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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化」的定義廣泛，在德語課程裡經常以德語區的節慶、各地小吃、經濟產業等為主題

以介紹地方特色等形式來傳達文化，目的在使學習者對目標語之文化背景有所認識，並用目標

語做適當的跨文化溝通。課程中經常單方面的以目標語文化特色為重心，造成教學上忽略學生

對「文化」的概念生疏，也忽略了學生對自己母語的「文化」認識不深，然而，跨文化交際並

非單方面的對德語區文化的認識，而是也應能藉著習得之外語將本身的文化傳播到國際舞台，

達到雙向文化交流，才是真正的跨文化溝通。 

  本論文闡述 Studio d 系列德語教材編撰者以何種形式傳達文化認知，舉例本人在德語教學

實務經驗中如何逆向思考，以任務型教學法啟發學生的文化認知，不去影響學生既有的文化認

知，加強學生對台灣文化的認識，並以習得的德語作為工具介紹台灣文化城市及其特色；綜合

歸納學生的文化認知，找出學生的「文化」概念層次，加強學生對本身文化的認識，以期落實

雙向跨文化交際之終極教學目標。 

關鍵詞：跨文化溝通，文化教材，任務型教學法，文化認知，德語教材分析，德語教學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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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ord “culture” is used to describe the distinctive behaviors, ideas and beliefs of the people 

living in a particular geographical area. To learn a foreign language implies concurrently learning the 

culture of the target language; therefor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tasks in learning the language is to 

engage in appropriate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This task can be achieved only if the cultural 

backgrounds of the speakers on both sides ar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Teachers of a fore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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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guage usually focus on the target culture while teaching that language and pay less attention to the 

receptive facilities the students already have, that is, how they understand the foreign culture via their 

own strategies. 

     Usually holidays, foods and economic production are the main topics in textbooks for German 

as a foreign language and various courses focusing on the German nation and its people. Accordingly, 

this research is an attempt to (1) analyze the way that the target-language culture is presented in 

German textbooks and (2) explore ways to determine the cultural concepts of the students. This report 

presents a teaching example, in which I used a task-based instructional method to stimulate the 

students’ awareness of their own cultural concepts in their study of German language courses. 

Through those tasks, the cultural awareness of the students was aroused without direct reference to 

the phenomenon. 

Key Words: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interkulturelle Kommunikation, task-based teaching, 

culture/ Kultur, textbook anaylsis/ Lehrwerkanalyse, German as foreign language/ 

Deutsch als Fremdsprache 

 

一、緒論 

  學習外語，誠如 Kramsch 所言， 

Learning a foreign language...is not just learning a new way of 

communicating, but a way of making a cultural statement. 

(Kramsch, 1993, p. 237)， 

應當同時認識與理解其目標語文化，因為學習外語的目的無

非是要透過外語作溝通，使用語言基本的功能。此溝通無論

是在軍事上、政治上、外交上、文化上、經濟上或社會上人

與人之間友誼的建立、情感的交流，都需要有跨文化的知識

與背景，否則可能造成誤會與誤解而有不同嚴重程度的後果

（戚雨村，1994，頁 19），如 Picht 所言： 

Begegnung zwischen Menschen ist immer auch die 

mißverständnisträchtige Begegnung zwischen den Kulturen, 

denen sie entstammen” (Picht, 1995, p. 66)。 

  60 年代末至 70 年代在外語教學界熱烈討論如何傳遞文

化背景的國情學、如何透過教科書傳遞文化以及訂定適當的

語言教育目標 (Firges & Melenk, 1995; Picht, 1995)，自此國

情學 “Landeskunde” 在語言課程設計裡越來越受重視，近

年來更成為外語課程設計的核心重點之一。Hüllen 認為，學

習外語的目的不外乎是與人溝通，因此，在課程設計中應重

視語言交際能力的培養 (Hüllen, 1995)。Buttjes 亦認為，跨

文化交際能力有別於一般聽說讀寫的語言能力，應獨立出來

培育 (Buttjes, 1995)。學生在學習一門外語的文法與字彙的

同時，在理解篇章、理解視聽、口語發音與表達以及以書寫

方式表達這四方面的訓練之下，擁有的外語表達能力還不夠

完全，因為缺乏目標語文化的知識是無法選擇適當的字彙、

適當的文法來表達真正的意思1，也無法正確的理解篇章或

聽懂一段報導。在外語教學課堂中常發現，在篇章的理解

上，即使學生查了所有的單字，沒有文法上的困難，有時候

前後讀了幾遍，還是無法理解篇章的意思。這顯露出，在聽

說讀寫的語言能力訓練之下，目標語文化的認識與理解在跨

文化溝通上有其重要性與必要性。因此，學生對自身文化

（Ausgangskultur）的瞭解程度以及學生如何理解目標語文

化這兩個研究議題顯得格外重要。此言意味著，即使教授同

質性高的班級，教師不能理所當然的認為，來自於同一個文

化背景的學生們對於自身的文化認知沒有絲毫的差異性。相

反的，同質性班級的學生們可能有著不同的文化認知、理解

文化的方式也不同，因此，在教授目標語文化的同時，教師

應顧及學生既有的文化認知，以培育學生適當的跨文化溝通

能力。 

  有鑑於此，本論文將探討以下幾個問題： 

1. 什麼是學生既有的文化認知？ 

2. 學生對自身文化的認識到底有多少？ 

3. 學生又是以何種文化認知為基礎來理解異文化

（Fremdkultur）？ 

4. 文化本身可以是具體的建築，藝術，音樂等，也可以是

無形的思想，傳統，語言，風俗等，而在德語教材裡，

編輯者如何將文化傳遞出來？ 

5. 教學上應該用什麼方法讓學生理解編輯者傳遞出來的文

                                                 
1 例如德語虛擬式 Konjuntiv II 的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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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訊息？ 

  本文將在文獻探討裡綜觀書籍中針對文化提出的概念

及字彙，歸納出一般人對於文化的概念，接下來闡述文獻中

關於文化傳遞在跨文化溝通裡的必要性，探討德語教材中與

德語教學上如何傳遞文化。在研究方法裡敘述本人如何在德

語教學實務中配合教材 Studio d A2 第八課主題（Kultur 

erleben）及其下標題「歐洲文化之都」（Kulturhauptstädte 

Europas），在教學時不直接跟學生講述德國文化為何，而

是透過任務型教學法探究學生的文化認知，讓學生有意識地

呈現他們大腦裡的文化認知，將教學研究結果呈現出來供外

語教師作參考。在第四章，本人將綜合討論用任務型教學法

來讓學生意識到自己的文化認知是否有改進之處，提出在德

語課程中用此方法之困難處以及建議。本論文要旨為德語教

師在教學中應非單向的讓臺灣學生認識德語區文化，而是同

時讓臺灣學生內省自身的文化認知，自己去比較自身文化與

目標語文化的差異，藉著習得的外語將自身文化傳播至國際

舞台，以促進成功的雙向文化交流，達到跨文化溝通的教學

目標。 

 

