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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師資培育跨文化素養教育如何落實
III 
 

時間：2020 年 2 月 26 日 下午 15:30 ~ 17:30 

地點：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育學院院長會議室 

 

與談人： 

林柏翰/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學習與教育國際碩士學位學程助理教授 

陳瓊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學系退休教授 

主持人： 

黃政傑/靜宜大學教育研究所終身榮譽教授 

吳麗君/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育系教授兼教育學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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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場 

吳麗君院長 

  歡迎大家來到台灣教育論壇，本次論壇由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和台灣教育研

究院社合辦。今天很開心邀請到兩位學者和我們一起談師資培育跨文化素養教

育如何落實。第一位與談人是陳瓊花教授，她是藝術學院的院長，也曾當過臺灣

師大的副校長，及國際事務和全球戰略研究所籌備處的主任，在各方面經驗都非

常豐富。第二位與談人是林柏翰教授，他是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習與教育國際碩士

學位學程的教授。今天的主持人是黃政傑教授，是靜宜大學教育研究所的終身榮

譽教授。接著請黃教授說明今天的主題。 

 

 

 

 

 

吳麗君院長 

主題背景 

黃政傑教授 

  謝謝吳院長的開場。今天的主題是談師資培育跨文化素養教育如何落實，提

升師資生化跨文化素養，在我們國內師資培育政策和實務上是很重要的，該政策

受到國內外很多因素的影響。 

  近十多年來我們很重視國際公民素養的培育，很多先進國家都在做這件事，

國際公民素養強調的就是跨文化和全球的議題，另外也很重視普世價值，普世的

意思就是放諸四海皆準，不管是哪個國家都該重視的價值，像和平、人權、正義、

民主、寬容、博愛、反歧視等。另外在全球公民教育中，也很重視同理、批判、

創新、解題、實踐之學習。 

  OECD 之 PISA 2018 啟動全球素養電腦化測驗，主張全球素養是 21 世紀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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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的主軸，在尊重人性尊嚴下，每個人都要能以多元觀點分析全球及跨文化議

題，擺脫偏見而能適切地與不同夥伴溝通。PISA 的測驗重點包含全球議題和跨

文化的知識與理解，批判思考、互動力、同理心、彈性力的技能，及跨文化的開

放性、尊重文化差異性、全球化意識、責任感等非認知取向的態度和價值。 

 

 

 

 

 

黃政傑教授 

  我國教育部推動的中小學國際教育白皮書，提出國家認同、國際素養、全球

競合力、全球責任感四大面向、五大目標。其中包含跨文化反思、全球重要議題、

全球意識知能、公民責任和行動力的培養。這和 PISA 測驗是類似的，知識理解、

態度價值、行動這些應該都要包含在跨文化素養的教育中。 

  在 108 新課綱實施的核心素養中，納入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的主軸，中小學

跨文化素養教育的實施，需要具備跨文化素養的師資，大學師資培育單位應該要

付起重責大任，這是我們今天要談的主題。接著就請今天的與談人林柏翰教授先

發言。 

釐清跨文化素養的意義 

林柏翰教授 

  針對跨文化素養，我會以研究的角度切入。探討這個問題的時候，以研究的

面向來看，有相當多的詞彙要先釐清，例如跨文化素養、跨文化能力、多元文化

素養、多元文化能力等，其中跨文化素養相對於跨文化能力，是比較新的詞彙。

以研究的角度來說，第一個，我們會去定義什麼是跨文化素養，通常跨文化素養

會和跨文化溝通素養做連結，根據國教院大辭典的定義來說，文化素養是指的是

能夠流利的運用一個地方文化的主要慣用語、以正式或非正式的內涵知識等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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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進行有效的溝通，這個素養聽起來比較像是在溝通上的定義，但其實跨文化素

養還包含更多的能力，例如看得懂對方的肢體語言、了解自身及對方一些過往的

歷史及文化等。 

 

 

 

 

 

林柏翰教授 

所謂跨文化包含臺灣本土文化 

    廣義來說，所謂的跨文化能力是具備賞析不同的文化、族群、語言等各方面

的認知、情意和技能，這個部份就牽涉到臺灣自己的本土文化。臺灣本身的文化

已經相當多元，文化通常和族群做結合，臺灣大概分為四大族群，分別是河洛人、

原住民、外省、客家人，還有新移民族群，新移民如何融入臺灣的社會，再來就

是弱勢族群，包含老人和小孩，或是其他需要幫助的族群，最後則是文創、數位

世代等，不一樣的新興文化族群。 

希望臺灣學生與外國學生互動融合 

    我認為可以透過對本土文化的認識，養成跨文化的思維。再來，如何將國際

融入臺灣社會？根據我在國外求學的經驗，臺灣人到國外，其實自己是一群，不

太容易融入當地的社會，我剛去國外的時候是在夏威夷，在夏威夷，亞洲人也是

四大族群之一，主要是中國人、臺灣人、日本人、韓國人，當地針對多元文化是

很能接受的，也因為這樣，在那邊不太需要用到英文就可以生存。校內可以看到

臺灣人、香港人自成一群，當時我去的時候中國人比較少。 

  我在國立臺北教大的國際學程任教，發現也有相同樣的情況發生，我就會去

思考，既然政府已經花了這麼大筆的經費讓國外學生可以拿獎學金到臺灣來求

學，但下課之後會發現，他們還是自己一群，這個是我們可以思考的點，我們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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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學生帶進來，但是要怎麼讓他們與臺灣社會融合、溝通或交流。 

