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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生使用髒話之探究－ 

爸媽別緊張，國中生沒你們想的誇「髒」 

摘要 

本研究從國中生習得髒話的方式、使用髒話的動機以及親師生兩代間對髒

話看法的落差來提出建議以改善國中生使用髒話的現象。經個別訪談後發現國

中生學習對象多為同儕或家人，而學校與家庭則為主要的使用場所，對國中生

而言，在公開場所大聲罵髒話是沒有家教的行為。國中生使用髒話主要的目的

為抒發情緒或單純嬉鬧玩笑，對髒話抱持中立的態度，認為與一般語言相同；

然而家長與老師則認為髒話是負面的字詞，具侮辱他人的意涵，須加以制止。

此外，女生比男生更有意願戒掉髒話，而環境則為國中生啟動髒話的開關。因

此，本研究提出如下的建議來改善國中生使用髒話的現況：（1）正視髒話的

存在並正向教育此文化的意涵；（2）認同國中生並非使用髒話來侮辱他人；

（3）身教重於言教，提供沒有髒話的家庭與校園環境；（4）教導國中生適當

的抒發情緒與幽默方式；（5）協助國中生建立自我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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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研究動機與目的 

走在校園裡，不難從同學口中聽到脫口而出的髒話，這些字眼時常出現在

我們身邊，早已見怪不怪，髒話，就和其他字詞一樣自然。 

傳統上，老師與家長都認為髒話很鄙俗、沒有禮貌，使用髒話的人也理所

當然地被貼上「沒水準」的標籤；有時候，當老師與家長發現我們會使用髒話

時，甚至擔心我們是否學壞了，不論是嚴格禁止或是再三勸導，無不希望我們

改掉這種壞習慣。 

髒話或許是某些人用來傷害他人的工具，但是，身為國中生的我們覺得不

是所有使用髒話的人都想傷害他人，因而使用髒話與否不能代表品格上的優

劣，以偏概全地判定這種青少年次文化實在有失公允。若老師與家長能先理解

國中生使用髒話背後的動機，或許能減少兩代之間對髒話認知上的落差。我們

相信如此一來才能有效地改善老師與家長眼中所謂的「偏差行為」。因此，本

研究的目的如下： 

1. 探究國中生習得髒話的對象與地點。 

2. 分析國中生使用髒話的對象與地點。 

3. 釐清國中生使用髒話的認知與動機。 

4. 了解親師與孩子之間對髒話看法的落差。 

5. 國中生對於戒除講髒話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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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文獻探討:  

一、 髒話的意義 

根據維基百科，髒話是汙穢不雅的言語，聽到的人會感受到被冒犯或羞

辱；教育部字典則將髒話定義為「不堪入耳的話」。從語言的演變來看，髒話

是該社會中的禁忌行為，大部分與「性」相關，公然說出這類詞彙將觸動社會

中的禁忌，特別是貶抑女性或詆毀對方長輩的字詞最為常見，因此髒話是性別

歧視下的產物、父權的展現，視使用的場域與情境，每個人有不同的觀感與解

讀（羅珮勻，2013；蔡珮，2004；蔡正雄，2009；陳怡璇，2007；李建國，

2012）。 

髒話對於青少年而言是一種次文化的表現。次文化指某群體在歷經一段時

間相處所產生的共同價值觀、思考模式或行為，有別於主流文化，青少年次文

化具有特殊性，通常與青少年處於自我認同的發展階段有關連，也受環境影響

（楊心惠，2014）。這使得青少年對髒話的認知與成人有很大的不同，對於青

少年來說，髒話次文化能帶給他們一些正面的效果，是達成同儕認同的手段，

透過髒話，青少年更易融入班級的小型社會。髒話也可能是對主流文化長期壓

制下的反抗，藉以展露青少年獨有的文化價值。另外，從學習的角度而論，髒

話是一種文化學習，可能來自於家庭的長輩，也可能來自於學校的同儕。 

雷芳昇（2016）的國中生受訪者認為髒話依據難聽程度有不同的作用，具

侵略性的髒話不適合用來社交，而大部分髒話都在沒有發生衝突的情況下聽

見，也就沒有特別的感覺；老師則對髒話的接受度不一，儘管體認到校園內存

在髒話文化，仍舊覺得有制止必要。陳怡璇（2007）提到國中生認知中的髒話

其實不具任何意義，只知道髒話有其功能，至於實際的意涵對青少年而言其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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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重要。國中生口中的爸媽儘管常將髒話掛在嘴邊，也多半會制止孩子說髒

