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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CSL中學生跨文化認知之主題課程設計

研究─以英國中學生短期語文課程為例 

中文摘要 

在全球多元文化發展下，外語學習不僅需要語言的掌握，同時也要了解

文化的異同。隨著華語課程的增加與學習者的需求，短期課程成為現代青少

年與兒童學習華語的重要管道，可在短時間內同時學習華語並體驗文化。在

學習華語的過程中，身處於母語文化與華語文化的交集，常因缺乏對文化的

了解而產生交流上的誤解，尤其短期課程的學生在有限的學習時間內更容易

產生文化衝擊。因此，本研究以跨文化的觀念為主軸，透過比較臺灣文化與

英國文化之間的異同，設計發展適用於英國CSL中學生的短期跨文化課程，

並探討本課程對提升學習者跨文化認知的成效。 

本研究以英國 Canterbury地區中學生為教學對象，先進行相關文獻探討

與回顧，並調查目前國內外重要的華語短期語文課程內容，作為本課程發展

基礎。在研究方法上，採用問卷調查法、訪問調查法及行動研究法蒐集資料，

探究本課程實施對提升英國中學生跨文化認知的成效。在課程設計方面，主

要結合逆向課程設計與主題課程設計，以臺灣文化為主題中心，開展臺灣生

活文化、臺灣民俗文化、臺灣飲食文化、臺灣藝術文化及臺灣休閒文化五大

主題單元，並延伸為十個單元課程。 

經由研究結果分析，顯示本課程確實在五個單元主題皆提升學生的跨文

化認知。教學實施後，本研究提出下列建議：1. 以「課室學習─文化體驗─

參訪活動」教學，讓學生先有跨文化認知再進行活動；2. 主題單元安排以

多元智能考量不同學習風格，能滿足學生需求；3. 教學活動以競賽式合作

學習搭配實作任務，可讓中學生融入課程，提升學習成效。最後歸納出本研

究之結論與建議，以供國內外短期文化課程參考。 

關鍵字：文化教學、跨文化認知、短期語文課程、主題課程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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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the thematic course design for 

enhancing British middle school students’ 

cross-cultural cognition during the short-term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program 

Abstract 

Under the global 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 learning a language is not only 

associated with the usage of a language, but is also associated with the 

understandings of the culture. With the increase of learners' needs, short-term 

courses become an important way for teenagers and children to learn Chinese 

given that students can experience Chinese culture while learning the language 

in a brief amount of time. In the process of learning Chinese, students are at the 

crossroads of first-language culture and second-language culture, so they often 

make misunderstandings while communicating with others, especially students 

attending short-term courses who are usually more prone to experience culture 

shock in a limited amount of time learning the Chinese culture. Therefore, this 

study focuses on cross-cultural concepts by comparing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aiwanese and British culture. The main goal of this 

study is to design a cross-cultural course for British middle school students who 

are CSL learners, and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promoting students’ 

cross-cultural cognition. 

In this study, middle school students from Canterbury, Britain are the 

teaching subjects. At the beginning, the researcher conducted related literature 

review and survey during the current short-term Chinese courses, which are 

designed as the basis for this curriculum development. In regards to the research 

methods, using questionnaire survey, interview survey, and action research to 

collect data, and explore the effects of curriculum implementation for enhanc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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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ddle school students’ cross-cultural cognition. In terms of curriculum design, 

it combines thematic course design and backward design, subsequently making 

Taiwanese culture as the topic center, and carries out five units including 

Taiwanese life culture, Taiwanese folk culture, Taiwanese food culture, 

Taiwanese artistic culture, and Taiwanese cultural activities. These five units are 

extended to ten lessons as the structure of this cross-cultural course.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is study, the five units are indicated to enhance 

students' cross-cultural cognition indeed. After applying the teaching implement, 

the researcher summarized the following recommendations:  

1. Follow the steps “ classroom learning— culture experiencing— 

outdoor visiting,” as well as teaching. Students should acquire 

cross-cultural cognition before carrying out these activities. 

2. In order to meet students’ needs of different learning styles, teachers 

should consider each individual’s multiple intelligence level in order to 

decide which teaching materials to implement. 

3. Use competitive-cooperative learning and tasks as teaching activities, 

which would subsequently allow middle school students to participate 

more in the curriculum in order to elevate their learning efficiency. 

The last part of this study is to conclude all the information as the results 

and recommendations for further studies, as well as to provide for short-term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courses both domestically and internationally. 

 

 

Key words: Cultural Instruction, Cross-cultural Cognition, Short-term Language  

and Culture Course, Thematic Course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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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論 第一章  

本論文主要目的是以跨文化角度，探討短期華語文化課程設計與實際教

學成效，藉此發展出能夠提升 CSL 中學生跨文化認知之課程，以達到增進

短期華語學習者跨文化溝通的成效。本論文共分六大章，第一章緒論說明本

研究背景動機與整體研究架構；第二章文獻探討將跨文化教學相關理論作整

理與分析，並進一步了解針對華語跨文化認知課程發展的研究；第三章敘述

本論文所使用的研究方法與研究流程；第四章說明本課程設計與實施過程；

第五章探討本課程之教學成效並作修正與建議；第六章將本論文的研究發現

作總結，並對未來的研究發展提出建議。 

研究背景 第一節  

隨著科技進步，國與國之間距離縮短，人與人之間的溝通日漸頻繁，語

言成為現代人所應具備的重要能力之一，而華語也不例外地成為當今許多人

學習的語言。除了旅居各國的海外華人因身分與國族認同而學習華語之外，

亦有越來越多非華人族群因就業、課業、興趣等原因學習華語。學習華語的

管道除了各國在主流學制與私人單位所開設的華語課程外，更多學習者選擇

到臺灣、大陸，期盼在目的語環境能夠更全面、更完善地學習。依照教育部

兩岸與國際教育司 102 學年度的統計調查顯示，來臺學習華語者為 15,510

人，比 98學年度成長約 3,898人，顯示臺灣華語市場不可忽視的重要性。1
 

學習語言的目的不外乎是為了與他人溝通，而能夠進行有效溝通的必要

條件，不僅是對該語言一定的熟悉度，還需要了解其背後的文化。光是說著

一口流利的華語而對中華文化一竅不通，常常在與華人溝通時造成誤解，形

成了無效的溝通。這些選擇遠到臺灣的華語學習者，在學習語言之餘，也沉

                                              

1教育部國際及兩岸教育司全國大專校院境外生生活資訊網。102 年大專校院附設華語文

中心外籍學生人數。取自：http://ois.moe.gov.tw/html/O00Statistics.html。瀏覽日期：2014

年 5 月 16 日。 

http://ois.moe.gov.tw/html/O00Statistics.html


 

2 

 

浸在目的語文化中，藉此熟悉臺灣文化，了解與臺灣人相處之道。 

由於華語在國際語言的地位日漸提升，許多國家已將華語列為其主流學

制中的課程，除了在各大學廣設華語課程，許多學生自中、小學甚至幼稚園

即開始學習華語，使得華語學習者的年齡逐漸降低。2這群以兒童與青少年

為主的華語學習者仍為主流學制中的學生，難以像完成義務教育的成人，能

夠到目的語地區進行半年以上的長期學習。因此，為滿足中小學學生想親身

至臺灣學習華語並體驗臺灣社會生活的需求，華語短期語文課程就成為這些

學生藉由寒、暑假至海外學習的最好機會。 

目前臺灣已有許多華語教學單位於寒暑假期間舉辦針對青少年與兒童

之華語短期語文課程，包括華語密集班、夏令營或遊學團等(表 1-1)，提供

海外青少年與兒童多樣化的學習管道。除此之外，為強化臺灣學生國際競爭

力，並使其具備國際視野與跨文化溝通能力，許多公、私立中等學校與國外

中等學校互相簽訂合作方案，舉辦短期華語遊學團課程，提供對方學生到我

方學校見習觀摩，促進交流機會。透過參與華語短期語文課程，學生可在沉

浸式環境中學習語言並體驗異國文化，培養獨立精神與團體合作能力以增進

人際互動，並可增加國際競爭力，開拓全球化視野。 

 

 

 

                                              

2
 美國大學理事會於 2006 年宣布增設中文預修課程(Advanced Placement Program, AP)，華

語教學正式進入主流高中，而 K~12 主流學校亦有沉浸式華語課程開設。加拿大政府於

1994 年將中文教育列入中小學國際語言課程，並實行「中英雙語十二年學制」。何淑貞、

陳立芬、舒兆民、張孝裕、蔡雅薰、賴明德(2008)。《華語文教學導論》，頁 11-12。臺北：

三民書局。法國教育部華語總督學白樂桑指出，在 2012~2013 年間有 593 所法國中學開

設華語課程，英國與荷蘭等國也開始計畫自中學提供華語課程。教育部電子報第 558 期。

〈華語，新興的語言─2012-2013 法國華語教學現況〉。瀏覽日期：2013 年 4 月 26 日。取

自：http://epaper.edu.tw/windows.aspx?windows_sn=12454。 

http://epaper.edu.tw/windows.aspx?windows_sn=12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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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2013年臺灣針對青少年與兒童之重要華語短期語文課程摘要 

教學單位 課程名稱 課程內容 學習時間 招收對象 

國立臺灣師

範大學國語

教學中心 

2013 師大華語

夏令營 

語言教學、文化

才藝、校外活動 

6 ~ 8月間，為期

4 週 

8 ~ 11及 12 ~15

歲對華語有興

趣之海外學童 

國立臺灣師

範大學進修

推廣學院 

2013 年海外華

裔青年語文研

習班(個別班) 

語文教學、文化

采風、專題講

座、教學參觀、

寶島攬勝 

全年度皆有開

班，共 6期，每

期 6週 

14 ~ 24歲居住

於海外之華裔

青少年 

國立臺灣師

範大學進修

推廣學院 

2013 年海外華

裔青年語文研

習班(團體班) 

語文教學、文化

采風、專題講

座、教學參觀、

寶島攬勝 

3/25 ~ 5/5 (泰國

班)、11/18 ~ 12/8 

(新加坡班) 

14 ~ 24歲居住

於海外之華裔

青少年 

 

國立臺北教

育大學華語

文中心 

2013 暑期海外

兒童及青少年

華語夏令營 

華語課程、文化

課程、校外教學 

6 ~ 8月間，為期

4 週 

6 ~ 15歲對華語

有興趣之海外

學童 

中國文化大

學推廣部華

語中心 

兒童與青少年

華語夏令營 

華語課程、文化

體能、校外教學 
7~ 8月，約 3週 

7 ~ 9歲及 10 ~ 

15歲兩階段 

聯合報 
2013 瘋華語夏

令營 

華語學習、文化

體驗、自然生態 
7~ 8月，共 4週 

7 ~ 12 歲(兒童

組)、13 ~ 16歲

(青少年組) 

國語日報 
2013 年暑期華

語研習營 

華語課、文化課

程、戶外參觀 

6 ~ 8月，為期 3 

~ 4週 

6 ～ 15 歲海外

兒童與青少年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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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2013年臺灣針對青少年與兒童之重要華語短期語文課程摘要(續) 

教學單位 課程名稱 課程內容 學習時間 招收對象 

國立臺中教育

大學華語文中

心 

國立臺中教育

大學 2013 華

語兒童夏令營 

華語課程、社團

時間、戶外活動 

7/8 ~ 8/2，為期

3~ 4 週 

7 ~ 12歲海外或

在臺外國小朋

友 

淡江大學成人

教育部 

2013年海外華

裔青年語文研

習班 (暑期青

少年班) 

語言、文化、體

育、各項競賽、

校外參訪及結

業旅行等 

7/2 ~ 8/12，為期

6週 

14 ~ 18 歲海外

華裔青少年 

淡江大學成人

教育部 

2013年僑委會

海外華裔青年

臺灣觀摩團

(第 6梯次) 

華語文教學、文

化研習、專題講

座、參觀政經文

化建設、重要名

勝古蹟等 

全年度皆有開

班，共 8梯次，

每梯次 3週 

16 ~ 27 歲來自

世界各地之華

裔青年(該梯次

以中南美洲學

生為主) 

國立臺東大學

華語文學系 

2013樂‧臺東

華語夏令營 

華語教學、文化

實作、戶外踏

青、在地美食 

2 梯次，分別於

7/22 ~ 8/2及 8/5 

~ 8/14 舉辦 

10 ~ 16歲海外

曾學習中文的

學生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臺灣各華語教學單位網站所提供之資訊) 

根據表 1-1，發現各華語教學中心針對兒童與青少年所開設的華語短期

語文課程，大約可分為三種類型：語言教學、文化課程與戶外體驗。語言教

學多以學生的年齡與程度進行分級，兼顧聽、說、讀、寫全方位的學習；文

化課程大部分讓學生體驗中華傳統文化活動，如捏麵人、扯鈴、書法、武術

等，藉由技能的學習引起學生認識中華文化的動機；戶外體驗則是讓學生能

夠走出教室，在欣賞臺灣美景與人文風情之餘也同時學習華語，讓海外學生

多與臺灣人民接觸，實際應用課程所學。 

除了表 1-1 所彙整之華語短期語文課程外，臺灣許多中學和國外中學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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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交流計畫，學生可至對方國家進行短期參訪，讓學生提早認識其他國家，

接觸不同文化。由於各校所進行之交流計畫，其參與對象大多以自身學校的

學生為主，資訊並無公開化，因此難以蒐集到各校所舉辦之交流活動相關課

程訊息。對於來臺灣參與華語短期語文課程的學生而言，除了語言上的增進

外，認識臺灣文化也是其願意利用假期時間遠到異地學習的重要原因。透過

文化課程，海外學生能夠更認識臺灣，了解與華人相處之道。 

全美外語教學學會 (American Council on the Teaching of Foreign 

Languages, ACTFL)也在 1999 年公布五項外語教學目標，分別為溝通

(communication)、文化(culture)、貫連(connection)、比較(comparison)、社群

(community)，其中文化是語言教學中相當重要的一環。在 ACTFL對文化教

學標準的建立上，認為應該透過了解文化的觀念(perspective)、產物(product)

及習俗(practice)，進而體會語言中的含意，將適當的語言用於適當的場合中。

由此可見，文化在語言學習的過程中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兩者是相輔相成

的。如何將文化內容融入於華語短期語文課程中，提升學習者的學習動機與

成效，亦為當今相當重要的課題。 

外國學生在臺灣學習期間，不但與華語教師及同學間彼此互動，在課室

外也有和其他臺灣人交流的機會，其中便產生了跨文化溝通。在此過程中，

常常因為不了解對方文化而導致誤解。在交通與資訊極為發達的現代，人們

與異文化接觸的機會越來越多，若能縮短文化理解上的差距，就能減少溝通

過程中所產生的衝突。現今華語短期語文課程中的文化課程規劃仍以體驗與

操作傳統技藝為主，鮮少針對跨文化進行分析與教學，學生僅能體會文化的

樂趣，較難從中反思文化的差異，或產生了解華人文化的興趣，對於跨文化

溝通的幫助有限。因此，本研究欲從「跨文化」的角度進行課程規劃與教學，

期望以跨文化為導向的短期華語文化課程設計，能夠提供臺灣華語教學在文

化課程上不同的觀念與想法，不但讓短期華語文化課程能夠更多元豐富，吸

引外國學生來臺灣學習，提升臺灣在國際上的能見度，也提升外國學生的跨

文化溝通能力，減少國際間的文化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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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動機 第二節  

在資訊發達與知識水準日漸提升的臺灣社會，培養孩童的國際觀與溝通

能力是許多學校、教師及家長所努力追求的目標，許多學校在寒、暑假提供

學生赴海外學習交流的機會，同時也舉辦接待海外參訪團的活動，訓練學生

接待外賓的禮節和訓練語言能力。研究者有幸於 2013 年 6 月間參與新北市

一所中學(簡稱臺灣中學)與英國 Canterbury 地區一所教會中學(簡稱英國中

學)的交流計畫，擔任為期兩週的華語短期語文課程教師。臺灣中學長期舉

辦暑期學生遊學團活動，曾到英國、美國進行為期 2~3 週的語言學習，與

英、美的中學建立良好關係。此次來臺參訪的英國中學因獲得英國政府的教

育補助經費，在教職員開會討論後，決議改變以往將此經費用於書籍與設備

購買或輔導學生課業的用途，而花費在提供家庭社經背景較為弱勢的學生出

國體驗的機會。英國中學在公告此訊息後，審查學生申請資料，依照家庭收

入與曾經出國的經驗作為條件進行篩選。最後選擇 15 位家庭經濟較不寬裕

且沒有出國經驗的學生，3加上兩位該校教師組成此次的參訪團，來臺進行

兩週的文化體驗與交流，提供家庭社經背景弱勢的學生出國機會。 

根據所蒐集的資訊發現，臺灣過去開設之華語短期語文課程，多以提供

學生進行操作體驗或旅遊參觀的形式為主，較少進行跨文化之間的比較教學，

故學生難有更深一層的文化認識。因此，本研究希望能跳脫過去華語短期語

文課程著重文化技藝體驗的教學模式，而是以跨文化為中心進行課程設計。

藉由討論臺灣文化與英國文化異同的課程內容，提供學生更多思考機會，以

客觀的態度認識與英國文化相異甚大的臺灣文化，進而減少跨文化溝通過程

中產生的誤解。目前國內採用跨文化教學的課程相當罕見，欲應用跨文化理

論進行文化教學，勢必要做更深入的分析與研究，而目前國內針對跨文化所

撰寫的文獻並不多。本研究期望能夠藉由探究跨文化教學的現況，並加強對

                                              

3
 原有 15 位英國中學生預計來訪，但其中一位學生臨時因故無法參與，故本次研究對象

共有 14 位英國中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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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課程相關理論的理解，進而設計符合跨文化理念之華語短期語文課程，

提升海外學習者在語言與文化學習上的成效，提供國內華語教學領域在文化

教學上不同於以往的面向。 

研究目的與問題 第三節  

研究目的 一、

隨著國內針對兒童與青少年華語短期語文課程的興盛，臺灣文化相關內

容成為不可或缺的課程。為增加文化課程的豐富性與多元性，無論是教材、

教學法、課程設計等都值得加以研究探索。本論文的研究目的在於以跨文化

的角度探討短期文化課程設計的理論與實際執行的成效，藉由對學生與教師

的問卷調查和訪談，提出問題與改善方針，進而規劃出完善的短期跨文化課

程。本研究期望讓遠從各國來臺進行短期學習的學生，在增進語言能力之餘，

亦可於跨文化課程中重新認識臺灣文化，並反思自身文化，期以在跨文化交

集的環境下，培養學生以尊重的態度認識與面對異文化。由於文化的涵義博

大精深，不同國家、地區的文化各有所異，難以在短期課程中進行涵蓋各國

文化面向之課程。因此，針對 2013 年 6 月來臺交流的英國中學，研究者主

要以臺灣文化與英國文化為短期跨文化課程設計主軸。透過英國中學生參與

本研究發展之課程，結合短期跨文化課程相關理論與教學實務，盼能藉此增

加英國中學生在跨文化方面的認知，使學習者從不同層面認識臺灣文化，提

升跨文化溝通的成效，進而為國內短期華語文化教學帶來新的面貌。本論文

的研究目的如下： 

1. 了解現今英國中學生對於臺灣文化的理解與概念。 

2. 探討適用於短期華語跨文化課程之教學主題。 

3. 研討短期華語跨文化課程提升英國中學生臺灣文化認知之成效。 

4. 提供對未來短期華語跨文化課程設計之建議。 



 

8 

 

研究問題 二、

由於國內以跨文化進行短期語文教學的課程並不多見，本論文的研究目

的在於透過相關理論的了解與分析，設計針對英國中學生的短期華語跨文化

課程，並藉由課程實際實施與成效檢視提供未來相關課程發展之建議。本論

文所欲探求的研究問題如下： 

1. 英國中學生目前對臺灣文化的認知程度為何？ 

2. 何種教學主題能夠提升學生的跨文化認知程度？ 

3. 短期華語跨文化課程能否有效提升英國中學生之臺灣文化認知？ 

4. 短期華語跨文化課程設計之要點與原則為何？  

透過以上研究問題，設計與發展出一套適用於英國中學生之短期跨文化

課程，進而提出對短期跨文化課程設計與實施之相關發展重點。 

研究步驟與流程 第四節  

本論文以英國 Canterbury地區某中學 14 位學生為研究對象，以行動研

究法與調查研究法進行資料蒐集與分析。本研究首先整理相關文獻，先針對

文化教學、跨文化課程理論及華語跨文化認知能力進行探究，希望在國內外

文獻的整合下，能夠發展出適用於英國中學生之短期華語跨文化課程。本研

究先以跨文化教學相關理論架構設計課程，並以前測問卷調查學習者對臺灣

文化認知的現況，接著實施現場教學，撰寫教學日誌，同時以課室觀察記錄

其他教師上課情況，課程結束後則以後測問卷檢視學生的學習成效。 

為更深入驗證資料並使研究更完整，研究者亦採用半結構式訪談，訪問

共同教學之華語教師與英國隨隊教師，了解教師們對本課程實施的觀察與建

議，以利後續研究分析。課程實施時，以攝影機進行課室錄影，訪談則以錄

音筆紀錄資料，最後集結文獻、教學日誌、課室觀察、問卷及訪談互相交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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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對，檢視資料的信度與效度。根據上述資料之結果分析，探討英國中學生

對跨文化課程學習之成效，並提出未來跨文化教學在國內華語短期語文課程

有效及可行的方式。 

研究步驟 一、

本論文研究步驟如下： 

1. 確立研究方向與研究問題。 

2. 整合文化教學概念、跨文化課程理論及華語跨文化認知能力等文獻。 

3. 規劃與設計跨文化課程內容。 

4. 編制預試問卷並進行預試。 

5. 根據預試結果與預試者建議修改問卷。 

6. 確立前、後測問卷內容並進行前測作業。 

7. 教學實施，架設錄影機與錄音機進行課室觀察並撰寫教學日誌。 

8. 每堂課程後進行教學反思，修正課程。 

9. 整體課程結束後，進行後測作業。 

10. 訪談三位教師，以錄音筆記錄訪談結果。 

11. 利用課室觀察、教學日誌、問卷及訪談等資訊加以分析比對。 

12. 綜合各項資訊，檢視跨文化課程對提升英國中學生跨文化認知的成效，

並提出對跨文化課程的發展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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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與考核研究

之信度與效度 

研究流程 二、

 

 

 

 

 

 

 

 

 

 

 

 

 

 

 

 

 

圖 1-1、研究流程圖 

 

確立主題與研究方向 

文獻探討與分析 

整理與分析所蒐集之研究資料 

研究分析與討論

 
 設計研究流程與步驟 

總結與建議 

 課程設計 

 編制問卷 

 前測調查 

 教學實施 

 後測調查 

 訪談 

 

 針對英國中學生之跨

文化課程設計要點 

 英國中學生對跨文化

主題之學習興趣 

 本課程提升 CSL中學

生跨文化認知之成效 

 

 

 文化教學 

 跨文化課程理論 

 華語跨文化認知

能力 

 問卷分析 

 訪談結果紀錄 

 教學日誌與課室

觀察紀錄分析 

 

 

 跨文化課程

總結分析 

 未來研究發

展建議 

 

 

設計研究流程與教學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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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範圍與限制 第五節  

研究範圍 一、

本研究欲設計發展適合短期學習之華語跨文化課程，因各個國家與地區

文化皆有各自的特色，所要探討的跨文化內涵與層面亦有所不同，在考慮文

化多元性與學習者在華語程度、年齡差異的情況下，難以規劃發展出一套適

用於全球所有地區的跨文化課程。由於本次參與華語短期語文課程的學生來

自英國，加上中西方文化差異比較一直以來都受到極大的關切與注目，本研

究選擇以臺灣文化與英國文化為課程主要探討內容，藉以讓英國學生在短期

來臺學習期間能夠增加對臺灣文化的認知。 

研究限制 二、

本研究的限制有下列四項： 

(一)研究文獻限制 

隨著來臺學習華語的人數遞增，且越來越多華語教學單位開設華語短期

語文課程，除了學習華語之外，如何讓學生融入臺灣文化，並增加有效的溝

通，是值得探討的。因此，雖然國外已有針對跨文化溝通相關課程的研究與

課程實施，但多是在以英語或德語、西班牙語作為第二語言教學的情況下，

針對華語的跨文化教學仍在發展中。國內研究跨文化溝通的文獻亦相當缺乏，

多是以英語教學為討論的範疇，研究華語跨文化課程者更是屈指可數。 

因此，本研究在進行文獻探討時，先蒐集國外跨文化課程的研究資料，

並了解短期華語課程設計的架構與模式，再融入研究者所設計之課程中，最

後進行學生的學習成效評估。雖然跨文化課程在國內的文獻並不多，但希望

藉由以上各方面的資料蒐集，加上本研究所呈現之結果，能夠填補國內文獻

不足之處，對華語教學有所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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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對象的限制 

本論文的研究對象為 2013 年 6 月至臺灣中學參與短期華語與文化學習

的 14位學生，而這 14位學生來自英國 Canterbury地區某教會中學，皆為 7

年級與 8 年級的學生。由於研究對象的限制，僅能蒐集到此 14 位學生在短

期華語跨文化課程的學習成效，無法擴及全英國中學生對此課程的反應與意

見。另外，本研究僅以英國學生為主要教學對象，但學習華語者來自世界各

地，因此跨文化課程所能涉及的範圍非常廣闊，盼未來能夠有更多以不同地

區與國家為主軸的跨文化設計，突破目前的研究限制。 

(三)研究方法的限制 

本研究的資料蒐集以質量參半的研究方式進行，在質性資料方面不免有

研究者主觀的想法，為了避免研究立場的偏頗，於課堂中進行教學錄影以觀

察學生反應。另外，亦觀察其他教師的教學現場，同時整合學生的意見反饋

與教師的教學反饋，以供對照。甚為可惜的是，本研究無法蒐集到英國中學

其餘未能來到臺灣參加短期課程的同學的狀況，若能擴大量化研究的層面，

比較參加短期華語跨文化課程與否兩者之間的差異，更能夠清楚顯示參與本

課程的學生是否能確實提升跨文化認知，強化本研究的結果的信效度。 

(四)研究時間的限制 

由於本次英國中學參訪團來訪時間僅為兩週，教學總時數為 16 小時，

兩週的時間對文化學習而言稍嫌短暫，在課程內容與文化體驗的安排上，難

以讓學生有足夠的時間探索與學習。因兩週可達之教學成效有限，在評量方

面以學生自評並實際舉例的方式取代傳統的成就性測驗，希望學生能夠自我

評斷其學習成果。若延長教學時間，可融入更多教學主題，並讓學生具有足

夠時間循序漸進學習，增加跨文化認知的提升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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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詞解釋 第六節  

1. 華語短期語文課程(short-term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program) 

目前國內的華語短期語文課程，依性質不同可分為短期華語密集班、夏

令營及遊學團三種，其差異如下： 

(1) 短期華語密集班  

短期華語密集班強調短時高成效的學習，目的為加強華語學習者的語言

溝通能力。根據蔡雅薰(2009)所制訂的華語文短期密集班課程綱要，建議的

教學時間為 8週 160個學時。 

(2) 華語夏令營 

在暑期舉辦的營隊統稱為夏令營，華語夏令營多為國內外各華語教學單

位針對海外兒童或青少年所舉辦之短期活動，以生動活潑的方式教學，結合

華語學習與臺灣文化體驗。 

(3) 華語遊學團 

通常由學校、機構或留學中心安排，組團到臺灣或大陸參加短期華語課

程，其中文化與旅遊體驗為活動內容的重點之一，可依照不同團體的需求安

排課程，有客製化的特色(陳淑玲，2012)。 

本研究合作學校皆為中學，活動目的是讓學生體驗臺灣文化，在課程設

計上以兩校之需求為考量，並多次相互討論溝通調整課程。因此，本課程偏

向遊學團課程，針對教學對象進行客製化課程安排。 

2. 零程度 

本研究零程度指的是從未學過華語的英國中學生，不具有華語聽、說、

讀、寫的能力，也無華人文化背景。本次來臺參訪是學生首次到華語地區，

在課程開始之前無任何以華語溝通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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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跨文化溝通(Cross- cultural communication) 

根據畢繼萬 (2009)對跨文化溝通的定義，可分為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與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兩種，前者著重於文化現象的

比較，後者則是探討影響跨文化溝通的因素分析，本研究屬於前者的範疇，

目的為加強學生對英國文化與臺灣文化差異的理解，提升跨文化認知。 

4. 主題式課程(Thematic curriculum) 

主題式教學意指能夠貼近真實生活環境並實際運用的教學方法(蔡雅薰、

張于忻、吳安璿，2013)，本課程根據主題式概念，以臺灣文化為主題中心，

發展五個貼近臺灣社會文化並能夠讓學生運用於實際生活中的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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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探討 第二章  

華語文化教學 第一節  

語言教學中的文化意涵 一、

「文化」一詞所涵蓋的範圍非常廣泛，從古至今中外學者們從史學、文

學、人類學、社會學、政治學等各領域對文化有各種不同的解釋。Risager 

(2011)將歷年來諸位學者對於語言教學的文化層面見解進行統整與分析，其

中 Lado是最早提倡將文化納入語言學習的學者之一，其認為以語言學習的

角度而言，文化人類學所提出的文化觀點是最貼近且最完整的解釋(Lado, 

1964)。 

現代最早對文化釋義且最具代表性的西方文化人類學者為 Tylor，其於

1871 年出版之原始文化(Primitive culture)一書提出文化為一個複合體的概

念，包括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風俗等，乃由人類所習得的能力

與習慣。由於 Tylor 的定義偏重精神層面而不夠完善，後續學者再將「實物」

的概念加諸於文化定義中。Kroeber 與 Kluckhon(1952)認為文化是符號的學

習與運用，以外顯與隱含兩種形式呈現，包括各種文物與器具，以及位於中

心的傳統思想觀念、行為及價值觀等。 

在中國學者的論述中，劉宓慶(1999)進一步將文化歸結出民族性、傳承

性、變異性與兼容性等四大特性，認為每個民族因地緣與時間形成各自獨特

的文化精神與思維，經過歷史整合得以穩定地延續，然而在文化發展過程中，

可能產生文化流變而改變原有的面貌，進一步在不同文化間相互產生影響，

使得不同民族亦有文化共通性，彼此可進行互動。 

綜合以上學者的觀點，本研究認為文化的概念以「人」為核心主體，是

後天習得與擁有的豐富產物，也是長遠歷史的累積，與人類生活密不可分。

然而在時間的長河中，文化會隨著不同時代產生改變，有些文化得以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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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有些文化則遭受汰換，造就現在各國家、個民族不同的文化特色。 

(一)文化的分類 

1. 成就文化、知識文化及行為文化 

在 Hammerly (1982)的研究中，融合文化人類學的定義和語言學的觀點

將文化產物分為三類：成就文化(achievement culture)、知識文化(information 

culture)、及行為文化(behavior culture)。成就文化指長久累積下來的歷史文

明資產，包括藝術、文學、音樂等；知識文化指目的語國家的歷史與地理等

社會概況；行為文化指每天的生活，與人的需求、生活環境及社會傳統有關，

影響習慣、態度及價值觀。 

在語言學習上，成就文化與知識文化因外顯性高，可具體觀察，常作為

文化課程的內容。行為文化雖較為內隱，不易觀察，但影響著雙方的溝通，

在語言教學中更為重要。因此，在第二語言學習方面，Hammerly認為應加

強對行為文化的了解，才能對溝通產生更大的助益。 

2. 大 C文化與小 C文化 

Stern (1992)將文化廣泛地分為大 C文化(Culture with a capital C)與小 C

文化(culture with a small c)，大 C文化類似成就文化，即為傳統上對文化的

概念，包括音樂、文學、建築、藝術、科技、哲學、經濟等由時間所累積的

資產，具有歷史文明的代表性。小 C 文化與行為文化意義相近，指的是與

日常生活相關的文化，包括飲食、問候、禮節、規範等風俗習慣。 

3. 知識文化與交際文化 

張占一(1990)提出外語教學中，文化背景知識可分為知識文化與交際文

化兩類。知識文化指不直接影響兩個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進行溝通的文化背景

知識，相反地，若對兩個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進行溝通時會產生直接影響的文

化，則為交際文化。不懂知識文化並不會影響溝通的正確性，但不了解交際

文化將可能造成溝通上的阻礙，因此交際文化在語言教學的重要性勝過於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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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文化。孟子敏(1992)亦強調交際文化在語言教學中的重要性，認為交際文

化在母語者與學習者之間的認知差距，應透過文化對比加以瞭解分析，避免

文化衝突。 

4. 觀點、習俗及產物 

ACTFL(1999)除了將文化納入 5C之一外，更對文化與語言教學提出新

的看法，認為外語學習中真正的內容並非語法或詞彙，而是透過語言所表現

的文化。在了解另一文化時，必須學習其中的文化三要素：觀念、習俗及產

物，稱為文化三角(圖 2-1)。文化三角包括文化觀念、文化習俗、文化產物，

由於三者之間緊密相關，文化教學時應貫穿三項內容，學生才能對整體概念

完整地了解。 

 

 

圖 2-1、文化三角概念圖 

(資料來源：唐睿、聶驊、郭金、王瓊、劉積慧、董珍珍(譯)(2011)。《語言

與兒童─美國中小學外語課堂教學指南》(頁 259)。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

出版社。(Curtain, H., & Dahlberg, C. A., 2008)) 

 

觀念 

產物 習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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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觀、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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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以上學者所提出對文化分類的觀點，各種文化分類下所引導的課程

設計與教學模式各有利弊，本課程設計希望能融合不同模式所提到的文化內

容，組織成有系統的文化教學。因此，本研究先從交際文化著手，再進行知

識文化的教學，希望以循序漸進的方式引導學生有效地溝通，減少與華語母

語者之間可能形成的誤解。每單元課程也同時包括文化三角，讓學生對於文

化的觀念、習俗及產物有整體性地認識，並能夠融會貫通，奠定學生對華人

文化理解的基礎。 

(二)文化教學的重要性 

1. 文化影響語言學習 

在語言與文化的關係上，由於語言與文化具有共生性，文化孕育語言，

語言表現文化，兩者之間相依相存。在學習語言的同時，應了解該文化的內

涵與背景知識，才算是完整的學習。現今的華語教學從過去注重技能轉為注

重溝通，由語言表達的生活各層面都展現出文化的特色，因此在教授語言時，

文化是不容忽視的。教師應隨時加入文化教學，掌握學生所應學習的文化知

識，使語言和文化同時融合在教學中，引導學生同時學好語言與文化(復旦

大學留學生部漢語教研室，1987；葉德明，1999)。 

2. 提升學習者的目的語文化認知 

在不同國家與民族間，勢必得以同一語言進行交流，才能達到深層的溝

通。然而，倘若只以語言為溝通的媒介，不了解對方的文化，可能在溝通間

產生誤解，無法建立良好的互動關係。當初級學習者到目的語環境時，容易

依循過去的經驗產生對該文化的刻板印象(stereotype)，將其套用至類似的事

物上，如飲食、睡眠習慣、打招呼及道別方式，造成理解上的阻礙。在語言

學習同時，若加入文化教學，則可減少刻板印象對學習者的影響，讓學習者

以更開放的心態接受另一個文化(Stern,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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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減少二語學習者在溝通上的失誤 

呂必松(1990、1993)提出第二語言的教學本質應注重語言內容、語言技

能、交際技能及文化背景知識的相關性和一致性，而不同民族間的文化差異

會成為語言學習的障礙，因此文化背景知識在語言學習過程中有其必要性，

其中與溝通有關的交際文化更顯得重要。劉珣(2005)同樣認為學習第二語言

常因文化障礙導致文化衝突產生，因此在語言教學過程中必須進行相關文化

背景知識的教學。在華語教學領域中，由於中華文化對華語詞彙與表達系統

的影響甚大，當教師忽略文化背景知識的介紹時，學生使用華語難免產生溝

通上的失誤，加深學習華語的難度(杜道明、趙金銘，2008)。 

4. 提升學習者的興趣 

文化教學除了有助於語言學習，也與學生的學習興趣有關。由於學習外

語或第二語言的目的不同，許多學生到目的語地區學習就是為了實際了解當

地文化。不少學生是因為對中華文化產生興趣而學習華語，並非學習華語後

對中華文化產生興趣，加上純粹語言上的反覆操練可能讓學生感到枯燥乏味，

進而失去學習動機，因此語言教學中的文化意識相當重要(周思源，1992；

鄧時忠，2006)。李曉琪(2006)認為專門文化課的設置可縮短學習者語第二文

化之間的距離，若第二語言學習者對第二文化產生興趣，會更熱衷於學習第

二語言，接著更深入地了解第二文化，最後達到以第二語言溝通的目的，如

此良性循環有助於提升學生以目的語進行溝通的能力。 

由以上可知，語言和文化是相依並存的，語言表達文化的訊息，而文化

對詞彙、語用等亦有顯著的影響。因此，語言與文化的學習必須兼顧，尤其

在外語或第二語言學習過程中，更需要文化背景知識的建構，才能減低文化

差異對語言學習上的阻礙，達到成功溝通的目的。本課程希望藉由文化教學

讓學生真實地認識臺灣文化，減少對臺灣固有的刻板印象，進而提升與臺灣

人士的溝通成效，並引發學生產生學習華語與文化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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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教學的要素 二、

(一)文化教學的內容 

1. 與溝通相關的文化背景知識 

陳光磊(1992)認為語言教學中所包含的文化內容應注重和語言溝通密

切相關的文化，共有習俗文化、思維文化、心態文化、歷史文化及漢字文化

等五項內容。習俗文化表示日常生活習慣，如招呼、問候、致謝等；思維文

化指華人的思維方式，如由大到小的特性；心態文化是華人在價值觀、道德

觀等思想上的表達；歷史文化代表歷史發展的累積，如成語典故；漢字文化

則是希望從漢字學習獲得文化訊息。另外，非語言溝通(又稱為體態文化)在

文化間的差異也會影響溝通的成效。郝曉寧(2008)亦強調與溝通相關的文化

內容，包括詞彙文化、語用文化及非語言文化，以培養學生對文化的敏感度，

進而在文化間成功地溝通。 

2. 配合語言學習的階段 

以華語教學的階段而言，張英(1994)提出從初學到進階各階段應配合相

應的文化內容。以留學生為例，初來到目的語國家首先觀察建築、街道等外

在形象，接著關注與母語文化差異較大的溝通方式、風俗習慣、人文景觀等

社會文化。由於此類文化容易觀察與感受，適合作為初、中級的教學內容。

隨著語言程度的提升以及留學時間的增長，增加價值觀、道德觀、思維方式

等文化比例，幫助學生了解較不易觀察的深層文化。 

3. 初級學習者應學習的文化內容 

魯健驥(1990)認為除了語言學習階段與文化學習階段相呼應外，對於初

級學習者而言，另有兩個須特別注意的重點。其一為介紹目前仍適用的「活」

的文化因素，避免過時的、古代的或現今已極為少見的傳統文化，如古代婚

禮坐花轎、拜天地的習俗，如今已非常少見，對外國學生與本國人的溝通並

無太大的助益；其二是介紹普遍性的文化，以學生容易接觸的社會階層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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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首要教學的內容，加強初級學生的基礎溝通能力。隨著語言能力提升，教