二、文化認知與文化傳遞 

  本章節首先綜觀書籍中針對文化提出的概念及字彙，歸

納出一般編輯者對於文化的詮釋，接下來闡述文化傳遞在跨

文化溝通裡的必要性，探討德語教材編輯者對德國及德語區

文化的詮釋，與德語教學上如何傳遞目標語文化。 

（一）文化認知 

  「文化」一詞涵蓋相當廣泛，每個人在其定義與理解上

並非完全一致，一般在定義上分為廣義及狹義的「文化」。

人類社會文明發展過程的產物為廣義的文化，在 “The Idea 

of Culture” 一書中，作者 Eagleton 多次將「文明」

“civilization” 與「文化」 “culture” 相提並論  (Eagleton, 

2000)，意指 “general process of intellectual, spiritual and 

material progress” (Eagleton, 2000, p. 9)。在 Briel 編著的德語

文化字彙本中，更以 Kultur/Zivilisation 並列在文化一詞做解

釋名詞 (Briel, 2002, p. 80)。但 Kolinsky 與 van der Will 則認

為，在德文裡，文化 “Kultur” 與文明 “Zivilisation” 這兩個

名詞意思不盡相同，Kultur 意指精神上的創造物，而

Zivilisation 指的是政治與社會組織，並且涵蓋在文化一詞之

下 (Kolinsky & van der Will, 1998, p. 2)。由此可見，文獻當

中對於常見的「文化」與「文明」這兩個名詞不但不刻意做

區隔，反而是拿來相提並論，因此本論文在此對於這兩個名

詞不再多做區別與解釋。 

  而在狹義的定義上，文化有兩種主要的表現形式，一種

是以外顯的方式傳達出來，例如將文化表現在音樂，藝術，

建築，文學等方面，另一種是以內含的方式存在人類社會

中，例如，教育制度，政治，哲學思想，傳統節慶，生活方

式等。戚雨村在《語言、文化、對比》一文中提出辭典對「文

化」一詞的定義，它說：「廣義的文化指人類社會歷史實踐

過程中所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狹義的文化指

社會意識型態，以及與之相適應的制度和組織機構；有時也

特指教育、科學、文學、藝術等方面的精神財富，以與政治，

經濟，軍事等方面的知識和設施相區別」（戚雨村，1994，

頁 13）。而綜合戚雨村在文章中對「文化」一詞的論述，

文化可以被理解成知識、信仰、藝術、道德、法律、習俗、

習慣、思想、文學、音樂、建築、哲學、科學技術、生活方

式、行為準則、社會組織與相互關係。 

  文化是一種社會現象，一種歷史現象並具有民族性，可

分成 3 個層面來定義：物質文化、制度習俗文化與精神文化

（戚雨村，1994）。在第 2 及第 3 個層面可看出，文化會透

過語言來傳達，語言也被稱為文化的載體（蘇新春，2006，

頁 51），是表現文學及人類思想的一個媒介，隨著社會的

發展、文化的變遷，語言在語用上（Pragmatik）會跟著改

變2。因此，文化與語言的關係密不可分。 

  既然「文化」涵蓋如此廣泛，而人人理解不盡相同，綜

觀文化叢書，一般書籍作者對文化一詞的概念為：在 

“Modern German Culture” 一書中，作者 Kolinsky 與 van der 

Will (1998) 從歷史演進角度來看現代德國文化，自 1789 年

法國大革命起至二次大戰後德國分裂又統一（1945-1990） 

(Kolinsky & van der Will, 1998)，德國本身與歐洲乃至全球

政治、經濟及社會的大變化造成德國及歐洲國家的衝擊與劇

變，因此，整個歐洲，尤其是德國及其鄰國在文學、藝術、

建築、電影、戲劇、舞蹈、音樂、科技通訊媒體、新聞媒體、

電視與廣播等文化產物的創造上更是受到政治與社會的刺

激而有表現每一時期特色的作品 (Kolinsky & van der Will, 

1998)，在這本書裡，「人」也是文化認知的一部份，如：

老百姓 “citizen”，國家認同 “national identity”，菁英與社會

階級 “elites and class structure”，猶太人 “Jews”，非德裔之

                                                 
2 Biechele 與 Padrós 也有此看法 (Biechele & Padrós, 2003, p.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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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勢團體 “non-German minorities” 等等。 

  再從三本德國文化字彙書籍來看，一般編者的文化認知

的確與 Kolinsky and van der Will (1998) 有雷同之處 (Briel, 

2002; Roberts, 2000, 2004)。從 Briel 編著的 “German Culture 

and Society” 中列出的文化字彙看出，字彙的類別有3： 

1. 教育制度（如 Abitur、DAAD）； 

2. 文學（如 Gruppe 47、Konkrete Poesie）； 

3. 人物（如 Sophie Scholl 以及以下 17 種人物：政治人物、

企業家、文學家/作家、哲學家、藝術家/畫家、導演、舞

蹈家兼電影人、導演兼藝術家、導演兼作家、拍過跟猶

太人主題相關的電影導演、寫詞作家、運動員、詩人、

演員、建築家、音樂家、集合名詞，如知識份子、經濟、

社會、建築、媒體，如新聞，電影，電視與廣播、藝術、

猶太籍作家、與猶太人相關的政治活動與人物、語言、

戲劇、宗教及節日、政治、國家認同、社會運動、飲食、

體育活動、音樂、社會制度、文化認知與其它。 

  從上述所列的 22 種字彙可看出，作者的文化認知偏重

文學及作家、政治及政治人物、社會經濟、媒體、娛樂及電

影工作者。不管是哪一個編者，提到文化一詞，都會提及語

言並指出語言是文化的一環，例如 Roberts 在 “German 

Language and Life” 書中，先以德國歷史角度切入文化主

題，再以德國語言、文學與哲學、藝術與建築、音樂、傳統、

節慶與民俗、科技、飲食、媒體、電子通訊、政治、法律、

教育、健康、居家生活、交通運輸、工作與休閒、德國人刻

板印象、常見的德國人名字、宗教、女性主權、種族議題（如

猶太人）、德國人身份認同 “German identity”、經濟與環保

等各方面敘述德國社會與文化 (Roberts, 2000, 2004)。 

  相較之下，在台灣文化裡，家庭倫理以及飲食特別受到

強調，這些方面的風俗民情，在跨文化溝通時應當特別注

意，例如，多數的節慶跟拜拜儀式有連結，如：中秋節、清

明節、新年、結婚習俗等等都會有祭祖拜拜儀式，這是文化

中重視家庭倫理的表現，另外，節慶與飲食文化更是結合在

一起。一本撰寫台灣文化與習俗的書 (Davison, 1998) 雖然

也是從歷史角度切入文化主題，並且在延伸主題下偏重社會

與家庭，其中雖有提到宗教、節日、娛樂、電影、戲劇、電

視、體育、音樂、舞蹈、文學、繪畫、建築、飲食、教育、

                                                 
3 字彙在此書當中，大部分用英語，部分則用德語，故下列例子英語德

語交錯，中文部分為本人之翻譯或註解。 

生活形態、經濟等，卻沒有提到語言、政治與軍事等部分4。 

  藉著以上從文化叢書裡探討的文化認知，本論文明確的

點出，台灣學生的文化認知與德國人的文化認知可能有出入

之處，在第三章會以實際教學中採集的實證資料作為佐證。 

（二）文化傳遞與歐盟評審之文化認知 

  在文化傳遞上，歐盟國家也在會議上訂定相關條文，自

1985 年起每年遴選出代表歐洲文化的城市成為「歐洲文化

之都」（Kulturhauptstädte Europas），目的在於促進歐洲各

地區的文化融合，將地方文化特色介紹給歐洲民眾 

(Luxembourg: Office for Official Publications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2002, p. 69)。成為文化之都的城市，可以得到

歐盟的經費補助舉辦各項文藝活動，除了吸引觀光客、促進

文化與經濟發展、得到市民的認同、在整個城市發展上具有

正面的意義之外，尚要盡文化之都的義務，也就是推行文藝

活動、積極的將自身文化向其它歐盟會員國推廣、促進文化

交流與合作、支援文化政策與開發創意性工作、鼓勵大眾使

用多媒體交流、加強文化溝通與理解對方文化之價值等等 

(Luxembourg: Office for Official Publications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pp. 69-70)。 

  歐盟國家在會議上一致裁決，每年由歐盟會員國輪流推

派城市，代表國家取得歐洲文化之都的頭銜，例如，2008

年由英國提名，2009 年由奧地利，2010 年由德國，而法國

則可望在 2013 年提名成為歐洲文化之都（Luxembourg: 

Office for Official Publications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2002, p. 72）。2009 年以後，新的歐盟會員國也會加入遴選

歐洲文化之都活動，也就是說，2009 年之後，每年都會有 2

個城市被選為當年度的歐洲文化之都，目前歐盟議會已經一

致裁決各國提名順序（資料來源：http://de.wikipedia.org/wiki/ 

Kulturhauptstadt_Europas），這個提名順序是由 15 個歐盟會

員國輪流提名一個城市以及 10 個新加入的歐盟會員國輪流

提名第二個城市，而 2019 年以後改為每年僅有一個城市會

被票選成為年度歐洲文化之都5。非歐盟國家亦可參加文化

之都選拔，並按照歐盟會員國之規定，於 4 年前在歐盟議會

中提出申請參加選拔，歐盟議會的評審委員依規定及評選標

準投票選出當年度歐洲文化之都 (Luxembourg: Office for 

Official Publications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pp. 