國內跨文化素養師資培育的相關研究有待加強 

    以華藝線上發表的文章中可以看到，臺灣相關文獻的發表量不是很多，可能

因為起步也比較晚。臺灣第一篇跨文化素養有關的文章是在 2004年，政府在 2011

年才有國際教育白皮書，那個時候才開始推，實際上在那一年我們論文發表量卻

是下降，只有 2-3 篇而已，一直到隔年發表量才拉上來至 7 篇。而從 2011 年到

2018 年，發表量基本上沒有太大的變化。 

    以跨文化素養的分類來看，大部份的論文是以培訓或訓練為主，總共 26 篇，

概論的數量很多有 21 篇，教材是第三多有 19 篇，其他就是評析。族群研究是以

大學生為主，一共有 26 篇是和大學生有關。新移民和原住民的篇數分別是 7 和

8 篇，再來就是青少年、成人和其他類別。 

    細部來看，以大學生論文來說，大部分是以通識和實驗型的論文為主，師資

培育的內容相對很少，只有 3 篇，比較多人關注的是外語，因為素養多以語言呈

現，所以可以觀察到通識課程和外語學習是最多的，也可以知道師資培育這一塊

是可以著力的地方。 

黃政傑教授 

    謝謝林教授的分析。台灣可能在多元文化教育做的比較多，多元文化教育的

推動有包含跨文化的部份。另外就是新住民子女教育，這部份也是做很多，這中

間也會有跨文化的問題，可能是關鍵字搜尋的差別，如果用跨文化素養來搜尋會

比較狹隘。 

跨文化注重文化之間要能夠互換、溝通、相互理解  

陳瓊花教授 

  我認為文化是人類生活的積累，包含各式的思想、習慣、習俗的養成，以及

各類的產品，也包含了藝術作品、生活用品等。針對素養已經有很多的論述，大

約有關於語言、知識、技能、情意，情意包含態度和習慣。 

  綜合來看，文化素養可以說是優勢文化中習慣的語言，或者是非正式的習慣

語言可以流利溝通、交談的能力。所以在過程當中，要能夠理解生活各種層面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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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影響的情形，這也包含生活中的瑣事、用途廣泛的理解，應該不限於各種學科

既存的知識或技能。 

 

 

 

 

 

陳瓊花教授 

  跨文化素養的跨，我認為含有兼及和超越自身的內涵，文化之間要能夠互

換、溝通、相互理解，首先各自必須擁有有形或無形的內涵，而且要能夠互相溝

通、理解，就會涉及到語言、知識、技能、態度，還有包含的學習力。 

跨文化素養與本土教育息息相關 

  我認為跨文化素養和本土教育是息息相關的，因為本土教育是培育自我了

解，讓自身可以擁有分享的資產。全球教育是了解他人、促進本土教育很重要的

基礎，以及如何創造新的機會。在這個過程當中，能夠相互溝通、理解語言，就

成為跨文化的橋樑。 

大學校園師生跨文化素養的圖像 

  有關目前大學校園師生跨文化素養的圖像，我覺得這部份會牽扯到各個學

校的特質、各個學校國際化的程度，而有所區別。例如有些學校的課程鼓勵以外

語授課，可以增加鐘點費，這樣的做法現在也受到支持。 

  或者是接受外國學生修習，改變本身課程結構。也有很多系所會在碩博士的

畢業條件，要求要能出席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學術研究，或者辦理很多國外講

師授課、大師班、大師講座等活動。另外，也有國際奧林匹亞活動的辦理，都是

跨文化交流的活動。短期的有交換制度，雙學位或交換學生等。除此之外，各校

都會辦理各種語言文化的研習，或者是兩岸之間的冬令營、夏令營等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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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大學生跨文化素養的途徑 

