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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構式學文化，顧名思義是強調主動、互動式地學習創塑文化。這種方

式主要是對傳統語言教學的反思，究其因是基於建構主義教學理論發展的嘗

試。以下第一節將討論文化內容的界定，由於建構主義對社會語境意義的重

視，文化教學的重點將放在社會層面，但並不是依循傳統將社會習慣的種種

分散片段地「傳授」，而是借用人類學觀念，從言語互動觀察中引導學生建

立對目標語的社會的整體面貌，並藉此發展培養跨文化溝通能力。第二節將

簡單介紹第二語言學習理論發展從結構行為理論到認知建構的轉折，並探討

建構主義的理念內涵和其對教學的指導原則。方法原則確立之後，接著第三

節的重點則在符合建構主義的理念內涵並適用於語言文化教學策略的評析。 

 

第一節 文化 

1.1 文化的定義 

語言教學中談到文化，首先要面對的問題是：文化到底是什麼？以漢語

而言，文化二字最早是從周易中截取而來的：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

以化成天下（噴卦 彖辭）有人治教化的意思，後來的文獻中如「設神理以

景俗，敷文化以柔遠」（王融 三月三日曲水序）亦不脫原意，但是到了現代，

文化的定義已經全然採取西方的觀點。 

1871 年 E.B.Tylor 為文化下了一個里程碑式的定義，認為文化是：「一

種複雜叢結的全體，包括知識、信仰、藝術、法律、道德、風俗，以及其他的人

所獲得的才能和習慣」。（周慶華 1997：73 引述）此後，更有無數學者以此

為框架，不斷地增補或修定對文化的定義。Goodenough（1961）認為文化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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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區分為二個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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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don 1973 發表對文化的觀察，將行為歸因於思維文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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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述 H.Dogulas.Brown 2002：229 ） 

綜合以上說法，我們了解文化可以化身無數，在人類生活中無所不在，

舉目所及的物件無一不是人類的經驗結晶：歷史長流是文化，我們的思考感

受和言語行為受文化操作，甚至我們的認知情意，因為是在相同族群社會影

響下塑造出來的，當然也是文化的一部份。文化可以是抽象的哲學思想，典

章制度，也可以是具體的工藝建築，繪畫文字；它太廣泛，可以包括所有人

類過去及現在的精神層面和生活層面，以致於會有各種觀點的定義詮釋，但

是，不論它的定義如何，當我們在講述或傳達「文化為何」時，是不可能以

三言兩語就解決的，而且從廣義文化到狹義文化細目涵蓋眾多，難以一一論

及，自然也對語言教學製造了難題：應該教哪些文化項目？要如何取捨？如

何傳授？ 

 

1.2 語言教學中的文化進展 

語言與文化是不可分割的，不管教哪種語言，都會牽涉語言本身文化理

解的問題，那麼語言教學應該包括文化教學才算恰當；當我們把焦點置於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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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教學中的文化教學時，首先關切的是如何處理語言教學中的文化問題？因

為文化既豐富又多樣化，而且糾結在人類的生活中，因此，當我們論及語言

教學中的文化項目時，反而感覺像是面對浩翰汪洋，有不知從何著手之嘆。

想要將文化傳達給學習者，馬上面臨一個問題：應該用什麼方式傳達哪些

呢？  

從語言教學的歷史中可以發現，傳統的處理方式是另開一門目的語的

文化概況課，但是這種文化課偏重在文明制度的介紹，或許新近的教學也注

重括及日常生活的價值和信仰，不過，以母語為課堂主要使用語言，學習者

固然可以心領神會，卻難以言表於詞（Rivers 1968），這對語言教學來說是

失之偏頗。 

    美國學者 Brook（1968）認為不可能僅通過外語教學就將相關文化一一

提及，他給外語教師作了一個五層次的文化定義： 

文化一：生物性生成過程 

文化二：個體人格完美化 

文化三：文學與藝術 

文化四：生活的模式 

文化五：一種生活方式的總和 

Brook 認為文化教學應該依據學習者的能力和語言程度因勢利導，遵照循序

漸進的原則，起點應該放在文化四，然後再分別與文化三、文化五逐步系聯，

根據這個原則，他推出一套問答題用於課堂提問，這些問答題是關於自身的

需要動機和願望，主要是調查目的文化的思想信仰和風俗習慣（引自 陳申 

2001）。但是課堂提問與實際應用往往有一段差距，這套模式因而招致批評，

但他從生活出發，按學習者能力分級文化教學卻是很務實的。 

      Hall 和 Trager 則 站在人類學的立場提出『文化地圖』（1953），這個地

圖系統的列出文化的各個組成成份，通過與本民族文化比較，分析和描寫目

 15



基於建構教學之華語文化教學設計 

的語文化。這個方案幾經修正擴大，被外語教師廣泛運用，不失為一個有效

的策略。 

 1970 年代 Oswalt 提出了大文化和小文化的概念，將廣闊的文化之海分

類歸納出適合外語教學的範疇，讓學習者和教學者有了一個明確的文化內

容：大文化包括文學、歷史、哲學、政治，小文化則是普通的社會習慣，人

們的生活方式，隨著聽說教學法的普及和應用，小文化在外語教學上一直占

著引領的地位。 

界定合理的文化範疇，將複雜文化內容系統化的做法似乎是合適途徑。

由於現代人們學習外語的主要目的是為了與他國人溝通，比較異同，分享經

驗，特別在八十年代初期溝通教學觀興起後，攸關溝通的行為文化部份因此

成為語言教學重心，這引領了張一占在 1984 提出了『知識文化』和『交際

文化』二分說，以及法國語言教學家 Galisson 的視野文化和行動文化分野。  

Galisson（2003）對這兩種文化的分野以及在教學上的目標、處理方式有

清楚的描述： 

  

視野文化是對知識層面的一種省思，文化內涵包括文學的、藝術的、科技的

等等，教學上的目標是能夠吸納一篇目標文化相關文章，並用它來了解目標

文化中較為特殊的事件，在學習過程中，語言和文化是分開處理研究的；行

動文化是具體的實踐在日常生活中的文化，包括能力、本事，知道如何自處

以及和他人相處、自然的應對等，學習上的目標是比較分析目標與和母語文

化的異同，此時文化和語言互相融合，由文化行為將文化內涵轉化在言談之

中，達成建立學習者內在價值等級。（Galisson 2003） 

 