師可考慮納入其他文化內容，增加學生對中華文化的理解。 

綜合上述，本研究以陳光磊所提出五項文化背景知識為出發點，同時配

合學生來臺時間，先介紹易於觀察與體會的表層文化，再進一步探討思想觀

念，讓學生由淺入深學習。所選擇探討的內容亦為學生在臺灣生活將會接觸

到的，如問候、飲食等，與現今臺灣社會息息相關，期望有助於提升學生的

跨文化溝通能力。 

(二)文化教學的方法 

如何進行文化教學，或將文化和語言課程結合，是學界十分重視的問題。

依照課程性質，可分為兩種形式，其一為語言課中的文化教學，將文化因素

融入語言教學中；其二為專門文化課程，如文學史、地理、政治、經濟等文

化知識講解。前者主要訓練學生的語言知識和技能，目的為提高以目的語運

用文化知識溝通的能力；後者則以介紹文化為主，強調學生對目的語國家思

維方式、民族心理及風俗習慣的了解(張德鑫，2000；劉繼紅，2004)。 

針對語言教學中的文化教學策略，陳申(2001)歸納出三種模式，分別為

地域文化學習兼併模式、模擬交際實踐融合模式及多元文化互動綜合模式，

內容如下： 

1. 初級學習者因語言程度較低，教師可採用地域文化學習兼併模式，使用

學習者母語傳授目的文化知識。 

2. 中級學習者因具備相當的溝通能力，可採用模擬交際實踐融合模式，運

用所學的文化知識於合適的溝通行為。 

3. 高級學習者則已達高層次的語言能力，應注重學生解決實際的文化差異

問題。 

根據此三種模式所建立的文化教學方法眾多，如 Fantini(1997)根據不同

語言程度，整合出在社會語言、語言文化及跨文化等課程領域中近 50 種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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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教學活動。考慮本研究零程度之教學對象與跨文化學習目標，歸納幾項適

合本課程之文化教學方法如下： 

1. 文化講座 

文化講座以班級為單位，由教師以演講方式直接向學生傳授文化知識，

形式可為配合語言教學的單一文化主題，或是一學期的專題課程，可開設於

外語學習的初級階段，以學生的母語講授。文化講座的教學安排較為縝密，

教師可充分發揮並有效掌控課程(陳申，2001；彭增安，2006a)。 

2. 文化參觀 

文化參觀是以教師為輔助，學生為主體的教學策略，利用課堂上或課外

時間以某個文化主題作為觀摩活動，強調學生為中心的學習。文化參觀可將

書本知識運用到實際場域，並且將文化講座內容與生活結合，引起學生的學

習興趣(陳申，2001；彭增安，2006a；劉繼紅，2004)。 

3. 文化討論 

將全班分組，就某個文化主題進行有程序的討論，目的在於解決問題。

學生使用的語言可依程度區分，若是初級可使用母語討論。文化討論在西方

外語教學課堂極為普遍，可訓練學生組織語發言的能力，並且加強學生的參

與感，有助於溝通能力的提升(Damen, 1987；陳申，2001；彭增安，2006a)。 

4. 文化欣賞 

文化欣賞課程中，教師為主持者的身分，而學生依據文化主題向全班報

告所蒐集的資訊，形式不拘，目的是能讓學生共享文化知識。此種教學方式

較為活潑，學生可發揮的彈性大，且能夠依據學生的程度使用目的語進行，

適合與其他語言與文化課程形式搭配進行(陳申，2001；彭增安，200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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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文化會話 

以小組為單位，主要是溝通的口語訓練，先給予學生對話模擬，再讓學

生依真實情況創造合適的對話。課程當中，教師依照組織小組、啟動對話及

全班總結的步驟進行，並在旁輔導學生活動。由小組之間的互動，修正彼此

的錯誤，積極討論與溝通可增進學習效果(Fantini, 1997；陳申，2001)。 

6. 文化合作 

文化合作即合作學習，以小組合作的方式完成較複雜的語言文化學習任

務，並透過合作使小組間交流互動。文化合作可利於學生思考，依照各自專

長分配工作，再互相學習，可使用目的語將語言與文化同時融入於任務中。

若組員為不同文化背景的組合，學習效果更佳，可增加學生接觸目的語文化

的機會(Cullen & Sato, 2000；陳申，2001)。 

7. 文化表演 

學生依照教師提供的模擬場景，扮演不同角色，以小組形式演出，目的

在於訓練學生在不同場合使用適合的目的語。可依照學生程度以課本上的對

話、教師提供的模擬情境及僅給予命題三種形式進行，學生可藉由準備的過

程增加文化知識與口語能力。透過角色扮演，學生可在情感上與技巧上達到

對目的語文化的認知，增加溝通訓練的機會(Curtain & Dahlberg, 2008/2011；

Kodotchigova, 2002；陳申，2001)。 

8. 文化交流 

藉由與目的語國家師生互換，體驗不同教學環境，透過彼此的互動提升

溝通能力。文化交流是長期的過程，可以是教師或學生間的流動，參與目的

語國家的教學與學習，使雙方師生都獲得跨文化交流的機會(陳申，2001)。 

9. 文化衝突 

在外語課堂中，可能因教師與學生、學生與學生背景不同或教材內容的

編排產生所謂的文化衝突。文化衝突與前述的情景模擬最大的區別，即為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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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學生實際上遭遇的問題，藉由雙向教材與活動任務呈現於課堂中(Fantini, 

1997；陳申，2001)。 

10. 文化注釋 

在語言教材中直接將有關文化的部分以注釋呈現，指明其文化意義，教

師可根據教材內容進行解說，或補充相關知識。由於能夠與語言教材相互搭

配，可加強學生的學習效果，也方便學生的課後複習(陳光磊，1992；陳俊

森、樊葳葳、鍾華，2006)。 

11. 文化多媒體 

多媒體教學已成為現代化教學趨勢，如電影、電視等。電影具有傳統教

學無法達到的直觀性與趣味性，可真實呈現文化現象，結合影像、聲音、文

字等視覺與聽覺的刺激，從影像中了解華人文化的樣貌。同時可配合其他文

化教學策略，進行影片後的討論或心得分享活動，讓學生藉由深入探討進一

步學習，增加目的語文化相關知識(Damen, 1987；Herron, Cole, Corrie, & 

Dubreil, 1999；Mallinger & Rossy, 2003)。 

12. 文化體演 

體演意指體驗加上演練，即為在特定的文化框架之下，透過真實的語料

反覆演練，提升學習者對於目的語文化的理解。學生被賦予角色後，藉由活

動或遊戲中對文化知識和語言知識的體演，記憶真實情境對話，進而培養學

生在目的語文化使用正確的語言與行為(吳偉克，2010)。 

雖然文化和語言相結合是華語教學的最大目標，若文化內容能夠與華語

程度相對應，以華語為授課語言，必定能讓學生在華語程度與文化傳遞上有

十足的收穫。但考慮到本研究教學對象為零程度的學生，加上課程目的為達

到跨文化交流，若堅持以目的語進行教學，在跨文化學習上反而效果不彰。

因此，本研究選擇能夠將語言與文化分割的教學策略，以英語為主要的授課

語言，增加學習者對臺灣文化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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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化教學的目標 

在 ACTFL(1999)所制訂的五項外語學習目標中，每項目標再詳細列出二至

三項標準，共十一項標準。為了協助教師衡量其教學成果，每一項標準下，

依照年級劃分學生的學習進展指標，共有四年級(小學生)、八年級(國中生)

及十二年級(高中生)三階段。針對以華語教學為範疇的 5C 目標中，本研究

列表整理與文化教學相關之「文化」和「比較」兩項目標的標準與學習進展

指標(表 2-1)： 

表 2-1、ACTFL「文化」與「比較」之標準與學習進展指標 

外語學習目標：文化 

標準 2.1：學生能夠理解華人文化中習俗與觀念的關聯 

4年級 8年級 12年級 

1. 學生觀察與辨認簡

單的文化行為或互

動模式。 

2. 學生使用合適的手

勢或語言進行問候

與道別。 

3. 學生參與適齡的文

化活動如遊戲、歌

曲、節慶、說故事及

戲劇表演。 

1. 學生觀察與描述華人

青少年的文化行為。 

2. 學生在日常生活中使

用正確的語言與非語

言溝通表現禮節。 

3. 學生參與適齡的文化

活動，如烹飪、武術

及遊戲。 

1. 學生在不同場合以

正確語言與非語言

行為應對，如收

禮、受稱讚及客套

話的使用。 

2. 學生參與並學習適

齡的文化活動。 

3. 學生辨識與討論文

化觀念與社會習俗

如華人禁忌之間的

關聯。 

4. 學生從行為中分析

與討論華人文化。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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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ACTFL「文化」與「比較」之標準與學習進展指標(續) 

外語學習目標：文化 

標準 2.2：學生能夠理解華人文化中產物與觀念的關聯 

4年級 8 年級 12 年級 

 學生辨識與觀察有形1.

的文化產物。 

 學生參與和學習適齡2.

的文化活動如童謠、

歌曲及兒童讀物等。 

 學生辨認、討論及製3.

作華人兒童喜歡或常

接觸的手工藝品，與

進行遊戲。 

4. 學生學習顏色、動

物、數字及其他事物

在華人文化中所代

表的意義。 

1. 學生辨識與學習具

意義表達的華人文

化產物(故事、詩、音

樂、繪畫、舞蹈及戲

劇)，並探究其所反映

的生活型態。 

2. 學生探索與辨認華

人文化中，家庭與社

會所使用之器具(如

運動裝備、家具、工

具、食物及衣服等)

的功能。 

3. 學生辨認與研究華

人在文化與科學領

域的主要貢獻。 

1. 學生辨認、討論與分

析華人文化中，文化

產 物 所 代 表 的 主

題、想法及概念。 

2. 學生體驗(閱讀、聆

聽、觀察、表演)、討

論及分析具意義表

達的文化產物，包括

自文學與藝術作品

所挑選之素材。 

3. 學生辨認、討論及分

析無形的華人文化

產物，如社會、經濟

及政治，並探討之間

的關聯與概念。 

4. 學生探討華人文化

中，產物、習俗及觀

念之間的關聯。 

(續下頁) 

 

 

 

 



 

27 

 

表 2-1、ACTFL「文化」與「比較」之標準與學習進展指標(續) 

外語學習目標：比較 

標準 4.2：學生能夠藉由比較華人文化與母語文化進而理解文化概念 

4年級 8年級 12年級 

1. 學生比較簡單的文化

行為與互動模式。 

2. 學生知道手勢是溝通

中重要的一部分。 

3. 學生比較華人文化與

母語文化中有形的文

化產物，如玩具、運動

裝備及飲食。 

4. 學生比較華人文化與

母語文化中相似的無

形文化產物，如詩詞、

歌曲及寓言。 

1. 學生比較生活中，華

人文化與母語文化

常見的語言與非語

言行為。 

2. 學生知道華人文化

與母語文化在日常

活動上的差異。 

3. 學生分析與比較華

人文化與其他文化

的重要歷史產物。 

4. 學生比較華人文化

與母語文化在文化

觀念與傳統習俗(如

假期、慶典及工作習

慣)之間的關聯。 

1. 學生比較華人文化

與母語文化的諺語

作為文化反思，並

可實際舉例。 

2. 學生比較華語與母

語之間字彙、成語

及片語在文化意義

上的差別。 

3. 學生分析華人文化

與母語文化間觀念

與習俗的關聯。 

4. 學生辨認與分析文

學作品中的文化觀

念。 

5. 學生分析比較華人

文化與母語文化

中，觀念與具意義

表達之產物 (如音

樂、視覺藝術及文

學作品)的關聯。 

(資料來源：整理自 ACTFL (2006). Standards for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in the 21st Century. 3rd ed., p. 174-185. Yonkers, New York: National Standards 

in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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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表 2-1 所提供之學習進展指標，教師可檢視教學成效，並依此設立

各年級學生在課後應達成的目標。由於本研究為短期課程，學生難以在兩週

內達成每項指標，加上各指標是對照學生年齡和語言能力來制定，故英國中

學生華語零程度的狀況，並不完全適用於八年級的學習進展指標。因此，考

量教學對象的年齡和華語能力，本課程參考表 2-1 訂定主要教學目標如下： 

1. 文化方面 

(1) 學生使用合適的手勢或語言進行問候與道別。 

(2) 學生參與適齡的文化活動。 

(3) 學生辨識與討論文化觀念與社會習俗的關聯。 

(4) 學生辨識與觀察有形與無形的文化產物。 

(5) 學生學習顏色、動物、數字及其他事物在華人文化中的意義。 

1. 比較方面 

(1) 學生比較華人文化與母語文化中有形與無形的文化產物。 

(2) 學生知道華人文化與母語文化在日常活動上的差異。 

(3) 學生比較華人文化與母語文化在文化觀念與傳統習俗之間的關聯。 

依循上述的教學目標，設計課程時可先預想學生應達到的能力，並構思

如何安排教學活動能有助於學生達到以上課程目標。課程後，教師亦可依教

學目標的達成與否檢討教學成效，進一步修正教學內容。 

短期華語文化教學探討 三、

(一)短期華語教學的特點 

1. 華語課程形式 

方淑華(2003)依課程規劃的概念來界定外語或第二語言教學的分類，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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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為「常態性規劃課程」與「開創性規劃課程」。常態性規劃課程指語言中

心依照市場需求而規劃出的制式語言課程，以月、季或學期制開班，參與常

態性規劃課程的學生通常具有高度的學習動機，願意花長時間到目的語國家

學習，逐步了解目的語國家的社會文化。開創性規劃課程則結合學習與旅遊，

性質類似遊學團，時間介於 2~10週，多在目的語國家進行。因課程安排有

時間限制，加上欲滿足學生對目的語文化的好奇，更需考量語言與文化在課

程中的比例，而體驗與參訪活動的安排也是短期課程的重點之一。研究者根

據常態性規劃課程與開創性規劃課程性質的差異，歸納如表 2-2。 

表 2-2、常態性規劃課程與開創性規劃課程之比較 

比較項目 常態性規劃課程 開創性規劃課程 

別名 
長期課程、學季班、學期班、

普通班等。 

短期密集課程、語文研習班、遊學

團、參訪團、夏令營等。 

時間 月、季、學期或年為單位開班。 通常為 2~10 週。 

課程規劃 
有固定形式，學習者找尋適合

自己程度與學習方式的班級。 
依照學習者需求客製化為多。 

教材內容 市面教材或語言中心自編。 語言中心自編或教師自行蒐集。 

教學對象 多為成年的學習者。 
以青少年和兒童為主，或同一所學

校的學生所組成。 

語言程度 同一班級學生程度相近。 通常學生程度差異大。 

學習動機 通常有高度學習動機。 學習動機較低落。 

課程特色 
有固定的教學進度，強調聽、

說、讀、寫等語言技能。 

強調教學與體驗的整體性，在短期

內達到教學成效。 

文化課程 
另開班授課，文化和語言獨立

學習。 

重視語言學習、文化體驗與參訪活

動合一。 

(資料來源：整理自方淑華(2003)。青年學生短期密集華語文化課程設計。載

於世界華語文教育學會(主編)，《第七屆世界華語文教學研討會論文集》(頁

6-27)。臺北：世界華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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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在短期華語課程中獲得相當的語言技能與知識，不只是將大量的學習

內容壓縮在有限的時間內，更重要的是考慮整體的運作。在主題安排與呈現

上，需要明確且具有實用性的內容，例如與日常生活、學習、溝通等相關的

技能與知識，才能引發學生對課程的興趣，並達到高效率的學習(彭妮絲，

2012)。 

2. 短期華語教學特色 

李金鈔(2000)的研究歸納出短期華文教學的五大特色，包括：學習時間

靈活、學員程度不同、班級類型眾多、課程形式多樣及學習中華文化，其中

學習時間、學員程度及班級類型依學習者不同而有所變化，應依照其需求進

行調整。形式多種多樣與學習中華文化則是短期華文教學最鮮明的特色，不

僅是華語學習，還包括文化學習、專業課程學習及旅遊參觀活動等，強調綜

合性的學習。對於初到華語環境的學生而言，光是語言教學難以消除學生的

刻板印象，應該有針對性地提供學生認識中華文化的課程，增進學生對目的

語文化的了解。 

(二)短期華語文化教學的原則 

由於短期文化課程有限的時間與課程內容的多樣化，加上學生的個別需

求與常態性課程不同，難以直接仿效常態性課程進行教學。若欲達到短時間

高效率的學習，加深對目的語文化的認識，並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與興趣，

必須根據短期華語文化課程的教學原則進行課程安排。以下歸納符合本研究

教學對象與教學目標的短期華語文化教學原則(郭芳君，2007；賴秋燕，2010；

林承穎，2012)： 

1. 課程規劃方面 

(1) 文化─功能─結構的教學原則，結合語言課程與文化體驗。 

(2) 了解學習者與國外學習單位的需求，組織符合其需求的文化內容。 

(3) 選擇或編纂符合課程目標且兼具實用性與趣味性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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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學方法方面 

(1) 以主題式教學導入文化內容。 

(2) 運用多元的教學方法，活絡學習氣氛。 

(3) 適度使用教學媒體，解決語言能力與文化認知程度不一致的情況。 

(4) 提供學習者實踐語言與文化交流的機會，鼓勵學生主動參與。 

3. 課程評量方面 

(1) 作業與課程評量應配合課程目標，採用多元評量。 

(2) 階段性地教學安排與評量檢視，確認學習成效。 

由於在短期華語文化課程中，能夠與目的語人士互動交流是重要的教學

目標之一，而從上述的短期華語文化教學原則中觀察，亦可發現文化的運用

能力受到相當的重視。本研究將以此九項短期華語文化教學原則為課程設計

的考量：在課程架構上，使用主題式教學，融入與主題相關的語言內容，奠

基學生的基礎華語能力，並藉由文化體驗反映課程所學，培養實際操作能力；

在教材選擇上，以實用性與趣味性為考量，避免不適用於現今社會環境的內

容；在教學方法上，以活潑多元的方式帶入主題，並鼓勵學生勇於互動交流；

在課程評量上，以多元化為訴求，希望藉由不同的評量方式檢視學習狀況。

依上述的短期華語文化教學原則，期望能夠將學習與實踐相結合，讓本研究

對象更有系統性地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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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語跨文化課程理論 第二節  

跨文化課程教學理論 一、

(一)跨文化的意涵 

1. 跨文化的定義 

Ekstrand, Foster, Olkiewicz, & Stankovski(1981) 將跨文化定義為一種居

間文化(intermediate culture)，同時享有母語文化(home culture)與目的語文化

(host culture)的性質，無論是否為兩文化接觸時所共有，這些性質皆具獨立

性。此概念與跨語言類似，說話者的言語同時具備母語與目的語的特徵，但

跨語言可能尚處於語言轉換階段，而跨文化則處於平衡階段(轉引自 Sarangi, 

1994)。由此定義可知，跨文化同時包含兩個文化，其性質可獨立存在，於

交流互動時也會產生影響。當與非母語人士接觸時，一定會受到彼此文化的

影響，而達到雙文化間的平衡點。跨文化現象除了常見於商業、傳播、政治

等場合外，也會在外語教學場域中出現，是外語學習者必定會面臨的問題。 

2. 跨文化與語言教學 

當以華語作為目的語學習時，在文化背景知識的介紹上常以中華文化為

思路中心，而忽略外語或第二語言學習者跨文化的特殊性質。因此在目的語

國家教學的華語教師，應於介紹中華文化的同時，與學生的母語文化相呼應，

增加學生對文化差異的適應力，以解決學生在目的語環境中的文化衝突(曹

瑞泰，2010)。 

肖仕瓊(2010)認為在語言教學中，文化差異體現在價值觀、思維方式、

語言溝通、非語言溝通四方面，以中西文化為例，光是在語言溝通的稱謂語

上就存在著極大的差異。Bennet(1997)將語言程度高，但卻對社會文化背景

一無所知的人稱作「外語流利的傻瓜」，因言語不得體而遭到誤解，造成溝

通上的困難。為避免發生此狀況，對溝通對象文化背景的了解是首要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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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跨文化能力的培養。 

(二)跨文化溝通 

1. 溝通的意涵 

在談論跨文化溝通之前，必須先了解「溝通」的意涵。學界一般對於溝

通的觀點是指人與人之間相互交往和交流信息的過程，其中包括八個要素：

訊息來源(source)、訊息編碼(encoding) 、訊息內容(message)、訊息頻道

(channel) 、訊息接收者(receiver)、訊息解碼(decoding)、訊息反應(response)、

訊息回饋(feedback)(賈玉新，1997)。在溝通過程中，發送者需透過一定符號，

將要傳送的訊息轉化為符號後才能傳遞至接收者，而接收者也需要將符號轉

化為意義才能理解，而這些符號可以是語言的或非語言的，也就是語言溝通

與非語言溝通。 

依據溝通具有的動態性(dynamic)、互動性(interactive)、不可挽回性

(irreversible)、及情境性(physical and social context)四大特點(畢繼萬，2009)，

顯示語言並非溝通的唯一重點，若要傳遞與接收正確訊息，還必須加上對文

化背景的了解。語言溝通同時牽涉到說話者與聆聽者的社經背景，必須先以

說話者的立場思考再轉換回自身文化觀點去回應。因此，當不同文化成員進

行溝通時，對彼此文化背景的了解與否是溝通是否能夠成功的重大關鍵(蔣

曉萍等，2010)。 

2. 跨文化溝通 

跨文化溝通理論從美國開始發展，首先由 Hall(1959)提出，從原指旅居

海外的美國人與當地人之間的溝通，到泛指不同文化人士之間的溝通。Hall

指出文化即為溝通，強調非語言文化因素對溝通的影響，以高語境與低語境

的概念對東西方文化做劃分，對後續的跨文化溝通理論有很大的影響。 

當跨文化溝通進行時，由於溝通者的文化背景不同，其語言、社會、歷

史、生活環境、風俗習慣、溝通規則、思維方式與價值觀念也隨之存在著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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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容易產生文化上的誤解與衝突(江麗容，2007；畢繼萬，2009)。跨文化

溝通所涉及的領域非常廣泛，包括文學、歷史、哲學思想、商業、教育、語

言、傳播等，這些領域都牽涉文化之間的交流與互動。如同上述，跨文化溝

通不單僅有一種語言文化，而是涉及了所有溝通者的背景文化，因此跨文化

溝通同時也是發現自己、了解自己以及發現與自己不同的個體和文化的一種

過程(Gudykunst，2003；吳為善，2011；陳麗娟，2007)。 

3. 文化差異與跨文化溝通 

在不同社會制度、文化傳統及生活環境下，不同文化背景的價值觀、心

理狀態、思維方式、風俗習慣、道德標準、行為規範等都會存在著文化差異

(朱一飛，2002)。文化差異是影響跨文化溝通的重要因素之一，主要體現在

文化假定前提、文化的目標及表現方式上。文化假定前提是指人們在某個文

化背景成長下，無意識擁有的一些假定，以預設對方的立場與行為來回應；

文化目標指人們以價值觀為根基，所期望達到的目標；文化表現方式即為社

會文化標準，人們將依此規準的制約來呈現文化(莫愛屏，2000)。由於華人

文化與西方文化差異大，若對彼此的文化假設前提、文化目標及表現方式不

了解，就會造成溝通的不完善或中斷，無法達到預期的目標。因此，華語教

學中，學生不僅需學習語言知識，更需透過跨文化了解彼此，縮小文化差異

的距離，才能有更進一步的溝通。 

4. 跨文化溝通對語言學習者與教學者的重要性 

在華語教學環境中，不僅學習者身處於跨文化的狀態，華語教師也需具

備對跨文化的認知與包容，才能讓學生理解不同國家、種族都有屬於自己的

文化，並無優劣之分，培養其尊重文化的態度，進而減少學生在目的語文化

中因誤解帶來的衝突(柳玉芬，2010；劉敏瑛，2008)。方麗娜(2009)也提出

跨文化能力對華語教師的重要性，若華語教師缺乏對跨文化的認知，可能在

教學中忽視華語特殊的人文特徵與價值，造成學生在學習中無法真正理解，

難以培養學生跨文化溝通能力。侯詩瑜(2009)則從認知、情意及技能三方面

分述華語教師應具備的跨文化溝通能力，包括對多元文化知識、增加跨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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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識及多元文化技能的熟悉，以幫助學生達到成功的跨文化溝通。 

從以上可知，文化差異確實是影響跨文化溝通成功與否的關鍵因素。若

藉由跨文化學習了解溝通者文化背景的不同，縮短文化間的差距，使其以開

放的心態接受其他文化的價值觀與思維，可提升跨文化溝通的成功機率。因

此，本研究主要希望藉由跨文化教學，增加學生對臺灣文化的理解，並減少

其在英國文化與臺灣文化之間的認知差異，進而達到成功的跨文化溝通。 

(三)第二文化習得 

陳俊森、樊葳葳及鍾華(2006)認為兒童在習得母語的同時，也正在習得

母語文化，因此兒童能在不同場合有不同語言或非語言反應。既然在人類認

知發展過程中，母語習得與母語文化習得是同時並進的，學習外語或第二語

言也不例外，語言的學習可幫助文化習得。當學習另一種語言的同時也正接

觸另一種文化，因此目的語習得與目的語文化習得同等重要。針對第二文化

習得的過程，Brown(2000)認為有四個連續階段如下： 

1. 蜜月期(honeymoon phase) 

因剛接觸第二文化，對周圍環境好奇而感到興奮愉快，覺得一切都很新

鮮美好。 

2. 挫折期(culture shock phase) 

在第二文化環境中停留一段時間後，新鮮感逐漸消失，反而受到文化差

異的干擾而產生文化衝擊。可能有焦慮、困惑、沮喪或失落感，而產生思鄉

的情緒，想逃避所面臨的困境。 

3. 調整期(Adjustment phase) 

經過挫折階段，將會開始調整自我心態，設法適應第二文化環境。由於

待的時間較長，與第二文化人士接觸更加頻繁，對該文化有更多理解。因此

能漸漸產生同理心，願意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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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適應期(Adaption phase) 

經過調整期後，將逐漸習慣與適應第二文化，對於與母語文化相異之處

也較能理解接受，以客觀態度面對。長期處於第二文化中，甚至可能被同化，

呈現出不一樣的自我。 

對於第二文化習得過程中的各階段經歷，會隨著學習者年齡、語言程度、

心態、學習動機等不同而有所變動，且因母語文化與第二文化的差異程度也

各有所異，教師應根據學習者的實際狀況給予協助。在短期語文課程中，學

生可能只會經歷蜜月期與挫折期兩階段，而對目的語文化產生不一樣的感受。

因此，本研究期望能藉由跨文化課程的實施，協助學生認識臺灣文化，維持

蜜月期的新鮮感，並減少挫折期帶來的焦慮與困境。 

跨文化課程教學目標 二、

朱我芯(2013)認為在華語文化教學中，主要目的為使學生達到跨文化溝

通與第二文化習得與應用的能力。有關於兩學科之間的研究眾多，包括跨文

化理解(cultural understanding)、跨文化對比(cross-cultural comparison)、文化

差異(cultural differences)、文化衝擊(culture shock)、跨文化適應(cross-cultural 

adaption)、文化涵化(acculturation)等，其中提升跨文化對比能力與跨文化溝

通能力可作為華語文化教學的重要目標。 

(一)提升跨文化對比能力 

在外語與第二語言教學中，文化內容應是對目的語理解與表達不可或缺

的因素，包括價值觀、是非觀、審美觀、道德觀、社會習俗、心理狀態及生

活方式等。此類和語言使用相關的文化因素通常是非外顯性的文化，在教學

上常受到忽略，而造成文化間的衝突與溝通障礙。事實上，各民族間的文化

有規律可循，欲了解文化差異的規律，必須藉由比較文化的理論著手，進行

語言與文化對比，培養學習者的區辨能力，才能呈現出文化間的差異，進而

提高跨文化溝通效率(王珩，2006；呂必松，1990；李泉，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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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跨文化對比原則 

畢繼萬(1997)認為對比分析法在跨文化教學與第二語言教學中佔有相

當重要的地位，此教學方式可同時讓學習者了解母語文化與第二語言文化的

差異，從當中的比較與分析，能夠發現以往可能被忽略的文化內涵，避免母

語對第二語言與文化的干擾。在畢繼萬(1997)所提出的文化對比原則中，與

華語文化教學相關的要點如下： 

1. 只比異同，不論褒貶。 

2. 對比的重點是差異和衝突。 

3. 以每種語言民族的主導文化進行對比。 

4. 對比溝通規則而非社會現象。 

5. 對比必須為共時對比，著眼於解決現今生活中的跨文化溝通問題。 

由於跨文化教學的目的是為了拉進不同文化之間的距離，減少溝通上的

誤解與對立，因此在文化對比上首先應排除文化優劣之分，尊重每一位學習

者的背景文化。在選擇文化對比內容上，相同文化與相異文化皆應包含，但

由於缺乏相異文化的了解是文化誤解起因，更須注重相異文化對比。同時，

也應注意對比內容應是當今大眾主流文化，為日常生活所遵循與適用之文化

習俗，才能幫助學生以正確態度認識目的語文化，並提升與目的語人士跨文

化互動的機會。 

2. 跨文化對比教學方法 

為提升學生的文化對比能力，Bennett(1997)的研究闡述了文化對比教學

法(culture-contrast approach)的重要性。教師以文化對比教學法授課時，應遵

循的三步驟如下： 

1. 讓學生熟悉關於母語文化的價值觀、信仰、思考模式及社會行為等。 

2. 將母語文化與目的語文化比較，尤其是只存在於目的語文化而母語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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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的概念，因為這往往是文化間經驗轉換的關鍵。 

3. 不只以詞彙和語法作為評量項目，也需要檢視是否能判斷文化行為的合

宜性，並做出適當決策。 

透過 Bennet(1997)的論述，跨文化對比教學應以母語文化為基準點，先

建立學習者對母語文化的認知，讓學生先熟悉自我成長背景的文化概念。接

著再強調目的語文化與母語文化的差異，讓學生能夠從舊經驗連結到新知識，

熟悉文化間的差異與轉換。根據 ACTFL(2006)對跨文化對比的建議，同樣

認為教師應先帶領學生了解母語文化與目的語文化的相似點，再進行兩文化

之差異比較。朱我芯(2013)結合上述兩者的觀點，提出跨文化對比教學的四

階段(圖 2-2)。 

 

圖 2-2、跨文化對比教學四階段 

(資料來源：朱我芯(2013)。《對外華語文化教學實證研究：以跨文化溝通與

第二文化習得為導向》(頁 21)。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出版中心。) 

由圖 2-2 可知，朱我芯(2013)認為教師首先應從學生的母語文化知識著

手，再延伸至母語文化與目的語文化的相似處，拉近學生與目的語文化的距

離，接著強調文化間的相異處，使學生掌握不同文化間的規則轉換。最後則

評量學生對文化對比認知的程度，以及能實際運用在社會環境的能力。本研

究將根據此跨文化對比教學四階段進行課程設計，以提升學生的文化對比能

掌握母語文化
特徵 

介紹母語與目
的語之文化相

似點 

強調母語與目
的語之文化差

異點 

評量文化對比之
情境應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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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與跨文化適應能力。 

(二)提升跨文化溝通能力 

跨文化溝通能力是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相互進行溝通時，具有強烈的

跨文化意識，能夠辨識文化差異與排除文化干擾，進而達到成功溝通的能力。

跨文化溝通能力不單只是語言能力或溝通能力，而是由以下幾項因素所組成

(Samovar, Porter, and McDaniel, 2012)： 

1. 溝通動機(Motivation to Communicate) 

對他人產生溝通與了解的欲望是跨文化溝通能力最重要的起步，必須打

破人與人之間的藩籬，展現願意了解、傾聽並提供意見的意願，才能搭起跨

文化溝通的橋樑。 

2. 文化知識(Knowledge) 

此處的知識意指了解溝通對象的文化規則與形式，包括內容知識與程序

知識。內容知識為對情境主題、詞彙及意義的了解，程序知識則是知道在特

定情境中如何假設、規劃及表現內容知識。 

3. 溝通技能(Skills) 

身為跨文化溝通者，必須具備傾聽、觀察、分析及詮釋的能力，並能夠

實際應用，且溝通技能必須被雙方文化所接受。 

4. 敏感性(Sensitivity) 

跨文化溝通需要參與者對溝通對象及其文化的敏感性，敏感性包括彈性、

耐性、同理心及對異文化的好奇心與開放性。其中最重要的是能夠寬容對待

文化差異，並且在母語文化與異文化之間取得平衡。 

5. 角色(Character) 

角色的概念是指具有讓對方願意與自己溝通的特質，此時的自我角色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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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個人背景與表現此背景的方式所影響。當與異文化人士相處時，應該表現

出溝通與理解的誠意，以真實的態度面對，才能開啟對方願意進一步與自己

溝通的機會。 

由以上的論述可發現，欲具備跨文化溝通能力，對異文化知識的理解是

重要關鍵。先掌握對異文化知識的了解，再進一步運用知識化解溝通中可能

遇到的難處，增加雙方互動之可行性。除了認識文化差異外，還要接納、體

會及轉變不同文化觀點與思維，並在適當的時機與場合將所了解的文化知識

得體地運用，才能達到良好的跨文化溝通。 

華語跨文化認知能力 第三節  

跨文化認知在華語教學上的重要性 一、

1. 第二文化教學的重要目標 

由本章第一節已知文化教學對外語教學有著不可忽視的重要性，其中文

化認知更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Hammerly(1982)根據文化學習者的語言程度，

由低程度至高程度提出十項應發展的文化學習目標，其中高達六項與跨文化

認知能力有關，包括：(1)單字與片語中文化知識的涵義；(2)在一般情況下

的行為表現；(3)發展對第二文化的興趣與理解；(4)理解跨文化差異；(5)對

文化間制度與差異的理解；(6)發展對第二文化與其成員的同理心。由上述

可見，學習者對第二文化能力的掌握乃循序漸進，從文化知識建構到跨文化

差異的理解，最後則發展對目標文化的同理心。因此，跨文化認知是跨文化

溝通能力的重要基礎，先有前者奠基才能發展更高層次的跨文化溝通能力。 

2. 提升跨文化溝通能力與學習興趣 

根據朱我芯(2012)對跨文化寓言認知的研究，學生藉由了解故事的寓意

作為跨文化討論與應用的基礎，並對照母語文化與自身經驗，最後透過跨文

化討論比較與情境式任務的實施，引導學生客觀統整並分析母語文化與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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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異同。結果顯示學生的跨文化溝通能力增加，表示透過跨文化學習的

認知三階段歷程，可達到跨文化認知的提升，進而有益於跨文化溝通能力的

成長。此外，在針對美加華裔學習者所設計的跨文化課程中，亦可見在審美

觀、布袋戲及象棋的跨文化比較，確實可增加學生對華人文化的認知，並提

升學生對於跨文化學習的興趣，進而產生對華人文化的認同(陳奇聰、張瓊

惠，2012)。 

綜合上述，可發現第二文化學習以跨文化認知為首要目標之一，希望學

生透過跨文化理解，進而以客觀的角度面對文化差異。另外在實證研究中，

也顯示跨文化認知的提升確實可增進跨文化溝通能力，並增加學生對華人文

化學習的興趣。因此，在華語教學領域中，建立跨文化認知的重要性已不可

忽視，本研究亦以跨文化認知的提升為主要教學目標，讓學生藉此理解並接

納臺灣文化與英國文化的異同。 

華語跨文化認知的定義 二、

張春興(1996)提出認知是個體經由意識活動對事物認識與理解的心理

歷程，包括知覺、記憶、想像、辦認、思考、推理、判斷、創造等。文化學

習本身即屬於認知發展與行為調整的過程，不僅是文化知識的累積，更要透

過參與、體驗及實踐，將文化知識轉換成能力(張紅玲，2007)。由此可知，

跨文化認知除了對文化知識的理解之外，還需要藉由參與和實踐，探究母語

文化與目的語文化的差異，進而以正確的態度接受與面對。因此，在華語文

化教學領域中，欲提升學生的跨文化認知，必須從建立學生的跨文化知識與

培養其跨文化意識著手。 

(一)華語跨文化知識的建立 

肖仕瓊(2010)提出文化學習是獲取來自不同文化背景人士，進行溝通所

具備的具體文化知識(culture-specific knowledge)和普遍文化知識(culture- 

general knowledge)的過程，也是學習者認知、心理、情感和行為改變與調適

的過程。文化知識的獲得是語言教學的重要目標，也是跨文化能力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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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與目的語人士溝通，就得先了解其文化背景知識。劉珣(2000)認為華語教

學中的文化知識應具有語言的文化因素、目的語國家基本文化背景知識及專

門性文化知識三個層次，分述如下： 

1. 語言的文化因素 

指語言系統中各層次的文化內涵和語言使用規則，與詞彙、語法及語用

息息相關。若缺乏語言文化因素相關知識，就難以達到語言教學的目的。 

2. 目的語國家基本文化背景知識 

對目的語國家的認識，包括地理、政治經濟、社會制度、文學藝術等。

雖然對基本文化背景知識的缺乏不一定會造成溝通上的誤解，但卻是跨文化

溝通所應具備的能力，也是二語學習者感興趣的課程內容。 

3. 專門性文化知識 

建立在上述兩項文化基礎上，是為培養外籍學習者成為語言文化專業人

才所需建構的文化知識，如文化史與文學史等。除此之外，專門性文化知識

能夠為高層次的跨文化溝通奠基，針對外國學生的需求，提供符合學生語言

程度的文化內容。 

綜合上述，跨文化知識是跨文化教學中須達到的最基本能力，唯有先掌

握母語文化與目的語文化的異同，才能培養後續的跨文化溝通能力。隨著學

習者接觸目的語文化的時間越長，教師應設法協助學生將跨文化知識轉換成

情感與技能，讓學習者能夠具備跨文化意識，並將所學習的文化知識實際應

用在跨文化溝通上。 

(二)華語跨文化意識的培養 

歐洲語言能力分級架構(Common European Framework of Reference for 

Languages, CEFR)將跨文化意識定義為對母語文化與目的語文化之間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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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相異的知識、意識及理解。4跨文化意識讓學習者具有置換於雙文化背景

