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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緒　論 3

在這個資訊變化快速又相對零碎複雜的時代背景下，國際疆界被打

破，語言標準被質疑，那麼以此場域為背景的外語教學究竟該扮演什麼樣

的角色，是否可獨善其身的堅持以語言教學作為首要或唯一目標？本書採

取符號學的文化定義，將文化看作是一個符號意義系統，從不同角度解釋

意義、行為、經驗和現實世界之間的互動關係，是一個動態發展、不斷辯

證的歷程，有賴於溝通活動及語言訊息的詮釋交流，其意義的解讀是建立

在個人的文化認知圖式（cognitive maps）上，以及特定群體的文化共識

與經驗。無論何種文化本身均有一定的共性與多元性，但過去的外語教學

多以國為單位從共同性、特殊性去進行語言文化差異的教學，忽略了此文

化特性的系統特徵；也就是學生可能「認識」許多國族文化的主要特色，

但卻缺乏系統性的思考訓練。如此一來，又如何真正「理解」所處的世界

繼而調整自己的語言行為與觀感呢？在討論跨文化溝通的華語教學前，須

先思考我們所處的時代特徵，而華語文作為外語教學，須扮演什麼樣的角

色？又什麼才是這個時代需要的外語能力？接著，分別從華語文教學的時

代背景、華語文教學的發展現況討論如下。

一、跨文化溝通的外語教／學時代

近年來跨文化溝通能力（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以

下簡稱 ICC）的發展已成為外語教學的重點，舉凡《美國 21 世紀外語學

習標準》（Standards for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in the 21st Century，

以下簡稱《標準》，National Standards in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 ro jec t ,  1999） 1 、《歐洲共同語文參考架構：學習、教學、評量》

（Common European Framework of Reference for Languages: Learning, 

Teaching, Assessment，以下簡稱 CEFR，Council of Europe, 2001）、澳

洲課程標準（the Future of Schooling in Australia: a Report by the States 

1 外語課程標準是召集相關領域專家學者所共同制定的，故本書參考文獻的標注方

式是以該課程大綱的研究小組或負責研發的機關名稱來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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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erritories, Council for the Australian Federation, 2007）等，均將跨

文化溝通能力視為外語教學的重要發展項目，各國外語教學也紛紛投入跨

文化溝通能力內涵的探討，1996 年俄羅斯聯邦教育部還專門頒布命令將

「外語」更名為「語言與跨文化交際」（姜雅明，2013a、b）。日本的

語言教學觀也轉向以跨文化溝通能力為目標進行課程的調整（賴錦雀，

2012）。韓國則是將跨文化溝通能力標示為因應全球化的新外語教學目

標。德國除了跨文化溝通能力理論的發展（Deardorff, 2006），德語教

學也以跨文化溝通能力作為主要的教學目標（孟昭昶，2011），並早已

落實到教材設計的層面，開發了兩種模式的跨文化德語教材（葉聯娟，

2003）。中國大陸則是將跨文化溝通能力納入新的外語學習大綱，強調

培養學生運用語言的準確性外，還要培養他們對文化差異的敏感性、寬容

性和處理文化差異的靈活性。除了教學大綱以外，中國大陸國家漢辦新推

出的《國際漢語教師標準》（中國大陸國家漢語國際推廣領導小組辦公

室，2007）中也提出跨文化交際能力方面的要求，規定教師應了解中外

文化的主要異同，理解漢學與跨文化交際的主要概念以及文化、跨文化對

語言教學的影響，並能夠將上述理論知識應用於教學實踐，且預計將跨文

化溝通能力測驗納入商務漢語考試。台灣近幾年也開始積極投入華語文跨

文化溝通能力的師資培訓研究（劉敏瑛，2008；高俊江，2010；王珩，

2014），以及華語文跨文化溝通能力課程設計的探討（朱我芯，2012）。

然而，儘管教師了解跨文化溝通能力的重要性，並逐漸提升自己的跨文化

意識，但至今卻仍缺乏具體的跨文化溝通能力指標項目來提醒教師「教什

麼」以及「如何教」。

因此，本書分別從理論與實務的角度來探討華語文跨文化溝通教學的

途徑與方法，並盡可能提供具體的教學目標、練習材料與評量工具，提高

教學操作的可行性與便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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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從語言、溝通到跨文化溝通能力