這段論述有傳統也有創新，除了沿襲過去的做法把文明制度的種種作語

言文化分開處理之外，重要的是他對行為文化的定義以及目標，認為日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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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中的具體實踐以及知道如何自處和他人相處，這才是外語學習課程中必須

處理的，並且強調要將文化融入言談，成為學習者的內在價值。 

從小文化到交際文化、行為文化，可以看到語言教學界對文化的焦點開

始關注於社會習慣和人際互動上，不過這似乎只是壓縮文化範圍，讓教學和

學習有明確可遵循的目標，同時在講究溝通的時代，學習外顯的社會行為規

則不但清楚可觀察還很容易收到迅速溝通之效，但這真的就是了解文化，學

習到了文化嗎？按照Goodenough（1961）的定義，小文化到交際文化、行為

文化，這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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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質層面的世界只是行為模式，如果不談文化的心理層次，怎麼能說是理解

文化？當理解片面不全時，所有的溝通都只是表面行為，溝通雙方的關係很

難長久維持，如此一來，語言文化教學所期待的「知道如何自處以及和他人

相處」將很難達成。也基於這種理由，筆者認為對文化的學習不應該只有瑣

碎的社會文化項目，還應該包括這些文化項目深層的心理層次，換言之，文

化學習不該將行為與價值觀拆解分立，而是要把兩者視為一個整體，如同人

類學家對不同文化社會的探索一樣，「檢視觀察人類的語言行為，從中找尋

規範原則，藉以理解該文化的邏輯建構1」（Kroeber＆Kluckhohn 1952）。 

 

1.3 人類學的文化觀點 

 對人類學家而言，文化長久以來被視為人類的生活方式、行為模式和觀

念態度以及器物藝術等等，晚近的人類學家的理論研究一致指出：理念層面

（the realm of ideal）或象徵（the force of symbols）是模塑人類行為的最重要

的關鍵（莊英章 1991），所謂理念包括了某群人共享的觀念、規範和意義，

                                                 
1
 引自莊英章 1991 文化人類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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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個存在每個人腦海深層的一套程式設計，人們的一舉一動都受這套程式

制約，不同的社會社群會有不同的程式設計，而人類學研究的目標就在於試

圖透過行為的觀察分析去解讀存在不同文化社群中的這些程式（陳其南

1989）。 

功能學派的人類學家認識到文化雖可分解為各個因素或各個方面進行描

述和研究，但文化本身仍是一個整體，其各個組成部份是互相系聯，相互制

約的，如果不從整體關係去著手，對任何部份的文化因素都不能明瞭，所以

對文化研究重心在對人類生活方式的總體檢。人類學的調查分成兩種，全面

調查和定項調查，前者是對一個人口不多的群體作全面詳細的調查，最後可

以寫出一本描述文化各層面的民族誌；後者是對一個地區或幾個群體做專題

調查，用以驗證、檢查或是解決某一個社會問題。不論哪一種調查，大致不

脫以下的綱目範圍，按照汪寧生 2002 的架構依次是 

 

1 環境：資源、氣候、地貌等 

2 生計：農業、蓄牧、工業和飲食方式等 

3 技藝：工具、製造、服裝、住所、旅行和運輸等 

4 經濟：所有權、生產、消費、分配等。 

5 社會結構：婚姻、家庭、繼嗣、親屬制度、社會階層等。 

6 政治：組織類型、統治、社會控制和法律等 

7 宗教：信仰與儀式 

8 科學：記事、計算、曆法、醫藥等。 

9 藝術：繪畫、音樂、戲劇、民間文學等。 

10 生命周期：出生、成年、死亡等。 

 

這個架構的意義在於幫助我們看到人類學家對人類社會的關注是全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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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企圖從一個綱要築起一個完整清楚的人類社會型態，同時不只是談及這

個社會文化裡『有什麼』，更要談到這種存在現象的『為什麼』，最終的目的

是要對種種現象做出詮釋，但這種詮釋並不是就自己的觀點去做任意的評

斷，而是要以當地住民的眼光出發去做合理化解釋。 

    當人類學家確定調查範圍之後，他們主要的研究方法是「參與觀察」

（participant observation），簡單來說是去實地住一段時間，實際參與欲研究族

群的生活。開始的時候他必須不斷地去詢問交談來了解週遭的一切，試著過

當地人的生活，用當地人的眼光看待他們的生活方式，得到文化主位（emic）

觀點（許木柱 1991）。這其實是非常不容易的事，一般人在自己的文化影響

下，不免用自己的主觀意識來判斷事物，人類學家為了要得到真實的文化面

貌，就必須做到抽離自身觀點，如此才能做出客觀的分析。 

 

1.4 第二文化習得 

人類學家在參與過程中所遇到的種種文化震憾問題其實是跟一般語言

學習者類似的，學習另一種語言其實是一種文化適應過程，第二語言學習和

第二文化學習基本上是同時進行的，當然對語言學習者來說，他並不需要如

同人類學家一般對一個文化族群做出詳實的剖析，但是處在一個陌生的語言

文化情境中, 當外來的世界觀與本身差異過大時，學習者本身的知覺思考不

免產生混亂，嚴重時便是所謂的文化衝擊（cultural shock），包括表面輕微易

怒情緒到心理恐慌和危機。 

Robinson-Struart和Nocon（1996）發現近幾十年來關於文化學習的觀點，

都停留在缺乏互動的囫圇吞棗情況，甚至認為提供文化事實，學生就必然能

水到渠成地了解接受異文化，這實在是低估文化學習的複雜性。一般而言文

 19



基於建構教學之華語文化教學設計 

化習得，或是稱為文化適應有四個階段2： 

 