的能力，了解目的語文化人士的行為，並減少對目的語國家的刻板印象。

Chen 和 Starosta(1999)認為跨文化意識是構成跨文化溝通能力的要素之一，

其中的認知層面是由三階段所組成，包括：(1)依據刻板印象而認知表面文

化特徵；(2)與其他文化對比後，感知差別明顯的文化特徵(3)產生同理心，

接納對方文化。在此三階段中，從對異文化的刻板印象，到跨文化學習後能

比較文化差異，並嘗試以對方角度看待，最終產生理解對方文化的同理心。 

關於提升跨文化意識的原則與方法，畢繼萬(1998)提出華語教師與相關

行政人員最主要的工作應是幫助學生順利度過文化適應的過程，使其克服文

化衝擊，並且引導學生以正向態度面對華人文化。在課程實踐中，主要是課

程內容應與課外生活結合，將跨文化知識於相關情景中實際應用(徐子亮、

吳仁甫，2008)。教師可藉由創造真實情境，以實際文化產物介紹其特色，

並讓學生了解華人文化在生活中的行為與背後思維，引導學生辨識與理解母

語文化與華人文化的差異，而逐步建構學生的跨文化意識(彭增安，2006b)。 

華語跨文化認知課程設計 三、

(一)華語跨文化認知課程設計要素 

1. 分析學習者的跨文化認知需求 

姬建國(2011)提出教師在使用跨文化教學策略時，應符合學生的跨文化

認知需求，包括：(1)尊重並超越語言認知差異；(2)靈活運用教學法的基本

概念；(3)增強自身的跨文化意識。由於不同國家之間的語言與文化原本就

存在著客觀差異，教學上應以跨文化帶領學生理解，並熟悉教學法的應用，

學生才能跨越文化差異所造成的認知困難。最關鍵的如同本章第二節所述，

                                              

4
 Council of Europe. Common European Framework of Reference for Languages: Learning, 

Teaching, Assessment. 瀏 覽 日 期 ： 2014 年 3 月 3 日 。 取 自 ：

http://www.coe.int/t/dg4/linguistic/Source/Framework_EN.pdf。 

http://www.coe.int/t/dg4/linguistic/Source/Framework_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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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必須具備足夠的跨文化意識，才能分析與應對學生的跨文化認知需求。 

2. 融合網際網路教學 

陳品(2013)的研究指出，以往的文化教學多聚焦於節慶習俗的認識與傳

統技藝教學，忽略語言的表達與文化的理解，而網際網路融合多媒體的視覺

與聽覺，能夠強化學生的跨文化認知。該研究以《僑教雙週刊》為教材，並

輔以心智圖繪製，反映學習者的跨文化認知與理解，可提高跨文化溝通教學

的效能。 

3. 以活動方式習得華語文化 

錢奕華(2008)以臺灣華語系所學生至泰國海外實習為例，規劃泰國大學

生之跨文化學習課程，強調以「課室內、文化課程、交流課程」作為教學設

計概念，先在教室內作正式的課程學習，再以大地遊戲或闖關遊戲進行跨文

化互動，最後則是跨文化比較交流。藉由跨文化活動設計，學生除了能夠從

中習得語言與文化之外，也促進師生之間的互動，提升雙方的跨文化溝通能

力。在針對成年華裔學習者的跨文化課程設計中，無論是以布袋戲或象棋為

主題，皆可發現學習者熱衷於文化活動，藉由文化活動的體驗引導學生思考

文化差異，同時提升學生的跨文化認知和語言認知(李盈瑩、石蘭梅，2012；

林映均、郭之恬、蘇純慧、石蘭梅，2012)。 

4. 以主題課程為教學目標 

王秀惠、李易修(2011)提出以數位文化教材─歷史文化學習網，進行美

加地區與新加坡地區華裔學生之專門文化課程設計，主要以臺灣歷史與文化

為主軸，規劃一系列主題課程，包括時間制度、城隍爺與八家將、布袋戲及

海外華人的變遷與認同。從研究結果可知，無論華語程度高低，學生在課程

後皆提升跨文化認知，並加強學習動機。 

 

 



 

45 

 

 

(二)針對中學生之跨文化認知課程設計 

1. 以中學生身心發展為課程設計考量 

Carstens(2013)針對美國幼兒園至八年級(K-8)的學生進行一系列華語與

文化課程設計，其表示在規劃課程時應先了解學生認知情感的發展對學習的

影響。對於七、八年級的中學生而言，雖然在生理上已開始出現成人的樣貌，

但心理發展仍處於青少年的懵懂期。在課程活動設計時，應注意青少年的特

質，包括好勝心、對性別的敏感以及同儕間的互動，培養學生藉由團隊互助

訓練溝通技能，並加深文化差異的比較，達到對跨文化認知的理解。另外，

教師應注重「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形式，以趣味的方式將文化知識融入於

語言教學，在課堂中利用各種教學活動帶動學習氣氛，提高學習動機，讓學

生產生對文化的認知。 

2. 以生活文化為選材要素 

石蘭梅、李易修、蔡昀曄及張婕洋(2012)以審美觀作為跨文化教學主題，

開發兩套針對十一歲至十五歲華裔青少年的教案，其華語程度皆為零程度至

初級，打破以往語言為主文化為輔的華語教學模式。兩教案的差異為其一注

重歷史文化的比較，另一教案則以學生生活經驗切入，進而思考文化差異。

結果顯示以歷史為主軸的教案設計反而讓學習興趣下降，以生活文化切入探

討則確實能夠增加學生的跨文化認知，也提升學習興趣。由此可見，對於青

少年而言，選材應從生活切入，引導學生與自身經驗結合。 

3. 中學生的文化學習策略 

王瑞麗(2009)針對中學生的文化學習策略提出幾點看法：(1)充分利用教

材挖掘文化背景知識；(2)教師與學生應充分利用課程資源；(3)修正學生對

異文化的態度。首先，教師應注重教材的應用，發掘內含的文化知識，並善

用多媒體，將教學內容以不同方式呈現。同時以生活中可取得的材料，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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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雜誌報導等，創造文化差異議題，引導學生充分討論，以增加對跨文化

的理解。根據這三項文化學習策略，教師應以學生的學習為課程設計考量點，

除了注重教學內容篩選外，更需要清楚如何組織課程，並實際呈現在教學現

場，營造文化學習氣氛，才能產出真正適合中學生的跨文化認知課程。 

小結 

文化對於語言學習的重要性已無需贅述，然而，在來自多元文化背景的

學習者中，如何建立學生的跨文化溝通能力才是現今華語教學的重要目標。

本研究教學對象是來自英國的中學生，如何在短期內讓學生具備臺灣文化與

英國文化認知，並從中發展與培養跨文化溝通能力，是本課程主要目的。歸

納本章之文獻，為提升學生跨文化溝通能力，本研究以學者所提的文化對比

為主要課程內容，讓學生從臺灣與英國的相似文化對比至相異文化，減少學

生對臺灣文化的刻板印象，縮短文化差異距離，提升跨文化對比與溝通能力。

由於目前國內外針對華語跨文化教學的研究並不普遍，主要仍以英語為研究

範疇，而華語教學本身即為跨文化教學，加上臺灣文化的複雜性，在教學場

域中的文化衝擊難以避免。本研究即希望透過跨文化教學，讓學生對於臺灣

文化有更多認識，並重新反思英國文化，進而提升其跨文化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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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第三章  

本研究目的在於探討英國中學生的跨文化認知，進而建構短期華語跨文

化課程，因此選擇以質量參半的調查研究法與行動研究法進行。第一節先探

討本論文所使用之研究方法；第二節說明研究對象；第三節敘述研究流程與

步驟；第四節提出研究資料的處理與分析；最後第五節研討信度與效度。 

研究方法 第一節  

洪仁進(1991)認為教育研究同時包括教育的意義與研究的意義，以教育

場域中面臨之理論或實際問題為對象，並運用哲學或科學研究方法加以分析

與討論，最後提出合理可行的研究結論或因應策略。在選擇合適的研究方法

時，必須考慮研究目的，並了解該研究方法的性質與限制。本研究為設計與

發展可提升英國中學生跨文化認知之短期華語跨文化課程，並探討在教學現

場的實際應用，依據預設之研究目的與方向，選擇以質量並重的方式進行，

包括調查研究法及行動研究法。 

調查研究法 一、

調查研究法是以母群體或抽樣樣本為研究對象，5利用科學性方法蒐集

研究資料，再加以統計分析，以了解調查對象的看法、意見或態度。在教育

研究上，可藉由調查研究法蒐集現況資料與了解教育人員的態度，並依調查

結果擬定教育計劃，提出教育的改進策略(葉重新，2001)。調查研究的種類

很多，依照收集資料的方法而定，本研究將同時採用問卷調查法與訪問調查

法。以下針對問卷調查法與訪問調查法進行詳細說明： 

                                              

5
 在統計學中，母群體(population)指帶有某共同特徵的全體研究對象，抽樣樣本(sample)

則是從母群體中抽取的一個子集合。本研究所指之抽樣樣本即為母群體，是參與本課程

之 14 位英國中學生。邱皓政、林碧芳、許碧純、陳育瑜(2012)，《統計學：原理與應用》，

臺北：五南圖書書版公司，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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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問卷調查法 

在教育研究上常以問卷作為蒐集資料的工具，尤其是教育行政、課程與

教學方面的問題，藉由分析調查對象的填答了解其意見與態度，並針對研究

問題提出建議(葉重新，1991)。問卷可以郵寄或現場發放兩種方式進行，郵

寄問卷是將問卷郵寄給調查對象，請其填答完後寄還給研究者，現場發放則

是集合所有調查對象於同一地點，當場發放問卷並在填答後直接收回，藉以

蒐集所需要的資料(林生傳，2003)。因考慮問卷的回收率並確認由調查對象

本人填寫，本研究選擇現場發放問卷，並於調查對象填答完立即收回問卷。 

(二)訪問調查法 

在教育研究上，訪問調查法是研究者根據研究目的訂定計畫或程序，主

動與受訪者面對面或藉由電話、網路進行訪問，以獲得實證資料的一種方式

(林新發，1991)。訪問調查包括晤談和觀察兩部分，當訪談者直接面對面調

查時，不但與受訪者從事語言溝通，也對受訪者本身及其相關環境進行觀察

與瞭解。因為具有晤談與觀察兩大特性，因此訪問調查法對研究對象的深入

和瞭解，常常是其他研究方法所無法達成的(林振春，1992)。 

訪問調查分為結構性訪問、非結構性訪問及半結構性訪問三種。結構性

訪問有固定的訪問內容與程序，受訪者也從固定答案中選擇；非結構性訪問

是依據研究目的自由選擇訪問內容，同時提供受訪者彈性空間回答；半結構

性訪問介於前兩者之間，通常有預設好的訪問題目，讓受訪者自由回答，並

可視情況進行問題修改或延伸(林生傳，2003)。本研究為獲取合理與客觀的

資料，將採用半結構式訪談，在一定程序與內容下，提供受訪者足夠的空間

與彈性回應問題，期盼能從受訪者給予的回應中，深入了解跨文化課程設計

可發展與需要加以改正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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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研究法 二、

行動研究是由實務工作者將實際工作情境和研究相結合，以改善實務運

作為目的，採取批判、自省、質疑的研究精神，改進實務工作，並獲得專業

成長和提升。教育行動研究則是在教育情境中，由教育實務工作者(通常指

教師)進行，實踐其教育理想(潘慧玲，2004)。行動研究是以解決實務問題為

導向，在實務工作情境中發現問題，不斷檢討、修改、創造，促進研究人員

(同時亦為實務工作者)的專業成長(林重新，2001)。與其他研究方法不同的

是，行動研究能立即發現研究過程中所產生的問題，並設法修正改善，在行

動與研究中不斷前進。Lewin 首先提出行動研究的「螺旋循環模式」，認為

在行動研究歷程(如圖 3-1)中，包括規劃、行動、觀察及反省四階段，當完

成一循環後，又開始另一階段，如此構成迴圈不斷重複(吳明隆，2001)。本

研究由研究者執行教學實驗課程，因此採取行動研究法進行反思教學，隨時

調整課程。 

 

 

 

  

 

 

 

圖 3-1、行動研究循環歷程 

(資料來源：修改自吳明隆(2001)。《教育行動研究導論：理論與實務》(頁

77-80)。臺北：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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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對象 第二節  

學生參與者 一、

本研究以英國 Canterbury地區某中學 14 位學生為教學對象，其中男生

5 人，女生 9 人，9 位 7 年級生，5 位 8 年級生，皆為零程度。為符合研究

倫理，本文提及學生處皆以代碼 S1~S14 代稱之。有關於學生的背景資料如

表 3-1 所示： 

表 3-1、學生參與者之背景資料 

學生

代碼 

年

齡 

性

別 

第一

語言 

其他

語言 

家中是否有華

語為母語者 

是否學習

過華語 

是否到過臺

灣或中國 

S1 12 女 英語 法語 否 否 否 

S2 14 男 英語 法語 否 否 否 

S3 13 男 英語 無 否 否 否 

S4 14 女 英語 無 否 否 否 

S5 13 女 英語 無 否 否 否 

S6 13 女 英語 法語 否 否 否 

S7 13 男 英語 無 否 否 否 

S8 13 男 英語 無 否 否 否 

S9 13 女 英語 法語 否 否 否 

S10 13 女 英語 德語 否 否 否 

S11 14 女 英語 無 否 否 否 

S12 14 女 英語 無 否 否 否 

S13 14 女 英語 法語 否 否 否 

S14 13 男 英語 無 否 否 否 



 

51 

 

教師參與者 二、

本研究共有三位教師參與者，分別為兩位英國中學隨隊教師，另一位則

是與研究者共同備課與教學的華語教師，上述三者皆全程參與本課程教學實

施。關於教師參與者之背景資料，將於第五章第三節─教師訪談中說明。 

課程進行之前，研究者已獲得英國中學校長、隨隊教師及學生的同意，

並在臺灣中學校長與教師的許可下進行研究。6在獲取知情同意書後(詳見附

錄一)，針對華語教師、英國中學隨隊教師進行訪問，以訪問結果與學生問

卷調查作為本論文重要研究資料。本研究將採用匿名的方式分析所蒐集之資

料，了解本課程提升英國中學生跨文化認知之可行性與發展建議。 

研究過程 第三節  

本研究以調查研究法與行動研究法進行資料蒐集與分析，整體過程可劃

分為四階段，分別為課程規劃期、教學實施前期、教學實施期及教學實施後

期，以下就此四階段逐一說明： 

課程規劃期 一、

在確立研究方向與研究目的後，首先整理相關文獻，針對華語文化教學、

跨文化課程理論及華語跨文化認知能力進行探究。接著依循文獻內容規劃課

程，同時調查國內外重要華語短期語文班課程規劃(詳見第四章第一節)，作

為研究參考。期間數次與共同教學的華語教師會議討論，以校方的需求為考

量，進行最後整合與規劃。希望結合各項文獻、課程調查及教師意見下，能

夠發展出可提升英國中學生跨文化認知之華語短期語文課程。 

                                              

6
 本論文研究倫理參考自教育學門相關之學術倫理守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研究發展處研

究倫理中心。教育學門保護研究對象倫理信條。瀏覽日期：2013 年 4 月 26 日。取自：

http://www.acad.ntnu.edu.tw/7admiss/recruit.php?class2=8&class=7101 

http://www.acad.ntnu.edu.tw/7admiss/recruit.php?class2=8&class=7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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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實施前期 二、

結束文獻分析與課程設計後，開始編制預試與前、後測問卷。研究者先

以預試確認問卷的信效度，再進行修改，後續以正式測驗之前測問卷調查學

習者對臺灣文化認知的現況。問卷包括三大部分：第一部分為學生的資料背

景；第二部分為學生對臺灣文化的認知；第三部分則是學生對跨文化主題的

喜好。前測於課程開始之前發放，讓學生於教室填寫作答。 

教學實施期 三、

前測問卷施測後，立即開始本課程教學實施。課程時間為期兩週，每堂

課皆以課室錄影記錄教學實況，並由教師撰寫教學日誌，詳細記錄教學時學

生的反應與所面臨的問題。每堂課程後，根據課室錄影與教學日誌的紀錄，

加上與共同教學的華語教師面議討論教學狀況，進行教學修正。 

教學實施後期 四、

為深入驗證資料並使研究更完整，本研究採用半結構式訪問，了解華語

教師與英國教師對本課程實施的觀察與建議。若受訪者對於訪談問題有興趣，

願意延伸或深入探討，研究者會再進一步提問，希望能夠獲得多方面資訊。

為了詳細記錄每一位受訪者的訪問資料，在訪問前已先告知受訪者將錄音，

以利完整分析訪問內容，進行後續研究探討。 

最後集結文獻分析、教學日誌、問卷調查及訪問調查互相交叉比對，檢

視資料的信度與效度。根據所得結果，分析英國中學生對跨文化課程的學習

成效，並提出未來跨文化課程設計在華語短期語文班有效及可行的方式。總

結以上所述，歸納出本論文研究過程如表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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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研究過程表 

研究階段 參與者 研究規劃 

課程規劃期 

研究者 

確立本研究之研究方向與研究問題。 

整合文化教學、跨文化課程理論及華語跨文化

認知能力等相關文獻。 

調查國內外華語短期語文班課程規劃。 

研究者 

華語教師 
規劃與設計跨文化課程內容。 

教學實施前期 

研究者 編制問卷與訪問大綱。 

研究者 

預試對象 
預試並修改問卷。 

研究者 

英國中學生 
前測問卷填答。 

教學實施期 

研究者 

英國中學生 

華語教師 

英國教師 

開始教學實施，進行課室觀察與撰寫教學日誌。 

教學實施後期 

研究者 

英國中學生 
後測問卷與意見調查表填答。 

研究者 

華語教師 

英國教師 

訪問教師對於本課程之心得與建議，並以錄音

筆記錄訪問結果。 

研究者 

將蒐集之資訊加以分析比對，檢視跨文化課程

對提升英國中學生跨文化認知之成效，並提出

相關發展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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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蒐集與分析 第四節  

本研究的資料蒐集方式除了文獻之外，尚包括問卷調查、教師訪問及教

師反思，以下分別敘述之。 

問卷調查 一、

本研究的樣本群為 14 位英國中學生，問卷以文獻探討所整理出的結果

進行設計，包括開放式與封閉式問題，主要了解學生對於臺灣文化的認知以

及對跨文化教學主題的喜好。問卷編制參考郭生玉(1997)所提出之流程進行，

共分為六個流程如下： 

1. 確定要蒐集的資料 

根據文獻的分析整理，初步彙整臺灣文化認知相關問題，篩選比較後整

理出問卷初稿。 

2. 決定問卷形式 

為了更深入了解學生對臺灣文化的認知情況，每題除了封閉式選項外，

皆設有開放式填答，學生必須依照個人對臺灣文化的認知舉例，希望藉此獲

得更完整的資訊以進行詮釋與分析。 

3. 擬定問卷題目 

由於目前國內外針對華語跨文化認知的研究尚不足，多以探討跨文化意

識的情感面為調查目標，缺乏切合本研究以認知為目的之問卷模式可供參考。

因此本研究以其他外語文化認知相關文獻與多元文化認知測驗作為參考(朱

我芯，2011；陳瑛慧，2010；顏素霞，2006)，編制適合本研究之問卷內容。 

4. 修正問卷 

問卷編制初步完成後，研究者請華語教學領域之四位專家學者協助審核

內容，並面對面進行會議，討論需要修正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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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預試 

預試者以立意抽樣選擇與教學對象年齡相仿，且同為英語系國家的學生

共八位，以現場發放問卷與網路問卷並行(請參閱附錄二)。根據預試者的問

卷填答與修改建議修正，確立完整的問卷內容。 

6. 正式測驗 

本研究在課程前後分別進行前測與後測，前測問卷包括學生背景資料、

對臺灣文化的認知以及對跨文化主題的喜好。後測問卷與前測問卷雷同，僅

刪除學生背景資料，並增加文化認知的題目，以更深入了解學生的認知程度

(請參閱附錄三與附錄四)。 

在問卷分析上，封閉式問題採用李克特量表(Likert scale)計分，7以敘述

統計分析之。首先計算各問題的平均值與標準差，接著依跨文化主題分類，

比較前、後測差異，根據前、後測差距大小判斷其對臺灣文化認知的提升程

度，以及對跨文化主題喜好的變動情況。開放式填答則是學生對臺灣文化認

知的描述，必須針對各問題舉例說明，以證明其勾選的選項確實符合實際上

的跨文化認知程度，增加問卷的信效度。 

訪問調查 二、

訪問是研究者「尋訪」、「訪問」被研究者並且與其進行「交談」和「詢

問」的一種活動，屬於一種研究性交談，是研究者透過口頭談話蒐集或建構

第一手資料的一種研究方法(陳向明，2002)。本研究為探討教師對此課程設

計的意見與看法，訪問英國中學的二位隨隊教師與共同教學的華語教師。透

過兩位英國中學教師，能夠了解本課程設計的價值與需要改進之處；透過共

同教學之華語教師，能知其對課程的構思與教學心得。 

                                              

7本研究採用李克特四點量表計分，1 分代表非常不了解(非常不喜歡)；2 分代表不太了解 

(不太喜歡)；3 分代表還算了解(還算喜歡)；4 分代表非常了解(非常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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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本研究的訪談規劃與步驟，參考周新富(2007)提出的程序進行： 

1. 擬定訪問大綱 

了解受訪者的想法是訪談研究的中心目標，一個結構鬆散的訪談綱要能

夠提供一些架構讓雙方作接觸(Bogdan & Biklen, 1997/2001)。本論文依據研

究目的設計訪問題目，在英國教師方面，主要探究參訪團背景、觀課心得及

課程建議(請見附錄五)，華語教師方面則是課程規劃與實施的心得、困境及

建議(請見附錄六)。訪問之前，研究者均先預備訪問大綱給受訪者，讓受訪

者預先準備，減低在訪談過程中的緊張。 

2. 檢視與修正訪問大綱 

為確認訪問題目的恰當與否，研究者與兩位學者專家討論，以面對面會

議方式進行，將不適當的題目進行修正或刪除。 

3. 進行訪問 

為了在既有的架構中獲得資料，但也同時能夠讓受訪者積極參與，本研

究選擇與受訪者面對面進行半結構式訪問。訪問時根據訪問大綱順序提問，

再從中提出相關的延伸問題，希望受訪者能夠更深入地敘述說明。為了詳細

記錄受訪者所言，研究者在訪問中進行錄音，並用紙筆紀錄重點。 

4. 訪問分析 

訪問分析主要以錄音內容與訪問筆記為研究材料，找尋能夠解答研究問

題之處，以課程參與心得、學生學習成效觀察及未來課程建議三方面進行探

討，將教師所陳述的內容逐句歸類，整理歸納為本研究重要結論。 

教師反思 三、

教師反思為行動研究中相當重要的一環，教師可藉由反思修正課程內容

或教學方法。本課程主要由兩位老師教學，一位為研究者本身，另一位則是

臺灣中學受過華語專業訓練之教師。藉由兩位教師的教學日誌與課室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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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看出學生對於各教學主題與教學方法的反應，並於課後討論教學狀況，逐

次修改上課方式與課程內容。由於問卷調查與訪問調查無法記錄課程實況，

而學生在課程中的反應往往是改善教學的重要考量，因此教師反思記錄有其

參考價值。雖然教師反思並非本研究主要的資料分析來源，但可填補問卷調

查與訪問調查的不足，同時與統計和訪問結果相對照驗證。 

研究信度與效度 第五節  

研究信度 一、

質性研究的信度是指不同參與者透過互動、資料蒐集、紀錄與分析，對

結果的詮釋有一致性，但由於質性研究注重個案的經歷與過程，不同研究者

的解釋也大不相同，因此其信度不容易達到(林重新，2001)。因本論文為行

動研究，研究者即教學者，易於教學過程中產生盲點與迷思。為避免研究者

的主觀意識影響結果，採用下列方式作為本研究之信度： 

(一)專家檢核 

本研究進行過程中，邀請四位在國立大學華語教學相關科系任教之專家

學者，參與課程設計與問卷編制之審視與檢核。四位專家對於量化研究、質

性研究及跨文化課程設計具有豐富的經驗，對於教學內容與問卷編寫皆仔細

審查並給予專業意見。本研究依據專家所提出的建議進行修改，期望能更貼

切研究目的，提升本論文之可信度。另外，研究者亦與三位具有華語教學經

驗的教師討論課程內容，避免因個人對跨文化的偏好或成見影響課程內容的

客觀性。華語教師亦針對跨文化議題提出許多不同觀點，提升跨文化面向的

多元化與豐富度。 

(二)參與研究者之觀察 

課程實施期間，除了研究者本身，尚有其他參與研究的華語教師共同協

助記錄。研究者將參與研究者於課程所記錄之內容與研究者本身的記錄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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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對，檢視內容的一致性，並共同討論課程間所觀察的現象。待資料統整歸

納後，亦邀請參與研究者共同審視資料，以求資料分析之正確性。 

(三)資料記錄之正確性 

研究資料主要透過機械與人工兩方面記錄。本研究以課室錄影記錄教學

現場實況，教學者亦於教學空檔中記錄教室內所發生的情況，以確保能夠真

實記錄教學現場的情形。在教師訪問過程中，則以錄音機記錄研究者與受訪

者的發言，並用紙筆記錄訪問重點，結束時再次向受訪者確認所記錄資料之

正確性。 

研究效度 二、

研究效度即為研究者的觀察、記錄與分析是否能夠達到研究目的，回答

研究問題。Lincoln 和 Guba於 1984年提出對研究效度的見解，認為在控制

質化研究的效度上，可從確實性(credibility)與可轉換性(transferability)兩方

面加強(胡幼慧，2002)。另外，為了減少資料分析時的偏差，並且更全面性

地了解研究現象與事實，通常採用一種以上的方法收集資料，稱為三角交叉

檢視法(triangulation)。本研究以三角交叉檢視法收集各方資料，相互驗證以

確保能達到研究之客觀性，並提升效度。其所涵蓋的內容如下： 

1. 專家驗證 

包括研究者、專家學者及華語教師共同審核課程設計、問卷編制及訪問

大綱，加上研究者課後反思，檢證研究結果。 

2. 方法驗證 

藉由調查研究法與行動研究法來詮釋研究資料。 

3. 資料驗證 

包含問卷調查、訪問錄音、教學日誌以及學生意見回饋單等，進行相互

比對，再次檢視所蒐集之資料，增加研究的可信度與準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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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華語跨文化主題課程設第四章  

計與實施 

本章將說明短期華語跨文化主題課程的設計與實施。在第一節中，調查

現今國內外重要之短期華語文化課程；第二節敘述本課程的設計模式，包括

教學理念、設計流程、需求分析、課程目標、課程評量、教材選擇、教學方

法等；第三節則提供課程設計範例，包括單元設計、單元構想及單元教案；

第四節主要敘述各單元實施歷程與教學檢討，紀錄本課程實施流程，以及各

單元實施後的觀察。 

國內外重要短期華語文化課程之調查 第一節  

由於市場的需求，目前國內外舉辦許多短期華語課程，包括短期密集班、

夏令營及遊學團，為了使學習者能夠在語言學習之餘，體驗中華文化，提升

學習興趣，短期華語課程中幾乎都會囊括文化課程。本研究首先調查國內外

幾個重要的短期華語課程，了解現行的短期課程如何安排文化內容，並訪問

各單位行政人員或華語教師，希望透過第一手資料清楚目前短期文化課程的

走向。研究者將所調查的短期華語文化課程資訊列表整理如下(表 4-1)： 

表 4-1國內外重要短期華語文化課程內容整理 

教學單位 課程類型 文化課程 教學方式 

國立臺灣師範

大學國語中心 
中文三週速達班 

書法、國畫、功夫、扯

鈴、茶藝、中國結、剪

紙等。 

「做中學，學中做」，

以體驗課程為主。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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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國內外重要短期華語文化課程內容整理(續) 

教學單位 課程類型 文化課程 教學方式 

國立臺灣師範

大學進修推廣

學院 

華裔青年語文研

習班(18~24 歲) 

書法、國畫、扯鈴、功

夫、串珠、結繩、童玩、

捏麵人。 

文化體驗教學，教師先

示範，學生製作成品。 

淡江大學華語

中心 

華裔青年語文研

習班(14~17 歲) 

剪紙、國劇臉譜、美

食、民謠、書法、童玩、

編織、結藝、紙藝、篆

刻、扯鈴、中國功夫、

民族舞蹈等。 

皆為手作課程，剪紙、

書法與國劇臉譜會進

行文化背景的說明。 

淡江大學華語

中心 

短期密集華語研

習營 

文化參訪，如淡水古

蹟、傳藝中心、臺北

101、市政府、日月潭、

中臺禪寺、地震園區。 

利用參訪活動認識臺

灣，行前教師會利用一

堂課介紹該文化，讓學

生有基本了解。 

國立臺北教育

大學 

暑期海外兒童及

青少年華語夏令

營 

書法、國劇臉譜、篆

刻、剪紙、串珠、美食、

原住民文化、節慶文化 

體驗課程為主，但華語

課會先教學文化課的

相關用語。 

Teaching 

Chinese 

Resources 

STARTALK 

Goodwill Student 

Program 

扯鈴、陀螺、中國功

夫、舞龍舞獅 

體驗課程為主，華語課

會先教學文化相關詞

彙與動作。文化課由專

業教師先示範，學生跟

著做，並於期末演出。 

(資料來源：整理自國內外各華語教學單位網站與本研究訪問資料) 

除了網路查詢相關課程外，研究者另以面對面口頭訪問的方式(訪問大

綱請見附錄七)，依學生背景、文化課程特色、文化課程規劃建議分述於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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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三週速達班 

1. 學生背景多元 

18歲以上，一班 6~12人，來自各國，多是利用短期到臺灣體驗文化與

學習華語，因此開設文化課程能夠提供學生認識臺灣文化的機會。 

2. 文化課程選擇多元 

文化課由專業文化老師任課，共有 10 堂，每次 2 小時，學生可從 7 種

文化中選擇 3種參加。每梯次的文化課程不同，視文化老師開課情況而定。

文化課程並無統一教材，也不硬性規定學生參加，屬於較為輕鬆的課程。 

3. 建議選擇好操作、容易完成的文化課程 

受訪者建議避免挑選太難操作的文化，例如中國結。中國結在示範時學

生很難看得清楚，需要更多人力協助，教學成果較難呈現；反之，書法與國

畫是學生容易上手的課程，也較有成就感。因此最好選擇可多人合作完成的

課程，或容易觀察教師示範的課程，對學生的學習狀況較佳。 

(二)華裔青年語文研習營(14~17 歲) 

1. 學生多為華裔背景 

主要是海外華裔青少年(14~17 歲)，約 260 位學生，大部分來自美國，

也有其他約 20 個國家學生參與，增加海外青少年認識臺灣的機會，並促進

國際交流。 

2. 主題式文化課程規劃 

文化課程主要是教師自編教材，教學者通常為具有專業文化技能的華語

教師，能掌握學生的語言程度，同時在文化課程帶入語言學習。課程目標除

了讓學生體驗臺灣的傳統民俗，也希望學生能將完成的成品帶回居住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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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學習成果。該營隊每週舉辦一次文化主題課程，上午觀賞與臺灣文化有關

的電影，下午則到相關景點參訪。例如上午觀看《艋舺》，下午則到剝皮寮

參訪，而在華語課也會針對景點進行相關詞語教學。藉由主題式文化課程，

學生更能在實地環境中體驗臺灣文化。 

3. 建議應針對學習者年齡進行課程規劃 

受訪者建議應依照學習者的年齡進行文化課程規劃，若是青少年可增加

體驗課程的比例，而以成人為主的營隊則適合先作講解再進行體驗課程。另

外，教師的篩選也相當重要，必須具備基本的文化知識，並且有教學熱忱，

能夠帶領學生在良好的課室氣氛中認識臺灣文化，否則文化課對學生來說只

是打發時間的課程，就失去原本的意義。 

(三)華裔青年語文研習營(18~24 歲) 

1. 多以華裔學生為主 

大部分學生為 18~24 歲目前居住於海外的華裔青少年，依照學生來源

不同，有以國別為主的梯次，亦有來自各國的學生所組成。課程實施期間為

6 週，學生可從 6 種文化主題中選擇 4 種，每週有 4 堂文化課，每堂上課 5

次，在文化的學習上能夠由淺入深。 

2. 專業文化教師教學 

文化課程規劃是以歷年學生的反饋為參考，由文化成品的完成度與學生

的興趣篩選汰換。由於華裔學生在居住國對臺灣文化或多或少已有認識，必

須選擇文化專業能力極高的教師，教授更高難度的文化課程，才能引起學生

的興趣，因此該課程的文化教師皆有豐富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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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文化課程融合參訪行程 

該課程每週三下午會帶領學生到臺北近郊參訪，而參訪地點的選擇以能

夠代表臺灣文化或是能引起學生共鳴為主，例如九份除了風景宜人外，山城

的故事與臺灣文化的關係也吸引學生。讓學生能夠親眼觀察臺灣文化，並融

合課程內容，可讓學習更有效率。 

4. 建議文化課程具備體驗的元素 

在短期文化課程的規劃上，受訪者表示華裔學生的特性與一般外國學生

不同，加上僑委會對華裔學生來臺學習給予補助，在文化課程方面要多讓學

生體驗，學生有新鮮感才有學習動機，主要的授課方式即為實際操作，尤其

是年紀越小的學生，實際操作課程的比例應該要提升。 

(四)短期密集華語研習營 

1. 學生背景相近 

該營隊以遊學團的方式規劃，對象大多是同一個大學中文系的學生，人

數則依團體而不同，屬於客製化的營隊，學習時間約 3~4週。 

2. 認識臺灣多元面貌為文化參訪的考量 

由於學習對象年齡層較大，並無安排手作課程，改以文化參訪讓學生認

識臺灣。營期其中 3個週末安排文化參訪行程，由華語教師或行政人員依照

學習者需求規劃。受訪者以某美國大學團為例，參訪地點以歷史傳統文化、

臺北城市印象及自然環境為考量，帶領學生從不同的面向認識臺灣。行前先

以一堂課介紹參訪地點的文化特色，在參訪時也會安排解說人員。參訪結束

後，學生必須在華語課分享心得，訓練學生的口語能力。受訪者表示，中文

程度高且年齡較大的學生對此類型的文化課程較有興趣，參與度也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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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暑期海外兒童及青少年華語夏令營 

1. 以海外兒童與青少年為主 

以來自海外 70~80 位 6~15 歲學童為對象，依照年齡和語言程度分班，

每年舉辦 2梯次，營期 4週。 

2. 以學生的身心發展為課程規劃的考量 

在文化課程規劃上，主要參考臺灣各地所舉辦過有意義的文化活動，以

學生年齡、身心發展及課程活潑度為選擇要素，並由往年學生對課程的反應

與教師教學狀況進行篩選。由於學生年齡層低，不希望整天學習華語，加入

文化體驗課程是一種提升學習動機的方式。在文化課程中，可以訓練學生聽

從文化教師的指令，也是另一種輕鬆的語言學習。 

3. 文化教學風格活潑 

文化教師來源有二，一種是華語中心具有文化專長的教師，另一種則是

專業的文化教師。專業文化教師授課時，會安排輔導員在旁協助，若有語言

溝通的問題可及時解決。無論是學生或家長皆認為該營隊的授課方式活潑，

文化課程有趣，因此有許多回流的學生。在華語課中，教師會根據學生的程

度與文化課程連結，例如篆刻課之前，程度較低的學生學習相關動詞，程度

較高的學生則學習「陰刻」、「陽刻」等專有名詞。 

4. 針對學習者年齡規劃課程 

受訪者認為文化課程規劃需要依照年齡而定。以青少年而言，較不容易

觀察學生喜好，因此要透過輔導員協助詢問學生背景，規劃出適合的課程。

目的性也是考量之一，若是要讓學生體驗文化，就大量安排體驗課程，但動

態與靜態活動須平衡，要讓學生覺得有趣、好玩。另外，參訪活動也可以和

華語課或文化課搭配，先在課程中學習相關內容，參訪時解說人員再進行講

解，學生更容易記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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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STARTALK Goodwill Student Program 

1. 多為當地主流學校學生 

美國星談計劃包括許多暑期中文營，以 2013年南加州中文學校與 Dean 

L. Shively middle school合辦的營隊為例，營期為 5週，由 30 位 10~14歲該

校的學生組成，多為零程度。 

2. 重視體驗的專業文化課程 

文化課程共 4 堂 16 小時，由臺灣聘請專業文化教師進行教學。由於文

化教師以華語授課，課前華語教師會先教授相關詞彙，如在舞龍舞獅課前，

先學習「上」、「下」、「左」、「右」，以利學生操作時能聽懂指令。由於成果

發表時將表演所學的文化，學生利用課餘時間練習，並從中選擇較為喜愛的

項目表演。對年齡層較低的學生而言，文化體驗課能引起學生好奇，並且藉

由大量練習，在操作技巧上有所提升，增加學生信心與對臺灣文化的喜愛。 

綜合以上國內外短期文化課程調查結果，可歸納出幾點特性，作為研究

者設計課程時的參考： 

1. 針對學習者的特質 

需要視學生的年齡而定，年齡越小的學生越需要體驗課程。在課程的分

配上必須平衡動態與靜態活動，以符合學生學習風格的不同。文化課程若和

華語課程、參訪行程配合，尤其是一系列的主題課程，會有相輔相成的作用，

能夠幫助學生學習。 

2. 注重學生的成就感來源 

選擇學生能夠達成目標的文化主題，讓學生有作品呈現或是動態演出，

提升學習成就感，才會有意願繼續學習。課程的趣味性亦為能否引起學生興

趣的關鍵，學生越能融入課程，就能帶給他們更多對於臺灣文化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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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課程協助者的參與 

文化課程複雜多元，專業文化教師的語言未必能夠正確傳達至學生，此

時助教的角色便相當重要。藉由助教的協助，無論是語言翻譯或是實作輔導，

都能使課程順暢許多。同時，因為個人的興趣與專長不同，在不拿手的活動

中若有人從旁協助，也能提升學生的信心。 

觀察現今國內外的短期華語文化課程，多數主要為文化體驗，課程進行

前並無文化背景的介紹，或是文化比較，難免讓學生只學會技巧而無法提升

在文化認知上的成長。為了能夠結合各短期華語文化課程的長處，並且增加

學生在跨文化之間的思考，提升對異文化的尊重，研究者在進行文化體驗課

前先安排跨文化課程，希望藉由介紹臺灣文化與反思英國文化中，培養學生

的跨文化意識，提升跨文化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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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語跨文化課程設計模式 第二節  

教學理念 一、

在學習語言的過程中，文化往往影響著溝通的成功與否，也是許多學習

者在實際對話時感到困擾之處。基於文化對語言學習的重要性，國內外許多

華語教學單位逐步開設文化課程，讓學生在學習華語的同時也能夠認識中華

文化。這些來自各國的華語學習者，不論在彼此互動或是與華人社會交流的

過程中，必定會產生跨文化溝通。因此，跨文化相關理論在外語教學領域開

始受到重視，許多學者提出跨文化教學的原則與策略，以提升華語學習者的

溝通成效。本課程擬從跨文化角度進行短期文化教學，提升外語學習者對臺

灣文化的認知，培養學生跨文化溝通能力。本課程之教學理念重點如下： 

(一)主題式教學 

主題設計與教學重視整合性學習，是早期語言課程的重要教學方法之一，

尤其是中學階段的學生因其智力與身心發展，適合串連相關學科或語言內容，

發展主題課程(Curtain, 2008/2011)。主題教學的活動設計都應圍繞著該主題，

依照學習者的程度與特質調整課程，因此在教學方法上更具彈性(張于忻，

2012)。另外，主題課程也強調情境的真實性，讓學生與生活連結，更易於

記憶與使用。本研究因教學對象正處於中學階段，加上短期課程應注重學習

者的特質，在課程規劃上以主題式教學為主軸，期望能以輕鬆活潑的教學帶

領學生藉由不同主題單元認識臺灣文化。 

臺灣文化是中華文化當中重要的地域文化之一，由於特殊歷史背景與地

理位置，除了受到鄰近地區的閩南與客家文化影響外，也融合來自南島的原

住民文化，以及過去荷蘭、西班牙、日本的殖民文化，造就臺灣文化的獨特

性。如此多元的文化特性在長時間歷史演變中分合，無論是人文藝術或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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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已發展出與傳統中華文化不盡相同的地域文化。8由於本課程教學場

域在臺灣，若以臺灣文化為課程主體，學生除了課室學習外，亦能從課外生

活中親身體驗與接觸，增加實踐跨文化溝通的機會，提升學生的跨文化認知。

因此，本課程以臺灣文化為主題中心，延伸出五個相關主題單元，包括臺灣

生活文化、臺灣民俗文化、臺灣飲食文化、臺灣藝術文化及臺灣休閒文化，

並由主題單元各發展出兩個子課程，總共十個課程，如圖 4-1 所示。 

 

圖 4-1、本研究之課程架構 

(二)多元智能理論 

由於多元文化日漸受到重視，強調應平等尊重各文化，培養學生的國際

                                              

8中華民國交通部觀光局。文化之旅。瀏覽日期： 2014 年 5 月 24 日。取自：

http://taiwan.net.tw/m1.aspx?sNo=0001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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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與跨文化溝通能力成為外語教學的重心。多元智能與多元文化的理念不謀

而合，世界上不同文化所注重的智能不同，因此文化背景對認知發展階段有

很大的影響(王為國，2006)。多元智能由 Gardner(1983)提出，強化其對人類

認知的跨文化觀點。他認為每個人都具有八種智能，分別為語文、邏輯數學、

空間、肢體動覺、音樂、人際、內省及自然觀察，每個學生所擅長的智能比

例不同，造成學習風格的差異。多元智能課程應以主題教學進行，主題教學

能夠建構環境，讓學習者將既有經驗與新進知識結合運用，並在課程中發揮

內在天賦(Armstrong, 2000/2003；Campbell, L., Campbell, B., & Dickinson, 

1998/1999)。因此，本研究以多元智能作為主題課程發展的輔助，每單元課

程至少含有四種智能，以平衡學生學習風格之差異，達到學習成效(表 4-2)。 

表 4-2、各主題單元課程所運用之多元智能 

主題名稱 單元課程 多元智能運用 

臺灣生活

文化 

認識臺灣 語文、空間、音樂、內省、自然觀察 

文化衝擊 語文、肢體動覺、人際、內省、自然觀察 

臺灣民俗

文化 

節慶─端午節 語文、肢體動覺、人際、內省 

社會習俗─數字顏色 語文、邏輯數學、人際、內省 

臺灣飲食

文化 

飲食文化 語文、邏輯數學、肢體動覺、人際、內省 

飲茶文化 語文、肢體動覺、內省、自然觀察 

臺灣藝術

文化 

戲劇─布袋戲 語文、肢體動覺、音樂、人際、內省 

漢字書法 語文、肢體動覺、人際、自然觀察 

臺灣休閒

文化 

休閒藝術─剪紙 空間、人際、內省、自然觀察 

傳統活動─象棋 語文、邏輯數學、空間、人際、內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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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設計流程 二、

(一)重理解的課程設計(Understanding by Design, UbD) 

課程設計包括課程要素的選擇、組織及安排的方法過程，從擬訂教學目

標、選擇組織教學活動到執行評鑑技術，為了達成教育目標而設計的一套具

體而實用的產物(黃政傑，1991)。Wiggins & Mctighe (2005)認為課程應是從

學習結果作邏輯性的推論，而非從教學方法、教材與教學活動等零碎的素材

衍生，課程設計者必須先清楚成果，才能反推出符合成果的教學內容。為了

達到學習者中心、多面向理解及多元評量三大核心概念，兩位學者將傳統的

課程設計修改為重理解的課程設計，也稱為逆向設計(Backward Design)，其

課程設計程序分為三階段，分別為(圖 4-2)： 

1. 確認期望的學習結果(Identify desired results) 

2. 決定可接受的評量證據(Determine acceptable evidence) 

3. 設計學習經驗與教學活動(Plan learning experiences and instructions) 

 

圖 4-2、逆向設計課程發展階段圖 

(資料來源：Wiggins, G. & McTighe, J. (2005). Understanding by Design, p. 18, 

Virginia: Association for Supervision and Curriculum Development.) 

