮語組合種類繁多，有中英文混合使用、有

流的語體文，希望老師和同學都關注這一點，以免語

表情樣貌的聯想、甚至是從網絡用語或打機術語演變

文水平日益下降！

出來；有的緊貼民生，有的是引起爭議的社會話題，
有些只是「簡寫」與「諧音」。隨著互聯網高速傳播，媒

小學雞

體加以廣泛討論，新詞層出不窮，迅速流行，且轉
變快捷，令人難以捉摸，往往讓人一頭霧水。其實，
用者大多只是因「想快」而使用。不論於手機短訊或
MSN 聊天室，還是玩遊戲機，大家都認為潮語令溝
通更為方便。Matthew 與嘉豐於日常生活裡，在學校
或與長輩溝通時都不多使用，他們認為潮語多流於表

ble

面化，若與知心朋友交談，才不會特意使用潮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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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水

喪温
語文能力要「升呢」

蓁蓁 Tomai

捍衛語文道統 老師任重道遠

年輕人使用潮語總
是讓人感到會大大削弱

既然潮語在此電子世代是大勢所趨，作為老師

其語文能力，但到底其

又應如何是好呢？張老師指出，語文老師必須重視

實際威力有多大？就讓

語言所肩負的任務 ---- 人和人的溝通和文化承傳，這

資深語文老師為大家剖

正是語文老師受尊重的原因之一。她指出：「一個國

析一下潮語的應用和語

家的語文沒有了，文化承傳失了載體，與亡國有什

文能力的關係吧！

麼分別呢 ? 為人師表，必須讓學生好好的學習，力挽
狂瀾於既倒，牢守語文關卡，否則便無須老師的存

超 hea

在。中國語文是優秀的文化遺產，潮語只能作短兵

網絡滋長潮語 制約溝通能力
「 潮 語 在 學 校 走 廊 總 是 不 絕 於 耳， 學 生 在

相接的溝通，為什麼有好的不學？」她提醒學生不能

Facebook 跟 MSN 用多了，耳濡目染下，日常溝通時

捨本逐末，只追求迅速溝通，而忘記語文的文化底

也少不免會滲入其中。」擔任中文科主任多年的張老

蘊。事實上，要培養學生具良好的語文能力 ，潮語

師有感而發。她認為潮語在科技日新月異的今天勢

在寫作教學上不得不棄。她指出中文寫作教學牽涉

不能擋，她身為中文老師則不想用這種模式與學生

到考試，而考試是一種試練，讓學生展示其語文能

們溝通。因此，在教育界具有深厚年資的她，選擇

力。她提出語言文字必須經得起時間巨輪的考驗，

不加入學生在網上的群組，避免要用他們的語言和

方能達致經典永恆﹔但學生或現代人溝通時只重視

應。與張老師同校的各中文老師也認為潮語令語言

速度，不會考慮其他，久而久之便忽略學習純正規

不純不正，難以理解，有礙閱讀；況且潮語往往只在

範語文的動機，不願意花心力鑽研。

神級

某地區或某年齡群組中通用，與其說潮語改善了年
輕人友儕間的溝通，不如說潮語削弱了他們與其他

語言不等同文字 「升呢」從今天開始

人，如老師、長輩和上司等的溝通能力。

ko

張老師強調：語言不等同文字，但會影響文字。
語言受地域性和時間性的影響，而文字除了要過上
述兩點外，還須包括了藝術性和意涵度。地域性指

潮語盛極一時 遺禍深遠

屈哂機

張老師說：由於生活模式的轉變，語言的轉變

語言能否在通用的地方廣泛使用，如「忌廉」是港式

往往產生在電光火石間，造成一代新詞換舊詞的現

音譯詞，在台灣及中國，或會令人誤以為是「切忌廉

象。可是，這些新詞像迴轉帶的壽司，
流轉甚速，其多樣性對學生卻遺害深
遠。張老師慨嘆潮語大大削弱學生的
語文能力：「現在的學生多不懂用自己
的語言思考，溝通時詞彙匱乏，而且往

喪笑

往詞不達意，這與潮語不無關係。」她指
出，潮語容易掌握，不費吹灰之力便已
經習得，對方又明白，使學生再沒有動力

十扑

學好語文，大大干擾學生打好語文根基。
話雖如此，她並沒有對潮語「趕盡殺絕」，
但強調寫作者必須要有良好的語文基礎，才
能巧用潮語，在行文上達致某種修辭效果，
則可以接受。例如寫作技巧純熟的魯迅，若
把「O 嘴」寫成「嘴巴呶成字母 O 字」，會使文章
變得較活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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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校中文組出版淬鋒，讓學生磨礪筆鋒，以
精煉文字表達思想。

賣飛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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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呢

O嘴

正」，又如「恨嫁」是廣東話語（即渴望出嫁），但北

傳。然而，以上四點亦正正是如今的潮語所欠缺的

方也許會以為是「痛恨出嫁」，這兩個例子都過不了

呢！

「地域性」此條件。時間性指語言能否歷久不衰。藝
術性則指語言文字所具的美感，如運用「月落烏啼霜
滿天」七個字描述寫該首詩時的意境，顯示了文字的
「藝術性」。意涵度即文字的精煉和內涵，如成語「畫
蛇添足」、「如虎添翼」以四個字概括了整個故事所隱
涵的哲理，充分展示了
文字的「意涵度」。唯有

閃

具 備 以 上 這 四 點， 文 字

e

棄，若專以此作為溝通媒介，定必受不了時間的考
驗。試想想，十年前的潮語還有多少尚能「苟延殘喘」
呢？事實上，文字發音要經約定俗成才能納入字典，
相信潮語在現階段只能作口語溝通，而絕非書寫的文
字。若我們追求自己的文字和文化能承傳下去，讓下
一代也能受惠，語文能力實不得不「升呢」。

才有生命力，才能世代流

or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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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朋友來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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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老師重申，潮語屬一時一地的產物，說罷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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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採後記：
在潮語盛行的世代，很多人也在想﹕
是否真的有必要咬文嚼字，拘泥於字詞的
正確用法？為何要總要對自己或他人的語
言文字過份執著，作出一些「苛求」呢？
反正，大家聽得明白，能夠溝通不就成了
嗎？聽過張老師的一席話，得悉原來還有
不少人一直緊守對語言文字的要求，努力
維繫及傳承優良的文化，你會受到其熱誠
所感染嗎？看到還有青年人明白和關注潮
語對語文能力的影響，你又會對下一代的
語文能力回復信心嗎？事件上，潮語體現
了不同時代的文化，或有助於後人對不同
時代的社會文化作對比研究，
更深入了解社會的流變和發
展。以潮語溝通和在行文上用潮
語並非不可，但一個欠缺紮實
語文根底的人所言和所寫充斥
著潮語，往往只會讓人覺得其
語文能力積弱，表達拙劣。事
實上，語言是文化的載體，潮語
的文化也得靠優秀的文字和深厚
的語文能力來記載和分析，方
能確保下一代有機會認識社會
的真實面貌和文化特色。

屈機

小學雞
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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