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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與美國華語教材之文化內容比較
分析―以《新版實用視聽華語》
與 Integrated Chinese 為例
張金蘭
在華語教學中，文化是不可或缺的。為使學習者理解目標語文化的全
貌，教學時應提供全面的文化內容。本研究目的有二：一是建構華語
教 材 文 化 內 容 核 心 類 目， 二 是 分 析 二 套 教 材 文 化 內 容 的 分 布 情 形。
根據文獻探討與專家意見，本研究將文化內容分為文化產物、文化實
踐、文化觀念、文化社群與文化個體等五個主類目與 17 個次類目。
透過比較教育研究法與內容分析法來比較分析臺灣《新版實用視聽華
語 》 與 美 國 Integrated Chinese 二 套 教 材。 研 究 結 果 有 二： 一 是 二 套 教
材文化內容分布不均，呈現注重表層文化、忽略深層文化的現象，且
文化內容出現的比例有逐冊遞增的趨勢；二是二套教材中出現比例較
高的文化次類目大多相同，但美國教材呈現出較多元的內容。建議有
三：一是調整華語教材中的文化內容比例，二是參考美國華語教材文
化內容的多元性，三是持續探討各國華語教材的文化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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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Cultural
Content of Chinese Textbooks in Taiwan
and in the United States Through the
Examples of Practical Audio-Visual
Chinese and Integrated Chinese
Ching-Lan Chang
Culture is an indispensable aspect of Chinese teaching. Therefore, this study had a
twofold purpose: to identify the core categories of the cultural content of Chinese
textbooks and to analyze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cultural content of two textbook
sets. Cultural content was divided into 5 main categories and 17 subcategories.
The two textbook sets, Practical Audiovisual Chinese (which is used in Taiwan), and
Integrated Chinese (which is used in the United States), were compared and analyzed
using the comparative education research method and content analysis. The
analyses revealed two results. One was the uneven distribution of the cultural
content in the two textbook sets, demonstrating a focus on surface culture and
neglecting deep culture; the proportion of cultural content generally increased.
The second was that the emergence of cultural subcategories in the two textbook
sets was mostly the same. However, the American textbooks included more diverse
content. Three suggestions were developed from these results: the proportion of
cultural content in Chinese textbooks should be adjusted, the diversity of cultural
content in American Chinese textbooks should be used as a reference, and the
cultural content of Chinese textbooks in various countries should continue to be
explo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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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在華語教學中，文化是不可或缺的。研究者從事華語教學與研究相
關工作長達 20 多年，期間觀察華語教材與華語教學現場後發現，文化
內容大多是知識的傳授，以及文化產物的介紹與製作等。雖然華語教學
領域發展至今已經有幾十年歷史，但馬燕華（2015）指出前人對於華語
教學文化內容的相關研究呈現出「四多兩少」的現象─ 包括宏觀論述
多、理論闡述多、問卷調查多、碎片化研究多等「四多」，以及以教學
目的的中華文化系統較少、對為外國人所開設的中華文化課程分析也較
少等「兩少」。然而在華語教學中應如何處理語言與文化的問題？如何
在華語教學中將語言與文化適切地融合？華語教學包括哪些重要的文化
內 容？其 具體的 實施 方式為 何？ 諸 如此 類 的 問 題， 都是 值 得 探 討 的 議
題，但當前較少見到全面性的研究成果。
在華語教學現場中，教材是課堂教學的重要依據與傳達媒介，對教
學者與學習者來說都是不可或缺的。張英（2004）認為華語文化教材有
四項問題：一為教材逐年增加，但缺乏經典教材；二為教材使用對象廣
泛，但少定位準確的教材；三為教材內容涵蓋面較廣，但缺少系統性；
四為教材體例多元，但目標不明確。並認為造成這以上問題的主因在於
對文化與文化教學的定義不清楚、對文化教學內容的範圍界定不明確、
文化教材的體例不一致等。劉繼紅（2012）提到華語教材文化內容的選
取反映出編輯者對文化教學的理解，故研究者認為華語教材中的文化內
容有其探討的必要。為了解中文母語地區與非中文母語地區華語教材中
的文內容，本研究選擇《新版實用視聽華語》與 Integrated Chinese 二套教
材作為分析對象。 1
1

