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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臺灣媒體雖然普遍習慣將多數外來動畫重新配音，從純國語、純閩南語到國

語混合閩南語皆有，但是卻較少使用客語配音。目前國內雖然已有不少關於配音

翻譯相關的研究，但皆以分析配音翻譯策略、配音產製流程等產製端為主，較少

針對閱聽人為主的研究，尤其欠缺探討觀看客語配音動畫的閱聽人研究。本研究

探討客語配音動畫閱聽人的接收過程，探討閱聽人如何解讀客語配音文本，以及

如何從中發展客家認同。本研究以閱聽人接收分析為主要觀點，並輔以相關翻譯

理論，在研究方法上採取深度訪談，針對二十二位大學生觀看客語配音動畫《中

華一番》的接收過程予以深入探討。 

研究結果發現閱聽人在接收及解讀文本時，會受到自身生活環境、文化背景、

日常習慣等要素影響，閱聽人的解讀工具、閱聽經驗都與他們的觀看及語言習慣

等息息相關，閱聽人的族群背景在其中僅產生小部份影響，主要是根據他們是否

經常接觸客語而導致閱聽人有不一樣的解讀位置與結果。另外，在客家認同上，

研究發現閱聽人不會因為動畫配音語言使用客語而對客家產生連結，對本研究的

受訪者來說，客語僅只是「語言」而非「文化」。閱聽人解讀動畫是否具有配音

自然情緒、語言學習效果、親切感等表現，深受他們以往經驗影響而有不一樣的

解讀位置，但閱聽人也會站在傳承的角度上給予支持及認可客語配音領域應進一

步擴大。 

 

關鍵字：客語、配音、接收分析、閱聽人、動畫、解讀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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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lthough Taiwanese media are generally accustomed to dubbing most foreign 

animations, ranging from Mandarin, Minnan, to Mandarin mixed with Minnan, 

dubbing to Hakka is rarely seen. Currently, despite there being many related 

researches on dub localization within Taiwan, they are mainly focused on the analysis 

of dub localization strategies, dubbing processes, and other production processes, 

there is a lack of study on the audiences of dubbed animation, especially studies 

exploring the audiences of Hakka-dubbed animation: how do the audiences interpret 

Hakka-dubbed media, and if the audiences develop Hakka identity from viewing 

Hakka-dubbed media. This research focuses on reception analysis of audiences, 

supplemented by relevant translation theories, and utilizing in-depth interviews to 

discuss the reception process of 22 university students viewing “Zhonghua Yifan” 

(“中華一番”), a Hakka-dubbed animation.  

This research results found that when viewing dubbed media, audiences will be 

affected by their own living environment, cultural background, daily habits, and other 

related factors. The interpretation and viewing experience of animation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audiences’ viewing habits and language background. The ethnic 
background of the audiences has limited impact; rather, the audiences’ experiences 

with Hakka will have a larger impact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animation. In 

addition, in terms of Hakka identity, this study found that the audiences do not form a 

connection with Hakka identity from just viewing animations with Hakka-dubbing. 

For the interviewees in this study, Hakka is only a "language" and not a "culture." The 

audiences’ interpretation of the animation, such as whether the animation has natural 
emotion, language-learning effects, and reliability, etc, are deeply influenced by their 

past experiences, resulting in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 perceptions. However, the 

audiences do support and recognize the importance of Hakk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eritage preservation and, thus, further investment in expanding Hakka-dubbed 

animation is crucial. 

 

Keywords: Hakka, dubbing, reception analysis, media audience, animation, 

reading po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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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由於臺灣媒體普遍習慣將多數影片重新配置國語配音，但是卻較少有客語配

音，因此本研究將探討觀眾對客語配音動畫影片的閱聽行為，分析其觀看影片的

接收過程（reception）以及相關經驗，深入了解客語配音動畫影片在閱聽人心中

的感受。本研究主要針對大學生觀看《中華一番》客語配音進行研究，本章分為

兩小節，第一節說明目前配音翻譯研究的現況及客家電視臺客語配音動畫影片的

相關背景，第二節則說明研究觀看客語配音動畫影片之閱聽人的研究動機及問

題。 

 

第一節 研究背景 

在國內不論轉到任何有播放動畫影片的頻道，皆可以發現這些動畫影片都是

來自國外，而這些動畫除了字幕以外，為了方便閱聽人觀看皆會重新配音，但並

非每一位閱聽人都喜歡重新配音的影片，也許有些閱聽人偏愛原音，擔心重新配

過的聲音會破壞原本的表現品質而排斥重新配音的影片，是否如此這是本研究想

去深入了解的部分。配音也屬於多媒體影音產製過程的一環，與字幕一樣，是某

些國家地區用來處理外語多媒體影音內容的主要方式（林哲安，2016：1），購買

國外的影片版權在聲音部分上，包含了原文對白、歌曲、效果、音樂，這些播出

的國語配音卡通影片，只須將原文對白轉換為國語對白，有時還會依需求配唱國

語的主題歌曲、插曲（郭如舜，2002：10）。 

由於影片配音已成常態，目前國內已有多項關於配音翻譯相關的研究，如

1998年葉慧芳的《從溝通理論談影片字幕與配音翻譯之異同――以卡通影片
「Sauerkraut――酸菜鎮上一家親」為例》、2001年黃佩珊的《日譯中字幕翻譯與

配音翻譯之比較》、2002年郭如舜的《電視卡通影集國語配音產製流程研析――
以迪士尼頻道「酷狗上學記」節目為例》、2007年羅文言的《譯出原文中之不可

譯：臺灣配音翻譯策略之分析》、2009年謝慧萱的《探討日本電影「花田少年史」

之翻譯－對照中文字幕翻譯與臺語配音翻譯》、2013年張雅億的《兒童卡通配音

翻譯之探討─以「海綿寶寶」為例》、2013年游鈞雅的《創譯於配音翻譯上之應

用：以「探險活寶」為例》、2016年林哲安的《臺灣外語影視節目中文配音翻譯

實務初探：從「聲畫同步」原則出發》等八篇論文。葉慧芳和黃佩珊的研究主要

是談字幕翻譯及配音翻譯的比較；羅文言的則是針對配音翻譯之策略做研究；謝

慧萱的論文與此三人類似，但其較針對於閩南語配音翻譯策略，並且和中文字幕

翻譯做對照；郭如舜的研究則是分析配音產製的流程；至於張雅億、游鈞雅、林

哲安皆是主要以配音翻譯做分析。目前的動畫配音研究領域中，明顯缺少聚焦於

觀眾閱聽經驗的閱聽人研究層面。 

客家電視臺（後面簡稱為客臺）作為全世界第一個，也是目前唯一一個全客

語發音的客家電視頻道，其定位為屬於全體客家族群、復振瀕危語言與全民共享



 

2 
 

之公共服務的媒體，並設定了四項使命：提升客家族群文化之價值、推動客家語

言永續之流傳、維護客家媒體近用之權益、推動國際族群文化與海外客家之交流

（客家電視臺，2017）。因此客臺在編製節目時，基本會以這些作為考量去做安

排，而政府為保障兒童和少年的通訊與視聽權益，由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Nation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NCC）於 2011年 8月提出《兒少通訊傳

播權益政策白皮書》（黃如萱、洪榮彥、周世偉，2011：28），無線電視業者運用

公共頻播送節目，較其他未利用稀有資源之頻道業者承載較高之義務，賦予無線

電視業者承擔每年製播若干小時兒少節目之義務，並於適宜兒少觀賞之時段播送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2011：16），期望提高兒少節目比例，但因客臺的節目

自製能力有限，使其只能依靠動畫配音去達成時數之規定。 

客語配音的人才十分有限，一方面會使用客家話的青年已越來越少，另一方

面則是因為臺灣目前的環境不利於配音員發展，在我國配音員這項職業無法像日

本的聲優（臺灣稱為配音員）那樣視為一份穩定的工作，受限於生計，使得能夠

投入進去的人力有限，客臺的配音現階段根據其公司體制是依循勞務採購去公開

招標錄音室，並且採用最有利標，來投標的錄音室，必須提出合適的配音領班及

配音人員。除此之外，以採用兩年內之配音新人或跨界合作配音新聲者則更為優

先， 1這些人的聲音曝出率低、配音經驗較少，能達成鼓勵新秀以及增加節目聲

音之豐富性的目的，配音領班除了帶領配音團隊外，還會由其來做國語翻譯成客

語的譯稿部分，客臺會依據這些譯稿當作評分標準之一，篩選適合的團隊來執行

配音，而現如今因為配音員不容易尋找，全臺目前大約僅剩一心傳播有限公司、

大岱影視創意股份有限公司跟米帝亞傳播有限公司三家錄音室，2會來投標客臺

動畫配音的案子，已不如以往的多。 

 

第二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在臺灣卡通配音一直十分盛行，而臺灣第一部國語發音的電視動畫影集是於

1974 年由臺灣電視公司播出的《寶馬王子》（郭如舜，2002），這習慣一直由當

時持續到至今。隨著時代的轉變，科技日新月異，動畫的題材、種類日見繁多，

而動畫的收視年齡層也愈加廣泛，不再只侷限於兒童觀看，成為了許多人的休閒

娛樂，而這些動畫影片除了國語配音外，也開始有了國語混和閩南語或是全閩南

語配音，但卻幾乎沒有客語配音的，直到客家電視臺的出現，才開始有了較多的

客語配音動畫，但也因版權的問題而被限制出現的頻率，且客語配音的動畫只能

在客家電視臺播出。 

動畫在翻譯時，除了必須顧及配音的特性，還要讓對白能符合畫面內容與長

度的要求，也必須配合閱聽人的語言能力與其文化經驗（張雅億，2013），而客

語配音又比一般國語配音要多些難度，在字詞上需要轉換成客語說法，這樣不僅

                                                 
1 107年度客家電視臺節目客語重製配音勞務採購案：需求說明，2018年 02月 05日。 
2 此係根據研究者於 2018年 2月 22日與客家電視臺節目部負責人訪談得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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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了譯者的難度，也增加了配音員的困難度。 

雖然現在已有成立許多客語配音員專班訓練人才，使客語配音影片數量越來

越多，品質也越來越好，但是仍然沒有閩南語的普遍，尤其是在動畫上，客臺雖

然陸續推出客語版的《中華一番》、《櫻桃小丸子》、《一休和尚》等，但是如果和

《烏龍派出所》、《我們這一家》等這類日本動畫國語混和閩南語配音的來比較，

似乎比較少人觀看，這其中也許涉及閱聽人的接受程度，另外根據張亞純（2015）

針對客臺的研究發現，多數受訪者不管是何種年齡層對於客臺的喜愛程度、收看

頻率以及歸屬感皆不高，尤其以 19-30歲的受試者最為明顯，而當中又以偶戲動

漫卡通類的節目接受度最低，因此本研究希望能藉由分析閱聽人的觀看經驗而了

解其中可能原因。 

本研究將探討大學生對客語配音動畫的閱聽經驗，並選擇客家電視臺於

2017年推出較新，且直至 2018年仍在重播的客語版《中華一番》為例。這部動

畫的國語版配音自 1999年便開始播出，並經常重播，可以說是八年級生心目中

的懷舊動畫，對於閱聽人來說記憶較為深刻容易產生共鳴。關於《中華一番》的

動畫內容將於第三章第二節進一步說明。 

雖然配音翻譯相關的研究已有不少，但大都是以產製端方向為主，缺乏針對

閱聽人的接收經驗，也就是以關注閱聽人為主的研究，至於觀看客語配音動畫的

閱聽人研究更是嚴重不足。因此本研究將以閱聽人接收過程為重點，探討客語配

音動畫的解讀與接收，以及閱聽經驗如何連繫至客家認同。本論文的研究目的如

下： 

一、探討客語配音動畫閱聽人的接收過程。 

二、了解客語配音動畫閱聽人的解讀與客家認同。 

本研究想要了解對於客語配音的動畫，閱聽人是如何觀看與接收？又是以何

種方式去解讀？在觀看過程中又會如何與客家連結？以上都是本研究希望透過

詳細剖析閱聽人的經驗而獲致深入了解，期望藉此而對配音研究領域，特別是客

語配音動畫提供較完整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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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動畫發展 

在開始敘述動畫發展前，先簡單介紹何為「卡通」？何為「動畫」？根據教

育部網站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裡的定義，卡通是： 

一種誇張、象徵性的美術畫法，為英語 cartoon的音譯，原先意指以時

事或一個特殊觀念為題材的諷刺畫，後指一種連環漫畫，通常由四幅畫

構成，以描繪一段簡短的故事，亦有用較多篇幅描繪長篇故事者，電影

發達後更將漫畫拍製成連續動作的卡通電影。（教育部國語推行委員會，

2015） 

而教育部網站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動畫則是定義為「一種電影及電視的拍攝、

製作技術，將人、物的表情、動作、變化等，以靜態的圖畫或物品，單格拍攝，

然後將其連續播映，便產生了動態的畫面」（教育部國語推行委員會，2015）。李

道明 1997年在〈什麼是動畫？〉一文中對兩者的定義比較簡單，但也與教育部

辭典修訂本裡所述的意義相通，其言「『卡通』，是指以漫畫人物形式、平面賽璐

璐方式拍攝的動畫片；『動畫』則是指所用單格方式拍攝的影片，包括平面、立

體、木偶或電腦類型。」（李道明，1997：23），由此看來卡通可以說是屬動畫之

一。 

一、 全球動畫發展 

黃玉珊在 1997年撰寫了（動畫的起源和發展）一文，當中提到動畫的故事，

開始於十七世紀 Athanasius Kircher發明的「魔術幻燈」（magic lantern），也就是

現代所稱的投影機（projector），經過不斷改良，演變而來；在中國亦有類似的

手法，即在唐朝所發明出的「皮影戲」，但兩者對於光影的操作手法卻不盡相同。 

1906年 J. Stuart Blackton在黑板上做出的《滑稽臉的幽默相》（The Humorous 

phases of Funny Faces），被公認是世上第一部動畫影片；同年後期，法國人 Emile 

Cohl將攝影的停格技術運用進動畫製成《幻影集》（Phantasmagorie），1912年加

入「伊克萊」（Éclair）公司將當時知名的通俗漫畫家 George McManus的漫畫畫

成動畫，他的動畫傾向用視覺語言開發動畫的可能性，此外，Cohl也是第一個

利用遮幕攝影（matte photography）結合動畫和真人動作的先行者，被奉為當代

動畫片之父。 

另一位早期偉大的動畫家為美國人Winsor McCay，是第一個注意到動畫藝

術潛能的人。他的第一部動畫影片，將其塗上顏色，開啟了動畫的有色世界；1914

年，推出了在影史中著名的代表作《恐龍葛蒂》（Gertie the Dinosaur），接著 1915

年做了可稱為影史上第一部以動畫表現的紀錄片《路斯坦尼亞號之沉沒》（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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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king of the Lusiitania），另外McCay也是第一個發展全動畫（full Animation）

觀念的人，他的成就也預告了美式卡通時代的來臨。 

1915年賽璐璐膠片的出現，建立了動畫片的基本拍攝方法，同年發明出「轉

描機」（Rotoscope），可將真人電影中的動作，轉描在賽璐璐片或紙上；1919年，

菲力貓在 Otto Messmer的創作下在《貓的鬧劇》（Feline Follies）中首次現身，

是首隻成為商品的卡通角色，以兒童為對象發展的新市場及一套有創意的電影銷

售模式，因此建立起來；1928年迪斯尼片廠推出以米老鼠為主角的第一部音畫

同步的動畫《汽船威利》（Steamboat Willie），在 1930年代最著名的動畫片廠可

說就是Walt Disney的片廠，迪士尼片廠崛起成為國際知名的卡通動畫中心。 

1950年代新興的電視媒體，帶動了各大片廠把舊卡通的播映權賣給電視臺，

成為新的製片型態，而二次戰後，日本動畫正式展開，從手塚治蟲的漫畫，再到

宮崎駿的崛起；從個人獨立製作路線，到動畫工業的建立，在全世界都造成了一

股旋風，一直到現在仍還流行著。 

1960年代至 1980年代分別是「作者」和「國際化」的大發展，動畫也朝特

效前進，加上世界各地新建的製片場，結合電腦和傳統動畫設備，帶來前途無可

限量。 

二、 臺灣動畫發展 

根據李彩琴（1997）整理動畫界前輩的口述及參照資料，可知臺灣動畫的發

展大致可分為三期：萌芽時期、開發加工時期、鼎盛加工時期。 

在萌芽時期，約於 1954年桂氏兄弟製作了首部黑白動畫電影《武松打虎》

（10分鐘），接下來是趙澤修引進正規動畫製作方法與動畫器材，於 1968年及

1969年完成文宣短片《石頭伯的信》（黑白，3分鐘）、《龜兔賽跑》（彩色，15

分鐘），1970年創立「澤修美術製作所」，培育動畫人才，其為臺灣動畫發展做

出一定貢獻。 

1970 年代開發加工時期，日本動畫蓬勃發展，逐漸將一些動畫工作轉移海

外加工，諸如臺灣影人廣告製作公司、東京電影公司（Tokyo Movie）來臺招訓

動畫人員，為臺灣奠下動畫加工基礎。第一家與日本合作的公司是「影人卡通製

作中心」，「影人」解散後，亦有其他公司陸續成立，例如漢威卡通公司、中華卡

通、心虹卡通公司、中華青年動畫開發公司等，這些本土公司除加工外，亦有些

公司在創作上投注心力，當中「中華卡通」致力發展國產卡通，1973年製作的

《中國文字演變》，獲得金馬獎最佳動畫影片；中國青年動畫開發公司 1977年製

的《未雨綢繆》，獲第 15屆金馬獎最佳卡通片，1978年的《幸福掌握在你手中》，

獲 16屆金馬獎優等卡通片獎（李彩琴，1997）。另外由遠東卡通公司 1980年所

拍攝的動畫影片《杜子春》，赴日本參加卡通片比賽贏得首獎（陳筑筠，2003：

16）。 

而在第三期鼎盛加工時期， 1978 年宏廣公司崛起，美式的管理和營運手法，

短短幾年逐漸整合臺灣動畫屆，在 1980年代成為全世界出口最大的動畫製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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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李彩琴，1997）。這段時期，其他公司也仍有持續出產一些動畫影片，中華

卡通公司於 1979年開拍的《三國演義》，獲得第 17屆金馬獎優等卡通片獎；遠

東卡通公司 1980年由香港人投資拍攝王澤筆下的《老夫子》，成為至今臺灣唯一

賣座的動畫影片，並獲得了第 18屆金馬獎最佳動畫影片獎，但也暴露了臺灣動

畫在企劃力與創造力上的不足；由基甸愛救世傳播協會投資拍攝的《小平與小安》

為臺灣第一部電視連續卡通片，1983年的《四神奇》，日本手塚治虫公司參與企

劃設計，獲得第 20屆金馬獎最佳卡通片獎。此外臺灣亦有獨立個人創作動畫者，

但這些創作者往往皆因「資金」問題而發展受限，本土動畫從 1960年代萌芽，

1970年代初開始替日本卡通加工，到 1970年代末接受美國電視卡通委製，1980

年代到達高峰後地位動搖，加工業務逐漸外流走向下坡，在美日卡通文化的強勢

圍攻下，若沒有更多的心力投注進去是難以持續發展。 

 

第二節 族群媒體 

由於國內的客語配音動畫主要是在客家電視臺播出，因此有必要對客家電視

臺作為族群媒體的角色加以說明。 

所謂的「族群媒體」，其中「族群」一詞，有人將其解釋為，是指一群人因

具有共同的來源、文化、祖先、語言等特質，和他人有不同之處，自身認為或是

被他人認為，能構成一個獨特社群的一群人，用強調成員之間的共同來源或祖先，

作為區分「我群」與「他群」的標準（王甫昌，2003：10-11）。 

有鑑於傳播媒體在現代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因此在《客家基本法》3中

第 3條第 2項、第 17條第 1項及第 2項訂製相關規定，即「人民以客語作為學

習語言、接近使用公共服務及傳播資源等權利，應予保障。」、「政府應捐助設立

財團法人客家公共傳播基金會，辦理全國性之客家公共廣播及電視等傳播事項；

其設置及相關事項，另以法律定之。」、「政府對製播客家語言文化節目之廣播電

視相關事業，得予獎勵或補助。」，此三項規定有利於人民更加容易接近客家語

言與文化，享有個人應有的權利。 

黃雅欣（2011）認為透過社會、經濟及政治競爭或者同化的過程，也會產生

「我群」和「他群」的族群區別，例如客家人與閩南人在宗教習俗、母語語言上，

清楚的區分與他者的不同之處，以此判別所屬的族群迥異，產生對我群的認同，

就是所謂的「族群認同」。接著當建構出族群認同後，要維護這些少數族群，需

要依賴媒介的傳播功能，「族群媒體」因此產生。傳播媒體能夠反映一個國家的

精神、文明和生活，也應該提供資源讓人們可以發展獨特的天賦。然而在當前商

業媒體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目的下，文化多樣性和族群及語言多元性在媒體市場中

往往呈現失靈的狀況，沒有商業電視臺願意提供特殊族群、語言社群所需要的節

目，因此這些族群媒體常常必須經由政府的力量而誕生（曾曉煜，2008），國內

的客家電視臺便是屬於保護多元族群發展權益而設立的族群媒體。 

                                                 
3 客家基本法於 2010年制定，並在 2018年 01月 31日修正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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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新煌（2005：6）以臺灣社會為視野，分析多元文化社會之下的族群傳播，

指出族群媒體都應被賦予下述幾個目的： 

一、傳播宣揚、強化族群文化認同、提升族群榮譽感。 

二、把多樣文化內涵傳遞給其他族群，減少彼此之間的無知和誤解。 

三、溝通各族群差異性，建立多元的主流文化。 

四、族群傳播應有「倡議」功能，倡議少數族群應享有的平等和公平待遇。 

五、在沒有壓迫、沒有扭曲、歧視下，建立族群多元但國家認同一體的新共 

識。 

換句話說，就是在不損害國家認同和社會凝聚下，提升族群意識和歸屬感，

減少族群間偏見和歧視，加強文化溝通（蕭新煌，2005）。如此看來，套上「族

群」兩字後，意義繁多，族群媒體與一般媒體間的不同之處就顯現出來，差別甚

大。族群媒體被視為抵抗同化，扭轉主流的單向支配，讓少數族群掌握媒體發聲

權／近用權，以自身的語言、觀點，為自己的族群製作節目內容，也讓下一代認

識自身文化（曾曉煜，2008）。 

本研究所探討的客語配音動畫主要由客家電視臺播出，客家電視臺身為族群

媒體，有其營運使命、定位、理念。客臺自我期許致力於跳脫框架，並且勇於嘗

試，努力透過優質節目導入客家文化，讓閱聽人認識及欣賞客家文化（客家電視

臺，2016）。客臺做為全世界第一個成立的，也是目前僅有的客家電視頻道，客

臺設立的責任及使命有四項： 

一、提升客家族群文化之價值 

二、推動客家語言永續之流傳 

三、維護客家媒體近用之權益 4 

四、推動國際族群文化與海外客家之交流 

依據這些使命，客家電視臺定位為，屬於全體客家族群、復振瀕危語言及全

民共享之公共服務媒體（客家電視臺，2017）。此外客臺的經費預算來自全體納

稅人，其以觀眾的閱聽需求出發，並從媒體專業及客家專業，將客家文化呈現在

螢光幕上，秉持三項理念：（1） 人民為本；（2） 客家為體；（3） 專業為用（客

家電視臺，2017），堅守目標持續傳遞客家文化，期望使更多人看見。 

客家電視臺於 2003年 7月 1日正式開播，最初是由行政院客家委員會每年

依法招標，並先後由臺視、臺視文化與東森電視等商業電視臺負責，但由於一年

一標致使其穩定性與連續性皆不足，2007年 1月 1日時，依《無線電視事業公

股處理條例》第 14條規定「政府編列預算招標採購或設置之客家電視臺、原住

民電視臺、臺灣宏觀電視頻道節目之製播，應於本條例公布施行後次年度起，交

由公視基金會處理」，改為委託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管理（無線電

視事業公股處理條例，2006；王保鍵，2018）。 

                                                 
4 臺灣司法院大法官會議第 364號解釋，「接近使用傳播媒體」之權利（the right of access to 

the media），指一般民眾得依一定條件，要求傳播媒體提供版面或時間，許其行使表達意見之權
利而言，以促進媒體報導或評論之確實、公正，1994年 09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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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依據 NCC提出之規定，諸如客臺這類公共頻道，較其他頻道有較高維

護兒童及青少年之義務，每年訂有製播若干小時兒少節目，並於適宜兒少觀賞的

時段播送（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2011），但由於客臺自製節目的能力有限，因

此便只能將動畫作為主打，多以依靠動畫配音去達成時數限定。客臺電視節目種

類繁多，研究者根據與客臺節目部負責人訪談得知，每一種節目類型都有訂定目

標，以自製節目來說，主要為吸引不同觀眾群來收看，製播節目以娛樂跟傳遞文

化、傳遞新知為主。譬如自製的兒童節目，目標則訂為幼兒學習語言，既有針對

幼兒觀看，亦有針對親子互動學習；至於配音節目，其目標設定為為語言學習，

客臺會選擇大多數人耳熟能詳的動畫來配音，藉此吸引年輕族群的目光。 

 

第三節 翻譯與配音 

本節將分為兩個部分，第一個部分回顧中西翻譯理論，並討論本研究擬採用

的翻譯理論；第二個部分說明配音規則，藉此整理本研究之相關題材，進而建立

研究論點。 

國內經常能看到許多來自國外的影片，不論是電影、電視劇或是動畫，皆會

經過翻譯後再以字幕或是配音的方式呈現給閱聽人。翻譯是一門特別跨科際的學

問，涉及語言學、人類學、社會學等（周兆祥，1996：135）。所謂翻譯，簡單來

說，即是兩種語言的對應與轉換，換言之，「翻譯是轉換、詮釋、傳遞、跨界的

過程」（陳建民，2016：1），來自不同文化的作品，因為文字及語言上的不通，

需藉由翻譯程序才能將其呈現到一般大眾面前，讓不懂這些文字及語言的閱聽人

也能欣賞。而翻譯的困難在於如何處理原語文化和譯語文化間的差異。 

世界上不存在適用於各語系、各種類型的語言的語際轉換翻譯理論模式。對

這一語言和語系適合的翻譯理論模式，對另一語言和語系則很可能不適合或基本

上不適合（劉宓慶，1993：27）。即便是在同一語系之間，也極可能因為歷史、

文化、地域等關係而改變，導致無法達到同等的轉換，也因此學者們才會一直致

力於研究翻譯這項學門，企圖從中找到支持點，以利後人們能加以運用。 

一、 中西翻譯理論比較 

中國傳統翻譯理論的歷史悠久，如果從最初的佛經翻譯算起，至今已有 1800

多年的歷史（劉宓慶，1993）。提到中國的翻譯，若按歷史看翻譯運動與理論，

大致分三個時期（1） 東漢到唐宋的佛經翻譯理論；（2） 明清的科技翻譯與人

文翻譯理論；（3） 近代全球化的翻譯理論（陳建民，2016：8）。 

另一邊，西方翻譯歷史最早可追朔於公元前 106的西賽羅（Cicero）算起，

但發展成為學問卻是近代的事情（廖佳慧，2017；陳建民，2016；劉宓慶，1993），

20世紀可以說是西方翻譯理論最活耀、流派最多且最具原創性的一個時期（劉

軍平、覃江華，2012）。西方翻譯學派眾多，大致分為語文學派、語言學派、功

能學派、描寫學派、哲學學派、文化學派六大流派，而每一學派又分別有多位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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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提出不同理論作代表。 

中國與西方雖然兩邊的發展時間不同，但各有其特色及相似之處。中國的第

一時期，「佛經」翻譯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較大規模的翻譯活動，在魏晉南北朝

發展到隋唐達全盛（廖佳慧，2017：19），其中著名的代表人物有道安、鳩摩羅

什、玄奘等人。道安傾向「直譯」手法，偏向作者立場，主張譯文必須質樸無華，

反對過度的文辭巧飾與任意增減內文，提出「五失本，三不易」5（廖佳慧，2017：

20）；鳩摩羅什則是認為翻譯應以傳達原意為主，不強求原文形式，必要時會採

取力求保留原文旨意「刪繁就簡」的作法，屬「意譯」，傾向寬鬆釋意法（paraphrase）

或稱自由意譯法（free translation），是站在以讀者為重的立場上；而玄奘以「直

譯」為主，「意譯」為輔，注重譯文的精確信實、忠於原文，比較多個版本加以

校正，並提出「五種不翻」6以音譯處置（廖佳慧，2017；陳建民，2016；劉宓

慶，1993）。 

第二時期，明朝後期翻譯科學代表作品為利瑪竇與徐光啟合譯的《幾何原本》、

《測量法義》；清朝嚴復譯作《天演論》中提出「信（忠實）、達（通順）、雅（美

感）」翻譯三原則，成了中國近代最著名的翻譯理論，此三字說明了翻譯中會碰

到的困難，譯文得忠於原文、講求正確，且還要流暢合理、簡單易懂及注意文藻

修飾，此三原則亦與十八世紀的兩位學者 George Campbell、Alexander Fraser 

Tytler所提出的觀點相似（廖佳慧，2017；陳建民，2016；劉宓慶，1993）。Alexander 

Fraser Tytler隸屬於西方翻譯學派中的語文學派，他提出「譯文應完整複製原作

的思想；譯作的風格和筆法應與原作性質一致；譯文應與原文一樣流暢」的翻譯

三原則，一樣是強調忠於原文，風格相似原文，譯文需要易讀通順。此學派還有

另外一位學者 John Dryden將翻譯分為三類「逐字翻譯／形式翻譯（metaphrase）、

換字改述（paraphrase）、仿效擬作／模擬（imitation）」（Dryden, 1680/1992: 17-31；

Tytler, 1797/1997: 208-212，轉引自廖佳慧，2017：34-35；陳建民，2016：14-15；

劉軍平、覃江華，2012：14-23），而從 John Dryden、Alexander Fraser Tytler兩人

的理論中可發現，思想方向已開始朝語言的意義與對等發展。 

除了前面提到的語文學派外，西方翻譯還有以俄羅斯學者 Roman Jakobson

提出的「語內翻譯（intra-lingual translation）、語際翻譯（inter-lingual translation）、

符際翻譯（inter-semiotic translation）」，及美國學者 Eugenen Nida的「形式對等

（formal equivalence）、功能對等（functional equivalence）」，還有 Peter Newmark

的理想譯法「語意翻譯（semantic translation）、溝通翻譯／交際翻譯

（communicative translation）」等幾人為主的語言學派（Jakobson, 1959/2012: 

                                                 
5 「五失本，三不易」中的五失本是指五種失去原文內涵的翻譯情形，包括句法倒裝、好用

文言、刪去反覆詠嘆之語、去一段落中解釋之語、刪去後段覆牒前段之語五種情況；三不易則是

在實際翻譯過程中，體會到原作、譯者、讀者三者協調與侷限，分別為「既須求真，又須喻俗」、

「佛智懸隔，契合實難」、「去古久遠，無從詢證」三種困難（廖佳慧，2017：20）。 
6 「五種不翻」即祕密故、多含故、此無故、順古故、生善故，遇見這五種情況以音譯處置，

就是指說含有神祕色彩、多重意義的詞、譯語環境中沒有的事物、遵循習慣，沿用舊譯以避免混

淆，某些詞彙使用音譯能使人更尊敬（廖佳慧，2017：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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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132；Nida,1964: 12-21；Newmark, 1998: 45-48，轉引自廖佳慧，2017：49-66, 

123-129；陳建民，2016：2-3, 16-17；劉軍平、覃江華，2012：46-47, 63-81）；

以及提出翻譯手法「異質化策略／原文導向（alienating，稱異化）」與「自然化

策略／譯文導向（naturalizing，稱順化）」哲學學派的學者 Friedrich Schleiermacher，

還有後來將其理論延伸為「歸化翻譯（domesticating translation）」及「異化翻譯

（foreignizing translation）」，變成了文化學派的美國學者 Lawrence Venuti等理論

（Schleiermacher, 1813/2012: 43-63；Venuti, 1995/2008: 18-20，轉引自廖佳慧，2017：

37-49；陳建民，2016：15-16, 32-35；劉軍平、覃江華，2012：329, 610-611）。 

至於中國翻譯的第三時期則是放眼近代，過去翻譯學研究其實有些傾向於西

方學派，雖然提出的理論看上去與西方不同，但其在根本上還是接近於西方，隨

著全球科技日益精進，為了開拓翻譯學研究，解決中西語言與哲思根本上的不同，

轉而開始建立中國本土的翻譯理論。翻譯理論規範的基礎是對語言現實的功能主

義的描寫，應著重描寫，建構翻譯理論的功能觀，並注重對策研究，以提高理論

的針對性和實踐性，將漢外之間的轉換規律為研究對象，重視語際對比研究，為

方法論提供理論依據，參考嚴復等古人的傳統理論，加以運用。有些學者認為中

國不像西方著重形式（如文字的圖像、原文譯文的表現法、詞語的字面意義等），

為解讀中文的語言與文學，以心靈層面為主並且輔以語句文法、邏輯等相互關係，

就能找出適合現代的中國翻譯理論（陳建民，2016；劉宓慶，1993）。 

二、 功能學派中的「目的論」 

功能學派常提及的是 Katharina Reiss的文本類型學（Typology of Texts），及

Hans Vermeer的目的論（Skopos Theory）；操作學派則有以色列學者 Itamar 

Even-Zohar的多元系統理論（Polysysterm Theory）（Reiss, 2004: 163-164；Vermeer, 

2004: 223-225；Even-Zohar, 2004: 194-196；廖佳慧，2017：66-89；陳建民，2016：

21, 26-27；劉軍平、覃江華，2012：149-163, 282-283）和 Gideon Toury的描述性

翻譯研究（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Toury, 1995: 36-39, 102，轉引自陳建