隨著跨文化交流的頻繁，外語教學的目標從強調語言能力的正確性、

精熟性、語言使用的適當性，發展到跨文化溝通能力的探討；過去強調以  

native speakers 的語言程度為目標之外語教學已不足以應付複雜、多元的

跨文化溝通情境。

此外，華語文學習者的生活環境、溝通對象，不單只有以華語為母語

者，還包含其他非華語母語者，例如，說華語的外語班同學、華語地區的

新住民等，華語本身也存在其多元性，如何制定華人圈的標準華語，還存

在一定的爭議。native speakers 的定義越來越模糊，且從語言學習或習得

的條件來說，要達到 native speakers 的標準是非常困難的，這中間的差距

除了語言之外，還包含社會化過程中所累積內化的社會語言能力與跨文化

能力（cultural competence），所以，以 native speakers 為標準的語言能

力或溝通能力在理論與實務上都是有待討論的。

因此，Byram 與  Kramsch 即主張用  intercultural speakers 來取代 

native speakers 作為外語教學的新目標。然而現今探討的華語文溝通能力

尤其是語用文化的部分，大多仍以目的語作單一基準，進行單向的檢討與

比對，忽略了實際語言使用環境的多元性與真實性。

筆者蒐集目前兩岸華語文教學對於跨文化溝通能力的文獻資料後發

現，受到傳播理論與交際學的影響，兩岸文獻對於跨文化溝通技能、策

略、訓練課程等面向的討論是相對豐富的，如高俊江（2010）、柳玉芬

（2010）在跨文化的知識、態度、意識等層面的探討；或概念性的建構如

錢奕華（2008），或採用個案研究如趙虹嫣（2009），和以深度訪查的方

式探討跨文化溝通策略如李婉妤（2006），但在理論的建構上尚未完成屬

於華語文本身的跨文化溝通理論、內涵與相對應的華語文教學模式，在實

務教學方面則形成知其重要，卻不知如何著手的困境。

因此本書將於第二章分別從宏觀與微觀的角度，探討跨文化溝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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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論源流與內涵要素，梳理跨文化溝通能力的跨學科特色重點與能力特

質，以作為後續教學討論之基礎。

三、文化教學與外語教學的整合

華語文溝通能力教學受到《美國  AP 中文課程大綱》（AP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course description，以下簡稱《AP 中文》）以及歐

洲 CEFR 外語教學能力架構的影響，強調互動、有意義的任務導向教學。

然而，目的語的內涵應不只建構於母語使用者之間，還包括廣泛世界中所

有使用這個語言的非母語者（Savignon, 1998, p.118），因此所謂的文化

語用真實性，在意義的多方交流協商下是複雜而多元的。於是乎，我們必

須將語言文化的變動性與多元性納入討論，例如：語言知識在不同時空背

景下用法與意義的遷移，或是問候、收禮、邀約等語用程序，在國際交流

頻繁下所產生的價值變化與調整；同時也注意到目的語文化本身的多元文

化性質，避免刻板印象的產生。

然而以跨文化溝通能力為前提所進行的語言教學、文化教學，應該

包含哪些內涵？重點為何？又這種跨文化能力是否能透過特定的語言教學

活動來獲得？有沒有更有系統的教學方式？如何整合？如何評量……等問

題，都還需要具體可循的項目方針與系統性的研究。

因此本書將在第三章探討語言、文化與認知之間的關係，同時分析語

言習得與文化習得的差異，試圖從能力觀點提出系統連結語言教學與文化

教學的途徑與方法。

四、國際課程標準與教學應用的差距

文化教學與語言教學的有機結合已是必然的趨勢，但卻缺乏系統性

的整合模式。歐洲委員會（Council of Europe）在 2001 年推出 CEFR 以 

can do 為能力描述的基礎，強調多元語文能力（plurilingualism）精神。

將溝通能力分為表達、理解、互動、轉述以及策略等範疇，同時強調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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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語文能力的不平衡性和變動性，某一時間點的不完美語言內在能力，