  再來，有哪些做法可以提升大學生跨文化素養？我覺得可以分為三個部份，

第一個是正規課程的部份，例如專業學科、通識課程、實習課程；非正式的課程

就是校內外很多學習的活動，可以增加國際化的元素在其中，高教司現在也很重

視社會實踐的活動。第三，也可以提出自主學習方案，其中就能做許多活動來擴

充。 

  師資跨文化課程可以如何設計及教學可以如何實施？以前都是老師來設計

課程，學生跟著學，也許有些部份可以師生共構，有些彈性學習的專題主題，讓

學生可以自主探究他需要深入鑽研的部份，但也要保留以老師的角度需要鑽研

的知識。現在談跨文化素養全球議題，例如生態、性別、人權等，大家必須有基

礎的理解。另外，在各個學科可以強化主題探究、參訪、學生發表，老師再做關

鍵性的指導。 

對國內國際生教育模式的思考 

黃政傑教授 

  剛剛大家主要以整體性的觀點來發言，等一下可以分享自身領域的經驗作

法和心得。我有一個朋友在美國當老師，有一次他跟我分享，有從中國大陸去留

學的學生，下課一直講華語，上課什麼話都沒有講，最離譜的事情是中國留學生

問老師，能不能用中文授課？能不能用中文寫報告？我朋友就把他們訓斥一番，

說來美國留學要好好用英語學習。 

  以前我們講學英文最好的方法是，到美國留學就去住他們的宿舍，由學校安

排，這就談到潛在課程的部份，學校把不同國籍的學生混搭，可能同一樓層有不

同國家的學生，每天自然而然用英文溝通。我們在台灣也有這樣的考慮，避免同

一國家的學生都聚在一起，但實際授課安排可能會有一些困難，國際生集中上

課，還是國際生分散到各個班級，會面臨兩難情況。後者是把課程開出來，讓學

生去選，用混合的方式。到臺灣留學，應該要學中文，而不是學英語。 

  臺灣面臨的問題是，國際學生來臺灣念學士班或研究所，如果要把他們打

散，臺灣的老師都要用英語授課嗎？顯然不可能，只可能少數課程或學程用英語

授課，如果只有少數課程用英語授課，學生一定不滿意，因為他能選擇的課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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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談跨文化素養教育，如果臺灣學生和國際生混在一起學習和生活，跨文

化素養教育是不是比較容易達成？ 

反向操作模式面臨的跨文化問題 

林柏翰教授 

  我們學校是反向操作，臺灣學生為了學英文可以參與國際學程的課程，而外

國學生來臺灣，他們還是用英語溝通。從今年開始學程可以招收臺灣學生，但學

程將面臨兩個跨文化的問題，上學期曾發生過兩個狀況，第一個狀況是學生與學

生之間的問題，當時有一位臺灣兒童英語系的學生來學程修課，他基本的語言能

力是夠的，但是在討論的時候卻發現學生對於面對討論的態度不太一樣，有些討

論的議題，臺灣學生會覺得對方在攻擊他，但外國學生卻不這麼認為。 

黃政傑教授 

  請舉一個具體的例子。 

林柏翰教授 

  我們當時在討論跨文化教育，我們討論幾篇文章是有關於外國學生進入到

臺灣以中文授課的課程中所面臨到的問題，例如儒家思想、教師中心，有些外國

學生覺得上課都是老師在講，但其實都老師在講的情況並不是只有臺灣才有，印

度、韓國也有這種情況。 

黃政傑教授 

  對，要看老師，有老師很會講，所以授課以講述為主。我剛去美國留學第一

年選的課，全部都是老師在臺上講演，但是老師在講演的時候也會有問答，老師

提問或是學生問老師，基本上是用演講的方法在授課。不過後來選的課，很幾個

老師用討論法在授課。 

林柏翰教授 

  是的，我的授課方式也是先講，再讓學生發揮，所以我印度和巴拉圭的學生

就很喜歡這樣的方式，因為和自己國家傳統授課的方式不一樣。但臺灣學生在討

論外國學生在臺灣求學經歷分享這篇文章的時候，他會覺得為什麼通篇文章都

在講臺灣教育的缺失，外國學生則覺得這只是在討論，不是針對誰，而且這篇文

章也不是只在講臺灣的現況，國外也有相同的問題，但臺灣學生就會覺得那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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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討論在講我們臺灣的不好，那時就有一點衝突。 