話，而面對學生說髒話，老師會依使用情境做不同的處理，平日間的嬉鬧可能

會睜一眼閉一眼或道德勸說，但是若發生在師生衝突時，則常以辱罵師長為由

積極處置。 

二、 髒話的習得歷程與使用動機 

髒話在青少年間的傳播從小學開始。翁正舜（2004）指出髒話是國小學童

所感受到的次文化前四名，李蘭（2006）針對台北市 1400 多位國中生的調查

中，提及小學生使用髒話的頻率逐年增加，更有八成以上的國中生會說髒話。

鄭秀足（2004）以台南市 600 多位國中生作為研究，發現髒話是國中生最常從

事的偏差行為。 

那麼，青少年是如何學會髒話的呢？較早學會髒話的青少年在家中習得，

較晚學會的在學校和同學學來；有的像學習母語般耳濡目染，某天突然脫口而

出，有的則是在嘗試錯誤中學習，接著便開始於小學中、高年級使用，學校通

常是髒話的大本營，而家裡是第二基地（陳怡璇，2007；雷芳昇，2016）。 

青少年使用髒話的目的不外乎四種：發洩情緒、侮辱他人、幽默功能與語

助詞。吳慧敏（2010）研究不同年齡層使用髒話的差異，發現整體而言，台灣

人使用髒話最主要的功能是詆毀他人。雷芳昇（2016）針對南部某國中調查，

指出青少年說髒話目的在抒發情緒、其次為謾罵、幽默趣味與情感交流；最常

在下課和同學或朋友在教室裡說，極少部分會在爸媽或老師面前說。陳怡璇

（2007）也認為國中生使用髒話常是為了宣洩情緒和社交玩樂，與雷芳昇

(2016)的研究不同之處為其研究對象很少使用髒話來罵人，使用對象多半為平

日會說髒話的人，但不會在公開場所說，也不會在老師或喜歡的人面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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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往的研究著重在青少年習得的歷程與髒話的動機，雖然嘗試突顯師生對

髒話認知的落差，卻忽略了老師、家長與青少年對髒話可能有不同的詮釋意

義，由於詮釋觀點不同，經常導致師生或親子衝突的發生，因此，親、師、生

對髒話的認知衝突就是本研究重點之一，藉此讓親師更了解現今國中生的髒話

文化。對於國中生而言，本研究希望讓國中生學會認識自己，澄清自己使用髒

話的價值與意義；對於老師與家長來說，唯有透過瞭解青少年的次級文化，知

己知彼，才能更有力地說服國中生改善髒話的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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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研究過程與方法 

一、 研究參與者 

本研究以臺南市某所國中為主要研究場域，訪談對象包含學生、老師與家

長，共 11 人。我們以性別、家庭環境、學習成就等因素作為篩選學生受訪者

之標準，國中生受訪者各有 3 男 3 女；教師部份以性別為主要考量，教師受訪

者有一位男老師、兩位女老師；家長部份，以性別、職業為主要考量，家長受

訪者為一男一女。受訪者的詳細背景如表一： 

表一  研究參與者 

   背   

    景 

受訪 

者 

性

別 
年齡 職業 

本身

是否

會使

用髒

話 

同儕

是否

使用

髒話 

家中

是否

使用

髒話 

備註 

學生 A 男 一般中上家庭 

學生 B 女 
國一 

新住民子女 

學生 C 男 公務員子女 

學生 D 女 
國二 

單親家庭 

學生 E 男 體育社團社長 

學生 F 女 
國三 

學生 是 是 是 

學習表現優異 

老師甲 男 40~50 老師 數學任課老師 

老師乙 女 40~50 老師 
是 

國文老師，導師 

老師丙 女 40~50 老師 否 

否 否 

數學老師，導師 

家長 1 男 40~50 工地保全 是 是 曾為職業軍人 

家長 2 女 40~50 家庭主婦 是 否 
否 

校內志工 

二、 研究方法與流程 

髒話的意義是由人所建構出來的，由於所處的文化背景不同，對於髒話的

詮釋也有所差異，本研究透過半結構式訪談，訪談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家長、

老師與學生，深入了解受訪者對髒話文化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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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從 106 年 9 月與老師討論後決定研究題目，10 月開始進行文獻探

討，決定以訪談方式研究，於 107 年 3 月完成設計訪談大綱與詳細題目內容，

4 月份著手訪談並歸納分析訪談結果。研究步驟如下： 

 