                                                 
4 這本書忽略了語言和政治與文化及文化發展息息相關。 
5 以後不會只提名一個城市來票選，而會提名多個城市提供委員們參

考。相關規定還在歐洲議會修正。參考：http://de.wikipedia.org/wiki/ 
Kulturhauptstadt_Europ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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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70)。從歐盟評選標準看出，有許多點放在藝文活動的推

行上、創新的藝術作品、促進經濟與觀光產業、使歐洲民眾

對文化認識，也將歐洲文化推廣至世界各國。由此可見，歐

洲議會的評審對於文化的具體表現放在藝術、建築、遺跡/

古蹟、生活、音樂、舞蹈、戲劇、視覺傳達藝術、電影、對

歐洲文化的認同、媒體科技等等，並沒有直接提到語言層

面、宗教、節慶、體育、交通、飲食等等，跟一般文化叢書

作者的文化認知的層面不同。 

  為達到將歐洲文化推廣至世界各國，語言扮演著很重要

的角色，文化的傳遞亦需要跨文化知識作為後盾，因此，除

了在德語教材裡應放入文化教材以外，在德語教學上也應適

當的傳遞目標語文化，但是文化認知很廣泛，縮小範圍後編

入語言教材難免失真，表達不夠貼切，誠如 Firgens and 

Melenk 所言： 

Der thematische Rahmen der Landeskunde ist sehr breit; …eine 

Fülle von Themen, die systematisch zu erfassen nahezu 

unmöglich ist” (Firgens & Melenk, 1995, p. 513)。 

  下一節將呈現目前台灣使用的德語教材裡的文化題材。 

（三）德語教材裡的文化傳遞  

  目前6臺灣各大專院校使用的德語主教材有 em neu 

(Brückenkurs, Hauptkurs)、Lagune 1, 2、Optimal A1, A2, B1、

Passwort Deutsch Band 1-5、Schritte international Band 1-5、

Studio d A1, A2, B1 跟 Themen aktuell 1, 2。為得知教材編輯

者的文化認知，本文將比較 em neu、Passwort Deutsch、

Schritte international 跟 Studio d 這 4 套主教材的文化題材及

其在教材裡呈現的文化傳遞方式7。 

1. em neu Brückenkurs 與 Hauptkurs 

  em 教材為歐洲 B1（plus）以及 B2 語言程度，教材包

含聽說讀寫四部份的訓練，其主題有：工作與休閒、家庭、

節慶、學校、飲食、電影、旅行、音樂、體育、流行、人物、

語言、地方、消費、未來生活、職業、愛情、媒體、健康與

交通。從單元主題看來，每一課都跟上一節歸納出的編輯者

文化認知有不謀而和之處，但就內容而言，文化部份卻十分

                                                 
6 「目前」指的是：96 學年度第一學期（郭尚芬、黃于庭，2008）。 
7 本文章選擇 Studio d 這一套教材是因為它是研究對象使用的課本；而

Passwort Deutsch 與 Schritte international 各有 5 冊，其教材設計從語言

能力 A1 編到 B1，因為冊數較多，涵蓋的主題應該較廣；em 教材是

這七種教材之中唯一有編 B2 課本，故也被選來探討。其它教材則因

研究目的不在教材分析，故不逐一分析，因此，藉由這四種教材來探

究教材編輯者的文化認知。 

貧瘠。 

  從課本編排方式看出，文化傳遞的方式有：篇章理解、

聽力練習、情境對話練習、圖片與圖表（例如教育制度，參

見 Perlmann-Balme, Schwalb, & Weers, 2006, p. 50）。大部分

的文化傳遞呈現在篇章閱讀，例如報章雜誌、e-mail 信件、

廣告或海報（例如：Perlmann-Balme et al., 2006, p. 101, 

Perlmann-Balme & Schwalb, 2007, p. 85）、散文、故事、證

書、人物（例如：Perlmann-Balme & Schwalb, 2007, pp. 

14-15）、電影介紹、德國歷史（例如：Perlmann-Balme et al., 

2006, p. 82）、介紹音樂家、傳記（例如：Perlmann-Balme & 

Schwalb, 2007, p. 21, 38）、介紹餐廳等等。聽力方面的文化

傳遞透過新聞報導、歌曲和廣播。以使用圖片傳遞文化訊息

這一方面，em 教材顯得有不足之處，除了少數幾張助於瞭

解德國飲食（例如：Perlmann-Balme et al., 2006, p. 21, 57, 60; 

Perlmann-Balme & Schwalb, 2007, pp. 134-135）、一份不具

文化意味、關於柏林觀光導覽地圖（Perlmann-Balme & 

Schwalb, 2007, p. 43）、一張無法發揮文化傳遞功能的咖啡

屋的場景、3 張特殊建築物圖片中只有著名的百水屋圖片 

（Perlmann-Balme & Schwalb, 2007, p. 51）還具有文化意義

在裡面以外，其它圖片及插圖對於篇章或聽力的理解沒有太

大的意義，無法輔助教學或幫助理解文化主題。 

2. Studio d A1, A2 與 B1 

  在文化傳遞方面，Studio d 系列教材在各教材中顯得勝

出許多，一打開教材的封面的內頁，A1 課本的封面內頁是

一張德國與鄰國地圖，上面劃分德國 16 個城邦分界與各城

邦的名稱及其首都，另外還將德語區－瑞士、奧地利、列支

敦斯登（Liechtenstein）-用顏色標出來。A2 的封面內頁是

一張世界地圖，B1 的封面內頁是歐盟國家，並用顏色區隔

加入歐盟組織的時間點及使用歐元的國家。教材一開始就給

予許多歐洲文化背景資料，而在這一套教材使用的圖片，

DVD 影片，都具有各方面的文化資訊，從音樂、建築、藝

術到人物、社會制度、經濟貨幣（例如：Funk, Kuhn, & 

Demme, 2005, p. 23, 28; Funk, Kuhn, Demme, & Winzer, 

2007, p. 30）、政治、風俗民情、德國飲食（例如：Funk et al., 

2005, pp. 162-175）、便利超商商品（例如：Funk et al., 2005, 

pp. 162-175）、日常生活用品、德國企業與品牌（BMW、

DB、VW、ZDF 等）從工業到娛樂圈、德國人最喜愛的滑

雪運動（例如：Funk et al., 2005, p. 188）、足球運動（例如：

Funk et al., 2005, p. 179）、鄰國、語言、人物（例如超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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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 Heidi Klum，Funk et al., 2005, p. 42）、德國人居住情形

（例如德國廚房，用電爐做菜，參見 Funk et al., 2005, p. 65, 

68）、在德國學德語的教室場景（例如：Funk et al., 2005, p. 