1 第一階段：因為對周遭好奇，感到新鮮興奮。 

2 第二階段：越來越多文化差異干擾，文化衝擊就此開始了，這時人們

會尋求支援，抱怨或期待安慰，同時逃避所面臨的困境。 

3 第三階段：循序漸進的，有些文化適應的問題會獲得解決，有些則會

持續一段時間，不過當個人被不同的思考感情包圍接受

時，會慢慢地對這個異文化族群產生同理心。 

4 第四階段：接近適應，個人不是被同化就是在異文化下發展出一個全

新的自我。 

 

從第一階段到第四階段過程所需的時間因人而異，但如果其間能加以適度地

指引，將能消除部份的文化衝擊、恐慌所帶來的心理和學習障礙，這種指引

可能是語言教室內有效的實驗模式教學，而教師本身對不同文化價值觀的洞

察也將會是一大助力。 

每種文化都是獨特的，同時每種文化也都存在著不同程度的差異和雷同，觀

察他種文化的尺度同樣地也可以用來進行對自我文化的預測和解釋。Geert 

Hofstede（1986）提出四種尺度來檢測不同的文化價值標準，不但是協助教

師了解學生的障礙所在，也是一種引導觀察本身文化的方式，讓教師因為了

解自身更能設法牽引學生邁向文化過渡期： 

 

1 個人主義相對於集體主義：這裡採人類學的觀點，個人主義強調謀求個人

或直系親屬的利益。 

2 權力差距：對不平等待遇容忍度，每個文化是不同的。 

                                                 
2 引述自Browm2003＜第二語言教學最高指導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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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免於不安：在混亂中試著用策略以避免緊張，這種文化傾向越強的民族，

越容易是主動積極，反之，則是好沉思，樂天，寬容度高。 

4 男子氣概相對於女性氣質：陽性文化強調物質成就，建立自信，陰性文化

則強調非物質面，人際互動和關懷弱勢。 

 

但第二文化習得的極致決不是要求學習者全盤接受目標語文化；在一個多元

社會中，對同一件事情有不同的觀點是極正常的事，母語者對自己文化的認

知和解釋跟外語學習者對目標語文化的認知解釋絕對不同。深受八十年代和

九十年代以降的後結構主義（post-structuralism）影響，Kramsch（1993）認為

一味地追求一致，避免衝突並不可取，現代外語學習應以多元文化互動為主

要理念。這種觀點間接地否決傳統溝通交際的規臬：以母語者為榜樣，以隨

俗為原則。 

不少語言學者進一步質疑母語者的定義來澄清以母語者為榜樣的迷思

（Davies 1991,Widdowson 1994）：誰才是母語者？小孩？成人？教授？工人？

地球村的時代已然來臨，大規模的移民、跨國、跨文化的接觸遇合，在在增

加了語言語用的差異性，過去母語的權威性已漸漸侵蝕中（Byram＆Zarate 

1994），而華語文化的學習者更是要面臨不同地域如香港、新加坡、台灣和

中國大陸的不同型態華語文化挑戰，由於多元和差異使衝突無時無刻地發

生，衝突其實是無可避免的互動，重要的是互動結果是否化解了衝突，產生

理解。 

基於同樣理由，Byram（1994）提出一種理念： 

 

外國語言學習者的語言文化學習目標不應是學習「接近母語者」，而是

要成為「跨文化說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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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跨文化溝通能力 

    在談跨文化溝通能力之前不能不先談談溝通能力。 

溝通是人類在相互交往中使用符號創造意義和反射意義的動態、系統

過程（Samovar 1998），溝通能力（communicative competence）是社會語言學

家 Dell Hymes（1972）提出的，強調語言的社會性和實用性，所以語言溝通

能力使人類能夠傳遞及詮釋信息，讓我們能在特定情境下與他人協商，澄清

了能說話和能溝通是兩回事，所謂的有效的溝通還需要有相關的社會文化知

識和應用能力。它並不是個人內在的構念，而是一種動態的人際構念，必須

透過兩個或兩個比上的個體互動才能顯示。 

語言哲學家Bakhtin（1986）從人類學觀點來看溝通，認為人類的語言

溝通使用並非自由無限制，必須牽涉到說話者的社會文化規範，也就是說，

必須先去理解對話彼方或其所屬文化觀點，然後再回到自己的觀點立場去產

生回應3；也就是溝通時，說話者實際上一直在社會文化的機制和意義的限

制中進行個人考量和作選擇回應的決策。這也意味著，當兩種不同文化背景

的人相遇時，設法理解對方，並做出回應，文化將是溝通成功與否的關鍵。 

跨文化溝通能力一方面考慮對不同文化系統的理解，一方面也考量回應

是否有效，有效性指的是獲得預期效果，這應該是建立在得體性之上，當回

應失禮，有效性也不會存在。而得體性代表的是說話者滿足了基本語境要求

（胡超 2005）。所謂語境，M.A. K.Halliday（1978）將之分為：  

 

話語範圍：指所談論的人事物 

話語基調：指的是參加者的各種情況 

話語方式：把語言功能分成表意、人際、成文功能，使上下連貫和特

                                                 
3 引述自王鳳敏《溝通式教學活動的設計和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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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情景相適應 

 

簡言之，滿足語境意義就是能夠在不同場合、不同主題能夠依不同對話者的

身份、地位、性別做出合宜的表達。 

跨文化溝通能力跟語境判斷能力習習相關，這也使得「跨文化說話者」

意味著必須對溝通情境高度敏感並據以作出得體回應。 

Kramsch 十分重視情境（context），除了語言本身之外，對話者的身分互

動、對話者是否合於所屬社會團體的意志和期望以及言外之意都是語言教學

的重點，她認為，教語言就是教情境，鼓勵學生發掘更多情境中的的潛在意

義，並主張語言教學除了是單一學習事件之外，還應該是一個社會縮影。 

這種想法明顯地揚棄傳統語言教學就文論文的習慣，而進入一種創造式

的舞台，每個語言學習者都是舞台上的表演者，以不同的角色進行整體的對

話互動，將文化教學的重心從文化的內容轉移到學習過程，採用戲劇的教學

法引領學習者打破本身的文化界線，卻也不單純模仿目標語文化，最後到達

模擬的第三位置（Kramsch 1993）。 

英國的 Byram 因應歐洲統合後的英語教學發展，為克服歐洲各國的文 

化籓離發展出一套對文化學習的評估與理論（Byram 1997），他將文化教學

重心放在跨文化教學上，強調跨文化溝通和互動，認為外語學習者不應該將

學習目標放在「接近母語者」而是以「成為跨文化說話者」，因此，不主張

教所有傳統上認定的社會習慣的細節項目，而把重點放在發展學習者的交際

文化互動的自覺、技巧和能力，使學習者在面對不同文化衝擊時能運用這種

技巧，發掘文化差異進而適應。 

Byram 對跨文化溝通能力的目標是培養文化能力的習得，在面對另一種

文化時，能夠詮釋所看到的社會現象；而他更明確的教學目標是使學習者在

和他種文化比較後，再一次考慮自身文化習慣的位置，必且以學生們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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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習慣為教學焦點。 

