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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文化同化法落實華語跨文化能力之發展 

王 珩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語文教育系 助理教授 

壹、前言 

就如所知，華語教學不能脫離文化因素而獨立存在。語言與文化兩者相輔相

成，缺一不可。在華語學習上，我們經常可以看到，許多外國學生都會不可避免 

地依據自身的文化來學習，遂而產生許多學習障礙，因此，華語跨文化的學習已 

成為華語學習上不可少的一部分。另一方面，華語教師要適切地傳輸教學內容， 

與學生互動，對學生背後的異己文化思維，也要能有所了解，才不會造成跨文化 

的溝通障礙。所以無論是學生或是教師在跨文化能力上都要有一定的素養，教學 

與學習上重視跨文化的存在。 

然而，檢視過去的一些跨文化教學，可以發現，普遍都是以講授方式在進行。

雖然此種方式有其價值性存在，但是，在效果與學習的興趣上往往大打折扣。過

去以來西方已出現不少的跨文化教學法，像是地區研究、個案研究、文化對照、

角色扮演、遊戲活動、反思活動等等（Fowler、Blohm，2004），有人估計這類的

教學方式就不下有 100 種，各有其功能存在。本文在此探討一種以經驗法為基礎

的教學模式-「文化同化法」(Culture Assimilator)，及其在華語師資生的實施 過

程與效果。期藉由此探討能對相關跨文化能力發展提供一條參考之路。 

貳、何謂跨文化力 

跨文化教學的目的最主要的就是培養跨文化能力。至於什麼是跨文化能力

呢？簡單地說，就是跨文化知識、技能和態度這三樣東西： 

一、跨文化知識 

所謂跨文化知識，Byram (1985)曾指出，這是以一種有結構的方式對外國 國

家及人民的思想、觀念、事實以及相關材料之展現。這裏面所涉及的材料自然 包

括了溝通對象、溝通規則、溝通情境，以及其他文化成員對溝通的預期等等。 由

此可知，跨文化知識所涵蓋的範圍是相當廣泛的，從一般人類相關的文化知識， 

到特定某族群的文化知識，甚至不同文化間的關係知識，這些都是跨文化知識所 

不能忽略的範圍。就如同 Sercu 與 Bandura (2005) 所表示，跨文化能力所牽 涉

到的知識，是發生在多種文化區域間的平台，而這些文化區域包括了自身文化 及

異己文化在內。例如西方人把狗視為是一種忠誠的動物，而華語中的「狗」在 華

人的心目中卻具有一種負面的形象，如「人模狗樣」或「猪狗不如」等。跨文 化

知識幫助我們認知到這些文化上的差異，讓我們能更客觀地對待異己文化，建 構

語言學習成功的要素。 

二、跨文化技能 

Schulman 表示，技能涉及到一切可以見到的展現(Richards，1998)。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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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的一項特徵乃是個體行為的一種表現。就跨文化技能來看，我們可以說，它