本教材中文譯名為《中文聽說讀寫》，但因出版社正式書名為 Integrated Chinese，故本文
均以英文書名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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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述研究背景與動機，本研究目的有二：一、建構華語教材文
化內容的核心類目，用以分析二套教材。二、分析二套教材文化內容的
分布情形，並比較其異同。

貳、文獻探討
以下將分別闡述文化的內容與分類、華語教學中的文化標準、華語
教材中的文化內容。

一、文化的內容與分類
學 者對 於文化的 內容與 分類 提出 許 多 看 法， 較 為 著 名 的如 Oswalt
（1970）將文化分為較正式的大 C 文化，以及日常生活的小 C 文化二種；
張占一（1984）則將文化分為對溝通不產生影響的、非語言標誌的知識
文化，以及在言語行為中會直接影響到溝通的交際文化（溝通文化）；
Hammerly（1985）分為歷史悠久的成就文化，關於社會重要價值、歷史、
特色等的知識文化，以及日常生活的行為文化等三種類型，此乃從文化
產物的特性著眼的；Walker（2000）則從母語者的角度來區分為令母語
者感到自豪、想要與外人分享的「外顯文化」，母語者認為普通的、具
有普遍性的行為與習慣的「受忽略的文化」，以及母語者不願讓外人所
知道的、自覺需導正的「受壓抑的文化」。美國外語教師協會（American
Council on the Teaching of Foreign Languages [ACTFL], 1996）提出文化
三角的概念，包括文化產物（products）、文化實踐（practices）與文化
觀念（perspectives）三者，且強調三者間的交互作用。Moran（2001）
則認為應該在文化三角外，再加入文化社群（communities）與文化個
體（persons），成為文化五維度，亦即強調「人」的重要性，但文化五
維度間的關係是密切而彼此互動的。他提到：
文化是一群人不斷發展、進化的生活方式，包括這群人共享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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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實踐體系，此實踐體系與共享的文化產物有關，以一套共享的
世界觀念為基礎，並置入特定的文化社群之中。（Moran, 2001, p.
24）
相 較 之 下，Moran（2001） 乃 是 在 ACTFL 的 基 礎 之 上 增 加 文 化 個
體與文化社群，強調人在文化中的重要性。

二、華語教學中的文化教學標準
華語教學中對於文化教學並沒有一致的標準。中國 2008 年公布的
《國際漢語教學通用課程大綱》（以下簡稱《大綱》）於 2014 年更新，
對中國對外華語教學起了關鍵性的指導作用。《大綱》將文化能力和語
言知識、語言技能、策略等並列為語言綜合運用能力之一，而文化能力
則包括文化知識、文化理解、跨文化意識、國際視野等四項。顯現出對
於文化能力的重視，但祖曉梅（2017）認為此《大綱》缺少了跨文化溝
通能力的態度與情感的要素。而且文化能力和語言能力是否能夠成正
比，隨著語言能力提升而提升，這也是值得討論的。
美 國 ACTFL 在 1996 年 針 對 外 語 教 學 出 版《 外 語 學 習 標 準 ─ 為
21 世紀做準備》（ Standards for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Preparing for 21st
Centur y ，以下簡稱《標準》），並於 2015 年重新修訂。ACTFL 提出 5C
作為外語學習目標，包括溝通（communication）、文化（cultures）、貫
連（connections）、 比 較（comparisons）、 社 區（communities）， 其 中
文化成為五項重要指標之一，也提升了文化教學的重要性，並將文化教
學與語言教學平等看待。此處的文化包括文化實踐與文化產物，並使學
習者理解這二者與文化觀念的關係，而文化實踐、文化產物與文化觀念
便是所謂的文化三角。ACTFL（2015, p. 47）也提出「語言學習者需多
以目標語和人互動，主要目標在於使學習者在不同情境中得體地使用中
文」（ “ know how, when, and why, to say what to when ” ），可見其強調人
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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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文化理事會（Council of Europe, 2001）出版《語言共同參考
架構─ 學習、教學、評估》（ The Common European Framework of Reference
for Languages: Learning , Teaching , Assessment ，以下簡稱《歐規》），於 2018
年修訂再版，成為歐洲各國在外語學習、教學與評估三方面的統一綱
領，也為歐洲各國的教學大綱制定、課程設置、測驗評量，以及教材編
寫等提供了共同依據。其中與文化相關的是，《歐規》提到語言學習者
會發展出「多元語言能力」與「跨文化能力」
（Council of Europe, 2018, p.
43），且跨文化溝通能力的培養主要表現在了解目標語文化、與母語文
化相比較、運用跨文化能力與其他文化者溝通等三方面。並且提出以
《歐洲語言檔案手冊》（ European Language Portfolio ）來記錄學習者從小
到大的語言學習歷程與經驗，足見其對學習者本身的重視程度。
整體而言，中國的《大綱》、美國的《標準》、歐洲的《歐規》等
三個語言能力標準公布後，明確地顯示出文化能力的重要性，以及文化
教學的必要性，後二者並強調學習者在文化中的重要性。雖然對於華語
教學的文化內容尚未有一致的標準，但相當值得參考。