綜合以上英、美兩位語言教學者的經驗，可以看出目前語言文化教學的

傾向已經朝促使學習者判斷情境，發展自覺前進，而不再傳授文化項目。獲

得知識並不意味著獲得溝通能力，與其為學習者解釋目標語文化社會的種種

事實，不如讓學習者學會使用一種工具去了解文化，在多元化的社會中才更

實際有效。語言教室內有效的實驗模式教學，或許是獲得這種工具的方式之

一：本研究將採用建構教學理念內涵，視學習者為主動建構認知主體，以學

習者既有概念為基礎，透過教學活動與策略讓學習者主動地參與知識建構，

發展自覺，期使學習者在學習文化的過程中，成為具有跨文化溝通能力的人。 

 

 

第二節  建構教學觀  
 

人類學家 Geertz（1973）認為「人是一種懸掛在自己編織的意義之網

內的動物，文化即是這張網，人掛在這張網上不是如實驗科學般去尋找規

則，而是一個尋找意義的解釋者」，以華語為第二語言學習者的世界觀往往

與華語文化觀點有一定程度的差異，面對差異時，他們將更迫切尋求意義解

釋來平衡自身的疑惑與混亂，這個建立自身意義的過程與文化衝擊過程是相

似的，也是建構教學觀的主旨所在。 

 

2.1 從行為主義到建構主義 

學習語言是一個複雜的過程，早期的語言學家不斷地經由各種實驗觀

察，希望從現象的歸納分析，發現出有效掌握學習語言的途徑。1940 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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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 年之間，結構學派的語言學家如 Leonard Bloomfield，Charles Fries 認為

只有公開的、可觀察的反應才能成為研究的對象，因此語言可以拆解成小單

位，並且可以進一步地用科學的方法來描述、對比，再合成一個整體。心理

學的行為學派更是因為「可觀察」的基礎，否決了心靈對語言的影響性，刺

激反應的操作制約實驗讓學者們相信如果適時適地給予增強作用，將可以控

制性地達成預期反應。 

     這些觀點促使聽說法（Audiolingual Method）的發展，主張語言是一組

習慣，唯有不斷重覆才能精熟（Bloomfield 1933）。聽說法隨後遭到強烈批評，

Noam Chomsky 提出「轉換生成」語法（transformational generative grammar）質

疑結構語言學的說法，他認為人可以根據一組有限的規則創造或理解無限合

乎語法的句子，語言怎麼可能是一組機械化的習慣？ 

    從結構語言學到行為主義，莫不是只研究公開的、可觀察的語言反應，

並恪遵科學原則予以測量，因此像「知覺」這種被認為是不可以觀察方式來

了解的概念當然就不可能有討論空間了。Chomsky 衍生變形學派的主張打破

了過去只以語言表現為重心的模式，注意到了隱藏在語言內的思想蘊含跟意

義，這也是認知心理學家關心的重點：從實證研究解脫出來，用邏輯推論來

解析人類的行為。（Brown 2002） 

 認知學派主張意義、理解的重要性，強調理性、推理和「有意義的學習」

（meaningful learning）；也就是將新的知識項目輸入大腦記憶層中，與舊的觀

念結合，如此才能建立認知基礎，並且能穩定地留存於記憶庫。（Ausubel 

1963）。 

八十年代以來，以 Jean Piaget 和 Lev Vygotsky 為代表的建構主義者

（Nyikos＆Hashimoto 1997）延續了認知心理的觀點又稍有不同。他們主張人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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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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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發展數十年，從制約反應到認知建構，最大的轉折在於對人類心理活動

深入了解後，知識本質和知識獲得已經從絕對客觀的地位轉變成人類本身主

觀詮釋，這種轉變影響至鉅，關係著教學整體的安排和策略的進行，特別是

在第二語言教學，當機械式操練不足以應付當前多元文化的接觸需求時，人

類主體的建構認知能力更值得積極開發。接下來將探討建構主義的教育本質

和原則，做為教學設計的基礎。 

 

2.2 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的基本信念 

簡單來說，建構主義其實是解釋「知識是什麼和學習是什麼」的一種

理論模式。這種理論架構並非一人一時的創見，而是歷經多年的發展，呈現

複雜集體的，具有多種意義的理論，擁有多種支派說法4，所關注的議題也

擴展延伸到教學之外；以下所談及的原則是均是援引建構主義與教學相關的

論述如von Glasersfeld， Vygotsky，J.Piaget為研究的理論架構。  

一般相信建構主義的基本信念最初來自於哲學上的辨證，認為人的所有

知覺和判斷都會受到個人生活背景和態度的影響；因此人不可能得到所謂的

絕對真知。早在十八世紀初義大利哲學家 Ciambattista Vico 就提出： 

 

事實與造作同一。（Verum ipsum factum） 

 

以建構論觀點而言，這代表認知是主體主動運作的結果，行動就是認知

（引述馮朝霖 2002：31）；也就是說知識並非建立在客觀的事實和真理上，

                                                 
4 如瑣碎建構主義（trivial constructivism）、社會文化認知論（sociocultural 
constructivism ）、激進建構主義（radical constructivism）、社會建構主義（social 
constructivism）等等。引述自黃文三 2003 ＜建構主義的教育思想及其在二十一世紀道德