  另外一個情況是教師與學生之間的狀況，我們學程的課需要其他系所的老

師來支援，老師們也都能夠講英文，我剛好是國際生的導師，有些國際生會跟我

反應，他們上完某些老師的課，信心深受打擊，他們覺得老師評論太過直接。我

發現美國學生有時很玻璃心，美國學生很有自信，他們會希望老師給評論的時

候，先給一些鼓勵，不然外國人會覺得太過直來直往。 

黃政傑教授 

  我也常遇到美國老師跟學生講話不是這樣，不會直接說，他們都拐彎抹角。 

吳麗君院長 

  我有一個朋友的小孩在外語學程上課，他是唯二的臺灣學生，他就說分組討

論的時候經常在吵架，我就問他經常和哪個國家的人吵架呢？是美國人，因為他

們常針鋒相對。我覺得應該先看一本書 cultural map，老美是放在人跟人之間，

但是在華人文化中，基本上是比較包容、含蓄、不會講得比較直白的。 

林柏翰教授 

    可能是溝通策略跟知覺上的不同，美國學生會希望老師們在回饋時能夠含

蓄一些，卻沒發現自己跟臺灣學生討論時也很直白。 

黃政傑教授 

  學生如果有這樣的意見，你怎麼跟老師溝通？ 

林柏翰教授 

  有反映過，會請老師先讚美一下學生，然後再說明學生需要改進的地方，這

樣更能改變學生，但每位老師接受的情況不同。有些老師會改，但有些老師就一

樣。不過我們有傳達學生的需求。 

黃政傑教授 

  能不能介紹一下你現在班上學生的來源和特色。 

林柏翰教授 

  上學期有三位學生，兩位是南非的學生，南非的學生很乖，很像臺灣學生，

非常尊師重道，他們兩位在臺灣將近 20 年了，也在私立學校當英文老師，所以

教學經驗很豐富，另一位則是美國學生，來臺三年現在在補習班教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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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美國留學要不要取個英文名字 

陳瓊花教授 

  談跨文化教育讓我想到，我去美國讀書的時候，為了讓老師容易記住我的名

字，我取了瓊 Jo 的名字，也變成我後來用的英文名字，但後來發現，美國人會

希望我們保留原本的中文名字。在這個過程當中，我們將心比心過頭，反而是不

了解對方真正想了解的事情，他們也希望跟你的互動過程，能夠立基在自己的文

化，然後對你有更深的認識。所以我後來去美國讀書的朋友，都沒有特別再取英

文的名字，我覺得這件事情是很有趣的跨文化現象。 

非正式課程的跨文化學習實例：國際藝術奧林匹亞 

    我想提一個非正式的課程，在兩三年前，其他學科都有奧林匹亞這個競賽活

動，我們就想說為什麼藝術領域沒有奧林匹亞呢？我們就向教育部提案，希望能

促成這件事情。後來他們也支持，我們便辦了首屆的奧林匹亞，我們希望可以轉

化為學習型的賽會，我們也邀請國外不同國家的學生來，跟我們高中的學生一

起，有一個禮拜活動的時間。 

  我幾年去看雪梨機場，相關的標示牌並沒有中文，現在都有了。民國 78 年

我去國外的時候，逛街買東西，上面都沒有中文解說，現在幾乎都有中文解說了。

我們辦的奧林匹亞分為兩個部份，一個是個人的創作活動，一個是一群人一起做

一個專題。做完之後，要用英文寫創作理念，同時要跟評審團說明，評審團也是

由臺灣人和外國人所組合而成。學生要以英文講述為什麼這樣創作，過程中，除

創作外，也有語言交流的練習。學生們一週的時間生活在一起，這是在學校發生

的非正式學習活動。 

  賽會當天會給他們題目，然後進行創作，有 8 個小時的時間可以創作。活動

結束之後，學生覺得收穫很多。他們覺得個人創作的活動比較困難，反而覺得一

群人一起做專題比較容易，這是很有趣的反應。 

黃政傑教授 

    這是很好的實例。請教瓊花教授，美術系的課程中，有哪些和跨文化有密切

關係的？例如藝術史來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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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史的跨文化教育 

陳瓊花教授 

  藝術史的學習，通常要做各式的專題探討。曾經開過一門課程在談性別，針

對這個議題來創作，要學生去了解臺灣當代女性藝術家如何進行他的創作的同

時，也要了解西方的女性藝術家如何創作，可以自己找資料去比較，再形成自己

的創作想法。 

  自古以來，有大藝術史的論述，現代強調地區性的小藝術史，流行文化、塗

鴉等等的議題，相關的細節如何發生，脈絡在哪裡，可以知道各個地區、各個文

化的特色，或是大建築、小建築，這些都是藝術領域中非常重要的。 

  我會提道這些當中有什麼困難，這些議題都是非常龐大的，我們在學習的過

程當中，除了要有大的藝術史脈絡的理解之外，應再去拓展自己比較感興趣的地

方。 

從塗鴉看抗拒文化 

黃政傑教授 

  剛提到塗鴉，像景美溪的河堤，很多人去那邊噴整片牆塗鴉。後來有有議員

去爭取經費，畫一大片彩色的畫，大概畫了幾百公尺。塗鴉在河堤有、橋下面也

有，臺北也有很多地方有。我的問題是，塗鴉的人到底是學美術還是其他專長？

為什麼去塗鴨？ 

陳瓊花教授 

  我覺得塗鴉基本上是一種抗拒的行為，一種對於社會的一些制度或議題的

不滿，需要發表出來，但不受傳統的束縛。傳統在美術館中的塗鴉作品，有官方

的束縛下去創作，基本上，並非塗鴉的本質。所以塗鴉的出現，其實是為了破壞

一些現有的體制。有一些地方讓大家可以去塗鴉，他的精神是，換一個地方畫畫，

他的社會批判是完全沒有的。 

  只要你有學過並應用，就可以稱為有專業，在藝術界能夠被稱為專業，會有

一些相關的身份或地位支撐他的專業，所以就看如何定義專業的程度。基本上，

作畫都有技巧，有表達的技能，才能吸引大家去看，事實上，塗鴉也有很多表現

的型式。臺大有位教授也有寫過一本塗鴉的專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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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政傑教授 