三、華語教學中的文化內容
在 一 般 外 語 教 材 中 呈 現 的 文 化 內 容 多 關 注 在 表 層 文 化（surface
culture），因為較易觀察，但也應該注意到深層文化（deep culture），
因為若是未能使學習者理解深層文化，則會成為文化教學的最大挑戰
（Hinkel, 2001），也就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故為使外語學習者理
解目標語文化的全貌，教學者應該思考如何在教學時提供較全面的文化
內容。
在 華 語教學 中要如 何安 排文化內 容 這 個 問 題 上， 魏 春 木 與 卞 覺 非
（1992）認為應將表層的「文化行為」安排在初、中級階段，將深層的
「文化心理」安排在高級階段。張英（1994）認為應該要在初、中級階
段介紹表層文化，像是街道、建築等物質層面，以及交際方式、風俗習
慣、人文景觀等社會文化層面；在高級階段則介紹深層文化，如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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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觀、思維方式等。介紹表層文化的目的是使學習者「知其然」，介
紹深層文化的目的則是使學習者「知其所以然」，如此才能完整且全面
地學習各種文化。邢志群（2013）提到在初級階段著重了解文化知識，
可提供具體的文化內容，如文房四寶與飲食等；在中級階段可採取具體
或抽象概念的方式介紹中華文化，如華人傳統、華人風俗與習慣等；在
高級階段則可經藉由抽象概念使學習者了解中華文化的多元性。張英
（1994）則是提出定量、定序的主張，他認為在不同的階段語言與文化
的比例不同，應該要有由少到多、逐步增加的規律。
在 華 語 教 材 文 化 內 容 的 對 比 方 面， 王 若 江（2006） 針 對 Integrated
Chinese 和 中 國 的《 漢 語 》 二 套 教 材 中 的 話 題 與 文 化、 語 言 知 識、 內 容
設計與課堂活動等四個面向進行比較，並提出將文化內容導入教材的三
種方法，一是教材氛圍的渲染，二是將多層面的文化內容放入不同的課
文中，以顯示不同的交際文化，三是透過多媒體手段實現。但此研究僅
有簡略的文字概述，並未有詳盡的量化與質性研究方法與結果。其所分
析的 Integrated Chinese 為舊的版本。 Integrated Chinese 在美國是大學一、二
年級中文課的教材，也是目前美國使用範圍最廣的華語教材（王若江，
2006；葉舒陽，2019），但目前少見針對 Integrated Chinese 2017 年之後出
的第四版所做的研究。
綜上所述，關於文化的內容與分類、華語教學中的文化教學標準，
以及華語教學中的文化內容等相關研究雖不少，但目前尚未有一致且
全面的文化教學標準，對於教材中的文化內容沒有一定的原則，也未
有全面分析並呈現華語教材文化內容整體面貌的相關研究成果。Moran
（2001）文化五維度中的前三項（文化產物、文化實踐、文化觀念）與
ACTFL（1996）所提之文化三角相符，後二項（文化個體、文化社群）
則是增加了「人」在文化中的重要性。《歐規》認為學習者本身相當重
要，並且提出《歐洲語言檔案手冊》以記錄學習者的學習歷程；再加上
ACTFL（2015） 增 訂 版 亦 強 調 與 人 互 動。 以 上 均 顯 示 在 語 言 學 習 上，
除了文化本身之外，人也是相當重要的，而 Moran（2001）所提文化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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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度便是建立在此基礎之上。故本研究嘗試從語言教學標準的走向與趨
勢，亦即從文化三角再加上強調學習者─ 人的重要性切入，來探討新
版的教材是否符合此趨勢，並提供相關建議。