 

確認期望的
學習結果 

決定可接受
的評量證據 

設計學習經驗
與教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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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三階段中，課程設計者應先預設學習者在課程後能學到什麼，接

著評估如何得知學生已達到教學目標，最後則根據教學目標與評量證據進行

課程內容與教學方法設計。在逆向設計過程中，課程設計者需反覆檢視預定

的教學目標，以確認所規劃之課程內容與教學方法能夠與最初的預設相符。 

由於華語短期語文課程教學對象的學習目標與一般常態性課程不同，需

要具備活潑與彈性的教學特色，而逆向課程設計即是以學習者中心為訴求，

從學習目標設立到教學內容展現進行系統性規劃。本研究以逆向課程設計為

基礎，依循其理論架構進行本課程之規劃： 

1. 階段一：確認期望的學習結果 

先以外語教學目標 5C中的文化與比較兩項標準確認終極學習目標，並

針對學生的學習需求發展課程目標 (Goals)、問題 (Questions)、理解

(Understandings)及知識技能(Knowledge and skills)。 

2. 階段二：決定可接受的評量證據 

預設檢視學生學習成果的評量方式，根據階段一的結果，以實作任務

(performance tasks)與其他證據(other evidence)作為對學生學習的多元化評估，

包括課程間的形成性評量與課後的總結性評量。 

3. 階段三：設計學習經驗與教學活動 

配合階段一與階段二的成果，組織本課程教學內容與設計教學活動，包

括教材選擇與教學方法運用。 

三個課程設計階段完成後，經由與四位專家學者研討，並與共同教學的

華語教師多次面議討論與修改，並經由校方的檢核，最後確立本課程設計之

初步教學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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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設計內容 三、

(一)階段一：確認期望的學習結果 

1. 課程目標 

逆向課程設計中，目標設立是整個課程規劃的根基，影響後續評量方式

與教學方法安排，並能夠讓教師掌握課程的大方向。根據本研究課程與教學

對象，訂定之課程目標如下： 

(1) 以提升跨文化認知能力為主，華語學習為輔，學生能在短期間廣泛地認

識臺灣文化。 

(2) 達到外語學習目標 5C中的文化三角概念，包含觀念、習俗以及產物。 

(3) 達到外語學習目標 5C 中的文化比較概念，了解臺灣文化與英國文化的

差異。 

(4) 培養跨文化意識，懂得尊重多元文化。 

2. 需求分析 

需求分析是為了讓課程設計者在教學規劃之前，先清楚教學對象的學習

需求，藉此達到以學習者為中心的訴求，規劃出真正適用於教學對象之課程。

由於本研究教學對象為在學學生，為了不打擾學生的正規課程學習，所有與

英國中學的聯繫必須透過代辦的留學中心，加上英國學生不常使用電腦，僅

少數學生有電子信箱，透過網路調查學習者需求實為困難。考慮交流團來訪

時間緊迫與書信來往不便，礙於空間與時間上的限制，研究者難以進行針對

教學對象之需求分析。因此，本研究以下列兩種方式進行需求分析，希望能

更貼近教學對象的需求： 

(1) 預試者調查分析 

本研究進行問卷調查前，先以立意抽樣的方式，找尋和教學對象母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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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背景相似者進行預試調查，以確認問卷的可行性並進行修改。參與預試的

學生共有 8 位，年齡為 13~20 歲，來自美國、加拿大與英國。考慮時間與

空間因素，5位學生以現場發放問卷的方式進行，當場針對題目有疑慮處提

出修改建議；另 3位學生則填寫網路問卷，並於問卷回覆中提出對題目的修

改建議。由於預試者的母語文化背景和年齡層與英國中學生相似，從問卷填

答中可歸納出學生喜愛與不喜愛的文化主題，並確認問卷的可作答性，作為

研究者在文化課程主題與教學內容選擇上的參考。 

(2) 校方調查分析 

本交流團是由臺灣中學與英國中學兩校合作舉辦，除了跨文化課程外，

另有許多參訪及觀課行程，由臺灣中學為總課程進行籌畫，英國中學則是協

辦。由於無法親身對教學對象進行調查，本研究在課程規劃前，先請臺灣中

學與英國中學聯繫，整合學生、教師及校方意見，提出兩校對於本課程之需

求。課程規劃期間，研究者更與臺灣中學負責跨文化課程的華語教師進行多

次會議討論，盼能由此獲得更多課程規劃上的資訊與構想。最後歸納出兩校

對於本課程的需求如下： 

(a) 以臺灣文化為主，希望課程主題多元，介紹不同面向的文化。 

(b) 課程內容能夠搭配其他的參訪行程，學生能在課程上先學到基本知識。 

(c) 安排體驗活動，減少傳統式課堂教學，盡量讓課堂氣氛活絡。 

(d) 除了認識臺灣文化外，學生也能學習一些基礎華語。 

(二)階段二：決定可接受的評量證據 

逆向設計的第二階段為決定可接受的評量證據，在此階段課程設計者應

考慮如何證明學生的學習確實達到預期結果，Wiggins & Mctighe(2005)認為

重理解的課程應從說明、詮釋、應用、觀點、同理心以及自我認識六大面向

評鑑學生的學習成效。評量的形式主要分為形成性評量(formative evaluation)

與總結性評量(summative evaluation)兩種，其差異如下(Graves, 2000/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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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形成性評量 

在課程進行中可幫助教師了解學生的現況，隨時調整教學或實施補救課

程，學生也能掌握自己的學習成效。 

2. 總結性評量 

於課程結束後進行，讓教師清楚學生的學習成果與課程的實際成效，確

定教學目標是否達成。 

欲證明學生的學習成效，除了傳統紙筆測驗外，教師也可利用課室觀察、

學習單、實作任務、口頭報告及專題研究等其他方式進行評鑑。考慮本課程

內容與教學對象的性質，採用多元評量的方式，從不同面向檢視學生的學習

成效。在各單元學習過程的形成性評量中，研究者安排教師提問、學習單、

實作任務以及小組討論等，藉由學生的學習單與回饋反思，觀察其是否達到

該單元之學習目標。在課程完成後的總結性評量中，利用問卷填答與心得分

享，檢視學生對於整體課程的學習是否符合課程目標。最後教師根據學生的

兩項評量結果，對課程成果進行總評鑑。 

(三)階段三：設計學習經驗與教學活動 

1. 教材選擇 

(1) 華語教材的種類 

教材是學生與教師在學習與教學中的核心，雖然逆向課程設計強調應跳

脫教材既有的框架，但並非表示課程規劃不須任何教材作為參考。一般而言，

教材有兩種形式如下： 

(a) 坊間正式出版的現行教材 

現行教材經由多名專家學者審編與實驗教學，內容的正確性高，且符合

該程度之學習者，教師可直接採用或予以改編使用。在國內外常態性華語課

程中，多採用現行教材，包括《新版實用視聽華語》、《遠東生活華語》、《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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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字說華語》等，依照學生程度的差異選擇冊別。 

(b) 教師或華語中心自編教材 

依照學習者需求自行編纂，內容較具有特殊性，更符合特定需求之課程。

短期課程常使用自編教材，例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進修推廣學院所編之《發

現華語新樂趣》與淡江大學華語中心所編之《樂華文》。 

(2) 華語文化教材 

目前華語課程中的文化內容分為兩類，第一類以語言學習為主，第二類

則是專門性文化教材： 

(a) 以語言學習為主的文化教材 

分散在語言教材各冊各單元中，如《新版實用視聽華語》第五冊第二課

〈春節〉、《遠東生活華語》第二冊第九課〈我們去喝茶吧！〉、《生活華語快

易通》第七課〈入境隨俗〉，主要是以文化內容進行華語教學，仍著重於語

言上的訓練。 

(b) 專門性文化教材 

多為中級或中高級以上學生所設計，如《今日臺灣》、《中國文化叢談》、

《迷你廣播劇》、《中國文化面面觀》、《說漢語談文化》、《中國傳統文化與現

代生活》、《21世紀對外漢語教材：中國文化》等。 

根據本章第一節調查結果，目前國內多數短期文化課程的主要訴求為體

驗中華文化，並無使用正式教材，多是教師自編講義供學生參考。本研究同

為短期華語文化課程，因坊間並無針對零程度 CSL 中學生所編之專門文化

教材，而具有文化內容之華語教材並不適合本研究教學對象的華語程度。為

符合文化為主、語言為輔，並提升跨文化認知的教學目標，本課程自編學習

手冊，提供學生完整的課程架構，作為學習參考的依據。 

本課程在文化知識部分採用專書如《華人社會與文化》、《中英文化習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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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今日臺灣》等，以及有關中英文化比較之學術論文作為參考。在網

路資訊方面，使用僑委會臺灣書院所提供之文化課程資源為構想，並利用全

球華文網〈僑教雙週刊─兒童文化教材〉，規劃文化和語言之間的連結，使

課程內容能夠連貫順暢。本研究參考之〈僑教雙週刊─兒童文化教材〉單元

如表 4-3： 

表 4-3、本研究參考〈僑教雙週刊─兒童文化教材〉之內容 

期數 單元名稱 單元內容 

647 有趣的漢字(一) 
漢字的由來 

中外文字大不同 

648 快樂迎新年 

年的傳說 

過年的活動 

各國新年不一樣 

649 今年是龍年 

龍的傳人 

十二生肖故事 

其他國家也有生肖嗎 

650 餐桌上的禮儀 

華人餐具 

吃飯要注意的事項 

東西飲食習慣的不同 

653 
華人重要的節日

─清明節 

清明節的意義 

清明節的活動 

各國不同的祭祖方式 

654 好玩的遊戲 

早期童玩：抓週、扯鈴、毽子、陀螺、風箏、踩高蹺、

七巧板 

各國的童玩 

655 打招呼 

向長輩問好 

探病或拜訪 

中西打招呼方式的不同 

656 文房四寶 
筆、墨、紙、硯 

西方的寫字工具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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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本研究參考〈僑教雙週刊─兒童文化教材〉之內容(續) 

期數 單元名稱 單元內容 

658 端午節 
端午節的活動 

端午節的由來 

659 
有趣的漢字(二) 

─指事和會意 

加上符號造新字 

一看字形，就可以知道字義的字 

660 你叫什麼名字 
取名的依據 

東西方取名字習慣的不同 

661 臺灣小吃 
蚵仔煎、虱目魚湯和虱目魚粥、麻糬、草仔粿、肉圓、

珍珠奶茶、鳳梨酥 

664 
有趣的漢字(三)

─形聲字 

用分類法來造字 

形聲字的意義也很相近 

665 
月圓人團圓─中

秋節 

中秋節的習俗 

中秋節的故事 

外國人過中秋節 

668 顏色和習俗 
紅色、黑色、黃色、白色 

中西方對顏色的喜好大不同 

670 我的家庭真可愛 
長幼有序 

分工合作 

(資料來源：整理自全球華文網〈僑教雙週刊─兒童文化教材〉) 

2. 教學方法 

短期文化課程實施緊湊，為能在有限時間達到學習目標，教學方法即為

課程設計上必須考慮的要點。本課程融入文化和語言學習兩個層面，加上教

學對象為青少年，在教學方法的選擇上必須隨著單元形式進行變化，才能維

持學生的學習動機，否則學生很快地對課程失去興趣，就難以達到學習成效。

由於各主題單元性質不盡相同，研究者根據教學目標與單元內容，選擇適合

的教學法安排課程，以下為本課程主要使用之教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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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整體行動反應法(The Total Physical Response Approach, TPR) 

在語言教學的部分多使用整體行動反應法，先讓學生聆聽教師的發音，

跟著複誦學習，再搭配肢體動作輔助。學生經由反覆練習後，能夠知道基本

的詞彙。例如在「節慶─端午節」一課中，教師先讓學生知道包粽子、划龍

舟、做香包等詞彙，以動作輔助學生學習，最後學生可依據教師的口令做出

相對應的動作。 

(2) 任務型教學法(Task-Based Instruction, TBI) 

為提供學生實際運用的機會，在課堂活動採用任務型教學法，讓學生利

用所學進行任務，加深學生的學習印象。例如在漢字與書法單元，教師先進

行象形字教學，再指定學生創作文字畫的任務，並於完成後發表作品，由教

師與其他同學共同評分。 

(3) 合作學習法(Cooperative learning) 

為增進學生之間的互動，許多教學活動以分組方式進行，希望學生藉由

彼此討論激發不同的觀點與想法，同時讓學習更有效率。例如在剪紙單元，

將學生分為若干組，每組發下印有不同圖騰符號的器具圖片，讓學生先討論

之前所學的動物意涵，由此延伸至圖騰符號意義的推測。藉由合作學習，學

生能夠與同儕互動，發掘出更多問題，提升同儕之間或師生之間的交流。 

短期跨文化課程範例 第三節  

教學時程 一、

本交流團的總體課程由臺灣中學安排，除了華語與文化課程外，亦包括

觀課、文化體驗及參訪活動。本研究僅於校方安排之華語與文化課程時段進

行教學，其餘時間則另有其他教師、校友或家長會成員帶領。除了上述課程

外，兩週的假日行程規劃由負責接洽的留學中心辦理，主要參觀臺灣的風景

名勝，地點多在北部地區，包括陽明山、基隆廟口、草嶺古道、九份等。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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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與活動安排如表 4-4 所示： 

表 4-4、英國中學來臺交流團行程表 

I、第一週 

    星期 

節次 

一 

(6/10) 

二 

(6/11) 

三 

(6/12) 

四 

(6/13) 

五 

(6/14) 

1 校園參觀 家政(包粽子) 

端 

午 

節 

華語/文化 太極拳 

2 華語/文化 家政(包粽子) 華語/文化 華語/文化 

3 華語/文化 華語/文化 英文 華語/文化 

4 音樂 華語/文化 公民 圖書館 

5 

非營利組織

參訪─臺灣

路竹會 

木柵動物園/

貓空纜車 

政大校園

參訪 

自然科學博

物館 

 

6 

7 

8 

9 

II、第二週 

    星期 

節次 

一 

(6/17) 

二 

(6/18) 

三 

(6/19) 

四 

(6/20) 

五 

(6/21) 

1 華語/文化 華語/文化 華語/文化 圖書館 華語/文化 

2 華語/文化 華語/文化 華語/文化 

總統府參訪 

華語/文化 

3 英文 

故宮博物院

參訪 

體育扯鈴 
華語課心得分

享會 

4 圖書館 數學 
圖書館籌辦午

後音樂會 
5 

林家花園

參訪 

林柳新紀念

偶戲博物館

參訪 

歷史博物館

參訪 

6 

7 
結業式 

8 

9 滿載而歸 

(資料來源：臺灣中學所提供之參訪行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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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4-4 可見，本課程原訂上課時間為兩週，一週五天，每次上課兩小

時，總共十堂課二十小時。但由於課前校方在其他安排上的考量，其中一天

是端午節，一天為總統府參訪，因此實際上跨文化課程上課時數為八次十六

小時。為了單元的完整性與原訂的課程規劃，本研究仍以十次二十小時作為

課程安排。 

課程內容規劃 二、

在兩週的學習安排上，將臺灣文化分為五個主題單元，每單元有兩個子

課程，共有十個不同課程。各單元皆包括臺灣文化與英國文化的比較，學習

者將從中認識臺灣文化，並反思英國文化，了解兩者之間的異同。此外亦融

入華語教學，讓學生在認識臺灣文化之餘，也學習相關的語言內容，並加入

文化體驗課程，學生可透過親手操作認識文化，享受文化。 

(一)課程主題訂定 

文化所牽涉的範圍廣闊，在教學主題的選擇上往往使課程設計者或教學

者費盡心思，尤其臺灣文化的豐富多元，每項文化內涵皆極具特色，在主題

取捨上更顯現其難度。本研究選擇主題的依據為回顧文獻、與校方溝通、學

生興趣調查及教師專長，經歸納後，決定本課程的單元主題。 

1. 階段一：回顧文獻 

本論文已於第二章針對華語文化教學進行相關文獻探討，其中陳光磊

(1992)提出文化教學應置入的幾項重要內容，包括習俗文化、思維文化、心

態文化、歷史文化及漢字文化。由於這五項內容是華語文化教學不可或缺的

元素，除了是重要的文化知識外，也影響學習者在文化間的溝通。因此，本

研究在課程主題訂定上，盡量以納入這五項文化內容為原則，讓英國中學生

能夠藉由不同的面向認識臺灣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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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階段二：與校方溝通 

由表 4-4 可知臺灣中學所安排的參訪行程包括：臺灣路竹會、木柵動物

園、貓空纜車、政大校園、自然科學博物館、林家花園、故宮博物院、林柳

新紀念偶戲博物館、總統府、歷史博物館，加上留學中心的旅遊參觀行程，

英國中學生在兩週內走訪了北臺灣許多名勝景點。若對其中的文化先有初步

了解，參訪時或許能從另一角度認識臺灣文化，並加深對該文化的認知，激

發學生對跨文化的思考。另外，本章第二節也提及，臺灣中學校方希望跨文

化課程能夠與參訪活動結合，除了增加整體課程的完整性外，也能減少參訪

團走馬看花的弊端。藉由跨文化課程與參訪行程的雙重教學，期望學生更深

入了解臺灣文化，並引發其對認識臺灣文化的興趣，達到參訪交流的目的。 

3. 階段三：學生興趣調查 

本研究於課程實施前，先對八名母語文化背景與年齡皆相仿的學生進行

預試調查(預試結果分析於第五章第一節說明)。在「想要學習的跨文化主題」

中，分為問候、節慶、飲食文化、漢字、禁忌與習俗、宗教、生肖、藝術、

價值觀、文化活動、養生觀、中國故事等十二個選項。調查發現預試者喜歡

的主題依序為飲食文化、文化活動及藝術；不喜歡的主題為問候、宗教及價

值觀。另外，節慶、生肖、養生觀及中國故事皆在 3分以上，屬於學生喜愛

的主題。即使有較不喜愛的主題，每項文化主題平均值都在 2.5分以上，表

示學生對於跨文化學習有一定的興趣。 

綜合以上結果，研究者選擇以臺灣文化為課程主題，分為五個主題單元：

臺灣生活文化、臺灣民俗文化、臺灣飲食文化、臺灣藝術文化、臺灣休閒文

化，各主題單元又分為兩個單元課程，共十堂課，包括：認識臺灣、文化衝

擊、節慶─端午節、社會習俗─數字與顏色、飲食、飲茶、戲劇─布袋戲、

漢字與書法、象棋及剪紙。本研究課程架構如圖 4-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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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課程大綱 

根據前述的研究與設計進行大綱撰寫，課程大綱(表 4-5)包括各主題單

元、單元課程、主要內容及學習目標。主要內容分為文化和語言兩個面向進

行單元主題建構，學習目標則依循本章第二節課程目標，以逆向課程設計中

學生應理解的大概念為主要討論層面。 

表 4-5、課程大綱表 

主題

單元 

單元

課程 
主要內容 

學習目標 

(學生應理解的大概念) 

臺 

灣 

生 

活 

文 

化 

認 

識 

臺 

灣 

【文化】 

1. 學習臺灣具有特色的人、事、

物，如：名人、風景、建築、

古蹟等。 

2. 透過情境演練感受臺灣人的問

候方式與習慣。 

3. 比較臺灣特色與英國特色的差

異。例如：建築風格、食物、

學校上課方式等。 

4. 比較中西方問候方式。 

【語言】 

1. 透過拼音表學習漢語拼音。 

2. 學習基本打招呼用語，如你

好、很高興見到你等。 

1. 臺灣的熱情與英國的溫文

儒雅是因為人文與環境上

的差異所造成。 

2. 臺灣人的問候方式有很多

種，例如「吃飽了嗎」也

是常見的招呼用語。 

3. 各國都有自己的文化特

色，不能夠以偏概全，應

該尊重、平等看待不同的

文化。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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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課程大綱表(續) 

主題

單元 

單元

課程 
主要內容 

學習目標 

(學生應理解的大概念) 

臺 

灣 

生 

活 

文 

化 

文 

化 

衝 

擊 

【文化】 

1. 認識在異文化會經歷的四個文

化衝擊時期：蜜月期、掙扎期、

調整期、平穩期。 

2. 藉由情境演練與分組活動呈現

英國學生在臺灣所經歷的文化

衝擊。 

【語言】 

1. 複習本課所學的詞彙與句子。 

2. 學習道別的基本用語，如再

見、下次見等。 

1. 到另一個國家會面臨文化

衝擊的不同時期。 

2. 文化衝擊是影響自己對異

文化接受度的重要原因。 

3. 通常文化差異越大，越難

達到平穩期。 

臺 

灣 

民 

俗 

文 

化 

節 

慶 

： 

端 

午 

節 

【文化】 

1. 藉由了解臺灣重要節慶，明白

端午節的由來與習俗，進而知

道「龍」對華人的意義。 

2. 從龍引發出十二生肖的介紹，

並藉由中西方動物比較，了解

動物在文化中的意涵，如蝙

蝠、龍、烏鴉等。 

【語言】 

1. 學習端午節的基本詞彙，如粽

子、龍舟、屈原等。 

2. 學習十二生肖詞彙，如鼠、牛、

虎、兔、龍、蛇等。 

1. 節慶活動是華人重要習

俗。 

2. 端午節的習俗衍生自屈原

的故事。 

3. 臺灣與英國同一種動物所

代表的意義可能不同。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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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課程大綱表(續) 

主題

單元 

單元

課程 
主要內容 

學習目標 

(學生應理解的大概念) 

臺 

灣 

民 

俗 

文 

化 

社 

會 

習 

俗 

： 

數 

字 

與 

顏 

色 

【文化】 

1. 學習華人對於數字與顏色的文

化概念。 

2. 認識臺灣人的購物文化。 

3. 比較中西方在數字、顏色及購

物上的文化差異。 

【語言】 

1. 數字的唸法，包括 1~10、百、

千、萬。 

2. 顏色的唸法，包括紅、黃、綠、

黑等。 

3. 學習買東西的基本用語，如多

少錢、請問…、謝謝等。 

1. 華人對於顏色文化的概

念和西方人不同。 

2. 華人對於數字文化的概

念與西方人不同。 

3. 臺灣的市場與路邊攤通

常可以殺價，但是百貨公

司或連鎖商店則少有此

情況。 

臺 

灣 

藝 

術 

文 

化 

戲 

劇 

： 

布 

袋 

戲 

【文化】 

1. 藉由認識華人傳統戲劇，比較中

西戲劇角色差異與文化概念。 

2. 體驗布袋戲操作。 

【語言】 

1. 學習布袋戲角色的相關詞彙，

如生、旦、淨、末、丑。 

2. 學習操作布袋戲相關方位詞，

如前、後、左、右、上、下等。 

1. 華人傳統戲劇有很多

種，其中布袋戲為臺彎的

重要特色。 

2. 布袋戲的布偶大小、表演

方式從古至今有很大的

變化。 

3. 在許多華人傳統戲劇中， 

生、旦、淨、末、丑五角

貫穿了整齣戲劇。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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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課程大綱表(續) 

主題

單元 

單元

課程 
主要內容 

學習目標 

(學生應理解的大概念) 

臺 

灣 

藝 

術 

文 

化 

漢 

字 

與 

書 

法 

【文化】 

1. 藉由了解漢字的由來，認識漢

字的不同組成。 

2. 觀察漢字系統與英文字母系統

的差異。 

3. 從永字八法的練習學習書法，

並創作文字畫。 

4. 介紹書法用具的使用。 

【語言】 

1. 本課所提到的象形字。 

2. 先前課程學過的漢字。 

1. 漢字具有據義構形且單

音成字的特點。 

2. 象形文字類似圖畫，具有

與實體相像的特質。 

3. 正體字代表中華文化的

傳承，也是目前臺灣官方

的通行用字。 

4. 書法是華人重要藝術，字

體隨時代不同而變化，現

今常見的字體是楷書。 

臺 

灣 

飲 

食 

文 

化 

飲 

食 

【文化】 

1. 藉由臺灣與英國的飲食差異，了

解相關的餐桌禮儀，如座位分

配、餐具使用、飲食禁忌等。 

2. 介紹臺灣的飲食文化，如夜市、

特色小吃。 

【語言】 

1. 飲食相關詞彙，如飯、麵、筷

子、臭豆腐、珍珠奶茶等。 

2. 用餐相關用語，如請坐、開動、

好吃等。 

1. 華人所使用的餐具通常為

筷子、湯匙，而西方人則

多用刀叉。 

2. 夜市是臺灣重要文化，除

了特色小吃外，更具有濃

厚的人情味。 

3. 華人在飲食方面有許多禁

忌，尤其在正式場合中不

可忽視。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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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課程大綱表(續) 

主題

單元 

單元

課程 
主要內容 

學習目標 

(學生應理解的大概念) 

臺 

灣 

飲 

食 

文 

化 

飲 

茶 

【文化】 

1. 介紹華人飲茶文化，並說明臺

灣茶的種類，以及茶對臺灣人

的重要性。 

2. 比較臺灣與英國茶的種類與飲

茶文化的差異。 

3. 茶在臺灣的演變，形成現代手

搖飲料的興盛。 

【語言】 

1. 茶的種類與顏色相關詞彙，如

烏龍茶、紅茶、綠茶等。 

2. 喝茶的相關用語，如好喝、不

好喝、請用茶。 

1. 臺灣是重要的產茶地，包

括文山包種茶、阿里山高

山茶等都是臺灣名產。 

2. 臺灣人把喝茶當作一種交

際手段，無論是待客、聚

會都常泡茶。 

3. 現今手搖茶飲店在臺灣非

常流行，雖然讓飲茶者年

輕化，但也造成許多健康

上的問題。 

臺 

灣 

休 

閒 

文 

化 

休 

閒 

藝 

術 

： 

剪 

紙 

【文化】 

1. 介紹臺灣傳統休閒文化，如扯

鈴、陀螺、踢毽子等。 

2. 比較臺灣與英國的休閒活動。 

3. 介紹剪紙藝術與圖騰符號。 

【語言】 

1. 經常出現在圖騰符號中的字

詞，如囍、壽、福。 

2. 傳統休閒活動相關詞彙。 

1. 臺灣傳統休閒活動有動態

亦有靜態，乃自古流傳而

來，具文化特色。 

2. 現代休閒活動已和其他國

家無太大差異，如電玩、

球類運動。 

3. 剪紙的圖騰符號皆有其意

涵，常與送禮文化有關。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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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課程大綱表(續) 

主題

單元 

單元

課程 
主要內容 

學習目標 

(學生應理解的大概念) 

臺 

灣 

休 

閒 

文 

化 

傳 

統 

活 

動 

： 

象 

棋 

【文化】 

1. 介紹象棋，包括棋子名稱與玩

法，以及象棋隱含的文化。 

2. 比較象棋與西洋棋在種類和玩

法上的差異，帶入中西方戰爭

觀念的不同。 

【語言】 

1. 介紹棋子名稱，如將、帥、車、

馬等。 

2. 說明方位詞，如上、下、左、

右、前，後。 

1. 象棋組成與西洋棋類似，

但缺少代表女性的棋子，

與重男輕女的觀念有關。 

2. 象棋的玩法與古代戰爭兵

法有關，象徵著華人在戰

場上的概念。 

3. 現代的臺灣青少年會玩

象棋的比例逐漸下降，

常可見許多長者聚集廟

口以玩象棋為樂。 

單元課程設計範例 三、

在單元課程設計範例中，將以主題單元「臺灣民俗文化」的「節慶─端

午節」一課為例，先進行單元設計的背景介紹，接著描述本單元之設計構想，

最後則依照逆向課程設計模式呈現本單元之教案範例。教學講義、教學投影

片及學習單請詳見。 

(一)單元背景介紹 

由於各國都有特殊的節慶與慶祝方式，當中蘊含著人類文化的累積，經

常可從節慶中體會到不同國家的文化。身處於中華文化氣息濃厚的臺灣，節

慶與人民的生活密不可分，舉凡新年、清明節、端午節、中秋節等，擁擠的

返鄉人潮說明節慶對臺灣人的重要性。臺灣的節慶可以歸納為民俗節慶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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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日，其中民俗節慶從古至今流傳下來，融合傳統習俗禮儀，是外國人認識

臺灣文化的最佳管道之一。在民俗節慶中，端午節相當有特色，其文化產物、

習俗及觀念清楚分明，從紀念愛國詩人屈原一事，帶出豐富的華人文化，符

合外語教學標準 5C中的文化教學觀，適合作為華語文化教學的主題。 

(二)單元構想 

本單元課程以「端午節」作為節慶介紹的主題，從端午節的由來與習俗，

介紹其文化產物與活動，並帶出華人「團聚」與「和諧」的觀念。端午節重

要文化產物「龍舟」中的龍，對於西方社會的學生較難理解，由於龍在東西

方社會所代表的意涵不同，而以此帶入動物象徵，進行臺灣文化與英國文化

的比較。此外，動物在華人文化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即為十二生肖，先針對

十二生肖進行介紹，再說明其在命理和習俗上對華人生活所產生的影響。 

本研究將「節慶─端午節」編列為「臺灣民俗文化」的單元課程，原因

在於端午節的文化產物、活動及觀念與民間習俗息息相關，涵蓋豐富的文化

概念。透過節慶介紹，引入端午節的文化三角，並從文化產物「龍舟」出發，

比較中西方動物的不同意涵。此外，融合學校所安排的香包製作與包粽子課

程，更能從體驗活動中進一步認識臺灣民俗文化，讓課程兼具思考性、豐富

性及趣味性。 

(三)單元範例 

以下就單元課程「節慶─端午節」為例，以逆向課程設計模式為基礎，

進行單元教案設計。在階段一中，以 ACTFL(1999)所提出針對外語學習者

在「文化」和「比較」兩項目標中的標準與學習進展指標作為既有目標，並

延伸出學生應理解的事項與主要問題；階段二則根據教學目標設立可檢測學

習成效的實作任務與其他輔助性評量證據；階段三呈現本單元課程之學習計

劃與學習活動，包括端午節的故事、中西動物比較及十二生肖介紹等。詳細

教案設計規劃如表 4-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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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單元課程「節慶─端午節」教案範例 

單元課程：節慶─端午節                    教學主題：臺灣民俗文化 

教學對象：零程度英國中學生 14位           教學時數：120分鐘 

階段一：期望的學習結果 

既有目標(Established Goals)： 

1. 美國外語學習標準 standard 2.1─學生能夠理解華人文化中習俗與觀念的關聯。 

(1) 學生參與適齡的文化活動。 

(2) 學生辨識與討論文化觀念與社會習俗的關聯。 

2. 美國外語學習標準 standard 2.2─學生能夠理解華人文化中產物與觀念的關聯。 

(1) 學生辨識與觀察有形與無形的文化產物。 

(2) 學生學習顏色、動物、數字及其他事物在華人文化中的意義。 

3. 美國外語學習標準 standard 4.2─學生能夠藉由比較華人文化與母語文化進而

理解文化概念。 

(1) 學生比較華人文化與母語文化中有形與無形的文化產物。 

(2) 學生比較華人文化與母語文化在文化觀念與傳統習俗之間的關聯。 

理解事項(Understanding)： 

1. 節慶是華人的重要文化。 

2. 端午節的習俗、產物及觀念衍生自屈

原的故事。 

3. 臺灣與英國同一種動物所代表的

意義可能不同。 

主要問題(Essential Qustions)： 

1. 節慶對一個國家或社會有哪些重要

性？ 

2. 端午節有哪些與其他節慶不同的地

方？ 

3. 為什麼划龍舟選用「龍」而不是其

他動物？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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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單元課程「節慶─端午節」教案範例(續) 

學生將知道(Students will know)…… 

1. 臺灣的重要節慶。 

2. 端午節的習俗、產物與觀念。 

3. 十二生肖的動物種類與由來。 

學生將能夠(Students will be able to)…… 

1. 比較臺灣與英國節慶在習俗、產物與

觀念上的異同。 

2. 分辨同一種動物在臺灣與英國所代

表的不同意涵。 

3. 與同儕互助合作，激發創意思考。 

階段二：評量結果的證據 

實作任務(Performance Tasks)： 

1. 學生分為四組，每組隨機拿取一種

華人節慶資料並閱讀。 

2. 各組依據節慶特色選擇代表動

物，並設想若英國有類似節慶，所

選的動物為何？ 

3. 分組上臺分享並闡述理由。 

其他證據(Other Evidence)： 

1. 小組討論學習單 

2. 你說我做遊戲 

3. 動物蹲遊戲 

4. 學生心得分享 

5. 總結自我評量 

階段三：學習計劃 

學習活動 (Learning activities)： 

開端 

1. 小組討論英國節慶的特色與對華人節慶的印象。 

2. 教師以圖片介紹華人重要節慶。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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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單元課程「節慶─端午節」教案範例(續) 

中段 

1. 活動一：端午節的故事 

(1) 屈原故事影片播放與討論。 

(2) 詞彙教學：屈原、粽子、划龍舟、立蛋、掛艾草、喝雄黃酒等，利用肢體動作配

合教學。 

(3) 你說我比：教師說出詞彙，學生比出該動作，或學生上臺比出該動作，由臺下同

學說出詞彙。 

(4) 節慶複習：請學生想想看英國節慶與臺灣節慶有何不同？是否有和端午節一樣是

紀念人的節慶？ 

2. 活動二：動物比一比 

(1) 小組討論：龍舟以「龍」為象徵的理由，以及龍在英國文化的意涵。 

(2) 教師以圖片帶領學生討論，進行臺灣與英國的動物意涵比較。 

(3) 實作活動：小組依據所獲得的節慶資料與動物意涵，選出代表該節慶的動物。 

3. 活動三：十二生肖 

(1) 十二生肖影片播放討論，並進行詞彙練習。 

(2) 動物蹲遊戲：學生抽圖卡，圍成一個圓，進行動物蹲的遊戲。 

(3) 計算自己的生肖並詢問別人的生肖，「你屬什麼？」、「我屬…」。 

結尾 

1. 複習今日所學詞彙。 

2. 複習今日所學文化內容。 

3. 學生心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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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實施 第四節  