  這一群人應該也是很特殊的，他們表達出來的也是很特別的文化，只是我們

現在看到這些塗鴉，常常聽到有人罵說亂畫。有次我看到和平東路小巷子牆上畫

的畫，畫得不錯呢！謝謝陳教授的分享。接下來請林教授發言，可以針對師資培

育中，怎麼提升師資生的跨文化素養來發言。先請教，在國北上課是用英文上課

還是中文？ 

林柏翰教授 

  我剛好有用中文上課，因為有去支援師培的課程。 

黃政傑教授 

  給學生的講義是中文的還是英文的？ 

林柏翰教授 

  給學生中文的講義，但是關鍵字我會給英文，我是教教育心理學，有些概念

用英文來記比較快，所以我都會在關鍵字上附英文。上課時會刻意說明一些英語

單字的字源幫助學生記憶。 

黃政傑教授 

  你 13 歲就去國外讀書，作為一個小留學生，以跨文化的角度，有沒有什麼

發現？像在美國求學的時候，再回過頭想想臺灣的小孩。你去求學的時候他們怎

麼幫助你？你剛去的時候英文就很好嗎？ 

從留學經驗看如何提升師資生跨文化素養 

林柏翰教授 

  我有留級一年，留在語言班學語言，試著適應。我英文變得比較好是去美國

本土求學的時候，大概是我 19 歲的時候。大學的時候也有一樣的狀況，自己在

自己的小圈圈，在愛荷華主要是白人的社群，但當時還蠻多臺灣人的，大概有 200

多人，基本上台灣人自己就是一個小的社群，所以那時候沒有真的完全融入，我

自己覺得在進入碩士班之後，跟別人一起做計畫的時候，才真正融入美國的社

會，尤其有同樣的目標、研究及發表的時候。 

    所以我認為如果師資培育要往多元文化素養去做的話，臺灣雖然多元文化

很多，但是對臺灣學生來說，距離還是有點遙遠，在推的時候沒有真實性和實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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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我覺得可以思考什麼對他們而言是有用的，什麼時候才真的用的。再來，

project-based learning 其實還蠻不錯的，因為共同在做一個東西的時候，才會有

溝通，有一個 common target 時，就會有 communication。 

    國際生之間還是會有差異，來自於巴拉圭、美國、印度、越南等國家，還是

有差，南非的學生比較乖、美國學生鬼點子比較多，我會請他們針對一個 project

去做，他們就會有一些溝通。 

  下學期之後會有臺灣的學生進來，我會請學生去思考他們自己的想法和外

國學生有什麼不一樣，思考差異的來源可能是什麼，真的有比對的時候，同異性

才會出來。 

吳麗君院長 

  下學期臺灣學生會有幾位？ 

林柏翰教授 

  應該會有兩位，是正式的臺灣學生，他們會是學程的學生，從這個學期開始，

我們學程會收臺灣的學生。 

吳麗君院長 

  學程成立第三年之後可以收臺灣學生，前三年都是外國學生。 

黃政傑教授 

  學程的課都是必修嗎？ 

林柏翰教授 

  有選修也有必修。 

黃政傑教授 

  學生就要按照這個學程的規定去修課。 

吳麗君院長 

  然後要寫碩論。 

林柏翰教授 

  是的，要寫論文。學程未來的招生還是會以外國學生為主，臺灣學生為輔，

而臺灣學生的同學就會是外國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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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強化國際學程外一般學生的跨文化素養 

黃政傑教授 

  這是一塊，有一個學程是專門收國際生，然後容許少數臺灣學生進來修這個

學程，這是一種模式，在整個大學中是很小一塊。另外一個問題是還有其他很多

學生，他們的跨文化素養要怎麼教？ 

  我們現在在談跨文化都是以學生的來源國來談，但是瓊花老師有談到性別，

不同性別之間要互相了解，跨文化還是可以用不同角度去看，例如年齡、世代，

或是都市和鄉村的差別，我們有些學生是從都市考進來的，他們屬於都會文化，

生活就是都會生活，有學生可能是從中南部或東部到這裡讀書，雖然人數比較

少，他們屬於鄉村文化。 

  講到這邊就會提到，師資生未來想要當老師，是在鄉村教還是都會？我們在

培養師資生的時候，要不要培育他們具備在都會教和在鄉村教的能力？這是不

一樣的培育方式。 

宜兼顧職前培育和在職教育 

吳麗君院長 

  現在師培那麼少的學分，頂多只能蜻蜓點水，比較多的學習可能是實習的那

半年，學師如果去偏鄉實習，就能對新二代有比較多的學習。專業成長本來就是

一直進行的，職前師培應該要做，但全部仰賴職前師培肯定是不足的。 

  從跨國的角度來看，特別從師資培育的機構來看，我們過去培育的學生是直

接進到學校去教書，這一塊在師資培育來講，我覺得我們是落後了，是需要跟上

的。如何讓我們的學生跨文化的視野可以長出來，從師資培育者的角度，我覺得

我們要努力，因為我們過去的學生同質性比較高，現在則是組成越來越多元。 

校內餐廳飲食的跨文化經營也可考慮 

黃政傑教授 

  貴校有伊斯蘭教徒嗎？ 

吳麗君院長 

  目前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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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政傑教授 