8, 10, 15, 16, 18, 30, 74，真實照片不勝枚舉）、德國古老時

鐘─咕咕鐘、德國人最喜歡的談話主題～天氣等，也都有圖

片與篇章輔助理解（例如：Funk et al., 2005, p. 182）。各種

傳遞文化的圖片不勝枚舉，同一個文化主題，放的圖片不只

一張，而且是多方呈現真實照片，不僅課文中有真實照片，

在課後文法練習裡也有圖片輔助理解篇章或對話情境的照

片。 

  Studio d 系列教材的主題有：咖啡文化、語言/語言班、

國家及語言、人物與居住、時間、方向、職業、柏林、度假、

飲食、衣著與天氣、健康、語言與自傳、家庭成員、旅行與

運輸工具、休閒、媒體、外出、生活、體驗文化、工作、節

慶與禮物、電影、發明、歷史、Momo 故事、壓力等生活情

形、男女角色、德國大城市及魯爾區歷史、學校制度、氣候

與環保問題、跨文化衝突、年齡與人生階段、移民、歐洲與

政治。就文化傳遞方面，不僅用圖片輔助理解，尚配合各類

閱讀篇章、DVD 視聽、情境式對話等等，將德國文化及德

國人習慣表達得較為貼切，例如，德國的咖啡文化、守時的

個性表現在約時間以及搭交通工具上、談論時喜歡聊天氣、

星期四晚上固定和朋友外出（Stammtischtag）、重視休閒與

健康。在德國城市介紹方面，不同於教材 Passwort Deutsch

每一課以一個城市為主題做介紹，Studio d 系列教材將曾經

得過歐洲文化之都頭銜的城市～Berlin、Weimar、Essen und 

das Ruhrgebiet 介紹出來。在文化傳遞上不流於片面與膚

淺，而是呈現一般人對德國的印象，尤其是將環保意識 

(Funk et al., 2007) 以及跨文化議題直接編入教材裡（例如：

Funk et al., 2007, pp. 78-92, Schule interkulturell）。 

3. Passwort Deutsch 1-5 冊 

  教材 Passwort Deutsch 一共有 5 冊，第 1 冊為 A1 程度，

2、3、4 冊為 A2 程度，第 5 冊為 B1 程度，此教材偏重文

法與聽力教學，其主題涵蓋有：家庭、城市和德語區地方如，

Freiburg、Hamburg、Leipzig、Salzburg、Nürnberg、Basel、

Bochum、Frankfurt an der Oder、Berlin、Aachen、Dresden、

Wien、Zürich、Stuttgart、Hannover、an der Nordseeküste、

Saarland、München、Pontresina、Kärnten、Jena、den Rhein 

entlang、Bern、am Bodensee、Graz、Mainz、Göttingen。在

文化傳遞上，雖然都是小切面呈現城市或地區風貌，卻因為

地方遍及德語區，所以在聽力方面，可以傳遞各地區人民特

殊的講話的方式與口音，傳遞標準德語以及非標準德語在用

字、表達以及發音這些方面的差異。這一套德語教材偏重文

法教學，就文化方面，第 1 冊僅簡單介紹 Leipzig 的教堂與

名人  (Albrecht, Dane, Fandrych, Grüßhaber, Henningsen, 

Kilimann, & Schäfer, 2001)。從第 2 冊開始有簡短介紹工作

與休閒、天氣、Salzburg 旅遊卡、莫札特巧克力，介紹音樂

家莫札特、聖誕節常吃的薑餅以及用薑餅做成的模型屋（薑

餅屋）、瑞士語言區、民族大熔爐地區 Basel、Bochum 的

煤礦歷史、位在柏林的國會大廈、國際嘉年華會、德國節慶、

文學選讀等主題與方式傳遞文化 (Albrecht, Dane, Fandrych, 

Grüßhaber, Henningsen, Kilimann, Knaus, et al., 2001)。從第 3

冊開始加強文化方面的訊息，如馬術比賽、德國著名的餅乾

品牌 Lambertz、歐元貨幣、繪畫、歷史、維也納的百水屋、

咖啡文化、華爾滋舞會、Sisi 公主的故事、文化猜謎（例如：

Albrecht, Fandrych, Grüßhaber, Henningsen, Hesselmann, & 

Tomaszewski, 2002, p. 54）、德國品牌 Bosch、文學家 Schiller

的自傳。從第 4 冊開始，所編入的文化議題令人感到耳目一

新，主題有：北海風景、島上生活與民情、風力發電、海上

傳說、德國的新居民（移民者、外籍勞工、難民等），談到

德國社會福利制度、慕尼黑啤酒節、德國兩大城市慕尼黑與

柏林南北生活方式的對比、德國最受歡迎的電視節目 

“Lindenstraße” 及劇中主角介紹，介紹阿爾卑斯山滑雪勝地

Pontresina、觀光、著名的 Heidi 故事、奧地利地區、德國政

治體系（例如：Albrecht, Fandrych, Grüßhaber, Henningsen, 

Hesselmann, Kilimann, et al., 2003, pp. 60-61）、德國地方慶

祝會，特別介紹傳統與習俗（例如：Albrecht, et al., 2003, p. 

64）、德國暢銷書籍（例如：Albrecht, et al., 2003, p. 72） 等

等。第 5 冊傳遞的也是德語區多文化的一面，文化的理解大

多用篇章形式表現出來，聽力上的理解也佔教材的一大部

分，文化主題上有 Lorelei 的傳說、最受瑞士與德國人歡迎

的卡通 “Goscinny und Uderzo”、瑞士巧克力、Emmental 乳

酪、傳統飲食乳酪火鍋 Käsefondue、喜歡踩腳踏車的一面、

度假勝地 Bodensee、Mainau、Lindau、飛行船（例如：Albrecht, 

Fandrych, Grüßhaber, Henningsen, Hesselmann, Kilimann et 

al., 2004, p. 42）的發明、發明印刷術的 Johannes Gutenberg、

受德國人歡迎的故事 “Max und Moritz”。 

  這一套教材從第 4 冊開始，在主題選擇上很特別，例如

介紹飛行船、德國新移民、德國人喜愛的運動比賽之一～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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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德國地方慶祝會、德國人最喜愛的公主 Sisi、奧地利音

樂家代表～莫札特、嘉年華會、文學選讀、故事選讀。主題

更是涉及社會制度、政治體系、教育制度，尤其是呈現德語

區語言與文化的對比，展現標準德語以外的口語表達方式，

表現出語言與地方文化息息相關的一面。與其它教材不同的

是，Passwort Deutsch 選擇的文化主題較小、較具體，雖然

在教材的呈現比較多元化，但卻每一個方面都只有片面介

紹，這就是本文第二章第二節指出的困難之處，教材篇幅有

限，但要傳遞的文化很廣泛，縮小範圍後編入教材難免不夠

深入。 

4. Schritte international 1-5 冊 

  Schritte international 系列教材共有 5 冊，第 1、第 2 冊

為 A1 語言程度，第 3、4 冊為 A2 語言程度，第 5 冊則是

B1/1 程度，此教材偏重聽力教學，其文化傳遞部份主要表

現在主題（聽力）與情境對話上，閱讀篇章較少，偶有列出

德語區文化對比，如第 1 冊第三課飲食部份（例如：Niebisch, 

Penning-Hiemstra, Specht, Bovermann, & Reimann, 2006a, pp. 

36-37）。文化相關主題有：家庭、飲食、人物（例如：Niebisch 

et al., 2006a, p. 40; Hilpert, Niebisch, Penning-Hiemstra, 

Specht, Reimann, & Tomaszewski, 2006, pp. 66-67; Hilpert, 

Kalender, Kerner, Orth-Chambah, Schümann, Specht et al., 

2007, pp. 30-31, 50-51）、休閒、天氣、柏林、健康、節慶、

自動售票機（Fahrkartenautomat）、標誌（例如：Niebisch, 

Penning-Hiemstra, Specht, Bovermann, & Reimann, 2006b, p. 

22）、教堂、嘉年華會、觀光旅遊資訊、百水屋（例如：

Hilpert, Niebisch, Penning-Hiemstra et al., 2006, pp. 26-27）、

德語區著名糕餅（例如：Hilpert, Niebisch, Penning-Hiemstra 

et al., 2006, p. 36）、歐洲品牌瑞士刀、教育制度（例如：

Hilpert, Niebisch, Penning-Hiemstra et al., 2006, p. 62 的圖

表）、結婚習俗、跳蚤市場（圖片）、樂器、郵局、熱氣球、

標準德語以及其它德語區德語用語對比（例如：Hilpert, 

Kerner, Niebisch, Specht, Weers, Reimann et al., 2006, pp. 

76-77）、電影、電視頻道8、非語言溝通（例如：Hilpert et al., 

2007, p. 45）、歷史（例如：Hilpert et al., 2007, pp. 80-81）。

每一課開始都從一連串的圖片輔助理解聽力內容，在這一連

串的圖片，或多或少可以看出一些文化訊息在裡面，但就整

體而言，此教材在文化傳遞上有加強之必要。 

                                                 
8 例如：WDR, ARD, VOX, ZDF, KIKA, RTL等等 (Hilpert et al., 2007, pp. 

26-27)。 

5. 小結 

  從以上的教材內容分析看出，各教材在選擇文化題材與

本章第二節提到的編輯者文化認知類似，從歷史到文學、藝

術、建築、風俗習慣、人物、音樂、科技、媒體、電視、電

影、飲食、天氣、語言、節日、社會制度等等，只不過將範

圍廣泛的文化主題縮小放在教材中，會有多元化卻不夠深入

的一面。在德語教材裡文化傳遞的形式有：篇章閱讀，聽力

內容，情境對話，圖片/照片以及圖表 5 種方式。表 1 為這 4

套德語教材在文化傳遞上的比較9。 

  在這 4 套德語教材中，本論文的分析結果發現，在文化

傳遞上，Studio d 系列教材比 Passwort Deutsch 較為貼切一

點，因為在 Studio d 教材中的照片很多，DVD 製作也很有

真實感，學生可以自己得到多文化方面的資訊並且用眼睛看

出文化的特色跟區別，也就是除了聽說讀寫四方面的訓練以

外，Studio d 教材中生動、寫實的圖片可以用來訓練學生「看」

的能力，加強學生的觀察能力，而文化訊息的傳遞就不一定

要透過老師講解10。 

  以上比較分析在台灣德語教學的主教材裡所包含的文

化主題，在還未判斷這些教材在文化主題的選擇上是否適

當，首先要註明，這些德語教材皆為由德國人在德國編撰

的，其教授對象為世界上各國學習德語者或在德國學習德語

的外國人，所以不是針對台灣或亞洲學生所編的，所以在文

化主題以及傳遞方式這兩方面不見得符合以下 Buttjes 提出

的判斷文化主題適當性的 4 項標準 (Buttjes, 1995, p. 146)： 

1. Realitätsebene：所選擇的主題是否符合歷史演進。 

2. Konkretionsebene：所選擇的主題是否能被理解，或用言

語表達。 

 

表 1. 德語教材在文化傳遞上的比較 

教材名稱 
篇章

閱讀

聽力

內容

情境 
對話 

圖片/
照片 

圖表 評比

em 多 少 尚可 
有待

改進 
少 尚可

Studio d 佳 佳 佳 優 無 優 

Passwort 
Deutsch 

佳 優 佳 尚可 尚可 佳 

Schritte 
international

少 佳 少 少 少 尚可

                                                 
9 這個圖表所指的比較並無涉及語言說聽讀寫四部份的訓練。 
10 Biechele and Padrós 認為，文化傳遞不一定要透過教師，而是如果教

材選擇適當的圖片，學生可以用看的方式，完成文化傳遞（Biechele ＆ 
Padrós, 2003, pp. 4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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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Transferebene：所選擇的主題是否在其它社會裡也存在。 