領導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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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人們基於過去的知識經驗所建構出來的，而人們過去的知識和經驗也宰

制了每個人當下對事物的認識和理解。這番見解被認為是建構主義的先驅，

深具人本精神色彩，與傳統科學的實證主義大相逕庭，不過卻符合了當前認

知心理學的基本觀點。這種信念揭示了建構主義的第一原理： 

 

 「知識是認知個體主動的建構不是被動的接受和吸受」（von Glasersfeld 

1989）  

 

而將這種認知心理引進教學的是起自 J.Piaget 對行為主義的反思。

J.Piaget 認為認知是一種建構作用，人在生存的環境中，為了適應、接納環

境，憑著天賦或先前的知識來認知外在環境，並利用同化和調適作用來幫助

適應環境；也由於認知個體的成熟程度、發展階段、環境和經驗背景的差異，

認知基礎有所不同，其認知亦會不同。這也就是建構主義的第二原理： 

 

「認知的功能在適應，認知是用來組織經驗的世界，不是用來發現本體的現

實」（von Glasersfeld 1989） 

 

每個人都是非常主觀地運用自己的經驗，來詮釋理解新的經驗，從而建立自

己的新的知識（Drive,1995；Anderson,1984），知識是用來讓經驗得到合理的

解釋，使人在合理的基礎上適應所生活的社會，換言之，學習的目的不是熟

記知識系統而是從週遭環境逐步了解透過活動將知識和生活連結起來。 

就建構主義的觀點，書中的知識其實只是一些符號，而符號的意義是讀

者所賦予的，同理教師所傳授的語言知識經過了學生的理解過程後，也已不

是教師所輸出的知識原貌，而是學生經過自己的經驗建構出來的新知識。當

學生說聽懂教師的意思的時候，其實是學生認為他們所得到的意思能夠用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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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他們自身的經驗，並不是學生完整接收到教師傳輸的所有訊息。這讓人

反思語言課中的文化教學的意義：當學習者只是按照自己的認知對接收的資

訊重新編碼，資訊已不復原貌了，那麼當初教學目標若是期待學習者理解文

化並且做出同母語文化者一樣的合宜言行反應，似乎是太一廂情願了。 

九十年代初 Taylor Campbell-Williams（1993） 在 von Glasersfeld 的前兩

項基礎上發展了第三原理： 

「知識是個人與別人磋商與和解的社會建構」 

 

這意味個人知識的建構和社會環境脫離不了關係，雖然意義是主觀的，但不

代表意義是個人隨意創造的，而是需要和他人不斷地協商修正，並且無可避

免地受到文化與社會的影響。 

 Vygotsky 和 Piaget 都被認為是建構主義者，兩者的不同在於 Piaget 把

個人認知看作是孤獨的行為，社會文化互動只是個人認知發展的一部份而

已，Vygotsky（1978）主張社會互動在認知發展中是最基礎的，看重社會文

化對個體認知的發展影響（Brown 2002），認為社會建構是由社會層次到心

理層次的內化（internalization）。 

首先人跟人之間因為生活需求必須溝通合作，這是個人階層的思考開

始，也是所謂的人際歷程，個人觀點的形成或內化是透過對話或互動完成

的；換句話說，兩個對事件不同認識的人在對話互動中獲得行為規範。但是

人類高層次的心理活動不是單純的傳輸或被動的接收，必須經過本身意識的

省思和調整，將人際歷程的種種轉化成自身的認知。Vygotsky 相信人的認知

發展是根源於和社會環境的互動，也因此互動是知識教育的重要媒介。 

Gergen（1995）進一步指出語言的社會意義和對話的功能，認為語言的

意義是社會相互依賴而獲得，即「我所說的必需經過你的認可才產生意義」；

也就是說，語言意義不是單獨存在於一方，必須是在雙方互動之後才獲得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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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而語言的意義根植在情境脈絡之中，知識一旦脫離情境就不再有意義，

可以說，語言和社會環境在知識社會的建構歷程中扮演極重要的角色（甄曉

蘭 1995）。 

綜合以上的論述，Shotter（1995）指出了建構主義有幾項共通性原則： 

 

1 研究的聚焦應在於活動而不在於事務實體。 

2 著重在自我塑造、自我維持、自我反省之類的創造性形成性活動。 

3 創造性過程比發現性過程重要。（引述自黃文三 2003） 

 

2.3 建構主義的教學原則與策略 

建構主義和認知心理告訴我們，認知調整才是心智轉變成長的開始，

知識是個體的心智建構，透過不斷地互動、協商、對話、反省而來。這也就

是說學習的過程並非順理成章、一成不變的，傳統上的敎學觀點總容易認為

學生會接受最經濟有效的知識，卻容易忽略學生個體的認知反應。採用建構

主義為教學核心，正是要匡正過去行為主義的僵化模式，但這並不是要全面

放棄傳統方式而是以不同的學習論點為第二語言學習注入新動力。 

建立了核心教學觀，接下來是檢視教學原則： 

林生傳（1998）提出建構主義的教學理念有九項，筆者整理如下： 

 

1 學生是教學情境中的主角要主動積極參與活動 

2 教學是激發學生建構知識的過程  

3 學習的結果不必也不可能相同 

4 學程不是教科書的組合而是學生參與的學習活動所建構的知識 

5 教學設計旨在建立有啟發性的情境喚起學習者的經驗,刺激他們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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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解決問題的欲望 

6 活動以協商對話進行,重要是讓各自表述主觀看法 

7 教師是教學的輔助者而不是知識的傳授者 

8 學習的過程重於學習結果 

9 教學評量要從學生建構知識的過程來看，應該採用多元的動態評量 

 

前一節談到建構主義的認知是是靠建構而不是靠傳遞，因此教學不是一

種傳授知識的過程，而是幫助學生從他們的經驗裡去建構自己的意義，而經

驗是從活動中產生，知識是在附著在情境背景之中，若是抽離了情境，所學

的知識是一種惰性（inert）的知識，不能有效地活用（黃文三 2003）；因此

提供一個探索的環境，讓學習者積極地把基礎知識作組合，與同學在討論和

協調過程中，發展自己的知識架構，也因此對學習者而言互動參與是不可或

缺的條件，這種教育原則和傳統的教學觀點有很大的差異如下表。 

表 1 傳統教學觀點和建構教學觀點差異（引用自張靜嚳 1995） 

     