本節將進入教學實施階段，主要探討上課方式、流程及學生反應，研究

者將整個教學過程所發現的現象，以教學日誌予以紀錄，進一步陳述與分析。

以下將針對課程調整、課前準備及教學過程逐一說明。 

課程調整 一、

(一)時間安排 

本課程原訂教學時數為 10節 20小時，但由於臺灣中學在其他課程與參

訪行程上的安排，必須作些微的調整。由表 4-4 可見 6月 10日(端午節)與 6

月 20日(參訪日)並無安排華語與文化課程，因此實際上課時數為 8 節 16 小

時。研究者在課程實施前先與共同教學的華語教師及英國中學教師討論課程

安排的調整，根據學生學習興趣，選擇認識臺灣、文化衝擊、端午節、數字

與顏色、飲食、飲茶、布袋戲、漢字書法及剪紙九個課程，在時間的緊縮下，

將飲食和飲茶合為一堂 2.5小時的課程，希望學生認識更多元的臺灣文化。 

為達到文化課程與參訪活動相輔相成的目的，在教學上並非以單元順序

進行課程安排，而是打散各單元課程，穿插在參訪活動前後。因課程與活動

的關聯性高，學生除了學習文化知識外，亦能夠在當日或是隔日立即實際走

訪該文化相關的景點，加深學習成效。除此之外，最後一天加上 1小時華語

與文化課心得分享會，主要用來進行後測，並請學生上臺分享對於華語與文

化課的心得感想。本研究實際課程安排如表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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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實際課程安排表 

日期 單元課程 時數 對應校方活動 

2013. 06. 10 認識臺灣 2小時 各活動 

2013. 06. 11 節慶─端午節 2小時 
家政課(包粽子)、端午假

期安排 

2013. 06. 13 社會習俗─數字與顏色 2小時 購物、寄宿家庭互動 

2013. 06. 14 飲食與飲茶文化 2.5小時 
貓空纜車、夜市小吃、寄

宿家庭互動 

2013. 06. 17 休閒藝術─剪紙 2小時 故宮博物院、歷史博物館 

2013. 06. 18 漢字與書法 2小時 故宮博物院、歷史博物館 

2013. 06. 19 戲劇─布袋戲 2小時 林柳新紀念偶戲博物館 

2013. 06. 20 文化衝擊 2小時 各活動 

2013. 06. 20 華語與文化課心得分享會 1小時 心得分享 

(二)教師安排 

在教師授課方面，整體課程的規劃安排是由研究者與共同教學之華語教

師負責。該教師為國文科教師，曾受過專業華語師資培訓，且對於傳統華人

藝術與臺灣文化背景有相當程度的了解，主要教授「認識臺灣」和「漢字與

書法」兩課程。在「文化衝擊」一課中，相當注重課堂討論，希望以自身具

有相關經驗的教師帶領，因此邀請臺灣中學一位華裔英語教師授課。該華裔

教師在美國成長，目前於臺灣定居，因身分與成長背景的緣故，本身即經歷

過文化衝擊的歷程，相當適合作為該主題的授課教師。其他課程則由研究者

授課，因研究者即為課程設計者，對於課程整體架構最為清楚了解，能掌握

所設定的課程目標與教學流程，故大多數課程由研究者自行授課。 

在文化體驗方面，另請專業文化教師協助教學，例如在「戲劇─布袋戲」

一課邀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布袋戲研習社指導老師與社員示範布袋戲操作。

由於每堂課程皆有文化體驗或課堂活動，為了讓學生們更完善學習，另請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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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中學已申請上大學的高三學生協助擔任課堂助教，在學生有疑問時能夠隨

時解決問題，並在課後向教師反映學生學習狀況。 

課前準備 二、

(一)教具準備 

由於課程時間相當緊湊，教師必須在課程開始前預先將所需物品準備齊

全，否則課程結束後還需要檢討教學狀況與修正課程，教師將無多餘心力與

時間臨時準備課程教具。本課程所需用品相當多，包括書法用具、剪紙用具、

篆刻印章、茶具、中西式餐具、布袋戲偶、香包材料包、計分海報、拼音海

報等課堂活動器材，十分繁雜且不易攜帶。因此，臺灣中學的負責教師與研

究者在課前一週備妥課程所需用具，並多準備幾份以備不時之需，於課前週

末將所有物品運送至教師辦公室暫時存放。 

(二)教室設置 

本課程需要空間較大的多媒體教室，方便能夠進行分組活動與文化體驗

課程，且位置需要與一般教室有所隔離，以免干擾臺灣中學其他課程的進行。

臺灣中學負責教師選定該校位於七樓的研討教室，該教室空間極為寬敞，除

了投影、音響及麥克風設備齊全外，亦有屏幕可隔成兩間小教室，供教師在

課堂活動中運用。因此，教師可利用前段空間進行課程，而後段空間則用於

準備文化體驗課程或課堂活動的擺設，也可暫時擺放學生作品，節省許多更

換教室或桌椅移位的時間。 

(三)教材準備 

本課程並無固定使用的教材，是採用單元講義與學習單作為課程參考資

料。單元講義的缺點即為學生容易忘記攜帶且整理不易，或是上完課就丟在

教室中，對學生的學習幫助有限。為改善此缺失，研究者彙整各單元講義編

為一課程手冊。因各單元與前後單元有相互連結之處，學生若有需求可直接

翻閱之前的講義或筆記，節省時間。另外，該課程手冊也能作為學習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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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返回英國後若想要複習課程，便可直接回顧課程手冊，方便學習。 

教學過程 三、

教學過程的研討主要以單元課程實施的順序進行，分為實施歷程與教學

檢討兩部分。研究者將上課時所蒐集的資料加以整理，包括教學日誌與課室

觀察影帶，以情境敘述的方式呈現教學實施時的真實情況。因學生的華語程

度皆為零程度，本課程以英語為主要的課室用語，研究者將教師與學生的互

動翻譯為中文表示。以下敘述中，T 代表授課教師，S代表學生，學生代碼

請見第三章第二節─研究對象。 

(一)臺灣生活文化：認識臺灣 

1. 實施歷程 

(1) 師生相見歡 

首先介紹本課程兩位主要授課教師，並針對課程安排進行說明，希望學

生在課程開始前能有初步了解。課程開始時教師將姓名書籤送給學生，並教

授禮貌用語「謝謝」、「不客氣」，讓每位學生到臺前領取時能夠練習簡單的

華語，同時教師和學生能有初步的互動接觸。接著教師請學生上臺發表初到

臺灣的感想，學生相當踴躍發表意見： 

S06：夜市很好玩，我吃了臺灣的冰淇淋，跟英國的一樣。 

S01：我的寄宿家庭對我很好，但是我不太適應這裡的天氣，有點悶熱。 

S08：臺灣是個非常好的地方，不過車子很多。    (20130610 課室觀察) 

由學生的分享可知對臺灣的第一印象很好，但某些環境因素如交通、天

氣是較不能適應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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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介紹臺灣 

教師以影片播放的方式介紹臺灣，讓學生先對整個臺灣背景有基礎的概

念，再進一步比較臺灣與英國，以一系列搶答方式進行，內容包括臺灣的重

點風景名勝與風土民情。例如以臺北 101 的照片請學生搶答，並說明 101

的建築風格與背後代表的意義，再引導學生反思英國的建築，讓學生首次接

觸臺灣文化時，能夠與英國文化有所連結。 

(3) 問候語教學 

為了讓學生與臺灣人在口語上進行最基本的溝通，教師進行拼音練讀與

問候語教學，例如「你好」、「早安」等。在文化觀念上，教師首先製造情境，

引導學生說出在英國的問候方式，同時帶入臺灣問候語文化，包括非語言的

身勢語，以及外國學生較容易誤解的語言，讓學生了解臺灣人的問候習慣。 

2. 教學檢討 

(1) 時間分配不佳 

「認識臺灣」主要讓學生對臺灣文化有整體概念，希望能夠幫助學生在

後續課程中奠基。由於許多事項需要在本堂課宣布或介紹，在課程設計時所

估算的時間分配不當，導致最後的問候語教學速度過快，學生難以吸收。因

此，在之後的課堂可再穿插問候語教學，讓學生經由反覆複習強化學習，補

強在此單元不足的部分。 

(2) 應帶入遊戲活動 

教師們在課後課程會議時也提到本單元課程可拆為兩堂課，在介紹臺灣

的部分可加入遊戲活動，如臺灣大富翁，讓學生藉由遊戲更認識臺灣。另外，

問候文化可加入情境式體驗，讓學生分組表演，減低學習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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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臺灣民俗文化：節慶─端午節 

1. 實施歷程 

(1) 節慶介紹與比較 

本堂課正好是端午節前一天，早上學生已於家政課體驗包粽子，增加學

生在端午節特有美食上的實作經驗。課堂開始時，先進行英國特色節慶回顧，

以及對於臺灣節慶目前的認識： 

S08：我知道新年會放鞭炮。 

S12：大人會給小孩錢。 

S07：很多物品上出現龍的圖案。                (20130611 教學日誌) 

由學生敘述可知英國學生對於新年較有概念，也知道龍在華人文化中所

代表的重要意義。因此教師再針對臺灣其他重要節慶進行文化產物、活動及

觀念的介紹。 

(2) 端午節介紹 

臺灣的端午節保留大量的中華傳統習俗，但因臺灣梅雨季的特殊氣候，

端午節在臺灣也具有季節轉換的意義。本堂課以屈原故事影片為開端，接著

進行端午節相關詞彙教學。詞彙教學主要搭配肢體動作，學生一開始非常害

羞，練習多次後才較有自信。接著，學生反思英國節慶與臺灣節慶不同之處： 

S04：英國沒有這麼多節日，臺灣節日很多，而且有不同的意思，慶祝

的方式很特別。  

S03：我覺得端午節是為了紀念一個愛國的詩人，很特別，而且有很多

有趣的活動。                                (20130611 教學日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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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臺灣與英國的動物意涵比較 

以龍舟的「龍」為例，學生討論為什麼是龍而非其他動物，進而帶入東

西方動物意涵的比較，藉此讓學生了解動物在華人生活的呈現。 

T：你們喜歡龍嗎？ 

S09：不喜歡！牠看起來很醜又很邪惡。 

T：那為什麼龍舟上是龍而不是其他動物？ 

S14：是不是龍在華人社會是正面的象徵？因為很多物品都有龍的圖案，

而且這裡的龍跟我們印象中的長得也不一樣。     (20130611 教學日誌) 

接著，從中西方動物意涵比較進一步延伸至十二生肖介紹。在十二生肖

教學中，學生已能夠說出其中的動物種類，但並不清楚故事來由，因此教師

直接說明十二生肖的由來，以及相關詞彙教學。 

2. 教學檢討 

(1) 文化體驗引起學生興趣 

學生在前一堂家政課包完粽子，研究者詢問家政老師課程的實施成效，

其表示學生覺得把飯包在葉子裡很特別，想知道臺灣人吃粽子的原因。另外，

教學時也發現學生對動物意涵的比較特別有興趣，踴躍舉手回答。 

(2) 整體行動反應法可增加學習效率 

在端午節詞彙教學上，教師以肢體動作帶領，雖然一開始學生較為害羞，

但第二次複習後學生漸漸融入，且自願上臺示範，同時課堂氣氛更為融洽，

之後的詞彙教學也可考慮使用肢體動作輔助。 

(3) 回答頻率不一 

課程討論時，男生都能融入，積極發言，女生則只有固定 3位較常表達

意見，因此之後的討論活動除了打散分組外，也請各組派一位同學發言，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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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人都有參與的機會。 

(三)臺灣民俗文化：社會習俗─數字與顏色 

1. 實施歷程 

(1) 數字詞彙與文化教學 

數字與顏色的文化意涵深遠地影響臺灣社會，不論在服飾、建築、禮俗

等皆與數字和文化有緊密關係。課程開始時，先進行數字教學，並以舉牌遊

戲讓學生反覆練習，增加熟悉度。另外教學年、月、日的概念，以及臺灣與

英國在日期書寫上的不同，並與學生進行提問練習，增加學生的熟悉度。接

著進行數字的文化比較，首先請學生思考英國的數字文化，教師再介紹臺灣

的數字文化： 

T：這張照片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S10：沒有四樓。 

T：沒錯，因為臺語中「四」聽起來像「死」，所以臺灣人不喜歡四，在

很多醫院跟舊公寓沒有四樓，或是用其他的符號代替。 

S10：在英國四沒有特別的意思，我們不喜歡十三。(20130613 教學日誌) 

由學生的回答可知，在認識臺灣數字文化的同時，也激發學生對英國數

字文化的反思。在兩者的比較中，能理解臺灣人在許多社會習俗與禁忌上的

行為。學生對數字有基本概念後，進行買東西活動，體驗臺灣人的殺價文化。 

(2) 顏色詞彙與文化教學 

同樣先進行顏色詞彙教學，並藉由前幾天呈現過的圖片進行顏色快問快

答，讓學生搶答有幾種顏色、分別為何，同時也複習教過的詞彙。接下來教

師請學生以華語回答最喜歡什麼顏色，以及該顏色在英國文化的意涵，喚起

學生對顏色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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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你們看到紅色有什麼感覺？ 

S08：通常代表危險，或是生氣。 

T：但是對臺灣人來說，紅色是喜慶或是幸運的意思。所以你們看之前

學的新年，很多人都穿紅色的衣服，也用紅色的物品布置。 

   (20130613教學日誌) 

由回答與提問可知，學生除了能夠將臺灣與英國文化連結外，也能與之

前所學到的節慶結合，將舊經驗連結新知識。 

2. 教學檢討 

(1) 學生回應狀況改善 

上堂課發現女學生較少舉手發言，因此本堂課提問時，會直接點名較少

回答的學生，而後續他們也較願意主動發言。在練習數字與顏色唸法時，學

生不喜歡跟著唸，直到教師提醒學生之後的購物比賽需要用到數字後，學生

才開始較為認真專注。 

(2) 應改善課程流程 

在課程流程上，八點上課造成學生一開始精神狀況並不好，教師應該視

狀況調整，例如先進行文化比較，激發學生思考動腦，再進行語言教學。在

任務方面，學生與英國教師們皆表示相當喜愛購物活動，往後課程可加入任

務型活動，融合語言與文化的練習。 

(四)臺灣飲食文化：飲食、飲茶 

1. 實施歷程 

(1) 臺灣與英國飲食習慣比較 

課程開始時，先請學生敘述這幾天所吃的臺式早餐與英國早餐的不同，

並帶入主食與食物烹調上的差異。在餐桌禮儀教學中，學生先思考英國的餐

桌禮儀，並分享在臺灣吃飯時不一樣的感受。藉由學生回答引入華人桌菜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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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單人餐點的不同，以及華人在餐桌座位分配與餐桌禮儀的特色。 

(2) 相關詞彙教學 

詞彙教學的部分則針對中西式餐具作介紹，並以筷子的使用作為課堂活

動。該活動是讓學生分組比賽夾豆子，融合顏色和數字練習使用筷子。學生

除了能夠體驗使用筷子的感覺，也能回顧前一堂課的數字與顏色。 

(3)臺灣與英國的喝茶習慣 

首先呈現中西方飲茶的圖片，讓學生觀察中西方在飲茶文化包括性別、

衣著、茶種、環境的差異。接著提到臺灣的茶類與其分布，並進行與飲茶相

關的詞彙教學，例如茶葉的名稱、倒茶、泡茶等。在進行茶葉名稱教學時，

有學生提問： 

S03：烏龍茶的龍，與華人龍的文化有關嗎？     

T：很好，有同學還記得龍在華人文化的重要性。關於烏龍茶的名稱由

來，現在並沒有統一的說法，傳說是以製茶者的名稱命名的，與華人的

龍文化並沒有直接的關聯。                     (20130614 教學日誌) 

學生如此提問，表示能夠反思先前所學的文化概念，也能認得一些漢字。

教師另外說明華人飲茶文化觀念，與團聚和諧的觀念亦能夠相呼應。現代茶

文化已有許多改變，將傳統飲茶文化延伸到現代生活中。最後則進行泡茶活

動，先依步驟進行解說，並讓學生試泡。同時引入「請」字的教學，是華人

喝茶前的一種禮貌表達方式，並告訴學生「請」字也可用於日常生活中。 

2. 教學檢討 

(1) 教學時間不足 

由於前一堂課是太極拳，學生到教室時已晚了十五分鐘，原先設定在課

程中介紹臺灣夜市美食，因在認識臺灣一課中對夜市有不少著墨，在此僅作

簡單介紹，並請學生在週末基隆廟口夜市的行程中多留意，於下週一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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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化體驗可加深學習印象 

在飲茶文化的比較上，英國教師認為將圖片印下來，分給各組討論，效

果更佳。另外，體驗課程確實能夠提升學生對文化的感受。除了嘗試臺灣茶

的滋味外，學生親身體驗如何泡茶，圍成一圈互相分享心得，也同時感受臺

灣人喜歡與親朋好友泡茶聊天的原因。本單元課程是該週最後一堂，整體來

說在體驗課程之前先對文化進行了解，能夠啟發學生在文化體驗時的思考，

有助於跨文化意識的建立。 

(五)臺灣休閒文化：休閒藝術─剪紙 

1. 實施歷程 

(1) 臺灣與英國休閒活動比較 

臺灣傳統休閒文化的種類五花八門，早期人民沒有足夠金錢購買昂貴的

休閒玩物，只好發揮創意以各式各樣的材料製作，隨著時間的累積也成為臺

灣特色文化之一。教師首先以提問了解英國中學生的休閒活動，並回想其童

年時期的娛樂方式，由學生的回應可知與現今臺灣人的情況差異不大。接著

介紹早期傳統休閒活動，學生表示前幾天曾學習扯鈴、陀螺及太極拳，這些

活動很困難，需要一定的技巧，但學習的過程很有趣，是以前未曾接觸過的。 

(2) 華人圖騰符號教學 

剪紙融合許多字形、圖案的變化，當中蘊含許多文化，且傳統文物上也

能觀察到許多圖騰符號，因此結合剪紙與圖騰符號進行教學。教學方式主要

以圖片呈現，學生先猜想該圖騰符號可能代表的意思，教師再行解答，藉此

引發學生思考。以一張同時具有「囍」字與鴛鴦的喜帖為例，教師先提示圖

中有兩隻鳥與由兩個喜拼湊而成的字，搭配喜帖的紅底，引導學生思考先前

學過的數字與顏色，推論囍字與鴛鴦在華人文化的意涵。 

(3) 小組合作實作評量 

此階段評量由小組討論並填寫學習單的方式進行，教師先在各組發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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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圖騰符號的組合，學生藉由剛學習的概念，推論帶有該圖騰符號的物品適

合送給什麼樣的對象。另外，教師也提醒學生之後到故宮博物院與歷史博物

館，有許多瓷器與中國古文物的展出，可仔細觀察其中的圖案，先推論可能

的意思，再從館員解說中與今日所學比對。 

(4) 剪紙體驗 

一開始以最簡單的「春」為例，學生按照講義上的圖樣繪製剪下，先體

驗剪紙的奧妙。確認學生都能夠自己完成後，開始製作較難的字，如「囍」、

「壽」，最後則是與動物或花卉有關的圖案，如蝙蝠代表的「五福臨門」、魚

代表的「年年有餘」等，讓學生由淺至深逐步學習。最後則讓有餘力完成的

學生自行創作，其他學生則不強求完成難度較高的作品，主要希望讓學生體

驗傳統休閒文化的藝術。 

2. 教學檢討 

(1) 學生精神狀況不佳 

學生進教室時，顯得非常沒有精神，經教師詢問下，得知週末除了參加

臺灣中學的畢業典禮外，星期日參加爬山的戶外活動，晚上又到夜市觀光，

兩天下來非常疲憊。課程一開始的提問，自願回答的學生明顯減少。 

(2) 學習風格影響學習狀況 

雖然學生一開始對剪紙並不感興趣，但在介紹過圖騰符號意涵以及學生

親手操作後，發現剪出來的圖案相當多變，開始向教師拿更多的紙練習。手

藝較不巧的學生，因無法剪出像其他同學一樣的圖案感到沮喪，此時教師請

助教在旁協助，盡量讓每一位學生都有自己的作品。部分在其他課程較不活

潑的學生在剪紙活動表現相當好，非常專心地完成每個作品，更於最後展示

自創的圖案。由此可知，課程設計中的活動需要多元化，考慮學生學習風格

的不同，各種教學上的安排更能讓學生融入課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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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臺灣藝術文化：漢字與書法 

1. 實施歷程 

漢字是華人文化相當重要的元素，尤其是臺灣使用的正體字是中華傳統

文化的傳承，無論是漢字的字形與背後的意義皆具有特殊性，是華語文化教

學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由於學生為零程度，在此單元主要從象形、指事、

會意、形聲中挑選簡單的漢字，並讓學生體驗書法與文字畫。 

(1) 漢字的來源教學 

首先藉由漢字表意文字與英文拼音文字的差異，回憶之前所提之漢字字

音與字形不同的特色。接著介紹漢字的起源與由來，並比較世界上幾種古老

的文字，再縮小至中國文字的演變，讓學生先對漢字有基礎的認識。 

(2) 漢字辨認教學 

在進行漢字辨認時，學生還認得第一堂課提過的「好」字，教師更延伸

許多之前所看過或學過的字，藉由引導回答喚起學生對漢字的印象。接著認

識不同的漢字，教師呈現象形字由古至今的演變，讓學生由字形猜字義。教

師更將此部分推展至文字動畫，請學生觀看影片後猜測影片中出現的字，具

有相當的挑戰性。 

(3) 書法與文字畫體驗 

教師示範書法的書寫方式後，先以永字八法讓學生練習筆順，再讓學生

練習自己的名字，最後則是寫春聯，將先前學過的「春」、「福」等書寫於春

聯紙上。接著是文字畫創意時間，並提供篆刻印章，學生完成作品後，可依

照喜好選擇不同的印章蓋於作品末端，更貼近實際上的書法或國畫作品。 

2. 教學檢討 

(1) 學生對猜字有興趣 

在漢字課程教學前，教師十分擔心對於零程度的學生會過於困難，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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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引起學生的興趣。但課程實施時，學生反而對於漢字具有高度興趣，在

猜字與課程討論中踴躍發言與提問。 

(2) 書法的挑戰性高 

書法寫作時，學生較無耐心按照正確的握筆方式與筆順書寫，多數仍以

自己習慣的方式握筆。由於學生對少數漢字僅能辨認，而無學習與書寫的經

驗，對於筆順的重要性仍無法體會。教師只能在教學中提醒學生筆順是學習

漢字的關鍵，應盡量按照教師所教授的筆劃書寫。 

(3) 文字畫可激發學生的創意 

文字畫創作是學生在本堂課中最喜愛的部分，因教師提供篆刻印章，使

得學生創作與市售的書法或國畫作品，在形式上有幾分相似。文字畫的創作

能夠融合學生所學並發揮創意性思考，不但引發學生興趣，同時也能檢視學

習成效。於此，在下堂課將加入創意性思考，從所學的知識中展現新構想，

有助於學習成效的提升。 

(七)臺灣藝術文化：戲劇─布袋戲 

1. 實施歷程 

華人傳統戲劇包含京劇、歌仔戲、豫劇等，而布袋戲從中國傳入臺灣後，

成為臺灣重要的傳統藝術文化，加上學校安排林柳新紀念偶戲博物館為參訪

景點，因此選擇布袋戲作為臺灣戲劇的介紹。 

(1) 中西傳統戲劇比較 

先以英國劇作家莎士比亞引起學生動機，並帶入現代英國流行的舞臺劇、

音樂劇等，讓學生分享對英國戲劇的感受。華人傳統戲劇除了英國學生較認

識的京劇外，也介紹佔有臺灣文化相當比例的皮影戲、歌仔戲及布袋戲。 

(2) 布袋戲的介紹 

由布袋戲的轉變延伸至布偶的差異，對布袋戲作一完整說明。布袋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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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就是角色分別，因此教師以中英戲劇對比，將英國著名的電影明星

作為生、旦、淨、末、丑的對照，讓學生更輕易理解五個角色。例如武生集

武力與智慧於一身，以電影《福爾摩斯》同名主角作類比，學生很快可以理

解。介紹布袋戲角色的同時，操偶教師一邊示範該角色動作，並在動作表現

中融合文化內涵。例如旦的步伐要小，手勢動作要嬌羞，與早期華人女性意

象相近，由此可讓學生從角色認識文化。 

(3) 布袋戲操作體驗 

首先請兩位操偶教師分組教學，讓學生練習戲偶的操作方式，與各角色

基本動作。充分練習後，將男女生分為兩組，每組自編劇本，以布袋戲呈現

一齣劇，而該劇最好包括生、旦、淨、末、丑五種角色，可以現有的故事演

出。分組後女生組選擇哈利波特為腳本，男生組則選擇玩具總動員為腳本，

一組各有一位操偶教師帶領，協助學生操作。課程結束前，兩組學生各上臺

5 分鐘，呈現戲劇表演，將傳統華人文化與外國故事有趣地結合。 

2. 教學檢討 

(1) 學生對傳統戲劇的認知較少 

布袋戲與英國戲劇相差甚大，即使是英國傳統戲劇也難以比較，學生明

顯在這堂課的學習較為吃力，尤其布袋戲角色對英國中學生而言，稍難體會。

在教學設計上，先以布袋戲與英國電影角色類比讓學生理解，效果頗佳，學

生由角色的類比更容易想像生、旦、淨、末、丑五個角色。 

(2) 分組競賽增加學習動機 

由於分組比賽制度，學生在戲劇編排與表演上更加積極。將外國故事融

入布袋戲，除了能夠節省編劇時間，學生亦能體會不同外觀的戲偶，扮演同

樣角色所呈現的趣味性。若時間允許，教師可先將臺灣故事或布袋戲原有的

故事翻譯成英文，學生以此劇本演出即能多認識有關臺灣的故事，亦為文化

學習的另一種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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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戲偶數量不足 

由於大型偶的數量有限，且運送不便，並非每位學生都有大型偶可練習

操作，必須輪流使用大型偶與小型偶。在課程準備中，若能夠讓每位學生同

時操作大型偶，在課程規劃的流程上能夠更流暢，減少時間的浪費。 

(八)臺灣生活文化：文化衝擊 

1. 實施歷程 

本堂課是華語與文化課的最後一節，學生已在臺灣約兩週，對臺灣生活

的體驗到了尾聲。因此，教師希望能夠整合學生先前的學習經驗與生活體驗，

引導學生對臺灣文化與英國文化作統整性的連結，希望提升學生的跨文化意

識，與尊重文化的態度。 

(1) 文化衝擊的概念 

先以提問的方式請學生分享到臺灣兩週後的感想，是否與一開始的心情

不同，作為鋪陳，再將學生的回應與文化衝擊作對照： 

T：你們快回家了，在臺灣生活兩週，跟兩週前的感覺一樣嗎？ 

S09：我有點喜歡這裡了。 

T：你一開始不喜歡嗎？ 

S09：我一開始也喜歡，因為第一次來，覺得好玩。但是差不多第一週

結束我覺得好累，好想回家，現在又想留久一點。 (20130620 課室觀察) 

教師從學生回答帶出文化衝擊的概念，說明文化衝擊的四個階段，並以

自身跨國經驗為例說明，讓學生分享在臺灣的文化衝擊。由於文化衝擊的確

反應了學生在臺灣的生活，因此在分組討論與舉手發言上相當熱烈，學生的

回答舉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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蜜月期：臺灣風景漂亮、臺北 101特別、臺灣人友善、天氣好 

掙扎期：想念家人、臺灣交通亂、天氣溼熱、太受矚目 

調整期：與臺灣人溝通、嘗試新食物、不要在意他人目光、打電話回家 

適應期：接受臺灣文化、不是那麼想家、開始使用筷子吃飯、想逛不同

的商店和夜市、想嘗試不同的食物、喜歡這裡的環境。 

                                           (20130620課室觀察) 

從學生的回饋中，可看出學生漸漸接受與習慣臺灣文化，並且有進一步

認識臺灣文化的期待。 

(2) 校園實作任務 

將學生分為兩兩一組，每組發放一臺相機，請學生到校園中找尋與英國

文化最不相同的任何人、事、物，拍照分享並發表感想。藉由對教師、學生

的訪問，或拍攝學校中的景物，分享英國與臺灣許多不同之處。例如臺灣中

學生上課時需要「起立」、「禮正」、「敬禮」，非常有趣；臺灣廁所馬桶的設

計與英國很不一樣，則是難以適應之處。在學生分享的同時，教師適時給予

回饋，解答學生問題，並帶入現代臺灣的觀念與文化，讓學生由任務中學習。 

2. 教學檢討 

(1) 在討論式教學方法下可輕鬆學習 

由於是最後一堂課，教師希望以較為輕鬆的方式進行，因此以討論分享

的形式為主。學生很喜歡這樣的上課方式，有很多機會可以發表意見，而且

上課的步調也較為緩慢，有多餘的時間可以思考。 

(2) 實作任務的範圍不夠廣泛 

設置任務方面，由於學生所在的區域是校園環境，因此僅能從校園中找

尋文化差異，難以配合前階段所學的內容進行文化差異的比較與反思。若能

夠在第一堂上課時即說明此任務，請學生在參訪行程或是寄宿家庭中找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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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差異，蒐集各式各樣的材料，最後於本堂課分享，或許能夠引導學生延伸

思考，從各面向建立跨文化意識的觀念。 

(九)華語與文化課心得分享會 

此部分非正式課程，而是對華語與文化課進行總結，並請學生填寫後測

問卷。教師以影片回顧的方式，將學生兩週以來所學的內容與課程照片製作

成約五分鐘的短片，讓學生回憶上課內容與實作作品。接著教師請學生填寫

後測問卷，並上臺分享對於華語與文化課的心得與建議，同時請學生描述於

問卷中，以利於本課程的修正。學生問卷分析與課程建議將於第五章第二節

進行詳細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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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成效與修正 第五章  

本章為跨文化課程之教學成效與修正，將於第一節進行預試驗證，並詳

述驗證後之問卷修改內容；第二節為學生問卷分析，比較學生對於臺灣文化

認知之前、後測差異，以檢視是否有效提升學習者的跨文化認知；第三節為

教師訪談，訪談對象為兩位英國教師與共同授課之華語教師，針對課程設計，

教學方法、教學成效與教學建議等進行統整歸納；第四節則針對上述的分析

結果與建議進行課程設計的修正。 

預試驗證 第一節  

本研究於正式施測前先進行預試，以確認問卷之可行性。本節首先針對

預試對象作背景描述，接著分析預試結果，最後則進行預試問題的修改。 

預試對象 一、

為檢測問卷之可作答性，本研究以立意抽樣選擇與研究對象年齡相仿、

母語文化相似者作為預試對象，而預試對象之背景資料如表 5-1 所示。由於

八位預試對象皆為 14~20 歲之青少年，且第一語言為英語，目前的居住國

亦為英語系國家，在母語文化背景與身心發展上與研究對象相似。考慮時間

與空間上的限制，預試者 A~E 於同一間教室進行施測，研究者當場發放問

卷，並觀察預試者的作答情況；預試者 F~H 則以網路問卷作答，並提出題

目有疑慮之處。預試完成後，本研究將根據預試者的結果分析與修改建議，

進行前、後測正式問卷的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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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預試對象背景資料 

背景資訊 預試者 A 預試者 B 預試者 C 預試者 D 

年齡 20 18 19 19 

性別 女 女 女 男 

國別 美國 美國 加拿大 美國 

第一語言 英語 英語 英語 英語 

其他語言 粵語 粵語 
華語、法

語、日語 
華語 

家中是否有華語為母語者 是 是 是 是 

是否學習過華語 是 是 是 是 

是否到過臺灣或中國 是 是 是 是 

背景資訊 預試者 E 預試者 F 預試者 G 預試者 H 

年齡 19 14 14 14 

性別 男 男 男 男 

國別 加拿大 英國 英國 英國 

第一語言 英語 英語 英語 英語 

其他語言 華語 無 法語、華語 無 

家中是否有華語為母語者 是 否 是 是 

是否學習過華語 是 否 是 是 

是否到過臺灣或中國 否 是 是 是 

預試結果分析 二、

預試題目共分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為預試者背景調查，第二部分為文

化主題興趣調查，第三部分為預試者的跨文化認知程度(請見附錄二)。預試

者背景調查已於上述說明，因此本小節將呈現其對文化主題的興趣以及對跨

文化認知程度的調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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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化主題學習興趣調查 

文化主題的篩選主要參考陳光磊(1992)及徐子亮、吳仁甫(2008)所提出

對外漢語教學所應包含的文化內容，同時以現行國內外短期華語文化課程為

考量依據，歸納出十二項文化主題，包括問候、節慶、飲食、漢字、禁忌與

習俗、宗教、生肖、藝術、價值觀、文化活動、養生觀及華人故事。預試者

根據對文化主題的學習興趣勾選，並以李克特四點量表計分，非常喜歡為 4

分，還算喜歡為 3分，不太喜歡為 2 分，非常不喜歡為 1分。圖 5-1 為預試

者文化主題學習興趣之調查結果。 

 

圖 5-1、預試者對文化主題之學習興趣調查 

圖 5-1 顯示平均值最高者為飲食文化(3.63 分)，文化活動(3.5 分)次之，

第三則為藝術(3.34分)。在開放式填答中，預試者闡述對此三類文化活動產

生學習興趣的理由如下： 

1. 少有機會嘗試不同食物，且美食背後藏有豐富的文化。 

2. 臺灣傳統文化活動很有趣，可以學習新的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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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臺灣傳統戲劇跟西方戲劇差異很大，可以藉由了解故事內容學習語言和

歷史典故。 

除了上述文化主題外，生肖、節慶、養生觀及華人故事皆為 3分以上，

表示預試者對於這些主題也有高度興趣。其餘文化主題則是預試者較不感興

趣的內容，包括問候、漢字、禁忌與習俗、宗教及價值觀，其說明理由如下： 

1. 家庭成員是華人，已了解問候文化，稍嫌無趣。 

2. 漢字難以學習與記憶。 

3. 華人禁忌和習俗太過繁複。 

4. 本身沒有宗教信仰，缺乏學習動機。 

雖然預試者對這五項文化主題的興趣不高，但每項仍有 2.63 分以上，

表示預試者並不排斥學習這些文化主題。由此部分作答情況可知，預試者能

夠正確作答，並於開放性填答中敘述理由，顯示在問題的陳述上並無疑問，

確實可測出學生對於文化主題的學習興趣。 

(二)預試者對跨文化認知程度之調查結果 

預試問卷最後為跨文化認知程度的調查。本研究參考文化認知相關文獻

與多元文化認知測驗編制(朱我芯，2011；陳瑛慧，2010；顏素霞，2006)，

以跨文化溝通能力中對第二文化的知識理解為問卷發展基礎，測驗預試者的

跨文化認知程度。計分方式以李克特四點量表計分，非常了解為 4分，還算

了解為 3分，不太了解為 2分，非常不了解為 1分。預試結果呈現如表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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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跨文化認知程度預試結果 

題號 題目 平均值 標準差 

1 
I know the ways of Chinese greetings. 

我知道華人的問候方式。 
3.00 1.00 

2 
I know the courtesy when I visit Chinese family. 

我知道拜訪華人家庭的禮節。 
3.13 0.78 

3 
I know some Chinese festivals. 

我知道一些華人節慶。 
2.88 0.60 

4 
I know how Chinese celebrate their festivals. 

我知道華人的節慶活動。 
3.13 0.78 

5 
I know the func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我知道漢字的功能。 
2.63 0.70 

6 
I can recognize some Chinese characters. 

我可以辨識一些漢字。 
2.88 0.60 

7 
I know the Chinese eating habits. 

我知道華人的飲食習慣。  
3.00 0.71 

8 
I know the table manners in Chinese culture. 

我知道華人的餐桌禮儀。  
3.00 0.87 

9 
I know the types of Chinese performing arts. 

我知道一些華人表演藝術的種類。       
2.63 0.70 

10 
I know the five characters in Chinese traditional plays. 

我知道華人傳統戲劇中的五個角色。 
1.50 0.71 

11 
I know the meanings of numbers in Chinese culture. 

我知道數字在華人文化中的意義。 
2.63 0.99 

12 
I know the meanings of colors in Chinese culture. 

我知道顏色在華人文化中的意義。  
2.75 0.97 

13 
I know some Chinese culture activities. 

我知道一些華人文化休閒活動。 
2.88 0.93 

14 
I can tell the meanings of some Chinese symbols. 

我能說出一些華人符號的意涵。 
2.38 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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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試所呈現的結果如下： 

1. 對行為習俗的認知較高 

預試者在第 1、2、4、7、8題的得分在 3分以上，可見其對於文化三角

當中的行為習俗認知程度較高。從預試者的身分背景來看，有部分為華裔或

是具有與華人相處的經驗，因此較了解行為習俗文化。以下以問候、節慶及

飲食舉例說明： 

(1)問候方面 

預試者 E 提到華人問候方式包括「你吃過了嗎？」、「你要去哪裡？」，

正式場合則以握手寒暄；預試者 A表示進屋要脫鞋，且晚輩應向長輩問好。 

(2)節慶方面 

預試者 C提到華人喜歡和家人在節慶時聚在一起，並食用傳統菜餚。 

(3)飲食方面 

預試者 C表示華人的主食是米飯，喜歡在大圓桌上共享食物；預試者 B

提出吃飯時要將碗拿起，且用雙手夾菜給長輩。 

2. 對知識性文化產物認知較低 

反之，在第 5、9、10、11、14 題的得分較低。除了預試者表示漢字的

學習過於困難，因此對漢字的認知並不高，其餘問題則多屬於知識性的文化

產物，可見即使具有華裔背景，或是正在學習華語、體驗臺灣文化，仍對於

文化產物的認識不深。因此在課程實施時，應使文化三角為一平衡狀態，除

了較容易觀察的行為習俗文化，也須強調文化產物與文化觀念，使學習者能

夠對臺灣文化有全面性的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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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試問題修改 三、

問卷填答過程中，有部分題目的陳述使預試者感到困惑，無法針對題目

作答。經由研究者解釋欲檢測的主要概念後，預試者針對題意不清或敘述有

誤的題目給予修改建議如下，原題與修改後之題目對照請見表 5-3。 

1. 第 1題：I know the ways of Chinese greetings. 