4. Identifikationsebene：所選擇的主題以跨文化方式指出文

化異同。 

  當教材選擇的主題，在學習者的社會裡有不符合以上 4

項中其中一項的情況下，學生比較不易理解該項文化，而教

師在教學上也會比較困難，需要藉助輔助工具教學，如圖

片，影片，或找補充資料等等。那麼，在教學中，可以用何

種方式傳遞文化呢？以下說明在德語課程中文化傳遞的方

式。 

（四）德語教學上的文化傳遞 

  誠如本文第一章緒論所言，自 70 年代起至今，國情學

「Landeskunde」文化傳遞在語言課程設計裡漸漸受到重

視，課程設計的趨勢如 Buttjes 所言，有從人文歷史傳統到

以社會學角度觀察的變化趨勢，從文化教育到日常生活文化

經驗的轉變，也從抽象的社會結構到具體的個人真實體驗 

(Buttjes, 1995, p. 148)。在德語教學上的演進，也從文化角度

去理解篇章到以社會學角度去分析行為。80 年代中葉起，

「interkulturelles Lernen」，「interkulturelle Kommunikation」

等跨文化交際的概念，經常在語言教學領域被拿來使用 

(Krumm, 1995, p. 156)。80 年代興起的「 interkultureller 

Ansatz」補齊了 60 年代以及 70 年代文化融合的觀點，也就

是更進一步的有了學術上的假說（Hypothese），Krumm 舉

出 2 個相關假說：1. Defizithypothese，2. Differenzhypothese 

(Krumm, pp. 156-157)； Defizithypothese 指的是，異文化

（Fremdkultur）對學生來說會造成對該語言與文化有陌生感

（Fremdheit），這個陌生感也表示對該文化有知識上的缺

乏與不足（Defizit），應該於該語言課堂中補足，以消除陌

生感。不過，在做法上應有所區別（Differenzhypothese），

在多文化的社會裡，對於文化背景不同的學生應採不同的方

式傳遞文化。 

1. 文化傳遞的教學目標 

  文化課程的教學目標如 Firges 與 Melenk 所言，在於使

學習者具有跨國溝通之能力： 

Als oberstes Ziel des Landeskundeunterrichts wird heute 

allgemein die Befähigung der Lernenden zur transnationalen 

Kommunikation angesehen＂ (Firges & Melenk, 1995, p. 513)。 

亦如 Buttjes 所說的，以跨文化溝通為教學目標，而它指的

是用外語所做的口語交際以及書面交際，例如理解外文文章 

(Buttjes, 1995)，其目的不僅在於學習語言以及避免不必要的

誤會衝突，尚要研究民族間語言政治上、經濟上的不平等，

偏見，以及種族歧視的起因，進而發展對異文化的好感以及

包容心 (Krumm, 1995)。他說，為防止語言學習者產生刻板

印象或加深已形成的刻板印象，唯獨在外語課程裡有意識的

以跨文化溝通為根本、作為教學方向： 

Nur eine bewußte und fundierte interkulturelle Orientierung des 

Fremdsprachenunterrichts kann verhindern, dass 

Sprachenlernen zur Klischeebildung beiträgt bzw. vorhandene 

Klischees verstärkt” (Krumm, 1995, p. 158)。 

不過 Krumm 也表示： 

Andererseits liegt hier aber auch eine Gefahr der Verfestigung 

von Klischees und Vorurteilen, von simplifizierenden 

Vorstellungen der Fremdkultur, wozu auch Lehrmaterialien, 

insbesondere der Zwang zur Auswahl von Texten und Bildern, 

erheblich betragen kann” (Krumm, 1995, p. 158) 

不當的傳遞文化與不當的教材可能造成更嚴重的後果，反而

會加重對異文化的偏見與刻版印象。因此，在選擇篇章與圖

片時，應更為小心，因為教師的角色不僅是語言訓練者，也

是文化傳遞者 (Picht, 1995, p. 67)。 

2. 文化傳遞的教學方法 

  如上所述，在外語課中，文化傳遞的重要性與必要性是

無庸置疑的，不過，從外語教學法來看，是否有與之配合的

教學法？如果沒有，該如何傳遞目標語文化？以下就從幾個

常見的外語教學法來看，是否有適合傳授文化的教學法。 

（1）文法翻譯教學法 

  最重視語言的形式（focus on form）的外語教學法為文

法翻譯教學法（Grammatik-Übersetzungsmethode, GÜM），

其教學方式為閱讀文章，翻譯句子，分析句型結構，解說文

法規則，以教師為中心教學，學生聽講與做筆記，練習文法

與句子翻譯。用此教學法傳遞目標語文化不外乎選擇文化類

型文章進行篇章閱讀與語言分析，至於文化內容是否會被深

入的探討，則不在此教學法的傳統教學方式裡面，教師需配

合其它的教學方式，如小組討論，影片教學等來傳遞文化背

景，因此，如果沒有文化知識作為後盾，選擇文化類型文章

進行句子翻譯會有困難，所以，教師在使用文法翻譯教學法

教學文化篇章時，還是需要透過其它教學方式補充學生的目

標語文化知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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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直接教學法與聽說教學法 

