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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背景和動機 

語言是文化的載體，一方面是文化的一部分，一方面又是了解文化的重

要工具，外語教學應該包括文化教學，這一點已經是外語教學界普遍接受的

一點。九零年代以來，漢語教學界對教學法的發展趨勢達成一致共識為「結

構、功能、文化」三方的相互結合（任遠 1994），而當前美國的外語教育原

則更明定出 5個 C：文化（Culture）、溝通（Communicative）、連結（Connection）、

比較（Comparison）、社區（Community），將文化視為語言教學的重要關鍵。

文化教學已經是語言教學不可或缺的一環，「為什麼教」已是無庸置疑，接

下來「教什麼」和「怎麼教」才是語言教學界熱烈討論的話題。 

文化面向極廣，「教什麼」這部分歷來有不同學者的不同觀點的分類處

理；至於「怎麼教」這部分，漢語語言學者倒是對文化和語言的融合形式，

提出相當多的見解：趙賢州（1992）的文化導入的原則，講究階段性、規範

性和適度性；陳光磊（1997）主張教學內容以交際文化的語構、語義和語用

為主，強調讓學習者了解文化意涵進而轉化為交際能力；徐家禎（2000）的

融合方式在將文化融入課文編寫，透過課文來解釋文化、反應文化。這些原

則做法對語言教學有相當的啟發，不過，都是以教學者的角度出發，缺乏質

化教學紀錄，我們看不到學習者的認知感受，不知道他們既有的概念，中國

人眼中的文化現象對他們而言是否合理，不知道是否全盤接受敎師所提供的

知識，更不清楚他們是如何透過這些經驗原則學到文化，應用文化，也無從

得知他們如何從了解文化意涵轉化為交際能力。 

當世界越來越像地球村時，意味著人與人、國與國之間的交流愈形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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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不同文化族群的人際接觸情況也越受到重視。由於不同的文化構成了人

們對世界認知方式的不同，雙方在接觸時也產生了程度不一的理解障礙。

Ron Scollon（1995）曾經舉過一個香港商人和一個美國商人在機場第一次見

面的短暫對話例子來說明這種情況： 

 

Mr Richardson： By the way, I’m Andrew Richardson. My friends call me Andy.      
This is my business card. 

Mr Chu      ： I’m David Chu. Pleased to meet you, Mr Richardson. This is my   
card.        

Mr Richardson： No,no. Call me Andy. I think we’ll be doing a lot of business     
together. 

Mr Chu      ：Yes, I hope so. 
Mr Richardson（reading Mr Chu’s card）：”Chu, Ho-fai”, Ho-fai I’ll give you a call          

tomorrow as soon as I get settled at my hotel. 
Mr Chu（smiling）：Yes. I’ll expect your call.（引自 Ron Scollon, 1995） 

 

           這兩個人都注意到了文化問題，香港商人 Chu Ho-fai 選擇用了西式的姓名和

西方人打交道，但是美國商人 Mr Richardson 顯然想表達親切並尊重東方文

化，直接以 Mr Chu 的名字來稱呼對方，卻沒想到結果會更糟：因為稱謂會

隨著關係而改變，Mr Richardson 在第一次見面就以對方的名字稱呼對方，讓

Mr Chu 困窘地笑了笑，而 Mr Richardson 的西式思維卻誤以為，此時此刻這

種笑是同意的表示。表面上，這段對話在語言上毫無瑕疵，但在溝通上卻是

一個失敗的例子，雙方是交換了訊息，但是產生了讓人尷尬的處境；另一個

顯示的意義是，了解異文化不代表接受異文化或者能夠表現得有如異文化的

人們，所有人類的行為都受到本身文化的無形牽制，入境未必能隨俗。 

當前第二語言學習理論隨著時間的嬗遞，發展重心已從行為主義轉向到

認知心理和建構主義：認知心理強調有意義的語言習得和天賦能力，建構主

義的代表論題則是互動言談、社會文化變數以及合作性的群體學習，並且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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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所有人類會建構他們自己對「現實」的看法（Brown 2003）。也因此語言