 

 

 

 

 

 

圖一  研究流程 

決 定 研 究 題 目  

 

研

究

步

驟

 

文 獻 探 討  

設 計 訪 談 題 目  

進 行 訪 談  

分 析 訪 談 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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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 習得髒話的對象與時間 

所有學生受訪者無論男女、學習表現優劣，來自怎樣的家庭背景，都會說

髒話。所有受訪者都有家人會說髒話，可能是爺爺奶奶或兄弟姊妹，也可能是

爸媽；來自不同家庭背景的受訪者家人在家中說髒話的次數不同，學生 A 的家

人很少使用，學生 C 幾乎沒聽過父母罵過髒話，學生 F 爸媽也不說髒話，但是

其他長輩會說。 

多數學生於小學低年級開始理解聽到的字詞是髒話，中年級開始在學校初

次說髒話。學生 E 例外，家中長輩全都會說髒話，在孩子面前也不避諱，學生

E 在幼稚園時期從家人口中得知髒話，國小一年級學會，比起同年齡的人，學

生 E 更早、也更常使用髒話。這樣的觀點與張惟容（2004）不謀而合，家庭環

境的髒話使用程度與孩子使用髒話的頻率成正比。因此，髒話習慣的養成，家

庭比學校造成的影響更大，若家人本來就有講髒話的習慣，來自此家庭的學生

習得後將髒話帶到學校，成為其他在家中不常聽、不曾聽的學生效仿對象。學

生 F 深知爸媽與師長禁止髒話，小學時也沒說過，但是上國中後聽見旁人使

用，也覺得「他們可以說，那為什麼我不可以？」於是，偷偷嘗試後發現說髒

話沒有像師長或爸媽想的嚴重，便漸漸開始使用髒話了。 

國中生受訪者常使用的髒話為「幹」、「靠（爸）」與「靠夭」，鮮少使

用三個字以上的髒話，如老師乙所說：「你要有那個環境，你才有辦法說出一

長串啊！又不是單詞，一大串沒有學怎麼會？」學生 C 也說：「沒有聽過的髒

話，你不會去記，你記得住的髒話，你就會用啦！」較早學會髒話的學生 E 在

家中接觸較多髒話詞彙，平日使用的髒話也較多元，但最常說這三個髒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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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學習髒話一如學習語言，需要時間反覆接觸、加深記憶，才能實際運

用，長度越長的髒話難度越高，若沒有練習也無法朗朗上口。這也再次說明環

境的重要性，國中生的髒話習慣用語受環境影響，聽到最多的髒話是什麼，就

會跟著講什麼，以共同語言來引發共鳴，促成彼此的認同，也取得群體歸屬

感。這三句髒話簡短有力，容易學習，也符合國中生喜歡的精簡效果，在校園

內最常聽見。 

二、 使用髒話的對象與地點: 

如果遇到沒有講髒話習慣的同學，講髒話反而不具同儕認同功能，如學生

C 所說：「當他不知道髒話的時候，你說了，他不會笑，不會有一點反應，那

說有什麼意義？」多數學生使用髒話的對象是身邊交情較好的朋友，甚至成為

一種友誼限定的「文化交流」，因此使用髒話最為頻繁的地點如學生 D 所說：

「在學校，但是不會是像這樣（開放空間），也不會在老師在的時候。」學校

空間較大，下課時間說髒話較不易被師長聽見。在家裡，爸媽聽見髒話大都會

責罵，為了避免麻煩，使用次數反而不多，因而較少對兄弟姊妹說髒話，更不

會對長輩使用，就連家人常說髒話且對髒話抱持開放態度的學生 E 也表示：

「跟家裡人說髒話有點奇怪。」而相對安全的網路上則是最不常用髒話的場

域，雖然受訪者說不出原因，但是直覺不應該在網路上跟不認識的人用髒話，

除非是與熟識的朋友聊天，才可能打出髒話。 

由此可知，青少年會考慮對象、場合而決定是否講髒話，除了避免責罰，

也擔心無法得到認同，因而講髒話的對象以同儕為主，同時衡量彼此熟悉度，

到達一定的熟識程度才會使用髒話，而髒話也不會影響雙方情感，講髒話反而

是「友誼認同」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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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學生對髒話的認知與動機 