民，2016：26-27；劉軍平、覃江華，2012：289-290）等。 

以本研究的客語配音動畫而言，卡通配音翻譯隸屬於影視翻譯的一部份，而

影視翻譯被納入翻譯研究的討論是近期的事，主要或許可以歸功於 Toury所提倡

的描述性翻譯研究（游鈞雅，2003）。 

自 1970年代晚期開始，翻譯研究開始由原文轉向譯文導向，德國的「翻譯

功能學派」便是自此開始興起，「Nida在探討對等原則時，曾談到不同文本類型

與翻譯目的在翻譯過程中的作用」，這兩個觀點在此學派中被深入討論（廖佳慧，

2017：66）。「文本類型學」的代表人物為 Katharina Reiss，「目的論」則是 Hans 

Vermeer。Reiss將文本分成四種：訊息／資訊文本（informative text type）、表現

／表達文本（expressive text type）、操縱／召喚文本（operative text type）、視聽

文本（audiomedial text type），7在這些文本基礎上，Vermeer接著提出「目的論」

                                                 
7 「訊息／資訊文本（informative text type）」以內容為主，供事物實例與真相等資訊，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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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opos Theory），他強調若單純只是將語言「轉碼（trans-coding）」或「轉換

（transposing）」成另一種，是沒辦法產生實用或適用的譯本（serviceable 

translatum），基於目的會導致結果的情況下，有特定目的的翻譯行動會使譯者適

時調整翻譯策略，產生因應特別需求對象的最終翻譯譯文。也就是說，翻譯基於

原文可以將其視為一項翻譯行動（translational action），而任何一種行動必定存

在著目的，翻譯行為的目的會主導譯者的翻譯過程，包含策略與方法的使用，「目

的論」沒有限定原則，譯者根據翻譯目的與功能做決定，最後產生符合某種功能

的最終譯本。因此可能會出現多種譯本（Reiss, 2004: 163-164；Vermeer, 2004: 

223-225；Even-Zohar, 2004: 194-196；廖佳慧，2017：66-89；陳建民，2016：21, 

26-27；劉軍平、覃江華，2012：149-163, 282-283），以動畫來舉例，若將動畫的

目的視為娛樂，那麼譯者就會根據動畫特性、目標閱聽群等因素設定適當的翻譯

策略，讓最後產生出來的譯本達成娛樂功能，因此「目的論」下的翻譯是將翻譯

從語言層面進階至跨文化溝通的行為（廖佳慧，2017：75）。 

眾多外來動畫為了讓不懂原語的閱聽人能理解劇情內容，皆會進行翻譯，甚至

加以重新配音，為了選擇合適的翻譯策略，譯者必須配合特定閱聽人的需求，並

考量媒體特性，在各種限制下整理出翻譯目標與重點，以利擬定翻譯策略，而動

畫配音翻譯也不例外（張雅億，2013）。本研究所選的素材影片《中華一番》就是

如此，本研究的目的是在於了解客語配音動畫閱聽人的接收過程及客家認同，而

動畫翻譯其實可以將其視為一項行動，此行動為了讓閱聽人理解劇情內容並達到享受

動畫帶來的趣味，考慮到不同的閱聽群，而有多種類型的翻譯，例如字幕翻譯、配音

翻譯等，基於這樣的考慮，研究者認為選擇以功能學派中Hans Vermeer的「目的論

（Skopos Theory）」作為理論基礎，以此進行觀察與分析。 

三、 配音翻譯 

影視作品有獨特的文本特點和複雜的環境，要實現跨文化、跨語言、跨社會

的多重交際功能，翻譯的特殊性及難度由此可知。翻譯方法和策略的選擇很大程

度上由翻譯的目的、接收者、文本類型等因素決定。而不同的影片類型有不同的

語言風格，如故事片著重人物的個性語言，動畫則語言要活潑生動。 

影視配音最基本、最關鍵的地方就是內容的翻譯，譯者要適切的譯出原文之

意，還要讓譯文達到聲畫同步的效果，使配音員的聲音與畫面人物達成口型一致，

表達的意義亦要符合畫面內容等。中西方文化差異容易成為欣賞影視的障礙，文

化差異體現在各個方面，如價值觀念、宗教信仰、風俗習慣、思維方式，以及典

故、俗語、成語等語言表達方式上，考慮消除或減少文化差異帶來的問題，譯者

常採取各種手法，為了在有限的時間、空間內傳遞原內容，跨越表達方式的差異，

                                                                                                                                            
新聞報導、教材等；「表現／表達文本（expressive text type）」以形式為重，表達原作者的觀點與
態度，如文學作品等；「操縱／召喚文本（operative text type）」以感召為主，呼籲譯文讀者的回
應及行動，如廣告、競選演說等；「視聽文本（audio-medial text type）／輔助媒介文本（supplementary 
medial text type）」主要功用是配合影視、動畫、圖片等，如字幕（Reiss, 2012: 168-179，轉引自
陳建民，2016：21；廖佳慧，2017：6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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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因異文化背景而引起誤會（杜志峰、李瑤、陳剛，2013）。 

一般而言配音即是配音員以錄製好的聲音對白，代替原影片中的聲音，配音

翻譯必須配合劇中角色講話的時間和其嘴型，而動畫配音翻譯卻不用配合嘴型，

只須注意講話的時間，為了做到配音與螢幕上角色的口型一致，譯文句子的長度

要盡量與原文長度相同，且每句開頭音節和結束音節的開合也要與原文一致（杜

志峰、李瑤、陳剛，2013）。現今的動畫翻譯因片商考慮到不同的收視群，而製

作二種版本，一種是原音配與字幕（字幕翻譯），主要收視群為成人，另一種為

國語配音（配音翻譯），主要閱聽群為兒童（胡雲惠，2010）。張雅億（2013）提

到動畫配音必須注重觀眾的特殊性，配合他們的興趣喜好及語言文化程度來翻譯，

符合聲畫同步的限制，使對白口語自然又能搭配到畫面，並且傳達出原文的娛樂

效果。 

客家電視臺每一年都會訂定一個主題，所有的節目都會依據這個主題進行包

裝及行銷，除自製節目會配合外，在需要購片的配音節目中僅有紀錄片或是行腳

類節目會盡量配合，但在動畫上較難去契合主題，而客臺因其自製節目的數量無

法達到每日播放更新，因此到了某些時段會藉由配音節目來豐富電視臺內容，此

外客臺也因授權問題而無法購買到《多啦 A夢》、《航海王》、《烏龍派出所》等

被其他臺長期播放的熱門動畫。8 

本研究針對的是客語配音之動畫，客臺將配音節目的目的訂定為語言學習，

以客語翻譯而言，陳美蓉（2009：37）認為，站在客家話的使用、復育、傳承與

推廣立場，要將國客詞語轉換時，應深入理解客家話的語意，思考原有的文化內

涵，及語言的不可替代性去做轉換，而非順應或遷就年輕閱聽人或大多數閱聽人

的國語認知，直接以音譯方式做處理。 

研究者認為陳美蓉（2009）所歸納出的實務上處理新聞國、客語詞彙對應與

轉換的方式中有幾點亦能適用於客語配音動畫： 

(一) 以設立客臺復育客家話的初衷來思考，不論新舊國、客語詞彙的對應與

轉換，第一要務首先要回歸到客家文化的脈絡，或客家語言文化的邏輯

思維中，尋找可對應的客家詞彙。 

(二) 多方請問學者專家或鄉間耆老們。 

(三) 若仍無詞對應轉換時，視語境及配音技術條件，選擇以國語稱名、意譯

或以國、客語音直接音譯處裡。 

(四) 對多意涵的「新造詞」及「外來詞」，則採直接音譯，以免對所譯之客

家語詞，未能完全概括原「新造詞」及「外來詞」蘊含的意義。 

對於採用字幕或配音的問題，視國家而異，比利時、荷蘭、希臘以及北歐諸

國以字幕譯制為主，而法國、德國、意大利、西班牙等國家以配音譯制為主（康

樂，2007）。張雅億（2013）提到在臺灣，字幕翻譯較為盛行，來自國外的電影

或電視影集，大多是以原音播出，配上中文字幕。然而，針對兒童所設計的電視

動畫與電影動畫，則全數以配音的方式播放，或是同時提供配音與字幕版本讓觀

                                                 
8 此係根據研究者於 2018年 2月 22日與客家電視臺節目部負責人訪談得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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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選擇，目的是要讓識字能力尚不足的幼童，也能夠輕鬆理解內容。郭如舜（2002）

也表示考慮到主要收視群閱聽環境的方便、電視臺策略考量等因素的影響下，使

來自國外的影片重新配音，一直是國內電視臺播出動畫節目的主流型式。 

 

第四節 閱聽人與接收分析 

本研究旨在了解閱聽人對客語配音動畫之解讀、認同及接收過程，因此在眾

多閱聽人研究中選擇以接收分析作為本研究之理論基礎，本節將分為兩個部分，

第一部分說明閱聽人的概念問題，第二部分探討接收分析的理論重點。 

一、 閱聽人概念 

在進入接收分析之前，首先要提及的是與之密不可分的重要概念「閱聽人」，

對「閱聽人」（audience）的一般印象，通常為一群使用大眾傳播媒體，如報紙、

雜誌、廣播、電視、電影的使用者（黃葳威，2004），與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

訂本中的定義相同，泛稱使用包括平面、電子及網路等眾多媒體，閱讀、聽聞、

觀看的人。 

對於閱聽人與媒介之間的發展關係，國內學者黃葳威（2004）將其分為「大

眾傳播未出現」、「媒體萬能論」、「媒體有限論」、「媒體使用與滿足」、「結合媒體

批評與使用」五大時期。 

在大眾傳播未出現的時期，根據傳播學者McQuail的分析，閱聽人最早起源

於古希臘羅馬時期聚集在公共劇院、歌舞表演、競賽與大型表演等特定地點的人

群，換句話說，是指一群觀賞戲劇、比賽、景觀或表演的人。這些人的特徵是，

他們和作者、表演者之間有著明顯的角色分化，在此，具有具體的表演場所與觀

賞經驗。對於觀眾觀賞、聆聽以及表演者的表演，皆經過計畫與組織，並具有自

願性及個別選擇的行動和參與，且參與的活動皆有公眾和通俗的特質，活動的表

演內容為了增加娛樂、教育和間接經歷不同的情感體驗，而偏向世俗性，使閱聽

人在沒有大眾傳播媒體的時期被視為一種在特定時段中，經由個人自願的方式聚

集而成，並且具有娛樂、崇拜、學習、享受、恐懼、哀悼等預期效益的人（McQuail,  

2005，轉引自黃葳威，2004：10-11；陳芸芸、劉慧雯譯，2011：435）。 

伴隨時代的演變，科技創新帶動傳播科技的發展，促使閱聽人從最初面對面

的溝通，變成現今藉由大眾媒介作為仲介的溝通方式（張玉佩，2003），如印刷

術的發展、表演與公共傳播形式的商業化，到後來電子媒體的出現，媒體萬能論

時期，媒體的社會責任與閱聽人的參與相較第一時期受到重視，但此時期的閱聽

人只能算是傳播效果下的傀儡，毫無自主性；到了媒體有限論時期，發現傳播媒

體的效果有限，還需藉由人際關係的管道傳遞，因而脫離萬能論的閱聽人被動、

無組織的界定，閱聽人因其社會關係、背景等異同，成為具有個人差異及有選擇

能力的角色（黃葳威，2004）。 

從媒體萬能論到有限論，主要皆是以媒體的效果及對閱聽人的影響為主，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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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年代後，從效果論變成媒體使用角度的探索，使用與滿足理論的出現，研究關

注焦點逐漸轉向從閱聽人出發，這是第四時期；八零年代進入第五時期，觀點朝

向媒體批評與使用發展，1990年 Klaus Bruhn Jensen 及 Karl Erik Rosengren提出

閱聽人研究的五大傳統（Five Traditions in Search of the Audience）「效果研究

（effects research）、使用與滿足研究（uses and gratifications research）、文學批評

（literary criticism）、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和接收分析（reception analysis）」，

包含以質性或量化方式分析閱聽人與媒體間的關係（黃葳威，2004）。 

簡單來說，傳播環境的轉變促使閱聽人的概念本質進而跟著改變（王駿杰，

2012），而「閱聽人」概念是閱聽人研究的重要課題，張玉佩（2003）將影響閱

聽人概念的演變，分為兩個面向，第一為社會結構變遷產生的改變（如科技的發

展，使閱聽人從面對面到藉由媒介作為仲介溝通），可以 Nicholas Abercrombie

和 Brian Longhurst提出的直接閱聽人（simple audiences）、大眾閱聽人（mass 

audiences）與擴散閱聽人（diffused audiences）為代表；第二因典範變遷造成轉

移（如量化取向、質性取向分析），則以 Anderson提出的形式閱聽人（formal 

audiences）與實證／經驗閱聽人（empirical audiences）為代表。 

Abercrombie與 Longhurst在 1998年提出行為主義典範、收編/抗拒典範與奇

觀/展演三種典範，他們認為閱聽人是觀看表演（performance）進行的群體，而

不同類型的表演形式有不同的互動規則，依據這些差異區分出上述三種閱聽人

（張玉佩，2004；盧嵐蘭，2008）。 

盧嵐蘭（2008）以 James A. Anderson的分類為主，其他學者的觀點為輔，

論述閱聽人的各種形象，從層次來看有兩種，第一種是應職業、工作需求而生成

的產物，稱為形式的閱聽人（formal audiences）；第二種則是實證／經驗的閱聽

人（empirical audiences），指在一些實證研究經驗之論述中出現的閱聽人。而第

一種的形式閱聽人（formal audiences）又分成製碼的閱聽人（encoded audiences）

及分析的閱聽人（analytic audiences）兩個類型，一個是被寫進媒介文本中或被

製碼的閱聽人，另一個是因應批判分析之研究所產生的閱聽人；第二種的實證／

經驗閱聽人（empirical audiences）也能分成兩類，先驗／超驗的閱聽人

（transcendent empirical audiences）與情境的閱聽人（situated audiences），前者獨

立於閱聽人所在的特定環境，忽略情境強調類別（例如「成人的」閱聽人），其

有集合（aggregate）與代理（surrogate）兩個特點；後者則使閱聽人呈現於時間、

地方、及情境內，並因這些受到影響，情境閱聽人若依對文本的解讀形式，還能

區分出文本決定的閱聽人、集體的詮釋策略（strategies of interpretation）、戰術性

（tactical）解讀三種類型。另外，閱聽人分類也可分為策略的閱聽人（strategic 

audiences）、參與的閱聽人（engaged audiences）、機會主義／意外的閱聽人

（emergent audiences）等。 

「閱聽人」這個詞彙只能稱之為一個概念，無法明確解釋閱聽人存在於何方

（王駿杰，2012），看似簡單，但其實包含著許多面向， Thomas R. Lindlof與

Timothy P. Meyer更指出「閱聽人」一詞意味著特定情境下的實踐、詮釋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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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形構、使用的脈絡，以及產生注意的場合等，而依據這些形成的閱聽人探討

方式大致可分成家庭閱聽人、接收的閱聽人、社群閱聽人、公共閱聽人、歷史的

閱聽人五類，這五種閱聽人多屬於前述 Anderson分類中的情境閱聽人，亦成為

了閱聽人質性研究的主要探討方向（Lindlof ＆ Meyer, 1998: 251-257，轉引自盧

嵐蘭，2008：26-30）。 

本研究重點在於探討閱聽人在觀看客語配音動畫影片時，對其中的解讀，現

代人的媒介使用經驗已成爲極平常的行爲與經驗，不過對傳播的學術界與業界而

言，閲聽人還是一個不太能明確掌握的對象。盧嵐蘭（2004）提到，閱聽人是擁

有特殊生活世界的社會行動者，具有因其角色、地位而形成的「經驗領域」，而

這些經驗領域會選擇性地偏重某些層面的經驗與認識，並進而引導閱聽人對媒介

與文本採取特定的使用，在這模式之下，使用媒體是一種有目的行為，閱聽人可

以說是主動的，他能清楚地了解自己對內容的興趣，在過程中尋求滿足與選擇。 

二、 接收分析 

接收分析是閱聽人研究晚近流行的發展趨勢，大約在 1980年代中期開始出

現，起因可以說是從Stuart Hall提出主導霸權地位（dominant-hegemonic position）、

協商的符碼或位置（negotiated code or position）、對立的立場（oppositional code）

三種解碼的模式（Hall, 1980）。其在理論部分企圖整合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的理

論觀點，而在方法學上則是同時針對閱聽人與媒介内容作資料蒐集，此研究的宗

旨在於閱聽人解碼（decoding）的探討（Jensen ＆ Rosengren, 1990: 213-214；翁

秀琪，2012：137）。而 Ann Gary認為 Hall提出的模式無疑是開啟了傳播研究的

新方向，此三種模式分別代表了三種意義，第一個是挑戰了主流傳播模式及內容

分析，將其複雜化並且打斷了透明的傳播概念；第二個為堅持意義是多層次／多

參考的（multi-layered/multi-referential），因此將符號學和結構主義的新領域引入

大眾傳播研究；最後，是從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決定論轉變到 Gramsci的霸權

模式。然而 Hall提出的解碼／製碼的模式涉及到權力，特別是將關於「首選含

義／優勢意義（preferred meanings）」，也就是文本想傳達的意義編制到媒體產製

中的想法，（Gary, 1999: 26-27），接收分析在執行研究時，一方面是對文本進行

內容分析，找出首選含義／優勢意義（preferred meanings），另一方面則進行閱

聽人的深度訪談，瞭解閱聽人如何解讀文本意義，因此才產生這三種立場（張玉

佩，2004：40）。 

丹麥學者 Jensen 及 Rosengren從討論媒介與閱聽人關係的角度提出閱聽人

研究的五大傳統：效果研究（Effects research）、使用與滿足研究（Uses and 

gratifications research）、文學批評（Literary criticism）、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

和接收分析（Reception analysis）；美國學者 T. R. Lindlof則從閲聽人質的分析切

入，在《廣播與電子媒體季刊》（Journal of Broadcasting and Electronic Media）

上發表一篇文章名為「媒介閲聽人的質的研究（The Qualitative Study of Media 

Audience）」，將閲聽人質的研究區分為五大類：社會現象學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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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phenomenological style）、傳播規則理論（Communication rules）、文化研

究（Cultural studies）、接收分析（Reception study）、女性主義研究（Feminist 

research），這兩種分類皆提到了接收分析，可以見得接收分析在閱聽人研究中的

重要性（McQuail, 2005／陳芸芸、劉慧雯譯，2011；Jensen ＆ Rosengren, 1990: 

208-214；Lindlof, 1991: 25-30；翁秀琪，1993：2-3，2012：218-222）。 

接收分析簡單來說，除了著重探討閱聽人的解碼過程，還強調閱聽人對媒介

具有抵抗及顛覆力量，並且常使用質性研究與民族誌研究。此一理論視閱聽人為

有能力對媒介文本進行解讀，且能從中建構意義與獲得愉悅，並強調媒介文本的

意義來自媒介文本與閱聽人互動的結果，故強調製碼（coding）與解碼兩端應同

時研究，以便了解其過程與其在特定脈絡中的展現方式。由於參與詮釋社群以及

媒介使用通常是特定情境的產物，而不同媒介內容的閱聽人常由不同的詮釋社群

構成，社群成員會共享相同的論述形式和理解媒介意義之框架。此外，閱聽人絕

非全然被動的，而且閱聽人成員之間具有差異性，有些人會更有經驗或是更積極

的粉絲。由此可知，接收分析避免把閲聽人當「文化祭品（cultural victim）」，強

調閱聽人在解讀上的主動形象，但同時也不會完全忽略媒介正文的力量（意識形

態／霸權）（ideology/hegemony），避免陷於全由閱聽人取決的解讀（McQuail, 2005

／陳芸芸、劉慧雯譯，2011；Dahlgren, 1988: 291，轉引自翁秀琪，2012：137）。 

瑞典的傳播學者 B. Hoijer認為接收分析分為三大流派：文化研究傳統、社

會心理學傳統和認知心理學傳統（Hoijer, 1990，轉引自翁秀琪，2012：224）。 

文化研究傳統中以 Ien Ang和 David Morley的研究最常被提及， Ang讓閱

聽人用書寫信件的方式討論對美國連續劇《朱門恩怨》（Dallas）的看法，而Morley

則是針對英國 BBC時事節目《全國觀眾》（Nationwide）將研究分成文本及閱聽

人兩個階段進行分析。Ang的研究使其提出了閱聽人「逃避的愉悅」（escapist 

pleasure）的解讀觀點，認為閱聽人逃避到虛構的世界並涉及想像及參與，藉以

得到愉悅；Morley則提出了電視內容傳遞虛假意識而誤導閱聽人，並將閱聽人

的解讀型態分為優勢、協商、對立三群，雖然他發現解讀型態與社經地位沒有直

接關係，但出現優勢解讀的閱聽人仍佔多數，顯見媒介意識形態仍有其影響

（Streeter, 1984: 84-85；Ang, 1985: 49； Schroder, 1987: 24-25；Moores, 1990: 17，

轉引自翁秀琪，2012：224-225）。 

社會心理學傳統裡，最常被提及的是 Liebes和 Katz的研究，他們的研究主

要探討不同人種如何解讀《朱門恩怨》（Dallas），主要分析架構是區分「參考型」

和「批判型」（referential vs. critical or meta-linguistic）。「參考型」的觀眾會把節

目內容與真實生活連繫起來，把主角當成生活中的例子，屬於感性的觀賞；「批

判型」觀眾則是以美學的角度來討論，並察覺節目是虛構的，屬理性的觀賞

（Liebes and Katz, 1986: 153-155；翁秀琪，2012：225-227）。 

認知心理學傳統這方面以瑞典的B. Hoijer為代表，強調認知過程極為複雜，

不論採取詮釋（解釋）的或批判（決定論）的觀點，都是過度簡化了問題，因此

Hoijer提出了接收的「社會認知模式」（socio- cognitive structures of rece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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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心理學傳統研究關懷的是「認知結構」如何影響閱聽人的接收，同時認為閱

聽人在詮釋新信息時，會受到舊經驗、舊知識框架的影響（Findahl ＆ Hoijer, 1985；

Hoijer, 1989, 1992，轉引自翁秀琪，2012：227）。 

另外《歐洲文化研究期刊》（European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主編之一

的 Pertti Alasuutari（1999）則是將閱聽人的研究趨勢分為三個世代，發表在《重

新思考媒介閱聽人》（Rethinking the Media Audience）一書中。 

第一代接收分析是以 Stuart Hall與 D. Morley等人的研究為主，1974年 Hall

提出製碼／解碼模式，研究從原本技術取向（technical approach）轉向語言學取

向（semiotic approach），訊息不再被當成一個物品由傳送者拋給接收者，而是由

節目製作編碼、接收者解碼共同組成，因此傳遞的訊息並不代表接收到的訊息，

不同閱聽人可能會有不同的解讀方式；Morley則以討論公共事務新聞節目《全

國觀眾》（Nationwide）而完成研究著作《日常電視：全國觀眾》（Everyday Television：

Nationwide）為主要研究成果，開創了對文本與閱聽人之間互動關係的實證研究，

並驗證了 Hall的觀點（Alasuutari, 1999；張玉佩，2003）。 

第二代接收分析則是指 Ang、Hobson、Liebes、Katz等人的研究為主，接收

分析轉向閱聽人民俗誌研究（audience ethnography），此研究試圖理解媒介在特

殊詮釋社群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強調應將閱聽人的媒體經驗納入較大的

社會情境脈絡中，研究採取認同策略（identity politics），並以虛構戲劇節目

（fictional programs）為主要研究對象，其次特別重視性別政治議題。（Alasuutari,  

1999；張玉佩，2003；李婉鈴，2014） 

至於第三代接收分析，Alasuutari認為是指現今正在發展且尚未完成的閱聽

人研究，將媒介帶回研究，不再侷限在製碼文本和被特定詮釋社群解讀，擴展成

媒介和媒介訊息來探討，強調重視閱聽人的日常生活經驗，閱聽人在吸收媒介訊

息的過程中，必須再次思索自己與媒介的關係，同時比較自身生活經驗，因為閱

聽人對媒介的詮釋與解讀，將與生活經驗有著密切的關聯，簡單來說此時期的接

收分析特點就是注重研究者的反思性／反身性（reflexivity），從研究閱聽人的心

理轉向社會學視野以及強調整個「媒介文化」（Alasuutari, 1999；張玉佩，2003；

王宜燕，2012；王駿杰，2012；李婉鈴，2014）。 

而瑞典的傳播學者 P. Dahlgren在討論電視新聞的接收型態時，將閱聽人的

解讀分成三種型態：檔案式的接收（the archival mode reception）、關聯的接收

（association reception）、下意識的接收（the subliminal mode of reception）。所謂

的「檔案式的接收（the archival mode reception）」是指如電腦般地儲存資訊，並

不包含認知過程；而「關聯的接收（association reception）」則是包含了閱聽人先

前的知識與參考架構；最後「下意識的接收（the subliminal mode of reception）」

此種接收是一個創造性的接收。作為一種文化現象，不只牽涉閱聽人解讀時的心

理，同時被視為節目製作人下意識的表現，所以可以說是製作人下及閱聽人下意

識的交會處。Dahlgren還表示，這三種型態只不過是分析的理想型（ideal types），

在大多數的接收過程都可能發生（Dahlgren, 1986： 244-246，轉引自翁秀琪，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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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7-228）。 

從以上的說明來看，閱聽人研究趨勢日益強調閱聽人面對媒介文本時的繁複

經驗以及深層感受，並認為和其生活情境有著密切關係。由於本研究期望了解閱

聽人的觀看經驗，著重於了解閱聽人解讀文本時和媒介文本的互動過程，因此將

以第二代接收分析為主，兼輔以第三代接收分析去探討觀眾收看客語配音動畫時

的接收過程與解讀經驗。 

依據上述文獻探討的結果，本研究之研究問題如下： 

一、客語配音動畫閱聽人如何理解影片內容？ 

（一） 閱聽人如何接收配音文本？ 

（二） 閱聽人如何接收字幕文本？ 

（三） 在閱聽人的接收過程中，配音與字幕如何互動？ 

二、客語配音動畫閱聽人的閱聽經驗為何？ 

（一） 閱聽人從客語配音動畫的接收中產生哪些愉悅經驗？ 

（二） 在客語配音動畫的接收過程中，哪些部分讓閱聽人獲得正面或負面感

受？ 

三、客語配音動畫閱聽人如何解讀文本中的客家意涵？ 

（一） 閱聽人是否以及如何從觀看客語配音動畫而建構客家認同？ 

（二） 閱聽人如何從配音與字幕建構和客家的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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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閱聽人」經常被概念化成局部的特質或屬性，並被抽離於具體生活情境，

轉而凸顯少數的或片面的性質，忽略了它原本是一個完整的個體，如果我們細心

留意自己與周圍的人，便會發現每位閱聽人都有著豐富與複雜的經驗過程（盧嵐

蘭，2007：4）。本研究旨在了解面對客語配音的動畫，閱聽人在語言、字幕、內

容等方面，是以何種方式去詮釋與接收？在觀看過程中又會如何與客家連結？本

研究以客家電視臺 2017年推出的《中華一番》客語配音動畫為研究文本，採取

質性研究的深度訪談法，分析大學生觀看時的接收過程與解讀經驗，第一節敘述

本研究對深度訪談法的執行程序，第二節說明本研究的研究對象。 

 

第一節 深度訪談 

深度訪談法（in-depth interview）為質性研究資料收集的方法之一，其特質

是因應每一個受訪者的特性，發展適合他或她的面談方式，所以每一次訪談都是

特殊的，強調透過語言交談深入了解研究相關觀點，研究者及受訪者針對主題進

行深層對話，了解其生命經驗並對研究主題進行討論。質性研究的分析相當注重

研究者的獨創性、敏銳性、和在訪問過程中的高度參與度，訪談的分析，應理解

其訪談的情境以及現象的社會文化脈絡，並非只是單一問答、單向過程，而是一

個雙向的互動形式，透過訪談收集到的這些資料是其他研究所欠缺的（范麗娟，

1994；林淑馨，2010）。 

近年來，由於科技的轉變致使傳播媒介越加生活化，閱聽人在收視時，會溶

入自身的經驗、認知、喜好與態度等來對內容做出選擇與詮釋，而這些也會受外

在因素有所變換，換句話說就是閱聽人會依照自身的興趣喜好，有選擇性的去接

受媒介文本所表達的意義。深度訪談與單純訪談有很大的不同，此研究方法可以

針對受訪對象的背景、感受、意見、經驗、價值觀等方面進行詳盡的資料蒐集，

深度訪談是要深入探究受訪者內心真正的想法，得到更真實的訊息（萬文隆，

2004）。 

若以研究者對訪談結構的控制程度來將訪談區分，可以分成三種類型，結構

式訪談、半結構式訪談以及無結構式訪談。結構式訪談（structured interview）又

稱為「標準化訪談」（standardized interview）或「封閉式訪談」（close interview），

訪談對象必須按照統一標準和方式選取，並需按照事先統一設計、具有固定結構

的問卷進行訪談。訪談問題、提問順序和受訪者回答的記錄方式完全一致，不能

隨意發問或對問題做解釋。 

半結構式訪談（semi-structured interview）又稱為「半開放性訪談」（semi-open 

interview）或「半標準化訪談」（semi-standardized interview），研究者對訪談結構

具有一定控制作用，但同時也允許受訪者積極參與。通常研究者事先會準備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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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略的大綱，根據自己的研究設計對受訪者提問，並依訪談情況對程序和內容進

行調整，使訪談可以取得想要知道的資訊，且受訪者的回答也不會受制於選項。 

無結構式訪談（unstructured interview）又稱「開放性訪談」（open interview）

或「非標準化訪談」（unstandardized interview），為一種無控制的訪談，研究者於

訪談進行的過程中，不用先設計一套標準化的訪談依據，也不必針對訪談問題排

列特定順序，只有粗略的問題大綱或幾個要點作為提示，訪談主要是隨著受訪者

的談話內容進行。 

這三種訪談不論是哪一個，相較於其他研究方法，研究者不僅可以從受訪者

身上獲得較深入的資訊，還可以直接觀察受訪者的行為、態度及表情，進而得到

非語言性的資訊，而我們常提到的深度訪談大多採用半結構或無結構的訪談方式，

以便受訪者有較大的空間說出自身對生活經驗的主觀感受（林淑馨，2010：223- 

227）。 

深度訪談主要使用開放、直接、口語的問題來引出故事和案例取向的敘事內

容（Crabtree ＆ Miller, 1999／黃惠雯、童琬芬、梁文蓁、林兆衛譯，2007：102），

它不像量化有標準化訪談程序可以遵循，它沒有制式化的訪談規則，而且進行訪

談時常因研究者與受訪對象的互動情況而有差異，因此深入訪談是異質性較大的

研究方法。大部分學者將深度訪談視為一種會話及社會互動，目的在於取得正確

的訊息或理解訪談對象對真實世界的感受、看法與態度（李曉鳳、余雙好，2006；

林淑馨，2010）。 

John Johnson（2002）認為深入的意涵是要超越普通常識的解釋以及對異文

化形式的了解，對於這些經驗要從一般常識的感受、解釋與理解開始，但真正目

的是在找尋內裡蘊含的意義，以明白該經驗的本質（轉引自李曉鳳、余雙好，2006：

142）；Minichiello（1996）認為與他人建立關係，本質上就是了解這個人看世界

的方式，以及相等地溝通、理解，懂得別人看待世界的方式，便較能與之建立關

係及產生較理想的互動關係（轉自李曉鳳、余雙好，2006：144）。因此研究者對

所研究的主題必須先擁有理論敏感度，也就是對研究主題有一個相當清楚的了解，

將逐字稿的資料打散，依據屬性再找類別、次類別，針對逐字稿經過一層一層不

斷的深入，持續歸類、分析、整理出更具象的概念，並且發展出架構與理論（萬

文隆，2004：22）。 

對於訪談的問題，Michael Patton（1995）提出了六類問題（轉引自王仕圖、

吳慧敏，2005：103-104；李曉鳳、余雙好，2006：145-146）： 

一、經驗／行為（experience/behavior）問題：有關受訪對象會做或已做了什

麼的問題。目的是在獲取有關行為、行動、經驗和活動等描述。 

二、意見／價值（opinion/value）問題：了解受訪對象的詮釋與認知歷程，

發現其對人、事、經驗的目標、想法、意圖與期望。 

三、感受（feeling）問題：為了要了解當事人對周遭發生的事或發生在他們

身上的事之反應情緒。 

四、知識（knowledge）問題：目標在於發覺對象所擁有的事實信息，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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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事實知識的了解，或發現他們認為的事實是什麼。 