學習重心從教學者轉向到學習者，這並不是忽視教學者的教學安排和策略，

而是學習者被賦予了更多的語言責任：他們不再是單純片面地接受意義的灌

輸，而是必須主動地在「有意義」的情境中，透過策略的安排，實際地使用

目標語言與他人互動，並且藉以建構本身對目標語文化的認知。 

在華語教學的領域中，對文化教學的討論極多，但多數討論核心都是如

何適時、適量地將華語文化「呈現」給學習者，而忽略學習者本身的認知情

意。談到文化教學，似乎在外語課程中加入和文化有關的事實，學習者就能

了解目標語背後的文化面貌與規範，在人際溝通上就能運用無礙，文化衝擊

也會因此而降低。這種論點似乎回到了過去行為主義刺激反應模式，不但低

估了人的認知學習複雜度也和目前重視人本的學習理念背道而馳。 

黃文三（1999）根據後現代主義觀點，認為多元社會中的決策是多元化

的，重視同一和普遍也尊重差異和特殊；它有以下幾種特點： 

 

1 去中心性，避免獨斷 

2 注重多元文化的意識型態 

3 取消主客對立 

4 真理是語言論述的結果，無法獨立於語言而存在 

5 重視反省和重新詮釋與創新 

6 教育的過程是開放性的 

    

因為尊重多元所以避免獨斷，開放的教育更應該重視教學的主角－學生，在

語言文化學習的路上不應霸凌式地採取灌輸方式要求「在羅馬，行如羅馬

人」；現代化的外語文化學習應該基於多元和人本的觀念，因此本研究採取

建構主義教學觀，希望建立學習者為主的文化教學策略，讓語言學習融合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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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不只是單向學習而希望創造多元互動，並且在這互動中探索文化、體現

文化，而不再是零散地囫圇吞棗。 

 

第二節 研究目的 

不管是面對面交流、閱讀或是書寫通信，外語學習核心都在「訊息溝

通」，知道如何、什麼時候、為什麼、要對誰說什麼，所有的語言相關知識

都是為了人與人互動而存在；但是傳統的語言教學的重心放在詞彙、語法知

識、發音方法和句型結構；語言符號中所蘊含的文化意義常以註解方式來處

理，語言情境以及語用規則也總是為詞彙和語法服務，在有限的授課時數

中，語言形式的練習時間遠遠超過語言的應用與實踐，學習者經常處於片面

地接受灌輸狀態，學習就是接受約定俗成的知識或客觀存在的事實，教師傾

向以指導的方式引導學生表現預期的學習結果，並且以正確的答案來評價學

生的學習是否有效。在這種刺激反應的教學下，對目標語文化常常只是知其

然，不知其所以然，很難要求學習者在不同情境的溝通事件中，能「知道如

何、什麼時候、為什麼、要對誰說什麼」，尤其在現代多元社會中，不同文

化背景的人交流頻繁，這種「知道如何、什麼時候、為什麼、要對誰說什麼」

的技能越顯得珍貴而重要。 

總體而言，本研究最終的目的在於透過建構教學的精神，設計促成學習

者主動學習和與人互動的課程，進而培養學習者面對異文化時的溝通理解能

力：從觀察比較中，做反身思考（Byram,1997），重新定義本身母語文化，

了解他人也了解自己；在學習過程中，學習者將透過比較、閱讀、討論與表

演實踐，深入中華文化的內涵，除了幫助自己跨過異文化的藩籬，在比較之

 4



第一章  緒論               

下，突顯自己母語文化，進而反思自身，建立一種「文化相對觀」1。 

透過課程設計安排，學習者將不是灌輸性地學習文化而是探索性地發掘

文化、建構對文化的知識，並且在各種溝通活動中，體認成功的溝通「不只

是訊息的交換，更重要的是關係的建立和維繫」，也就是說，學文化不只是

單純地了解文化，更重要的是培養出「跨文化溝通能力」（intercultural 

competence）：簡言之，此即在不同的文化接觸中，做有意義的協商的能力。

而這個協商的過程中，「學習者必需努力去了解對方，然後修訂或改變自己

的想法與觀念；這個過程可能包括了寬容與批判，文化學習成效就看學習者

是否能打開心胸，做有意義的溝通」（Byram,1997）。 

在這個大方向之下，教學設計的重點目標在於： 

 