當受訪者被問到是否了解自己常用的髒話字詞，八成的國中生受訪者表示

不清楚。他們在被「啟蒙」的過程中只連結當時他人使用的情境與效果，沒有

理解該字詞的確切意涵，如學生 F 所說：「同學在說，就會想試試看，知道他

是不好聽的話，但是也不知道他的意思是什麼。」雖然事後從長輩口中得知這

些是髒話，但是多半如家長 2 所說：「我會念他、口頭上警告他，『這話不好

聽』，下次不要再用了，給人家聽到了會讓人家覺得沒有禮貌。」多數老師與

家長只是禁止、沒有解釋字義，因為這是「禁忌」，不容公開與孩子討論，就

如性教育一般。對國中生來說，很難理解長輩所認定的「髒話」究竟有多

「髒」，久而久之，認知差異的鴻溝越來越大。 

受訪者在不理解髒話字意的情況下，使用髒話大多不是用於辱罵對方，大

部分受訪者都表示自己使用髒話是為了抒發情緒，在氣憤、受到驚嚇或是疼痛

時都有可能咒罵髒話，此時對象並不是人，而是單純想舒緩當時的負面情緒，

不一定要讓人聽到，若有，也純屬意外，有時甚至沒有意識到自己罵了髒話。

除了發洩情緒外，嬉鬧玩笑是最常「有意識」地使用髒話的原因，青少年在挑

戰禁忌時常發現到其中的幽默（張慧菊、王建雅、陳學志，2010），某些情境

下使用髒話不但可以幽默自己化解尷尬、開他人玩笑，在同儕間還能製造共同

話題，這也可以解釋為何國中生最常使用髒話的對象是熟識的朋友，而非不認

識的人；好朋友才懂得自己的幽默，既不冒犯他人，也不會惹麻煩上身。畢

竟，從小被教導不可辱罵、攻擊他人，為防止不必要的紛爭與責罵，受訪者本

來就不常罵人，更不會藉由髒話來羞辱他人，也不會公然在網路上使用髒話，

顯然教育仍有其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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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學生和師長的看法落差:                                                                                                                                                                                                                                          

我們發現國中生對髒話抱持中立的態度，青少年認為髒話與一般語詞無

異，不是刻意用來侮辱他人的字詞，聽到他人說髒話，國中生受訪者多半沒有

什麼特別的感受，認為畢竟不是用來辱罵自己，便如學生 C 所說「關我屁事」

般事不關己，也能同理同學說髒話應是情緒發洩。國中生被問到爸媽對髒話的

態度時，大都表示爸媽聽見應該會制止或責罵；不過，有一半的受訪者沒在家

長面前說過，所以也僅是推測；學生 E 除外，家人對髒話沒有特別禁止。 

家長與老師對於周遭的人說髒話的接受度沒有想像中低。家長 2 表示「遇

過那種老一輩的，他是一種慣性，他不是在罵你，他是跟比較麻吉的在說。」

家長都能理解很多人說髒話是口頭禪，沒有特別的意思。另一方面，老師甲與

老師乙都會說單詞的英語髒話，但都私下使用，有時會運用諧音委婉說出。老

師乙說：「我開車的時候，開一開然後有一個人衝出來，我講了一句，你覺得

會讓人聽了不舒服嗎？我就沒有在對人呀！遇到一件事情，我覺得很氣，我不

會對那個人說，我也不會在公共場合說。」家長 1 曾為職業軍人，工作環境常

出現髒話，自己當時也頻繁地使用，可見老師與家長對於髒話並不特別反感，

也能理解使用者的動機。 

不過若是自己的小孩或學生說髒話，情況便大不相同了。不論孩子當時是

否對事不對人，家長 1 會在當下直接禁止，家長 2 則先感到生氣，責備後再了

解原因，並告訴孩子罵髒話是在降低自己的水準，明確表示「我們家不允許罵

髒話」。同為家長的老師甲認為孩子還小，不會說髒話也不應該說髒話，不說

髒話的老師丙則表示：「我沒聽他們說過，他們也不會在我面前說，我不知道

他們在學校會不會說。」家長堅決的態度能讓青少年在家中克制髒話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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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學生說髒話，老師們都認為應當考慮使用的情況，若為發洩情緒則可