五、感官（sensory）問題：關於他們聽、看、聞、觸到什麼，讓受訪對象描

述他們所感覺到的刺激，捕捉他們的感覺經驗。 

六、背景／人口統計（background/demographic）問題：有關受訪對象的基

本資料，如年齡、教育、職業等。有助於研究者了解受訪對象的特性，

進而分辨在社會中屬於哪一群。 

為了能讓受訪對象有豐富的回答，應問受訪對象一些含「如何」、「何時」、「什

麼」等開放式的問題，避免問一些無法回答的問題。Minichiello（1996）將提問

方式分成三類：第一種「描述性提問（descriptive questioning）」是指讓受訪者描

述某人、事件、地點、人物或經驗，最常用在訪談開始時，屬於比較不具有威脅

性的策略，能讓受訪對象討論他們的經驗，並詮釋出來；第二種「結構性的提問

（structural questioning）」則是發現受訪對象如何組織或架構他們的知識；第三

種「對比式提問（contract questioning）」，這問題能讓受訪對象從他們的世界出

發，進行事件或情境的比較，以及討論這些情境的意義（轉引自王仕圖、吳慧敏，

2005：104；李曉鳳、余雙好，2006：146）。 

接著提出了三種發問的技巧：第一種「旁敲側擊」，這種技巧是用來澄清及

得到更多細節的方法，特別是當研究者想了解受訪對象對原始問題所給的意義時，

或者受訪對象的敘述不完整、模糊及沒有回答答案之時；第二種「魔鬼進擊問題」，

直接針對受訪對象的論點提出相反的，迫使其進一步解釋他的前一個論點，或提

供進一步的信息，以檢視研究者是否正確解讀受訪對象的信息；最後一種「假設

性的問題」，由研究者建議幾個可能的現象、選擇或發生的情形，讓受訪對象猜

想自己面對這種選擇的態度或行為反應，或者提出理想，讓受訪對象敘說或分析

他們現在的生活狀況，比較現實與理想之間的差異，這種方式可讓研究者了解受

訪對象的觀點與詮釋（轉引自王仕圖、吳慧敏，2005：105；李曉鳳、余雙好，

2006：146-147）。 

Bainbridge（1989）指出深度訪談有有幾項優點，第一，因標準的深度訪談

是在受訪者家中進行，所以可從面談的觀察中獲得更多更豐富更有價值的資料，

而受訪者在熟悉的環境中，也較能深入地回答間題；第二，在深度訪談中常採用

的開放式問卷可問得更多的資訊且能問得更徹底；第三則是使用深度訪談的研究

者通常只專注研究一個論題，較能針對此問題達到全方位且深入的了解；最後是

質性研究可彌補量化研究的缺點，雖然量化研究有許多優點，但量化研究的不足

在於無法測量受試者的思維過程，或是較為敏感或細膩的心理變化，而這些則是

質性研究的優點（轉引自范麗娟，1994：30）。 

以閱聽人的經驗領域而言，一些看似瑣碎或無關緊要的行動中，其實相互盤

根錯節成一個意義網絡，表面上看來可能只是日常作息的一些慣例活動，事實卻

是能讓他們的生活世界每天持續運轉的重要基礎，並隱隱呈現出他們的某些堅持、

協商或共享過程中所蘊涵的價值、認同與經驗模式（盧嵐蘭，2004）。深度訪談

能透過精心設計的數據詳細調查受訪者的意見、價值觀、動機、回憶、經歷，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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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長時間觀察受訪者的非言語反應，可以說深度訪談提供了豐富細節，與傳統的

調查方法相比，更容易接近某些可能在其他方法中禁忌的主題，針對敏感問題得

到更準確的答覆（Wimmer ＆ Dominick, 2010）。 

 

第二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旨在探討閱聽人觀看配音動畫的接收與解讀，由於客家電視臺以配音

動畫吸引年輕族群收視，因此本研究以大學生作為研究對象，本研究總共訪談

22位大學生，其中懂客語和不懂客語的大學生各半，並同時考慮性別與族群背

景，包括男女各半，客家人與非客家人各半。訪談之前，將讓受訪者觀看 3集《中

華一番》客語版動畫，動畫集數與標題在後面第三節將會說明，接著針對受訪者

的觀看經驗及解讀方式進行詳細訪談。訪談大綱請見表 1。訪談前事先徵求受訪

對象是否接受錄音，而研究者也會在訪談過程中隨時記錄，觀察訪談過程中受訪

者的語調、情緒和表情變化，以便日後分析補充。 

選擇受訪對象的方式採取從身邊親友介紹及校內尋找自願者，確定後安排訪

談日期、地點，並備齊相關工具，如筆記型電腦、訪談資料、3集《中華一番》

動畫光碟數份、錄音筆、筆記本、禮品、茶點等。進行訪談前，事先給予受訪對

象錄有影片之光碟，使其在受訪前能利用閒暇時間觀看，並有足夠的時間消化內

容、沉澱感想，每次訪談時間約一至一個半小時左右。完成訪談後，進行資料分

類整理及轉換成文字，接著分析訪談內容撰寫成書面報告。 

表 1為訪談大綱，訪談大綱為研究者於訪談過程中欲詢問的主要問題，主要

目的在於提醒研究者，避免遺漏重要的內容（林淑馨，2010）。本訪談大綱係依

據研究問題而設計，前兩大項問題主要先了解受訪者基本背景資料，以及其平時

對於語言及電視娛樂的習慣，以便後續問題適時作調整；第三項問題為客語配音

動畫閱聽人如何理解影片內容，包括閱聽人對於配音及字幕文本的接收過程，以

及兩者間的互動影響，這些皆是此問題想要了解的；第四項問題則是針對閱聽人

的閱聽經驗進行更深入的收集資料，觀看經驗包括各種情感、態度、愉悅、抗拒

等；第五項問題是要接續前述提問，進一步了解閱聽人如何解讀客語配音動畫文

本中的客家意涵，在配音和字幕中如何建構及連結，第三項到第五項皆對應到上

一章節末所提出的三大研究問題；最後一項則是針對受訪者後續觀看客語配音節

目的可能發展加以了解。  

 

表 1：大學生訪談提綱 

訪談範疇 訪談問題 

(一) 基本資料 

(1) 目前大學幾年級？年齡是？性別是？ 

(2) 本身的族群是？  

(3) 本身的客語能力如何？是否有考取客語認證？級數為

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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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生活習慣 

(1) 平時家人和自身對話，使用的是什麼語言？是否會使

用客語？ 

(2) 平時喜歡看些什麼電視節目（節目類型、名稱等）？

有收看客家電視臺的節目嗎？ 

(3) 平時觀看影片時喜歡原音還是配音？為什麼？ 

(三) 客語配音動畫

閱聽人如何理

解影片內容？ 

(1) 您對於影片配音及字幕感覺如何？ 

(2) 在觀看時習慣聽聲音還是看字幕，或是兩者搭配？原

因是？ 

(3) 關注在聲音、字幕或是兩者兼具時，會不會影響觀看

時的理解程度？ 

(4) 是否有哪些部分較不易理解？ 

(四) 客語配音動畫

閱聽人的閱聽

經驗為何？ 

(1) 曾經是否有看過國語配音的《中華一番》？ 

(2) 在觀看客語配音《中華一番》前，曾經有看過其他客

語配音的動畫嗎？能描述一下當時的和現在的觀看經

驗感想嗎？ 

(3) 您看客語配音《中華一番》時有什麼想法呢？覺得最

喜歡的地方是？ 

(4) 看客語配音《中華一番》時最不喜歡的地方是？ 

(5) 您覺得加上客語配音後，對欣賞《中華一番》是否有

何影響？ 

(6) 您認為客語配音的部分和影片原本內容是否一致？有

無不對應的地方？ 

(7) 針對《中華一番》，您希望客語配音要如何表現，可以

提高觀看動機與滿意程度？ 

(五) 客語配音動畫

閱聽人如何解

讀文本中的客

家意涵？ 

(1) 熟悉的國語配音動畫換上客語後，有哪些想法？ 

(2) 您看完《中華一番》客語版之後，是否學到更多客家

話？ 

(3) 您看完《中華一番》客語版之後會不會讓您想學習客

家話，或是對客家有什麼想法呢？ 

(4) 客語配音的動畫是否讓您對客家產生更多親切感？或

更想去接觸及認識客家文化？ 

(5) 覺得這些客語配音動畫和《我們這一家》、《烏龍派出

所》這類國語加閩南語配音的動畫比起來，給您的感

覺分別是如何？為什麼？ 

(六) 未來展望 

(1) 未來會不會選擇觀看客語配音動畫？為什麼？ 

(2) 對於臺灣的客語配音領域了解多少？有什麼看法和期

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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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為受訪對象基本資料，受訪對象以研究者身邊熟悉的人開始滾雪球式選

擇對象，最終選定 22為大學生，除了男女各半外，當中族群分類有客家人、閩

南人、半客家半閩南人，而在半客家半閩南人中，將較常接觸客語的學生歸類進

客家類別，故此客家人及非客家人為總人數各半，表 2將受訪對象依序編號，並

依性別、族群、年齡、學習專業、客語程度及客家腔調予以分類。 

 

表 2：受訪對象基本資料 

編號 性別 年齡 族群 學習專業 客語程度 客家腔調 

1 女 19 閩南人 資訊教育 簡單的單詞  

2 女 19 閩南人 資訊教育 不會  

3 女 18 半客家半閩南人 資訊教育 聽得懂一些 四縣 

4 女 19 半客家半閩南人 資訊教育 聽得懂一些 海陸 

5 女 18 閩南人 資訊教育 不會  

6 男 18 半客家半閩南人 資訊教育 聽得懂一些 海陸 

7 女 21 閩南人 語言與傳播 簡單的單詞  

8 男 19 閩南人 資訊教育 不會  

9 男 19 閩南人 資訊教育 不會  

10 男 19 閩南人 資訊教育 不會  

11 女 22 客家人 資訊管理 說較差，聽較好 海陸 

12 男 19 客家人 園藝科 說差，聽普通 海陸 

13 女 21 半客家半閩南人 語言與傳播 客語認證初級 四縣 

14 男 21 閩南人 語言與傳播 不會  

15 女 21 閩南人 語言與傳播 懂一點點  

16 女 22 客家人 語言與傳播 客語認證中高級 四縣 

17 女 22 半客家半閩南人 語言與傳播 客語認證初級 四縣 

18 男 22 半客家半閩南人 語言與傳播 客語認證初級 四縣 

19 男 22 半客家半閩南人 機械工程 不會  

20 男 20 客家人 創意行銷 簡單日常對話 四縣 

21 男 20 客家人 創意行銷 客語認證初級 四縣 

22 男 20 客家人 創意行銷 聽日常對話，說差 四縣 

 

訪談日期為 2019年 4月 22日至 5月 4日，每位受訪對象訪談時間約為 40

分鐘至 60分鐘。 

  



 

25 
 

第三節 《中華一番》動畫文本 

一、 製播情形 

《中華一番》動畫版為日本動畫公司製作，於 1997年 4月至 1998年 9月在

日本由富士電視臺聯播網（Fuji Network System, FNS）首播，全部共 52集，其

第一首片頭曲中使用的片頭動畫，藍黃交替的閃爍畫面受到日本「3D龍事件」9

的影響後做了修正。接著臺灣以國語配音在 1999年 6月至 2000年 1月由臺灣電

視公司首播，2000年 2月至 11月由統一企業贊助冠以《中華一番之滿漢傳奇》

之名重播，動畫中有幾位人物名字改以該公司產品名稱命名，如「小當家」（脆

麵類品牌）、「阿 Q」（泡麵品牌）、「及第師父」（冷凍水餃品牌）還有「嘟嘟」（真

空包裝食品）。而客家電視臺在 2017年 9月至 11月推出客語配音版本，到 2018

年 9月又再重播客語版，客臺推出的客語版是由一心傳播有限公司所製作，配音

團隊成員有配音領班廖涵，及配音人員王旻瑛、林鈺婷、彭月春、黃振尉、黃紹

彬、陽明剛、賴家昌、劉韶蕙 9人共同完成。此外，由於字型相似，劉昴星在動

畫版中被誤譯為劉昂星。 

二、 故事內容與主要角色 

《中華一番》動畫主要講述在清朝末年時，中國四川省有位年輕廚師「劉昂

星」，他立志成為像母親一樣的廚師，做出能帶給人們幸福的料理，到廣州陽泉

酒家修行，學習廚藝，取得一等廚師資格後，為了持續磨練而踏上學習之旅。主

角秉持著「料理能帶給人幸福」的理念，一路上見識了各式各樣的人、事、物，

也與利用料理控制人心的「黑暗料理界」對抗，除此之外也結交不少有志一同的

朋友，動畫最後主角和夥伴聯手於北京紫禁城與黑暗料理界的廚師進行「御前料

理對決」，成功阻止黑暗料理界控制全中國的野心，正式站上中國料理界的頂點，

成為名副其實的中國第一廚師。 

劉昂星（阿昂），男主角，四川人，有位名叫精靈的姊姊，戴著紅色頭巾將

一頭藍色長髮束在腦後，有著超凡的味覺與記憶力，只要嘗過料理就可以知道食

材。為磨練廚藝到廣州拜陽泉酒家副廚丁油為師，並且參加比賽成為了史上最年

輕的一等廚師，曾為了進行料理修行以及尋找傳說中的廚具而幾度踏上旅程，堅

持著母親所教導的「料理能帶給人幸福」的信念，與利用料理控制人心的黑暗料

理界對抗。 

梅麗，女主角，廣州人，陽泉酒家副廚丁油的獨生女，在陽泉酒家內因與阿

昂的年齡相近，所以兩人交情十分好，經常在一起工作、玩耍，喜歡阿昂，個性

                                                 
9 1997年 12月 16日下午 6時 30分，東京電視臺播出《神奇寶貝》第 38集「電腦戰士 3D

龍」，影片某段發出強烈且頻繁紅藍交替的閃光，替換頻率高於正常動畫製作標準，數多名兒童

觀看後出現眼花、噁心及頭疼等的症狀，事後統計共 685名兒童送院治療，其中更有兩人住院的
時間超過三星期，該集內容此後被列為永久禁播，成為全球一次性引發癲癇症狀最多人數的電視

節目。（見 https://www.thenewslens.com/feature/tnlcollegeofmedicine/94587） 

https://www.thenewslens.com/feature/tnlcollegeofmedicine/94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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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潑富有責任感，時常在阿昂身邊支持及鼓勵他，本身雖然不是廚師，但對於中

華料理有一定程度的認識，在阿昂踏上料理修行之旅以及尋找傳說中的廚具時伴

隨其身旁。 

四郎，中日混血兒，其母親為日本人，曾在外學習三年料理，但是學的並不

認真，在家鄉初遇在外料理修行的阿昂後，自作主張拜阿昂為師，並跟隨阿昂、

梅麗一起踏上料理修行之旅，個性開朗愛耍嘴皮子與搞笑，有些好色，有時會藉

機偷吃梅麗的豆腐。 

解師父，本名解魯，人稱「鐵棍解師父」，出生於盛產點心的山西省，是製

作中式點心的天才高手，幾年前以最快速度取得最高榮譽一等點心師傅的頭銜。

走遍中國各地學習廚藝，與各地有名廚師進行點心比賽，帶著一根黑色鐵棍，有

著驚人的臂力能揮舞出暴風，鐵棍前端刻有不少代表他擊敗對手的黃色星記，為

人爽朗正直，在廣州陽泉酒家與阿昂進行燒賣對決後兩人成了好友，後來與阿昂

一起對抗黑暗料理界。 

雷恩，有著卓越的刀工技巧，擅長海鮮料理，外號「七星刀雷恩」，性情冷

靜且仁慈，使其習慣在宰殺完動物後，會貼上符紙為牠們超渡，曾是陽泉酒家引

以為傲的天才料理少年，也是十全大師唯一的弟子，和梅麗是青梅竹馬。外出進

行料理修行時為了追求更高的廚藝境界而踏入黑暗料理界，但後來因一時偏念犯

下大錯，從而發現黑暗料理界的可怕決心叛離，不久在與阿昂的神前刀工對決上

化敵為友，一同對抗黑暗料理界。 

《中華一番》動畫總共有 52集，研究者認為最精彩的可以分成三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是主角阿昂在考取一等廚師資格的過程；第二個是在上海與夥伴一起

和黑暗料理界的人比賽爭奪傳說中的料理廚具；第三個部分則是在京城為了阻止

黑暗料理界的野心，而與夥伴聯手進行御前料理對決。將此三個部分經過比較後，

本研究選定最後 3集也就是御前料理對決這部分作為研究文本，阿昂在御前料理

比賽上展現出至今修行的成果，秉持著母親教導的「料理能帶給人們幸福」的信

念，針對皇上身體狀況與解師父、雷恩聯手將他們各自的拿手料理改良，特製成

一百道健康料理，成功阻止黑暗料理界取得勝利，研究者認為最後 3集是主角與

其同伴歷經成長後的結果，可以說是《中華一番》的精華，較容易使受訪者產生

反應，因此選擇此 3集作為文本，所有集數標題如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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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中華一番》動畫集數與標題 

集數 標題 集數 標題 

1 天才料理少年 阿昂 27 悲慘 復仇的完結篇 

2 傳奇麻婆豆腐比賽 28 野外料理友誼賽 

3 朝一等廚師的目標 加油 29 來自黑暗的人 冷血天才雷恩 

4 無情的陽泉酒家門規 30 惡魔的切口 怪刀七星刀 

5 打破傳統 打倒陽泉酒家 31 包含四大中華 真鯛大陸圖 

6 火燒廚師 餃子兄弟 32 火與冰 決戰廚師魂 

7 卑鄙的手段 沒有退路的阿昂 33 傳說的廚具 永靈刀的秘密 

8 比勝負 巨龍餃子 34 魔都上海 黑暗料理界的宣戰 

9 向夢想挑戰 一等廚師比賽 35 水上大鬥味場 鐵腕湯的魔力 

10 終極絕招 國士無雙的麵 36 阿 Q特製 冷凍凝湯 

11 
最後決戰 傳說中的鬥味場 

37 點心王羅根 一千六百年的鎮魂

包子 

12 
天生的廚師 美少年阿飛 

38 超級點心比賽 意想不到的比賽

結果 

13 鯰魚麵完成 命運的審判 39 另一組七星刀 神祕美人向恩 

14 王者之冠 光榮的徵章 40 清醒吧雷恩 廚師的使命 

15 天才料理少年 四郎 41 摧毀黑暗之刀 神聖的七星刀 

16 超級波霸 小心美人計 42 復仇的紹安 恩仇終結 

17 重現吧 神秘的鍋巴料理 43 阿昂的實力 大魔術熊貓豆腐 

18 紅色的粥 鬼屋裡的秘密 44 驚人的結果 阿貝仙女的手掌心 

19 愛的千鶴橋 銀河麵 45 燃燒的長江 紹安葬身大海 

20 不吉利的烏雞 46 解救解師父 麵的計謀 

21 全國最強的男人 向陽泉酒家挑戰 47 魔神降臨 魔聖銅器的奇蹟 

22 星星記號 阿昂是下一個目標 48 跌落凡間的星 特製慧星炒飯 

23 發光吧 大宇宙燒賣 49 黑暗的迷宮 一碗心連心的粥 

24 神秘邀請函 面具廚師的計謀 50 帝都京城 黑暗料理界的魔掌 

25 承接比賽意志 異人館的血戰 51 天才阿飛的手藝 新滿漢全席 

26 致勝王牌 輕狂的惡魔 52 大勝利 英勇廚師們的光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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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 

本次研究總共訪談了 22位對象，在這些對象中僅有受訪者 5、7、11、13、

15、16、17、18、22這 9位曾經觀看過客家電視臺，但頻率皆不高。而這 9位

中有受訪者 5、7、11、13、16、17、18、22這 8位觀看過其他客語配音的動畫，

受訪者 5、7、11及 17是僅看過一點點客家電視臺的《湯姆歷險記》、《一休和尚》

這兩部客語配音動畫，受訪者 13看過《花田一路》，受訪者 16看過《龍貓》、《神

隱少女》，受訪者 18是完整的看過客家電視臺播的《龍貓》，受訪者 22看過《櫻

桃小丸子》，此外在觀看影片習慣上 22人中僅有受訪者15是喜歡觀看配音影片，

其餘 21人皆喜歡原音影片，如表 4。 

本章節將分為五小節，第一節為講述閱聽人理解影片的方式；第二節為閱聽

人的觀看經驗；第三節為閱聽人解讀影片中的客家意涵；第四節為閱聽人對於客

語配音的未來看法；最後第五節為全部的總結論。 

表 4：受訪者收看客家電視臺、國語版《中華一番》及配音喜好 

編號 是否收看過客家電視台 國語版《中華一番》 配音喜好 

1 否 否 原音 

2 否 否 原音 

3 否 否 原音 

4 否 是 原音 

5 是（《湯姆歷險記》） 否 原音 

6 否 否 原音 

7 是（《一休和尚》、《十里桂花香》、《作客他鄉》） 是 原音 

8 否 否 原音 

9 否 是 原音 

10 否 是 原音 

11 是（《一休和尚》） 是 原音 

12 否 否 原音 

13 是（《花田一路》） 否 原音 

14 否 是 原音 

15 是（《大聲麥克風》、《台北歌手》、《出境事務所》） 否 配音 

16 是（《龍貓》、《神隱少女》、《福氣來了》、《阿芹妹請人客》） 是 原音 

17 是（《客家戲曲》、《一休和尚》） 是 原音 

18 是（《龍貓》） 是 原音 

19 否 是 原音 

20 否 是 原音 

21 否 是 原音 

22 是（《櫻桃小丸子》） 是 原音 



 

29 
 

第一節 閱聽人理解方式 

整理訪談結果中發現，閱聽人在理解影片內容時大致可分為兩種方式，第一

種方式為日常語言使用的習慣，閱聽人會因其習慣使用某些語言，而去影響其理

解影片內容的方式；第二種方式為日常觀看影片的習慣，閱聽人會選擇使用字幕、

配音或是兩者兼具當作理解影片的工具。  

一、 語言習慣 

語言對於閱聽人來說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從溝通的角度來說，語言是閱聽

人用來產製口語訊息（verbal message）的一種符號系統，經由語言符號傳遞訊

息的過程，是對符號與信息處理（information process）的能力，當中包括了接收、

儲存、操縱與引生。閱聽人有接收（receive）信息的能力，它建立在對符號或信

號（signal）的理解，只要使用共同的語言，大致上都能夠理解與接收信息；接

著還會有儲存（store）信息的能力，經由記憶儲存大量不同性質的信息，因此在

相同情況下不必從頭開始製造符號，就能直接從大腦抽出需要的符號；操縱

（manipulate）則是指知道運用不同的符號，適應不同環境的能力；引生（generate）

符號的能力，則是雙方能藉由回饋（feedback）的過程，不停的符號再生與互換

（陳國明，2003：153-154），這些都是閱聽人所擁有的語言能力。 

更進一步來看，閱聽人是擁有特殊生活世界的社會行動者，具有因其角色、

地位而形成的「經驗領域」，這些經驗領域會選擇性地偏重某些層面的經驗與認

識，並進而引導閱聽人對媒介與文本採取特定的使用（盧嵐蘭，2004），研究者

發現閱聽人在日常生活中所慣用的語言會影響閱聽人在觀看影片時的習慣，當客

語為閱聽人不熟悉的語言時，閱聽人在觀看時對上字幕的比例會偏高。例如： 

受訪者 1：字幕加一點點聲音，因為聽不懂。 

受訪者 3：字幕為主，但還是會聽聲音，若是中文會比較少看字幕。 

受訪者 4：會聽他在講什麼客語，然後也會看著字幕就搭配起來。中文

的話，就聽中文看動畫，字幕還是會搭一下。 

受訪者 5：因為聽不太懂，就會想要去看那個字幕他到底在講什麼，如

果是中文配音的話，通常就不會去看字幕，就會注意畫面。 

受訪者 15：平時觀看影片的時候，聽聲音為主字幕為輔，會一起，但

是要看自己的語言熟不熟悉，像是英文的話，就可能邊練英聽、邊看像

字幕是不是跟自己想的意思一樣，那如果像是遇到比較不熟的語言，例

如日文的話，就兩個一起看，看能不能抓到這個聲音講的是這個詞彙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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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觀看《中華一番》時是以字幕為主，聲音輔助。 

閱聽人會受到日常生活習慣、環境及文化等因素影響下形成個人的喜好，在

潛移默化中建構自己的習慣與認同（林淑容，2007），也就是說閱聽人在日常生

活中的常用語言習慣與環境，會影響閱聽人觀看時使用工具的喜好，前面提到當

客語為閱聽人不熟悉的語言時，閱聽人會選擇使用字幕工具，反之客語為熟悉的

語言時，則會著重在配音，此時字幕變為輔助，僅用來對上少數不熟悉的客語單

詞。例如： 

受訪者 16：如果當下是那個語言是聽得懂的話，就習慣聽聲音，然後

如果是聽不懂的語言的話，就配字幕一起看了。 

研究者：那看這個客語配音的《中華一番》也會有這種情況出現嗎？ 

受訪者 16：不會。 

受訪者 17：我基本上是以聲音為主，但是如果是看就是別的語言、比

如說什麼日劇或韓劇的時候，就會看字幕比較多。 

研究者：所以你在看《中華一番》的時候是以聲音為主？ 

受訪者 17：是。 

由此看來，閱聽人會依據角色、生活環境等因素建構出屬於自身的經驗領域，

上述這些受訪者藉由日常語言習慣建立自己獨特的經驗領域，這些經驗從而影響

他們解讀文本時選擇的工具，對於閱聽人來說語言的熟悉度會成為優先條件，當

語言為不熟悉時便採取字幕重於配音的方式，若語言為熟悉時便是使用配音重於

字幕的方式。 

二、 觀看習慣 

Abercrombie與 Longhurst（1998）認為當代社會是個媒介滲透的社會，閱聽

人花費大量時間在大眾媒介的消費，而媒介融入進日常生活的習慣，並建造日常

生活的安全感（張玉佩，2004：34）。在觀賞影片時，除了前述提到語言的習慣

會影響其選擇字幕或是配音為重外，還有一種是從小到大觀看影片時的習慣所影

響，閱聽人不管是在觀看《中華一番》還是其他影片，閱聽人選擇使用何種工具

去理解影片內容，和語言習慣的影響關係不大，在這裡閱聽人選擇理解影片內容

的工具依然會劃分為配音、字幕，以及兩者兼具三種，但此時僅與閱聽人的習慣

有關。日常生活的習慣性既非完全出自個人自主的行為亦不是全然受制於情境結

構的支配，但它也是閱聽人可以控制的領域，同時包含環境加置的影響（盧嵐蘭，

2007：67）。從本研究的受訪者來看，他們觀看影片的習慣包含以下三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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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習慣以字幕為主，配音為輔 

這類型的閱聽人不論觀看哪種語言的影片，閱聽人依舊以字幕為優先，透過

字幕去理解影片內容，並從字幕去學習影片所帶來的資訊，此時配音在其中只能

做為一小部分，對閱聽人來說配音只能算是微小的輔助，幾乎不被用來理解影片

內容，這時候客語是不是閱聽人習慣的語言，已不在閱聽人的考慮範圍。例如： 

受訪者 2：習慣看字幕。 

受訪者 9：我自己是滿依賴字幕的，就是我算聽得懂，可是沒有字幕的

話，感覺就是會，聽起來會卡住的那種感覺。 

研究者：就算是中文的也會？ 

受訪者 9：對，可是有字幕的話，就還滿好的。 

研究者：所以就是會先習慣字幕，再來聲音這樣？ 

受訪者 9：就會邊聽聲音，邊看字幕。 

受訪者 14：習慣看字幕，因為有時候如果講的人講太快，我會聽不懂

它在講什麼，如果有字幕的話，我就能理解它的內容是什麼。 

研究者：所以平時看東西都是以字幕優先。 

受訪者 14：對，以字幕優先。 

研究者：那聲音也是會聽嗎？ 

受訪者 14：聲音會聽。 

受訪者 19：主要是看字幕搭配聲音，字幕 70，聲音 30，但如果沒有字

幕的話也可以，但是理解上會比較慢。因為看字比較快，然後有時候說

話會有連字或口音，這樣辨識就有點麻煩，但看字的話，就不會有這個

問題。 

受訪者 21：我會先看字幕，再聽聲音，因為我本來客語就聽得懂啊，

對啊，所以我先看字幕。 

受訪者 22：我會習慣看字幕，不管先看客語的或是看英文的影片來說，

就是因為跟剛剛一樣，字幕跟聲音沒有辦法連接的話，我會沒辦法專心

看劇情，所以我會習慣看字幕。 

在習慣以字幕為主，配音為輔的類別中，有一種情形值得注意，即受訪者

22提及的「客語字幕」，他指出：「我會覺得因為字幕，不是客語的字幕，所以

在連接上面的時候，會有一些斷層的感覺，但是沒有把這些直接連接到視覺跟聽

覺，會有一些落差。」目前為止的客語字詞皆是依照客委會及教育部共同訂製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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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但是在《中華一番》中幾乎沒有使用客語詞彙。 

有趣的是，另一位受訪者 18則持不同看法：「字幕打出來的字跟配音配出來

的話，我覺得很精準到位，我那時候聽的時候就覺得很厲害，就很多用詞我都覺

得翻的還滿好的，像疲憊、攪局那些什麼的，一百道的道那些，一些比較深闢詞，

那些我覺得都翻得不錯，像那時候就覺得好厲害哦，最初的感想是這樣子。」 

受訪者 22認為配音使用客語，卻沒有在字幕上也跟著替換，會讓他有連接

上的落差；但是受訪者 18關注的地方則不同，他認為將客語翻譯成白話的中文

字幕，對其去理解客語詞義是有所幫助的。對於字幕翻譯持不同意見的兩位受訪

者，在研究者看來是由於他們的習慣不同所致，受訪者 18在觀看影片上是以語

言習慣作為基礎，因此在配音會佔較重的比例，字幕對閱聽人來說只能是輔助作

用；而受訪者 22則是以觀看習慣中的字幕為主，配音為輔作為工具，所以在字

幕上才會出兩種不同的看法。 

 

（二） 習慣以配音為主，字幕為輔 

選擇以配音為主的閱聽人，主要原因是因為喜歡聽原音，以及喜歡學習語言，

配音的好壞對閱聽人來說最為重要，閱聽人透過配音去接觸新知識與內容，因此

語言是否為閱聽人理解的，亦不在其考慮中，而字幕在這時僅作為理解內容上的

輔助，幫助閱聽人解讀影片內容。例如： 

受訪者 10：兩個都會，可是聽聲音比較多。就是一種感覺，東西從哪

邊，就是它的卡通或是影片從哪邊來的，就會想要聽那邊的原本的聲

音。 

受訪者 20：我是喜歡先聽聲音，因為字幕的話，還要看是誰翻譯，哪

個字幕組翻譯這樣子，如果只聽聲音的話比較好學，我是比較喜歡學語

言，所以。 

（三） 習慣兩者兼具 

此處之所以把「兩者兼具」區分出來，是因前面兩項雖然都是字幕與配音皆

有使用，但是其所占的比例不相同，對有些閱聽人來說，配音和字幕是沒有比例

區別的，而是作為一種常態及習慣，會同時一起接收，閱聽人在觀看影片時，不

管語言為何，在接收過程中都會習慣字幕及配音兩者一起，同時或是不定時的運

用來解讀影片內容。例如： 

受訪者 6：若是中文配音的話，就都其實還是會看字幕，配聲音。 

受訪者 7：兩者都會。 

研究者：是一個習慣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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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7：對，就是會覺得雖然我看著字幕，可是我還是會想要聽東西，

然後如果聽東西沒有看字幕，就變成說我一定要很認真的去看影片，就

是有時候可能就是滑手機聽著，然後有時候就滑一滑看一下，就覺得好

笑的地方會看一下這樣子，可是如果沒有字幕的話，就覺得它剛在講什

麼，就沒有注意到。 

受訪者 8：我覺得看心情耶，通常我就是兩者，只是有時候可能本來就

是中文的，我懶得看字幕，就會聽，如果是聽得懂的話，我就不會看了

啊。 

受訪者 11：我兩者一起耶，因為我覺得就是有時候看美劇，因為它字

幕可能會有中文，那有時候聽不懂英文，可能就是會看字幕，就會比較

了解，看《中華一番》可能有些音聽不懂，那它的字幕有中文，就兩者

一起看，就是會比較明確。 

受訪者 12：兩者都會，因為有些看不懂，有些聽不懂。 

受訪者 13：我會兩個一起看。因為有時候用講的，有時候講出來的話，

其實不一定可以馬上理解，像是一些方言或是一些口頭禪，如果有字幕

的話，會讓我更理解那個情境。 

受訪者 18：我會兩個一起。基本上來說，聽得懂的部分，就不大會看

字幕，比較著重在畫面，可是如果聽不懂的話，我一定會需要輔助。 

 