反而提供發展多元語文內在能力的空間（多媒體英語學會譯，2007，頁

133）。例如：初級者目的語語言知識不足，但為了達成任務，就必須使

用更多轉換策略和跨文化溝通技巧，而指標內容則在初級階段明顯著重於

語言知識的項目，鮮少提及文化意涵的部分。更且，事實上並非精熟目的

語語言的人就有較高的文化表現能力，一個初學者也可能因為過去的語言

學習經驗而有較高的跨文化意識。除此之外，一些初級常用字，反而具有

更豐富的語用功能與意涵，例如：回答他人的感謝台灣人說「不會」、大

部分時間的「不好意思」也不是真的害羞不好意思，但這些都是初級階段

會學習到的基礎用語；再者，真實的交際環境並不會像大綱或教材般為初

級階段學習者刻意篩選循序漸進的語言材料，所謂的文化教學與語言教學

的有機結合，只以最終行為描述作為教學設計的參考是難以將文化要素與

語言要素緊密連結的。

Byram（2003, p.5）也認為，CEFR 雖然提到了跨文化能力以及跨文

化意識，但卻沒有提供階段性的跨文化能力評量標準。此外，還有哪些能

力，例如：社會語言能力、語境、跨文化等是學習者為了有效的展現 can 

do 能力而需要積極發展的能力，正是未來 CEFR 重要的研究議題（Little, 

2011, p.390）。

因此，本書將於第四章探討跨文化溝通能力的教學向度，以教學目標

定義為參照標準，整合跨文化溝通能力在認知、情意、技能等三大範疇的

概念內涵，轉化成具體可行的教學目標，最後於實務篇（第五至八章）整

理國際外語教學大綱中的跨文化溝通概念與課程模式，另外也提供了各式

教材教法、練習範例與測驗評量工具供實務教學應用，以期促進跨文化溝

通理論與華語文教學實務的整合。

五、小結：華語文跨文化溝通教學的隱憂

跨文化溝通能力的課程在許多領域中已被作為職涯培訓的一部分，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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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跨國企業的外派人員、醫護人員等均有所謂的跨文化溝通訓練課程，

來協助在跨文化環境中工作的效益。雖然各大外語教學大綱都將跨文化溝

通能力視為重要的外語教學目標，但目前華語文教學相關單位對於跨文化

溝通能力的重視仍有一定的發展空間，也存在以下問題。

1.師資培訓仍缺乏跨文化溝通的專業課程

以短期師資培訓班為例，除了華語文能力認證的必考科目是常設科目

外，其他科目多依據開課單位的資源與考量而開設，目前為止，仍相當缺

乏跨文化溝通能力的華語師資培訓課程。然而，跨文化溝通能力不僅已成

為華語文教學能力認證考科的重點，部分華語文專業系所也紛紛將跨文化

溝通列入課程架構當中，例如：銘傳華語文教學學系即於 102 學年度開

始，設立「跨文化溝通」作為必修課程；國立台北教育大學的華語文教學

碩士班，也於 103 學年度，開設「跨文化溝通與華語文教學」供華語文

教學研究生研讀，呼應了近幾年國際外語課程大綱對跨文化溝通能力的重

視。但目前台灣透過短期華語師資班培訓出來的華語師資，不在少數，短

期師資課程對於跨文化溝通科目安排的缺失，確實令人擔憂。 

2.教材組成缺乏多元性、真實性

知識、技能、文化並非同一平面的概念，而是交互建構的三維架構。

透過跨文化溝通能力本質的探討，可以得知跨文化溝通能力是整合相關知

識、技能、情意的綜合性能力，而既然三者互有交疊的部分，那麼語言學

習或訓練溝通技能的過程自然會學到相應的文化概念，又何必刻意強調文

化的學習呢？然而，為了語言學習的速成，語言活動的過程中即使反映了

相關的文化訊息，其被關注的程度卻遠不及語法、詞彙、發音等等的鞏固

來的多，再加上修整過的、不真實的圖文教材，原本藉語言彰顯的文化訊

息，就變得更加微弱、甚至扭曲。因此，以跨文化溝通能力為目標的華語

文教學，應以多元的、真實的照片、材料為主，再以認知活動與任務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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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緒　論 9