 傳統教學觀點 建構教學觀點 

教師角色 僅將知識傳授給學生，老師

具有權威 

提供經驗，注重學生先備知

識，協助建構知識 

學生角色 被動的知識接受者 主動的知識建構者 

學生心智 空的容器，很容易裝入新的

想法 

以舊經驗為基礎，不易改變

想法 

學習方式 外在學習環境，如教師、教

室情境、書等等。 

内在的學習環境，以學生的

想法和舊有經驗 

學習意義 將知識反覆練習 修正或改變現有的想法和概

念，重新組合成新的想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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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 

知識意義 客觀的事實，在學習者經驗

之外 

由每一個個體所建構並賦予

意義 

互動情形 老師對學生的單向關係 老師和學生不斷交互作用 

知識來源 老師傳授 老師和學生均可建構知識 

評量方法 紙筆式測驗 多元評量 

教育環境 封閉的 開放的 

教學過程 有系統，有順序步驟 視情況調整學習目標和教學

方式 

 

相較之下建構主義教學在第二語言教學中的確遠比傳統教學觀點具優勢：語

言是用來溝通的工具，從互動中磨練語言技能、建立對語言文化的認知不僅

切中溝通教學觀的「從做中學」，更重要的是建構觀點的學習意義是「修正

或改變現有的想法和概念，重新組合成新的想法和概念」，這完全符合人類

學者的文化相對主義的論點：克服民族自我中心主義，強調一切文化都有它

存在的道理，無分優劣，充份尊重異文化，不以自己的文化標準來判斷評介

（汪寧生 2002）。 

然而任何教學都不是完美的，建構教學也有困難之處。執行教學前，必

須掌握一個攸關教學的關鍵問題：教師和學生的配合度。 

教師是否已經具備應有的知能，調整教學的態度？學生是否能夠適應這

傳統不同的教學模式，順利地和同儕合作討論將是左右學習的成效所在。要

降低配合度風險，縝密適切的教學策略是不可或缺的，張靜嚳（1995）提出

兩種教學策略模式： 

 

1 以問題為中心的教學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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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的是提高學生的解決問題能力，跨越文化障礙，設計豐富的情境，引導

學生從不同的角度去評估而獲得知識；教師要安排情境，給予鼓勵和支

持，但缺點是較少考慮學生如何參與。 

2 善用互動 

  因為從建構主義的觀點，學習視為社會建構的一部份，雖是由自己建構出

來的，但是別人的意見和建議將會對學習者造成影響。因此合作的方式在

討論解釋和詢問中促進彼此互動，缺點是忽略教師在教學的角色功能。 

 

兩者互相搭配截長補短似乎是較完善的做法，至於詳細內容，將在第三節詳

述。 

 

 

第三節 建構式的文化教學策略 

 

3.1 策略定義與功能 

     教學策略，一般而言是教師針對教學困境所採取的特別行動或技巧，

透過策略的運用將使教學進行得更容易更有效率。Wenden（1987）提出六項

定義策略的標準5： 

    1 策略牽涉到特別的行動和技巧，並非一般方式 

    2 有些策略觀察可見，但有些無法觀察 

    3 策略是源於困境 

    4 策略牽涉到直接或非直接有益於學習語言的行為 

    5 策略可能被有意識地採用，但在一些情況下，策略可能出於自發，處

                                                 
5 引述自信世昌 2001《華語文閱讀策略之教程發展與研究》p5 
 32



第二章  文獻探討 

於下意識或潛意識 

    6 策略是一些具有改變可能性的行為    

 

有些策略是屬於理念層次，有些策略則只是為克服某些障礙的行動或技

巧。如溝通教學觀，就是一種理念層次的策略，強調功能與實際使用導向，

引領了語言教學模式的改變，因為這種語言教學觀強調的哲學是『用中學』

和『學中用』。但除了理念導向外，溝通教學觀它也涵概了各種技巧和行動

策略。 

就建構教學觀而言，策略理念在於主動認知、調整適應、社會互動三大

原則，在技巧和行動上則希望通過使用目的語的情境設計，教師在潛移默化

中從事不明顯的華語文化教學；在課室中，教師並不公開處理語言中的文化

成份，而是賦予學習者各種任務，讓學習者從母語使用者的語言與行為，以

及同儕彼此的切磋互動之中自然構築對華語文化的認知；這時文化並不是一

種外加的補充，而是通過日常的溝通交際語言反映出來，呈現語言文化的自

然融合。 

3.2 一般性語言文化教學策略 

策略的運用並非單一擇定，可依照不同的學習需求、不同的背景因素

來擇一或兼用。陳申 2001 在【語言文化教學策略研究】中詳細地羅列了各

式各樣的教學策略及方法，筆者綜合整理如下： 

   

1 文化講座：  以班級為單位，由老師將目的語的文化內容介紹、解釋、分

析給學習者聽，這種方法以教師為中心，採知識灌輸法，優

點是可以有完整的文化說明，但是單向式的上課方式易使學

生因無參與感而興致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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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化參觀：   以學習者為主，教師為輔，在課堂或課外以某個文化專題