預試者 B 表示不了解題目中“greeting”的意思，因“greeting”代表任何語

言與非語言的問候行為。由於題目沒有給予範圍，難以得知實際上受試者是

否完全知道華人在語言與非語言的問候方式。因此應該在題目中加上語言的

表達或是動作的表現，以限定範圍。 

2. 第 5題：I know the func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 

部分預試者表示不懂“func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的意思，但其猜測應

是要詢問漢字的用途為何，可能是用於溝通或是作為藝術的表現。預試者的

推論與研究者的原意相符，即便如此，預設者 E 仍建議加入附註或舉例，

否則敘述容易使人困惑。預試者 A 則建議刪除此問題，因為不了解漢字文

化者也能夠輕易猜想漢字的用途，並不表示具有對漢字文化的認知。 

3. 第 7題：I know the Chinese eating habits.；第 8題：I know the table 

manners in Chinese culture. 

第 7題欲了解教學對象對華人飲食習慣的認知，包括主食、餐具、菜色

形式等，而第 8題則是關於餐桌上的禮節，例如不可敲碗、不可將筷子插在

飯碗上等。預試者認為有關飲食的概念都可稱為“eating habits”，因此這兩題

基本上是重複的，若想知道受試者對於臺灣美食的認識，可另增題目檢測。 

4. 第 10題：I know the five characters in Chinese traditional plays. 

此題目的難度過高，就連華裔或正在學習華語的預試者都不知道戲劇生、

旦、淨、末、丑五角，更遑論無接觸過華人文化的英國中學生。如欲得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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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者對臺灣傳統戲劇的認知，應先檢視其對於臺灣傳統戲劇種類的了解為何，

而非直接詢問細節性的內容。 

5. 第 11題：I know the meanings of numbers in Chinese culture. 

預試者 D 對於此題的敘述有疑慮，其不了解「數字的意思」為何，誤

解成「數字有何意思？」表示數字就是數字，沒有特別的意思。經由研究者

說明，此題主要檢測預試者對於數字文化的認知，例如中西方文化對於數字

13 的認知即有不同，預試者才了解此題想表達的原意。其建議應於題目後

方舉例，減少受試者誤解的機率。 

6. 第 13題：I know some Chinese culture activities. 

預試者提出英文並無“culture activity”的概念，與研究者原設定對於傳統

文化休閒活動的認知無法產生連結，且容易誤解為節慶的慶祝活動。預試者

表示在英文中，傳統文化休閒稱為“Chinese activity”，表示扯鈴、象棋、陀

螺、剪紙等活動，以此詞彙描述較不易產生誤解。 

7. 第 14題：I can tell the meanings of some Chinese symbols. 

預試者 E於作答時詢問“symbol”的意思，其他預試者亦表示不了解題目

的敘述，研究者解釋“symbol”為華人圖騰符號，並舉蝙蝠與魚為例，詢問預

試者這兩種動物在華人文化的意涵，預試者即能了解題目原意。預試者提出

西方文化中“symbol”一詞無法與圖騰做連結，“pattern”亦有詞不達意之慮，

因此建議在題目後舉例或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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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預試題目與修改後題目對照表 

題號 預試題目 修改後題目 

1 
I know the ways of Chinese 

greetings. 

I know the ways of Chinese greetings, 

such as expression of language. 

2 
I know the courtesy when I visit 

Chinese family. 
保留 

3 I know some Chinese festivals. 保留 

4 
I know how Chinese celebrate their 

festivals. 
保留 

5 
I know the func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 
刪除 

6 
I can recognize some Chinese 

characters. 
保留 

7 I know the Chinese eating habits. 保留 

8 
I know the table manners in Chinese 

culture. 
I can tell some of Chinese food. 

9 
I know the types of Chinese 

performing arts. 
保留 

10 
I know the five characters in Chinese 

traditional plays. 

I know some types of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plays. 

11 
I know the meanings of numbers in 

Chinese culture. 

I know some numbers to present 

different meanings in Chinese culture, 

for example, 13 is not a lucky number 

in terms of Western culture. 

12 
I know the meanings of colors in 

Chinese culture. 
保留 

13 
I know some Chinese culture 

activities. 
I know some Chinese activities. 

14 
I can tell the meanings of some 

Chinese symbols. 

I can tell the meanings of some Chinese 

symbols, such as “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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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預試結果，已將部分無法令 CSL 學習者理解與作答的題目修正如

表 5-3，並將更改之問卷作為研究之正式問卷。 

學生問卷分析 第二節  

本研究以前、後測問卷，檢測英國中學生對於跨文化認知的程度，並運

用統計方法計算學生填答結果，藉此得知跨文化主題課程是否有助於學生對

跨文化的認知。計分方式以李克特四點量表計分，非常了解為 4分，還算了

解為 3分，不太了解為 2分，非常不了解為 1分。問卷共分為四部分，第一

部分為學生背景調查；第二部分為跨文化認知程度調查；第三部分為跨文化

主題學習興趣調查；第四部份為課程心得與建議(前、後測問卷請見附錄三

與附錄四)。學生背景已於第三章第二節研究對象中說明，因此本節依主題

單元分類，探討學生的跨文化認知程度，並敘述學生對於本課程之建議。 

學生跨文化認知程度量化分析 一、

(一)單元一：臺灣生活文化 

單元一主要目的為認識臺灣環境，並了解日常生活中基本的問候禮節，

讓學生能夠與臺灣人交流互動。單元一認知調查題目與統計數據分析如表

5-4所示。由圖 5-2可知，學生在單元一的前測平均為 2.14，後測平均為 3.14，

顯示學生在學習臺灣生活文化後，更了解華人的問候方式與作客禮節。 

表 5-4、臺灣生活文化認知程度量化分析之平均數 

題目 

前測 後測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我知道華人的問候方式，如語言的表現 1.86 0.35 3.00 0.38 

我知道拜訪華人家庭時的禮節 2.43 0.73 3.29 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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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臺灣生活文化前、後測平均數比較 

(二)單元二：臺灣民俗文化 

單元二臺灣民俗文化包括「節慶─端午節」與「社會習俗─數字與顏色」

兩個課程，希望學生能藉此認識臺灣的節慶文化，並了解與生活關係密切的

數字與顏色文化。表 5-5 呈現單元二的四個認知調查題目，以及其前、後測

平均數與標準差。由圖 5-3 可見單元二的前測平均為 1.55，後測為 3.07，顯

示學生對於臺灣民俗文化的認知程度確實有提升，課後更了解臺灣的節慶，

以及顏色與數字在臺灣社會所代表的文化意義。 

表 5-5、臺灣民俗文化認知程度量化分析之平均數 

題目 
前測 後測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我知道一些華人節慶 2.07 0.59 3.29 0.45 

我知道華人的節慶活動 1.71 0.70 2.93 0.59 

我知道有些數字在華人文化代表不一樣的

意思，例如 13在西方文化是不吉利的數字 
1.14 0.35 3.07 0.80 

我知道顏色在華人文化的意義 1.29 0.45 3.00 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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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臺灣民俗文化前、後測平均數比較 

為確認學生是否知道華人節慶文化背後的團聚與和諧觀念，本研究在後

測時增加「我知道華人文化中團聚與和諧的觀念」一題，檢測學生除了知道

節慶的種類與活動外，是否能夠習得背後的文化意涵。結果如表 5-6 所示，

平均數為 2.71，標準差為 0.88，表示學生對於華人節慶團聚與和諧觀念的理

解仍有些模糊。由標準差來看，此題的認知程度差異也較大，有學生勾選非

常了解，但也有學生非常不了解，未能幫助全數學生對節慶文化的團聚與和

諧觀念有基礎的認識。若在課程進行時，增加跨文化討論的比例，分享有關

英國節慶與華人節慶背後的意涵，或許能夠加強學生對文化觀念的認知。 

表 5-6、臺灣民俗文化後測增題之平均數 

題目 平均數 標準差 

我知道華人文化中團聚與和諧的觀念 2.71 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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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單元三：臺灣藝術文化 

單元三包括「漢字與書法」和「戲劇─布袋戲」兩個課程，希望學生透

過靜態與動態活動，了解華人傳統藝術之美。表 5-7 呈現單元三的認知調查

題目共三題，以及其前、後測平均數與標準差。由圖 5-4 可見單元三的前測

平均為 1.29，後測為 2.48，顯示學生對於臺灣藝術文化的認知程度確實有提

升。在認識漢字與傳統戲劇的課程活動中，學生欣賞了書法與布袋戲等具有

臺灣特色的藝術作品，並且實際操作體驗，加深他們對臺灣藝術的了解。 

表 5-7、臺灣藝術文化認知程度量化分析之平均數 

題目 
前測 後測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我可以辨識一些漢字 1.21 0.41 2.07 0.59 

我知道一些華人表演藝術的種類 1.50 0.50 2.71 0.59 

我知道一些華人傳統戲劇的種類 1.14 0.35 2.64 0.61 

 

圖 5-4、臺灣藝術文化前、後測平均數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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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進一步確認學生是否對漢字與戲劇有更深的認識，後測時增加兩題，

檢視學生對於漢字種類與戲劇角色的了解。結果如表 5-8 所示，「我知道有

些漢字和實體相像，例如口、山」一題的平均數為 2.36，標準差為 0.81;「我

知道華人傳統戲劇中的五個角色」一題的平均數為 2.86，標準差為 0.83，表

示學生對於漢字文化的細節部分較難理解。由於學生在課堂曾進行文字畫的

創作，應可理解象形字與實體之間的相似關係；藉由布袋戲的實際操作，應

可知道傳統戲劇中生、旦、淨、末、丑五角。結果顯示雖然學生能在實體操

作中體驗文化，但是對於提升文化認知的成效卻不高。若能增加課堂數，讓

文化知識與文化體驗緊密搭配，在活動進行之前有更完整的課程奠基，或許

學生較能體會與理解。 

表 5-8、臺灣藝術文化後測增題之平均數 

題目 平均數 標準差 

我知道有些漢字和實體相像，例如口、山 2.36 0.81 

我知道華人傳統戲劇中的五個角色 2.86 0.83 

(四)單元四：臺灣飲食文化 

單元四包括「飲食」與「飲茶」兩個課程，希望學生能透過這兩項重要

的華人文化認識臺灣。單元四的認知調查包含兩個題目，表 5-9 呈現此二題

的前、後測平均數與標準差。由圖 5-5 可見單元三的前測平均為 1.75，後測

為 3.14，顯示學生對於臺灣飲食文化的認知程度確實有提升。此課程除了介

紹臺灣美食外，也探討臺灣與英國在主食、烹調、餐桌禮儀方面的差異。同

時讓學生認識臺灣茶，藉由實際泡茶與飲茶體驗茶文化在臺灣人民生活中的

重要性，並從討論與交流中達到提升跨文化認知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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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9、臺灣飲食文化認知程度量化分析之平均數 

題目 

前測 後測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我知道華人的飲食習慣 1.50 0.50 3.07 0.59 

我能說出一些中式料理 2.00 0.76 3.21 0.41 

 

圖 5-5、臺灣飲食文化前後、測平均數比較 

在飲食文化後測題目中，另針對飲茶文化增加一題「我知道華人的飲茶

文化」，以了解學生對於臺灣飲茶文化的認知程度。結果如表 5-10 所示，平

均數為2.71，標準差為0.59，表示學生對於華人飲茶文化的認識雖不達理解，

但已接近理解的程度。因臺灣飲食文化實際上課的時數較短，著墨於飲食文

化較多，飲茶則是以重點介紹臺灣茶、臺灣飲茶習慣的轉變以及體驗泡茶、

喝茶為主，無法全面地介紹臺灣飲茶文化。學生對於臺灣飲茶文化能有概略

性的認識，但不深入，在認知自評時，也的確呈現相似的結果。 

1.75 

3.14 

0

0.5

1

1.5

2

2.5

3

3.5

前測 後測 

平

均

值

 

臺灣飲食文化 



 

126 

 

表 5-10、臺灣飲食文化後測增題之平均數 

題目 平均數 標準差 

我知道華人的飲茶文化 2.71 0.59 

(五)單元五：臺灣休閒文化 

單元五原先包括「傳統活動─象棋」與「休閒藝術─剪紙」兩個課程，

但因配合校方的行程安排，僅進行「休閒藝術─剪紙」一課，希望在課程後

學生能夠對於臺灣傳統文化活動有進一步的認識。單元五的認知調查包含兩

個題目，表 5-11 呈現此二題的前、後測平均數與標準差。由圖 5-6 可見單

元五的前測平均為 1.36，後測為 2.54，顯示學生對於臺灣休閒文化的認知程

度確實有提升。臺灣休閒文化課程中，除了介紹臺灣傳統的休閒活動外，在

剪紙的部分也融入華人圖騰符號的教學，希望學生不僅能夠體驗剪紙，更能

知道剪紙符號與圖騰背後所代表的意義。 

表 5-11、臺灣休閒文化認知程度量化分析之平均數 

題目 

前測 後測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我知道一些華人文化休閒活動 1.71 0.59 3.00 0.53 

我能說出一些華人符號的意涵，如

「囍」、桃子。 
1.00 0.00 2.07 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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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6、臺灣休閒文化前、後測平均數比較 

由於本單元課程之剪紙活動融合華人圖騰符號教學，其中有關蝙蝠、龍、

烏龜等動物圖騰也出現在剪紙中。研究者欲檢視學生仍否記得在節慶單元所

學過的中西方動物比較，並能將此觀念運用在剪紙中，另在後測增加「我知

道有些動物在華人文化與英國文化中代表不一樣的意思，例如龍、蝙蝠」一

題，以了解學生對於動物意涵的認知程度。結果如表 5-12 所示，平均數為

2.93，標準差為 0.59，表示多數學生仍記得動物在臺灣與英國所代表的不同

意思，並藉由此單元課程強化其對於動物跨文化意涵的認知，有助於學生在

剪紙符號與圖騰上的學習。 

表 5-12、臺灣休閒文化後測增題之平均數 

題目 平均數 標準差 

我知道有些動物在華人文化與英國文化中代

表不一樣的意思，例如龍、蝙蝠 
2.93 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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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將以上各單元的統計數據進行整理，前測總平均為 1.58，後測總平均為

2.87，顯示學生在課程後確實增加對跨文化的認知。因此，本小節重點結論

如下： 

1. 以跨文化進行教學，讓學生對臺灣文化各主題有基本認識，同時也反思

英國文化，可提升學生的跨文化認知，有助於學生的文化學習成效。 

2. 圖 5-7 顯示學生對於臺灣民俗文化的認知程度提升最多，推論因節慶文

化和數字文化與生活緊密相關，且內容較為簡單易懂，適合中學生。 

3. 圖 5-7 顯示臺灣生活文化的前測平均數在五個主題中位居最高(2.14)，

可能是學生來臺前已搜尋相關資訊，或是學生來臺後的觀察所致，因此

對跨文化認知的提升就不若其他主題顯著。 

 

圖 5-7、跨文化課程總體前後測平均數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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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跨文化認知程度質化分析 二、

(一)單元一：臺灣生活文化 

研究者根據問卷中的開放式填答，歸納出幾項英國學生對於單元一─臺

灣生活文化的認知，如表 5-13 所列。 

表 5-13、學生對臺灣生活文化認知之質化分析 

課程名稱 
學生對跨文化的認知 

前測 後測 

認識臺灣與

文化衝擊 

1. 進門前除了脫鞋外，

也應換上室內拖鞋。

(S2 與 S11) 

2. 注重禮儀。(S3) 

1. 以「你好」向他人問候。(S1、S3、

S4~S6、S9、S10、S12及 S13) 

2. 臺灣人常說「請」和「謝謝」。(S10) 

3. 點頭示意是華人習慣的招呼方式。

(S1、S6、S11及 S13) 

4. 靠近對方以表達友好之意。(S2) 

5. 尊重長輩，以長輩為優先。(S3、S12

及 S13) 

6. 進入家門前脫鞋是作客禮儀。(S2、

S11 及 S12) 

在「華人問候方式」的前測中，學生皆不了解華人如何向他人打招呼，

而後測結果則可看出學生觀察到臺灣人常用的問候語言以及非語言招呼方

式。在「華人作客禮節」的前測中，學生了解進門前須換上室內拖鞋，並且

應注重禮儀。研究者推測應是學生已和寄宿家庭相處數日，可觀察到此現象，

因此有少部分學生稍微了解關於華人的作客禮節。後測結果顯示更多學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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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述華人在進家門前會先脫鞋，並換上室內拖鞋，且十分注重對長輩的敬重，

以禮讓長輩為優先。 

(二)單元二：臺灣民俗文化 

研究者根據問卷中的開放式填答，歸納出幾項學生對於單元二─臺灣民

俗文化的認知，如表 5-14 所列。 

表 5-14、學生對臺灣民俗文化認知之質化分析 

課程名稱 
學生對跨文化的認知 

前測 後測 

節慶─ 

端午節 

 

1. 端午節為華人節慶。(S6、

S9及 S11) 

2. 新年會放鞭炮，且每年有

不同的代表動物。(S2) 

 

1. 節慶包括新年、元宵節、清明

節、端午節、中秋節等。(S1~S14) 

2. 節慶活動包括放鞭炮、花燈、包

粽子、划龍舟、立蛋。(S1、S2、

S5、S10、S12及 S13) 

3. 食物是節慶的重要代表。(S2、

S5 及 S13) 

4. 許久未見的家人會在節慶時從

各地返鄉，與其他家人團聚，歡

慶佳節並共享天倫之樂。(S1、

S2、S9及 S11)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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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4、學生對臺灣民俗文化認知之質化分析(續) 

課程名稱 

學生對跨文化的認知 

前測 後測 

社會習俗─

數字與顏色 

無 1. 4、7為不吉利的數字，4有代

表死亡的意思。(S1、S5、S9、

S12 及 S14) 

2. 2、6、8為吉利的數字，8有發

財之意。(S1、S6、S9、S10 及

S13) 

3. 紅色代表幸運；黑、白為不吉

利之色，但黑色也有公平正義

之意；黃色代表權力；綠色代

表長壽。(S1~S3、S5、S6、S9、

S10 及 S12~S14) 

1. 「節慶─端午節」之前、後測質化分析 

在「華人節慶種類」的前測中，僅三位學生知道端午節為華人節慶，而

後測顯示除了端午節外，學生也知道中秋節、新年、清明節及元宵節等傳統

華人節慶，可見學生對於節慶的認知高於前測。在「華人節慶活動」的前測

中，一位學生提出華人會在新年放鞭炮，且每年會有不同的代表動物。後測

則顯示更多學生能舉出節慶的慶祝活動，包括食物在節慶的代表性與重要性，

以及節慶背後團聚與和諧的文化觀念。 

2. 「社會習俗─數字與顏色」之前、後測質化分析 

在「數字的文化意義」的前測中，無任何學生知道數字在華人文化與西

方文化間的差異。後測顯示學生可分辨數字的不同意義，例如 7在華人文化

是不吉利的數字，在西方卻有幸運的意思。在「顏色的文化意義」的前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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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任何學生知道顏色在華人文化與西方文化間的差異。後測可看出學生對顏

色文化認知的提升，包括對紅、黑、黃、綠等顏色意涵的了解。 

(三)單元三：臺灣藝術文化 

研究者根據問卷中的開放式填答，歸納出幾項學生對於單元三─臺灣藝

術文化的認知，如表 5-15 所列。 

表 5-15、學生對臺灣藝術文化認知之質化分析 

課程名稱 
學生對跨文化的認知 

前測 後測 

漢字與書法 

無 1. 能夠辨認自己的姓名與課堂常見

的漢字，如「蝙蝠」、「母」、「孫」。

(S1、S10及 S11) 

2. 知道象形字與實體相像，並舉出

口、山、日、手為例。(S1、S9及

S13) 

戲劇─ 

布袋戲 

無 1. 戲劇是華人的表演藝術之一，其中

布袋戲是臺灣重要傳統戲劇。

(S1、S2、S6、S9~S12 及 S14) 

2. 傳統戲劇的五個主要角色是生、

旦、淨、末、丑。(S1、S3、S5、

S6、S9 及 S11~S13) 

1. 「漢字與書法」之前、後測質化分析 

在「漢字的辨識」的前測中，並無學生能夠辨認漢字。後測顯示學生能

夠辨認一些學過的漢字，或該課程所提到與實體相像的漢字。從量化資料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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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學生在本單元課程的跨文化認知提升最少，而由質性資料比對，也發現

可回答的學生人數很少。研究者推論因漢字系統與西方的拼音系統相差極大，

且學生僅有兩週時間學習，對於漢字的認知無法達到有效的提升。即使如此，

部分學生仍對上課所學或是文字畫創作時所使用的漢字有印象，能夠辨認部

分漢字。經研究者觀察，這幾位學生亦為對書法寫作與文字畫創作較有興趣

的學生，可看出學生的學習風格對於學習成效的影響。 

2. 「戲劇─布袋戲」之前、後測質化分析 

在「華人表演藝術種類」的前測中，並無學生可實際舉例。後測結果顯

示學生能說出戲劇為華人重要的表演藝術。在「華人傳統戲劇種類」方面，

課程前學生並不了解相關內容，課程後則知道布袋戲、京劇及歌仔戲為華人

重要的傳統戲劇，其中布袋戲更在臺灣發展出其獨有的特色。關於「傳統戲

劇中五個主要角色」的認知，後測時大部分學生也能夠正確回答出生、旦、

淨、末、丑五個角色。 

觀察上述結果，本課程確實提升學生對傳統戲劇的認知，尤其是布袋戲，

藉由實際操作，學生能夠知道臺灣偶戲的特色。然而在表演藝術方面，除了

戲劇外尚有舞蹈、音樂等具華人文化特色的表演藝術，但學生對此方面的認

知程度仍有進步空間。研究者推測應是此部分的教學為講述式，僅為開頭的

介紹敘述，學生並無內化吸收，因此對華人表演藝術的認知較少。 

(四)單元四：臺灣飲食文化 

研究者根據問卷中的開放式填答，歸納出幾項學生對於單元四─臺灣飲

食文化的認知，如表 5-16 所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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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6、學生對臺灣飲食文化認知之質化分析 

課程名稱 

學生對跨文化的認知 

前測 後測 

飲食文化 

臺灣的美食包括肉粽、豆

腐、炒飯等。(S1、S9及 S13) 

1. 臺灣常見的主食有米食及麵食。

(S4、S5 及 S9) 

2. 臺灣的美食包括炒飯、臭豆腐、粽

子、水餃、烤魷魚、玉米排骨湯等。

(S2、S5、S6、S9及 S13) 

3. 不可將筷子插在米飯上。(S3) 

4. 不可用筷子敲打碗盤。(S4、S5及

S12) 

5. 主要使用筷子，且餐桌為中央有旋

轉盤的圓桌，因此食物多為合菜形

式，為全桌共享。(S1、S2、S5、S6、

S10及 S12~S14) 

6. 長輩常坐在面對門口的位置。(S6) 

7. 同桌若有長輩，會禮讓長輩先食

用。(S6 與 S13) 

8. 吃飯時，咬過的食物只可放回自己

的碗中。(S1) 

9. 若剩下食物在碗盤中，是無禮的行

為。(S1 與 S9)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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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6、學生對臺灣飲食文化認知之質化分析(續) 

課程名稱 

學生對跨文化的認知 

前測 後測 

飲茶文化 

無 1. 知道泡茶與喝茶的程序。(S1、S2

及 S12) 

2. 喝茶時通常會搭配零食點心。(S11) 

3. 喝茶是招待朋友或家人團聚時常見

的活動。(S9) 

4. 華人的飲茶活動與生活結合。(S3) 

5. 現代茶有不同的變化，如手搖茶

飲。(S6) 

1. 「飲食」之前、後測質化分析 

在「華人飲食種類」的前測中，三位學生提到臺灣的美食包括肉粽、豆

腐及炒飯。由於部分寄宿家庭已在課程前帶學生體驗臺灣夜市，因此對臺灣

食物稍微了解。後測則另外觀察到臭豆腐、水餃、烤魷魚、湯餃及玉米排骨

湯等臺灣美食。由此可見學生對華人飲食種類的認知有提升，除了上課所學

之外，學生與寄宿家庭間的互動也會加強其對臺灣食物的認識。 

在「華人飲食習慣」的前測中，並無學生了解華人的飲食習慣。後測可

看出學生知道華人主要使用筷子，且因中式餐桌為圓桌的特性，餐點多為合

菜的形式，而長輩通常坐在圓桌面對門口的位置。在餐桌禮儀方面，學生提

到不可將筷子插在米飯上，也不可用筷子敲打碗盤，若剩下食物在碗盤中是

相當無禮的行為。另外，當有長輩在場時，會禮讓長輩先用餐。 

由上述可知，學生在課程後對於華人的飲食習慣較能掌握，且可說出關

於華人餐桌禮儀與英國餐桌禮儀的不同，在跨文化認知方面確實有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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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飲茶」之前、後測質化分析 

課程後，學生知道泡茶與喝茶的程序，並了解華人喝茶會搭配零食點心，

與英國相似。在飲茶的文化觀念上，華人常在賓客來訪時泡茶，邊喝茶邊敘

舊，也有團聚的意味。除此之外，不僅在家裡或正式場所才能飲茶，有時在

廟口、戶外都能看見泡茶聊天的民眾，與臺灣人民的生活緊密結合。學生另

外觀察到臺灣現代的飲茶文化與早期大不相同，手搖飲料店蔚為流行，為飲

茶文化增添新氣象。 

由學生回答可知，其對於臺灣的飲茶文化不管在實際操作、文化觀念、

轉型變化上都有進一步的認識，提升對飲茶文化的認知程度。 

(五)單元五：臺灣休閒文化 

研究者根據問卷中的開放式填答，歸納出幾項學生對於單元五─臺灣休

閒文化的認知，如表 5-17 所列。 

表 5-17、學生對臺灣休閒文化認知之質化分析 

課程名稱 
學生對跨文化的認知 

前測 後測 

休閒藝術─

剪紙 

棒球、足球、籃球。(S3) 1. 傳統休閒活動包括踢毽子、扯鈴、

象棋、太極拳、剪紙及中國結。(S1、

S3、S4、S6及 S9~S14) 

2. 現今也以球類運動、電玩及玩偶等

度過休閒時光。(S1、S3 及 S9) 

3. 囍代表一對，鴛鴦表示伴侶，常用

於婚禮相關物品或布置。(S3 與 S13) 

4. 了解龍、蝙蝠、獅子、老虎、烏龜

在華人文化代表的意涵。(S1~S3、

S5、S6、S9、S10、S12 及 S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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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華人文化休閒活動種類」的前測中，學生觀察到臺灣中學生的休閒

活動與英國人沒有太大差異，球類應為目前各國流行的休閒活動。後測中學

生除了提到現代臺灣人的休閒活動包括球類運動、電玩及玩偶等，也能夠舉

出傳統文化休閒活動的如踢毽子、扯鈴、太極拳剪紙及中國結等。由上述可

知，跨文化課程可提升學生對華人傳統休閒活動的認知，同時藉由在臺灣的

生活經驗，學生也觀察到現代許多臺灣人的休閒活動與英國人相似。 

在「華人圖騰符號意涵」的前測中，所有學生皆非常不了解。後測發現

少數學生知道「囍」有成對的意思，鴛鴦則意指伴侶，兩者常見於婚宴相關

用品與布置。雖然量化資料顯示其認知程度的提升，但大多數學生仍無法直

接舉例說明，可能因為華人的圖騰符號文化相當豐富，學生難以在短時間內

吸收。即使課堂中學生能夠根據課程內容完成學習單，但因課後並無進一步

接觸，學生十分容易遺忘。由此可見，學生僅能對華人圖騰符號有概略的印

象，但難以針對跨文化認知實際舉例說明。 

在「中西方動物意涵差異」方面，學生表示龍與蝙蝠是華人文化的吉祥

動物，而在英國文化卻正好相反，大部分學生亦表示自己的確不喜歡這兩種

動物。另外有學生延伸提到老虎為華人文化的動物之王，而在英國文化卻是

獅子；烏龜在華人文化中有長壽之意，而在英國文化為緩慢的象徵。從上述

的回應發現，學生能夠了解動物意涵在華人與英國文化間的差異，確實提升

學生的跨文化認知，藉此對臺灣與英國文化皆有更進一步的認識。 

小結 

將以上各單元的質化資料分析進行整理，顯示學生在後測能夠舉出較多

實例，確實增加對跨文化的認知。因此，本小節重點結論如下： 

1. 質性分析與量化統計呈現一致的現象，在臺灣民俗文化與臺灣飲食文化

兩單元可正確舉例回答的學生最多。 

2. 除了課程所學之外，學生與寄宿家庭的互動或生活中的觀察，如問候方

式、臺灣美食、休閒活動等，皆可提升對跨文化的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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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課程中與英國文化差異較大的部分，如漢字文化與符號文化，學生較難

自行複習。教師應將此部分融入日後課程，以活動替代講述，輔助學生

在實際情境中了解運用。 

跨文化主題學習興趣分析 三、

為檢視學生對於跨文化主題的學習興趣是否在課程前後有所差異，本研

究藉由前、後測問卷中與預試相同的十二個文化主題進行調查，結果如表

5-18 與圖 5-8 所示。 

表 5-18、學生跨文化主題學習興趣前後測之平均值 

主題 
前測 後測 

平均值 標準差 平均值 標準差 

問候 3.31 0.46 3.00 0.38 

節慶 3.31 0.61 3.36 0.61 

飲食 2.54 0.50 2.86 0.74 

漢字 2.75 0.60 2.79 0.56 

禁忌與習俗，如數字、顏色 3.15 0.53 3.00 0.53 

宗教，如佛教、道教 2.62 0.84 2.71 0.80 

生肖 3.17 0.80 3.21 0.56 

藝術，如戲劇、建築、音樂 3.46 0.63 3.07 0.46 

價值觀，如婚姻、階級、親子觀 3.15 0.77 2.86 0.74 

文化活動，如棋類、太極 3.23 0.70 2.71 0.80 

養生觀 2.62 0.74 2.71 0.59 

華人故事 3.23 0.58 3.29 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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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8、學生跨文化主題學習興趣前、後測差異比較 

由前測問卷的平均值來看，最有興趣學習的前三個主題分別為藝術、問

候及節慶，較無興趣的三個主題分別為飲食、宗教及養生觀；後測問卷則顯

示，課程後學生較有興趣的前三個主題分別為節慶、華人故事及生肖，較無

興趣的三個主題分別為宗教、文化活動及養生觀。由圖 5-8 可見，課程後學

習興趣增加的跨文化主題包括節慶、飲食、漢字、宗教、生肖、養生觀及華

人故事，而學習興趣減少的主題包括問候、禁忌與習俗、藝術、價值觀及文

化活動。造成學習興趣下降的原因可能是課程安排與學生學習風格不相符，

或是課外生活經驗導致其不適應該文化，而連帶降低學習興趣。除此之外，

與英國文化差異較大的主題，可能導致學生不易理解，影響其學習信心與興

趣。當學生課前已具備相關知識時，亦可能降低其學習動機。藉由學生對跨

文化主題學習興趣的開放式填答，發現影響其學習興趣的要點如表 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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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9、影響學生跨文化主題學習興趣的原因 

影響學習興趣要點 學生填答內容 

課程安排與學生學習

風格相符程度 

1. 對繪畫創作與戲劇表演有興趣，喜歡藝術文化課程。

(S1、S2 及 S4) 

2. 個性內向，不習慣布袋戲的分組公開表演，因此減低

對藝術文化的學習興趣。(S14) 

3. 喜歡動態文化休閒活動，想多學習太極拳與扯鈴。

(S13) 

課外活動安排與日常

生活經驗 

1. 不喜歡文化休閒活動，因學習太極拳相當耗費體力，

且難以記住整套動作。(S1、S4及 S14) 

2. 不適應臺灣食物，在夜市只敢嘗試與英國食物相似的

小吃，因此降低對飲食文化的學習意願。(S2、S4及

S14) 

3. 覺得英國紅茶較清淡，不喜歡臺灣茶太過濃烈，因而

缺乏學習飲茶文化的興趣。(S3、S8、S10、S11) 

與英國文化差異程度 

1. 喜歡與英國文化差異大的主題，例如禁忌與習俗、文

化休閒活動、節慶、藝術及十二生肖等。(S1、S7、S9、

S10及 S14) 

2. 華人價值觀、漢字及十二生肖與英國文化差異太大，

不易理解。(S2 與 S7) 

對跨文化的先備知識 

1. 希望針對具有基礎知識的內容再深入學習，例如問

候、禁忌習俗及十二生肖，可加深印象並增加學習信

心，且對於未知的部分感興趣。(S5 與 S14) 

2. 對問候文化缺乏學習動機，因為已經知道相關內容，

再學習相同內容會感到無趣。(S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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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根據上述，學生對跨文化主題的學習興趣會受到課程安排與學生學習風

格相符程度、課外活動安排與日常生活經驗、與英國文化差異程度及對跨文

化的先備知識所影響。以下針對這四項要點歸納本小節重點： 

1. 當課程安排符合學習風格時，學生對該主題的學習興趣會提高。由於每

個學生的學習風格不同，在課程規劃上應盡量考量其多元智能，避免安

排性質太過雷同的課程活動，讓學生有平等學習的機會。 

2. 參與學校安排的其他課程活動與日常生活經驗，也會影響學生對跨文化

主題的學習興趣。例如部分學生不喜歡太極拳或不適應臺灣食物，同時

降低對文化休閒活動與飲食文化的學習興趣。因此，應妥善安排課後活

動，以免學生產生厭倦感而失去學習興趣。 

3. 跨文化比較包括相同與相異兩部分，有些學生對於與英國文化相似的內

容較有興趣，有些學生則正好相反。教師在挑選跨文化主題時，需考量

學生對於異文化的接受度，以達最佳學習成效。 

4. 對於已有基本觀念的跨文化主題，部分學生無意願繼續學習；部分學生

則認為藉由加深加廣，或從不同面向認識相同的跨文化主題，在學習上

更得心應手。因此，課程之前可先對學生的先備知識進行調查，依學生

需求進行難易度調整。 

學生對課程的心得與建議 四、

為了解學生對本課程的看法，除了在後測問卷請學生寫上心得與建議外，

也附上意見回饋單(請見附錄四)，希望藉由學生的回饋進行更完善的課程修

正，以符合學生的需求。意見回饋單總共有四大題，分別為「您對本課程印

象最深刻的內容為何？為什麼？」、「本課程對於您在臺灣的生活是否有幫助？

這兩週是否曾運用本課程所學？」、「若延長課程時數，本課程中哪些內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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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想要繼續學習的？」、「您是否對於本課程外的跨文化主題有學習興趣？」。

以下表 5-20 呈現後測問卷與意見回饋單上的填答，彙整出學生對於本課程

的心得與建議。 

表 5-20、學生對本課程的心得與建議統整表 

心得與建議 重點歸納 填答內容 

課程心得 

課程豐富，認識

臺灣文化的不同

面貌 

1. 本課程學習非常多臺灣文化，覺得很有趣。

(S4、S10) 

2. 學到自己想學習的主題，對課程很滿意。(S6) 

3. 希望再學習更多不同的臺灣文化。(S7) 

教學活動多，師

生互動良好 

1. 課程安排生動活潑，具挑戰性。(S1~S3、S8

及 S10) 

2. 藉由遊戲反覆練習，並與同儕互動，利於記

住課程所學。(S4、S9及 S13) 

3. 布袋戲活動與小組共同討論演出，增加合作

機會，因此更有興趣學習布袋戲文化。(S5) 

提升跨文化溝通

能力 

1. 藉由本課程所學，可提升與寄宿家庭及臺灣

學生的互動能力。(S2、S6及 S10~S12) 

2. 數字、顏色及其他詞彙的學習有助於回應他

人提問。(S3~S5、S8及 S13) 

3. 交際文化對於溝通很有用處，可以減少產生

誤會的機率。(S9)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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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0、學生對本課程的心得與建議統整表(續) 

心得與建議 重點歸納 填答內容 

課程建議 

增加遊戲與任務

的時間 

1. 遊戲安排讓學生更有參與感。(S4 與 S13) 

2. 活動安排可讓課堂氣氛更加活躍。(S5、S7

及 S11) 

有效利用教具與

學習單 

1. 投影片雖然可讓學生清楚看見，但有些文字

與圖片的排版可能會產生混淆。(S11) 

2. 希望遊戲進行時，能將字卡呈現在黑板上，

否則很難記住剛剛教過的內容。(S12) 

3. 希望增加學習單的份量，尤其在數字與顏色

單元，可以有更多機會練習。(S13) 

多安排民俗文化

與藝術文化課程 

1. 想繼續學習藝術文化，如布袋戲與漢字，並

了解相關的歷史背景。(S1、S2、S8及 S11) 

2. 覺得民俗文化很有趣，尤其節慶與顏色是跨

文化比較相當好的題材。(S3、S4、S6、S7

及 S9) 

3. 想學習其他文化休閒活動。(S5、S8) 

4. 想學習現代藝術如流行時尚、繪畫、音樂。

(S10、S11 及 S12) 

5. 想了解更多臺灣傳統食物。(S8、S12) 

6. 想增加語言學習的時間。(S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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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根據後測問卷填答，將學生對本課程的心得與建議總結如下： 

(一)課程心得 

1. 以主題式課程帶入不同面向的臺灣文化，能夠符合學生期望，並增加學

生深入認識臺灣文化的意願。 

2. 本課程所設計的活動多元有趣，讓學生在短時間內能夠藉由不同的任務

與遊戲熟悉課程內容，除了師生之間互動性高之外，也增添趣味性且讓

學生更融入課程。 

3. 學生對於本課程提升跨文化溝通能力給予正向肯定，因為增加對臺灣文

化的認識，能夠減少彼此在溝通上的誤解。學習之後也較勇於開口，增

加與臺灣人互動的機會。 

(二)課程建議 

1. 遊戲與任務比坐在臺下聽講更具參與感，也能夠藉由課程活動消化所學

的內容，因此應更妥善規劃遊戲與任務的時間安排，考慮如何穿插在課

堂中，能讓學生輕鬆但有效率地學習。 

2. 教具與學習單的使用可增加學生對課程的熟悉度，也可提升學習成效。

在學習單的設計上，應安排更多可讓學生互動討論與練習的題目，學生

不但對課程內容更加熟悉，課堂氣氛也更活潑。 

3. 多數學生想要繼續學習民俗文化與藝術文化。由於本課程在藝術單元主

要以傳統藝術為主，若能結合現代藝術如臺灣流行音樂、國片電影、插

畫藝術等，或許更能引起學生共鳴，引起學習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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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訪談 第三節  