參、研究設計
本研究從華語教學的視角出發，首先藉由文獻探討的過程了解並釐
清文化的內容與分類、華語教學中的文化標準、華語教學中的文化內
容。其次，為了解臺灣與美國華語教材中文化內容的分布情形與呈現方
式，透過比較教育研究法與內容分析法來針對《新版實用視聽華語》與
Integrated Chinese 二套教材進行量化分析與質性探討來呈現研究結果，而
後據此提出結論與建議。以下分別說明研究方法、研究對象、分析類目
單位與資料編碼與分析及研究信度。

一、研究架構
本研究採取比較教育研究法與內容分析法來探討臺灣與美國華語教
材中的文化內容，研究架構如圖 1 所示。
Bereday（1964） 提 出 的 比 較 教 育 研 究 法， 包 括 區 域 研 究 與 比 較 研
究二個層面。區域研究主要是針對單一國家或地區進行描述與解釋，本
研究在區域研究層面將針對研究對象進行資料蒐集，亦即分別描述、解
釋臺灣與美國華語教材中的文化內容，了解文化內容在各類目的分布情
形。比較研究層面主要是對多國教育來研究與比較，又分為並排與比較
二階段，本研究將根據前一階段的結果並排以相互對照，而後分就文化
內容在各類目的分布情形來比較臺灣與美國華語教材中的文化內容之異
同。最後再回饋到臺灣的華語教學。
本研究對於華語教材中的文化內容探究兼採內容分析法。內容分析
法乃是透過量化技巧與質性分析，針對文件內容進行客觀、系統地分
析，用以推論文件之背景和意義的研究方法，近年來常用於教科書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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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對象：
《新版實用視聽華語》、Integrated Chinese

並列、比較

《新版實用視聽華語》
的文化內容分析

Integrated Chinese
的文化內容分析

研究結果：
《新版實用視聽華語》與 Integrated Chinese
文化內容之異同

研究方法二：內容分析法

描述、解釋

研究方法一：比較教育研究法

研究工具：5 個文化主類目與 17 個次類目

結論與建議

圖1

研究架構

究上（歐用生，1991）。首先，在量化分析方面，將教材內容依據分析
類目歸類，統計其數量與比例；在質性分析方面，針對量化分析結果輔
以教材內容的質性資料進行闡述；希望能透過質量並重的方式來全面探
討華語教材的文化內容，最後提出臺灣華語教材文化內容編寫的參考建
議。此分析根據王石番（1991）所提出的研究步驟來進行，包括形成問
題與假設、界定母群體、抽取樣本、建構類目、界定分析單位、建立量
化系統、建立信度、內容編碼、分析資料、解釋與推論。