被原諒，老師乙：「要看它是針對什麼，如果這件事情真的很爛、很糟糕，他

是講這件事情，他是在抒發他的情緒。如果他是對人，那我就沒有辦法接受

啊！你要有基本修養，你要有對人的尊重。但是你也不要講一長串，不需要

呀！」老師丙也說：「是脫口而出，把它當成一種口頭禪，這是一種很單純的

模仿，是家庭教育的影響，我覺得這不會很嚴重，就是慢慢修改就好；但是，

如果今天我是對著某一個同學，我很認真地對著他罵髒話，我覺得這個就是一

個挑釁，這個我就會覺得很嚴重。」不過，畢竟髒話帶有許多負面的含意，如

辱罵與性別歧視，所以無論理解與否，老師都會制止學生使用。 

不只家長與老師面對自己與孩子說髒話時有不同的解讀，當國中生受訪者

角色互換後，也有不一樣的態度。如果自己的小孩罵髒話，女同學或許受到家

長的文化複製與較高的道德感影響，都認為需要禁止小孩罵髒話。反觀男同

學，他們大多不覺得需要禁止，如同男學生 C 表示：「那你要看你自己當時那

個年紀有沒有在說，你自己都在說，怎麼叫他不要說？那他到你那個年紀跟地

位時，他也可能不會說啊。」這也清楚說明，親師這種嚴以律人、寬以待己的

「兩套標準」是很難以說服孩子不講話。  

有趣的是，所有學生受訪者皆會制止自己的小孩在公共場所大聲罵髒話，

如學生 F 所說：「如果今天你用的場所不對的話，人家會覺得你這個人很沒禮

貌、就是沒有教養。會直接認為說你爸媽都沒教你嗎？」換句話說，國中生儘

管認為說髒話沒有貶低他人的意味，卻不認同公開場所大聲使用，青少年有自

己使用髒話的底線與標準，包括髒話的用字遣詞、使用的場所與情境等，就像

老師丙所說：「大部份國中生都不用老師說，他自己都會知道自己講這句話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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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體，都會先說老師對不起。」髒話對國中生而言，是同儕間互動的內容，以

高分貝公開使用，某種程度上牴觸長輩們所教導的道德觀，也不符合社會觀

感。另外，所有受訪者不分學生、家長或老師，皆不約而同認為在公共場所大

聲罵髒話是沒有「家教」的行為，表示受訪者潛意識裡將髒話使用與否與家庭

教育聯結，是「爸媽該教的事」，而非學校教育或社會教育。 

儘管學生與師長對於髒話看法有些落差，但是「髒話私下可以講」、「對

熟人可以講」、「在情緒抒發可以講」，但是「辱罵他人不可講」、「公共場

合不可講」、「在家裡不可講」、「講髒話沒家教」雙方觀點卻是相當契合，

但是在傳統教育的影響之下，父母或老師則因其角色需要，不能允許青少年時

期的孩子講髒話，父母與師長透過地位權威更難以說服青少年不講髒話，講髒

話也就成為青少年抵抗主流文化的次級文化表現。 

五、 國中生對於戒除講髒話的態度 

國中生受訪者皆表示爸媽或老師制止自己罵髒話，雖然有某些程度的效

果，但是無法根治，只會盡量在老師面前克制、避免在爸媽面前說。而就戒除

髒話的動機來說，國中女生受訪者比男生更有意願戒掉髒話，學生 F 說：「有

一種心理意識會告訴你，你如果想要成為一個很好的人，你不應該做這種事

情。」而男同學則認為不需要戒掉髒話。在沒有強烈的戒除動機之下，受訪者

皆自覺環境是說與不說的決定因素，學生 A 表示：「環境會影響啊，沒有人在

說你就不會說了。」如果處於沒有髒話的環境，大都不會說髒話破壞此環境的

「純淨」，也自然不會想說，學生 B 說：「你會克制自己，久了之後就會跟他

們一樣，就戒掉髒話了。」學生 D 也說：「有時候你下定決心要做一件事情，

可是你周遭的人還是一樣，你會受到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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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研究都提到環境會造就髒話的使用（陳怡璇，2007；何詩韻，

2011），無論是否知道髒話的用法，或者到達怎樣的年紀，語言使用者都清楚

在某些場合不宜使用髒話；反之，不常講髒話的人到了某個環境也會不自覺說

出口。國中生亦然，受訪者從接觸髒話到頻繁使用，有一段「潛伏期」，而誘

發的關鍵則是周遭的人使用的程度，當同儕友人都在說髒話，受訪者便會在學

習後開始使用，但也僅止於這些場所與對象。對於能說髒話與不能說髒話的場

域，國中生心中自有一把尺，即便在無人認識的公開場所或匿名的網路環境都

絕口不提，可見掌握某些特定環境使用髒話的頻率，便能有某種程度改善。 

綜合上述，國中生講髒話確實不是十惡不赦的事，若依據吳慧敏（2010）

的研究調查，18~30 歲的成年人是最常使用髒話的年齡層，那麼，當成年人將

髒話掛在嘴邊卻不允許國中生使用，這樣的說法對認定自己能正確使用髒話的

國中生來說沒有任何說服力，尤其是當爸媽或老師只是禁止卻隱諱不提時，青

少年不懂這些「髒話」的意涵，只能在交友圈內自行摸索並使用，治標不治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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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結論與建議 