圖 1：閱聽人對客語配音節目的觀看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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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小結 

綜合上述受訪者的反應，可發現閱聽人在解讀影片內容所使用的工具形式分

成兩種，語言及觀看習慣。第一種方式是以日常慣用的語言習慣為主，語言是閱

聽人使用嘴所說出來的話，它經由語音、語彙和語法共同組成，是用來表達情意、

傳遞思想的重要工具（教育部國語推行委員會，2015），閱聽人會因自身是否習

慣使用客語，從而影響解讀影片內容的方式。當閱聽人生活中經常使用到客語，

在解讀影片時，閱聽人便會選擇使用配音做為主要理解的方式，這時候閱聽人的

注意力著重於配音，而字幕只會在少部分出現沒聽過的詞彙時才會關注；相反的，

若閱聽人在日常生活中較常使用的語言為國語或是閩南語時，便會選擇使用字幕

作為解讀的工具，因為這時候對於閱聽人來說，客語是其較少接觸的語言，在理

解上會有許多困難，因此閱聽人會透過字幕來完整的理解影片，配音的接收只佔

小部份。 

第二種方式為日常生活中觀看影片的習慣，閱聽人會依據自小到大在觀看影

片時的經驗，選擇習慣的解讀工具，此時分別有字幕為主配音為輔、配音為主字

幕為輔或是字幕及配音兩者兼具，三種類型作為理解影片的工具。當閱聽人以字

幕為主配音為輔時，閱聽人的專注力會集中在字幕上，透過字幕去解讀影片所帶

來的資訊，配音在其中微乎其微；習慣以配音為主字幕為輔的閱聽人，在解讀影

片時，注意力會在配音上，字幕則占少部分；最後一種是配音與字幕兩者兼具的

類型，這種閱聽人不會把字幕及配音用比例區分，對他們來說，配音及字幕是同

時接收的，在解讀影片時會同時或是不定時的交替，當作工具來理解影片。 

 

第二節 閱聽人的閱聽經驗 

關於閱聽人的閱聽經驗，研究者將本節分為四大部分，第一部分為閱聽人的

客語配音動畫閱聽經驗，針對閱聽人觀看《中華一番》之外的客語配音動畫；第

二部分為針對《中華一番》客語配音動畫的閱聽經驗；第三部分為客語配音與欣

賞影片間的關係；最後第四部份則是提高觀看動機的意見。 

一、 客語配音動畫閱聽經驗 

在此次研究中，僅有 11位受訪者（受訪者 4、5、7、9、10、11、13、16、

17、18、22）在觀看客語版《中華一番》前，曾有看過其他客語配音動畫，但他

們其中有三位（受訪者 9、10、17）對於內容已經完全沒有記憶，受訪者 9及 10

甚至是連客語配音動畫名稱都不記得，只有模糊的觀看印象，受訪者 17則是只

記得客語配音動畫名稱為《一休和尚》，其餘皆沒有印象，扣除沒有印象的受訪

者 9、10、17，剩下 8人除了研究者要求觀看的《中華一番》外，只有受訪者 16

觀看過《龍貓》、《神隱少女》兩部客語配音動畫，其餘 7人只看過一部客語配音

動畫，且也並非觀看完整全集，如表 5。這 8人給予的評價幾乎不高，其中只有

受訪者 11、16、18這 3位受訪者給予較正面的評論，而這三位閱聽人平日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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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接觸較多的語言是客語。 

 

表 5：受訪者對客語配音動畫的其他觀看經驗 

編號 客語配音動畫名稱 

4 《小英的故事》（並非在客臺觀看） 

5 《湯姆歷險記》 

7 《一休和尚》 

9 （不記得內容及名稱） 

10 （不記得內容及名稱） 

11 《一休和尚》 

13 《花田一路》 

16 《龍貓》、《神隱少女》 

17 《一休和尚》（不記得內容） 

18 《龍貓》 

22 《櫻桃小丸子》 

 

以下分別說明這些受訪者的主要意見。受訪者的負面評價主要有兩類：聽不

懂、不習慣。 

 

（一） 聽不懂 

第一種負面評價是以聽不懂客語為主，客語對於一些受訪者來說不是其日常

生活中所慣用的語言，導致他們在觀看上會有障礙。 Hall認為傳播者為特定意

識型態和體制目的而會挑選製碼的訊息，並操控語言和媒介，然而有些接收者並

非被迫接收媒介所傳遞的訊息，而是能根據個人的見解或經驗，經由具備差異性

或對立的詮釋，產生抗拒意識型態的影響（McQuail, 2000／陳芸芸、劉慧雯譯，

2003）。這其中也可能包含因理解能力問題而產生的排斥與抗拒，例如受訪者 4、

5、13都是在小時候觀看到客語配音動畫，此時期 3位受訪者對於客語的了解幾

乎為零毫無經驗可言，因此對於他們而言在觀看上便有困難，以至於 3人在解讀

影片時，除了語言是客語外，沒有解讀出其他內容，使他們無法投入太多的感情。 

受訪者 4：國小有看過老師播的《小英的故事》。 

研究者：跟那時候和現在比，你覺得他的配音有進步嗎？還是沒進步、

還是都差不多？ 

受訪者 4：以前是國小階段，所以不太懂，但是我覺得跟現在也是差不

多，以前就覺得，喔那個就是客語版的，沒有其他語言。 

受訪者 5：看過客臺的《湯姆歷險記》。 

研究者：那麼當下的看的時候，有什麼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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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5：那是學校強迫的，就是一樣聽不懂。 

研究者：那會覺得他不自然嗎？就是跟那時候和現在比，你覺得他的配

音有進步嗎？還是沒進步、還是都差不多？ 

受訪者 5：好像差不多耶，就是都聽不懂。 

受訪者 13：有，我有看過《花田一路》。 

研究者：也是客臺的嗎？那你那時候看的時候和現在的觀看的感覺分別

是怎樣？ 

受訪者 13：對。我第一次看是我滿小的時候，因為那時候才略懂客語，

所以看起來會覺得比較吃力一點點，因為他們講話的速度對當時的我來

說，還是有點太快。……我覺得有些國語直翻客語很生硬耶。 

研究者：有比方的嗎？還有印象嗎？ 

受訪者 13：比方比較不記得，不過自己的經驗，就是有時候看一篇客

語書寫的文章，然後或是說國語的字用客語念，然後就會發現很多地方

其實感覺很簡單，像轉折語，但是你會念不出來，不然就覺得念的很奇

怪、很不自然。 

當外國語言的影視節目在臺灣本地播映時，影片中的角色、語言、文化背景

等不同因素，經當地語言的重新配音，都可能相互影響閱聽人於觀賞時的認知與

感受，日本和臺灣同為亞洲的現代化國家，在膚色、服飾、宗教上都有其相似之

處，若在主要情節或是題材選擇上為臺灣閱聽人所熟悉，配音再搭配閱聽人熟悉

的國語便能減少閱聽人的突兀感受，更有助於吸引閱聽人的觀看與投入（楊佩珊，

2018），由此可以看出，配音選擇的語言是否為閱聽人所能理解的，在閱聽人的

解讀過程中佔了重要的位置。 

 

（二） 不習慣 

第二種負面評價是不習慣，指受訪者對觀看客語配音動畫感覺不習慣，導致

不習慣的原因有三項，分別是語言、腔調及情緒。Hall認為在製碼與解碼的過程

中，文本帶來的意義，閱聽人會根據自身的知識經驗架構來進行解讀，甚至有可

能會產生與製碼端所期望的完全不一樣的意義訊息（McQuail, 2000／陳芸芸、劉

慧雯譯，2003）。在有些受訪者的生活中，客語、客語配音皆是屬於陌生的事物，

他們會因為無法適應而認為客語配音動畫給予怪異感，例如受訪者 7在當時也是

較少接觸到客語，第一次接觸到客語配音動畫，導致不習慣而無法接受，另外受

訪者 22則是對於腔調上與自身所會的不同，使其不適應，且在情緒表達上受訪

者 22認為不如國語版順暢，而較難接受。他們分別表達其經驗如下： 

受訪者 7：動畫之前好像有看電視的時候，有看到那個《一休和尚》吧。 

研究者：那你覺得那時候聽到它的感覺是怎麼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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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7：就是會很想笑吧。 

研究者：為什麼？ 

受訪者 7：因為那時候是剛接觸客語，所以那個時候就是覺得說，怎麼

它有出客語版，那就想說聽聽看，看了一下覺得怎麼那麼好笑，又覺得

我還是換台好了。 

研究者：是覺得好像有點不太搭是嗎？ 

受訪者 7：就覺得有點奇怪，因為聽不習慣吧。 

受訪者 22：有，會看那個客家電視臺播的那個《櫻桃小丸子》。 

研究者：喔，所以那時候它在播的時候，你有看過了？ 

受訪者 22：有，跟家人一起看。 

研究者：那那時候感覺是怎麼樣？ 

受訪者 22：跟看這個《中華一番》客語的感覺是一樣，就是會很不適

應，主要是他們腔調也不懂是講什麼腔調，但還是聽得懂。 

研究者：就是腔調上的差異的？ 

受訪者 22：對。 

研究者：那有覺得它比較好，或是除了腔調上不好之外的好的地方？ 

受訪者 22：就可能他們的咬字上，雖然腔調不同，可是比較字正腔圓

吧，會比較可能每個腔調不同的族群都聽的懂他們在講什麼這樣子，至

少有一個中間質的感覺。 

研究者：那在情緒表達上，你覺得是可以的嗎？還是？ 

受訪者 22：覺得還是還沒到，很像中文這樣專業，有待加強。 

對於受訪者來說，碰上較少遇見及接觸的的事物，最初都會有一個適應期，

受訪者會因從未碰過，而需要一個習慣的時間，但這不表示他們能夠接受並完全

適應這些經驗，閱聽人在認知過程會因個人身份的文化背景不同而有所差異，在

看待事物時，習慣用自己主觀的價值系統做評斷，或形成刻板印象，雖然不能否

認某些時候，刻板印象對於最初認識新的人、事、物會有所幫助，但是通常閱聽

人見識到的只是整體文化的一部分，所以也容易產生以偏概全的現象（陳國明，

2003）。 

至於抱持正面評價的受訪者，也表達出多樣的感受，主要包括：(1) 符合自

身客語理解能力（聽得懂）；(2) 對話與日常生活接近；(3) 配音情緒與劇情具有

一致性；(4) 新穎的表達方式；(5) 超出原本預期。他們的反應如下： 

研究者：比較舊的話，就是《一休和尚》。 

受訪者 11：這我有看過。 

研究者：那你覺得這個怎麼樣？ 

受訪者 11：我覺得一樣，就是感覺滿特別的，因為我覺得這是生活上



 

38 
 

接觸的客家話，可以在卡通這邊可以聽到，就是平常在說的這個語言，

我會覺得說可以更進一步了解客家話的文化、語言、腔調啊，我覺得這

都是滿難得的，我覺得可以從卡通上面可以知道怎麼講，滿不錯的。 

受訪者 16：《龍貓》跟《神隱少女》這兩個，就因為聽得懂，還滿親切

的，所以在看的時候，也沒有什麼障礙，之前他原本原音的版本也看過，

所以大概能夠了解那個劇情，所以不太會有因為聲音字幕去影響到看戲

的一個節奏跟速度。 

研究者：那像是配音上或情緒上有其他的想法嗎？ 

受訪者 16：配音算是順暢的，我覺得有七八成，不敢說都完全達到，

至少七成到八成到位，能符合他劇情裡面演出的樣子。 

研究者：會覺得是客語配音感到新奇嗎？ 

受訪者 16：會覺得配客語的會不會很奇怪，但看的時候覺得好像還好。 

受訪者 18：我剛看完《龍貓》，過年期間的。 

研究者：那看完感覺怎麼樣？ 

受訪者 18：就莫名的有點感動。 

研究者：為什麼？ 

受訪者 18：其實一開始會覺得有點崩壞，就想說天啊，怎麼可以非原

配，後面就覺得 1是配的好才會讓人覺得好看，2我覺得其實客語能配

上這樣子動畫很厲害，就是新的一種表達方式。 

研究者：你那時候看完的時候，你覺得沒有想像中的那麼差，還不錯這

樣？ 

受訪者 18：對，可是應該真的我把它想得有點差，所以後面會覺得很

棒。 

受訪者 18：真的哦，因為那時候看的時候覺得滿好看的，想說可以再

找，可是網路上沒有類似的資源，只有首播的那個時間。可能不知道是

版權問題還是怎樣，覺得有點可惜，因為其實我那時候滿想把這部影片

拿給我同學看的，想說你不覺得很厲害嗎，原本想分享在我的群組，可

是後面要找，但網路上沒有這個資源。 

受訪者 11認為能透過客語配音動畫去學習客語，而認同客語配音動畫；受

訪者 16及 18則是著重在配音情緒上，兩人認為配音員在配音情緒上皆有達到符

合劇情演出，打破其原先因為未曾看過而產生的不習慣感，從 3人的評價看來，

受訪者並非完全不能接受客語配音動畫，因為較少有機會接觸，使得他們在一開

始會產生不習慣，但這並不意味著閱聽人不能接受。客語配音的動畫內容，能和

閱聽人自身客語理解能力符合，劇情內容的對話與日常生活接近，動畫配音情緒

與劇情達到一致性，客語配音對閱聽人來說是新穎的表達方式，並且會超出閱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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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原本的預期，對受訪者來說，客語配音動畫不僅能帶給他們學習客語的機會，

還能讓他們多一種配音語言來欣賞與解讀。 

 

圖 2：閱聽人對客語配音的正面評價 

綜合上述來看，受訪者的負面評價（聽不懂、不習慣）及正面評價大致對應

了 Hall的理論，Hall 認為媒介製碼是透過產製技術、生產關係、知識框架的途

徑交織下所產生，它所帶有的意識型態是在當代社會的產製脈絡下生成，當閱聽

人在面對文本訊息時，同樣帶著自身的意義結構與知識框架進行解碼，就如同上

述 8位受訪者各自帶有自身的經驗接觸文本進行解讀，而製碼與解碼間傳遞訊息

的媒介文本，就是一種富含意義的論述場域，它所產生的訊息意義並非是固定性，

而是多義的且持續被建構的，其中建構的意義來自閱聽人與文本間的互動。然而

因為媒介製碼是受社會脈絡及政治意義所規範，不一定擁有閱聽人所希望得到的

訊息，因此閱聽人解碼時並非完全照著製碼端所期待的解讀方式走，而是隨其自

身的文化、社會因素與偏好進行解讀。這也就是為什麼受訪者 11、16、18給予

的評價會與受訪者 4、5、7、13、22相反， 8人依據各自的生活環境、文化等

因素，解讀出各種不同的立場，如負面評價中的受訪者 4、5、13的聽不懂及受

訪者 7、22的不習慣，還有因熟悉語言站在語言學習及配音情緒立場上給予正面

評價的受訪者 11、16、18。所以依據這些各持不同解讀意義的受訪者經驗可以

知道媒介產製的訊息並非會被閱聽人的解碼端所對等接收，製碼端所認同的文本

意義也沒有和解碼端所認同的意義完全相同（Hall, 1980；Croteau ＆ Hoynes ＆ 

Milan, 2014: 269-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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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華一番》的閱聽經驗 

接收分析強調文本一向是開放而多義的（polysemic），即具有多重意義，可

以被多重解讀，而文本的詮釋則是根據文本之脈絡和閱聽人的文化而定，閱聽人

並未被迫接受媒介所傳送的訊息，閱聽人面對文本時會根據自身的經驗或見解能

有自己的解讀位置，依個人的理解及不同的過往歷程而具有差異或是對立的詮釋，

甚至完全顛覆預期的訊息方向，閱聽人以往的經驗，會改變閱聽人此後面對文本

與媒介時的解讀方式（McQuail, 2000／陳芸芸、劉慧雯譯，2003）。簡言之，每

位閱聽人在觀看影片時皆會依據各自的立場而詮釋出多種閱聽經驗，他們所產生

的閱聽經驗各有不相同的關注點，閱聽人對影片解讀後的喜歡及不喜歡的地方也

有不同之處。以下分別說明這些受訪者的閱聽經驗。 

 

（一） 閱聽人的關注點 

閱聽人在解讀文本時，依據不同的立場產生不同的關注點，在關注點上主要

有兩個部分，語言相似之處及觀看前後的想像差異。 

 

1. 語言相似性 

有的受訪者在解讀影片時，會關注在客語和其他語言相似之處，例如：閩南

語、粵語、國語）等，閱聽人藉由注意其他語言相似之處，在接收過程中體會愉

悅經驗。例如： 

受訪者 6：我在看你給我的第一集（指第 50集）的時候，我覺得他好

像有點像廣東話或是粵語。（未看過國語版） 

受訪者 8：就覺得滿逗的呀，跟平常看得不太一樣，就感覺很新奇吧。

應該說平常不會看客語的東西，突然聽到一個可能平常沒聽到的語言，

然後聽一聽，發現其實有時候話跟中文、閩南語啊，就有時候就有點像，

是還滿新奇的啦。劇情上喔，就會覺得還滿好笑的阿，什麼黑暗料理在

幹嘛！哈哈！就小朋友在看的嘛。（未看過國語版） 

2. 想像差異 

由於某些受訪者從來沒有接觸過客語配音相關的動畫，對他們來說，此次透

過研究而接觸到客語配音《中華一番》是前所未聞的，也是他們的初次體驗，除

了關注不同語言的相似之處外，有的受訪者則是將解讀著重在觀看前後的想像差

異。例如： 

受訪者 1：比想像中好，劇情不錯，但很陌生，一開始看覺得無聊，後

面就習慣了，可以聽加看。（未看過國語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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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10：就看看不同，之前不會特別去看客語的動畫，就抱著好奇

的心態去看。 

受訪者 12：很新奇吧。因為一個卡通可以做成客語的，也滿厲害的，

很少見。（未看過國語版） 

受訪者 15：我覺得是文化大雜燴，他原本就是日本的動畫，可是那三

集的設定是在北京，然後他們有講客語，就還滿酷的。（未看過國語版） 

研究者：就覺得他什麼都混在一起這樣。 

受訪者 15：對。 

研究者：日本人畫的，又是在中國發生，又加客語。 

受訪者 15：對，還滿有趣的。 

受訪者 17：就是不習慣。 

研究者：因為以前習慣的是中文的？ 

受訪者 17：對。 

受訪者 19：就是覺得新奇的旅程，因為平常沒什麼機會看客語版的作

品，如果關於作品本身的話，可能到最後變成有點辛苦，因為要完成某

一些要求在看，不然我不會主動去看完。 

綜上述，這部分的 8位受訪者在接受研究者的訪談前皆從未接觸過客語配音

相關的動畫，雖然其中受訪者 15及 17曾看過客臺的其他節目，但他們此次透過

參與研究而接觸到客語配音《中華一番》是他們的初次體驗。在訪談中發現，閱

聽人在解讀影片時，會將注意力分出一部分觀察客語和其他語言的相似之處，藉

此觀察而得到愉悅經驗；另外一種則是關注在觀看前後的想像差異，不論是否看

過國語版《中華一番》的受訪者，在接觸從未觀看過的客語配音動畫時，都會帶

著審視的心態去解讀，並且會因未接觸過的影片而產生新奇及不習慣的感受。 

 

（二） 閱聽人的喜惡立場－喜歡 

當閱聽人依據各自的見解及經驗去詮釋文本時，會產生出許多不同具有差異

的立場，而閱聽人在解讀時，對於喜歡的地方，會根據不同的閱聽立場提出多種

的愉悅經驗，閱聽人會因和生活接近、配音達到娛樂產生愉悅經驗，也會因劇情

符合興趣產生愉悅經驗，以下分別說明，這些立場就是受訪者的解讀分別聚焦於

語言方面、配音情緒及劇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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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語言方面 

語言方面有兩種，分別是新鮮感及親切感，閱聽人在解讀文本時，會倚賴自

身的生活習慣、社會文化等要素進行詮釋，在閱聽人多樣的愉悅經驗中，有的閱

聽人喜歡的是語言，對於使用客語配音少見的新鮮感，如受訪者 5、11、20，以

及認為影片裡配音有運用到客語在日常生活中常使用的詞彙，與閱聽人生活環境、

文化等接近，帶給閱聽人親切感，如受訪者 4、13、16，藉由這些語言帶來的新

鮮感及親切感從而成為閱聽人的愉悅經驗。 

受訪者 4：我覺得他說「安靜」的時候，讓我印象很深刻。客語的「安

靜」是「恬恬」，就是以前從小到大都會聽到，因為常常聽到所以很有

感受。 

受訪者 5：那個吧！尾音吶，就是客語感覺都有個尾音，還滿酷的。（未

看過國語版） 

受訪者 11：我覺得我就是喜歡它用客語配音的方式去呈現，我覺得很

特別，因為之前沒有看過這種有用客語配音的卡通節目，從小到大都是

看就是都是國語配音的，這是第一次接觸到，所以就會覺得很新鮮的，

覺得還不錯。 

受訪者 13：應該說情緒的表現上，它會用一些方言類的，我覺得還滿

有趣的，最喜歡地方應該是這邊，就是一些客語，有時候老人家會罵的

話，什麼「孤盲頭」啊之類的，我覺得還滿好笑的。（未看過國語版） 

研究者：所以妳在那 3集裡有聽到這些字嗎？ 

受訪者 13：有，因為平常就是假如說老人家講的話，其實你就是知道

那個情境配這個字，但實際上你並不知道那個字要怎麼直接翻譯成國語，

所以如果那個情境講那個字後，就覺得比較貼切，然後覺得比較親近。 

受訪者 16：覺得它很特別，然後很喜歡的地方是它的客語發音都還滿

標準的，可以學習一些詞彙，生活化可以跟人對話的詞彙。 

受訪者 20：他罵人的時候。 

研究者：比如說是哪裡？ 

受訪者 20：第 50集，剛進紫禁城被攔下來，四郎罵那個守門人「你這

大笨豬」，這句話我比較印象深刻。 

研究者：為什麼？ 

受訪者 20：我還是第一次能在動畫裡聽到用客語罵人。 

研究者：所以可能就是因為平時比較沒有聽到，就覺得特別的稀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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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20：對，沒有特別在這種影片內容上聽到，感覺滿新奇的。 

閱聽人在觀看時，會不自覺的從影片中找尋生活的影子，客語配音的動畫對

閱聽人來說是少見的，他們會將語言內容和生活做比對，藉此在解讀過程中找到

樂趣、產生愉悅經驗而達到滿足。 

 

圖 3：《中華一番》第 50集片段畫面 

2. 配音情緒 

閱聽人在解讀文本時，會因為客語配音達到閱聽人對於配音的情感、效果等

條件的期待及閱聽人內心的測量尺標，而從中產生愉悅經驗。例如以下受訪者的

反應： 

受訪者 3：主要角色配音很不錯。（未看過國語版） 

受訪者 9：配音的部分，我覺得他有些細節就還不錯，像是 50集吧！

就李提督被抓起來之前，他們在那個集市那邊，就是除了角色們對話是

客語，然後還要背景那些就市民阿，他們的對話就也是有用客語呈現的，

我覺得細節還滿不錯的，就不會有什麼地方沒有處理到，然後就有不同

的語言混雜，其他地方是沒有特別喜歡的。 

受訪者 10：就看他們煮東西看起來好吃。配音的感覺就，可以說可愛

嗎？對就是聽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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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19：可能印象比較喜歡地方應該是，劉昂星的配音，就主角的

配音，他大概佔了滿多部分的，他感覺滿認真在做這些事情的。 

在解讀文本時，受訪者喜歡配音情感的表達，認為某些情境下的情緒表達，

連接客語能配合影片內容達到娛樂效果，此外對於小角色的配音處理比閱聽人預

期的完善，而這些也成為閱聽人的愉悅經驗。 

 

3. 劇情方面 

最後一個影響閱聽人的解讀是和動畫的劇情內容有關，閱聽人在解讀過程中，

碰上和自身興趣相符的劇情時，會增加閱聽人的接受度，若劇情內容符合閱聽人

的喜好，不論配音語言為何，閱聽人都會因喜歡劇情內容，而產生愉悅經驗，此

時語言的影響作用對於閱聽人來說並不大。例如： 

受訪者 7：應該是後面比較後半部那邊吧，但是可是喜歡的地方已經是

變成那種喜歡它的故事，不是喜歡客語配音，就是喜歡它的劇情。 

研究者：跟配音無關？ 

受訪者 7：嗯。 

受訪者 12：做料理的時候他的特效，有點浮誇。（未看過國語版） 

受訪者 15：他們在講食材的部分吧。（未看過國語版） 

研究者：為什麼？ 

受訪者 15：好像就很 High。 

研究者：覺得他們講食材的時候很 High？有可以舉例的地方嗎？ 

受訪者 15：小當家端一碗粥給皇帝吃的時候，一直在嫌那個粥看起來

不怎麼樣，然後後來吃下去之後對它讚不絕口，就覺得滿有趣的。 

研究者：就是覺得他在品味料理上面，有不一樣的驚喜這樣？ 

受訪者 15：對。 

受訪者 18：我其實還滿沉迷劇情的。 

研究者：是本身就滿喜歡它的劇情嗎？ 

受訪者 18：只有最開始，因為一開始有點不習慣，就想說沒有聲音，畢竟

都會帶入之前看過的印象，因為以前可能人的聲音比較細比較尖，現在變得

比較粗曠一點，就覺得有點不習慣，但後面就覺得還好，後面習慣了，其實

就是在看一部影片而已。這邊剛好是滿喜歡的部分，以前本來就有點喜歡，

然後這次看也覺得回味一下，就還滿投入，因為我之前就滿喜歡阿飛跟阿昂

之類的，兩個角色的互動，剛好這一段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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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21：他做給皇帝吃的那個粥的時候，滿特別的。因為那粥他吃

下去後，他的食慾就開始大增了。 

研究者：所以主要是劇情上會覺得比較特別？ 

受訪者 21：嗯。 

研究者：那以前再看中文版的時候也是會有這樣的感受嗎？ 

受訪者 21：對呀！差不多。 

研究者：所以就是也不會受語言影響這樣？ 

受訪者 21：不會。 

閱聽人在解讀文本時，當劇情內容成為優先條件的狀況下，他們不會因為配

音語言而影響其閱聽經驗，只要劇情內容符合閱聽人的興趣便能產生愉悅經驗。 

閱聽人在解讀客語配音《中華一番》時，依據各自的立場會分成三種解讀語

言、配音及劇情，閱聽人會因配音中所使用的客語詞句、詞彙和生活有相似處或

是較少見到而感到新鮮並產生愉悅經驗；也會因為配音在情緒表達、娛樂效果及

處理方式能到閱聽人的標準，甚至是超出預期而有愉悅感；還會因劇情符合興趣

而忽略語言，由此產生娛樂效果成為閱聽人的愉悅經驗。 

 

（三） 閱聽人的喜惡立場－不喜歡 

至於不喜歡的部分，主要包含劇情、配音、題材三種，與喜歡的地方相反，

有的受訪者喜歡的地方是劇情上面《中華一番》誇張的表現，但也有閱聽人會認

為表現過於誇張而產生反感；在配音部分，受訪者分別提出了兩種立場，一種是

與國語版相比仍然還不夠自然，認為部分詞彙及情感表達上還有待加強，另一種

是認為在聲線高低上，部分角色與國語版有所落差而不喜；最後在動畫題材上，

《中華一番》在劇情上並不完全屬於生活中的範疇，而客語被一般受訪者認為是

個非常生活化的語言，兩者搭配在一起使閱聽人產生不合適感。以下是受訪者們

表達不喜歡的意見，分別說明針對劇情、配音、題材而形成的三種解讀類型。 

 

1. 劇情內容 

和喜歡的地方不同的是有受訪者會認為動畫的劇情表現過於誇張，因而產生

反感，對於這些人來說，劇情表現的方式不合他們的喜好，使其無法接受，因而

在解讀內容時，無法投注太多情感產生愉悅。例如： 

受訪者 1：浮誇的劇情，還有客語不熟悉。（未看過國語版） 

受訪者 2：劇情太浮誇。（未看過國語版） 

2. 配音 

在配音部分，受訪者出現了兩種反應，第一種是認為與國語版相比仍然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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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自然，他們認為部分詞彙及情感表達上還有進步空間，如受訪者 3、4、13、

16、20、22；第二種是在聲線高低上，認為部分角色與國語版有所落差，產生怪

異感而不喜，如受訪者 7、17。 

受訪者 3：路人的配音有待加強。（未看過國語版） 

受訪者 4：還是比較喜歡原音的中文配音。 

受訪者 7：有的時候會覺得有點吵。 

研究者：就是聲音比較大？ 

受訪者 7：對。 

受訪者 13：應該說情緒的表現上，它會用一些方言類的，我覺得還滿

有趣的，最喜歡地方應該是這邊，那如果比較覺得有點怪的，就是剛講

的有一些轉折語，或是一些生詞，平常可能在家裡對話是用國語，就客

語講一講，然後突然講那個字就會轉國語，然後大家都聽得懂意思，但

是如果它是繼續講客語的話，會讓我覺得就是滿少聽的，會覺得有點奇

怪。有一點忘記了，就像「粥」吧！這個字，我昨天看的時候，就是平

常家裡不會這樣講耶，就聽到那個字會覺得有點怪、有點頓頓的。（未

看過國語版） 

研究者：那平時講「粥」是怎麼說？ 

受訪者 13：大部分好像都是直接用國語講了，就家裡很少講的話，聽

起來會覺得很奇怪。 

受訪者 16：就像前面有講，它的情緒帶到七、八成，可是剩下的一、

兩成覺得有點假假的，感覺像是刻意的去講出那些台詞。 

研究者：有可以舉例的嗎？ 

受訪者 16：比如說，看台上有兩個人是那個小當家的朋友，一個比較

矮的那個（四郎），有點出戲了。 

受訪者 17：因為我其實也很久沒有看《中華一番》，裡面我覺得有幾個

配音的聲線跟我認知的那個角色的聲線好像不太一樣，覺得很奇怪。 

研究者：哪些人的聲線你有印象嗎？ 

受訪者 17：那個阿飛，他聲音好像聽起來跟我之前聽的好像很不一樣

的感覺。 

研究者：有種落差感？ 

受訪者 17：對。解師父的也是，會讓我感覺人物設定有點改變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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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20：我覺得它用詞可以再體現生活方面那種，就是用詞可以再

平民化一點。 

受訪者 22：會覺得他們配音的話，可以再更有感情或是有更投入劇情

的感覺，有些地方會太硬。 

研究者：就是情緒上的轉換還不夠這樣？ 

受訪者 22：對。 

3. 題材 

最後關於動畫題材，《中華一番》的劇情內容上，和《我們這一家》、《烏龍

派出所》這種類型的動畫相比，嚴格說起來並不完全算是生活中的題材，而「客

語」被一般閱聽人認為是個十分「生活化」的語言，當生活化的語言和非生活化

的劇情加諸在一起，兩者搭配起來帶給閱聽人不合適感。例如以下受訪者表示： 

受訪者 19：我覺得是動畫題材選擇。 

研究者：是選擇的問題？ 

受訪者 19：恩，不知道為什麼，這是很刻板印象，大家會說法文很美，

德文很激動，日文很優雅，客語是生活化的語言，所以如果他要表現，

就像是中配版的假面騎士，就會覺得很奇怪，有點像是這種感覺，用客

語講《中華一番》這個故事有點奇怪，即便它還滿生活化的，因為它最

突兀的地方在於某一些情緒高昂的時候，就覺得好像哪裡怪怪的。 

研究者：是因為你比較習慣中文的關係嗎？ 

受訪者 19：我覺得不是。 

研究者：那你看中文的時候也會這樣嗎？ 

受訪者 19：看中文的時候是小時候，所以沒有想這麼多，但是在現在

看的話就覺得，好像客語配音更適合一些生活化的動畫。 

閱聽人在觀看影片時，會結合生活習慣、文化等社會經驗找出適合自身的位

置與方法，依據各自的立場去詮釋，繼而產生多種多樣的閱聽經驗，每位閱聽人

所形成的閱聽經驗不盡相同，如同 Hall所說，富含意義的論述場域即為製碼與

解碼間傳遞訊息的媒介文本，在這場域中所產生的訊息意涵並非是固定的，而是

多義且持續被建立，這些建立的意義來自閱聽人與文本間的互動，閱聽人在觀看

《中華一番》時會各有不相同的關注點，而影片解讀後對於其產生的愉悅經驗也

有不同看法。 

研究者將受訪者的《中華一番》閱聽經驗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講述部分閱

聽人在觀看影片時的關注點，第二部分則是講述閱聽人對於影片的喜惡之處。在

第一部分關注點上，這部分的受訪者皆從未接觸過客語配音相關的動畫，對於這

些受訪者來說，此次透過參與研究而接觸到客語配音《中華一番》是他們的初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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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驗，研究者透過訪談發現，受訪者 6及 8在觀看影片時，會將關注力分出一部