二、研究對象
由於華語教材眾多且不斷推陳出新，經過文獻閱讀與分析後，發現
華語教材文化內容有值得深入研討之處，本研究樣本的選用原則包括臺
灣與美國近五年發行之全套完整出版的綜合型華語教材、作者與出版
社具有代表性、對文化教學有具體規範或要求者，以及具有指標性作
用者，最後選擇《新版實用視聽華語》與 Integrated Chinese ，教材簡介於
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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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版實用視聽華語》
本教材第一版名為《實用視聽華語》，於 1994 年出版，編輯者為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編輯委員會，全套共三冊。後於 2007 年出版第二版，
改 名為《新版 實用視 聽華 語》， 根 據美 國 ACTFL 提 出 的 5C 來 調 整內
容，全套共五冊。2017 年邀請臺灣華語教學系所教授參與第三版編修，
全套五冊，共計 67 課。第三版與前二版最大的不同是在課前列出課程
重點，並增加文化項目，且當前臺灣的華語中心採用的多為第三版，故
本研究以第三版《新版實用視聽華語》為研究對象。
本教材為課文、生詞及例句、注釋、語法練習、課室活動、短文閱
讀等單元，內容涵蓋語音、詞彙、語法、語用、文化、漢字等知識，各
冊課程重點如表 1。
由表 1 可看出，本教材各冊均列出「文化」或「文化要點」，讓使
用者能清楚了解各課所要教授的文化內容，如第四冊第一課「新年晚
會」的文化要點包括：
1. 在中國新年晚會時，華人長輩要給晚輩紅包。2. 新年期間，大
家見面互相說恭喜。3. 華人各地有民謠，臺灣民謠是用閩南語唱
的。4. 京劇是一種有代表性的華人表演藝術。5. 華人的各式點心。
（范慧貞等人，2017b，頁 6）

（二）Integrated Chinese
本教材第一版於 1997 年出版，作者為劉月華等人，由波士頓劍橋
出版社（Cheng & Tsui）出版。 Integrated Chinese 乃是針對北美學習者的
文化背景與母語習慣編寫，在課文中採取日常生活的自然對話，場景也
設定在美國，較為貼近美國學習者的生活。而後於 2005 年出版第二版、
2009 年出版第三版。本文所分析的是第四版，也是目前最新的版本。
第四版的第一冊於 2017 年出版，第二冊、第三冊與第四冊皆於 2018 年
出版，全套共四冊，每冊 10 課，共計 40 課。第四版與前三版最大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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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臺灣與美國華語教材之文化內容比較分析

《新版實用視聽華語》課程重點

冊別

課程重點

第一冊

主題、功能、語法、文化、漢字

第二冊

主題、功能、語法、文化、漢字

第三冊

主題、目標、文化要點、功能、語法

第四冊

主題、目標、文化要點、功能、語法

第五冊

主題、目標、語法、功能、文化

資料來源：王淑美等人（2017a，2017b）；范慧貞等人（2017a，2017b）；張仲敏（2017）。

同便是在文化教學方面，在課前暖身提供目標文化語母語文化得比較，
在課文二側則增加課文問答，多與文化相關，且：
為了以快速全球化的方式提升學生對多元文化的認識，我們在文
化 理 解（culture highlights） 部 分 用 全 英 文 來 解 釋 中 華 文 化， 包
含了比較和對比活動。這部分以精美的插圖與雜誌般的處理方式
來吸引學生。（Liu et al., 2017, p. ix）
各冊並增加「文化理解」項目，包括文化筆記、比較與對比，是獨
立的閱讀文章。各冊架構如表 2。
綜上所述，以上二套教材均為最新版，在文化內容方面，第三版《新
版實用視聽華語》增加課程重點與文化項目； Integrated Chinese 第四版則
增加暖身、文化理解與課文問答。

三、分析類目、單位與資料編碼
本研究運用內容分析進行二套教材的文化內容分析，因此須訂定分
析類目。首先針對文化內容與分類、華語教學中的文化教學標準，以及
華語教學中的文化內容相關研究進行探討，結果發現語言教學的趨勢除
了文化三角之外，尚須重視人在文化中的重要性。故據此形成本研究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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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Integrated Chinese 教材架構
冊別