1 建立適於建構學習的教學模式。 

2 發展華語文化學習的教學策略。 

3 寓語言於文化學習中，使學習者在建構華語文化認知過程中同時亦能精進

語言能力。 

 

第三節 研究範圍及名詞定義 

以下筆者將針對研究範圍和所涉及的名詞做一個概略性的解釋。 

 

（一）研究範圍 

                                                 
1
文化相對觀，即是每一種文化都有初生、發展、強盛與衰落期，沒有一種文化可以永遠   

佔統治地位，唯有透過交流和對話才能達到互補互通，文化相對觀不以趨同為目的，比 較

只是為了找差異，並在差異中求取新的和諧。（王寧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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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所實行的對象是以華語為第二外國語的語言學習者，並且因研究

中所採的教學策略，語言程度較高的學習者方能配合勝任，故語言學習者的

程度限定為中級華語程度。而關注的研究項目為在建構教學觀之下，語言學

習者的文化學習的內涵、方式和文化學習的效果。 

 

（二）名詞定義 

1.建構教學觀 

    以 Jean Piaget 和 Lev Vygotsky 為代表的建構主義者主張（Nyikos＆

Hashimoto 1997）：人類會建構自己對世界的看法，因此人們對事務的描述和

認識呈現多元對比的方式，認為語言是人際之間的溝通，強調合作的群體，

互動的言談。以此觀點應用在教學上稱之為建構教學觀。 

 

2.文化  

  文化的定義廣泛，學者專家對此各有其見解，在不同領域中可能出現不

同角度的定義。在語言的文化教學領域中，本研究選擇採取人類學家

Goodenough（1961）對文化的剖析觀點： 

1 是屬於行為模式，指日常生活中可觀察的一切現象，包括群體活動、社會組

織與所有物質層面的世界。 

2 是指引行為的模式，指的是知識與信仰的的體系，是人用以建構其經驗知覺

及指導行為的觀念系統。 

並將行為歸因於思維文化，如同 Condon（1973）發表對文化的觀察：「它是

各種生活形態統整後的系統，其中大部份是下意識的，但卻牢固地掌控人類的行

為。」 

3.華語課程 

   是指在華語或非華語地區，以華語做為外國語教學或第二語言教學的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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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課程。 

4.文化教學   

   語言與文化關係密切，在進行語言教學時，教學者不可避免地必須處理

所牽涉的文化問題，不論處理方式為何，均可視為文化教學。 

 

第四節 研究方法 

一 研究法的選擇 

本研究採取質化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途徑，在經由描述和分析複

雜經驗之後，應用在教育的行動研究（action research）上，也就是從改善社

會情境中行動品質的角度來進行研究（Elliott 1991）。當教育工作中產生了

問題，發展改善的行動策略並實踐之；在改進教育現場的同時也建立了教師

實踐的知識。 

 

二 研究步驟 

1. 收集閱讀相關文獻，探討文化教學的方式 

    文化研究近年來是西方學術的主流，在語言教學上，文化也是積極開發

的主要項目，越來越多的國外的第二語言教學者發表關於文化教學的實驗與

省思，他山之石可以攻錯，這些理論相當值得華語教學借鏡。 

 

2 重新定義文化教學的內涵，並參照建構主義教學觀以發展教學模式。 

本文將以文化人類學及社會語言學的角度探討語言教學中文化的內涵

及其在語言教學的運用方式，同時探討建構教學觀，並以之為基礎發展文化

教學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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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按照教學設計理論，規劃出一個適合的文化教程 

教學活動是一個循環的過程，必須考慮到循環過程中的每個構成要素，

才是一個嚴謹的教學設計。本研究採取 Brown（1995）發表的系統化教學設

計，將教學分成需求分析、教學目標、測試、教學和評量，依序安排整個教

學流程。 

4. 以質性研究方式在華語教室中印證及評估教學設計 

    延續上述步驟，教學設計初階完成後，必須經過實際測試，才能得知設

計的缺陷並做修正。本文將採質化研究方式詳細地觀察紀錄課室中所發生的

一切來分析、評估設計的優缺，作為教學下一步的改正參考。 

 