分在語言相似度上，閱聽人在解讀影片時，除了關注在劇情解讀上，還會注意客

語和閩南語、粵語、國語等其他語言的相似之處，藉由觀看過程中比較與其他語

言相似之處是閱聽人接收過程中體會到的愉悅經驗之一；另一種關注點則是觀看

前後的想像差異，以未看過《中華一番》國語版的受訪者 1、12、15及看過的受

訪者 10、17、19為例，不論是曾經看過國語版的《中華一番》，還是從來沒有接

觸過《中華一番》的受訪者，在觀看從來沒有接觸過的客語配音動畫時，皆帶著

審視的眼光去觀賞，受訪者會期待配音的效果，客語配音動畫對於從未接觸過的

受訪者來說是非常新奇及不習慣的體驗。 

第二部分關於閱聽人對影片的喜惡之處，受訪者在解讀時，對於喜歡的地方

上，依據不同的閱聽立場分成三種，第一種是語言，受訪者 4、5、11、13、16、

20對於少見的客語配音抱持著新鮮感，且認為影片裡客語在配音時，有使用到

日常生活中客語常使用到的詞句，與閱聽人生活環境、文化等接近性使閱聽人產

生愉悅；第二種類型是喜歡配音的情感表達，受訪者 3、9、10、19認為某些情

境下搭配客語，配音員的情緒表達有配合到影片內容而達到娛樂效果的目的，且

對於小角色的配音處裡也十分完善；第三種則是劇情內容本身吸引閱聽人的喜愛，

對於受訪者 2、7、12、15、18、21來說，此時語言是否為客語並不影響閱聽人

的喜愛。至於不喜歡的部分也分成三種類型，分別為劇情、配音、題材三種，第

一種類型劇情，有的閱聽人喜歡的地方是劇情上《中華一番》誇張的表現，但也

有閱聽人與喜歡的地方相反，受訪者 1及 2兩人認為劇情表現過於誇張而產生反

感；第二種類型配音部分，閱聽人又分成兩種立場，一種是與國語版相比認為情

感表達上還有進步空間，如受訪者 3、4、7、13、16、20、22等人，皆表達情感

及用詞上應該再自然些，另一種是認為問題在聲線高低，這類型以曾經觀看過國

語版《中華一番》的受訪者 17為例，閱聽人認為部分角色的聲線與國語版落差

過大而導致不喜；最後在動畫題材類型上，受訪者 19認為《中華一番》在劇情

上並不完全屬於生活中的範疇，而客語在閱聽人的認知中是為十分生活化的語言，

兩者類型搭配在一起使閱聽人產生不合適感。傳播是一種自我控制的過程，它由

閱聽人的興趣與需求所引導，只有透過閱聽人對媒介提供的內容作出選擇及反應，

才能從中得知閱聽人的興趣與需求（McQuail, 2000／陳芸芸、劉慧雯譯，2003）。 

三、 客語配音與欣賞之間的關係 

在客語配音會不會影響閱聽人欣賞《中華一番》上，閱聽人也各持不同看法，

研究者將受訪者分為兩種類別，第一種為受影響程度較小的，大多數閱聽人因為

較少接觸客語配音動畫，雖然最初觀看時有所不適應，但給閱聽人帶來較小程度

的影響；第二種則是認為會影響的閱聽人，在這當中又分成語言及題材兩種，有

兩位受訪者認為語言的不熟悉會影響觀賞的愉悅經驗，另一位則是認為題材的選

擇與客語不搭配，而影響閱聽人的欣賞。以下分別列舉認為影響程度較小以及會

受影響之受訪者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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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覺得受影響程度較小的閱聽人： 

  他們之所以覺得影響不大，主要原因有：(1) 配音語言類型少見引發好奇；

(2) 配音情緒符合劇情；(3) 配音語言熟悉度高低；(4) 觀看影片的習慣（配音為

主字幕為輔、字幕為主配音為輔等）。有些受訪者會同時擁有多個原因，有些則

只有一個，屬於第一個原因的有受訪者 1、6、7、8、9、16、19；第二個原因的

有受訪者 6、9、18、19；第三個原因的有受訪者 4、5、8、17、19；最後第四個

原因的有受訪者 15、18、22，這些受訪者的反應如下： 

受訪者 4：可能就是因為以前看過原音，所以現在看客語就會覺得滿奇

怪的。 

研究者：會讓你不會想繼續看嗎？ 

受訪者 4：不會啊，就是會想重播，看一下大家講什麼。 

受訪者 5：還好，就因為那個語言本來就不熟悉，所以聽起來就會覺得

滿怪的。 

受訪者 6：我會覺得還滿自然，因為沒有看過，所以我甚至會覺得這個

就是原音。 

受訪者 7：是不會，我反而會覺得咦？也可以配客語的，看看也不錯這

樣。 

受訪者 8：還好吧！就是不習慣而已。 

研究者：所以你就是覺得因為語言的關係，有點不習慣而已？ 

受訪者 8：對呀！因為外國人聽我們中文配音的，也會覺得很怪阿，因

為語氣不一樣，口音跟那些的。 

受訪者 9：我覺得其實沒有影響耶，因為就可能客語跟中文本來就比較

接近，我覺得要是把整套配完，然後拿去給沒有看過的人來看，那有可

能以為這是他本來的聲音。 

受訪者 15：還好，因為有字幕輔佐。 

受訪者 16：不會，就還是可以一樣看，但是有不一樣味道。 

受訪者 17：不會。就只是語言不通，但基本上還是比較專注在動畫。 

研究者：是不是也因為幾乎都聽得懂，所以就是覺得不會？ 

受訪者 17：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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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18：大影響真的沒有，小影響的話比較偏觀看的氛圍，可能沒

有這麼快帶入，可能還要花時間適應，第二個就是比較會有小小分心在

字幕上，因為我本身不是很喜歡看字幕的人，字幕為輔的，然後我會著

重在畫面部分，動畫那些細節我比較注意，可能會有一些沒有看到。 

受訪者 19：覺得很酷，酷有層面，第一個層面是發現配音的厲害，就

覺得原本是日文或中文，但是它變成一個我不太熟悉的語言，就覺得原

來可以用這個語言去做，這應該是最主要的部分。 

受訪者 22：一開始的時候會，就是因為不和諧，等到看到後面之後，

會變成說可能就只有只是在看字幕這樣，已經忘記聽覺，忘記自己在聽

客語的感覺。 

研究者：所以後面就是因為習慣之後，會有點忽略到它是客語這樣？ 

受訪者 22：對。 

對於閱聽人來說，雖然可能會受動畫配音語言類型為少見的、配音情緒有沒

有符合劇情、配音語言是不是為熟悉的、觀看影片的習慣（配音為主字幕為輔、

字幕為主配音為輔）等因素影響，但是這些影響對閱聽人而言卻不大，能讓閱聽

人忽略，他們還是能從影片中解讀出愉悅經驗。 

 

（二） 認為會影響的閱聽人： 

認為會影響的受訪者有三位，這三位可分成兩種類型，第一種是受語言影響，

受訪者 1及 12認為配音若是使用自身不熟悉的語言，會對其在解讀文本的過程

中造成影響；第二種是受題材影響，受訪者 13認為《中華一番》的劇情背景沒

辦法和客語連結，導致其在解讀時會產生怪異感。 

受訪者 1：有，會不能專注在動畫上。 

受訪者 12：我覺得還是有一點影響。 

研究者：為什麼？ 

受訪者 12：因為有時候要刻意看字幕。 

研究者：所以有時候看英文影集也會有這種情況嗎？ 

受訪者 12：對，還是會有。 

研究者：所以就是無關語言嗎？ 

受訪者 12：對，無關客語語言，只要聽不懂都會有這種狀況。 

受訪者 13：因為我以前沒有看過《中華一番》的其他配音版，然後單

純講主角在講話的時候，會覺得還滿正常的，但是如果想到跟那個卡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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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背景一配，其實還是有一點點怪。 

研究者：是指哪裡的背景？ 

受訪者 13：因為他是發生在那個北京，然後實際上北京那時候應該不

是講客家話，所以會現在想一想，會覺得還是有一點點奇怪。 

研究者：就是在看年代上面跟地方上會覺得有點怪怪的？ 

受訪者 13：對，但是如果看《花田一路》，好像又覺得還好耶，不知道

可能對客語有點既定印象，但是《花田一路》就是那種鄉下，然後小孩

子，好像那就算有點合理這樣。 

閱聽人研究被 Alasuutari（1999）分為三個世代， 10當中第三代接收分析重

視閱聽人的生活經驗，以及關注在接收媒介訊息（文本）的過程中，閱聽人對自

己身為「閱聽人」的自我意識，強調「接收」媒介訊息（文本）的反身性，思考

自身與媒介的關係，並同時比較閱聽人自己的日常生活經驗，因為閱聽人對媒介

訊息（文本）的詮釋與解讀，都可能與生活經驗有著極大關聯。本研究的受訪者

在欣賞《中華一番》時，對於客語配音所產生的影響大致分為兩種類別，分別是

受影響程度較小，以及認為會受到影響。受訪者 4、5、8、15、18、19、22平時

較少接觸客語配音動畫，因此在最初觀看時僅有些微的不適應，而對於受訪者6、

7、9、16、17的影響亦不大，客語配音於這 12位閱聽人來說，影響的程度較小；

另一種認為會影響的閱聽人，又分成兩類，受訪者 1及 12兩位閱聽人認為不是

日常生活中所熟悉的語言，會影響閱聽人在接收及解讀的過程，而受訪者 13則

認為影片題材的選擇與客語不搭配，在其認知中客語屬於日常生活常見的鄉土語

言，而《中華一番》的故事背景卻和日常生活有些距離，因此對於這些受訪者來

說，語言及題材會影響閱聽人的文本欣賞。閱聽人「解讀」媒介文本必須透過閱

聽人對訊息的接收而成，針對文本提供的內容進一步建構意義和愉悅，然而閱聽

人建構的意義與愉悅並未全然受制於文本，因此出現不易預測的情形（McQuail, 

2000／陳芸芸、劉慧雯譯，2003）。 

四、 提高觀看動機的主要因素 

閱聽人評判《中華一番》配音的意見皆不相同，有的認為情緒表達有進步空

間，有的認為聲線、音調等關於配音部分應該修正，有的認為在辭彙使用上會有

影響，有的則希望能有多種腔調選擇，上述不同意見主要反映出閱聽人認為這些

因素應能提高閱聽人的觀看動機。 

 

 

 

 

 

                                                 
10 可參照本文第二章第四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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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情緒表達 

對於情緒表達上的意見，有閱聽人表示太過刻意、也有閱聽人認為表達還不

夠，還有的希望配音員在說話時，不要太過清晰反而遠離生活環境的對話。 

受訪者 13：我覺得有時候在看這種客語配音的影片，好像配音人只是

為了就是要唸客家語，而配客家語的感覺，然後反而有時候沒有連結到，

就是當時那個卡通人物的情緒的連結，好像少了一點點。 

研究者：所以你還是覺得《中華一番》在情緒上的連結，還可以再更加

的？ 

受訪者 13：不是不夠情緒化，就像為了要唸而唸的感覺。 

研究者：是覺得會有點過度誇張嗎？還是？ 

受訪者 13：就是可能是因為配音的關係吧？所以就很強調，就是那種

講話要很清晰，所以就覺得好像只是為了要配客家動畫，所以就要講非

常端正的客家話這樣。 

研究者：就是有時候可能平時對話，都不見得是這麼的咬字清晰？ 

受訪者 13：對。 

研究者：所以是希望它還可以再更加自然？ 

受訪者 13：嗯，可以更加貼切，像是平常生活對話那種感覺。 

受訪者 15：有些時候可能就稍微沒有那麼的通，聽起來有點平。 

研究者：是主角的對話嗎？還是？ 

受訪者 15：應該是主角的對話吧，就可能看畫面他們應該很 High，可

是聲音沒有那麼 High。 

受訪者 16：情緒上還可以再做一些修改，就不用太刻意接近某些情緒

反而太過。 

（二） 配音 

在配音部分，有受訪者認為配音發聲的時機應和動畫中人物的口型更加一致，

有的受訪者則認為在聲音變化上應更多樣，或是配合國語版的聲線，降低音調。 

受訪者 2：說話的時機可以跟口型更一致。 

受訪者 18：我覺得表現得不錯，只是可能受原配音的影響，就覺得可

能跟著原配音的方向走會好點。 

研究者：什麼意思？ 

受訪者 18：就是如果原配比較粗曠的，就可能聲音還是要粗曠一點，

這樣會比較好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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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就原配的聲線影響這樣？ 

受訪者 18：對。 

受訪者 19：配音群有點不夠，會覺得有些地方滿單調的，或是猜得到

是同一個人配的。 

研究者：所以你覺得變化性太少？ 

受訪者 19：嗯。 

受訪者 22：我的感覺是我覺得大部分的聲優，就是我聽來的感覺，我

會覺得平均的，他們的音頻都偏高，就是他們在講客家話的時候，他們

音調都滿明顯的滿高的，所以聽起來不是很入耳的感覺。 

研究者：你是覺得它聲音的音調有點高，會讓你覺得不舒服是嗎？ 

受訪者 22：對，應該說至少角色之間會有落差，還有聲音上的特色。 

研究者：是覺得男生部分，還是女生部分，還是全部？ 

受訪者 22：全部，就是幾乎我聽到的話，我覺得他們的角色的聲音都

滿高的，可能是因為要配合劇情的感覺吧。 

（三） 辭彙 

關於辭彙上，有受訪者提出對話中出現和閩南相同單詞時，會提高閱聽人的

觀看動機，也有受訪者認為在部分辭彙翻譯上，若能以意譯進行替換，應可增加

觀看動機。 

受訪者 10：他影片配音的時候，不是全部客語對不對？ 

研究者：只有片頭、片尾沒有換。 

受訪者 10：喔，因為感覺有時候聽起來像閩南語。 

研究者：因為客語跟閩南語有一些字詞，他們其實聲音是類似接近的，

所以會覺得聽起來，就是有些感覺就很像平時聽閩南語都聽得到這樣。 

受訪者 10：我覺得很剛剛好，就會引起我的動力會想去看。 

研究者：你就會想說，「欸，這剛好是一樣的」就會好奇這樣？ 

受訪者 10：對。 

受訪者 21：它有些翻得滿好笑的，就是好像是直接那段直接硬翻過去

的，就是在用客語講那個那一段的字幕的時候，有些是它用硬翻的，覺

得滿好笑的。 

研究者：那你是希望它可以做的？ 

受訪者 21：就是更改或婉轉一點，去更呈現他這部影片的內容。 

研究者：就是不要以原本的意思直接照那個意思去？ 

受訪者 21：對呀，因為它是用客家話去講，這樣它就不會覺得怪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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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腔調 

客語腔調種類不算少，而《中華一番》使用的是北四縣腔，雖然都是客語，

但是腔調的不同還是會有部分辭彙、音調等不相近帶給閱聽人在解讀上的困難，

受訪者希望《中華一番》能有多種腔調提供選擇，增加閱聽人的觀看動機。 

受訪者 11：我覺得還可以去配個海陸，讓可能真正平常在使用海陸的

人去看更順暢，就是不會有那種腔調的問題。 

（五） 劇情及題材 

另外還有一部分人則是認為和語言的關係不大，而是與劇情及題材配合有關，

若劇情不是閱聽人有興趣的，或是認為題材和客語不合適，閱聽人會降低觀看的

動機。 

受訪者 3：主要還是劇情問題。 

受訪者 9：我覺得其實，就以我來講的話，語言的話，是比較不會影響

到觀看動機，就感覺觀看動機，應該是會針對它影片本身，而不是他的

配音語言。 

研究者：所以你覺得比較像是劇情或是他的題材比較有吸引的話？ 

受訪者 9：嗯。 

受訪者 19：我覺得找到適合的題材比較重要，合適的題材就像剛剛講

的，大家對於客語有個既定的想像、感覺，找到一個合適的題材承載這

個語言，是一個更為好的方式。 

五、 小結 

以本研究受訪者而言，閱聽經驗分為四大部分，第一部分為針對閱聽人觀看

《中華一番》之外的客語配音動畫的閱聽經驗；第二部分為針對《中華一番》客

語配音動畫的閱聽經驗；第三部分為客語配音與欣賞《中華一番》影片間的關係；

最後第四部份則是閱聽人從他們的閱聽經驗中反映出能提高觀看動機的要素。 

第一部分客語配音動畫的閱聽經驗分為兩種：正面評價及負面評價。在正面

評價中，閱聽人在語言學習及配音情緒上給予肯定及認同，對閱聽人來說並非不

能接受客語配音動畫，只是缺乏接觸機會；負面評價上大致分為兩類，第一個類

型是語言因素，閱聽人在第一次接觸時，對客語的理解幾乎是零，導致閱聽人解

讀困難，無法投注太多情感，而第二種類型則是習慣影響，初次接觸客語配音動

畫、腔調不同且受到國語版情緒表達影響，閱聽人會因與自身生活接觸的習慣不

同，導致無法適應而難以接受。Hall認為閱聽人面對文本時，會帶著自身的意義

結構與知識框架進行解碼，同時這些解碼來自閱聽人與文本的互動，閱聽人解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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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並非完全照著製碼端所制定的解讀方式，而是依據各自的生活環境、文化、社

會因素與偏好而形成不同的解讀（Hall, 1980；Croteau ＆ Hoynes ＆ Milan, 2014；

陳芸芸、劉慧雯譯，2003），因此閱聽人才會分成兩種評價。 

第二部分，客語配音《中華一番》的閱聽經驗分為兩種，第一種針對部分閱

聽人在觀看影片時的關注點，第二種則是關於閱聽人對影片的喜惡之處。在關注

點上，有些受訪者從未接觸客語配音的動畫，他們觀看《中華一番》時，會注意

到語言相似度，即在觀看過程中比對客語和閩南語、粵語、國語等其他語言的相

似處，並從中產生愉悅經驗；另一種關注點則是觀看前後的想像差異，包括曾看

過國語版《中華一番》，以及從未看過《中華一番》的閱聽人，在初次接觸客語

配音動畫時，皆帶著審視的眼光去解讀，並會期待配音的效果；然而對有些閱聽

人來說，則是非常新奇及不習慣的體驗。第二種關於閱聽人對影片的喜惡之處，

閱聽人在解讀時，對於喜歡之處，依據不同的閱聽立場分成三種，第一種是語言

熟悉，當動畫配音出現日常生活常用到的客語詞句，接近閱聽人生活環境、文化

背景等而令閱聽人產生愉悅；第二種類型是配音的情感表達，在某些情境下，閱

聽人認為搭配客語，配音員的情緒表達能配合動畫劇情而產生娛樂效果，且對於

動畫大小角色的配音細節處理也十分完善；第三種則是劇情內容本身吸引閱聽人

的喜愛，這時語言是否為客語並不影響閱聽人的愉悅經驗。 

至於不喜歡的部分也分成三種類型，分別為針對劇情、配音、題材等三方面，

第一，劇情，閱聽人認為劇情表現過於誇張而產生反感；第二，配音，閱聽人又

分成兩種立場，一種是與國語版相比，閱聽人認為情感表達及用詞應再自然些，

另一種認為在聲線高低上，部分角色的聲線與國語版落差過大而導致不喜；最後

在動畫題材上，閱聽人認為《中華一番》的劇情並不完全屬於生活中的事件，而

客語在閱聽人的認知中是屬於生活化的語言，兩者放在一起使閱聽人產生不合適

感。如同學者指出，閱聽人擁有自主批判能力，接收分析強調文本並非固定而是

屬於開放與多義（polysemic），閱聽人並未被迫接受媒介傳送的訊息，每位閱聽

人在觀看影片時皆依據各自經驗或立場而詮釋出多種閱聽經驗，依個人理解及過

往歷程而產生差異或是對立的詮釋（McQuail, 2000／陳芸芸、劉慧雯譯，2003）。 

第三部分關於客語配音是否影響閱聽人欣賞《中華一番》，依據閱聽人的閱

聽立場，分為兩種類別，第一種受影響程度較小，閱聽人因為較少接觸客語配音

動畫，造成最初觀看時的不適應，但給閱聽人帶來的影響程度較小；第二種則是

認為有影響的閱聽人，在這當中又分成語言及題材兩方面，若語言是閱聽人認為

不是日常生活中所熟悉的，便會影響閱聽人的接收及解讀；在題材方面，閱聽人

認為客語是屬於較生活化的語言，但《中華一番》的故事背景卻和日常生活有些

距離，兩者搭配在一起會影響閱聽人的觀賞。 

第四部份，閱聽人依據閱聽經驗分別提出提高觀看動機的不同意見，在情緒

表達上，有些閱聽人認為情緒表演太過刻意、也有閱聽人表示情緒表達還不夠深

入，還有的閱聽人認為配音員在說話時，咬字太過清晰反而遠離生活環境的對話；

在聲音部分，一種閱聽人認為聲音的時間應與口型更加一致，另一種閱聽人則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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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在聲音變化上不夠多樣，或是應降低聲線及音調配合國語版；在辭彙使用上，

有閱聽人提出對話中出現和閩南相同單詞時，會提高閱聽人的觀看動機，也有閱

聽人認為在部分辭彙翻譯上，若能以意譯進行替換，更加貼近日常客語對話，也

可增加觀看動機；也有閱聽人希望《中華一番》能有多種腔調提供閱聽人選擇；

最後還有一部分人則是認為有興趣的劇情及合適的題材，都會影響閱聽人的觀看

動機，反而語言的影響並不大。 

藉由探討閱聽人對媒介提供的內容作出選擇及反應，才能從中得知閱聽人的

興趣與需求，並能進一步了解閱聽人的日常生活經驗，從上述這些受訪者的閱聽

經驗中能明顯感受到閱聽人對媒介訊息的詮釋與解讀，與其生活經驗有著極大的

關聯。  

 

第三節 解讀文本中的客家涵義 

研究者發現閱聽人對於觀看客語版《中華一番》和客家所產生的連結並不深，

在語言學習上，只對少部分人會有影響。而關於親切感部分，則常和國語及閩南

語配音的動畫加上劇情題材做比較。這當中又和閱聽人的生活環境有很大關係，

當影片題材所傳達的內容近似於閱聽人所處的生活環境時，閱聽人不需花太多時

間與心力，便能夠理解、認同影片的背景與所傳遞的價值觀，進而能在觀看該影

片的過程中，產生愉悅感（楊佩珊，2018：25）。除此之外與客家相關的聯繫並

不多，只有少數會受到觀看影片的影響。以下分別說明在「語言學習」、「親切感」

及「客家聯想」上的研究發現。 

一、 語言學習 

在語言學習上，大致分為五種類型，第一種是會注意和閩南語相似的單詞；

第二種是複習本身知道的少數客語單詞；第三種與第二種相似，但是第三種主要

是本身客家話就不錯的人，再學習少部分不知道的客語單詞；第四種則是注意腔

調不同的變化，最後有部分閱聽人認為並沒有學習到客語。以下分別說明。 

 

（一） 注意和閩南語相似的單詞 

此部分的受訪者皆為閩南人，並且對客語並不熟悉，因此在影片中聽到和閩

南語相同的詞彙時較容易有反應，但是他們並不會去學習其它不知道的客語詞句，

只會去注意客語中有哪些是和閩南語相同的單詞。例如： 

受訪者 8：就聽到「恬恬（安靜）」之類的，哈哈哈。我就是聽客語有

沒有跟閩南語什麼一樣的，一直聽到「恬恬（安靜）」特別明顯。 

研究者：就是如果聽到相同的字，就是相同的音，你就會關注一下這樣？ 

受訪者 8：對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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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9：我印象最深刻就是那個，「恁仔細（謝謝）」嗎？不太會唸。 

研究者：你說謝謝嗎？ 

受訪者 9：嗯，然後還有一個是那個「浩漦」，因為就跟閩南語滿像的。 

研究者：會覺得可能聽到和閩南語比較接近的時候，會關注的比較多這

樣？ 

受訪者 9：嗯。 

受訪者 10：會，可是應該會先從有閩南語跟客語有重複的地方開始學

起。 

 

圖 4：《中華一番》第 52集片段畫面 

（二） 複習本身知道的少數客語單詞 

這部分的受訪者大致分為兩種類型，第一種類型是完全不懂得客語的閱聽人，

如受訪者 2、5、14，這三位受訪者皆為閩南人，他們會對某些客語單詞產生反

應，在觀看的當下會有短暫的記憶；第二種類型則是懂得些微客語的閱聽人，如

受訪者 1、3、4、6、7、12、15、20，這八位受訪者涵蓋閩南人、客家人、半客

家半閩南人三種族群，他們會對原先就知道的少數客語詞彙加深印象，但這兩種

類型皆因觀看時間不長而無法再進一步學習其他客語新詞彙。例如： 

受訪者 1：有，懂了更多單字，覺得以後可以聽懂別人大概在說什麼。 

受訪者 2：有些口語用詞以前曾經聽過，我一直以為是廣東話，看影片

的時候聽到有嚇到。 

受訪者 3：只聽得懂原本就知道的單詞，比較像複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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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4：聽到可能會大概知道是什麼意思，因為之前有學過一些些客

語，所以還是會聽得懂一點簡單的幾個字。 

受訪者 5：可能就聽到當下，知道那個原來是怎樣念的，可是現在如果

要我想幾個，會想不太到。 

受訪者 6：只聽得懂原本就知道的幾個簡單的小單詞，但其他的就感覺

學不太到，聽過就過去了。 

受訪者 7：我覺得多少一定有，可是就是如果真正要學多一點的話，就

是要長時間看。 

受訪者 12：有。就回老家的時候，我婆婆是講客語，所以偶爾會聽一

些。 

受訪者 14：知道那個字怎麼唸，大概有一點點印象，可是應該過幾天

就忘了。 

受訪者 15：大概有印象，而且他大部分講的客語跟字幕中文的意思很

像，就不會有另外的說法。 

受訪者 20：有喔！罵人的倒是有學到更多，有一句話講得很好啊，你

要學個語言，先學髒話就對了，這句話我很認同，因為你學髒話，你才

會有更多的意願去學其他這個語系它本身的內容。 

（三） 客家話有一定程度者，再學習少部分不知道的客語單詞 

此種類型的受訪者皆有通過客語認證考試，客語能力上有一定的理解程度，

在觀看影片時，會對於較少聽到或是印象不深的客語單詞產生反應，甚至是去學

習記憶這些單詞，這部分僅有受訪者 16為客家人，另外受訪者 13及 18皆為半

客家半閩南人。 

受訪者 13：我覺得還好耶，因為平常溝通的話，基本上卡通上面都會

有，畢竟卡通也不會講到太難的字，就是除非幾個生字可能比較少聽到

的，才會特別注意聽。 

受訪者 16：有，有一些在形容詞上面，在日常上面跟家人對話的時候

不會用到這麼多，但透過動畫就可以學到一些詞彙。 

研究者：比較有印象的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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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16：就是在那邊大叫吧，「唩唩喊喊」，就是有點有生氣，說別

人怎麼可以在那邊叫，類似一個形容詞。 

受訪者 18：一般人應該不會去注意到這個吧，只是自己的話真的有會

記起來這樣子，也不算學吧，就有一些東西是以前聽過的，然後就只是

重新記起來而已。 

（四） 注意腔調不同處的變化： 

受訪者 11本身為客家人，平時家人間的對話多為客語，因此在客語能力上

也有一定程度，但並未考取過客語認證，而受訪者會因影片中客語所使用的腔調

與自家使用的不同而去注意腔調的變化。 

受訪者 11：我覺得會欸，因為《中華一番》裡面的客語是四縣，所以

家裡的人都講海陸，平常沒有人在說四縣，再看《中華一番》的時候，

就是它的腔調會可以知道說跟海陸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五） 沒有學到客語 

此部分受訪者分成三種類型，第一種類型為客語程度有一定能力的閱聽人，

如受訪者 17（半客家半閩南人）及 21（客家人），兩位受訪者皆通過客語認證初

級，對於影片中出現的客語詞句並沒有碰上從未聽過的，因此認為沒有學習到新

的客語；第二種則是完全不懂客語的閱聽人，如受訪者 19（半客家半閩南人）

認為觀看的時間過於短暫，並不足以使閱聽人加深記憶並學習到客語；最後一種

閱聽人是觀看影片時，注意力在字幕上，如受訪者 22（客家人）影片觀看到最

後，注意力多數在字幕上，因此對於配音較沒有印象，無法從配音裡學習到客語。 

受訪者 17：我覺得沒有。 

研究者：是因為都聽得懂，也都知道裡面說的是什麼？ 

受訪者 17：對，因為本身就是客家人，因為它裡面其實也沒有什麼比

較難得那種對話，所以基本上都是可以理解的，所以好像沒有學到新的

東西。 

受訪者 19：沒有。 

研究者：加深印象的也沒有？平時是完全不講客語是嗎？ 

受訪者 19：會有印象，其實對我來講我很早就知道客語有很多腔，有

海陸、四縣，甚至美濃那邊的腔也不一樣，或台東的腔也不一樣。就不

知道哪一種，所以我不一定能這麼快的開竅，另一點是它是用正常的語

速，用正常的語速學習新的語言，本來就不是這麼容易，我才看一個半

小時，所以是有點困難的，當然看這樣的作品長期而言，例如一個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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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三個小時看客語作品，客語能力一定會有加強，可是在 1.5小時裡

面就有點難的。 

受訪者 21：我是本身就聽得懂啦，所以沒什麼影響。 

受訪者 22：因為像我剛剛講的，可能看到後面，我會忘記我在聽客家

話，所以沒有專注在聲音。 

綜合來看，第一部分的閱聽人在解讀文本時，會注意客語和閩南語詞彙相同

的地方，這些受訪者本身皆為閩南人，他們聽到完全不懂的語言時，會試圖從中

尋找能理解的部分，受訪者 8、9、10更懂得閩南語，因此在觀看過程中聽到閩

南語也有的詞彙時，會較容易產生共鳴。第二部分的閱聽人在解讀時會複習本身

知道的少數單詞，這些受訪者大致分成兩種類型，第一種類型是完全不懂得客語

的閱聽人，如受訪者 2、5、14，三位皆為閩南人，這類閱聽人在觀看影片時，

會對曾經在別處聽過的或是某些不特定的詞彙有短暫的記憶，但是因為接觸的時

間不長而無法深入記憶，另一種類型則是懂得一點點客語的閱聽人，如受訪者1、

3、4、6、7、12、15、20，八位受訪者分別有客家人、閩南人、半客家半閩南人

三種族群，閱聽人對少部分知道的詞語會有反應，他們會加深原先知道的詞語的

印象，但也因觀看時間不長而無法再去學習其他更多的詞彙。第三部分則是客語

程度不錯的閱聽人，能再學習少部分不知道的客語單詞，如受訪者 13、16、18，

受訪者 13及 18皆是通過初級客語認證，為半客家半閩南人，受訪者 16則是通

過中高級，為客家人，三人的客語程度皆不錯，因此在觀看時，對於較少聽到的

或是曾經聽過但記憶不深的詞彙容易產生反應，會注意甚至是學習這些他們不常

接觸的新單詞，更新他們記憶內客語詞彙的資料庫。而第四部份是，受訪者會注

意腔調的不同與變化，受訪者 11為客家人，但由於平時家裡人的對話多為海陸

腔，11而《中華一番》的客語配音是四縣腔，因此他會注意到兩種腔調的差異。

最後一部分是認為沒有學習到客語的閱聽人，這些人分成三種，第一種是通過客

語初級，有一定客語能力的閱聽人，他們認為影片出現的客語皆已學會，因此在

影片中沒有學習到新的客語，如受訪者 17（半客家半閩南人）及 21（客家人）；

而第二種則是完全聽不懂客語的閱聽人，如受訪者 19（半客家半閩南人）認為

即便對某些不特定的詞彙加深印象，但由於觀看時間過短，不足以讓其在影片中

記憶並學習到客語；最後一種則是對配音關注較少的閱聽人，如受訪者 22（客

家人）在觀看影片時，注意力多半在字幕上，因此較無法從影片中學到客語。 

                                                 
11 臺灣客語腔調大致分為四縣腔、海陸腔、大埔腔、饒平腔、紹安腔。（見

https://elearning.hakka.gov.tw/edm/110922/05.html） 

https://elearning.hakka.gov.tw/edm/110922/0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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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受訪者觀看客語配音節目時語言學習的五種類型 