教材架構

第一冊

暖身、課文、生詞、語法、語言練習、文化理解、課程總結、補充資料

第二冊

暖身、課文、生詞、語法、語言練習、文化理解、課程總結、補充資料

第三冊

暖身、課文、生詞、語法、短語、語言練習、文化理解、課程總結、補
充資料

第四冊

暖身、課文、生詞、語法、短語、語言練習、文化理解、課程總結、補
充資料

資料來源：Liu 等人（2017，2018）；Liu 等人（2018a, 2018b）。

化類目的重要依據。其次為徵詢專家意見，本研究共徵詢二位專業為華
語教學與文化教學之大學教授意見。分析類目依據文獻探討結果與二位
專家學者的意見編製而成，包括 5 個文化主類目與 17 個文化次類目，
類目表見表 3，以之作為二套教材分析標準。本研究依據此文化類目在
教材中出現的次數，佐以質性分析，用以檢驗華語教材中文化內容的平
衡度與呈現比例。分析單位為分析文件內容的最小單位，為考量分析單
位的完整性，本研究參考教材目錄頁列出的內容項目，主要以二套教
材、各冊各課的短文、對話，以及課後的閱讀文章為分析單位。每一分
析單位中出現一次類目則採計一次，歸類至類目表並統計次數與比例。
本 研 究 的 資 料 編 碼 包 括 教 材、 冊 別、 課 別、 文 化 內 容 四 個 層 次，
如 編 號 為 “ T01V01L01C01 ” ， 第 一 是 教 材 的 編 號，T 指 的 是 教 材（text
book），T01 代 表《 新 版 實 用 視 聽 華 語 》，T02 代 表 Integrated Chinese ；
第二是教材冊別的編號，V01 代表第一冊（Volume 1）、V02 代表第二
冊（Volume 2），依此類推；第三是課別的編號，L01 代表第一課（Lesson
1）、L02 代表第二課（Lesson 2），依此類推；最後是文化內容出現的
編號，C 指的是文化（culture）。因此， “ T01V04L01C05 ” 指的是《新版
實用視聽華語》第四冊第一課第五個出現的文化內容─ 「華人的各式
點心」，在分類中屬於「1 文化產物」此一文化主類目中的「1-1 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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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臺灣與美國華語教材之文化內容比較分析

文化類目表

主類目

1 文化產物

次類目

1-1 物質產品

由人所製造的文化產物，包括不同社群所共有的物
質產品，如貨幣；屬於某一社群獨有的物質產品，
如旗袍。

1-2 場所

包括的範圍小至桌子、房間、花園、房屋，大至公
園、機場、城市等。

1-3 制度

包括政治、法律、經濟、教育、宗教、家庭、親屬、
衛生機構、社會福利、大眾媒體等。

1-4 藝術形式

包括音樂、舞蹈、繪畫、雕塑、戲劇、電影、建築、
設計、裝潢、服裝、裝飾等。

2-1 運作

是指文化產物的運作，重點在於人與文化產物的互
動，如餐具的使用等，這是不需要透過語言的。

2-2 行為

是指儀式化的溝通實踐，如打招呼、問候、表達感
謝的方式等。

2-3 場景化活動

是指在特定時空中的溝通實踐，如買火車票、面
試、婚禮中的各種儀式與活動等。

2-4 生平經歷

指文化成員的生命歷程，如真實的人物傳記或虛構
的文學作品等。

3-1 感知

人們感知或忽略的內容、注意或不注意的內容。

3-2 信仰

是指人們相信是真實或不真實的內容。

3-3 價值觀

是指人們堅信是對的或錯的、善的或惡的、滿意或
不滿意的、正確或不正確的、正常或不正常的、適
當或不適當的內容。

3-4 態度

是指精神與情感方面的、與情感與情緒有關的觀
念。

2 文化實踐

3 文化觀念

次類目說明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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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類目表（續）