在質性資料分析上，針對兩位英國教師與一位共同教學之華語教師進行

訪談，詢問教師對本研究課程設計、學生學習成效及課程建議三部分之看法。

期望藉由教師專業教學經驗，與其所觀察之學生學習狀況，提供本研究於課

程設計與教學上的修正方向。 

受訪教師教學背景資料 一、

本研究訪談三位教師，其中兩位為英國中學之隨隊教師，另一位則為臺

灣中學負責本課程之華語教師，分別以 A 教師、B 教師及 C 教師代稱之，

其教學背景資料如下(表 5-21)：  

表 5-21、受訪教師教學背景資料 

背景資料 A教師 B 教師 C教師 

性別 男 女 女 

國籍 英國 英國 臺灣 

年齡 50~60 30~40 40~50 

教學科目 語言、歷史、政治 心理、社會 國文 

教學資歷 34年 2年 16年 

於目前學校資歷 34年 2年 13年 

教學對象年齡層 11~18歲 11~18 歲 13~18 歲 

跨國經驗 歐洲 歐洲、中國、泰國 泰國、英國 

文化教學經驗 

課堂中常會引導學生

從歷史、政治與經濟

的角度，觀察不同國

家的背景文化，啟發

學生的跨文化思考。 

社會學即為一門與

文化緊密相關的科

目。主要透過課堂的

討論與辯論，讓學生

理解與尊重不同的

文化。 

藉由課文內容延伸

至中華文化、文學、

當代文化習俗、東西

洋文化等，搭配影

片、新聞、小組討論

等形式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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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選擇此三位教師進行訪談，希望透過三位教師的觀點，了解其對

於跨文化課程之看法與建議的原因如下： 

1. 全程參與本課程 

A 教師與 B 教師負責與臺灣中學協調所有的活動與行程，並隨隊至臺

灣共同參與。上課期間兩位教師皆在場協同學生學習，隨時注意學生狀況，

若有任何問題也會立即向授課教師反映。C教師為臺灣中學負責課程之華語

教師，實際教授兩堂課，研究者亦於課程設計發展階段與該位教師進行多次

會議，配合兩校的需求進行課程內容的修正。三位教師皆全程參與本研究，

期盼藉由其專業角度提供本研究於課程設計與教學上的看法與建議。 

2. 具有跨國經驗 

根據受訪教師背景調查，三位教師無論是旅遊、教學或學習，皆在國外

停留或長或短的時間，有接觸異國文化的經歷。其中，B 教師與 C 教師更

跨足中西文化，與本課程主要的教學理念相符，可藉由兩位教師的經驗中獲

得更為具體的建議。由於三位教師跨國經驗豐富，本身對於多元文化的接受

性與包容性較強，也具有高度的跨文化意識，能夠以自身經驗提供研究者跨

文化比較觀點的建立與選擇。 

3. 教授科目與文化相關 

三位教師雖無專門文化課程的教學經驗，但其主要教授的科目皆與文化

息息相關，並且都有在課堂中將文化議題納入的教學設計，藉由各種教學策

略將學科與文化融合，讓學生除了學習學科知識外，亦能與社會文化連結。 

4. 教學經驗豐富 

A 教師與 C 教師的教學經歷相當豐富，分別在英國中學與臺灣中學執

教 34年與 16年的時間，B教師則長期接觸英國中學生的學習。三位教師對

於中學生的學習情況與特質清楚了解，能夠掌握中學生喜愛的學習方式提升

學習效率，在教學方法與課程安排上能給予本研究教學實質上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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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三位第一線教師的經驗，研究者進行半結構式訪問(訪問大綱請見

附錄五與附錄六)，A、B兩位教師主要針對課程設計、學生學習成效及課程

建議三方面提出其觀點，而 C 教師則主要針對課程檢討與未來課程發展提

出建議。 

課程設計方面 二、

在教師對本課程設計的評論中，分為主題內容、教學方法、課後評量、

時間安排及語言材料五點作為探討，以下分別詳述之，並將其要點歸納整理

為表 5-22。 

(一)主題選擇與內容呈現 

1. 文化主題多元 

本研究於主題選材時，首先參考相關文獻與國內外已開設之短期文化課

程，再以預試結果得知英語為母語者對於華人文化的學習興趣，最後總結歸

納出本研究十個跨文化課程主題。受訪教師認為對於中學生而言，主題的選

擇應廣度大於深度，才能維持學生對課程的新鮮感。 

這次的課程很豐富，學生可以從不同方面認識臺灣，尤其這些學生的家

庭社經背景較弱，大多數是第一次搭飛機，有些甚至連火車都沒有搭過。

所以我認為對這些學生來說，從不同角度認識另一個文化是很重要的。    

                                  (B教師，2013年 06月訪談紀錄) 

本課程的教學對象因家庭社經背景較弱勢，大多數學生無出國經驗，甚

至也很少到英國其他地區旅遊，對於其他文化的了解甚微，難免有英國文化

為優的心態。對於臺灣文化與英國文化極大的差異，藉由不同主題的闡釋，

學生可更廣泛地了解臺灣文化的各種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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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課程內容層面廣闊 

由於短期課程的學習時間僅有兩週，加上考慮學生年齡層與交流團性質，

本研究在不同主題中融入多項相關文化，希望讓學習者對該主題有更多層面

的了解。例如在飲食文化中，除了食物的介紹外，也探討華人的餐桌禮儀，

以及臺灣重要的夜市文化，讓學生對飲食文化有全面性的認識。 

如果只從單一文化主題深入介紹，比如只選擇節慶，全部課程都上節慶

相關內容，學生也許能夠對節慶非常了解，但也少了樂趣，他們很快就

會失去學習動機。這次交流的課程主題變化多端，能夠幫助學生認識臺

灣的不同面貌。                    (B教師，2013年 06月訪談紀錄) 

(二)跨文化比較的教學方法 

1. 先同後異的跨文化比較可增進學生理解 

本研究於跨文化比較內容設計時，根據美國外語學習標準所提出先同後

異的原則，先從臺灣與英國文化的相同處著手，讓學生了解兩方共有的文化

後，再進一步提出相異處，進行兩方文化的比較。受訪教師觀察到先同後異

的跨文化比較確實能夠吸引學生的注意，並從熟悉的母語文化擴展至臺灣文

化，除了認識不同文化外，也能反思母語文化。 

先讓學生知道臺灣和英國一樣的文化，再比較不一樣的地方，這個方法

很好。學生感受到即使相距這麼遠，卻還是有共同的文化，好像拉近了

臺灣和英國的距離。比如在飲食課程時，提到馬鈴薯在臺灣和英國有不

同的烹調方式，當詢問學生有關於英國的部分時，他們很熟悉，所以很

多人舉手回答。接著帶入臺灣的烹調方式，他們就會覺得原來臺灣人也

吃馬鈴薯，而且居然有不一樣的做法，他們很喜歡知道這樣的資訊。 

(B教師，2013年 06月訪談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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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跨文化比較有助於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 

跨文化比較課程因融入大量的討論與互動，每個人都需要發表意見，在

過程中就必須對臺灣與英國文化再思考，進而提出自己的觀點。學生藉由彼

此討論交流，分享同儕之間不同的看法，有助於提高學習異文化的興趣。 

學生從文化比較當中，的確學習到許多平常很少思考的問題。尤其是課

堂討論，英國學生很習慣討論式學習，當他們開始腦力激盪時，就能從

課程內容中吸收更多，對於不同文化也會產生好奇。 

(A教師，2013年 06月訪談紀錄) 

由受訪教師的回答可知，以跨文化比較為主軸的課程能夠引發學生的學

習興趣，並有助於學生從英國文化的觀點延伸至臺灣文化，過程中的思考能

使學生將所學內化，實際體會臺灣與英國文化的異同。 

(三)掌握學生學習狀況的課程評量 

1. 以形成性評量為佳 

由於本研究僅有兩週的學習時間，難以利用成就性測驗得知學生對跨文

化認知的成效，且此交流團的主要目的是讓英國學生認識異國文化，並非測

驗學生的文化知識，成就性測驗運用於本課程並不合適。因此在總結性評量

上，本研究採取自我評量的方式，學生根據自身學習狀況填答問卷，評鑑其

對於跨文化的認知，並在評量過程中再次反思課程所學。另外，本課程在各

單元教學過程中亦進行形成性評量，透過學習單、任務、作品等檢視學生是

否了解課程內容。受訪教師表示形成性評量確實適合用於短期文化課程，除

了能夠隨時調整教學，也可立即輔導學習情況較差的學生。 

以學習單和作品觀察學習成效是很好的方式，可避免因考試產生的學習

壓力。我建議可適時在課堂中穿插隨堂測驗，這裡所說的測驗並非考試，

而是以小組合作或是兩人互評的方式進行，加入競賽的元素，引發學生

好勝心，他們會更專注於學習。      (A教師，2013年 06月訪談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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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學生真的很喜歡競賽，可能跟他們在英國的學習方式有關。英國教

師常使用比賽計分，我自己就很常使用，學生會特別認真。兩兩一組測

驗也是不錯的評量方式，可以讓學習情況較好的學生協助學習落後者。  

(B教師，2013年 06月訪談紀錄) 

2. 作品呈現可提升學生的成就感 

在體驗文化的活動中，本研究安排學生運用該堂課程前半部所學的內容，

創作屬於自己的作品，學生必須融合所學，展現在作品中。藉此方式，學生

能夠在體驗活動中與先前的經驗結合，達到融會貫通的目的，也讓學生在作

品完成後有學習上的成就感。 

體驗課程要看學生的背景狀況決定，比如書法課，難以要求英國學生拿

毛筆端正寫字，所以改用文字畫呈現，學生可以體驗拿毛筆的樂趣，也

能夠運用上課所學的象形字於圖畫創作中。漢字是一種藝術，在作品呈

現上很有美感，學生也有成就感。  (C教師，2013年 09月訪談紀錄) 

從受訪教師的回答中，可發現三位教師皆贊同以形成性評量作為學習成效的檢視，

能夠減輕學生的學習壓力，也適時調整教學。根據研究者訪談國內外華語中心的

短期文化課程，許多中心同樣表示「作品的呈現」是文化課程規劃主要考量的內

容。因為學生特別在意課程學習後的作品，除了能印證所學外，也是學生成就感

的來源。本研究亦觀察到此現象，尤其在漢字與書法、剪紙課結束後，下一節課

特地回教室在作品上寫下姓名，怕不小心弄丟，可見學生對於自己辛苦的學習成

果很重視。 

(四)跨文化課程時間安排 

1. 與其他活動配合更具整體性與連貫性 

由於本課程僅為整個參訪交流活動的一環，其他時段學生於不同科目課

堂上學習，或是到校外參訪各單位，因此校方希望本課程能與其他項目結合，

帶給學生雙重的認識與體驗。本課程大多安排於每日早上八點至十點的時段，

希望學生對文化有基本認識後，參訪活動較能啟發學生對文化的情意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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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順序安排很好，有考慮和後續的行程搭配。學生先有基本觀念，參

訪時才有不一樣的體會，否則只是走走看看，並沒有真正吸收了解，這

就會有點可惜。                   (A教師，2013年 06月訪談紀錄) 

教學順序有考慮學生的狀況，從一開始認識臺灣和學習打招呼的方式，

到中間的飲食文化，以及最後的文化衝擊。學生是有階段的學習，可幫

助學生與寄宿家庭互動，讓學生在生活上也能複習課堂所學。 

(B教師，2013年 06月訪談紀錄) 

2. 臺灣與英國上課時間差異對學習的影響 

由於英國與臺灣中學學制上的差異，到校時間與上課時間不同，學生有

適應上的困難。除了課程時間較早外，學生還在調整時差，往往凌晨才入睡，

但清晨就必須起床，一整天的忙碌勞累，使得學生在課堂開始時較無精神。

因此，教師必須在引起動機上花更多功夫，才能讓學生真正進入學習狀況。 

文化課程和參訪活動搭配本來就是當初在設計時所希望達到的，但是我

發現上課時間不合適。因為學生在英國是九點才到校，在這裡他們必須

跟著臺灣學生七點半之前就到校，前面還有升旗、太極拳等消耗體能的

活動，加上時差問題，他們剛開始上課精神狀況並不好。 

(C 教師，2013年 09月訪談紀錄) 

三位教師皆認為課程安排與其他活動配合相當重要，學生藉由本課程所

學，能夠運用在參訪活動以及與寄宿家庭的互動，顯示本課程能夠促進學生

與臺灣文化的交流，加強學生對跨文化的理解。C教師則認為雖然課程與參

訪活動配合是合適的，但因課程選定的時間與學生日常作息不同，加上對臺

灣環境仍未適應，第一節課程開始前學生精神狀況較不佳。因此，教學設計

時更需注意引起動機的安排，帶動學習的活絡氣氛。若能考慮此狀況，早上

八點至十點安排較輕鬆的活動，文化課程盡量調整至早上十點至十二點，學

生較能適應，學習上也較有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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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語言材料的選擇 

1. 真實語言的運用 

除了對臺灣文化的認識，本課程也融入基本華語學習，希望與文化課程

結合，學生可以運用基礎的華語和其他臺灣人溝通，並認識與文化相關的華

語詞彙。在語言內容的選擇上，最好和生活貼近，學生能夠在兩週的臺灣生

活中使用，甚至能在回國後向其他師生展現學習成效。 

語言必須和學生的生活相關，越簡單越好，學生與其他臺灣同學或是寄

宿家庭溝通時能夠使用，讓他們對臺灣文化不再感覺陌生。例如數字跟

顏色就很實用，他們在夜市買東西就能現學現賣，學生覺得可以用華語

買東西是一件很酷的事情。        (A教師，2013年 06月訪談紀錄) 

2. 可理解性語言輸入 

B教師認為由於學生並無華語學習的經驗，而華語又是和英語相差極大

的語言，學生難以在短期內有太大的進步，但仍可讓學生熟悉基本的內容。

在教學安排上，語言的學習應該以既有的內容加深加廣，並且在每堂課中重

複使用先前所學，讓學生的學習具有連貫性與累加性。在新課程中不斷連結

舊經驗，可讓學生對華語不再陌生，建立學生的語言基礎。 

其實學生的記憶力很好，雖然華語不好學，不像法文、德文和英文還有

些類似，學生還是可以記得重複性的內容。像是打招呼、數字、端午節

這些他們在生活中會接觸的，或是後面課程有複習到的，就會比較熟悉。

如果只接觸一次，就比較難記住，除非是他們自己有興趣。 

(B教師，2013年 06月訪談紀錄) 

兩位教師表示這些學生因家庭社經背景因素，較沒有自信，如果從生活

中的語言著手，讓學生在兩週內反覆練習，學會幾句華語，能夠在家人或其

他同學面前展現學習成果。除了提升學生的外語能力外，也增強自信心。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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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語言材料應與文化課程相呼應，讓學生實際於生活溝通時運用。 

綜上所述，本研究將教師對課程設計的評論，依據主題內容、教學方法、

課後評量、時間安排及語言材料進行要點整理如表 5-22： 

表 5-22、教師對課程設計評論之要點歸納 

課程設計項目 教師對課程設計之評論要點 

主題內容 

1. 主題選擇多元，以廣度大於深度為佳。 

2. 不同主題可讓學生從各面向了解臺灣文化。 

3. 多樣化的內容可引起學習動機，增加學習興趣。 

4. 課程內容豐富，可讓學生了解一種文化的多種面貌。 

教學方法 

1. 先比較文化相同處，再比較相異處，可讓學生同時反思母

語文化，並增加對臺灣文化的理解。 

2. 學生藉由課程討論與同儕互動，學習接納各種不同看法，

並引發學生深入學習臺灣文化的興趣。 

課後評量 

1. 採用形成性評量可隨時調整教學，檢視學生學習。 

2. 增加小組合作的隨堂測驗可提升學習成效。 

3. 學生可將課程所學與課後活動融會貫通，並實際運用。 

4. 作品展示可增加學生的成就感。 

時間安排 

1. 課程安排與其他活動連結，先有基本觀念再進行活動可讓

學生更深刻體驗。 

2. 學生難以適應臺灣的上課時間，第一節課較無精神。 

3. 上課前的活動安排應慎選，避免大量消耗體能的活動。 

語言材料 

1. 選擇與生活相關的語言內容，學生可實際與臺灣人互動溝

通，減少對臺灣文化的陌生感。 

2. 語言教學以既有的內容加深加廣，可連結新知識與舊經

驗，讓學生有機會反覆練習。 

 



 

154 

 

學生學習成效方面 三、

在教師對本課程學生學習成效的評論中，分為提升跨文化認知、符合交

流目的及學生未來發展三層面作為探討，以下將分別詳述之，並將各項要點

整理為表 5-23。 

(一)提升跨文化認知之成效 

1. 增加對臺灣文化的理解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之一即為加強英國學生對臺灣文化的理解，期盼藉由

跨文化比較的方式，讓學生由母語文化出發，進而了解另一個文化。B教師

表示此課程比較兩方文化相同和相異處，學生藉由反覆思考與文化對比，確

實增加對臺灣文化的理解。若只是單方向的文化傳輸，學生或許也有所成長，

但是相較之下就較難體會，畢竟臺灣與英國文化差異甚大，有許多內容是學

生無法想像的。但是藉由文化比較，學生能夠從與自身相關的文化延伸到差

異極大的文化，較容易達到對臺灣文化的理解。 

2. 提升跨文化認知 

對於本課程是否能夠提升學生的跨文化認知，兩位英國教師皆抱持正向

的態度，表示學生透過課程的實施與校方的活動安排，確實認識了臺灣文化，

也再熟悉英國文化。這些文化內容學生或許習以為常，從未認真思考觀察過。

藉由本課程的實施，能夠啟發學生對於臺灣與英國文化的覺知，的確有助於

跨文化認知的成長。 

這些學生很少接觸外國文化，來訪之前對於臺灣文化的認識可以說是零，

頂多是刻板印象。即使到了臺灣，開始接觸臺灣文化，若沒有跨文化課

程引導，學生也未必能夠真正認識臺灣。他們在這堂課認識許多關於節

慶、飲食、禮儀等內容，突破他們對臺灣既定的印象，並重新思考英國

文化，我認為對他們的跨文化認知很有幫助。 

(A教師，2013年 06月訪談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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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兩位教師的敘述可見，跨文化課程幫助學生從零開始建立對臺灣文化

的認識，並藉由文化的對比增進學生的母語文化意識，在雙文化的來回觀察

與思考中，能夠提升學生對跨文化的認知。 

(二)符合交流目的之成效 

1. 讓學生認識與體驗不同的文化 

既然跨文化課程為英國中學交流團來訪臺灣行程中重要的一環，研究者

希望不僅能夠達到本研究之目的，同時也能符合交流目的，讓師生在本課程

中皆有所收穫。根據課程前與英國教師們的溝通，其表示希望透過跨文化課

程，開展學生對臺灣文化的認識，讓學生以更開放的眼光與更寬闊的胸襟面

對異文化。本課程從多面向介紹臺灣文化，除了文化比較也讓學生實際體驗，

英國教師們認為本課程合乎當初規劃交流團的目的，也符合校方的期待。 

我們希望藉由這樣的活動提供孩子開闊眼界的機會，這些孩子無法像其

他孩子常出國旅遊，對於異國文化的認識較少，對他們的成長會有所限

制。這次活動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讓他們體驗不一樣的文化，對世界有多

一點的認識。這堂課確實提供很多文化體驗，包括食物、語言、歌曲、

影片、味道、操作等，提供學生多元的學習機會。 

(A教師，2013年 06月訪談紀錄) 

2. 培養學生尊重多元文化的態度 

B教師提到現在英國的教育趨勢強調國際化，希望學校能夠培養學生的

國際觀，以及對世界多元文化開放的心態。但是並非每位學生都有機會接觸

其他文化，許多學生至今可能只和英國人接觸，對於面對異文化還有許多需

要學習之處。而此交流團的目的就是讓較少與其他文化接觸的學生，能夠利

用機會開拓視野，並學習接受與尊重不同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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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活動目的就是讓學生得到一些經驗，只要對成長有幫助，就是達到

我們的期望。這堂課提供的多元活動，讓他們有不同的嘗試，幫助學生

認識臺灣文化。我真的很贊同文化比較，這讓學生更有自信學習，而且

將英國文化與臺灣文化結合，學生知道得越多，就越懂得如何尊重。 

(B教師，2013年 06月訪談紀錄) 

透過兩位老師的訪談，可知學校並非要求學生從本次活動中獲取大量的

知識或學術性的成長，而是期盼能夠提供弱勢學生開闊視野的機會，希望他

們擁有和其他學生平等的學習經驗。本課程的安排方式，確實符合校方期許，

讓學生在跨文化認知上有所體認，進而尊重不同文化。此外，A教師認為本

課程能夠提供學生多元學習管道，讓學生以不同方式學習與體驗文化，符合

一開始研究者將多元智慧理論融入課程的想法，確實可讓不同學習風格的學

生藉由其所擅長或熟悉的方式學習。 

(三)對學生未來發展之成效 

1. 與世界文化接軌 

在教育道路上，學科知識的教學固然是重要的，但是對學生未來發展有

所助益，讓學生可以發揮潛能，更是教育的重要目標。在探討本課程對學生

未來發展有何助益上，B教師認為藉由認識臺灣文化，學生能夠進一步與世

界文化接軌。透過文化的傳遞與跨文化能力的培養，學生能夠融入世界的文

化大熔爐，無論往後在何種領域發展，跨文化溝通是不可或缺的能力。 

其實最重要的還是文化學習，可以讓學生的心態更開放，以正向態度面

對不同文化。認識另一種文化就像是打開一扇大門，與全世界作連結。 

(B教師，2013年 06月訪談紀錄) 

2. 跨文化溝通能力的培養 

B教師表示，往年臺灣中學學生到英國參訪時，英國學生總是覺得來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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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的學生是「不一樣的人」，文化的隔閡使得雙方難以瞭解彼此。透過本

課程，學生已對臺灣文化有部分了解，可以接受不同文化的衝擊，對於下一

次臺灣中學學生的來訪，能夠採取更正向的態度。A教師則認為透過跨文化

教學，加上與臺灣中學學生的互動，可觀察到英國學生從一開始的害羞，漸

漸能在課堂上展現其活潑的一面。除此之外，英國學生較為了解臺灣的習俗

文化後，與寄宿家庭的相處也更融洽，有些學生甚至跟著寄宿家庭到親朋好

友家拜訪，將課堂所學運用至實際生活中，產生文化之間有效的溝通。藉由

跨文化學習，學生不僅懂得如何與臺灣人接觸，也因此更深入了解臺灣文化，

認識與臺灣社會相關的事物，對於提升跨文化溝通能力有很大的幫助。 

綜上所述，本研究將教師對學生學習成效的評論依據跨文化認知、符合

交流目的及學生未來發展進行要點整理如表 5-23： 

表 5-23、教師對學生學習成效評論之要點歸納 

學習成效項目 教師對學生學習成效之評論要點 

提升跨文化認知 

1. 藉由文化對比建立文化差異的概念，學生較容易體會理解

臺灣文化。 

2. 跨文化課程啟發學生對臺灣文化與英國文化的覺知，破除

學生對臺灣文化的刻板印象。 

符合交流目的 

1. 多面向的文化內容與文化體驗開拓學生國際視野。 

2. 增加學生與異文化人士交流的機會。 

3. 從了解文化差異進而尊重不同文化。 

學生未來發展 

1. 從認識臺灣文化開始，學生的心態能夠更開放，學習包容

世界上各種不同的文化。 

2. 學生心態由封閉轉為開放，能夠與寄宿家庭和其他臺灣學

生融洽相處，培養未來跨文化溝通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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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課程設計之建議 四、

在教師對本研究的課程設計建議中，針對教學方法、課前準備及行政方

面進行探討，以下將分別詳述之，並將各項要點整理為表 5-24。 

(一)教學方法 

1. 增加討論式教學的比例 

在引入跨文化議題時，研究者起初考慮學生對於臺灣文化可能不熟悉，

要學生立刻進行比較稍嫌困難，因此設定授課教師先以提問的方式，請學生

分享英國文化，再以講解的方式說明臺灣文化，最後開放問題討論。B教師

對此教學順序則有不同的看法，由於英國學生非常習慣討論式學習，若能將

課程使用的圖片讓學生觀察討論，學習成效會更佳。 

他們喜歡動手做(do things)，所以上課時盡量讓學生討論。例如飲茶課，

其實可以同時把圖片發給學生，小組先討論並寫下觀察到的中西方飲茶

異同。讓他們多動筆，會使思緒更清楚，也可以確認每位同學都在思考。 

(B教師，2013年 06月訪談紀錄) 

由於英國學生在主流學校上課時，教師就很常利用討論的方式讓學生思

考，所以學生並不會對討論式教學感到困擾，反而能夠專注在課堂上。B教

師提到英國學校很注重學生發表自己的意見，因此只要有討論的議題，學生

會更專心，並真正動腦思考。這種教學形式對跨文化課程而言，更能夠展現

學生的觀察能力與比較能力，提升學習效果。 

2. 小組合作學習能夠提升學生自信 

在課程進行中，研究者發現教師提問時，勇於舉手發言的大多是固定的

學生，其他人僅在臺下聆聽與抄寫。部分需要學生上臺示範或演出的課程，

也有相同的情況，造成有些學生較難融入課程。針對此問題，A教師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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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學生個性害羞，不像美國學生較有自信，多數學生在非常有把握能答對，

或是對問題有特別看法的情況下才會舉手回答或上臺演示。 

學生不喜歡個人表現，他們會覺得答錯都是自己的責任。如果是小組合

作，針對教師所提出的問題討論，上臺時也以小組為單位，學生會更有

意願參與。小組可以分攤責任(collective responsibility)，不管對錯都有同

伴一起支持。一個人負全責讓學生覺得難為情，所以需要花更長的時間

才能融入課程。                    (A教師，2013年 06月訪談紀錄) 

3. 遊戲或任務融入教學可增加學生參與度 

為了讓學生加以複習與實際應用所學，在各學習階段以遊戲或任務的形

式融入課程。在課室觀察中發現，學生在遊戲與任務中都能積極參與，並確

實達到教師的指令與要求。若結合競賽，學生參與度會提升。例如在布袋戲

課程中，原先僅設定分組上臺演出，但學生的參與度不如預期。因此改以男

女分組對抗，由教師評分，學生立刻認真討論劇本並排練，也頻頻向操偶教

師請教，希望能夠贏得比賽。B 教師與 C 教師表示在課程中融入遊戲或任

務，能夠提升此年齡層學生的學習興趣，亦增加學習成效。 

這個年紀的學生不喜歡坐在位子上學習，所以設計課程時要記住多做少

傳達(less delivery, do more)的原則。這次課程有很多的遊戲或任務，可以

發現此時學生特別興奮，尤其如果加上競賽，他們會更全力以赴。 

(B教師，2013年 06月訪談紀錄) 

臺灣的國中生需要比較活潑的學習方式，而英國中學生也一樣。剛開始

以為英國中學生比較成熟，可多以問答的形式呈現，但時間久了學生的

熱忱會降低，反而是加入遊戲的課程反應較好。若能夠融合問答與遊戲，

不但可以讓課堂氣氛更活潑，學習上也更有深度。 

(C 教師，2013年 09月訪談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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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課前準備 

1. 臺灣學生的行前教育 

雖然本課程已安排數名助教協助課程進行，但由於助教在課前並無完善

的訓練，對部分課程尚不熟悉，協助教學的範圍有限。若在課前先進行培訓，

讓助教對教學內容熟悉了解，無論是在議題討論或實作體驗課程，都能讓教

學步調更從容。由課室觀察紀錄發現，在剪紙課程中，助教並非對每個剪紙

圖案都熟悉，當學生有疑問時無法立即解答，還是需要華語教師示範，使華

語教師分身乏術，影響教學進度。為使教學流程更順暢，並在課程上有更多

跨文化互動，培訓助教的課程須妥善規劃。 

除此之外，許多臺灣中學學生第一次接觸外國學生參訪團，好奇心慎重，

某些舉動已影響本課程的進行。英國學生也在最後一堂文化衝擊的課堂上，

表示對某些臺灣學生的行為感到困擾。因此，C教師認為先舉辦行前教育，

培養臺灣學生的跨文化意識，並適當規範學生的行為，有助於跨文化課程與

其他活動行程順利進行，同時呈現臺灣人熱情又不失禮節的態度。 

2. 提升教師專業 

由於學生為零程度學習者，欲在短期內認識臺灣文化，以英語作為課室

語言較為適切。然而在師生間的跨文化討論中，教師提出問題後，也要根據

學生的回應給予反饋，才能讓議題延續。C教師表示全英語教學的挑戰性高，

因學生的音量小，且較不習慣英式腔調，常常聽不清楚學生的回答，無法立

即反應，給予學生回饋。若要以英語作為課室語言，教師必須具備足夠的英

語能力，掌握學生的疑問與回應，增加師生互動的機會。 

在文化專業部分，可從提升華語教師文化能力或請專業文化教師兩方面

著手。由於課程多是跨文化與體驗課程的結合，華語教師常常具備跨文化能

力但欠缺實作技巧，而專業文化教師則精通實作技巧，卻不一定具有跨文化

能力。C教師認為可訓練華語教師實作技巧，或在實作部分另請專業文化教

師教授。以飲茶文化為例，雖然華語教師本身懂得泡茶的方法與步驟，但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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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精通，可能影響教學的完整度，因此 C 教師認為由其他專業人士進行實

作教學較佳。因華語教師較了解學生的學習狀況和語言能力，若能夠舉辦相

關的研習營或工作坊，提升華語教師實作技巧，有助於課程安排與學習。 

3. 雙方教師充分溝通 

學生來臺前，因雙方聯絡不易，與英國教師鮮少互動，造成華語教師不

了解學生狀況。在雙方無適當的溝通下，對於學生的需求僅能藉由臺灣曾舉

辦過的短期文化課程與預試結果中探究，可能與實際來臺的英國學生有所差

異。舉「認識臺灣」一課為例，C教師以國際化作為跨文化比較項目的考量，

所挑選的主題皆具國際聲望，但學生仍難以回答，欲預估上的實有落差。C

教師認為應是臺灣能見度仍不高，無論建築、名人、食物、古蹟等學生幾乎

沒有印象，使得跨文化課程能進行的深度有限。若在課前雙方教師有良好的

互動，華語教師不但能夠先了解學生的狀況，也能讓學生先於英國進行資料

搜尋，對各單元主題初步了解。一來學生在跨文化議題的參與度會提升，二

來可增加師生之間的互動，活絡課堂的學習氣氛。 

(三)行政方面 

1. 課程時間安排 

參訪時間安排上，主要以英國中學的假期與臺灣中學的學期為考量，於

2013 年 6 月 10 日至 6 月 21 日進行，而該段時間正好是臺灣中學期末考前

兩週，幾乎無其他教師與學生能協助，在課前準備與課後整理較為吃力。由

於課後須盡速將教室恢復原狀，無法進一步和學生互動，在情感上的建立較

困難，師生之間的距離難以拉近。在課程時間安排上，則以華語教師可安排

的時間與搭配參訪活動為主。因 C 教師本身即為該校國文教師，加上期末

考將至，無法暫停原訂的國文課程，僅能安排空檔時間進行跨文化課程。在

時間與人力的限制下，造成課程之間銜接上的混亂，也使得臺灣中學其他學

生無法專心準備期末考，影響課業的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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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來訪的時間剛好在期末考週之前，可以協助的人手不足，其他老師

都忙於趕課，也不能請學生幫忙，只能自己處理所有事務。課程時間的

安排是安插在我沒有課的時間，但是這邊一結束就要馬上趕到下節課，

根本無法收拾，也不能跟學生互動，覺得好像補習班老師只是來上課，

很難跟學生建立情感。              (C教師，2013年 09月訪談紀錄) 

C教師建議，在參訪時間選擇上，盡量避開校務繁忙時期與學生大考時

間，讓學校其他教師能夠共同協助參與。寒暑假期間或大考後都是較佳的時

段，可減輕教師負擔與舒緩學生課業壓力。除此之外，排課時間應更具彈性，

否則華語教師在課前準備與課後整理時孤立無援，需要花更多額外的時間準

備與收拾，非常沒有效率。若能在時間上進行妥善的規劃，不僅全校師生更

有參與度，也能讓課程更順利進行，呈現學校的團結心與高效率。 

2. 跨學科的課程貫連 

基於多元智能理論，每位學生所擅長的智能各不相同，跨文化課程設計

應考量學生多元智能的差異，確保課程的多元性，滿足學生的學習需求。本

研究考慮學生多元智能與學習風格的不同，各單元課程皆包括四種以上的智

能，期望藉此符合更多學生的需求，提升學習成效。較為可惜的是，跨文化

課程並無與其他學科結合，在語言文化與學科的貫連上有待加強。 

比較可惜的是沒有和其他學科連結，學生到其他課程好像就只是旁聽者，

效果不是那麼好。如果跨文化課程能和各學科結合，例如古代的算盤就

可以和數學課結合，中國風音樂也可以在音樂課發揮，這樣的安排應該

會更有趣。                        (C教師，2013年 09月訪談紀錄) 

與學科貫連除了增加課程的豐富性，延伸跨文化深度，與臺灣學生有更

多跨文化議題的討論空間，也可藉由學科教師的專業，共同規劃課程，增加

課程專業度。跨學科教學同時可解決上述的人力短缺問題，提升全校師生的

參與度，也增加語言文化課程與學科的貫連性，讓學生更有系統地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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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立學伴制度 

本次參訪團並無一對一學伴制度，而僅是寄宿家庭的安排，兩校學生在

跨文化課程中並無交流。即使安排臺灣學生為助教，也只協助課程進行，並

無實際參與討論。C教師認為跨文化課程不僅是師生之間的互動，應該加入

學生之間的討論，讓兩校年齡層相近的學生有更多交流的機會。學伴制度在

課堂中可利用在小組討論或設計辯論議題讓學生發揮，訓練其蒐集資訊的能

力，也學習課程中無提及的跨文化內容，擴展學生的學習機會。在其他活動

行程甚至是生活問題上，學伴可進行協助，減低英國學生首次到另一國度的

陌生與害怕，使其更容易融入臺灣生活。 

然而，學伴需要高度參與整個參訪團行程，在整體制度上必須有嚴謹的

把關。首先應挑選課業較不落人後的學生，畢竟兩週內可能許多正規課程無

法參與，若原先已跟不上進度，將有可能本末倒置影響學習。再者，應選擇

對異國文化接受度較高的學生，能夠接納不同意見，才有可能激起相互學習

的火花。最後，校方應進行培訓，除了熟悉課程外，也需在課前對英國文化

有所了解。如此一來，不但英國學生在課程中提升跨文化認知能力，也培養

臺灣學生的跨文化意識，雙方學生都藉此對彼此的文化有更多認識。 

綜上所述，本研究將教師對課程設計之建議依據教學方法、課前準備及

行政方面進行要點整理如下表(表 5-24)： 

表 5-24、教師對課程設計建議之要點歸納 

課程設計項目 教師對課程設計建議之要點 

教學方法 

1. 增加討論式教學的比例，盡量讓學生動腦思考。 

2. 小組合作可減少學習壓力，讓學生更勇於表達意見。 

3. 多融入遊戲與任務，可增加學生的參與度。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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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4、教師對課程設計建議之要點歸納(續) 

課程設計項目 教師對課程設計建議之要點 

課前準備 

 課前先建立臺灣學生的跨文化意識。 1.

 培訓助教協助課程進行，讓教學流程更順暢。 2.

 提升華語教師的跨文化溝通能力與文化實作能力。 3.

 雙方教師與學生應先彼此認識了解。 4.

行政方面 

 課程時間安排應盡量避免校務繁忙或大考時段。 1.

 與其他學科共同規劃課程，讓語言、文化及學科貫連。 2.

 建立一對一學伴制度，輔助英國學生的學習。 3.