綜上述，可以發現閱聽人的族群背景，在解讀文本時會有些微影響，但主要

還是以接觸客語機率較高的影響較深，族群為客家及半客家半閩南的人，和閩南

人的差別在於前二者較有機會接觸到客語，但這並不表示客家及半客家半閩南的

人會比閩南人更容易學習到客語，在客語程度差距不大的情況下，三種族群的客

語學習是差不多的，如第二種類型，然而客語程度較好者皆為客家及半客家半閩

南人，但對能否從影片中學習客語的看法，還可分為「學到部分不知道的客語詞

彙」以及「沒有學習到新的客語詞彙」兩類，如第三及第五種類型，而同為閩南

族群者也會因知道及完全不知道少數客語單詞而有不同解讀的方向。 

媒介內容雖常反映日常生活，但仍與日常生活有顯著差異，閱聽人會依自己

的經驗而對媒介內容賦予某種意義的解釋（Davis ＆ Baran, 1981／蘇蘅譯，

1993），閱聽人在使用媒介時，如果沒有限制，閱聽人會選擇在訊息中簡單地閱

讀他們喜歡的內容（Hall, 1980），如同本研究的這些受訪者，閱聽人會依據自身

日常對國語、閩南語、客語語言的使用經驗來解讀文本內容，在語言程度差不多

的情況下，也會因閱聽人不同的認知而有不同的解讀，所以閱聽人在解讀文本時，

才會有語言學習上的諸多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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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親切感 

以本研究的受訪者而言，閱聽人在生活環境中曾經有過接觸客語相關的經驗

或是經常接觸到客語相關的閱聽人，對於觀看客語配音動畫《中華一番》會較容

易產生親切感。例如： 

受訪者 5（閩南人）：還滿親切，因為我就住苗栗，苗栗其實很多客家

人，所以就很多別的家庭的朋友，就是那些長輩都會講一些客家話，聽

到就會感覺很像那些長輩在講話。因為平常他們講什麼話都聽不懂，然

後現在突然有中文字幕，感覺好像可以理解了的感覺。 

受訪者 6（半客家半閩南人）：我剛剛有說客語配音就是，這個客語配

音還滿自然，會覺得很親切。本身就是從小就接觸爸爸那邊的客家比較

多。 

受訪者 10（閩南人）：親切感有增加，會比起之前就是，不會說特別想

去接觸，那現在會比較多了一點好奇心，然後也會比較想去接觸或認識，

因為我們小學的時候，有位老師也是客家人，他就帶我們做一些東西，

好像是客家的油紙傘。 

受訪者 11（客家人）：……家人都是用客家話，那現在看《中華一番》

會覺得很親切的感覺，很像平時家人在對話，我覺得客家話就是很有親

切感……。在看《我們這一家》、《烏龍派出所》這兩個卡通的時候，因

為他們是國語跟閩南語合併，所以其實我覺得它就是跟《中華一番》比

起來，我覺得《中華一番》，它是全部都是客家話去呈現，……相對來

比較親切，比較喜歡……，可能平時都是用客語比較多，就會覺得全部

用客家話會比較好。 

受訪者 12（客家人）：親切的感覺，有！  

研究者：為什麼會有親切感？ 

受訪者 12（客家人）：因為本身是客家人，因為有時候還是會聽到客語。 

受訪者 13（半客家半閩南人）：我覺得親切感有，因為就是跟平常家裡

的話其實算得類似，但是如果說，更想去接觸或認識的話，我覺得還滿

被動的耶，就是如果人家給我，我會看，但是不會特別主動去找。 

受訪者 16（客家人）：會有親切感，會產生滿多親切感，因為本身就是

客家人，我會有種熟悉的感覺，然後會想多再接觸，對於那種不太了解

小孩，但本身對這個有興趣的話，就會想要去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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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17（半客家半閩南人）：有。 

研究者：那會想去接觸或是認識一些客家文化嗎？ 

受訪者 17（半客家半閩南人）：會。 

研究者：主要是不是因為平時在跟家人的對話就是這些？ 

受訪者 17（半客家半閩南人）：對，家庭的影響。 

相對來說，那些在生活環境中較常接觸國語及閩南語的閱聽人則認為《我們

這一家》、《烏龍派出所》這種以國語為主閩南語為輔的類型比較有親切感，除了

劇情內容接近生活外，閱聽人會因在生活中大多使用國語或是家人間以國語混合

閩南語對話，而較為傾向於這兩部動畫。例如以下受訪者的反應： 

受訪者 4（半客家半閩南人）：我就會願意聽國語，因為《我們這一家》

跟《烏龍派出所》的國語比較多，所以會比較想繼續看下去，那不是說

客語配音就不會想看下去，但是會比較想要看國語比例比較高的這兩

部。 

受訪者 5（閩南人）：我覺得，因為從小家裡就是閩南語跟國語講比例

差不多，所以就覺得《我們這一家》跟《烏龍派出所》很傳神。可是因

為我聽不懂客語，所以我就不會感受到那種情緒，就是他們可能要表達

的內涵這樣。 

受訪者 7（閩南人）：有從小看《我們這一家》到現在，會覺得比較親

切一點，因為都聽得懂，然後有時候它翻成閩南語的時候又會很好笑，

就會聽起來覺得滿順的。 

研究者：可能就是因為跟平常家裡的對話很接近這樣？ 

受訪者 7（閩南人）：嗯。 

受訪者 9（閩南人）：我有看過《烏龍派出所》，然後我覺得就兩津，他

就國語混雜閩南語的話就滿跟現實，就可能現實生活也會這樣講話，而

且因為自己在家裡有時候會講閩南語，所以對國語跟閩南語混雜的話，

就比較有親切感吧。 

受訪者 10（閩南人）：《烏龍派出所》看得比較多，因為國語跟閩南語

是家裡比較常會講的，因為從小接觸，所以就看的時候就會比較熟悉，

然後也會對劇情比較有印象，然後也會從那裡面應該是學了一些閩南語

的俗語吧。 

受訪者 13（半客家半閩南人）：有，因為《烏龍派出所》就是很小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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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有看，然後我覺得主要是因為他，就是阿兩在講國語加閩南語的時候，

感覺特別道地，我不知道為什麼，會覺得還滿有趣，會讓人家一直想看

下去，就到現在都還滿喜歡看《烏龍派出所》。 

受訪者 14（閩南人）：因為自己家裡就是會國語加閩南語，所以看《我

們這一家》跟《烏龍派出所》的時候，就會覺得一方面是比較聽得懂，

另外一方面就是覺得這些話，因為平常自己在講，就會比較想看下去。 

受訪者 15（閩南人）：也是屬於親合型的。 

研究者：是因為家裡平常比較常聽到這些對話嗎？ 

受訪者 15（閩南人）：對。 

研究者：那妳會覺得跟客語比起來妳會比較喜歡聽哪一種？ 

受訪者 15（閩南人）：閩南語，因為自己比較熟悉。 

受訪者 18（半客家半閩南人）：我拿花媽來說，花媽真的是太可愛了，

真的會讓人覺得很搞笑，而且可能因為我媽媽是講閩南話，然後就會覺

得相似程度會有點像，然後會覺得很親切，他們本來就有點做搞笑的類

型，然後就覺得再加上閩南語的口音，好親切喔。 

研究者：就跟家人有些關聯這樣？ 

受訪者 18（半客家半閩南人）：嗯。 

受訪者 19（半客家半閩南人）：就是很生活化，所以就是覺得很親切，

比較像是生活一般這樣。 

研究者：比較接觸生活一般的對話這樣？ 

受訪者 19（半客家半閩南人）：對。 

受訪者 22（客家人）：因為《我們這一家》跟《烏龍派出所》原本就是

國語配音，然後他們會把裡面一些比較大部分人聽得懂的閩南語，從國

語變成閩南語這樣子，所以去連接上面，就算不是閩南人也聽得懂，然

後會比較有親切感，可是如果說是像《中華一番》，就全部都客語的話，

感覺落差就會很大。 

上述的受訪者會因為自身的生活經驗及社會文化等因素，影響他們的選擇，

閱聽人會因他們在日常活中較常接觸、使用的語言，而以之作為評判的準則之一，

還會因為動畫劇情內容是否接近生活而有所影響。例如與朋友、家人溝通時使用

國語，或是家人對話以客語、閩南語為主，再配合劇情內容是否為生活中常出現

的場景，兩者互相作用，依據其使用及接觸的頻率而形成其認知及解讀經驗。 

從溝通角度來說，「語言」是人類用來產生口語訊息（verbal message）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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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符號系統，而「文化」則是指導個人行為及引導個人成為團體一部分的一組共

享的符號系統（shared symbol system），文化對於閱聽人來說不可能與生俱來，

必須經由學習過程而獲得。所謂的「認知」的廣泛定義是個人對來自外在刺激的

選擇、評估與組織的內在過程，閱聽人把感官所接觸的外來刺激，消化成一組有

意義的經驗（meaningful experience）的過程。閱聽人的認知很大程度受到文化

制約，文化不僅提供詮釋認知的基礎，並引導閱聽人選擇與歸納的認知對象，而

文化對認知的影響，特別反應在所謂歸因（attribution）的過程，歸因過程奠基

於過去的生活經驗，而這些生活經驗的累積，來自學習文化的過程，因此才會有

不同文化產生不同的認知系統（陳國明，2003；林盈如，2014）。 

研究者將本研究的主要文本（客語配音《中華一番》）與其它國語配音為主

閩南語配音為輔的《我們這一家》、《烏龍派出所》，詢問受訪者對它們的親切感

時，發現閱聽人的反應不一，他們會因劇情內容是否接近日常生活，也會因平時

生活較常接觸及使用的語言為依據去選擇。 

楊佩珊（2018）整理臺灣網友在日語原音及國語配音的動畫比較上，發現有

許多網友認為不少國語配音的日本動畫勝過了原版的日語配音，當中以不良警察

兼麻煩製造者為主角的《烏龍派出所》，以及近年不斷重播的熱門動畫《我們這

一家》最受到大眾的喜愛，其中又以國語混和閩南語配音的角色更勝。她將動畫

《我們這一家》歸類為「高生活接近性」12，認為因動畫劇情中主角們的家庭居

住環境、成員的組成，符合現代社會的共同經驗，且動畫多數內容，皆是圍繞著

這個現代家庭所發生的各種大小事而發展，有著與現代多數閱聽眾相似的家庭經

驗，加之動畫中女兒、兒子的角色是學生，有不少講述校園生活的內容，而被認

為是高生活接近性的動畫。如此劇情內容十分接近日常生活的動畫，再加上閱聽

人較常在生活中使用的國語及部分簡單的閩南語，帶給閱聽人一種這就是真實生

活的幻象，而使閱聽人更容易去接受整部動畫，如只看過《我們這一家》的受訪

者 7、18。 

另外，《烏龍派出所》的劇情是以一名品行不端的派出所警察為主軸，每日

以他所製造的各種麻煩事件及其周遭人、事、物去推進劇情，其所講述的日本警

察的工作日常及私下生活，雖說不能以主角的過激與不端的品性為代表，但也因

主角的這些特質而帶來許多笑料，成為這部動畫的特色。《烏龍派出所》的劇情

雖不如《我們這一家》那樣接近日常生活，仍然屬於日常生活的範疇，並以誇張

手法擄獲閱聽人的目光，加之臺灣配音時又以國語及閩南語搭配，增加了在地化

的風格，讓閱聽人在動畫中感受到日常生活的氣息，帶來輕鬆愉悅的閱聽經驗，

如只看過《烏龍派出所》的受訪者 9、10、13。而看過兩部動畫的受訪者 4、5、

14、15、19、22，亦認為以國語為主、閩南語為輔，且配合日常劇情的動畫，較

能吸引閱聽人的目光。這種動畫由於與閱聽人日常生活中和家人及朋友的對話接

                                                 
12 因文化接近而連帶影響的生活相似性是影響外國媒體傳播的關鍵，影視節目的題材若是

關於家庭、現代都市愛情這類較貼近大眾生活經驗，更容易受到普遍歡迎，因而將此概念定義為

「生活接近性」（楊佩珊，201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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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因而能產生較多的親切感。誠如相關研究指出，當外國語言的影視節目在臺

灣本地播映時，影片中的角色、語言、文化背景差異等因素，經由當地語言重新

配音，都可能影響閱聽人觀賞時的認知感受（楊佩珊，2018）。 

閱聽人的認知常受制於閱聽人的文化及生活經驗，他們會因文本內容與自身

生活環境、語言習慣的相似性而被吸引，也會因為生活及文化差異而影響他們的

選擇，在解讀過程中產生不同程度的親切感，並從而得到不同的愉悅經驗。 

三、 客家聯想 

Straubhaar（1991）曾提出「文化接近性（cultural proximity）」觀點，指出當

其他條件相當時，閱聽人會偏好與自身文化相似的內容，減少閱聽人在解讀上所

需花費的時間。由此來看，語言便是影響文化接近性的重要關鍵之一，若使用的

語言差別較大，對當地閱聽人來說已不具有文化接近性。 

Straubhaar所說關於語言及文化的觀點，符合受訪者 15的反應：「可能因為

它的故事設定，讓人覺得說不會這麼難，有那種疏離感，會想親近。……也很適

合，因為客家本身就跟中國一直都有關聯，剛好可以搭配到……。」，受訪者 15

認為客語和《中華一番》的文化背景接近，在解讀影片時會有所聯想，產生認同

及愉悅感。 

然而除了受訪者 15之外，在訪談過程裡，從大多受訪者的反應中可以看出

閱聽人在解讀客語配音《中華一番》時，並不會因為使用的語言為客語便會和客

家文化有所連結，閱聽人最多只會好奇其他客語配音的動畫是如何，但卻不會因

為語言而對客家文化有所聯想，對閱聽人來說，客語僅僅只是「語言」而非「文

化」，這當中還有一位受訪者 13的反應比較有趣，他和受訪者 15針對動畫背景

的客家聯想是持相反的意見。兩位受訪者的反應分別如下： 

研究者：就看這個會不會想到跟客家有關的？還是還好？ 

受訪者 15：會想到，因為它的背景就是比較偏向中國那邊。 

研究者：所以其實還是比較可以接受這樣？ 

受訪者 15：對。 

研究者：所以妳覺得它的背景也是中國，所以和客語感覺上還是搭得起

來的？ 

受訪者 15：嗯。 

研究者：像昨天的受訪者，她就有說就是感覺北京不會符合客語，所以

看起來就會怪怪的，妳會這樣覺得嗎？還是不會？ 

受訪者 15：還好，因為客家語言原鄉在中國，雖然背景在北京，但對

我來說沒有影響。 

受訪者 13：因為我以前沒有看過《中華一番》的其他配音版，然後單

純講主角在講話的時候，會覺得還滿正常的，但是如果想到跟那個卡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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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背景一配，其實還是有一點點怪。 

研究者：是指哪裡的背景？ 

受訪者 13：因為他是發生在那個北京，然後實際上北京那時候應該不

是講客家話，所以會現在想一想，會覺得還是有一點點奇怪。 

研究者：就是在看年代上面跟地方上會覺得有點怪怪的？ 

受訪者 13：對，但是如果看《花田一路》，好像又覺得還好耶，不知道

可能對客語有點既定印象，但是《花田一路》就是那種鄉下，然後小孩

子，好像那就算有點合理這樣。 

兩位受訪者在對於相同動畫的文化背景上持相反意見，Fiske（1987）認為

同樣的影視可能產生出許不同的文本，影視由製造端產製，文本則由閱聽人產生，

強調媒介文本具有許多其他潛在意義，能導致不同的解讀。Hall（1980）將媒介

文本描述為有意義的論述（meaningful discourse），閱聽人擁有自主批判能力的意

識，他們並未被迫接受媒介所傳送的訊息，接收分析強調文本並非是固定性，而

是開放且多義的（polysemic），閱聽人會根據不同的意義結構和他們在各種情境

裡的知識架構來進行解碼（decode），每位閱聽人在觀看影片時依據各自的經驗

或立場詮釋出多種閱聽經驗，如同上述兩位受訪者所表示的一樣，依個人的理解

及過往歷程的不同具有差異或是對立的詮釋（McQuire, 2005／陳芸芸、劉慧雯

譯，2011）。 

四、 小結 

本研究的受訪者解讀客語配音《中華一番》文本時，在解讀文本的客家涵義

方面，可分為語言學習、親切感及客家聯想三個部分。閱聽人會受到生活環境影

響，當媒介文本與閱聽人的生活環境有相似性時，閱聽人解讀不需花太多時間與

心力，便能理解、認同影片的背景與所傳遞的價值觀，在觀看過程中，產生愉悅

感（楊佩珊，2018：25）。 

在第一部分語言學習上，分為五種類型，第一種是會注意和閩南語相似單詞

的閱聽人；第二種是複習本身知道的少數客語單詞；第三種是本身客語程度佳的

人，再學習少部分不知道的客語單詞；第四種則是注意腔調不同之處的變化，最

後一種是認為並沒有學習到客語的閱聽人。第一種類型的受訪者皆為閩南人，且

不熟悉客語，他們聽到完全不懂的語言時，會傾向從中尋找較能理解的部分，由

於他們對閩南語更熟悉，因此解讀文本時會因聽到和閩南語相似的詞彙時而產生

反應，但他們並不會主動去學習其它不知道的客語詞句，僅只注意客語中和閩南

語相同的單詞。 

第二種類型可再分為兩種類型，第一種是完全不懂得客語的閱聽人，這些受

訪者皆為閩南人，他們對曾在別處聽過的或某些不特定的詞彙有所反應，產生短

暫的記憶；第二種則是懂得少數客語的受訪者，他們屬於閩南人、客家人、半客

家半閩南人三種族群皆有，他們會對原已知道的少數客語詞彙產生反應，並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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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但這兩種類型皆因觀看時間不長而無法加深記憶或有餘力再去學習其他客

語新詞彙。 

第三種類型的閱聽人，這部分的受訪者族群為客家人及半客家半閩南人，他

們在日常中有較多機會接觸客語，並皆已通過客語認證考試，在客語能力上有一

定的理解程度，在解讀文本時，會對較少聽到的或曾聽過但印象不深的詞彙產生

反應，甚至是去學習與記憶這些新單詞。 

第四種類型的受訪者本身為客家人，雖未考過客語認證，但因平時與家人對

話多為客語，所以在客語能力上有一定程度。在觀看影片時，由於平時家人對話

多使用海陸腔，受到自身環境影響，他們會因《中華一番》使用的客語腔調為四

縣腔與自家習慣不同而去關注兩種腔調的差異及變化。 

最後，第五種類型的受訪者分成三種類型，第一種類型為客語程度有一定能

力的閱聽人，他們皆通過客語認證初級檢定，族群背景為客家人及半客家半閩南

人，在生活中較有機會接觸客語，在解讀文本時並未發現從未聽過的客語詞句，

因此認為沒有學習到新的客語；第二種則是完全不懂客語的閱聽人，平時鮮少接

觸客語，在觀看影片時認為即便對於某些不特定的詞彙增加印象，但因接觸時間

過短，無法加深記憶及學到客語；最後一種閱聽人是觀看影片時，由於多數時間

關注字幕，因此對配音部分較無印象，無法從影片配音學到客語。 

研究者發現受訪者的族群背景在解讀文本的過程中只扮演部分角色，對閱聽

人雖有些微影響，但最主要是和閱聽人的生活環境有關，也就是對較易接觸到客

語的閱聽人影響較深。族群為客家及半客家半閩南的人，和閩南人的差別在於有

較多機會接觸到客語，但這並不表示客家及半客家半閩南的人會比閩南人更容易

學習到客語，在客語程度相當的情況下，三種族群的客語學習是差不多的。此即

第二種類型。然而客語程度較好者皆為客家及半客家半閩南人，他們在生活中較

易接觸到客語，但對從影片中能否學習客語的看法卻是分為兩派：能學習部分不

曉得的客語詞彙，以及沒有學習到新的客語詞彙。此即第三與第五種類型。此外，

同樣身為客家人，還會因使用腔調不同而將注意力放在腔調變化上，此即第四種

類型。而同為閩南族群的人，也會因知道或完全不知道少數客語單詞而有不同的

解讀方向，此即第一與第二種類型。 

從上述受訪者的反應，確實可看出文本的多義性，以及閱聽人面對文本時有

自己的解讀位置，依個人的詮釋、理解、過往歷程的不同而有所差異，閱聽人從

前的媒介使用經驗，所承受的情感、愉悅感、態度等都會改變閱聽人往後面對文

本與媒介時解讀方式（盧嵐蘭，2008：85）。由於媒介文本再現的日常生活仍與

閱聽人的真實生活有所差異，因而閱聽人會依自己的經驗而對媒介文本賦予某種

意義解釋（Davis ＆ Baran, 1981／蘇蘅譯，1993）。閱聽人面對文本時，如果沒

有其他的限制力量，則閱聽人傾向從中選擇能夠簡易閱讀及自己喜歡的內容

（Hall, 1980）。 

其次，關於親切感的方面，這裡分成兩種類型，第一種是當閱聽人在生活環

境中曾有過接觸客語相關的經驗，或是常接觸客語，則觀看客語配音動畫《中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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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番》易產生親切感；第二種是在生活環境中較常接觸國語及閩南語的受訪者認

為《我們這一家》、《烏龍派出所》這種以國語為主閩南語為輔的類型比較有親切

感。顯見閱聽人會因自身的生活經驗及社會文化等因素，影響他們的抉擇，以日

常生活中較常接觸、使用的語言作為標準之一。此外，動畫劇情內容是否貼近生

活、閱聽人與親友溝通使用的語言種類，皆會影響閱聽人的認知。 

對客語配音《中華一番》產生親切感的受訪者，多為生活中較易接觸客語的

人，部分是曾有接觸過客語的人，他們受生活環境影響，家人較常使用客語，當

閱聽人聽到動畫出現客語對話，會讓他們產生相似於家中日常對話的感覺，而讓

閱聽人產生親切感而產生認同及愉悅經驗。 

在關於客家聯想上，22位受訪者中僅有 1位會因客語而和客家文化產生聯

繫，其他 21位受訪者則並不受語言影響而和客家有所連結。產生聯繫的受訪者

認為客語來自中國大陸，和《中華一番》的「中國大陸」這一文化背景有所關連，

使其在解讀時會產生聯想，並且由認同帶來愉悅經驗，這符合 Straubhaar提出的

「文化接近性（cultural proximity）」，他認為在條件差不多時，閱聽人會比較偏

向與自身文化相似的內容，當外來的影視能與當地文化互相融合時，這些具有文

化接近性的影視，要比其他不具備的更受歡迎，因為這些近似於自身文化的影視

內容，能讓閱聽人不需花太多時間與精力就可以解讀影視、共享意義，進而產生

認同與享樂感（Straubhaar, 1991）。 

然而本研究多數的受訪者在解讀客語配音《中華一番》時，並不會受到客語

影響而與客家文化有所連結，閱聽人最多只會因不常接觸客語配音的動畫，而好

奇其他客語配音的動畫是何種情形。對本研究多數受訪者來說，客語僅僅只是「語

言」而非「文化」，所以他們不會因為語言而和客家文化產生聯繫。 

 

第四節 客語配音動畫的解讀型態 

接收分析是閱聽人研究晚近流行的發展趨勢，此一理論視閱聽人為有能力對

媒介文本進行解讀，且能從中建構意義與獲得愉悅，並強調媒介文本的意義來自

媒介文本與閱聽人互動的結果，許多學者根據各自的研究成果提出多種接收分析

的類型，本節以 David Morley依據 Stuart Hall的觀點提出的三種解讀立場為客語

配音動畫閱聽人的解讀型態進行說明與分析。 

Hall針對媒介訊息的產製、傳遞、被詮釋等過程提供一個理論架構，他認為

解碼與編碼各自所需的生存條件不相同，兩者的關聯也因此不穩定，沒有絕對必

然的結果，他借用 Frank Parkin的觀念，提出閱聽人解讀電視訊息時，可能出現

三種不同立場（Storey, 1999／張君玫譯，2001；翁秀琪，2012：225）。 

第一個立場是主導霸權地位（dominant-hegemonic position），閱聽人所詮釋

的意義完全符合被製碼進文本中所謂統治霸權的符碼，並接受被製碼於媒體事件

中的「首選含義／優勢意義（preferred meanings）」；第二個立場是協商的符碼或

位置（negotiated code or position），閱聽人用協商的態度來解讀文本，他認為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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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大部份閱聽人會採取的立場，透過自身的處境條件去協商電視的論述，大致上

認同首選含義／優勢意義（preferred meanings）的說法，但在部分特殊情境下則

不同意；第三個則是對立的立場（oppositional code），閱聽人清楚知道被製碼到

電視論述中的首選含義／優勢意義（preferred meanings），但站在反對的位置上，

選擇用另一種參考架構去進行解碼，也就是以相反於首選含義／優勢意義

（preferred meanings）的方式來解讀（Hall, 1980；朱全斌，2000；Storey, 1999

／張君玫譯，2001；Hodkinson, 2011／黃元鵬、吳佳綺譯，2013）。 

傳播學者Morley應用 Hall的觀點，將閱聽人的解讀型態區分為「優勢

（dominate）」、「協商（negotiated）」、「對立（oppositional）」三種（翁秀琪，2012：

225），他認為閱聽人在解讀時，不僅會因本身的價值體系與文本中的意識型態相

互影響而出現不同的解讀立場，還會受社會場域中既有的主流價值影響解讀型態，

也就是說，閱聽人是在這三個多方交錯下出現特定的解讀立場（Morley, 1992）。

在本研究中發現，受訪者收看客語配音《中華一番》的文本時，受訪者會根據不

同的生活環境與文化背景而趨向不同的解讀立場，他們的解讀過程及結果也會受

此影響，以下分別說明： 

一、 優勢解讀 

所謂優勢解讀，依據 Hall的觀點是指閱聽人的解讀策略完全接受政治精英

或優勢族群這些主流的意識型態主張，也就是依照媒體提供的訊息指示進行解讀，

其立場受制於媒體所賦予的文本意義，完全接受文本「優勢解讀」（preferred 

reading）的影響（Morley, 1992；黃葳威，2004；翁秀琪，2012：225）。 

研究者訪談客家電視臺節目部負責人時，對方曾經提到：「我們大部分後來

是用卡通，就是有錢的話，我們就去買一些大家比較耳熟能詳的卡通來配音，然

後就是等於有一點就是吸引年輕人來進來看這些卡通這樣子，……那配音節目它

很大的時候，其實就是如果你想學客語的話，你真的就是去聽配音節目，……所

以基本上客家電視臺會把配音節目定調為語言學習，……因為他們在錄音室是聽

的到原音的，……他們就會去揣摩日本原音的情緒，就會盡量接近，……再加上

配音我們都會希望最接近原音，就是原來那個演員演出的狀態，因為這樣子才不

會給觀眾出戲，配音最怕出戲。」也就是說客語配音的動畫，客臺除了在配音上

希望貼近原音的情緒外，客臺也強調吸引閱聽人目光，以及成為語言學習的橋梁，

讓閱聽人藉由輕鬆詼諧的文本而願意接觸客語，這些應屬於客臺賦予文本的優勢

意義。 

而在對受訪者的訪談過程中，研究者發現受訪者雖然認知不同，但卻能共同

解讀出配音情緒自然、語言學習等優勢意義。 

受訪者 6（半客家半閩南人）：我會覺得還滿自然，因為沒有看過，所

以我甚至會覺得這個就是原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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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9（閩南人）：配音的部分，我覺得他有些細節就還不錯，像是

50集吧！就李提督被抓起來之前他們在那個市集那邊，就是除了角色

們對話是客語，然後還要背景那些就市民阿，他們的對話就也是有用客

語呈現的，我覺得細節還滿不錯的，就不會有什麼地方沒有處理到，然

後就有不同的語言混雜，……我覺得其實沒有影響耶，因為就可能客語

跟中文本來就比較接近，我覺得要是把整套配完，然後拿去給沒有看過

的人來看，那有可能以為這是他本來的聲音。 

以受訪者 6及 9來說，受訪者 6沒有看過國語版的《中華一番》，對他來說，

參與本研究而觀看客語版《中華一番》是他的第一次接觸，但是配音員在角色的

情緒表達上，讓受訪者 6認為十分自然，符合劇情內容，甚至對他來說這便是原

音；而受訪者 9則是已看過國語版的《中華一番》，他認為客臺對於影片的處理

細緻，客語有些近似於國語，當配音情緒自然順暢時，讓他很容易融入劇情，繼

續觀看下去，受訪者 6及 9對於客語配音的認可正是符合了媒體的訊息立場。 

此外，也有受訪者在解讀時，受本身客家族群背景影響，解讀出自然配音情

緒、語言學習的優勢意義，甚至會因為較常接觸到客語，目光受到媒體吸引，進

對客語配音動畫產生親切感。如下： 

受訪者 11（客家人）：就是覺得它跟國語配音就是感覺沒有落差太大，

就是它情感流露的方式我覺得一樣這樣，然後喜歡的地方，我覺得我就

是喜歡它用客語配音的方式去呈現，我覺得很特別，因為之前沒有看過

這種有用客語配音的卡通節目，從小到大都是看就是都是國語配音的，

這是第一次接觸到，……因為《中華一番》裡面的客語是四縣，所以家

裡的人都講海陸，平常沒有人在說四縣，再看《中華一番》的時候，……

因為就是會想要去知道說，平常四縣的人，他們講這段話……就會想要

去知道說四縣這句話是怎麼講，腔調跟海陸有哪些不一樣。……家人都

是用客家話，那現在看《中華一番》會覺得很親切的感覺，很像平時家

人在對話，我覺得客家話就是很有親切感。 

當影視媒體的內容近似於閱聽人自身所處的生活環境時，閱聽人不需花太多

時間與心力，便能夠理解與認同媒體背後欲傳遞的意義，進而在觀看過程中產生

享樂感（楊佩珊，2018）。受訪者 11本身便是客家人，家中日常對話多以客語為

主，當他接觸到客語配音的《中華一番》時，客語對話讓他產生如同家人對話般

的親切感，他也認為配音情緒的流暢性和他看過的國語版相差無幾，除此之外，

受訪者 11也因家中溝通使用海陸腔，與客語版《中華一番》的四縣腔不同，使

其產生好奇而想去學習不同腔調的語言，受訪者 11的解讀亦對應了媒體的訊息

立場。 

即使在族群與文化背景、客語語言能力不同的情況下，受訪者也能在觀賞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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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藉由語言學習而產生愉悅感，他們在觀看時會自然的去關注自己有興趣的客

語詞彙，並將這些客語詞彙記憶起來，在此，受訪者的語言學習反應亦符合媒體

傳播者的立意，如受訪者 15、16、20： 

受訪者 15（閩南人）：會想繼續學。……因為動畫它本身就比較輕鬆，

然後它講的部分也不會太快，或是說用太艱深的詞彙，就比較日常，所

以願意學習的動機也會比較強一點。 

受訪者 16（客家人）：會。……我覺得可以再多配幾個，連續劇也可以，

但我覺得動畫會更吸引人吧。……有一些在形容詞上面，在日常上面跟

家人對話的時候不會用到這麼多，但透過動畫就可以學到一些詞

彙。……會產生滿多親切感，因為本身就是客家人，我會有種熟悉的感

覺，然後會想多再接觸，對於那種不太了解小孩，但本身對這個有興趣

的話，就會想要去接觸。 

受訪者 20（客家人）：有喔！罵人的倒是有學到更多，有一句話講得很

好啊，你要學個語言，先學髒話就對了，這句話我很認同，因為你學髒

話你才會有更多的意願去學其他這個語系它本身的內容。 

受訪者 15、16、20在觀看中，認同了客語配音節目設定之語言學習目標，

當中受訪者16更是透過客語配音而感受到相似於與家人間對話的親切感。顯見，

上述這些受訪者即便文化背景、語言能力上有所差異，還是能共同解讀出符合媒

體建構的優勢意義。 

閱聽人有其特定的生活方式與思考模式，一般而言，閱聽人的解讀會伴隨著

他們的這些經驗影響，在 Hall與Morley的觀點中，出現優勢解讀的閱聽人有可

能與其所處的社會位置有關；然而在本研究中，受訪者不同的族群位置與客語能

力並不影響他們提出優勢解讀的傾向，這可能因為客臺立意通過客語配音動畫以

吸引觀眾並提高客語學習動機之立場，係屬於當前社會追求多元文化價值之呈現，

而這已成為超越族群與文化差異，是多數人都認可的共同價值。 

二、 協商解讀 

協商解讀型，指的是兼具認可與反對媒介意識型態的閱聽人（翁秀琪，2012：

225）。換言之，閱聽人會認同首選含義／優勢意義（preferred meanings）的合法

性，但並非全盤接受優勢解讀（preferred reading）的影響，在某些特定的狀況下

依閱聽人個別需要，有限度地用不同的符碼解讀文本的訊息內容（Morley, 1992；

黃葳威，2004）。 

閱聽人會受身邊環境影響，雖然能解讀出配音情緒自然、語言學習等優勢意

義，但卻不會全盤接受，閱聽人會因為不習慣或是認知上的差異而對優勢意義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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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保留。受訪者 4族群背景為半客家半閩南人，平常與家人溝通多以國語為主，