主類目

4 文化社群

次類目

次類目說明

4-1 國家／民族

一般討論的多是宏觀的文化，如日本文化、美國文
化、中華文化等，意指國家或民族為一群體範圍。

4-2 共存

在宏觀文化下的微觀文化，如國家／民族之下的移
民文化、各行各業不同的文化、教育體系下各個公
共學校等。

4-3 關係

包括這些文化成員之間的交互關係，一個個體在不
同群體裡所扮演不同角色，以符合獲實現某群體理
的規範與期望。

5-1 身分歸屬

指的是根據個人與他人身分上的相似性所做的分
類，如教育、性別、宗教、種族等。

5-2 生命史

指的是個人從出生到死亡等生命經驗，為個人在文
化社群中的定位。

5 文化個體

產品」此一文化次類目。又以 Integrated Chinese 中「1 文化產物」主類目
中的「1-2 場所」次類目為例，共計 12 筆資料如表 4。

四、研究信度
為了解參與研究者在分析類目歸類時是否能將內容歸入與研究者相
同的類目，使分析結果一致，本研究由二名編碼員進行相互同意度與編
碼信度考驗。第一位編碼員為研究者，為華語文教學博士，專業為文化
教學，具有 25 年華語教學與師資培育經驗，並曾從事華語教材編輯工
作；第二位編碼員為華語文教學博士生，具有 13 年華語教學與師資培
育經驗，並有多年華語教材編寫相關經驗。首先向編碼員解釋研究目
的、研究工具、類目定義，並說明歸類原則後開始歸類。在編碼過程中
編碼員並無討論，第二位編碼員針對第一位編碼員的編碼結果加以檢
視，編碼完畢進行相互同意度考驗，公式如下（許禎元，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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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臺灣與美國華語教材之文化內容比較分析

資料編碼與文化類目對應表
編碼

文化類目

T02V02L11C04

中國的網吧

T02V02L17C01

中國的大學宿舍

T02V03L10C01

哈爾濱市

T02V03L10C02

黃河

T02V03L10C03

長江

T02V03L10C04

雲南省

T02V04L12C02

南京市

T02V04L12C03

孔廟

T02V04L13C01

昆明石林

T02V04L13C02

大理景點

T02V04L13C03

麗江古城

T02V04L18C03

絲路

（一）相互同意度（P）
P=

2M
N1+N2

M：完全同意之數目

N1：第一位編碼員編碼數目

N2：第二位編碼員編碼數目

（二）編碼信度（R）
R=

nP
1+(n-1)P

n：編碼員人數

本研究 M 為 357 次（《新版實用視聽華語》212 次、Integrated Chinese
145 次 ），N1、N2 均 為 387 次（ 包 括《 新 版 實 用 視 聽 華 語 》223 次 與
Integrated Chinese 164 次），故得出相互同意度為 0.91，編碼信度為 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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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大於 0.9，顯示相互同意度與編碼信度均符合需求。而後針對二位編
碼員不同分類者加以討論，確定最後的歸類。

肆、研究結果
本研究分析臺灣與美國的華語教材中的文化內容，分析文化內容的
分布情形，亦即主類目與次類目的次數和比例，研究結果如下。

一、二套華語教材中的文化內容整體分析
首先，《新版實用視聽華語》與 Integrated Chinese 文化內容整體分布
情形與主類目所占比例統計結果如表 5。
根據以上統計結果顯示，《新版實用視聽華語》文化內容共計 223
項，而 Integrated Chinese 共計 164 項。二套教材文化內容統計數量差異較
大的原因在於《新版實用視聽華語》共計五冊，而 Integrated Chinese 共計
四冊，二套教材的分布比例均以該教材的 100% 來計算。
在《新版實用視聽華語》整套教材中，各文化主類目出現次數由高
到低排列，依序為：「2 文化實踐」、「1 文化產物」、「3 文化觀念」、「4