課程檢討與修正 第四節  

本課程在實證教學的部分受限於時間的短暫與研究對象的配合，無法進

行第二次課程以相互對照。但藉由學生問卷分析、教師訪談及課室觀察紀錄

的資料統整，檢討本課程有缺失的部分，並進行修改。本研究修正過程將以

整體課程設計、教學內容呈現及校方行政規劃等三部分分別說明。 

整體課程設計 一、

(一)單元課程之間應更緊密連結 

課程設計時雖已考慮學生的程度與學習狀況，但在課程連貫性與順序安

排上仍需改進。在課程的順序安排上，以配合校方參訪活動為主，原意是加

深學生對該文化的印象，卻造成某些課程之間不連貫，可能造成學生學習上

的難點。例如應將剪紙課程與漢字課程對調，先了解漢字的特性後，再學習

剪紙文化。剪紙的華人圖騰符號，除了可與動物意涵和漢字文化作結合外，

也可先讓學生在參觀故宮時觀察古代器具上的圖騰符號，或是利用前幾堂課

看過的餐具與茶具進行解說，同時帶入華人圖騰符號對送禮文化的重要性。



 

165 

 

當單元課程之間前後呼應時，每堂課都可連結舊經驗與新知識，增加課程的

連貫性與完整性，可幫助學生更有邏輯地學習。 

(二)貫連跨文化與其他學科知識的教學 

英國學生除了跨文化課程外，也參與其他學科課程，但兩者間較少連結。

學科教師與華語教師皆不了解彼此的課程，未能善用學科資源，是本課程需

改進之處。本課程僅在端午節一課與家政課結合，利用家政課包粽子與製作

香包，忽略其他課程與學科結合的可行性。其他課程如認識臺灣與歷史課或

地理課，漢字與國文課，數字文化與數學課，顏色文化、剪紙及布袋戲與美

術課或音樂課，飲食文化與家政課，休閒活動與體育課或學生社團課，文化

衝擊與英語課等，都能將跨文化課程與學科結合。除了能善用學科資源外，

也增加學生學習的廣度與深度，同時開放臺灣學生與英國學生交流的機會，

貫徹跨文化溝通的理念。 

(三)有系統地結合跨文化教學與實作體驗課程 

1. 注意課程人力的安排 

安排課程活動時，盡量以實作搭配教學的方式，讓學生在跨文化討論與

學習後，立即實作體驗。本課程由於人手不足與時間掌控不佳，縮減學生實

作體驗的時間。因此，在人力安排上，應該訓練多少位助教，如何發揮助教

最大的功能效益，都應於課前掌握規劃，以免課程與活動銜接時造成混亂。 

2. 專業文化教師協助課程 

在文化專業上，若華語教師較為不足，可請專業文化教師協助實作課程。

例如布袋戲課程先進行跨文化教學，操偶教師再進行實作演練，學生對此安

排給予正面評價。其他課程如飲茶文化也可使用相同方式，請專業的茶道教

師協助教學，從跨文化比較到專業的泡茶技巧與飲茶方式，提供更完整的學

習。華語教師應於平時提升文化專業能力，也訓練助教的跨文化溝通與實作

技巧能力，才能融合跨文化教學與實作體驗，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與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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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內容呈現 二、

(一)增加遊戲與任務等教學活動 

1. 設計能讓學生活動的課程 

即使已進入中學階段，英國學生仍喜愛活潑的學習方式，因此在課程設

計上應多安排遊戲與任務等活動。本研究在部分課程如數字顏色、節慶、飲

食及文化衝擊等進行遊戲與任務的安排，而剪紙、書法及布袋戲等實作較吃

重的課程則較少安排遊戲與任務。由問卷結果可知，前者課程的評價較高，

學生喜歡這樣的學習方式。例如在飲食文化加入筷子夾豆子的遊戲，除了複

習數字與顏色外，也體驗拿筷子的技巧，學生對此課程印象特別深刻。 

2. 增加靜態課程的活潑性 

其他課程也可轉變原本的形式，加入更活潑的元素。如漢字與書法課程

原先設定讓學生創作文字畫，但學生可能會依照範本進行，而非內化所學的

內容。教師可限定學生使用幾個不同漢字創作，每個漢字在圖畫中應具有其

原本的意義，並邀請其他美術與國文教師進行評分，在最後的結業典禮進行

頒獎。如此一來，可增加學習動力，也激發學生的創意。 

(二)充分利用教具與教學媒體 

1. 將投影片內容印製成紙本 

為使每位同學都能清楚看見，並節省書寫板書的時間，本課程使用投影

片為主要的教學媒體。另外，每人各有一張學習單，希望在課程當下立即整

合所學。由於投影幕位置位於教室前方，部分學習單的問題與投影片上的圖

片有關，學生必須重覆看著投影片再低頭看學習單題目，花費不少時間。若

將投影片上的圖片或文字製作成紙本，讓學生在討論或練習時能夠直接對照，

可增進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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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善用實體教具 

在許多單元課程中，華語教師以相關的成品範本作為展示，例如在漢字

與書法和布袋戲課程中，即以文房四寶、篆刻印章、布袋戲偶等為教具，希

望學生能藉由真實的物品了解文化。在教學過程中，因時間緊迫，無法向學

生一一介紹，因此這些教具對課程的實際幫助不大。可在課程開始前先讓學

生參觀，或是利用實作時間分組別介紹，善用這些教具增加課程的趣味性，

才不枉費教師辛苦蒐集如此豐富的教學資源。 

3. 影片輔助教學應注意字幕與發音 

因無法實際帶領學生觀看文化活動，多以影片輔助，希望藉由影片了解

真實情況。考慮學生的華語程度，在篩選影片時以英語發音或華語發音英文

字幕為主，少數影片因英文字幕太小，後方學生看不清楚。針對零程度學生，

盡量挑選母語發音的影片，若只能找尋到華語發音的影片，教師可自行配上

字體較大的母語字幕，或在旁輔助解說，讓學生都了解影片內容，以發揮影

片輔助教學的最大功效。 

(三)在課程中多融入合作學習 

1. 合作學習可提升學生的參與度 

教師表示英國學生較害羞，喜歡合作學習的上課方式，因此在以個人為

主的活動中，反應不如合作學習熱烈。例如布袋戲課程的分組表演，學生很

認真思考討論演出的主題與方式，參與度相當高。為增加學生的自信與參與

度，教師可將學生分成至少兩人以上的組別，在預定的跨文化議題或課程活

動中，增加學生互助學習的機會。 

2. 合作學習可增加學生間的互動 

可加入臺灣學生共同合作學習，讓學生聆聽與思考不同文化之間的異同，

增加跨文化溝通的機會。舉飲食文化為例，在中西餐桌禮儀方面，可先讓英

國學生與臺灣學生分組，表演出自己國家的餐桌禮儀，再討論其中的異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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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由教師進行總結。合作學習可減輕學習壓力，並可在課程中激發出學生

對於跨文化更多的看法，有助於學習成效的提升。 

校方行政方面 三、

(一)一對一學伴輔導制度 

1. 學伴可輔助學生的生活與學習 

本參訪團並無學伴制度，只有寄宿家庭能夠協助學生，然而寄宿家庭的

家長或學生並不能時時刻刻參與英國學生的各項活動，給予的幫助有限。另

外，希望在課程籌劃與進行的過程中，臺灣學生也有所收穫，設立一對一的

學伴輔導制度，培養臺灣學生跨文化溝通與籌劃活動的能力相當重要。 

2. 增加兩校學生互動的機會 

跨文化課程中，學伴可擔任臺灣代表，在討論時提出臺灣的狀況，因此

臺灣學生就必須先蒐集相關資訊，增加對臺灣文化與英國文化的認識。學伴

也可在課前先與英國學生網路通訊，了解其背景與學習需求。同時先讓英國

學生透過網路與臺灣學生接觸溝通，無論是在跨文化課程的規劃與參訪地點

的安排，都能提供教師與學校更符合學生期望的建議。 

(二)課程時間的妥善安排  

1. 考慮學生的身心狀況 

課程時間的安排受華語教師、其他課程及參訪活動等所影響，而跨文化

課程多是安排在早上八點至十點的時段。從教師訪談得知，由於時差與不習

慣上課時間，加上早上七點半到八點多是太極拳、扯鈴及跳繩等較耗費體能

的活動，可發現學生在一開始進教室就精神不濟的情況越來越普遍。 

2. 上午九點前可安排靜態活動 

雖然參訪團並非正式課程，主要是輕鬆快樂地學習，還是希望學生能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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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收穫，因此學生的上課狀況仍是教師與校方需要注意的。在課程安排上，

正式課程可安排在九點之後進行，而九點之前可進行較為靜態的文化活動，

如音樂、國畫、棋藝等，減少學生在學習上的緊張與壓迫感。 

(三)跨文化課程與參訪地點的選擇應更具整體性 

1. 與帶領參訪活動的校友共同規劃課程 

英國學生的校外參訪主要由臺灣中學的校友所帶領，由於規劃參訪地點

較為繁複，且自願帶領學生的校友難尋，校方早在規劃文化課程前就決定人

選與參訪地點。當開始規劃本課程時，考慮到學生學習的完整性，希望能配

合參訪地點進行主題選擇與課程規劃。但並非每個地點都有適合的跨文化主

題配合，課程與參訪的整體性不夠，學生對文化可能只有片段性了解。 

2. 提供學生將課程所學實際運用的機會 

當跨文化課程與參訪地點密切配合時，學生可在參訪的同時複習課程，

並將所學知識運用在實際觀察。華語教師與帶領的校友可共同規劃行程，甚

至可將課程內容與參訪活動結合設計成學習單。例如剪紙課程的華人圖騰符

號，可讓學生藉由參觀故宮找尋古代器具上的圖騰符號，設計尋寶遊戲，學

生將課程所學與實際物品融會貫通，課程不僅有趣，也增進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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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與建議 第六章  

本研究旨在發展適用於提升零程度英國 CSL 中學生跨文化認知之短期語文

課程，除了增加學生對臺灣文化的認識外，也期望能夠提升學生對於跨文化

的認知。第一章針對本研究背景與動機作一陳述；第二章進行文化教學、跨

文化課程及跨文化認知能力之相關文獻回顧，探討適用之教學方法與原則，

以運用於本課程中；第三章說明本研究使用之研究方法，採用質量並重的方

式蒐集資訊；第四章則詳述本研究課程設計內容與實際課程實施的情況；第

五章將回收之問卷與訪談資料進行分析，檢視學生學習成效。總結前五章之

成果，本章將分成三部份說明：第一節為研究結果，解答緒論所提出之研究

問題；第二節為研究結論，將本研究作一歸納與總結；第三節則提出對未來

相關研究之發展建議。 

研究結果 第一節  

本節將針對研究過程中的發現與結果進行討論，逐一解答與釐清第一章

所提出之研究問題： 

英國中學生目前對臺灣文化的認知程度 一、

透過前測問卷的分析，英國學生對於臺灣文化的認知程度總平均為 1.58

介於非常不了解與不太了解之間，再細分主題來看，臺灣生活文化為 2.14，

臺灣民俗文化為 1.55，臺灣藝術文化為 1.29，臺灣飲食文化為 1.75，臺灣休

閒文化為 1.36，其中僅有臺灣生活文化平均高於 2，最低者則是臺灣藝術文

化。根據前測分析，歸納要點如下： 

(一)英國中學生對臺灣文化僅有些微的認知 

由前測問卷可知英國中學生對臺灣文化的認知程度介於非常不了解與

不太了解之間，顯示學生在課程前並未具備相關的背景知識。由教師訪問也

發現，因為學生的社經背景較為弱勢，較少與英國以外的人士接觸，面對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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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屬於較封閉的狀態。如同Brown(2002)所言，有機會與異國文化接觸者，

通常能夠以正向、開放的態度面對文化差異。反之，長時間待在單一文化背

景下，觀點較為封閉，容易以刻板印象解讀其他文化。本研究對象首次接觸

臺灣文化，對臺灣文化的認知並不深，甚至存在著刻板印象，因此跨文化課

程有其必要性。 

(二)短期跨文化教學可從表層文化著手 

由前測可發現學生對於臺灣生活文化的認知程度最高，表示學生較了解

問候方式與作客禮節。研究者推論可能是學生在課前已和寄宿家庭相處約三

至四天，藉由寄宿家庭的介紹或學生的觀察，對於顯而易見的交際文化有多

一些認識。張英(1994)認為進入目的語國家學習時，能夠先感知表層文化，

適合作為初階教學。隨著停留目的語國家的時間越長，語言能力提升，再加

入深層文化教學。本研究也發現，若從易於觀察的表層文化開始教學，學生

較容易理解，也減輕其面對異文化的緊張與壓力。接著再加入深層文化教學，

除了可了解文化的全面性，當學生習慣與臺灣人相處後，也較容易體會深層

文化的內涵。 

可提升跨文化認知的教學主題 二、

由前、後測問卷資料分析來看，學生在五個教學主題皆呈現跨文化認知

的提升。進一步分析學生在各主題中的表現差異，可見其跨文化認知提升程

度分別為「臺灣民俗文化＞臺灣飲食文化＞臺灣藝術文化＞臺灣休閒文化＞

臺灣生活文化」。藉由學生跨文化認知表現與主題興趣，可觀察到以下幾點： 

(一)跨文化認知的提升程度與主題學習興趣呈正相關 

由學生的主題學習興趣調查結果可知，課程開始前學生最有興趣學習的

前三個主題分別為藝術、問候及節慶，課程結束後學生較有興趣的前三個主

題則分別為節慶、華人故事及生肖。由此可見，學生對民俗文化、生活文化

及藝術文化有較高的學習興趣，對照認知程度，也顯示民俗文化與藝術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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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提升許多，而生活文化於前測的認知程度就高，因此提升的幅度較小。根

據舒兆民(2003)的研究，初中級學生對文化與習俗的學習動機與興趣較高，

因而學習成效高，有助於學生的跨文化溝通。本研究呈現相似的結果，學生

對民俗文化的學習興趣反應在認知程度的提升上。因此，教師應以學生為中

心進行課程設計，考量學習興趣以提升學習動機，進而達到學習目標。 

(二)多元主題有助於跨文化認知之建立 

從前、後測結果來看，五個主題課程皆可提升學生的跨文化認知，因此

跨文化課程應該包含文化的多元面貌，讓學生從不同面向培養跨文化認知。

彭雅卿(2012)認為面對跨文化學習時，除了考慮學生需求與偏好外，更應該

找到符合優勢智能的學習領域。透過多元智能與多元文化構面的學習，學生

才能對目標文化更進一步了解。本研究同樣以多元智能為課程設計考量，希

望透過不同文化主題，讓學生以自我優勢智能學習，而教學成果也顯示，無

論是何種教學主題，學生皆能在課後提升跨文化認知。因此，在課程設計時，

應從多元智能與多元文化切入，讓不同學習風格的學生都能達到學習成效。 

短期華語跨文化課程之教學成效 三、

從問卷分析來看，學生的跨文化認知總平均由前測的 1.58 提升至後測

的 2.87，每個主題在後測的認知程度皆比前測高，顯示學生確實增加對跨文

化的認知。徐子亮與吳仁甫(2008)認為培養跨文化認知必須將課堂與課外結

合，並將知識與應用結合，才能讓學習者在目的語環境中自然學習，並實際

運用課堂知識進行跨文化交流。本研究成果支持兩位學者的看法，若將跨文

化課程與文化體驗及參訪活動相互搭配，先讓學生對各主題單元有基本的認

識後再進行活動。如此一來，可避免學生僅以玩樂的心態面對，而是從活動

中進一步體會臺灣文化，提升跨文化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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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跨文化課程設計之要點與原則 四、

根據問卷調查與訪問調查所呈現的結果，對於短期跨文化課程設計之要

點與原則有以下幾點： 

(一)針對學習者需求原則 

由於華語短期語文課程分為許多類型，其教學目標應根據學習者的需求

進行調整。郭芳君(2007)認為華語短期語文課程設計其中一項要點為「培養

中文能力為首要目標」，但本課程目的為增加零程度 CSL中學生的跨文化認

知，並非培養學生的語言能力，應該更著重在文化上的著墨。因此，華語短

期語文課程必須了解學習者或參訪單位的需求，針對不同團體設計符合其需

求的課程。本研究基於英國中學生的參訪目的和語言能力，決定以英語進行

教學，以臺灣與英國文化為比較對象，並於課堂中加入簡單的華語教學。從

本研究結果分析來看，除了教師認為課程實施確實達到此行目的之外，學生

的意見調查也對課程安排給予正面評價。  

(二)跨學科課程貫連原則 

本課程的實施場域為臺灣主流高中，除了本課程外，學生也到各班參與

各學科教學，由此可見學生到臺灣不僅是學習語言與體驗文化，同時也對臺

灣的學科教學感到好奇。根據美國外語學習的 5C標準，相當重視語言與學

科的貫連，若能把語言、文化和其他學科知識結合，學生除了體驗學科教學

之外，也從中學習相關的語言文化，增加課程趣味性(Curtain & Dahlberg, 

2008/2011)。因此，針對此類華語短期語文課程，華語教師可嘗試與各學科

教師合作，共同設計與學科相關的課程，發展具有學科特色的跨文化教學。 

(三)多元教學方法原則 

考慮學生學習風格的差異，教師應嘗試以各種教學方法刺激學生學習，

增加學習興趣。本研究認為在短期跨文化教學中，適用的教學方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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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競賽式合作學習 

由課室觀察發現，某些需要舉手回答或上臺發表的時間，往往都是固定

的學生發言，英國教師表示因此年紀的學生個性害羞，不願在眾人面前表達

自我。Carstens(2013)的研究提到青少年因生理與心理發展正處於懵懂階段，

多以團隊互動進行課程，可增加學習成效。本研究也有相同發現，小組合作

教學可增加參與度，學生願意討論與分享，尤其是組間競賽的課程，學生的

好勝心與團結力讓課堂氣氛更為熱絡。除此之外，小組合作可降低學生的恐

懼與緊張感，也可在討論的議題中獲得多方看法，對文化有更全面的認識。 

2. 先同後異的跨文化比較 

ACTFL(1999)所提出 5C 中的比較原則與朱我芯(2013)對跨文化對比的

研究，都認為應從與學生母語文化相似處進行對比，再強調文化間的相異處。

先比較相似處可拉近學生與目的語文化之間的差距，待學生較融入目的語文

化後，再分析文化間的差異，減少學生以刻板印象面對異文化的思維。本研

究根據教師訪談分析，同樣認為文化比較時，先討論相似處再分析相異處較

適當。教師先以相似處拉近學生與臺灣文化的距離，增加其對臺灣文化的熟

悉感。當進一步討論文化差異時，可減少學生的陌生感與排斥感，用開放與

寬容的心態面對另一個文化，同時也反思母語文化。 

3. 體驗型任務教學 

本課程為了讓學生複習課程所學並實際運用，每堂課程後皆有文化體驗，

增加學生對課程的熟悉度，同時提升學習興趣。林承穎(2012)指出文化教學

必須考慮其他相關活動行程的安排，並配合學習者興趣進行主題式教學。本

研究結果發現，以主題式教學並帶入體驗活動，確實可增加學習興趣與學習

動機。除了文化體驗之外，應融入與課程相關的任務，讓學生在任務中實際

運用課程所學。學生在文化體驗與任務參與上皆非常積極，確實達到教師的

指令與要求，有些學生更自發性詢問教師相關的語言或文化內容。因此加入

體驗型任務教學，不但增加學生的參與感，也激發學習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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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螺旋式可理解性輸入原則 

語言與文化的學習應該以既有的內容加深加廣，並在每堂課中重複使用

先前所學，讓學習具有連貫性與累加性。王振亞(2005)認為螺旋性排列的跨

文化教學，可讓課程內容於教學過程中重複出現，並在原有知識上加入新的

內容，鞏固每一次的學習，有助於學習者的理解。本研究依照螺旋式課程安

排，使用學過的詞彙與文化觀念作為基礎，確認學生都理解之後，再融入該

次主題內容作為延伸，在原有知識上加入新的內容。學生在反覆學習之下，

不但能夠記憶與理解，也容易掌握新知識。因此在華語短期語文課程設計上，

應以螺旋式可理解性輸入為原則，不斷連結舊經驗與新知識，讓學生藉由重

複練習熟悉課程，提高其學習信心與動力。 

研究結論 第二節  

本研究根據教學過程的發現與數據資料的呈現，以課程設計、教學方法

與評量及學習成效三方面歸納結論如下： 

課程設計 一、

(一)學習、體驗及參訪的系統性結合 

由文化習得的相關理論可知，創造真實環境對於學習的重要性，因此教

師在規劃課程時，應結合體驗課程與參訪行程之教師與規劃人員，讓課室學

習、文化體驗及參訪活動有組織、有系統地結合，讓學生由不同管道學習。

透過此學習方式，學生能夠在認知、技能及情感三方面對文化有不同的體會，

可由淺入深更全面認識臺灣文化。 

(二)選擇符合多元智能的跨文化主題 

由於每個學生的學習風格與優勢智能不同，跨文化課程應考慮學生的差

異性，注重多元主題課程，增強學生的有效學習。除此之外，跨文化主題的

學習興趣會影響其學習動機與學習成效，因此教師選擇課程主題時必須審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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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本研究發現，英國中學生對民俗文化與藝術文化較有興趣，尤其是能

夠突顯濃厚華人風格的文化，更受學生喜愛。同時，應選擇與生活相關的主

題，學生平時即可觀察，更可達到課程學習與日常生活相呼應的成效。 

教學方法與評量 二、

(一)互動性高的教學方法 

如同前一節所述，英國中學生因身心發展階段尚未成熟，個性較為彆扭

害羞，以團體合作進行教學，能夠增加學生的學習興趣與成效。教學方法應

考量競賽式合作學習、先同後異的跨文化比較及體驗式任務教學三項要點，

除了透過同儕互助引發學生學習上的信心，也藉由討論分享接納對異文化的

不同觀點，減少學生對臺灣文化的陌生感。  

(二)以多元評量檢視學生學習狀況 

華語短期語文課程除了時間緊湊之外，課程安排也傾向活潑、多元的方

式，因此在課程評量上應盡量避免以單一方式評估學生的學習狀況。除了一

般的紙筆測驗外，教師應選擇學習單、任務或作品等各項活動交錯使用，檢

視學生是否了解課程內容。為隨時掌握學習狀況，應以形成性評量為佳，教

師可依照評量結果調整課程，並輔導進度落後的學生。 

學習成效 三、

(一)提升對跨文化的認知 

由問卷調查與訪問調查皆可發現，跨文化課程確實能夠提升學生的跨文

化認知，透過跨文化課程設計，除了增加對臺灣文化的理解之外，也啟發學

生對英國文化的反思。在華語短期語文課程的設計上，應將以往的單方向目

的語文化輸入，拓展為跨文化的貫連，連接母語文化與目的語文化，提升學

生的跨文化認知，培養其跨文化溝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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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符合文化交流目的 

英國中學本次的參訪目的，主要是體驗臺灣文化並培養尊重多元文化的

態度。透過跨文化課程，學生能夠以更開放的胸襟面對不同文化，加上與臺

灣學生互動學習，尊重不一樣的思維。因此，本課程以學生為中心，選擇臺

灣生活常見的文化現象為課程主題，藉由師生間互動討論讓學生進一步認識

臺灣文化，並在生活實踐中親身體驗臺、英文化的不同，進而尊重多元文化。 

現今的華語短期語文課程仍需要更多在課程設計上的拓展，以跨文化為

設計理念的主題式課程，不僅讓學生認識不同面向的臺灣文化，增加對跨文

化的認知，同時也培養學生尊重多元文化的態度。期望透過本研究結果與發

現，提供國內外華語短期語文課程新的想法與元素，進而提升學生華語與文

化學習的成效。 

未來研究建議 第三節  

經由本研究的文獻探討、課程設計及課程實施，並根據學生問卷分析及

教師訪談分析，歸納出對未來跨文化課程的相關建議，期盼對未來的華語短

期語文課程有所貢獻。 

研究 CSL 中學生跨文化學習特質 一、

目前關於華語教學中的文化教學研究，多以兒童或成人為研究對象，以

「跨文化」為主的研究更是少數。由於青少年的身心發展狀況與兒童或成年

人皆不相同，正處於對人際相處較為敏感的年紀，應針對其認知發展與學習

需求進行課程安排。若能先了解 CSL 中學生的跨文化學習特質，未來進行

課程設計時更能聚焦，所產出的課程才可達到最佳的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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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寫短期跨文化主題課程教材 二、

短期華語課程是目前兒童與青少年到臺灣學習的重要管道之一，不但能

夠介紹臺灣文化，推廣臺灣文化，更讓學生了解文化之間的差異，培養學生

的跨文化能力。然而，現今市面上的教材多以常態性華語課程為主，舉凡《實

用視聽華語》、《遠東生活華語》等皆注重於語言教學，針對文化所編寫的教

材並不多。若能針對短期跨文化主題課程編纂相關教材，納入臺灣特色文化，

讓學生從教材中也能窺探臺灣文化，不但有助於教師的課程設計，也讓學生

在課餘有自主學習的機會。因此，短期跨文化主題課程的教材編寫是值得繼

續探究的重要議題。 

規劃 CSL 學生的跨文化課程評量 三、

隨著臺灣短期語文課程的學習熱潮，越來越多學生選擇參與此類課程，

學習華語並體驗臺灣文化。同時，在華語教學領域中，不同文化背景人士的

互動越趨頻繁，跨文化溝通能力也逐漸受到重視。由於短期語文課程活潑與

輕鬆的特性，加上難以評鑑學生的跨文化溝通能力，若以傳統紙筆測驗或檢

定考試，無法實際檢視學習成效。因此，應建置一套針對短期華語跨文化課

程的評量，檢測學生的跨文化溝通能力，並了解學生的學習成效。 

發展多元文化之短期跨文化主題課程 四、

因本研究教學對象皆為來自英國，在課程內容方面以臺灣文化與英國文

化進行對比分析，討論議題亦著重於臺灣社會與英國社會的現況。以臺灣目

前的短期文化課程發展而言，學習者背景一致的遊學團眾多，包括來自美洲、

亞洲、歐洲及澳洲的國家，須根據不同文化背景發展合適的跨文化主題課程。

除此之外，臺灣各語言中心所舉辦的寒暑期營隊，學習者來自不同國家，跨

文化所牽涉的層面更廣，如何進行跨文化課程以符合不同文化背景的學習者

需求，更應受到未來華語短期語文課程發展的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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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置承辦單位跨文化課程之先備知識 五、

根據本研究的發現，影響英國學生對臺灣文化的認知與情感，除了在本

課程所學之外，學生大部分時間都與臺灣學生及寄宿家庭相處，因此承辦單

位事先舉辦跨文化培訓是必要的。欲發展有成效之的短期跨文化課程，首先

應落實華語教師、行政單位、學伴及寄宿家庭的跨文化培訓，了解學生的文

化背景與文化差異，並懂得以正確的態度理解外國文化。唯有承辦單位的相

關人員先具備跨文化溝通能力，才能引導外國學生以客觀開放的心態面對臺

灣文化。另外，承辦單位亦可協助華語教師布置校園與教室，搭配主題課程

塑造學習環境，並與教師及學生達成共識，將教學與活動更緊密結合。 

總結 

跨文化溝通能力的培養是當今語言與文化課程所注重的課題，如何讓

CSL 學生在短期內提升跨文化認知，更是華語教學需要努力的方向。本課

程仍處於發展階段，需要藉由更多的實證研究探討課程的優缺點，並修正不

完善之處，以設計出符合學習者需求的跨文化課程。期望未來有更多專注於

跨文化領域的研究，讓來自各國的學習者除了增進語言能力外，也同時提升

跨文化認知，培養學生尊重多元文化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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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知情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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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知情同意書(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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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預試問卷 

A study of the thematic course design for enhancing British middle 

school students’ cross-cultural cognition during the short-term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program 

Dear students, 

In order to learn more about the perspectives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hinese culture of 

British students in middle school, we need your assistance to complete this survey. Your answer 

and information will be helpful and useful for the study. The survey is only for the purpose of 

academic research, and will definitely not be passed on to others. Thanks for your help, indeed! 

Su, Chun- Hui 

Graduate Student, 

Department of Applied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Taiwan 

Email: sandra0417su@hotmail.com 

I. Personal Background 

1. Age：_________________ 

2. Sex： _________________ 

3. Your first language： 

(a) English 

(b) French 

(c) Germany 

(d) Chinese 

(e) others: 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Other languages that you can speak： 

(a) English 

(b) French 

(c) Germany 

(d) Chinese 

(e) others: ______________________ 

mailto:sandra0417su@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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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Is there any family member of yours able to speak Chinese as the mother 

tongue? 
(a) Yes  

(b) No 

6. Have you ever learned Chinese before? 

(a) Yes  

(b) No 

7. Have you ever been to Taiwan or China? 

(a) Yes  

(b) No 

II. The followings are some topics about Chinese culture. According to your 

interests in learning, please tick one in four choices for each theme. 

Topics Strongly dislike Dislike Like Strongly like 

Chinese greetings     

Chinese festivals     

Chinese food culture     

Chinese characters     

Chinese taboo and custom, such 

as numbers, colors. 

    

Chinese religions, such as 

Buddhism, Taoism  

    

Chinese animal zodiac      

Chinese arts, such as drama, 

architecture, and music  

    

Chinese values, such as marriage, 

social hierarchy, and education in 

family  

    

Chinese cultural activities, such as 

chess and Tai-Chi. 

    

Chinese concepts of health     

Chinese st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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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ccording to the 12 topics mentioned above, please write down 3 of the 

topics that you are interested in most. Why?  

(1) _______________. Why?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_______________. Why?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_______________. Why?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According to the 12 topics mentioned above, please write down 3 of the 

topics that you are not interested in most. Why?  

(1) _______________. Why?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_______________.Why?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_______________.Why?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In addition to the Chinese culture mentioned above, what else are you 

interested i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III. Please write down your answers according to your understandings 

about Chinese culture. 

1. I know the ways of Chinese greetings. 

 very well, for exampl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Fairly well, for exampl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arely 

 Not at all 

2. I know the courtesy when I visit Chinese family.  

 very well, for exampl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Fairly well, for exampl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arely 

 Not at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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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I know some Chinese festivals. 

 very well, for exampl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Fairly well, for exampl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arely 

 Not at all 

4. I know how Chinese celebrate their festivals. 

 very well, for exampl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Fairly well, for exampl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arely 

 Not at all 

5. I know the func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 

 very well, for exampl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Fairly well, for exampl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arely 

 Not at all 

6. I can recognize some Chinese characters. 

 very well, for exampl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Fairly well, for exampl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arely 

 Not at all 

7. I know the Chinese eating habits. 

 very well, for exampl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Fairly well, for exampl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arely 

 Not at all 

8. I know the table manners in Chinese culture. 

 very well, for exampl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Fairly well, for exampl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arely 

 Not at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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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I know the types of Chinese performing arts. 

 very well, for exampl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Fairly well, for exampl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arely 

 Not at all 

10. I know the five characters in Chinese traditional plays. 

 very well, for exampl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Fairly well, for exampl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arely 

 Not at all 

11. I know the meanings of numbers in Chinese culture. 

 very well, for exampl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Fairly well, for exampl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arely 

 Not at all 

12. I know the meanings of colors in Chinese culture. 

 very well, for exampl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Fairly well, for exampl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arely 

 Not at all 

13. I know some Chinese culture activities. 

 very well, for exampl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Fairly well, for exampl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arely 

 Not at all 

14. I can tell the meanings of some Chinese symbols. 

 very well, for exampl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Fairly well, for exampl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arely 

 Not at all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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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前測問卷 

A study of the thematic course design for enhancing British middle 

school students’ cross-cultural cognition during the short-term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program 

Pre-test 

Dear students, 

In order to learn more about the perspectives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hinese culture of British students in middle school, we need your assistance to 

complete this survey. Your answer and information will be helpful and useful for 

the study. The survey is only for the purpose of academic research, and will 

definitely not be passed on to others. Thanks for your help, indeed! 

Su, Chun- Hui 

Graduate Student, 

Department of Applied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Taiwan 

Email: sandra0417su@hotmail.com 

I. Personal Background 

1. Name: ________________ 

2. Age：_________________ 

3. Sex： _________________ 

4. Your first language： 

(a) English 

(b) French 

(c) Germany 

(d) Chinese 

(e) others: ______________________ 

mailto:sandra0417su@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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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Other languages that you can speak： 

(a) English 

(b) French 

(c) Germany 

(d) Chinese 

(e) others: ______________________ 

6. Is there any family member of yours able to speak Chinese as the mother 

tongue? 

(a) Yes  

(b) No 

7. Have you ever learned Chinese before? 

(a) Yes  

(b) No 

8. Have you ever been to Taiwan or China? 

(a) Yes  

(b) No 

II. Please write down your answers according to your understandings 

about Chinese culture. 

1. I know the ways of Chinese greetings, such as expression of language. 

 very well, for exampl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Fairly well, for exampl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arely 

 Not at all 

2. I know the courtesy when I visit Chinese family.  

 very well, for exampl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Fairly well, for exampl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arely 

 Not at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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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I know some Chinese festivals. 

 very well, for exampl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Fairly well, for exampl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arely 

 Not at all 

4. I know how Chinese celebrate their festivals. 

 very well, for exampl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Fairly well, for exampl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arely 

 Not at all 

5. I can recognize some Chinese characters. 

 very well, for exampl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Fairly well, for exampl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arely 

 Not at all 

6. I know the Chinese eating habits. 

 very well, for exampl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Fairly well, for exampl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arely 

 Not at all 

7. I can tell some of Chinese food.   

 very well, for exampl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Fairly well, for exampl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arely 

 Not at all 

8. I know the types of Chinese performing arts. 

 very well, for exampl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Fairly well, for exampl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arely 

 Not at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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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I know some types of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plays.  

 very well, for exampl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Fairly well, for exampl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arely 

 Not at all 

10. I know some numbers to present different meanings in Chinese culture, 

for example, 13 is not a lucky number in terms of Western culture. 

 very well, for exampl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Fairly well, for exampl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arely 

 Not at all 

11. I know the meanings of colors in Chinese culture. 

 very well, for exampl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Fairly well, for exampl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arely 

 Not at all 

12. I know some Chinese activities. 

 very well, for exampl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Fairly well, for exampl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arely 

 Not at all 

13. I can tell the meanings of some Chinese symbols, such as “囍”. 

 very well, for exampl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Fairly well, for exampl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arely    

 Not at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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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The followings are some topics about Chinese culture. According to your 

interests in learning, please tick one in four choices for each theme. 

Topics Strongly dislike Dislike Like Strongly like 

Chinese greetings     

Chinese festivals     

Chinese food culture 

 

    

Chinese characters     

Chinese taboo and custom, such 

as numbers, colors. 

    

Chinese religions, such as 

Buddhism, Taoism  

    

Chinese animal zodiac      

Chinese arts, such as drama, 

architecture, and music  

    

Chinese values, such as 

marriage, social hierarchy, and 

education in family  

    

Chinese cultural activities, such 

as chess and Tai-Chi. 

    

Chinese concepts of health     

Chinese stories      

1. According to the 12 topics mentioned above, please write down 3 of the 

topics that you are interested in most. Why?  

(1) _______________. Why?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_______________. Why?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_______________. Why?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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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ccording to the 12 topics mentioned above, please write down 3 of the 

topics that you are not interested in most. Why?  

(4) _______________. Why?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_______________.Why?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 _______________.Why?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In addition to the Chinese culture mentioned above, what else are you 

interested i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IV. Please write down your expectation and thoughts about this 

cross-cultural cours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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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後測問卷 

Cross-cultural course design at the short-term of Chinese language 

learning program for British middle school students 

Post-test 

Dear students, 

In order to learn more about the perspectives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of British students in middle school, we need your assistance to complete 

this survey. Your answer and information will be helpful and useful for the study. 

The survey is merely for the purpose of academic research, and will definitely 

not be passed on to others. Thanks for your help. 

Su, Chun- Hui 

Graduate Student, 

Department of Applied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Taiwan 

Email: sandra0417su@hotmail.com 

Name: ________________ 

I. Please write down your answers according to your understandings 

about Chinese culture. 

1. I know the ways of Chinese greetings, such as expression of language. 

 very well, for exampl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Fairly well, for exampl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arely 

 Not at all 

2. I know the courtesy when I visit Chinese family.  

 very well, for exampl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Fairly well, for exampl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arely 

 Not at all 

mailto:sandra0417su@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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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I know some Chinese festivals. 

 very well, for exampl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Fairly well, for exampl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arely 

 Not at all 

4. I know how Chinese celebrate their festivals. 

 very well, for exampl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Fairly well, for exampl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arely 

 Not at all 

5. I know the concept of reunion and harmony in Chinese culture.   

 very well, for exampl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Fairly well, for exampl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arely 

 Not at all 

6. I can recognize some Chinese characters. 

 very well, for exampl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Fairly well, for exampl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arely 

 Not at all 

7. I know that some of Chinese characters are like the real things, for 

example, 口、山.  

 very well, for exampl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Fairly well, for exampl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arely 

 Not at all 

8. I know the Chinese eating habits. 

 very well, for exampl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Fairly well, for exampl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arely 

 Not at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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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I can tell some of Chinese food.   

 very well, for exampl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Fairly well, for exampl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arely 

 Not at all 

10. I know Chinese tea culture. 

 very well, for exampl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Fairly well, for exampl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arely 

 Not at all 

11. I know the types of Chinese performing arts. 

 very well, for exampl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Fairly well, for exampl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arely 

 Not at all 

12. I know some types of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plays.  

 very well, for exampl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Fairly well, for exampl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arely 

 Not at all 

13. I know the five characters in Chinese traditional plays. 

 very well, for exampl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Fairly well, for exampl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arely 

 Not at all 

14. I know some numbers to present different meanings in Chinese culture. 

For example, 13 is bad luck number in terms of Western culture. 

 very well, for exampl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Fairly well, for exampl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arely 

 Not at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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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I know the meanings of colors in Chinese culture. 

 very well, for exampl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Fairly well, for exampl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arely 

 Not at all 

16. I know that some animals have different meanings in Chinese and 

British culture, for example, dragon and bat. 

 very well, for exampl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Fairly well, for exampl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arely 

 Not at all 

17. I know some Chinese activities. 

 very well, for exampl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Fairly well, for exampl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arely 

 Not at all 

18. I can tell the meanings of some Chinese symbols, such as “囍” and 

peaches. 

 very well, for exampl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Fairly well, for exampl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arely 

 Not at all 

II. The followings are some topics about Chinese culture. According to your 

interests in learning, please tick one in four choices for each theme. 

Topics 
Strongly 

dislike 
Dislike Like 

Strongly 

like 

Chinese greetings     

Chinese festivals     

Chinese food culture     

Chinese characters     

Chinese taboo and custom, such as 

numbers, col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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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ics 
Strongly 

dislike 
Dislike Like 

Strongly 

like 

Chinese religions, such as Buddhism, 

Taoism  

    

Chinese animal zodiac      

Chinese arts, such as drama, architecture, 

and music  

    

Chinese values, such as marriage, social 

hierarchy, and education in family  

    

Chinese cultural activities, such as chess 

and Tai-Chi. 

    

Chinese concepts of health     

Chinese stories      

1. According to the 12 topics mentioned above, please write down 3 of the 

topics that you are interested in most. Why?  

(1) _______________. Why?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_______________. Why?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_______________. Why?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According to the 12 topics mentioned above, please write down 3 of the topics 

that you are not interested in most. Why? 

(1) _______________. Why?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_______________. Why?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_______________. Why?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III. Please give us some suggestions about 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clas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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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ughts and Feedback 

1.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class, which content impressed you 

most? Why? 

 

 

 

2. Do you think that 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s courses you have learnt 

before help you during your stay in Taiwan? Have you applied it in two 

weeks of staying in Taiwan?  

 

 

 

3. If we extend 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class longer, which contents 

you prefer to know more?  

 

 

 

4. Is there any other topics you are eager to know and learn about Chinese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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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英國教師訪問大綱 

1. Could you please briefly introduce St. Anselm’s Catholic School? 

2. How did these students be Chosen? 

3. Why did you choose Taiwan for this short-term program? 

4. Why did you decide Ginling girls’ High School as the exchange 

partner?  

5. How did you think about this program? For example, the course that 

students took, or the places you visited. 

6. In the Chinese class, we teach Chinese by comparing Taiwanese and 

British culture. How did you think about this method for teaching and 

learning? Is it an appropriate way for British students when they learn 

a new language? 

7. In your opinion, what did the students learn from the Chinese class? 

Will this experience be beneficial in their future? 

8. What’s your purpose of coming to Asia? Did it fit your expectation? 

9. Could you please give some advice about the Chinese 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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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華語教師訪問大綱 

一、基本資料 

1. 請問您從事教學有多久的時間？ 

2. 請問您在這間學校任職多久？ 

3. 請問您在華語教學上的經驗？ 

4. 請問您對於中學生教學的經驗？ 

5. 請問您有文化相關的教學經驗嗎？ 

    若有，請問是關於何種文化？ 

6. 請問您是否接受過文化教學的訓練？ 

7. 請問您是否接受過跨文化教學的訓練？ 

二、訪談內容 

1. 請問您對文化教學的定義為何？ 

2. 請問您對於跨文化教學的定義為何？ 

3. 請問您覺得跨文化課程能增加外語學習者的何種能力？ 

4. 請問您如何設計本跨文化課程，幫助學生達到對臺灣文化的認知？ 

5. 請問您在課堂中利用何種教學方法，提升學生對臺灣文化的認知？ 

6. 請問您覺得在進行跨文化課程設計時，遇到哪些困難？ 

7. 請問您覺得在實施跨文化課程教學時遇到哪些困難? 

8. 請問您覺得本課程實行期間，學生在課堂中的反應如何？ 

9. 請您敘述關於本跨文化課程的心得感想。 

10. 對於下次的跨文化課程提升學生的臺灣文化認知，您有什麼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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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國內外重要短期華語文化課程負責人或

授課教師訪問大綱 

一、背景資料 

1. 營隊名稱 

2. 招生對象 

3. 實施期間 

4. 教材使用 

 

二、訪談問題 

1. 請問貴單位如何規劃文化課程？ 

2. 請問貴單位的文化課程中包括那些內容？ 

3. 請問貴單位的文化課程教學目標為何？ 

4. 請問文化課程教師如何篩選？ 

5. 請問這些文化課程的實際教學狀況如何？ 

6. 請問您認為貴單位所規劃文化課程有何優點？ 

7. 請問您對短期文化課程的規劃有何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