只有在回老家時才會接觸到客語，客語對其來說不算熟悉但也並非完全陌生，受

訪者 4雖然能認同配音情緒、語言學習的優勢意義，但他認為在語言學習方面，

僅只是複習原先便已知道的少部分詞彙，而在配音情緒上則是對部分詞彙給予認

同，但會因自己平常使用國語的頻率較多而偏向國語配音，以此觀之，他的解讀

型態屬於協商解讀，如下： 

受訪者 4（半客家半閩南人）：我覺得他說「安靜」的時候，讓我印象

很深刻。客語的「安靜」是「恬恬」，就是以前從小到大都會聽到，因

為常常聽到所以很有感受。……但還是比較喜歡原音的中文配音。……

聽到可能會大概知道是什麼意思，因為之前有學過一些些客語，所以還

是會聽得懂一點簡單的幾個字。……會想要去知道客語的意思，才能聽

得懂家人或是其他朋友在說什麼，或是更可以去溝通吧。 

族群背景為閩南人的受訪者 7，客語能力會一些簡單的單詞，雖能認可客語

配音節目試圖提高語言學習，但卻也只是複習少數已知詞彙，而在配音情緒上，

受訪者 7認為情緒是自然的，但是音量卻有些偏高，與原先看過的國語版《中華

一番》的感受有些差異，這位受訪者雖解讀出媒體的優勢意義，但又保留自身立

場沒有全盤接受，整體來看也應屬於協商解讀。 

受訪者 7（閩南人）：是還好，我覺得其實沒有什麼太大的差別，可是

就是會覺得客語的都會比較大聲一點。……我覺得其實還好，因為他基

本上他都有跟上他本來在幹嘛，然後那個字幕都跟上，就是有配得很 ok，

所以就是看起來覺得還好，不會很奇怪。……剛開始聽的時候會覺得很

好笑，可是還是有把它看完，然後看完之後就覺得，喔！就是客語版的，

就真的是客語版那種感覺。……我覺得多少一定有，可是就是如果真正

要學多一點的話，就是要長時間看。……我覺得可能是因為我學過客語，

所以我會想，就覺得還不錯，可以試試看。 

除此之外，另一位受訪者 13雖然同樣為協商解讀的立場，但與前述兩位受

訪者的解讀結果不同，前述兩位受訪者接觸客語的機會不多，客語能力也不高，

而受訪者 13則是在家裡能接觸到客語，且已通過初級客語認證，客語程度不錯，

可以在簡單的日常對話中使用客語，他認為客語配音在情緒表達上當使用到屬於

客語的方言會讓配音情緒更自然，且讓其有與家人對話的親切感。但是動畫的某

些詞彙及背景上和受訪者 13的認知有所差異，因此他對配音情緒的表現，並不

完全認可；其次，在語言學習上，受訪者僅能學習到少部分不知道的客語單詞，

客語配音對受訪者 13來說雖然新鮮，但卻不會受這些因素而完全影響閱聽人的

解讀，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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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13（半客家半閩南人）：應該說情緒的表現上，它會用一些方言

類的我覺得還滿有趣的，最喜歡地方應該是這邊，……就像「粥」這個

字，……就是平常家裡不會這樣講耶，……大部分好像都是直接用國語

講了，……就是一些客語，有時候老人家會罵的話，什麼「孤盲頭」之

類的，我覺得還滿好笑的。……因為我以前沒有看過《中華一番》的其

他配音版，然後單純講主角在講話的時候，會覺得還滿正常的，但是如

果想到跟那個卡通的背景一配，其實還是有一點點怪。……但是如果看

《花田一路》，好像又覺得還好耶，不知道可能對客語有點既定印象，

但是《花田一路》就是那種鄉下，然後小孩子，好像那就算有點合理這

樣。……我覺得親切感有，因為就是跟平常家裡的話其實算得類似，……

基本上卡通上面都會有，畢竟卡通也不會講到太難的字，就是除非幾個

生字可能比較少聽到的，才會特別注意聽。……我覺得算是滿新奇的，

所以引導我一直想要看其他，就是類似配音的卡通或動畫之類的，……

我的感覺，還是不會主動去找，但是如果某一個卡通或是什麼影片，就

是感覺有被炒起來，那我會主動去看。 

對受訪者 13來說，雖然基本上能認同配音情緒自然、客語語言學習等優勢

意義，但當與其自身認知有所差異時，會依自己的了解來判斷，因此他只是部分

認同，而非全盤接受。 

從以上採取協商解讀的受訪者來看，最主要在於他們已具備某種客語能力，

因此面對客語配音動畫時，他們會依據自己的認知而出現不同反應，雖然整體上

能夠接受客語配音的設計與預期目標，但受訪者自己的實際閱聽感受相較於以往

經驗和日常語言習慣，其間的差異便引發他們以一種維持距離的立場去看待媒介

文本，自然不會完全認可其中的優勢意義，因而呈現協商的解讀型態。 

有時候閱聽人在解讀時，雖然立場相同但會因為生活經驗、文化背景、語言

能力等差異，而有不同的解讀結果，如對配音情緒上會有音量大小及客語單詞、

背景認知的差異；語言學習上則有複習部分已知詞彙以及學習少部分不知道的詞

彙兩種，這些都是閱聽人依據自身的瞭解與經驗而對媒介文本做出評斷，他們的

解讀結果雖不同，立場卻是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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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對立解讀 

對立解讀型態是指閱聽人在解讀時，採取完全反對媒介意識型態的方式（翁

秀琪，2012：225），也就是說，閱聽人對文本的解讀會與文本本身的立場相反，

他們完全推翻優勢解讀（preferred reading）的影響，解讀出與報導角度和內容相

對的意義，是站在文本的首選含義／優勢意義（preferred meanings）的對立面向

（Morley, 1992；黃葳威，2004）。 

受訪者 1的解讀立場非常明顯屬於對立解讀，對於客語的不熟悉使他認為客

語配音會影響其閱聽接收，無法從中學習到太多的客語，也沒辦法被吸引而融入

配音帶來的情境。 

受訪者 1（閩南人）：比想像中好，劇情不錯，但很陌生，一開始看覺

得無聊，後面就習慣了，可以聽加看。……會不能專注在動畫上。……

不熟悉，且聽不懂有點無聊，需要花時間去理解。……閩南語比較熟悉，

所以聽起來比較有親切感、沒有壓力。……不會，原音就好，因為聽不

懂客語。 

受訪者 1的族群背景為閩南人，家中平時對話以國語為主、閩南語為輔。他

因為對客語不熟悉而排斥客語配音，認為無法從客語配音獲得愉悅經驗，也無法

產生語言學習的效果。由於生活經驗及文化背景的影響，受訪者 1對於《我們這

一家》、《烏龍派出所》這些接近自身日常生活語言習慣（國語為主、閩南語為輔）

的配音動畫較能接受，也因為與自身語言使用習慣相近而較有親切感，因此對《中

華一番》的反應迥異於前述優勢解讀與協商解讀的受訪者。 

不同於受訪者 1，受訪者 5雖然同樣為閩南人，但是其居住的地方有諸多朋

友為客家人，他在觀看客語配音動畫時，認為會帶給閱聽人些微親切感，但受訪

者 5的客語能力和受訪者 1相同，僅能在影片中複習少數已知的客語詞彙，對客

語的了解都不深刻，這些因素使其認為無法像觀看《我們這一家》、《烏龍派出所》

這些國語為主閩南語為輔的動畫那樣完全理解動畫的配音情緒，因而與《中華一

番》產生明顯距離。 

受訪者 5（閩南人）：可能就聽到當下，知道那個原來是怎樣念的，可

是現在如果要我想幾個，會想不太到。……還滿親切，因為我就住苗栗，

苗栗其實很多客家人，所以就很多別的家庭的朋友，就是那些長輩都會

講一些客家話，聽到就會感覺很像那些長輩在講話。因為平常他們講什

麼話都聽不懂，然後現在突然有中文字幕，感覺好像可以理解了的感

覺。……我覺得，因為從小家裡就是閩南語跟國語講比例差不多，所以

就覺得《我們這一家》跟《烏龍派出所》很傳神。可是因為我聽不懂客

語，所以我就不會感受到那種情緒，就是他們可能要表達的內涵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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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樣是對立解讀的立場下，閱聽人會因本身不同的生活環境、文化背景等

影響而有不同的解讀結果，但也有閱聽人受生活環境、文化背景等因素影響而在

解讀過程有所差異，然而解讀結果卻是相同的情況，除去前面提到的兩位受訪者

1及 5外，下面受訪者 17、18、19及 21便是如此，與受訪者 1及 5不同，受訪

者 17、18及 19皆為半客家半閩南人，受訪者 21為客家人，但受訪者 17、18

及 21在客語能力上都有一定程度，三人皆曾通過客語認證初級檢定，受訪者 19

則是與受訪者 1及 5一樣客語並不精通，但三人對語言學習的解讀結果卻是相同

的。 

受訪者 17（半客家半閩南人）：就是不習慣。……其實用客語配音其實

也滿好的，雖然我以前就是沒什麼接觸，但我覺得好像也是一個推廣客

語的方式。……因為我其實也很久沒有看《中華一番》，裡面我覺得有

幾個配音的聲線跟我認知的那個角色的聲線好像不太一樣，覺得很奇

怪。……那個阿飛，他聲音好像聽起來跟我之前聽的好像很不一樣的感

覺。……對，解師父的也是，會讓我感覺人物設定有點改變的感覺。……

人物的音線上有落差，加上以前都是聽中文的會有點不適應。……因為

本身就是客家人，因為它裡面其實也沒有什麼比較難得那種對話，所以

基本上都是可以理解的，所以好像沒有學到新的東西。 

受訪者 18（半客家半閩南人）：只有最開始，因為一開始有點不習慣，

就想說沒有聲音，畢竟都會帶入之前看過的印象，因為以前可能人的聲

音比較細比較尖，現在變得比較粗曠一點，就覺得有點不習慣，但後面

就覺得還好，……一般人應該不會去注意到這個吧，只是自己的話真的

有會記起來這樣子，也不算學吧，就有一些東西是以前聽過的，然後就

只是重新記起來而已。 

受訪者 19（半客家半閩南人）：……不知道為什麼，這是很刻板印

象，……客語是生活化的語言，……用客語講《中華一番》這個故事有

點奇怪，……看中文的時候是小時候，所以沒有想這麼多，但是在現在

看的話就覺得，好像客語配音更適合一些生活化的動畫。……不會，因

為我們家都講客家話才不會長這樣，……即便我們在家裡面聽到的客家

話都是日常對話那種，就可能我爸問我，然後說吃飯了沒，你最近在幹

嘛之類的，所以不會感到親切感是因為平常生活就在講話不會是這

樣。……我只會單字。……它是用正常的語速，用正常的語速學習新的

語言，本來就不是這麼容易，我才看一個半小時，所以是有點困難

的……。 

受訪者 21（客家人）：有點不順。……它有些比較硬阿，直接很婉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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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蓋過去了。……我是本身就聽得懂啦，所以沒什麼影響。……我也

是像我剛剛講的本身就是客家人，……不會因為看了它之後就有所改

變。……沒有什麼親切感。 

受訪者 17及 21客語能力有一定程度，他們認為影片內容出現的客語對話都

是屬於自身原先就會的，因此算不上有學習到語言。同樣的，受訪者 18的想法

也類似如此，認為影片只是讓他再重新記起原先忘記的少部分詞彙。在配音情緒

表現上，受訪者 21認為配音員的表達還應再在自然些。另外，受訪者 17及 18

認為客語版《中華一番》動畫在聲線上與他們對國語配音的認知上有差異，因而

使他們在最初觀看時，會感到部分不習慣，但並不會影響太大。 

受訪者 19則是認為影片中的對話和自家的客語日常對話有所差異，因此感

受不到親切感，對客語能力不精通的他來說，在不了解的情況下，觀看時間過於

短暫，要在觀看的過程中學習語言是有難度的，所以他無法認可能從影片中學習

到客語。 

受訪者 22與前述 6位的解讀有些不同，他本身為客家人，但客語能力並不

強，在觀看時他認為配音情緒表達不差但還應再更加強，至於語言學習上，則由

於他的觀看習慣屬於字幕為主配音為輔，因此較少專注於配音，也連帶地無法感

受到文本可能帶來的語言學習效果。如下： 

受訪者 22（客家人）：會覺得他們配音的話，可以再更有感情或是有更

投入劇情的感覺。……一開始的時候會，就是因為不和諧，等到看到後

面之後，會變成說可能就只有只是再看字幕這樣，已經忘記聽覺，忘記

自己在聽客語的感覺。……因為像我剛剛講的，可能看到後面我會忘記

我再聽客家話，所以沒有專注在聲音。……沒有特別的親切感。……因

為本身是客家人，所以就沒有感覺。 

從上述受訪者的閱聽經驗及解讀，確實能發現如 Hall與Morley提出的三種

解讀型態，然而受訪者在三大解讀型態下，卻還有更為細微的差異，特別是本研

究從族群背景與語言能力去檢視閱聽人的接收經驗與解讀反應時，所發現的閱聽

人解讀包含著更多日常語言習慣與過往經驗的影響。以下將本研究受訪者所呈現

的閱聽人解讀型態重新整理與分類如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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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受訪者的三種閱聽人解讀型態 

解讀型態 意義解釋 受訪者的主要反應 

優勢解讀 

閱聽人目光受到吸引，完全

依照媒體賦予的配音情緒表

現自然、語言學習、親切感

等優勢意義進行解讀。 

1. 配音情緒表達符合自己的認知。 

2. 動畫對話內容對閱聽人來說屬

於「高生活接近性」13並且符合

閱聽人興趣。 

3. 受訪者受家庭語言習慣影響，經

常接觸客語，令其產生興趣。 

協商解讀 

閱聽人認可配音情緒表現自

然、語言學習、親切感等優

勢意義，但並非全盤接受。 

1. 客語程度差，僅學習到少數客語

詞彙。 

2. 客語版與受訪者自己過去在國

語版上的認知有差異。 

3. 客語程度好，僅能學習到少數詞

彙，且部分用語和受訪者自己認

知有異。 

對立解讀 
閱聽人的解讀與媒體賦予的

優勢意義相反。 

1. 對客語完全陌生。 

2. 客語程度差，僅能學到少數單

詞，甚至沒有學習到。 

3. 客語程度好，能理解動畫內容的

客語，沒有學習到新詞彙。 

4. 與受訪者對國語版的認知有異。 

5. 與受訪者家中的客語日常對話

有差異。 

 

 

 

 

 

 

 

 

 

 

 

                                                 
13 因文化接近而連帶影響的生活相似性是影響外國媒體傳播的關鍵，影視節目的題材若是

關於家庭、現代都市愛情這類較貼近大眾生活經驗，更容易受到普遍歡迎，因而將此概念定義為

「生活接近性」（楊佩珊，201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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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閱聽人收看客語配音動畫的未來展望 

對於未來會不會選擇觀看客語配音動畫，多數受訪者的反應為不會，即便回

答會的，也是屬於被動型。本研究的受訪者對於客語配音領域的了解皆為零，對

配音領域的期許，則包括希望配音影片能增加選擇、培育更多配音員、增加播放

平臺，進一步推廣客語等。以下分別從「對客語動畫的未來收看意願」，以及「對

客語配音領域的建議」兩方面加以說明。 

一、 對客語動畫的未來收看意願 

未來不會選擇觀看客語配音動畫的受訪者，他們分別提出不一樣的原因，研

究者將之歸納為兩類，第一類是因為偏好原音，第二類則以語言為取向而定，而

客語在其中為最後選擇。以下針對兩者分別說明： 

 

（一） 偏好原音 

對本研究的受訪者來說，重新配音過的影片類型，並不是他們平時所習

慣收看的，因此在未來選擇上，這種重新以客語配音的動畫不在他們的選擇

範圍內，受訪者不會因為參與這次研究而改變原先的接收習慣。例如： 

受訪者 1（閩南人）：不會，原音就好，因為聽不懂客語。 

受訪者 2（閩南人）：我應該會把廣告看完，正片不一定，還是喜歡聽

原音。 

受訪者 3（半客家半閩南人）：不會，偏好原音，除非原音就是客語。 

受訪者 22（客家人）：動畫的話，不太會再去特別看，因為大部分都是

從小說看過的，因為劇情的話，其實都一樣，如果今天是新的像是人演

的一些偶像劇之類的，我會特別去看，因為比較有新鮮感。 

研究者：就是連續劇、偶像劇這些？ 

受訪者 22（客家人）：對。 

研究者：那如果它那些原本的配音，就是可能是日文或是國語再做這樣

的轉換，也會嗎？ 

受訪者（客家人）22：這樣就不會，因為我會覺得如果是完全用客家話

去拍新的東西，才會讓我會想去看的想法。 

研究者：就是以客語為最一開始的語言。 

受訪者（客家人）22：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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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客家電視臺而言，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難以有足夠豐富的自製節目及動

畫播出。再加上政府為保障兒童和少年的通訊與視聽權益，提高兒少節目的比例，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ation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NCC）於 2011年 8

月提出《兒少通訊傳播權益政策白皮書》（黃如萱、洪榮彥、周世偉，2011：28），

認為無線電視業者運用公共頻播送節目，較其他未利用稀有資源之頻道業者應承

載較高之義務，賦予無線電視業者承擔每年製播若干小時兒少節目之義務，並於

適宜兒少觀賞之時段播送（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2011：16），然而客家電視臺

的能力有限，扣除自製節目的播出時間外，為了豐富節目排程以及兒少節目規定

時數，只能依靠配音節目及動畫配音去達成目標，14無法擁有多樣的自製節目提

供給閱聽人選擇。 

 

（二） 依語言取向 

  在影片題材、劇情為閱聽人有興趣的條件下，若有閱聽人較為習慣的語言配

音，閱聽人會以自身較習慣的語言作為優先選擇，當客語為閱聽人較不熟悉的語

言時，客語配音的動畫就會變成最後的選擇順位。例如： 

受訪者 5（閩南人）：如果有中文、有閩南語的話，就不會去看，可是

如果那個動畫，真的只有客語的，還是會看。 

受訪者 6（半客家半閩南人）：如果有其他選擇，就是有國語、閩南語，

會選擇這些看，只有客語的話，就看客語。 

受訪者 8（閩南人）：如果是題材有興趣的話就會看啊。 

研究者：那如果它有中文配音的話，你是會選擇客語的，還是中文的？ 

受訪者 8（閩南人）：中文的吧！ 

研究者：所以它也不會變優先這樣？ 

受訪者 8（閩南人）：應該不會吧！ 

研究者：那如果只有客語的呢？ 

受訪者 8（閩南人）：那我還就會看客語的啦，我想看就要看嘛！ 

受訪者 9（閩南人）：就是如果有兩種以上語言的話，就它不會是首選，

可是就要是只有它的話，也不會影響我看，就是如果真的只有它的話，

還是會看，不會因為是客語就排斥不看之類的。 

受訪者 12（客家人）：應該不會，看起來有點麻煩，因為有時候還是會

有聽不懂的狀況。 

                                                 
14 此係根據研究者於 2018年 2月 22日與客家電視臺節目部負責人訪談得知。 



 

81 
 

受訪者 14（閩南人）：我不會主動去看客語配音的動畫，一方面是因為

自己本生就聽不太懂客語，然後本身就沒有什麼興趣這樣。 

上述受訪者 5、8、9、14四位閱聽人，幾乎沒有客語解讀能力，而受訪者 6

及 12兩位閱聽人客語解讀能力雖較其他四位好些，但程度並不算高，只懂得少

部分詞彙與對話。客語對這六位受訪者而言皆是不熟悉的語言，因此他們會選擇

較常使用的國語為優先順序，將客語擺放在最末位。 

此外，從本研究的受訪者來看，除了受訪者 11，會選擇觀看的人並不多，

且多為被動。例如： 

受訪者 7（閩南人）：我覺得要看，因為我其實看電視是那種還滿隨興

的人，就是我有時候是那種切到什麼就看什麼的，我不太會挑，可是我

覺得要好看吧。 

研究者：所以如果剛好是吸引到妳的動畫？ 

受訪者 7（閩南人）：我就會去看，可是我可能不會一整集都看完……。 

受訪者 10（閩南人）：也是要看影片的類型啦，如果是喜歡的話，可以

嘗試看看。 

受訪者 11（客家人）：我會耶，我就覺得可以增加自己對客家話的了解

吧！因為其實我對客家話不是說非常的流利，所以在看客家話的這種動

畫、卡通，會對客家話有更多的了解，就是平常不會講的，如果在卡通

上面有看到，就是希望可以透過它去學習。 

受訪者 13（半客家半閩南人）：我的感覺，還是不會主動去找，但是如

果某一個卡通或是什麼影片，就是感覺有被炒起來，那我會主動去看。 

受訪者 15（閩南人）：會學習的部分，因為平常就沒有那個環境去練客

語，看動畫除了可以殺時間、消磨，然後還可以增加聽力的部分，也可

以學新的詞彙怎麼講。 

研究者：所以是會主動去找客語的動畫來看嗎？  

受訪者 15（閩南人）：可能是佛系吧，看有沒有機會遇到，就不太會主

動，就可能有的話就會看。 

受訪者 16（客家人）：如果得到資訊，然後那部片又是我有興趣的話，

我就會看，如果沒有的話，可能電視轉到無聊的時候就會停留下看，但

停留大部分應該都是動畫類的比較吸引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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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17（半客家半閩南人）：如果電視上有的話，……可能剛好轉到

這樣，……覺得可能會看一下。 

受訪者 18（半客家半閩南人）：如果沒有特別的，我就不會特別去看，

如果有播有轉到的話，還是會稍微看一下，看葫蘆裡在賣什麼藥。就是

可以接受的。 

綜上述，閱聽人主動選擇觀看客語配音節目的意願並不高，對於閱聽人來說，

他們會較偏向自身收看影片的習慣，如以原音為主的接收習慣；或是以平時較常

使用的語言－國語為配音的影片視作首選。閱聽人即便願意觀看客語配音的動畫，

卻不會主動去找尋，多是以較不積極、被動的態度去接觸。 

二、 對客語配音領域的建議 

臺灣的配音產業不同於日本，長期以來缺乏原創動畫，國語配音工作多半是

為外來動畫配音。且臺灣配音產業一直受制於整個媒體產業，這個領域雖然有優

秀的人才，卻沒有經營管理及資金運用的能力，影視製作仍偏重於商業化模式，

在這樣情況下，追求利益是主要訴求，而觀眾的想法及感受則成次要考量，以電

視動畫為例，臺灣多半是由錄音室接案並與業者討論需求，再由錄音室領班安排

合適配音員，在有限的預算及資源下完成案件交付業者（蘇倚玉，2009；陳宜，

2016；洪禮甫、劉嘉韻，2016）。雖然受訪者對客語配音領域並不了解，但他們

還是分別提出以下的建議。 

 

（一） 希望配音影片能增加選擇 

本研究受訪者對於客語配音影片給予肯定，並針對客語配音影片，有幾位受

訪者提出以下的建議： 

受訪者 10：我是覺得可以多方嘗試各種類型的。 

受訪者 11：比較少聽到這種客語配音的那種卡通、連續劇之類的，家

人也是希望說我們這一輩的人，就是以客家去跟他們去對話，當然他們

中文也都聽得懂，但是他們就是不希望在我們這一輩就是都不會講客家

話，就是身為客家人，應該要去學習客家語言之類的。我希望它可以再

出更多其他，不管是卡通、連續劇呀，都有出客語配音的，就是我覺得

滿特別之外，就是我覺得也可以讓一些可能對於客家話比較不懂的人，

可以去了解客家話怎麼說，其實也不希望客家話，因為我們這一代就這

樣落寞，所以會希望客家話可以一直延續下去。 

受訪者 12：會希望，多一點選擇性。想看的話就會去看，像是《烏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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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出所》的話就會去看，因為平常還滿喜歡看《烏龍派出所》的。 

受訪者 14：可能就是不要侷限於動畫。 

研究者：就是希望它像連續劇那些？ 

受訪者 14：對。 

受訪者 15：好像人才比較少，然後隱約受限腔調比較多吧，可能是人

才比較少，然後如果要每種腔調都要有的話，又更少，然後負責錄音室

好像一、兩間吧，算是萎縮吧。……希望他們可以繼續下去配音，因為

我們這代年輕人真的不太會講客語，然後如果沒有這種輕鬆詼諧的方式

入門去了解客語的話，可能就大家學習的動機就沒有要，因為人都比較

被動。 

受訪者 17：就我覺得用客語配音動畫還滿不錯的，因為動畫主要是給

小孩子看的，讓小孩子用這種方式去接觸客語，其實我覺得還不錯，就

是可以多配一些熱門的動畫，去吸引觀眾。 

受訪者 18：因為畢竟是自己的母語，真的還滿希望他們可以配更多的

節目。 

閱聽人在接觸過客語配音動畫後，會站在傳承的角度上，希望能看到更多類

型及數量的配音影片，在當前網際網路發達的時代下，產製更加豐富的內容以供

選擇。 

 

（二） 加強培育配音員： 

受訪者雖然對臺灣配音員的領域了解不深，但他們從觀眾的角度提出建議，

希望能夠增加人才並加強培育，使這個領域有所成長與延續。 

受訪者 1：希望可以繼續發展下去，感覺仍然有需要他們存在的人。 

受訪者 2：我希望臺灣還是可以把客語配音發展下去，因為這也是臺灣

的文化之一。 

受訪者 3：專職的人太少，希望人數能增加。 

受訪者 4：因為我知道臺灣的配音人本來就很少，但相對講客語的配音

員又更少了，所以會希望多培養講客語的配音員來傳承客語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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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9：客語的話，是沒有什麼了解啦，如果以全部臺灣的話，來講

的話，我是覺得就因為可能臺灣比較沒有重視配音這部份，然後就會導

致有些配音配起來，就跟原本比起來比較不好，或是沒有辦法完整呈現，

然後就會讓很多人可能會想去看原本配音的，然後這樣就變成國語配音

的就沒有人看了嘛，然後有沒有人看之後就惡性循環。 

受訪者 16：……就忽然發現，我每次都習慣看有關，看後面的配音表

他們有誰配音，只是好像看來看去，都好像都差不多都是那一些人滿固

定的。 

研究者：因為他們好像都是這些人來幫忙配音。 

受訪者 16：因為我有去客臺實習過，然後我們有上過一個課程，那個

配音員王旻瑛小豬姊姊來幫我們上課，就曾經說配音員真的很不好做，

因為沒有那個環境培育，變成他們要去花時間跟那邊的領班學花功夫學，

然後還要經過很多考驗，因為不是說有興趣或是有去就可以達成，你還

要聲音上有可以變化的特質，可以控制朔造。……因為真的會講越來越

少，就像我前面講了，配音的就是那些人。可是他們也會年紀大，沒人

接的話就可惜啊。 

受訪者 19：希望他們繼續加油，更具體來說，聲優（配音員）就是聲

音的演員，所以如果可以的話，應該找到這個演員的特色，還有加強自

己表現，比方說一個演員作為身體的表現怎麼把它更好的去控制自己的

身體，還有自己的表現手法這樣，讓大家可以更進入這個劇情。 

受訪者 22：配音領域是完全不瞭解，若是看法或期許的話，我是不知

道現在配音啦，但我覺得他們好像都著重在說，如何把一句話或是比較

新鮮的、沒看過的詞語轉成客家話，他們好像比較著重在這一點，所以

在聲優的聲音上面，都沒有什麼下功夫。 

研究者：所以你會覺得有點像是聲音的種類變化，希望他可以再多一點

這樣？ 

受訪者 22：對。 

研究者：不要那麼容易感覺上就像是都同一個人在配的。 

受訪者 22：對。 

臺灣的配音產業在市場化的衝擊下，變化極大，舉凡專業要求、配音勞動權

益、外在環境以及配音員的身心方面，都與過去相去甚遠。配音員長期不受重視，

也沒有完善的配音制度，且成為配音員的路程十分艱難，除了需要接受配音訓練

之外，還必須經過「跟班」過程，也就是跟著資深配音員或是領班，深入學習配

音表達方式，還要具有改稿與潤稿的能力。從訓練到成為新手配音員需要花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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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年，過程十分不易、薪資也受案件影響而不穩定，以至於最後留下成為配音

員的人數量非常少（徐崇高，2007；劉嘉韻，2016）。在國語配音員上就已經如

此不易，更不用說在目前會說客語的人日益減少的時代，以客語配音的配音員更

是難以培訓與發展。 

 

（三） 增加播放平臺： 

現代社會的閱聽人除了在電視上收看影片外，還會從其他多方平臺上接收，

特別是當前網路媒體發達、行動裝置日益普及，人們更加不受限於傳統電視的觀

看，因此本研究的受訪者也提出了增加播放平臺的意見。相關內容如下： 

受訪者 7：我覺得現在好像還是滿少的，因為我覺得它好像都只播在客

家電視臺，我覺得是可以試試看在其他電視臺播放。 

受訪者 13：我之前有在 FB上看過一個還滿有趣的音樂 MV，然後有點唱

RAP，是客語配音的，那個我會主動去看，然後再看留言的時候，我覺

得它熱度有被吵起來，所以那時候大家都有轉貼啊，如果是這種比較像

是創新吧！也是另外一種方式，對客語就是配音的，或是說客語本身推

廣來說，好像都滿有幫助的。 

研究者：就是如果其他領域上面跟客語有關的那種創意的、翻新的，會

希望他們可以發展這一些這樣？ 

受訪者 13：對。 

研究者：有點像是這些發展起來會覺得比較能推廣客語這樣？ 

受訪者 13：因為我覺得目前客語配音好像滿侷限在客臺上面播，或是

像這種動畫、卡通，但是會看的人其實真的滿少的。 

研究者：比較少會主動轉到那邊去。 

受訪者 13：對呀。 

受訪者 18：然後我覺得能見跟曝光度可以拜託多一點，就只是不熟悉

而已。 

研究者：就希望不要只侷限於在客臺這樣？ 

受訪者 18：對。 

隨著科技進步，閱聽人在生活中的社交、工作、電視觀看、聽音樂、學習等

各種活動，都傾向與網際網路相互結合，並藉著網際網路快速便捷的特性，得以

發展出豐富多元的資訊傳輸與接收，這樣的傳播效果遠超過傳統的大眾傳播媒體，

尤其是對於經常使用手機、網路、電腦等的年輕世代，網路的作用與功能更是明

顯（李美華，2013）。在資訊豐富的時代下，閱聽人的選擇變得更加多樣，人們

不再滿足於傳統大眾傳播媒體提供少數、固定的影片選擇。人們接收的影片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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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經由網路平臺而更加豐富。根據研究報告指出，2015年有 20%的 16-19歲

青少年表示，他們每天要看 3小時以上的 YouTube影片，這些閱聽人是串流媒

體原生代，他們當中有 46%的人每天平均花費一個小時以上使用 YouTube（愛立

信消費者行為研究室，2015：5）。簡言之，閱聽人不再受限於傳統的大眾傳媒，

需要更加多元的媒體播放平臺。 

上述受訪者建議增多配音影片選擇、加強培育配音員、增加播放平臺三項建

議；然而，根據研究者與客臺節目部負責人訪談15而了解到，客臺在配音影片的

選擇以及增加播放平臺上，主要問題是受制於播放版權及經費有限。以熱門動畫、

戲劇等節目來說，大多數被其他頻道買下獨家版權，使得客臺難以購買到較為熱

門的節目。其次，也因為預算有限，導致客臺不得不選擇購買授權金較低的冷門、

早期的動畫與節目，才能有足夠經費為動畫及節目配音播出。而若要在其他平臺

上播出，授權金額還會再往上升。 

隨著科技發達，各式各樣的網路多媒體頻道增加，閱聽人不僅比以往花費更

多時間觀看，而且還使用不同的設備接收，自 2010年以來，智慧型手機一直是

實現這一增長的主要設備，它的觀看時間所佔份額已增加了一倍以上，大約每週

花費六小時觀看（愛立信消費者行為研究室，2017：7）。在有限的經費下，客臺

只能夠增加在其專屬的網路頻臺上播放，受限版權及經費問題，使其難以達到更

高目標。 

此外，關於加強培育配音員的方面，客臺期許未來能有機會可以發展，節目

部負責人表示，「我們的發展計畫會回到配音員身上，我們真的希望我們的配音

節目量能多到讓配音員生計不會有問題，你知道只要生計有問題，他們就不會在

繼續了。其實現在是四縣，我們希望真正的目標就是要讓六個腔調的配音員，都

能夠以配音為業，但這個預算大概要十幾億才有辦法……。」 

這其實並不只是客臺的問題，臺灣由於影視產業規模影響到電視臺節目製作

的預算，尤其在配音上，配音員的勞動條件與十年前相比不升反降，密集的工作、

繁重的工作內容（一人分飾多角）、配音品質不受重視等現象持續已久，大大影

響了配音員的生理及心理（楊光耀，2011：34）。而且在臺灣要成為配音員並非

一件易事，臺灣不像日本有專業的學校指導，並有經紀公司打理工作及形象，讓

聲優（配音員）以偶像形式出道。臺灣配音員的培訓十分不容易，且經濟情況也

不穩定，新進成員數量不多，導致產業萎靡，客臺要實現這些目標還有很長一段

路要走。 

以臺灣目前的環境來看，配音員、配音領域的發展，仍然有諸多問題，這個

領域缺乏一套完善的體制，未來若能有更完整的發展，不僅能解決配音領域的困

境，還能減少失業率，讓人們多一項職業選擇，也能推動客語更加順利傳承。 

 