  臺灣有些大學可能有招到穆斯林學生，以勞工來講，現在有很多穆斯林從東

南亞來臺工作。現在要發展觀光，也是從東南亞招攬，就會有一些思考。我有一

次去新加坡的南洋理工大學，在那邊吃飯，那邊的餐廳很多元。 

吳麗君院長 

  他們宰殺的方式是不一樣的，他們也吃肉，但肉的處理方式不同。 

黃政傑教授 

  我進到餐廳的時候會想到臺灣的情景，我們就比較單純。 

吳麗君院長 

  對岸的穆斯林比較多，我覺得人口多寡也是成因之一。 

黃政傑教授 

  招學生的時候，學生從哪裡來、學生的宗教信仰，不同的宗教，飲食也會不

同，這些都是跨文化教育要注意的地方。有一次教育部請東南亞各國的校長、副

校長吃飯，在行政院對面的餐廳，結果端出來的菜有豬肉，竟然連對方不能吃什

麼，都沒有搞清楚，很失禮。 

吳麗君院長 

  有時候不只是那道菜，可能對於有些很虔誠的人，他們會覺得上豬肉是很污

辱的，在國際上他可能沒有表達出來，但心理上應該很不舒服的。 

林柏翰教授 

  臺灣的食物也蠻多元的，但有些國際學生不吃臺灣的東西，所以食物其實也

是跨文化交流中重要的一環。 

語言的跨文化思維 

吳麗君院長 

  從語言的角度來講跨文化，過去我們學程的學生要到現場去實習，有些學生

的國家過去是英國屬地，所以他們屬於英式的腔調，臺灣比較多美式的腔調，所

以他去小學上課的時候，學生會聽不太懂，那間已經是非常好的學校了，但學生

還是沒辦法接受英式腔調的英語，我們只能接受美式的英語。從多元文化的角度

來看，我們的視野是很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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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政傑教授 

  從剛剛到現在都是講英文，但是講跨文化素養，語言如果只在英語打轉也太

狹窄了。我最近聽到有人說學英語應該要學英國腔，地位比較高。美國的腔調還

是要看地區，不同地方會有不同的腔調，所以他們可能會設定比較正統的腔在哪

裡。但這是以前的思考，現在則是都尊重。 

  講跨文化，英語還是佔了支配地位，但現在以臺灣的發展來講，新住民語已

經進到小學，學生可以選這個當作他的必修，但時數有限，是一種象徵性的意義。

我們也說要南向去招生，產業也南向到東南亞去生產，整個跨文化素養教育不應

該只有侷限在講英語的國家，應該要跨出去，讓東南亞各國語文的教育、文化能

夠進來，這個在臺灣有看到嗎？國北有東南亞語的學習嗎？ 

重視東南亞語文和文化需要紮根 

吳麗君院長 

  沒有東南亞與相關的學系，但是開了很多這樣的課程，我們有越南語、印尼

語，有東南亞相關的中心，常常辦有關的慶典活動，讓學生可以了解。 

黃政傑教授 

  就是有開這些課程，但問題是扎根，有沒有扎根是關鍵。很少有大學可以開

出印尼語文學系或者是越南語文學系，只能有東南亞語文學系，裡面可能會開這

方面的課，但這就涉及到有沒有扎根的問題，師資有可能是兼任的，也許沒有人

可以真正在大學中做研究。 

林柏翰教授 

  國北現在是有東南亞國際碩士學位學程，但是課程是以華語授課，學程的學

生幾乎都是東南亞的學生，現在有跟師培合作，請師培的學生進到小學去授課，

介紹東南亞國家的文化。 

  這個計畫是讓師培生可以了解東南亞有哪些食物、建築、穿著等方面的知

識，讓師培生試著去教學並由東南亞學生陪同進班，重點在於師培生的成長，以

實驗的方式進行前測與後測表現的比對，比較講師對東南亞國的熟悉程度。 

吳麗君院長 

  而且從師培的角度來看，這在多元文化的角度中是最淺的貢獻取向而已，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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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在中小學做的和在大學做的都是這樣，都還在貢獻取向，讓大家看到這個文化