三 資料收集和分析的方式 

    教學的主角是學習者和教學者，雙方的需求自然是整個教學活動的源

頭。本研究的資料來源首先是將以個別錄音訪談的方式，以了解一般教學者

和學習者在文化教學和學習上的需求以及想法。 

訪問對象為隨機選擇的五位師大國語中心的老師，以及六位目前正在師

大學習中文的學生；老師與學生的資料如下： 

1 教師部分 

 

教師代號 教學經驗  目前授課使用教材 

A  老師 十年 迷你廣播劇、視聽華語（二） 

L  老師   十六年 迷你廣播劇、視聽華語（二） 

W 老師   一年 視聽華語（二） 

Q 老師   二十一年 思想與社會、視聽華語（二） 

  Y 老師  二十年  初級中文閱讀、視聽華語（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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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老師 十六年 視聽華語（一） 

2 學生部份 

 

學生代號 學習中文經驗 目前使用教材 

B，荷蘭人 兩年半 思想與社會 

D，美國人 兩年 思想與社會 

N，韓國人 一年半 迷你廣播劇 

J，韓國人 一年半 迷你廣播劇 

R，德國人 四年 新聞選讀（二） 

x，印尼人 一年半 迷你廣播劇 

 

訪問內容要點為教學流程、教學困境、以及學習障礙，對文化教學方式

的看法等等，請受訪者回憶過去的華語文化學習方式或教學方式並各自自由

發抒感想，將師生對華語文化學習的經驗和想法做綜合整理，歸納出老師和

學生在文化教學方面的習慣、問題與需求，並據以進一步檢視現行文化教材

在本研究中採用的合適性。 

 

四 教學實驗的過程 

    當整體教學設計完成後，由於所設計的教學策略針對已具基本語言溝通

能力的學習者，因此在師大國語中心選定兩個中級華語教室進行實驗。負責

教學的兩位老師分別為筆者本人教授甲班和先前接受過訪問的 A老師教授

乙班，兩個實驗班學生的基本背景如下： 

1.甲班學生（以下均以化名代替）： 

榮：二十一歲，男，華裔印尼人，目前從事外勞仲介翻譯，中文口語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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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 

里子：三十多歲日本家庭主婦，好學用功，覺得自己口語能力不足。 

秀：韓國人，女，喜歡沒有壓力地學中文，語法基礎稍弱。 

南：十九歲韓國女生，喜歡中國文化，希望在台灣唸大學。 

廣：十九歲日本人，母親是台灣人，中學唸的是華僑學校。 

 

2.乙班學生： 

翠：越南太太，用功、學習能力強，口語佳。 

青：日本女孩，用功、有禮貌。 

金：泰國女生，個性溫和，口語待加強。 

清：越南女生，與同學相處愉快，熱中互動。 

李：韓國男生，用功，愛追根究底。 

补：十七歲韓國男生，聰明學習能力強。 

 

甲班的實驗時間從十月七日到十一月二十七日止利用課餘進行，每次

進行時間從三十分鐘到兩個小時不等，一共十次約八小時，呈現不連貫的情

況，而乙班的實驗時間是十一月二十一到二十三日一共六個小時。 

教學實驗的過程以全程錄音方式紀錄，然後筆者根據錄音稿撰寫教學日

誌，紀錄當時學生學習情況及教學感想並分析之以作為後續改善參考。 

 

五 研究的限制 

1. 研究對象的限制 

    教學實驗的對象是在台學習中文的外國學生，但是他們在語言中心學習

有固定課程和學習進度，因此實驗進行的時間往往捉襟見肘，筆者只能利用

有限時間，盡量完成每個單元的教學流程來評估教學策略的適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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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方法的限制 

    本研究的資料採集和分析均採質化研究方式，因此不免偏向筆者本身的

主觀想法，為求公正合理性，除教學日誌外，也參照另一個實驗班級老師的

口述錄音以及學生所填寫的作業及評量表格，綜合老師與學生的學習狀況和

想法以供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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