  直接教學法（Direktmethode, DM）與聽說教學法

（audiolinguale Methode, ALM）是只用目標語直接教學，注

重學生的聽力與口語訓練，目的要讓學生在目標語環境中學

習，其教學方法大致是模仿正確的句子或固定的對話反應，

不斷的重複正確的句子（pattern drill）或重複對答方式，以

期達到流暢且沒有文法錯誤的對話。但若要用此方法達到溝

通的目的還有一段距離，因為在真實生活的交際裡，對話方

式變化多端不可預測，不像是在語言教室裡撥放的教學軟體

一般，固定的問句及相對應的答句。在真實的交際裡，對話

者需考慮時空及週邊環境，對話者文化背景等條件才能作適

當的溝通，所以，這兩種教學法不適合用在外語課程裡傳遞

目標語文化。 

（3）溝通式教學法與情境式教學法 

  溝通式教學法（kommunikative Lehrmethode, KLM）興

起於 80 年代，此教學法的興起與前面提到的文化傳遞在教

學課程規劃（sprachliches und landeskundliches Curriculum）

的演進，有著相輔相成的用意，70 年代熱烈討論的文化傳

遞議題，於 80 年代有了學術上的假說，以及因抨擊直接教

學法與聽說教學法的缺點，改進外語教學的教學目標：不僅

能用外語做適當的溝通，進一步能做跨文化溝通。學外文不

能只學習文法規則，背誦字彙，看懂文章，更要能有文化知

識背景來與人溝通。溝通式教學法與情境式教學法

（situationale Lehrmethode, SLT）則成為至今仍常在外語教

學課被使用的教學方法，尤其是在會話課。用溝通式教學

法，可以將閱讀的文化篇章拿來用口語方式或書寫方式討論

文化異同，而文化議題呈現的方式不限於篇章，影片（視

聽），或圖片，內容不限定於文學，人物傳記，時事報刊，

流行或歷史類別。使用此教學法，文化議題的呈現可以是多

元化的。使用情境式教學法更能將文化產物帶到教室，讓學

生猶如身歷其境體驗目標語文化，不過，使用此教學法有其

困難之處，因為教師需準備真實的物品輔助教學，以德語教

學舉例來說，將在台灣的教室布置成德國的環境，將德國物

品放在教室內輔助教學，讓學生有如置身在德國的感覺，不

是那麼容易。 

（4）遊戲 

  用遊戲（spielerische Lehrmethode）的方式教學，可以

一方面啟發學生的解決問題能力，二方面可以讓學生一起在

遊戲中學習提高學習動機，三方面培養學生互助學習的方

法，第四，用遊戲方式既可教學，亦可成練習方式，更可以

拿來當作測試學生是否有學習到老師所教的。許多語言遊戲

是從一般日常的遊戲演進而來，在一般日常的遊戲加入語言

教學或訓練的部分，成為語言教學法，例如大富翁，比手劃

腳，撲克牌遊戲等11。文化的傳遞自然也可以用遊戲的方式

啟發學生既有的文化認知去理解異文化，進而提高學習動

機。遊戲的設計必須考慮到班級人數，文化議題的挑選（是

否學生可以自行理解）12以及遊戲結束後應如何獎勵競賽的

得勝者。 

（5）默式教學法與肢體反應教學法 

  以默式教學法（silent way, SW）與肢體反應教學法（total 

physical response, TPR）傳遞文化有其困難處，默式教學法

用輔助教具引導學生發現如何發音或理解字彙意思，教師並

不直接教授內容；而肢體反應教學法是學生在聽取教師一段

話或一個口令，而做出的反應動作，類似帶動唱教學。「文

化」在精神層面屬於比較抽象的東西，具體的「文化」表現

在文學作品、藝術品、建築物、音樂歌曲、舞蹈表演、物品

等，若要使用此兩種教學法傳遞文化，則需配合其它教學

法，如 GÜM 或 KLM，先將文化內容理解與傳遞，再使用

SW 或 TPR 做反應。 

  以上分析的教學法中，雖然 KLM、GÜM，以及用遊戲

的方式可以傳遞文化，不過，不表示哪一個教學法為最佳傳

遞文化方式，但與本文的第三章所呈現的以任務型教學方式

啟發（entdeckendes Lernen）學生的文化認知頗有雷同之處，

Picht (1995) 亦 認 為 ， 以 學 生 為 中 心 的 教 學 法

（lerner-zentriert）在文化教學上比較適當，他說，那種啟發

式與有意識的比較學習方式應比透過班遊、交換學生或以觀

光客身份在國外取得經驗較能多加納入教學過程： 

Derartiges entdeckendes und bewußte vergleichendes Lernen 

sollte mehr als bisher Auslandserfahrung durch Klassenreisen, 

Schüleraustausch und Tourismus in den eigentlichen 

Unterrichtsprozeß einbeziehen (Picht, 1995, p. 71)。 

另外，Picht 所指的有意識的文化對比「bewußtes Lernen」

在語言教學實務上是很重要的，Buttjes 也認為，這種有意識

的去比較目標語文化的異同，應該在學習外語之初開始培育 

                                                 
11 更多例子可參考高中英文科教學資源中心：

http://en.tp.edu.tw/game/index.htm。 
12 挑選文化主題的方式可參考前述所列出的 Buttjes (1995) 四項文化教

材適當性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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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ttjes, 1995, p. 147)。不過，Picht 指出，雖然文化學習與

語言學習密不可分、不可切割，但至今在教學上大都只是以

對比形式呈現幾個例子，並無系統性的教學13 (Picht, p. 

71)，Krumm 也認為，在外語課堂上做文化對比的用意，不

應僅僅在於得到文化方面的資訊，而是有意識的開拓對異文

化的視野，卸下偏見與刻版印象，進而對異文化能有批判性

的包容心 (Krumm, 1995, p. 157)。是否目前在台灣的德語教

學實務上仍然是一成不變的只有透過簡單的文化對比方式

傳遞文化有待將來透過教學實證資料去探討與證實。 

（五）綜合討論 

  文化教學的重要目標在於促成成功的跨文化交際，對於

外語教學課來說，另有其教育意義，如 Buttjes (1995) 所言，

因為學生對於異文化帶有好奇心與好感，可提高學生的學習

興趣。從外語教材分析得知，在德語教材裡文化傳遞的形式

有：篇章閱讀、聽力內容、情境對話、圖片/照片以及圖表

等 5 種方式。 

  Buttjes (1995) 與 Krumm (1995) 皆指出，以往在外語教

學實務上的確偏重以篇章形式傳遞文化，而這些篇章不限於

文學或報刊，自傳式的篇章或訪談，Buttjes 更認為用篇章形

式傳遞文化是必要的，他說，文章應明確的呈現社會現況，

它結合了陌生語言與陌生的社會與文化，為理解異文化與學

習語言開啟一道門 (Buttjes, p. 148)，對此 Picht 也表示認

同，篇章形式特別適合用來傳遞文化，抹去偏見，訓練對異

己的敏感度，他說： 

Der Umgang mit Literatur ist in besonderem Maße geeignet, 

Vorurteile abbauen, die Sensibilität für Fremdheitserfahrungen 

zu schulen” (Picht, 1995, p. 71)。 

不過，選擇適當的篇章並不容易，Firges and Melenk 認為，

在語言課程裡以篇章形式傳遞文化時，應當選擇簡單易懂的

文章，並且在教學上多花一點時間去講解，因為學生可能對

於目標語的文化，無論在政治、歷史或社會的認識都不盡相

同，甚至可能一無所知 (Firges & Melenk, 1995, p. 514)。另

外他們也認為，選擇的篇章應該符合現狀，應該隨著社會發

展有所更新，在選擇的主題方面，應該與學生的生活經驗相

關，以提升學習興趣 (Biechele & Padrós, 2003, p. 23)。

Biechele and Padrós 進一步提出，電腦網路及媒體在文化傳

遞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如今透過網路取得新的資訊更為容

                                                 
13 Kramsch (1993, p. 235) 亦有此看法。 

易，現在的學生都能自行上網取得文字、圖片、影片等文化

資訊，有助於文化傳遞，教師不再是提供文化訊息的主要來

源。因此，在語言課程的文化傳遞上應重視學生的文化理解

能力， 

textbooks are never totally satisfactory because foreign 

language learners will ever find new ways of making their own 

hypotheses, of understanding (and misunderstanding) cultural 

material, of using the foreign language to express their own 

unique meanings” (Kramsch, 1993, p. 237)。 

  綜合以上外語教學專家建議，文化傳遞不僅可以與外語

教學結合，在文學課傳遞文化更好，Krumm (1995) 認為，

透過文學教學，不僅可以透過篇章的理解提升語言能力，藏

在文學作品裡的文化價值更值得學生去認識。另外，Krumm

提出改善教材文化編輯，於國高中的外語課加入文化認識的

部分以及改善與培育外語教師在文化方面的知識等 3 個建

議。在教材編輯時，應更新舊文章與舊資料，結合學生的生

活經驗與既有的知識，消除刻板印象，做跨文化對比，設計

練習讓學生觀察與比較文化異同 (Krumm, p. 158)。Buttjes

則建議： 

“Zur ihrer Entwicklung müssen aber durch Simulation und 

Kontakt Lernbedingungen geschaffen werden”，應透過國際筆

友交換信件，或國際交流的方式發展學生的跨文化能力 

(Buttjes, 1995, pp. 147-148)。 

“Dafür ist die kulturspezifische Veranschaulichung (Illustration, 

Medien) ebenso erforderlich wie die Konkretisierung der 

fiktiven Lehrbuchwelt durch Kontakte”，圖片與媒體等輔助文

化傳遞的工具當然也是不可或缺 (Buttjes, 1995, p.147)。 

  在一般的德語教學裡，除了用文化對比、篇章與專題討

論等方式傳遞文化之外，常見的還有使用專案課程

（Projektunterricht），例如：以德國文化週，德語區文化週

等方式出現，做一個專案研究，讓學生做專題報告。最後，

本人認為，Picht 提出的建議很好，他認為：“Die Grundlagen 

internationalen Lernens müssen fächerübergreifend in der 

Schule geschaffen werden” (Picht, 1995, p. 71)，跨文化交際能

力的培養應該是跨領域、跨科系、以及跨國合作的教育事業。 

 

三、研究方法 

  從第二章的探討中得知外語教學中的目標語文化傳遞

是促成跨文化溝通的重要推手，在教學實務中經常是以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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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比，或者講述目標語文化等方式有意識的傳授目標語文化

知識，目的是希望學生帶著目標語文化知識去做跨文化溝

通。不過，究竟學生對自己自身文化認識有多少？他們帶著

哪種層次的文化認知去跟外國人做跨文化溝通？學生又是

以何種文化認知為基礎來理解異文化？以上的 3 個問題都

屬於認知層面上的問題，但該如何研究學生腦子裡在想什

麼？如何研究跨文化溝通時的認知過程？如何將無意識的

心理過程用文字呈現出來？本章節將敘述本人在德語教學

實務中用任務型教學法啟發學生的文化認知，介紹研究對象

與資料收集的過程，分析資料，呈現學生的文化認知層次，

探討以上這幾個問題。 

（一）任務型教學法  

  任務型教學法（task-based language teaching）指的是在

外語教學時，教師為達到教學目標指派一份「任務」給學生，

「任務」的形式有別於作業與練習題，其區別在於作業與練

習題大多是紙本練習（paper work），而指派任務時，教師

只需告知學生所指派任務的最終目標，學生必須自己思考用

什麼方法，運用周邊哪些可取得的資料或資源，綜合應用所

學過的外語知識，以完成任務。 

  使用任務型教學法時，教師責任除了給予明確的任務目

標以外，尚要記錄學生完成任務的操作順序或步驟、完成任

務所需時間（進度）、任務分配與學生互動（參與情況）、

完成任務使用的策略、使用的資源、完成任務使用的語言，

這凸顯出使用此教學法，學生需運用多重生活中的交際方法

（魏永紅，2004）。也就是說，任務具有真實生活中可能出

現的特性；是否完成任務成為課堂評量標準，語言使用的正

確度則不被強調，所以學生會把學習重點放在如何完成任

務，在完成任務過程中有許多交際活動，如要求學生在交際

過程中使用德語，那麼使用任務型教學法不但可以讓學生學

到語言，還可以發展溝通能力，使教學更具教育意義（魏永

紅，2004）。故任務型教學法的特徵有： 

1. 強調用目標語（Zielsprache）互動學會交際； 

2. 將真實生活引入學習環境； 

3. 注重學習過程； 

4. 連結學生個人的經驗作為促進學習的要素； 

5. 連結課堂內外的語言與知識（魏永紅，2004）。 

  但學者質疑，是否教學中能將現實生活情況真實呈現在

課堂中？教學是否能走出教室這個空間？而在語言方面忽

視錯誤，不糾正錯誤的語言使用，這些都是需要再去討論的

部分 (Edmondson, 2008)。另外，Edmondson 亦提出另一個

問題：任務型教學法在外語教學中被使用在支援語言學習，

而非用來教授文法規則，字彙，聽力或寫作，它是一個支援

式的教學法，所以提出，是否將其名詞改為「Task-supported 

language teaching」比較好 (Edmondson, p. 5)？就教學上使

用此方法而言，的確任務型教學是一種支援語言學習的方

式，並非一整個學期每次上課都讓學生自行在完成任務，而

是配合於各種不同的教學法（文法翻譯教學法，直接教學

法，溝通式教學法，情境式教學法，遊戲，默式教學法，肢

體反應教學法等外語教學法）的練習方式之一。 

  任務型教學法引導出來的是任務型學習過程，經由此過

程，學生將呈現腦中的認知以及反應 (Edmondson, 2008, pp. 