中，什麼是有趣的，什麼可以吸引你注意，就是在這一層而已，還沒有再往上。 

各學科教學的跨文化 

黃政傑教授 

  像音樂我們就會講說中小學教的音樂或是在大學教的音樂，會有世界不同

民族的音樂。例如有一次我去印尼，聽到那邊的音樂，會感受到是熱帶風情的音

樂，很輕鬆、很自在的感覺，很想坐下來或躺下來。我們可以有不同民族風的音

樂，而不是只限定在本國的音樂，這個部份培育師資也要考慮。 

  例如音樂教材教法，不要只有華語文的音樂，以前就是中國音樂為主，加上

臺灣本土的音樂，我們會希望世界各地的樂曲可以進來，在小學的音樂課中教給

學生，美術、表演也是一樣。在師培階段要注意這個，也要注意整個大學教育，

因為師培只有幾個學分，專業課程的學分很少。正式課程的時間都是很有限的，

學生有很多活動，透過活動的辦理，讓學生有不同文化的接觸。 

吳麗君院長 

  所以怎麼把學程中的老外學生帶出來和台灣的學生有一些互動。 

國際學程學生和臺灣學生要有互動 

林柏翰教授 

  我覺得最簡單的方法是讓他們變成朋友，有聚會就會差很多，以美國來說，

他們會帶東西到某個人的家裡吃飯，就可以認識很多朋友。但南非的學生卻說他

們不太一樣，每一戶都準備好東西，第一個小時在第一個人的家，第二個小時在

第二個人的家，大家都準備自己國家的食物，但主人跟賓客的角色可以輪流，每

一戶人家都有機會當主人招待客人，同時間也可以享受自己當賓客的權力與感

受。 

必須認識各國文化差異 

吳麗君院長 

  請客這件事情，不同文化的作法就不一樣。我們系上有一位澳洲來的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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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陣子我發了一張照片，是我和新北市的局長的合照，我帶著口罩，因為那天人

很多，那位學者就很訝異的問我說，你為什麼戴著口罩呢？我就想說他怎麼可能

不知道疫情，後來他告訴我，在澳洲如果戴口罩，就代表你看不起旁邊的人，澳

洲人對戴口罩和我們臺灣人戴口罩的意義是很不一樣的，我就問他，現在疫情這

麼嚴重，你們不戴口罩嗎？他打電話回澳洲，他媽媽告訴他目前只有華人戴口

罩，澳洲人還是不戴口罩的。 

  三、四年前，我帶學生去紐西蘭試教，學生愛漂亮就去雷射，臉有點奇怪，

他們就覺得這樣不好看，就戴了口罩，要進小學教室的時候，小學老師跟他說，

不能戴口罩，會嚇到學生，他們會以為是重病，在那邊只有重病的人會戴口罩。

不同文化的人怎麼看待口罩這件事情，是很不一樣的。 

黃政傑教授 

  美國 CNN 報導，美國東西兩岸都曾有人戴口罩被打。我也聽過臺灣人移民

澳洲，在那邊建房子，買房子加鐵窗，就有人拿槍打他們的房子。這個思考和口

罩的思考是一樣的，你戴著口罩、你家裡裝鐵窗，他會認為你把我們整個社區的

人都當成病人或小偷嗎？ 

吳麗君院長 

  這就是跨文化的部份如果沒有彼此理解，就很容易會有衝突。 

黃政傑教授 

  在一個社區，房子加鐵窗，如果事先知道你要加，他們也不會讓你住進去，

因為加鐵窗只是保護自己，但是在美國、澳洲的社區，是大家一起保護，不是只

有你自己保護自己的房子。 

不同文化之間相互理解很重要 

吳麗君院長 

  老外他們生病戴口罩，要保護別人，我們戴口罩是保護自己，背後的原因是

不同的，我們怕被感染，所以保護自己。 

陳瓊花教授 

  我在課程中曾經邀請國外的學者來上課，是美國的老師，在課堂中有學生感

冒就戴了口罩，老師覺得學生很棒，會試著做這樣的處理，不會影響到別人，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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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覺得我們這樣做是很棒的。 

吳麗君院長 

  在日本，只要學生感冒一定是戴口罩的。 

陳瓊花教授 

  我們講要相互理解，讓別人了解、認識我們。外國學生身體不太舒服，我們

帶他去三總看病，看了之後馬上照 X 光，他沒有健保，才花了 700 多元，簡直

是沒辦法相信，這樣他才知道我們的制度有多好。 

林柏翰教授 

  確實差很多，基本上我在國外都有醫保，但大學畢業剛好有個 GAP，那時

我剛好去急診室，去一下下什麼事都沒做，就 900 多塊美元了。 

陳瓊花教授 

    我女兒現在在美國教書，有一天身體不適，她在大學教書也是有保險，她要

去醫院看病，那天正好假日，他們學校的醫院沒有開，她去其他地方找了一間醫

院，看了之後必須付錢。他們是看病到一個額度之後，才可以不用付錢，跟我們

想像有保險就不用付錢的概念不同。他們好像要付到 1,000 元美金之後看病才不

用再付錢，和我們不太一樣。 

黃政傑教授 

    可能有不同的制度和文化，當中當然都有文化理解、溝通的問題。最後一輪

發言，請大家針對主題還有什麼建議，可以提出來。 

師資生跨文化素養的成效評估 

林柏翰教授 

  師資生跨文化素養的成效該如何評估，實際上國內外都有這樣的問題，在評

估方面沒有絕對的標準。國內有幾個量化的 scales（量表），那些量化的 scale 當

初在設計的時候，背後包含了一些因素，我會建議如果國內有學者想從這方面著

手的話，其實可以去研究這些 scales 有哪些共同性，也就是跨文化素養可能包含

的因子。 

  但有另一個問題，scales 的開發跟驗證會跟當地的文化與驗證樣本有關，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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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如果要拿國外的量表在國內用的話，還是需要再調整跟驗證，這塊研究是可以