為學習任務，以參加觀摩活動的方式來促進學習效果。 

3 文化討論：  以教師為組織者，將全班分組就某種文化專題進行有程序

的，面對面的研討答案，這種策略的成敗在於學習者是否積

極參與討論，一般而言，它的互動性高，在交流中學習，具

有相當的正面效果。 

4 文化欣賞：  學習者分組就某一個文化專題或文化事件來進行演說，形式

內容不拘，聽者與說者均達到欣賞並共享文化知識的目標。 

5 文化會話：  以學習者小組為單位，圍繞語言功能展開口頭交際活動，也

就是針對主題如請求、道歉作對話練習。 

6 文化合作：   通過小組共同完成任務來將語言和文化教學繫聯起來，教

師事前先準備好一個任務設計，如準備旅行，由學習者將任

務分解為小任務如：找旅遊介紹、決定交通工具、查詢時間

路線與價錢，並制定程序，逐一處理，並且都要涉及聽說讀

寫各方面的溝通，學習者在整個完成任務的過程中邊做邊

學，達到語言與文化學習並進的效果。 

7 文化表演：  最簡單的是以課文對話內容進行角色扮演，除了聲音更配以

動作情境，另外也可以由教師提供假設背景，由學習者分組

做即興的創作表演 

8 文化交流：  與使用目的語國家的師生進行互換，通過與以目的語為母語

的人的溝通交際，體會不同的教學環境、不同的文化。最初

的形式是聘情目的語為母語的教師，也可以交換學生的方式

實行。 

9 文化謎語：  學習者在跨文化交際中發現的一連串不解的實際問題，比

如，中國人為什麼會以紅包相贈？這即是一種謎語，但是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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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不直接回答問題而是提出由易而難的誘導的文化問題來

讓學習者討論解決，如你的國家在逢喜事時以什麼相贈？你

的文化中送禮送什麼好？你認為送紅包代表什麼？從環環

相扣的問題討論與解決過程中，用已知的文化信息找出文化

的差異點。學生通過對比、分析、綜和，使本國文化和目的

語文化產生了互動與交流，並得到最後的解答。 

10 文化衝突：  教師必需能善用課室中發生的文化衝突來進行語言教學，

因為它是最即時新鮮的事件，可以讓學習者在當下的情境中

充份了解文化的差異。但是文化衝突不是說發生就發生的，

教師可以選擇運用具有雙向文化內容的教材，換言之就是課

文內容並列同事件的兩種文化價值觀，這種內容無疑會引起

不同背景學習者的興趣與討論；而教師若能進一步引導學習

者去探求衝突發生的根源，將讓學習者留下更深的印象。 

11 文化研究： 當學習者所面臨的文化課題有相當的深度和難度，而學習者

對此又有強烈的興趣，教師可試著以一個完整的研究計畫，

指導學習者通過訪談、問卷、文獻收集、話語分析，來得到

一個科學性的證據與解答，但是必需考慮學習者的語言能

力、分析綜和能力，而且有的研究未必能得到明確的答案，

對師生來說都是難度很高的一種策略。。 

12 文化創新： 陳申的最後一個策略其實是總結前面所有的策略，期待教師

做一個融會，並且發展出更新的策略。 

 

當教學行為產生時，教師可據本身對教學的理念和課程的功能，選擇組合這

些策略來幫助教學的進行。檢視以上十二個文化教學策略之後，除了文化講

座因為以教師為中心之外，其餘均是以學生為中心，頗適用於互動式建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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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同時也符合張靜嚳提出的以問題為中心和善用互動的建構方向。 

接下來所談的民族誌式的文化情境觀察策略和戲劇教學策略在內容與

精神上便是融合了文化表演、文化合作、文化欣賞、文化會話、文化討論的

綜合性文化創新策略，前者強調文化情境的觀察，後者則重於文化的體會，

在技巧和做法上，採取多方合作地進行會話、討論，欣賞以及表演。 

 

3.3 民族誌式的文化情境策略和戲劇教學策略 

（一）民族誌式的文化情境策略 

1.  民族誌的重點精神在於「把平常習以為常的視為陌生」。 

民族誌這種技巧與能力則來自於人類學的概念和方法，這是一種田野

調查的延申描述，包括參與族群生活，同時收集分析資料，並把這個過程寫

出來。要了解不同的文化，參與觀察是最直接最有利的一種方式，藉由對其

他族群生活的描述，呈現觀察者本身的理解的過程，更可以觸發觀察者本身

對自身母語文化的省思，這種方式對一個語言學習者而言，不但能鍛鍊語言

能力，更是學習文化、消除誤解的好機會。民族誌方式的觀察對一般人而言

並不難，重點在於「把平常習以為常的視為陌生」（Barro, Ana Jordan, Shirley and 

Roberts, Celia 1998）。 

 

2. 借重社會語言學家的經驗將民族誌方法應用於文化學習上 

對研究社會語言的學者而言，民族誌是一個很理想的資料分析框架，各

種不同階級不同身分的人的語料經由民族誌式的彙整，呈現了特定族群如何

傳達、溝通與協商；換言之，何時、何地、對誰、用什麼方式說話亦是一覽

無遺；一方面釐清語言溝通的社會功能，一方面也提供跨文化學習的基礎

（Saville-Troike 1996）。 

儘管民族誌這種跨文化生活經驗所呈現出來的是寫作者經由本身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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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理解所塑造的族群觀，但它對異文化的觀察描述方式卻提供了語言學習者

一個好機會來聯結文化知識、自覺以及自身所發展的溝通能力，而這個方法

不但可以幫助勾勒出學習者在語言學習上遊走兩個文化的過程，最重要的

是，學習者可以經由本身文化和異文化的反覆參照之中，培養出在面對另一

種文化時，也能夠詮釋其社會現象的能力，也就是跨文化溝通的能力（Byram

＆Cain 1997 ）。 

3. 民族誌式的文化情境觀察在教學實施上，需要指引。 

學習者畢竟不是訓練有素的人類學家，所觀察到的現象常常是一些已知

的顯眼的情況，反而忽略人類學家重視的那些瑣碎習以為常的細微，一場觀

察活動若缺乏指引的話，有可能會淪為學習者不知道要觀察什麼，也不知道

做觀察有什麼意義。因此設計步驟、指示觀察方向和思考方向，引導學習者

建構必要的知識來引出答案，是策略執行成功與否的關鍵。 

 

4. 以 speaking model 構築文化情境的觀察重點 

Hymes 1998 提出一個speaking model6，建構了一個對言談會話觀察的框

架，雖說是以研究為目的，對有意學習觀察入門的教師或學生而言，是一個

很好的選擇。speaking由不同的字母構成，這不同的字母，就意味著一個不

同的觀察重點： 

 