11-12)。那麼，使用任務型教學時，運用觀察法，問卷調查

法/訪問法，或錄音學生交談過程，讓學生做討論記錄等可

以收集這種認知學習過程（kognitiver Lernprozess）的資料，

用來做研究。以下第二節將敘述本文資料採集方法與過程。 

（二）研究對象與進行方式 

  為研究出學生認知上的文化認知層次，將透過任務型教

學法引導出學生在學習過程中呈現的認知活動，觀察並記錄

使用任務型教學法時學生完成任務的步驟，使用的策略、資

源、任務分配與使用的語言的情況，並給予學生明確的任務

目標以及完成任務的時間：學生必須於一週後的課堂中提名

並票選台灣的文化之都，提名時必須報告提名理由以及解釋

為何提名該城市。 

  此研究於學生大二上學期14的作文課中進行資料收

集，有二週的上課時間都在電腦教室進行15，學生一人一

機，可以隨時上網找資料。班級學生人數為 20 名，年紀介

於 19-21 歲之間，他們學德文不到一年半的時間，使用課本

為Studio d A216，收集研究資料時，剛好上課本第 8課「Kultur 

erleben」，「歐洲文化之都」（Kulturhauptstädte Europas）

是其中的一個主題，德國城市 Weimar 在課本中被編為文化

焦點，在課本中，列舉出歷屆歐洲文化之都 (Funk, Kuhn & 

Demmer, 2006)，而 Weimar 與 Berlin 是自 1985 年開始票選

歐洲文化之都至今以來唯一代表德國取得頭銜的城市。課堂

一開始，首先喚醒學生的文化意識，讓學生思考：為何

                                                 
14 96 學年度上學期。 
15 第一週可上網資料查詢，第二週報告時可以一邊報告，一邊示範資料。 
16 學生在一年級時使用的課本為 Studio d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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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imar 可以在眾多德國有名的城市17中脫穎而出代表德國

取得歐洲文化之都的頭銜？接下來以提問的方式啟發學生

的認知系統，讓學生思考以下 4 個問題： 

1. 歐洲議會委員們是以何種評判標準遴選文化之都？ 

2. Weimar 這個城市何以能贏得評審們的青睞？ 

3. 如果你是文化委員，你會選擇台灣那個城市代表台灣，

成為台灣文化之都？ 

4. 承上題，你的評判標準是什麼？ 

  學生以兩人至三人為一組，討論以上 4 個問題，並將他

們的文化評判標準寫下來，用此標準去選擇代表台灣文化的

城市。隔週上課時，學生必須在課堂中以口頭報告的方式提

名，最後將書面報告繳回。為避免學生為配合研究而有的非

自然學習行為，教師不事先告知學生要收集資料，但主動觀

察他們的學習活動，或走到小組旁邊提問（類似訪問法），

注意小組成員在用任務型教學法時的互動與交際、使用的語

言、策略與資料來源。從學生的口頭報告與書面報告中去分

析各組評判文化之都的標準，以求得學生的文化認知層次。

也就是說，完全是配合教材進度並運用一個特殊的教學法去

取得可用的研究資料，不會讓學生覺得為了配合研究去做很

突兀的主題探討。 

  在學生做口頭報告時，教師以提問方式代替訪問法，取

得研究對象進一步解釋並做成記錄，以確認教師的記錄與學

生的認知無誤差，同時綜合各組學生的文化標準，將它們明

確地分析與歸納在白版上，讓他們互相看到彼此文化認知的

異同之處，最後在思考後票選出台灣文化之都。 

  由於資料採集於德文作文課，學生需以書面方式繳交作

業，所以，規定作業必須用德文撰寫，其內容為：1. 城市

名稱，2. 選擇原因/標準，3. 簡介城市及 4. 城市文化特色。

同時提醒同學用自己會的德文字或經由查字典而選的字

彙，運用學過的文法跟句型來撰寫，避免將所取得的資料用

翻譯的方式表達。以下第三節為學生用德語書面及口頭德語

報告的資料分析。 

（三）資料分析 

  20 名學生在分組之後一共分成 9 組。這 9 組同學開始

進行小組討論，他們彼此不知道彼此的文化評判標準跟選擇

的城市，分別進行任務。從本人的觀察中發現，大部分的小

組在分配任務之前會先全組討論，講出自己心中認為的文化

                                                 
17 例如，海德堡 Heidelberg，慕尼黑 München，漢堡 Hamburg，法蘭克

福 Frankfurt，科隆 Köln 等大城市。 

之都，並給予解釋，有些組別很快的達成協議18，但也有的

組別有不同的意見，開始各自上網找資料，試圖說服小組成

員以達成共識。他們討論時用的語言為中文，尋找資料也是

上中文網站，一切資料來源為中文。但是寫下來的筆記盡量

用德語，並且在找不到相對應的字彙時會問老師。大部分學

生學習態度積極，但也發現有的小組一直毫無頭緒，埋在網

路世界裡一直找資料，一個一個城市資料一直看，卻無法選

定，無法決定那個城市有具有文化意義，這時教師的作法

是，走到小組關心一下，提醒他們應該先在小組裡討論出文

化的定義跟個人對文化的評斷標準，才能按照標準找到心中

的文化之都。從觀察法得知，部分學生對於自己的文化認知

不明確，對同組成員的文化認知予以接納，部分同學的文化

認知很清楚，可以很快地給予評斷標準，部分同學的文化認

知很模糊不清楚，甚至有同學表示，他不知道什麼是台灣文

化，也無從給予評斷標準。其比例為，約五分之二的同學很

快地講出標準，五分之二的同學文化認知不明確，約有五分

之一的同學對於文化一詞很迷惑。 

  除了從網路上取得資料19，得知地方文化特色以外，有

幾組學生另外約週末到選出來的城市做文化之旅，並拍照作

成電子資料檔供報告時使用，另外，學生也從書籍及地方文

化館取得文化方面的資料。在此過程中，每位學生的文化認

知越來越顯著，個人或小組也塑造出具體的文化標準。以  

表 2 將各組的任務報告內容做總整理。 

  由學生書面報告中看出，學生在講地方歷史沿革時會提 

 

表 2. 學生的文化認知 

組別 文化城市 文化認知 

1 鹿港 歷史、經濟、古蹟/建築/寺廟、旅遊觀光

景點 

2 九份 古蹟/建築/寺廟、飲食/名產/小吃、旅遊

觀光、歷史 

3 澎湖 歷史、古蹟/建築/寺廟 

4 台南 歷史、古蹟 

5 台南安平區 古蹟、歷史、飲食/小吃、觀光景點 

6 豐原 城市認同、生活、飲食/名產、歷史、藝

術、建築 

7 恆春 自然景觀、動植物、傳統文化、節慶、

名產、歌曲、人物 

8 鹿港 古蹟/建築/寺廟、歷史、飲食 

9 鹽水 傳統節慶、經濟 
 

                                                 
18 因為有些同學沒有自己的意見，願意配合小組其他成員完成任務。 
19 大部分是上地方的官方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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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日據時代或荷蘭人，表示，學生也將歷史走過的痕跡當作