                                                 
15 此係根據研究者於 2018年 2月 22日與客家電視臺節目部負責人訪談得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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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小結 

本節分別對受訪者對於未來收看客語配音動畫的意願及對客語配音領域的

建議等兩部分進行分析。在收看意願上，多數受訪者的反應並不熱絡，即便有意

願的也是屬於被動，研究者將此分為兩類，第一類是因為偏好原音，也就是閱聽

人觀看影片的習慣是以原音為主，而本研究的動畫是將日本原音重新以客語配置，

並不屬於閱聽人原先的收看習慣，因此他們不會因為參與研究而改變自身的收看

習慣；第二類則以語言為取向而定，在影片題材、劇情為閱聽人有興趣的條件下，

閱聽人會選擇自身較習慣且常使用的語言（國語）為主，而對於閱聽人較不熟悉

的客語便成為最後的選擇，除受訪者 11外，其他受訪者主動選擇觀看客語配音

節目的意願並不高，即便有收看意願，他們也不會主動去找尋，多是以較不積極

且被動的態度去接觸。 

在第二部分，受訪者雖然對客語配音領域並不熟悉，但仍然提出了不同的建

議，這些建議可分成三種：增多配音影片選擇、加強培育配音員及增加播放平臺。

在當前網際網路發達的時代下，閱聽人會希望能在多個不同平臺上接收客語配音

影片，增加客語配音影片的曝出率。另外，閱聽人在接觸過客語配音動畫後，會

站在傳承的角度上，希望能看到更多數量及不同類型的客語配音影片，也會希望

能加強培育並增加人才，讓客語配音領域擴大發展與延續下去。 

由此看來不論是否積極、被動與不了解，受訪者對於客語配音動畫的未來發

展上還是寄予期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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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本研究旨在探討大學生對於客語配音動畫的閱聽經驗，選擇以客家電視臺於

2017年推出較新，且直至 2018年仍在重播的客語版《中華一番》為例，這部動

畫於 1999年推出且經常重播，深入八年級生的閱聽經驗。研究除重新檢視動畫、

族群媒體的發展外，也針對客語配音對翻譯與配音加以探討，為了瞭解閱聽人對

於客語配音的接收過程以及閱聽人如何解讀和產生認同，使用接收分析作為理論

基礎，並透過深度訪談收集資料，深入剖析閱聽人的閱聽經驗，由此對客語配音

動畫領域的閱聽人提供較精細完整的認識。 

 

第一節 主要研究發現 

研究者發現不論是第一次觀看《中華一番》，或是曾經看過其他客語配音動

畫的受訪者，在他們的初次經驗中，都有不少人反應「不習慣」，對於受訪者來

說，客語配音動畫在生活中幾乎不常遇見，甚至是從來不知道它的存在，多數是

因為受訪者較少接觸客家電視臺，而在其他頻道上皆沒有客語配音動畫，因此能

夠接觸的地方並不多，導致受訪者在觀看時，多半會產生「不習慣」、「很奇怪」

等最初的印象。本研究將前述分析整理分成四大項：閱聽人的理解方式、閱聽人

的閱聽經驗、解讀文本中的客家涵義、閱聽人對客語配音動畫的解讀位置。以下

綜述相關結論。 

一、 閱聽人的理解方式 

閱聽人在理解影片內容時，所選擇的方式大致會分為兩種方式，第一種方式

為日常語言使用的習慣，閱聽人會因日常生活中自身與身邊家人所慣用的某些語

言，而影響其理解影片內容的方式。閱聽人會受自身是否習慣使用客語，從而影

響解讀影片內容的方式，當客語為平時家中經常聽到的語言時，閱聽人會選擇使

用配音做為主要理解的方式，這時閱聽人的注意力著重於配音，字幕在其中所佔

的比例便不高，只會在出現少部分沒聽過的詞彙時才會使用。相反的，若是家中

較常使用國語或是閩南語時，閱聽人則會因為對於客語的不熟悉，在理解上會有

些困難，而選擇以字幕作為解讀的工具以利閱聽人完整的理解影片，對配音的接

收在當中佔較小的地位。 

第二種方式為日常觀看影片的習慣，閱聽人會依據自身從小到大觀看影片的

習慣，而影響自己選擇的理解工具，不管是在觀看《中華一番》或其他影片，受

訪者選擇使用何種工具去理解影片內容，就和日常慣用的語言關係不大。在此，

閱聽人選擇的工具和第一種方式相似，也會劃分為字幕、配音及兩者兼具三種，

當閱聽人以字幕為主配音作為輔助時，閱聽人的專注力集中在字幕上，透過字幕

內容去理解影片，此時配音只是輔助，對他們來說並沒有太大意義；至於以配音

為重，將字幕作為輔助時，對閱聽人而言主要原因是因為他們喜歡聽影片原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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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喜歡透過影片學習語言，因此語言是否為閱聽人理解便不重要了，此時字幕

僅作為理解內容上的輔助。另外，之所以再區分出與前兩項相似的「兩者兼具」，

是因前面兩項雖然分別都有使用到字幕與配音，但是它們所占的比例並不相同；

然而對部分閱聽人來說，配音和字幕是沒有比例區別的，而是作為一種常態及習

慣，會同時一起接收，在解讀影片時會同時或是不定時的交替，當作工具來理解

影片，此時語言在其中的影響並不大，僅只與閱聽人的習慣有所關聯。 

二、 閱聽人的閱聽經驗 

關於閱聽人的閱聽經驗上，在前一章中研究者整理出四大部分，第一部分為

閱聽人的客語配音動畫閱聽經驗，針對閱聽人觀看《中華一番》之外的客語配音

動畫；第二部分為針對《中華一番》客語配音動畫的閱聽經驗；第三部分為客語

配音與欣賞影片間的關係；最後第四部份則是提高觀看動機的意見，在這裡研究

者將第四部分放置本章中的第二節作為本研究的檢討與建議，在閱聽人的閱聽經

驗上只分述前三項的研究結果。 

 

（一） 閱聽人的客語配音動畫閱聽經驗 

第一部分為閱聽人的客語配音動畫閱聽經驗。相關研究指出，閱聽人面對文

本時，會使用自身的意義結構與知識框架進行解碼，同時這些解碼來自閱聽人與

文本的互動，閱聽人解碼時有時能跳脫媒介製碼端所制定的解讀方式，依據各自

的生活環境、文化、社會因素與偏好而形成不同的解讀（Hall, 1980；Croteau ＆ 

Hoynes ＆ Milan, 2014；陳芸芸、劉慧雯譯，2003）。本研究的閱聽人在客語配

音動畫的閱聽經驗上分成兩種：正面評價及負面評價。 

在正面評價中，閱聽人面對客語配音動畫並非不能接受，只是缺少較多的機

會接觸，閱聽人肯定及認同文本帶來的語言學習及配音情緒等，主要反應包括：

(1) 符合自身客語理解能力（聽得懂）；(2) 對話與日常生活接近；(3) 配音情緒

與劇情具有一致性；(4) 新穎的表達方式；(5) 超出原本預期五種，而每位閱聽

人的解讀並不相同且並非每種特質皆有。 

負面評價上則分為語言及習慣兩類，在語言上，客語對於閱聽人而言是第一

次接觸，理解幾乎是無，因而產生解讀困難，無法傾注太多情感，而在習慣上，

閱聽人會因第一次接觸客語配音動畫、腔調不同且受到國語版情緒表達影響。閱

聽人碰上較少遇見及接觸的事物，與自身生活習慣不同，會使其無法適應而難以

接受，在最初都會有一個適應期，需要一個習慣的時間，但這不表示他們能夠接

受並完全適應這些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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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閱聽人的《中華一番》客語配音動畫的閱聽經驗 

第二部分為針對《中華一番》客語配音動畫的閱聽經驗分成兩大類，閱聽人

的關注點以及閱聽人的喜惡立場（喜歡、不喜歡）。 

在關注點上，對於從未接觸過客語配音相關動畫的閱聽人來說，有語言相似

性及觀看前後的想像差異兩種。閱聽人在解讀影片時，除了關注劇情解讀，還會

分出一部分關注力在語言相似度上，注意客語和閩南語、粵語、國語等其他語言

的相似之處，閱聽人的愉悅經驗來源之一就是藉由觀看過程中比較與其他語言的

相似之處；另一種觀看前後的想像差異，不論是否曾經看過國語版《中華一番》

的閱聽人，在觀看從來沒有接觸過的客語配音動畫時，皆帶著審視且期待配音效

果的眼光去解讀，客語配音動畫對於從未接觸過的閱聽人而言是非常新奇及不習

慣的體驗。 

閱聽人的喜惡立場，在喜歡上，閱聽人會依據各自的閱聽立場提出多種的愉

悅經驗，分成語言的新鮮感及親切感、配音情緒符合角色特質與配音細節處理完

善及劇情內容有趣三種解讀。閱聽人會受到生活環境的影響，當配音使用的客語

詞句、詞彙和生活有相似處或是較少見到而產生愉悅經驗；而當配音在情緒表達、

娛樂效果及處理方式達到閱聽人的標準，甚至是超出預期時，閱聽人也會因此得

到愉悅感；最後閱聽人還會因為劇情符合興趣而忽略配音語言而產生娛樂效果，

成為閱聽人的愉悅經驗。 

至於不喜歡的部分，也分成三種：劇情內容誇張、配音情緒與用語不夠自然、

動畫題材選擇不適合搭配客語。閱聽人對《中華一番》過於誇張的表現產生反感；

在配音部分，閱聽人分別提出兩種立場，一種是認為配音的部分詞彙及情感表達

上仍不夠自然；另一種是和國語版《中華一番》比較，認為在聲線高低上，部分

角色有落差而不喜；最後在動畫題材上，閱聽人認為《中華一番》劇情並不完全

屬於生活中的範疇，而客語在閱聽人心中是個非常生活化的語言，兩者並不適合

搭配在一起。 

 

（三） 客語配音與欣賞之間的關係 

第三部分為客語配音與欣賞影片間的關係，在客語配音會不會影響閱聽人欣

賞《中華一番》上，閱聽人分為兩種類別，第一種為受影響程度較小的閱聽人，

這部分有四種特質：(1) 配音語言類型少見引發好奇；(2) 配音情緒符合劇情；

(3) 配音語言熟悉度高低；(4) 觀看影片的習慣（配音為主字幕為輔、字幕為主

配音為輔等），但這些給閱聽人帶來的影響程度較小，閱聽人還是能獲得愉悅經

驗；第二種則是認為會影響的閱聽人，分成語言的不熟悉及題材的不合適兩種，

閱聽人認為不熟悉的語言、題材的選擇與客語不搭配，會影響閱聽人的欣賞。 

從本研究的受訪者可發現客語配音動畫的閱聽經驗具有多樣性，相關重點以

表 7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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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客語配音動畫的閱聽經驗類型及其特質 

閱聽經驗類型 類別 特質／反應 

對客語配音動

畫的評價反應 

正面 

1. 符合自身客語理解能力（聽得

懂） 

2. 對話與日常生活接近 

3. 配音情緒與劇情具有一致性 

4. 新穎的表達方式 

5. 超出原本預期 

負面 
1. 聽不懂 

2. 不習慣 

對客語配音動

畫的關注經驗 
閱聽人的關注點 

1. 語言相似性 

2. 想像差異 

對客語配音動

畫的喜惡經驗 

閱聽人的喜惡立場－喜歡 

1. 語言的新鮮感及親切感 

2. 配音情緒符合角色特質與配音

細節處理完善 

3. 劇情內容有趣 

閱聽人的喜惡立場－不喜歡 

1. 劇情內容誇張 

2. 配音情緒與用語不夠自然 

3. 動畫題材選擇不適合搭配客語 

客語配音與欣

賞之間的關係 

影響程度較小的閱聽人 

1. 配音語言類型少見引發好奇 

2. 配音情緒符合劇情 

3. 配音語言熟悉度高低 

4. 觀看影片的習慣 

受影響的閱聽人 
1. 語言的不熟悉 

2. 題材的不合適 

三、 解讀文本中的客家涵義 

關於閱聽人解讀文本中的客家涵義，可分為語言學習、親切感及客家聯想三

個部分。整體來看，閱聽人觀看客語版《中華一番》和客家所產生的聯繫並不深，

在客家語言學習上，只有部分人會有影響。而關於親切感部分，分成兩類：親切

與不親切，這當中和閱聽人以往的生活環境有很大關係。除此之外，透過客語配

音聯想客家文化上，研究者發現閱聽人的聯想並不深入。 

在客家語言學習上，分為五種類型，(1) 注意和閩南語相似單詞的閱聽人；

(2) 複習本身知道的少數客語單詞的閱聽人；(3) 客語有一定程度者，再學習少

部分不知道的客語單詞的閱聽人；(4) 注意腔調不同之處的變化的閱聽人；(5) 沒

有學習到客語的閱聽人。在第一種類型上，以對客語不熟悉的閱聽人為主，他們

在碰到完全不懂的語言時，會尋找較能理解的部分，由於他們對閩南語更熟悉，

因此會對和閩南語相似的詞彙產生反應。第二種類型又分為兩種，第一種是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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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懂得客語的閱聽人；第二種則是懂得少數客語的閱聽人，他們會對曾在別處聽

過的、某些不特定的詞彙、原先就知道的少部分客語詞彙有所反應，但這兩種類

型的閱聽人受時間不長影響而無法加深記憶或有餘力再去學習其他客語新詞彙。

第三種類型的閱聽人以有一定程度客語能力的人為主，在解讀文本時，他們會注

意較少聽到的或曾聽過但印象不深的詞彙，甚至是去學習與記憶這些新單詞。第

四種類型的閱聽人，在客語能力上也有一定程度，受到自身家庭環境影響，影片

所使用的客語腔調和家人平時對話所使用的不同，而去關注兩種腔調的差異及變

化。第五種類型的閱聽人分成三種類型，第一種類型為客語程度較佳的閱聽人；

第二種是完全不懂客語的閱聽人；第三種則是關注在字幕的閱聽人，閱聽人會受

對客語的熟悉度以及觀看影片的習慣影響，而沒有學習到客語。 

在親切感上分成兩種，第一種是在生活環境中曾經有過或是經常接觸到客語

相關的閱聽人，會在觀看《中華一番》時產生親切感；反之，在生活環境中較常

接觸國語及閩南語的閱聽人，則認為《我們這一家》、《烏龍派出所》這種以國語

為主閩南語為輔的類型比較有親切感，此處符合 Straubhaar（1991）提出的「文

化接近性（cultural proximity）」，這些具備文化接近性的影視能讓閱聽人不需花

太多時間與精力就可以解讀影視、共享意義，進而產生認同與享樂感。 

在關於客家的聯想上，僅有一位受訪者會將動畫的背景和客語做聯想，但多

數受訪者解讀客語配音《中華一番》時，只會將客語看做「語言」而非「文化」，

所以他們並不會因為語言而和客家文化產生聯繫。 

從研究整體來看，若不將語言學習與親切感兩者算上，閱聽人在客家涵義上

的解讀其實十分薄弱，依據上述發現，將閱聽人解讀文本中的客家涵義相關重點

以表 8呈現。 

 

表 8：閱聽人解讀文本的客家涵義分類 

類型 特質／反應 閱聽人類別 

語言

學習 

1. 注意和閩南語相似單詞  

2. 複習本身知道的少數客語

單詞 

(1) 完全不懂得客語的閱聽人 

(2) 懂得少數客語的閱聽人 

3. 客語有一定程度者，再學習

少部分不知道的客語單詞 

 

4. 注意腔調不同之處的變化  

5. 沒有學習到客語 

(1) 客語程度較佳的閱聽人 

(2) 完全不懂客語的閱聽人 

(3) 關注字幕的閱聽人 

親切

感 

親切 曾經有過或是經常接觸客語的閱聽人 

不親切 較常接觸國語及閩南語的閱聽人 

客家

聯想 

有聯想 從動畫背景聯想客家 

沒有聯想 將客語視為「語言」而非「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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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閱聽人對客語配音動畫的解讀位置 

本研究發現受訪者的閱聽經驗及解讀，確實能符合 Hall與Morley提出的三

種解讀型態：完全接受媒體訊息立場的優勢解讀、同意部分媒體優勢意義的協商

解讀，以及完全反對媒體優勢意義的對立解讀。客臺希望閱聽人的目光受到吸引，

其賦予文本的優勢意義是配音情緒表現自然、語言學習、親切感等。閱聽人會根

據自身的生活環境、文化背景等因素，而在解讀的立場上有所不同，在這三大解

讀型態下，研究者從族群背景與語言能力去檢視閱聽人的接收經驗與解讀反應時，

發覺他們還有更為細微的差異，他們的反應可分類整理如下： 

在優勢解讀上，受訪者的主要反應有三種：(1) 配音情緒表達符合自己的認

知；(2) 動畫對話內容對閱聽人來說屬於「高生活接近性」 並且符合閱聽人興

趣；(3) 受訪者受家庭語言習慣影響，經常接觸客語，令其產生興趣。 

而第二種協商解讀上，受訪者的反應為：(1) 客語程度差，僅學習到少數客

語詞彙；(2) 客語版與受訪者自己過去在國語版上的認知有差異；(3) 客語程度

好，僅能學習到少數詞彙，且部分用語和受訪者自己認知有異。 

最後第三種對立解讀上則為：(1) 對客語完全陌生； (2) 客語程度差，僅能

學到少數單詞，甚至沒有學習到； (3) 客語程度好，能理解動畫內容的客語，

沒有學習到新詞彙； (4) 與受訪者對國語版的認知有異； (5) 與受訪者家中的

客語日常對話有差異。 

由此可知閱聽人的解讀包含著許多日常語言習慣與過往經驗的影響，閱聽人

會受到這些日常習慣及經驗上的差異，而有不同的解讀立場。 

 

第二節 研究限制與未來建議 

  本研究探討大學生接收客語配音動畫的閱聽經驗，以下說明本研究的研究限

制，並對未來相關研究提出建議，以及對客家電視臺以後進行客語配音動畫之節

目計畫提出幾點意見。 

一、 研究限制 

本研究的侷限主要如下： 

  首先，本研究探討的客語配音動畫文本僅針對《中華一番》。客臺推出的客

語配音動畫數量繁多，具研究者所知其它客語配音動畫還有《一休和尚》、《湯姆

歷險記》、《櫻桃小丸子》等，以及今年初推出的宮崎駿動畫電影《龍貓》、《神隱

少女》、《魔女宅急便》、《天空之城》，此外還有針對學齡前兒童觀看的《猜猜我

有多愛你》等，但礙於版權問題以及人力、時間上的限制，研究者無法使用更多

的客語配音動畫文本做比較及分析。囿於客觀因素，本研究僅選擇《中華一番》

客語配音版進行閱聽人接收分析，只能觀察閱聽人面對單一文本的解讀反應，因

此本研究發現的閱聽人解讀經驗可能是對該部動畫文本特性所產生的反應，未能

了解閱聽人對其他不同配音表現或故事主題之動畫文本是否會有如本研究發現



 

94 
 

的結果。 

  其次，雖然本研究的研究範圍限定於客語配音動畫的閱聽人，然而其背後涉

及之關懷重點在於國內客語配音節目的未來發展，尤其是能否經由客語配音節目

去有效推動客家語言文化，就此而言，理應觀察更多不同類型的配音節目，僅只

探討動畫，難免無法推論其他更多客語配音節目的閱聽人反應。再者，本研究的

受訪對象僅針對大學生，此係考慮到動畫節目對年輕人更具吸引力，因而鎖定大

學生進行研究，並未廣泛選擇更多樣背景的閱聽人，因而未能觀察其他不同年齡

層的閱聽人如何解讀客語配音動畫；另外在族群種類、客語能力等背景上也不夠

多樣，例如前者未涵蓋原住民、外省人、新住民等，後者並未更詳細區分不同客

語能力的閱聽人。此外，本研究為初探型研究，以深度訪談收集資料，以便能對

閱聽人經驗與解讀進行更深入詳細的了解與分析，因而在研究對象的種類及類型

上有所受限，所以本研究之結果發現亦無意推論與代表所有閱聽人的接收過程與

解讀。 

二、 客語配音動畫發展之前景 

對於未來有意從事類似本研究之相關研究者，以下提出幾項建議： 

 

（一） 進行更多客語配音動畫文本之比較分析 

未來投入客語配音相關研究時，可增加多個不同客語配音動畫文本，不同動

畫文本會吸引不同閱聽人的目光，每一種動畫文本都有其特定的閱聽人群體。若

能增加動畫文本進行比較研究，將可能更清楚得知閱聽人到底如何選擇文本，更

精確了解閱聽人的接收過程與解讀。 

 

（二） 探討不同節目類型之客語配音文本 

未來研究者可以選擇其他類型的客語配音節目進行閱聽人研究，不論是戲劇、

行腳還是紀錄片等節目，在客語配音方面可能有不同表現，因而影響閱聽人的解

讀。閱聽人甚至可能同時穿梭在多種節目類型裡，透過研究其他類型的文本，或

是同時研究多種文本類型，應該能發現更多面向的解讀結果，將有助於了解閱聽

人在解讀不同類型之客語配音文本時是否有所差異。 

 

（三） 觀察不同背景的閱聽人 

未來研究在閱聽人研究對象的選擇上，可以增加更多不同背景的閱聽人，例

如在年齡、族群、客語能力以及是否經常收看客家電視臺等背景上，選擇更大異

質性的受訪對象進行比較分析。譬如針對不同年齡層的閱聽人，可以觀察閱聽人

在解讀客語配音文本時，不同世代是否會產生不一樣的閱聽經驗；而族群方面，

客家人、閩南人、半客家半閩南人、原住民等，甚至是在臺灣居住的其他族群，

如日本人、越南人、韓國人等，從事多種族群的比較研究，以觀察閱聽人在接收

與解讀時，是否會因族群差異而影響閱聽人的閱聽經驗；此外，閱聽人對於客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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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熟悉度以及閱聽人是否經常收看客家電視臺等，這些因素是否影響他們的接收

及解讀，也都是值得加以比較與探究的層面。 

三、 對客家電視臺未來進行客語配音節目的建議 

研究者根據前述分析研究得到的結果，整理研究者在此次研究得到的想法及

受訪者所表達的意見，提出以下四項建議，以供客臺參考，期望本研究能對客臺

及國內客語配音領域有所幫助。 

 

（一） 客語配音的方面 

從本研究受訪者的意見來看，他們認為在情緒表達上仍有進步空間，可以進

一步更貼近生活對話；在聲音的變換上宜更多樣，聲線及音調上盡量配合原音；

在辭彙使用上，以意譯進行替換，多使用客語俗語、俚語等使其更貼近日常客語

對話。另外，若客臺的資源許可的話，可讓配音節目有多種腔調，以便提供閱聽

人更多選擇，或是以類似多語節目的方式呈現，讓閱聽人在觀看的當下便能切換

多種腔調。 

 

（二） 配音員人才培訓 

加強客語配音員人才的培育，讓更多的人才投入並活絡客語配音領域，客語

配音員的增加可以豐富客語配音聲音的變換，也有助於客語配音節目的數量成長，

進一步擴大並發展客語配音領域。 

 

（三） 配音節目種類、題材選擇 

在客語配音節目的類型（戲劇、動畫、紀錄片、行腳等）以及題材（家庭生

活、校園生活、都市愛情等）選擇上，可儘量以「高生活接近性」的影片為主，

尋找適合不同年齡層閱聽人興趣的影片配音使閱聽人更容易接受，吸引閱聽人的

目光，提高客語配音節目的被接受度。 

 

（四） 增加播放平臺 

在當前網際網路發達的時代下，為了增加客語配音影片的曝出率，可設立多

種不同播放平臺，並增加原先播放平臺上可以觀看的客語配音影片，以供閱聽人

能隨時、隨地選擇與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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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A. 客家電視臺配音節目負責人訪談大綱16 

題組 訪談題目 

一、 人員組織 1. 客家電視臺客語配音團隊的組成為何？ 

2. 客語配音員如何產生？訓練過程為何？ 

3. 是否有可長期配合的譯者、配音員或團隊？ 

4. 配音人員主要工作範圍，除了配音之外是否包含其他？ 

5. 客語配音節目負責人員的工作內容是如何作分配的？ 

二、 配音目標 1. 客家電視臺作節目其過去的背景為何？訂定的目的是？ 

2. 對於自製的節目以及重新配音的節目，希望達到什麼效果？

是娛樂亦或是語言學習還是其他效果？ 

3. 是否刻意加入多元、不同的文化元素？這麼作的原因是？這

樣是否適合？ 

三、 配音策略 1. 從最開始的提案、選材等開始，整體的流程是？設定的目的及

目標群眾為何？整體完成到播出所需花費的時間是多少？ 

2. 對於配音腔調上是怎麼去做選擇的？ 

3. 中華一番在人名上選擇原本翻譯名而不是統一企業贊助時冠

上的名字，其原因為何？ 

4. 在櫻桃小丸子時，片頭及片尾曲皆有客語翻唱，為什麼這次在

中華一番上就沒有了？ 

5. 選擇配音的版本是以原音日文版轉換客語，還是國語版轉換成

客語？其原因為何？ 

6. 配音員是否會主動修改台詞，變成他們認為順口的說法？ 

7. 配音的翻譯稿是否為字幕稿？ 

四、 配音效果評

估 

1. 配音團隊是否利用何種方式了解觀眾對客語配音的反應？ 

2. 目前所了解的觀眾評價為何？曾接獲怎樣的建議？ 

3. 截至目前為止，成效最好的客語配音節目是哪些？ 

五、 配音的未來

發展方向 

1. 客語版本有沒有考慮過在其他臺以及網路平臺播放？其原因

為何？ 

2. 未來客家電視臺對客語配音有何發展計畫？ 

                                                 
16 與客家電視臺節目部負責人訪談時間為 2018年 2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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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客家電視臺配音節目負責人訪談內容概要 

題組 訪談題目 

一、  1. 客家電視臺客語配音團隊的組成為何？ 

因依據公司採取最有利標，主要為外面錄音室接案子負責，來投標的錄音

室，必須提出好的配音人員，然後必須要有培育新的配音人員，也要有一個

好的配音領班來做譯稿，依據譯稿來選擇錄音室。 

2. 客語配音員如何產生？訓練過程為何？ 

客臺曾開過配音班訓練配音人才，由十年以上資歷的配音員教導對嘴、墊

字、語氣、聲音表情、變音等配音技巧。 

3. 是否有可長期配合的譯者、配音員或團隊？ 

一心、大岱、米帝亞三家錄音室會來投標卡通跟紀錄片。 

4. 配音人員主要工作範圍，除了配音之外是否包含其他？ 

配音領班除了配音外，還必須要做譯稿將華語傳換客語，遇上某些可能有較

古老或其他說法的詞彙，有時候也會去問客臺的語言老師或家中長輩，找一

個相近的詞轉換，把翻譯跟配音員溝通如何表達比較妥當。 

5. 客語配音節目負責人員的工作內容是如何作分配的？ 

整理招標文件、找評審老師篩選錄音室、整理素材帶、找翻譯翻稿給錄音室、

錄音室看帶確認腳色找配音員、審錄音室給的樣帶集完成帶……。 

二、  1. 客家電視臺作節目其過去的背景為何？訂定的目的是？ 

每一年都會有個主題，然後所有的節目都會依據這個主題去包裝跟行

銷，卡通較少會跟著主題走。 

2. 對於自製的節目以及重新配音的節目，希望達到什麼效果？是娛樂亦或

是語言學習還是其他效果？ 

自製節目主要以娛樂跟傳遞文化、傳遞新知為主，以及吸引族群進來看。

配音節目定調為語言學習，自製的兒童節目，訂定幼兒學習語言。 

3. 是否刻意加入多元、不同的文化元素？這麼作的原因是？這樣是否適

合？ 

不需要刻意帶入文化，有的節目本身就是個文化或藝術的節目，只是用

客語去介紹世界各地，會帶入文化的通常都是自製節目。 

三、  1. 從最開始的提案、選材等開始，整體的流程是？設定的目的及目標群眾為

何？整體完成到播出所需花費的時間是多少？ 

根據年度目標及排檔需求去做安排。 

不同節目類型設定的目標及目標群眾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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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類型節目的時間不一定，和日本購片案子至少三個月至半年，配音約半

年左右。 

2. 對於配音腔調上是怎麼去做選擇的？ 

3. 中華一番在人名上選擇原本翻譯名而不是統一企業贊助時冠上的名字，其

原因為何？ 

稿子是日文原文，直接重新翻譯，。 

4. 在櫻桃小丸子時，片頭及片尾曲皆有客語翻唱，為什麼這次在中華一番上

就沒有了？ 

根據知名度去評估效益，知名度高做為主打，櫻桃小丸子規劃時間較充足，

且經費足夠、集數夠多，因此有做客語翻唱，而中華一番則因時間較趕、且

經費不足，加上集數不多，作為排檔需求，所以沒有客語翻唱。 

5. 選擇配音的版本是以原音日文版轉換客語，還是國語版轉換成客語？其原

因為何？ 

日文版轉客語版，因為拿到的稿子就是日文原音。 

6. 配音員是否會主動修改台詞，變成他們認為順口的說法？ 

會，但大部分會是配音領班做這件事情。 

7. 配音的翻譯稿是否為字幕稿？ 

不是，重新配音之後，上字幕的時候會再重新順過。 

四、  1. 配音團隊是否利用何種方式了解觀眾對客語配音的反應？ 

客臺為客服或是臉書，配音員則有自己的管道接獲反應。 

2. 目前所了解的觀眾評價為何？曾接獲怎樣的建議？ 

藝術旅遊類的配音節目，觀眾會打電話來詢問是否販賣DVD。 

戲劇類、日劇經典日劇戲劇類比較多觀眾會在臉書上或在PTT上面，都是年

輕人，覺得很符合，配起來不會違和，甚至有些人會認為配的比國語還要接

近日語。 

內部則認為最大問題是配音員不足，聲音雷同性高。 

3. 截至目前為止，成效最好的客語配音節目是哪些？ 

五、  1. 客語版本有沒有考慮過在其他臺以及網路平臺播放？其原因為何？ 

沒有，主要為版權問題。 

2. 未來客家電視臺對客語配音有何發展計畫？ 

未來若有足夠經費的話，希望能讓配音節目量能多到讓配音員生計不會有問

題，配音員能以配音為業。 

 



 

104 
 

C. 訪談同意書 

訪談同意書 

您好： 

非常歡迎您參與此研究。這是一份關於「客語配音動畫之閱聽人研究」的訪

談同意書。本研究主要探討客語配音動畫閱聽人的接收過程，力圖釐清閱聽人如

何解讀客語配音文本，以及如何從中發展客家認同。研究者將對多位大學生觀看

客語配音動畫《中華一番》的接收過程予以深入討論，以了解閱聽人的觀看經驗

與解讀形式。訪談範圍包含六部分，一為基本資料、二為生活習慣、三為閱聽人

理解客語配音動畫影片內容、四為客語配音動畫閱聽人的解讀經驗、五為閱聽人

解讀客語配音動畫文本中的客家意涵，最後是關於客語配音領域的問題以及未來

的觀看選擇。每位受訪者約需花 1-2小時左右的時間接受訪問。本研究對所有訪

談資料皆採取匿名處理，完成本訪談及論文後，您的訪談資料均會封存，由研究

者妥善保管，不會有其他人接觸，並於論文發表通過後五年予以銷毀。 

您可以自由決定是否參與本研究，或於任何時間點表明不參與或中斷訪談。

我們會直接將您的資料作廢，不會在任何地方發表，並將其銷毀。 

由於訪談過程將蒐集您的相關資料，請您依個人意願，勾選同意事項 

  □ 同意錄音  

 

                                 受訪者簽名：                 

 

                                 國立聯合大學客家語言與傳播研究所 

                                     指導教授  盧嵐蘭博士 

  研究生    葉湘庭        敬上 

                                               

108年 4 月 15日 

～本文件一式兩份，若經同意參與本研究，請留存本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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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客家電視臺客語配音產製流程17 

 

 

  

                                                 
17 此係根據研究者於 2018年 2月 22日與客家電視臺節目部負責人訪談內容整理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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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中華一番》文本參考資料收集截圖 

 

《中華一番》客語版幕後配音成員 

 

 
客語念做「孤盲」在此處翻譯的字幕為「可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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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語念做「孤盲頭」在此處翻譯的字幕為「混帳」 

 
客語念做「浩漦」在此處翻譯的字幕為「大話」 

 
客語念做「唩唩喊喊」在此處翻譯的字幕為「大吵大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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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語念做「恁仔細」在此處翻譯的字幕為「謝謝」 

 

米帝亞傳播有限公司《講麼个故事》（南四縣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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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岱影視創意股份有限公司替客臺配過《藝術大師之路》、《大腳走天下》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