Situation：包括物質、時間的設定，場景及其特殊文化定義。 

Participants：事件參與者的年齡、性別、族裔、社會地位，她們與事件的關

係和責任。 

Expected Ends：事件的參與者的目標和預期結果 

                                                 
6 引述自Hall, Joan Kelly 2002. Teaching and Researching-Language and Culture   
Long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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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s：讓事件持續的話語行為，包括形式內容和相關安排 

Key：事件的關鍵詞或語調，比如幽默、嚴肅或開玩笑性質的。 

Instrumentalities：用來了解事件的手段或工具 

Norms：語言行為的互動和詮釋，包括話輪模式的轉換 

Genre：事件呈現樣貌，如故事敘述、閒聊八卦、笑話、演說、介紹等等。 

這些觀察的細微枝節，往往是一般人所容易忽略的，當把各種細微組起

來以後，一場事件或對話內隱含的文化密碼也就能初步顯現了，這也就是

Saville-Troike（1996）所說的建立一個「期待模式」：特定情境中，同一背景

族群由於分享共同的文化價值標準，對合宜的反應會有一般性的期待設定。

這些設定可以經由 speaking 架構展開，呈現許多隱身話語行為背後的細節。 

 

（二）戲劇教學策略 

1. 戲劇教學的優點在於開發文化自覺，強化記憶 

觀察詮釋文化總是以自己的認知角度去看待他人，若能進一步參與其

中，將有助於深化理解和記憶。戲劇表演不但是學習者對目標語語言形式的

深耕琢磨，也提供了平台，讓學生進行「抽離自身文化，視自己為他人的新

鮮體驗」（Fleming 1999），同時，各種角色扮演其實是提出活生生的人類行

為樣本讓學生探討各種角色的感情，了解他們的態度、價值觀，並且發展問

題解決技巧和態度（Joyce,Well＆Calhoun 2000）。 

在英語教學中，戲劇教學已經行之有年，它的成效在語言教學界已經過

多番實作檢驗。基於對情境設計的重視和用中學和學中用的理念，戲劇因為

有表達情緒、暫離現實的功能，同時也因為它能塑造學習者語言自覺的能

力，並能提供生活人事環境主題，使學習者處在『別人的角度』，親身體會

感覺當事人的真實情境，讓學習者有效地察覺自身和環境間的關係，對形成

文化自覺有相當的助益，甚至它還可以讓學習者的印象加深，擴大學習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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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 Edgar Dale 的學習階梯理論（Cone of Learning）指出，透過閱讀來

學習，兩個星期之的記憶量僅有 10％，透過聆聽來學習是 20％，從視覺來

學習是 30％，同時使用視覺和聽覺是 50％；表達想法並參與討論是 70％，

但經由模仿、和實作方式來學習，記憶量則高達 90％（Edgar Dale，1969）；

這也意味著，語言學習的大敵：記憶，是可以隨著有效方法而得到改善。 

 

2. 教育戲劇不同於一般戲劇，過程重於內容 

儘管戲劇和真實的生活情境有一段距離，但教育戲劇（Drama Education）

的焦點和一般戲劇不同，它不應該是複製經驗，而是著重在演員、觀眾的潛

意識發展，同理心發展和態度的發展；重點在過程而不在內容（Byram，Bolton 

1992）；能欣賞並體會不同文化才是教育戲劇的希望達到的目的，若是以等

同真實經驗角度來看待教育戲劇就太狹隘了。 

 

3. 就形式而言，戲劇教學是一種文化整體性的呈現。 

文化整體性包括語言的和非語言的因素。非語言因素在戲劇中的表現重

點在於體態語的呈現。所謂體態語包括臉部的表情和身體的動作，是人類在

語言以外，用以表明態度和抒發情感的方法（王逢鑫 1990）。這種非語言交

流手段有時會因為不同地區、國家或民族因為約定俗成的環境不同而產生不

同的差異性和歧義性，只有共同文化的人才能夠理解，比如多數民族以「點

頭」稱是，卻也有些民族是以「搖頭」稱是；因此戲劇表演也是一個學習不

同文化中體態語的機會。 

 

4. 語言教室中的戲劇表演多以角色扮演為主 

任何語境的產生都需要對話雙方共同完成，語言學習中的角色對話是模

擬語境的最佳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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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建構教學之華語文化教學設計 

Shaftel和Shaftel（1967）提出戲劇的角色扮演九大步驟，將角色扮演的重

點和步驟作了清楚的呈現，可供華語文化戲劇教學參考，其內容節錄如下7： 

表 2     戲劇的角色扮演九大步驟 

角色扮演實施步驟               實施重點              

第一階段：團體暖身             讓團體充滿活絡接納的氣氛 

第二階段：挑選參與者           分析並分派角色  

第三階段：佈置情境               以提問說明或其他方式協助學生

融入情境 

第四階段：安排觀眾             決定觀察重點，分配觀察任務 

第五階段：演出                 時間不必長，點出重點即可 

第六階段：討論和評鑑            回顧事件立場討論演出合理性和

改善方式  

第七階段：再扮演               演出修正後的角色和情節 

第八階段：再討論與評鑑         發展再一次演出的要點 

第九階段：經驗分享與類化運用   分享經驗和歸納處理要點 

 

5. 暖身活動對初次接觸戲劇是必要的。  

當進入正式的戲劇活動之前，首先必須克服學習者對戲劇的陌生和恐

懼，特別是克服成人必須在他人面前表演的怯步感受；關於這點，Brain Way

（1967）認為以演員訓練的暖身運動開始最恰當： 

 

….專注不是抽象之物，而是集中注意….此練習的開始所運用的要素，

就是早已存在我們人類之中的聽、視、觸、嗅、味五覺。其中聽覺是最

容易開始的，因為傾聽是人的團體性活動，它可排除在他人面前呈現的

                                                 
7 引述自陳麗華 2001 （社會）教學特性與策略p217-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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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力。8

 

至於暖身細節以及如何將上述關於戲劇與民族誌式的文化情境教學方

式種種轉化為文化教學設計的一環將在第三章第五節作更進一步的詳述。 

 

 

 

 

 

 

 

 

 

 

 

 

 

 

 

                                                 
8 引述自張曉華 2004《教育戲劇理論和發展》p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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