是獲取、處理跨文化領域知識，進而能與異己文化背景者溝通的一種能力。而技

能的另一項特徵則可以說是一項可重複的行為。Spitzberg（2000）指出技能應該

是可重複的。因此，那些偶而表現出的得體有效的行為自然不能被稱作為技能，

只有溝通者在類似溝通情境中，能重複表現出得體有效的行為才能說明他具備了

某種技能。對跨文化溝通有幫助的技能包括溝通行為的彈性、溝通活動的參與

性、排除溝通的不穩定性，以及能夠得體的表達禮貌等等。 

就技能來看，一位華語教師除了必須擁有與異己文化的溝通能力外，還應對

跨文化教學實務有所知悉，諸如跨文化教材的選擇、教學大綱的設計、教學方法

的使用、教學活動的實施、學習成果的監控，以及學習評量等等。教師隨時能掌

握擴充學生文化知識的方法和手段，引導學生沿著正確的方向前進，培養其在文

化上獨立探索及自主學習。 

三、跨文化態度  

我們檢視過去人類歷史的發展，很不幸地，有許多跨文化態度的產生，事實

上是出於狹隘、偏見的心理；是站在自身的角度，俯視別人文化發展而來的。例

如我國古代社會深受大漢中心思想的影響，無不以中原文化環視世界，只要翻開

一些古代典籍，可以發現，許多傳統語詞事實上就是在這樣背景下產生的，諸如

「野蠻」、「蠻橫」、「南蠻鴃舌」、「蠻不講理」、「胡扯」、「胡鬧」、「胡思亂想」、「胡

說八道」等用語都是。 

Byram (1997)認為，合宜的跨文化態度乃是一種好奇、開放的態度，隨時能

夠準備放棄對別人文化的懷疑以及對自身文化的信仰。就此態度他認為一位語言 

教師應有以下這樣的目標：(1) 願意搜尋及嘗試對外國文化接觸的機會 (2) 樂於

了解別人觀點，對不同文化所作的詮釋 (3) 願意對自身環境中的文化常規、產

物，其價值性提出質疑 (4) 隨時準備體驗不同階段的文化適應與互動 (5) 隨 時

準備投入於口語及非口語的溝通習俗中。由此我們可以簡單地說，跨文化態度 就

是抱持一種了解、開放及容忍的態度。 

參、文化同化法之內涵 

跨文化能力的發展與跨文化教學方法的使用有著密切的關係。就如前所述，

跨文化教學有許多不同的方法。而文化同化法乃是一種能讓學習者獲得跨文化深

刻印象的體驗法。 

文化同化法是社會學家所開發的一種跨文化教學法。其教材包含了許多真實

生活中的實際情景，這些情景描述了跨文化溝通時的障礙，以及人們為了避免這

些交際上的障礙而作的解釋。這些情景故事一般稱為「危機事件」(Critical 

Incidents)。就其結構及內容來說，危機事件應該可以視為是一種極短篇的故事。

在這些故事裏面，通常存在著來自兩種不同文化背景的人們，因為學習、工作等 

方面需要而碰觸在一起。在相處的過程中，由於彼此不同的思維方式，結果往往

導致這些來自不同文化背景的人們，不是產生誤解、就是對所發生的事情摸不著

頭緒。事實上，危機事件的發生一般都是以異己文化為背景，案例中，往往溝通

者都是保持著友善的態度，甚至想要理解對方文化思維的模式，但是由於跨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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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通的障礙，結果卻造成一些不必要的誤會產生。由於危機事件一般都能抓住一

個重要的文化觀念，而對這個文化概念的正確理解與否在跨文化溝通中則能起著

關鍵作用，因此，趙永、蘇安梅（2009）表示，運用危機事件能夠非常有效地培

養學生的跨文化意識，培養學生從不同文化角度分析、解決問題的能力，有助於

學生加深對自身文化的理解並接受或者包容異己文化。其次，他們還表示，每個

危機事件都側重強調一個重要的文化觀念，對文化觀念的理解不僅可以解釋事件

本身發生的原因，而且能夠使學生對異己文化和自身文化的理解上升到一個理論

的高度。而最後的另一個優點則是，危機事件能使學生積極參與到文化學習和語

言學習中來。因為文化是人們的生活方式和行為習慣，危機事件通過故事、圖片、

影片等方式反映出不同文化背景的人之間生活方式和行為習慣的差異，更加直

觀、生動而且吸引人注意。學生能通過尋找事件中的誤會所在以及誤會發生的原

因參與學習。而且整個過程中學生需要運用到自己已有的語言知識和文化知識，

去發現和探知新的知識，這種探索的學習方法是有助於提高學生對新知識的渴望

和學習興趣。換句話說，危機事件的應用給學習者帶來許多正面的跨文化效應。

文化同化法就是教師利用具有上述內涵的危機事件，逐一地與學生討論、分析、

解釋，使學生達到跨文化能力的發展。文化同化法的實施主要藉以討論方式來發

展，讓小組每一位成員都能將個人的看法提出來與其他成員共同分享，同時也能

針對他人所提的內容提出評論。而至於教師，則能藉由學生意見的發表，掌握其

跨文化的發展，給予適當的指導。 

肆、文化同化法實踐之例子 

為實踐華語教師跨文化能力之發展，筆者於一門跨文化課中，採用了文化同

化法對八名學生進行跨文化教學。教學中所使用的「危機事件」(Critical Incidents) 

案例乃出自一本《拋磚引玉》書籍中的四十一個中、美危機事件，每項危機事件

分別帶有不同的跨文化主題，且有可能同時帶有不止一項的主題在內。為配合學

期課程十八週之進度，本課程平均每週進行一項文化主題之探討，期能將之融入

課程中。以下為各週所探討之不同主題： 

週次 討論主題 週次 討論主題 

一 導論 十 私人空間 

二 兩性 十一 溝通風格 

三 社會關係 十二 階級 

四 待客 十三 擁有權 

五 親密關係 十四 人情 

六 權威 十五 倫理道德 

七 年齡 十六 金錢觀 

八 面子 十七 集體/個人主義 

九 隱私 十八 結論 

在實施過程上分為如下幾項步驟： 

1、將「危機事件」(Critical Incidents)內容發給學生閱讀 

2、讓學生就關鍵事件的問題進行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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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師與學生共同討論，並向學生分析、解釋跨文化衝突之所在 

4、學生課外閱讀兩篇由教師所指定之相關該週主題文章 

5、學生撰寫心得，並將心得傳送上Ｅ化教學平台，開放閱覽 

事實上，文化同化法之培訓一般都只到第三個步驟，本課程為加強學生對跨

文化理論能有更深入之認識，因此要求學生還要在課外進行四、五項步驟。當中

所涉及之課外閱讀文章，是由教師事先選編好，放在Ｅ化教學平台，提供學生線

上閱讀。 

經過上述十八週之跨文化培訓後，筆者對八名學生對該課程之相關內容進行

了問卷調查，並獲得以下結論： 

1、每一位參與的學生皆認為此課程對個人跨文化能力有著正面的效果，幫 助自

己在跨文化領域的成長。 

2、由於採用了危機事件的內容，參與學生表示，教材內容讓他們感覺身歷 其境，

印象深刻，有助於個人在價值觀上進行深入的反思。 

3、參與學生表示，此種教學方法十分有趣，除了說出自己的想法和看法， 也能

聆聽他人不同角度的看法，思考這些跨文化上的差異。 

4、參與學生對此種跨文化教學之實施抱持正面的看法，認為藉由每週不同 案例

的閱讀、討論、講解，能幫助其對跨文化溝通有更深一層的認識。 

伍、結論 

總地來說，文化同化法是一種不錯的跨文化培訓方法，例如在上述例子中可 

以看到，參與學生對其均普遍肯定，抱持著正面的態度。當然每一項教學法都有 

其優點以及不足之處。在實施過程中，筆者也發現，此項教學法可應用的教材目 

前在市面上嚴重不足或過於老舊。筆者認為，危機事件設計的信效度，恐是這類 

教材主要挑戰之處。另外，文化同化法重視實際案例解析，相關跨文化理論知識 

則略顯缺少，是教師所必須額外強化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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