文化的一部份，並不會認為，荷蘭的蓋的紅毛城不能代表台

灣文化，也不會否認日據時代留下來的建築物與風貌是台灣

文化的一部份。綜合歸納分析學生的文化認知為：古老的歷

史、經濟發展、古蹟/建築/寺廟旅遊觀光景點、飲食/名產/

小吃、城市認同、生活、藝術、自然景觀、動植物、傳統習

俗、節慶與經濟。 

（四）研究結果 

  從這個任務型教學法得出，學生的文化認知從模糊抽象

到具體呈現，從表 2 可以清楚地看出，部分小組可以多層次

的解釋文化，例如第 2、第 6 以及第 7 組（尤其是第 7 組），

而部分組別對於文化卻只能解釋得很淺，如第 3、第 4 以及

第 9 組。比較第 1 組與第 8 組、第 4 組與第 5 組，這 4 組同

學剛好各有兩組提名相同的城市，但從德文書面報告中看

出，部分組別能在看過資料後，歸納整理出心中的文化認

知，並用自己的表達方式描述中心思想（例如第 1 與第 5

組），而部分組別則會太過於受到資料影響，在德文寫作時

採用翻譯策略，或使用翻譯軟體，使得造句錯誤百出，不知

所言，無法修改（例如第 4 組），而第 8 組同學由於德語程

度較好，所以在撰寫方面比較沒有錯誤，可是就文化認知上

比較沒有像第 1 組那麼多層次。 

  學生的文化認知在完成任務之後，雖然已經很清楚了，

但是由於學生的文化標準已經樹立且產生定型的現象，文化

認知不易被動搖。也就是說，在全班提名與介紹文化城市之

後，在第 1 次票選台灣文化之都時，每組只投票給自己所提

名的那個城市，不願意被說服。而在修改票選方式之後，規

定不可以投給自己提名的那個城市，這時學生需要時間再次

評鑑這提名的 7 個文化城市，經過思考後，台南在第 2 次投

票時當選台灣文化之都。 

  從這個結果來推論，學生可能以古蹟、歷史、飲食/小

吃以及觀光景點為主要的文化認知做出發來認識異文化，也

就是說，在沒有任何教師指引之下，學生可能認為 Weimar

在古蹟、歷史、飲食/小吃以及觀光景點這 4 方面有其特色，

因此取得評鑑委員的青睞，贏得歐洲文化之都的頭銜並且在

他們做跨文化交際時，可能就以這 4 個基本文化認知為出發

點去理解目標語文化，這個假設必須再求取實證資料來確

認，因為跨文化溝通的實證資料難以取得，需在日常生活中

觀察，故此假設是一個推論的開端，有待後續研究慢慢證實。 

 

四、結論與反思 

  外語教學中除了訓練學生的聽說讀寫四方面的能力之

外，尚要在外語課中傳遞文化知識，培育學生的跨文化交際

能力，才能達到外語課的最終目標：使學生具有語言能力。

跨文化交際能力的培育，不僅要透過專業的文化教材或在語

言教材裡編入文化主題，還要透過適當的語言教學法，配合

啟發學生智能的練習方法。在教學法上，沒有一個教學法是

絕對的「適當」，以使用任務型教學法來啟發學生的智能為

例，此教學法本身有其優缺點。其優點是：將真實生活可能

發生的事引入課堂中模擬，啟發學生既有的個人經驗來促進

學習成效，培育用目標語互相交際的能力，結合了課堂內外

的知識。但在語言的培育上，任務型教學法過於重視學習過

程，而語言上所犯的錯誤卻被包容，不會立即被糾正，錯失

了改掉錯誤用法的時機；從表 2 的學生作文例句可看出此教

學法之弱點：學生在學習過程中所犯的語言錯誤是無法在課

堂中被一個一個的分析或糾正。 

  一個教學法使用的適當與否很難被斷定，因為即使在同

質性高的班級裡，學生對同一個教師，使用同一種教學法，

會產生不同的理解與接受度，在學習效果上，也是每個學生

都不盡相同。在前述研究的班級中，比較第 7 組與第 8 組同

學的文化認知層次，以及他們的德語書寫能力，第 7 組同學

平時德語成績表現較差，第 8 組同學的德語成績在班上比較

出色，但在這次用任務型教學法來啟發與探究學生文化認知

的層次時發現，第 7 組學生的文化認知較為多層次，並且在

用電子檔做口語報告時，表現也較出色；相較之下，反而第

8 組同學雖然在德語書寫句型與用字較為正確，但是他們的

文化認知層次比較單一與膚淺。這種現象在本人的教學實務

中，也曾在同一個班級發現。在此次的教學之前，教師在這

個班級也曾做過專案教學（Projektunterricht），在使用專案

教學與任務型教學法時，第 7 組同學在課堂上表現都較為突

出，但使用傳統外語教學法（翻譯教學法，直接教學法，溝

通式教學法等）時，第 8 組同學學習效果較為理想。儘管任

務型教學法有其缺失，學生在學期結束時表示，學生對此教

學法以及用此教學法教授的課程印象較為深刻，並表示希望

教師以後多使用。因此，教學時如無法對每一位學生因材施

教，而是在團體教學的情況下，無論是大班教學或小班教

學，教師應在教學法上多求變化，在給予學生練習方式時也

應該要注意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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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來常見學者呼籲在教學中運用多媒體，如利用電腦及

網路來教學，但在本人的教學實務中發現，學生在課堂中使

用電腦搜尋資料，經常迷失在網路世界，或者學生趁機閱讀

私人電子郵件，在聊天室與網友對談。使用任務型教學法

前，教師應認識學生是否有自制力，是否能獨立分配任務，

懂得有效地運用策略以及積極地達成任務。如學生缺乏自制

力，則不適合用任務型教學法來啟發。不過，真正的跨文化

溝通能力是否能藉由機器給予的訓練來達成20？其成效仍

有待評估。 

  外語教學中，在傳遞目標語文化之前，教師應對學生的

文化認知有所認識，知道教材與學生的文化認知層次異同

後，教師也就不會就自己理解的文化認知去「灌輸」21學生

不正確的文化知識，造成學生對目標語人士的刻板印象。所

以，與其用講述法去灌輸學生文化知識，不如用啟發式教學

法讓學生有機會自己去體驗文化，認知文化差異，發展出理

解與包容異己文化之人格。有此一理解異己文化之特性，學

生更能理解語言課本Studio d A2第八課為何Weimar能代表

德國文化，而他們熟悉的大都會，卻沒有得到文化評鑑委員

的青睞。 

  此研究用觀察法得知，約有五分之二的學生對於自己的

文化認知不清楚，有五分之一的學生對文化一詞感到迷惑，

完全講不出什麼是台灣文化。經由任務型教學法啟發之後，

最後學生的文化認知漸漸清楚，而他們的文化認知層次不外

乎：古老的歷史、經濟發展、古蹟、建築、寺廟、旅遊景點、

飲食、名產、小吃、對城市的認同、生活、藝術、自然景觀、

傳統習俗、節慶。一般的文化叢書作者的文化認知層次比較

多元，文化範圍比較廣泛，但分析各文化叢書得知，德國的

文化教材將人物及其作品視為文化重點之一，相較之下，台

灣的文化比較重視家庭倫理與飲食。 

  在德語教材裡的文化傳遞，編輯者試著從廣泛的文化教

材選擇出可配合語言訓練的項目，將文化縮影在語言教材中

以篇章閱讀，聽力內容，情境對話，圖片/照片以及圖表     

5 種形式出現，雖然盡量多元化，卻難免顯得不夠深入，所

以在德語教學中，教師可補充資料，藉由影片、圖片、照片

輔助教學。最後，值得一提的是，傳遞文化與學習是永無止

                                                 
20 跨文化溝通能力分成語言的（verbal），以及非語言的（non-verbal）

這兩種。機器訓練最多針對於語言部分，而非語言的跨文化溝通則無

法透過機器訓練。 
21 用「灌輸」一詞表示有不正確的概念，卻強要學生接受或背誦，例如

刻板印象。對此，Rößler 亦有類似的顧慮 (Krumm, 1995, p.157)。 

境的22，不像文法教學，有一天會講完所有的文法規則，單

字儘管很多，也是有限的，文化是無限，並且隨著人類社會，

歷史演變而演進。 

  在外語教學法上，沒有一個絕對的最佳教學法來傳遞文

化，Kramsch 甚至認為 

it has difficulty dealing with the teaching of culture”，因為 

“Language learners use the foreign langauge for multiple 

purposes that often challenge the established educational canons 

of both the native and the target cultures” (Kramsch, 1993, pp. 

240-256)， 

並指出溝通式教學法，如  “functional and situational 

role-play” 較為能培養學生跨文化溝通能力23。故建議教

師，參考 Buttjes (1995) 所提出的選擇文化議題標準，考量

學生文化認知與文化理解程度，考量一般教學因素，如教室

環境，教學目標，學生人數與年齡等，運用各種不同的教學

法補充，如溝通式教學法，文法翻譯教學法，篇章閱讀，遊

戲教學或任務型教學法等，來進行文化傳遞。 

  最後，以 Krumm (1995) 的建議指出未來在德語教學裡

應如何加強文化知識的傳遞：以往外語師資培育較重視教學

法的培訓，常忽略文化傳遞這方面教師的培育，故在外語師

資培育時，應加強文化教學方面的教育訓練 (Kru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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