的調整來搭配不同階段的教學應用。同時，應注意材料的來源是否展現

了多元的視角，在共時的部分是否兼顧了社會文化內部本身的多元性，例

如：區域的、性別的、世代的、職業的、角色的等等差異，在歷時的部分

是否也呈現了社會文化變遷的差異性與交融性等等，繼而從多角度的觀察

與自身文化的連結，並透過語言表達與議題的討論，一方面熟悉目的語一

方面以目的語和不同國家的同學共同建構這些材料、語言與文化的意義。

總而言之，對於不同意見想法的尊重以及對於沒有標準答案的容忍度，都

是跨文化情意能力的重要概念。

真實性材料的訊息豐富，且沒有人為導引到特定訊息，因此每個人的

解讀都可能有所差異。如果說文化是一整體難以切割的概念，真實的照片

材料與活動任務，即能確實將那些原本該有所關聯的要素都完整的呈現，

這對於認知概念的形塑以及其與外在真實情境的連結來說當然是更為緊密

的。Geneva Gay（2006, p.163）探討文化回應教學法時，即指出：「若沒

有適當的背景知識和情境，多元文化內容可能會產生負面影響。」因此從

跨文化溝通能力的特質來看，教材的應用應該盡量以真實性材料為主。

3.華語中心的華語課仍以語言技能與文化知識為主 

現今華語文中心的華語文化課主要分成三種模式：常規課中的文化教

學、特殊文化技藝課、主題性的文化課。   

在常規文化課中的文化教學（A1～C2 程度）因為有既定的課程進度

與教材，大多得依靠教師在語言活動當中適時融入文化內涵或文化活動，

但仍是以語言知識與技能為主，文化內涵多作為語言技能訓練，例如口語

討論或提升動機的材料。

主題性的文化課則多開設於中高級階段（B2），作為選修課或主要

語言課程之外的補充閱讀，多使用著名的中國經典、文學文本作為教材，

強調書面語方面的讀寫能力，一方面也回應特定學科學生的專業需求。

而文化技藝課則是以具體可操作的文化產物為對象，進行短期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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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語文跨文化溝通教學：理論與實務10

體驗，例如：書法、國畫、棋藝、麻將、泡茶、剪紙、太極拳等，可實際

體驗的文化活動，常見於短期的華語遊學團、兒童華語夏令營中，或作為

零起點程度以上（A1 以上）學生的選修課程。

整體而言，無論上述何種文化教學模式，都是以特定文化知識作為討

論學習的目標，是一種靜態單向的文化宣傳模式，與動態彈性的跨文化溝

通能力之間仍存在一定的落差，作為語言教學的調劑或許綽綽有餘，但走

出課堂後學生能否將這些文化知識轉化為可應用的文化能力，繼而適應台

灣的華語學習環境與生活，是存在一定疑問的。Kramsch（1998, p.27）

即提到，所謂的文化人是指「在一定的社會環境中能夠靈活選用準確、

恰當的形式，而不只是根據一個社會群體的學術規範和社交禮節去說和

寫」，因此，在上述課程模式下，還必須仰賴教師從教學活動層面進行靈

活的操作，除了教師本身的跨文化溝通意識外，一份可提供教師參考的跨

文化溝通教學目標或指引應是非常迫切的。

4.教案的編寫形式仍以傳統語言教學要素為優先

如前所述，知識、技能、文化並非同一平面的概念，而是交互建構的

三維架構，各有其相互依存又各自獨立的部分，因此知識性內容的增加不

等於技能、文化範疇的壓縮，相對的，文化內容的擴展，也不等於會排擠

語言知識或溝通技能的練習活動。

然而，即使知識搭配技能轉化為能力，確實可完成部分理想中的溝通

活動，但如果少了內在情意的調節與彈性，就無法有意識的操控已習得的

能力以面對變化多元的各種溝通因素，繼而有自信的面對跨文化溝通的一

切未知。也就是說，走出課堂的學習者或許能做出一定的溝通表現，但卻

不能保證是一位具備跨文化溝通素養的學習者，而跨文化溝通失敗導致的

潛在危機與挫折感，很快的也會影響到學習者在目的語環境的學習意願與

動機。

因此本書認為，教案的編寫應從跨文化溝通能力的三大範疇：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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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緒　論 11

技能、情意來考量，且每個範疇都可橫向連結到相對應的語言知識、溝通

技能與社會文化內涵，並以觀察、體驗與反思作為基本的操作單元，以回

應跨文化溝通能力多元綜合的素養概念。本書整合跨文化溝通能力教學目

標與 CEFR 三等六級溝通能力指標，以中高級華語學習者為對象設計了教

案範例供讀者參考，詳細內容請參見附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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