一、 結論 

大部分國中生從家人口中聽到髒話時能懵懂未知，待到小學了解時便向學

校同學習得髒話，而環境是啟動髒話的關鍵因素。由於國中生習得髒話的過程

中並不清楚該髒話確切意涵，大部分國中生在小學時接觸髒話，模仿他人在某

些情境下使用而成習慣，因而認為髒話與其他字彙沒有太大的差別。 

從日常的生活教育當中，國中生了解辱罵他人是錯誤的行為，也了解在網

路上有其應遵守的資訊道德，因此，大部分國中生不會將髒話當成暴力工具使

用，而是將之視為抒發情緒的方式之一，對事不對人，就算對人使用，也只限

定於好友，屬於私下的幽默或嬉鬧，認為無傷大雅。 

即使所有學生受訪者都一致認為同儕間玩鬧時說說髒話沒有關係，但是公

共場所大聲罵髒話便是沒有家教的行為，足以證明國中生有其為與不為的標

準，也認為髒話不僅是社會禁忌，同時屬於家庭教育的一環。 

親師生三方對於髒話都潛藏著互相「矛盾」與「認同」，親師生都知道髒

話大都用於抒發情緒，也接受髒話文化，但是在傳統教育的壓力影響之下，父

母或老師則因其角色需要，必須阻止孩子講髒話，否則就可能被認定是不合格

的老師與父母，但是一味的利用師長權威壓迫青少年不講髒話，反而讓「講髒

話」成為青少年抵抗主流文化的次級文化表現。 

青少年時期講髒話多是為了尋求自我認同，處於小孩和大人間的尷尬時期

常需要同儕的支持與認同，其中，女生青少年次文化的表現低於男生（楊心

惠，2014），較不會藉由髒話來獲得同儕認同，也因此比起男生有更高的意願

改善髒話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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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建議 

即使是成人的工作環境也有可能出現髒話，不同的工作性質會有不同的語

言，因此環境無疑是改善髒話的要素。若希望青少年改善髒話，大人「兩套標

準」只會造成青少年價值混淆、無所適從，首先家長應是提供身教，家庭是孩

子入學前的生活環境，若能減少接觸髒話的機會，入學後使用髒話的情況也會

改善。換言之，若家長不接受說髒話的行為，孩子也會減少使用頻率。此外，

家庭教育固然重要，學校老師也應盡量塑造具有人文涵養的班級風氣，使用髒

話的頻率便會降低。 

然而，髒話是整個社會的產物，普遍存在於每個文化中，很難製造零髒話

的環境；因此，家長與老師都應正視髒話文化的存在，在孩子剛接觸髒話的同

時，應讓孩子清楚知道該字詞的含意及其文化脈絡，協助釐清價值觀，才是治

本的方法，而非避諱或以權威方式制止，一味地告知孩子罵髒話是「偏差行

為」只會造成代溝，應先理解國中生使用髒話的動機，教導多元的幽默方式，

提供抒發情緒的其他管道來改善說髒話的行為（張慧菊、王建雅、陳學志，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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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訪談題目(學生版) 

1.是否講過髒話? 

2.何時開始講? 

3.跟誰學的? 

4.對誰使用?在哪裡使用？ 

5.為什麼要罵髒話? 

6.常用那些髒話? 

7.是否了解髒話的意思? 

8.對髒話的看法? 

9.父母是否會阻止?是否有用? 

10.長大後，假如你的小孩會罵髒話，你是否會制止你的小孩罵髒話? 

11.會想戒掉髒話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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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訪談題目(師長版) 

1.是否講過髒話? 

2.為什麼要罵髒話? 

3.常用那些髒話? 

4.對誰使用?在哪裡使用？ 

5.是否了解髒話的意思? 

6.對髒話的看法? 

7.會想戒掉髒話嗎? 

8.小孩/學生是否講過髒話? 

9.是否會勸阻小孩/學生罵髒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