做的。 

聽懂各種腔調的英語做為溝通媒介 

陳瓊花教授 

  要會用多國語言會有實際上的困難，光是英文就不太容易了，語言基本上就

是要多用，用了之後才能真正學習到，所以讓我想到文化的理解或文化的溝通，

其實某種程度上，各種不同的文化可以透過同一種語言，來了解各種不同的文

化，這件事情是可以發生的。 

  我們可以善用電視、網路，電視可以用多頻道，光是英文就有各種，例如新

加坡英文、香港英文，學生就不會固著只聽得懂美式英語。現在新聞報導的時候，

很常會提到食衣住行、當天發生的事情，其實這當中都有很多切面可以學習。 

  師培的課程在老師的教材教法或者是專業課程的某個部份，有一點的時間

讓學生去做這件事情，他們可以自己選擇議題，做一些連結，也許也是一個方式。 

把跨文化學習融入教材教法課程中 

    剛剛提到評量（或評估）這件事情，現在不管是 12 年國教或是終身學習，

如何讓學生可以自我理解，自己有沒有學到，如何透過評量讓學生養成自我檢

核，來顯現學生的學習，讓這件事情可以發生。所以也許我們可以善用 E 化的學

習檔案。跨文化的策略、方法可以融入在學習內容，我的規劃是非常多元的，在

一開學時，就會告訴學生他們要做的事情，包含發表、小組討論、做課程教學、

省思等，他們就會有概念，最後要做自我評量，所以學生的學習不是完全老師給

成績，而是學生看自己如何學習，所以我上教材教法上了一、二十年，都是用這

樣的方式。 

  很重要的是學生如何看待自己，另外也可以規劃額外的分數讓學生去爭取。

我一直覺得如何在課程中有一段時間讓學生有自主學習方案，可以自己去探究

議題，讓評量回歸到學生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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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待外國學生也是跨文化學習的好機會 

吳麗君院長 

  我想到一個 case，一位大學生去奧地利做半年的交換，他告訴我說奧地利要

求他在開課前的三個星期要先到，到當地二到三週之後，奧地利幫他做當地所有

文化的介紹，非常的深刻。這位學生只是去半年而已，讓半年交流的學生，進去

上課之前，先深入了解他們的文化，避免不必要的衝突。 

  從跨文化素養的角度來看，在我們師培的部份，對外國的學生來臺灣，是否

了解我們的文化這塊，我們可以多盡力。他們進來之後，如何讓他們有空間和我

們的學生彼此學習，讓我們不見得常常有機會出去的學生，因為他們，讓自己的

國際視野不一樣，我覺得這是非常重要的。 

陳瓊花教授 

  關於如何讓外國學生和本國學生可以互助交流，也許可以教他們打麻將，遊

戲是我們可以做的。 

吳麗君院長 

  外國人對我們的印象就是都會打麻將，我記得我去英國的時候，英國人說教

我打麻將。 

結語 

黃政傑教授 

  感謝兩位與談人提供非常寶貴的意見。針對今天的內容，我簡單歸納幾點。

第一點，要提供給學生接觸不同文化的機會，不管在正式課程、非正式課程或是

潛在課程中都可以做。文化的性質很多元，我們講多元文化不只是不同國家的文

化，有時候講不同民族的文化，一個國家有很多的民族，一個民族可能組成很多

國家，其他還有宗教、性別、年齡、政治等因素可以區別出不同文化，讓各種文

化有接觸的機會，是很重要的。 

  第二點，在教學法方面。用設計教學方法，讓學生可以共同合作來做計畫，

實際上動手做，老師可以將不同文化的學生分散在各組，讓他們有合作的機會。

每個不同的計畫在運作的時候，可能會有不同的組成，這樣學生可以接觸到不同

文化的同學，這樣的安排應該會蠻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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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點，從溝通、互動，培養人際的情感，加深文化之間的理解，這個是大

家花很多時間去努力的。另外特別要留意，跨文化素養的評量其實是很難做的。

就教育的立場，很難用大規模測驗的作法，因為老師教跨文化素養，可能現場就

要評估學生的學習表現，老師要馬上給學生回饋，這是師生互動的現場，可能老

師要去觀察，再去回應。另外提到學生自我的省思，這也是很重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