表5

二套華語教材中文化主類目之整體分布情形
教材

主類目

新版實用視聽華語

Integrated Chinese

1 文化產物

71（31.8%）

75（45.7%）

2 文化實踐

92（41.3%）

67（40.8%）

3 文化觀念

45（20.2%）

8（4.9%）

4 文化社群

14（6.3%）

12（7.3%）

5 文化個體

1（0.4%）

2（1.2%）

223（100%）

164（100%）

合計

註：0（0.0%），前面的 0 為文化內容出現的數目，括號中的 0.0% 為出現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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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社群」、「5 文化個體」；在 Integrated Chinese 整套教材中，各文化
主類目出現次數由高到低排列，依序為：「1 文化產物」、「2 文化實踐」、
「4 文化社群」、「3 文化觀念」、「5 文化個體」。
整體而言，二套教材中的文化內容分布情形不太平均，主要均集中
在顯而易見的「1 文化產物」與「2 文化實踐」二個主類目，而「5 文化
個體」的比例最低，在二套教材中分別僅占 0.4% 與 1.2%。這與 Hinkel
（2001）提到的語言教材多關注具體的表層文化而忽略抽象的深層文化
這種現象相符合。
其次，進一步分析文化內容在二套教材各冊的分布情形，如表 6、7。
由 表 6 可 看 出 在《 新 版 實 用 視 聽 華 語 》 各 冊 中 文 化 主 類 目 出 現 的
比 例，「1 文 化 產 物 」 除 了 第 二 冊 外， 各 冊 均 有， 出 現 比 例 最 高 者 為
第四冊，占 12.6%；「2 文化實踐」各冊均有，出現比例最高者為第三
冊，占 11.7%；「3 文化觀念」在各冊均有，尤以第五冊比例最高，占
13.5%，且有逐冊遞增的趨勢；至於「4 文化社群」在第一冊與第二冊
均未出現，第三冊比例最高，占 4.9%；「5 文化個體」僅第三冊出現一
次，其餘各冊均未出現。
由表 7 可看出在 Integrated Chinese 各冊中文化主類目出現的比例，「1
文化產物」、「2 文化實踐」各冊均有，比例較高，分布也平均；「3
文化觀念」除第一冊之外，各冊均有，第四冊比例最高，占 3.7%，且
有逐冊遞增的趨勢；「4 文化社群」在各冊中均出現，第四冊比例最高，
占 4.9%，也有逐冊遞增的趨勢；「5 文化個體」僅在第四冊中出現 2 次，
其餘各冊均未見。
整體而言，文化主類目在《新版實用視聽華語》的第三冊、第四冊
出現比例最高，各占 28.7%； Integrated Chinese 則是第四冊比例最高，占
29.9%。因此，二套教材文化主類目出現比例有逐冊遞增的趨勢，亦即
隨著程度提升，教材中出現的文化內容也越多。這與張英（1994）所指
華語教材中的文化內容應該由少到多、逐步增加的觀點相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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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實用視聽華語》文化主類目之分布情形

主類目
1 文化產物
2 文化實踐

第一冊

第二冊

第三冊

第四冊

第五冊

1（0.4%）

0（0.0%）

22（9.9%）

28（12.6%）

20（9.0%）

71（31.8%）

26（11.7%）

24（10.8%）

8（3.6%）

92（41.3%）

13（5.8%） 21（9.3%）

小計

3 文化觀念

1（0.4%）

1（0.4%）

4（1.8%）

9（4.0%）

30（13.5%）

45（20.2%）

4 文化社群

0（0.0%）

0（0.0%）

11（4.9%）

3（1.3%）

1（0.4%）

14（6.3%）

5 文化個體

0（0.0%）

0（0.0%）

1（0.4%）

0（0.0%）

0（0.0%）

1（0.4%）

64（28.7%）

64（28.7%）

合計

15（6.7%） 22（9.9%）

58（26.0%） 223（100.0%）

表 7 Integrated Chinese 文化主類目之分布情形
主類目

第一冊

第二冊

第三冊

第四冊

小計

1 文化產物

20（12.2%）

20（12.2%）

16（9.8%）

19（11.6%）

75（45.7%）

2 文化實踐

15（9.1%）

21（12.8%）

17（10.4%）

14（8.5%）

67（40.8%）

3 文化觀念

0（0.0%）

1（0.6%）

1（0.6%）

6（3.7%）

8（4.9%）

4 文化社群

1（0.6%）

1（0.6%）

2（1.2%）

8（4.9%）

12（7.3%）

5 文化個體

0（0.0%）

0（0.0%）

0（0.0%）

2（1.2%）

2（1.2%）

合計

36（22.0%）

43（26.2%）

36（22.0%）

49（29.9%） 164（100.0%）

二、二套教材中的文化內容次類目分析
（一）「1 文化產物」次類目分析
「1 文化產物」主類目是文化中最直接具體的物質形態，包括「1-1
物質產品」、「1-2 場所」、「1-3 制度」、「1-4 藝術形式」四個次類目。
由表 8、9 可看出《新版實用視聽華語》、 Integrated Chinese 中「1 文化產
物」次類目分布情形。
表 8 呈現出在《新版實用視聽華語》中「1-3 制度」比例最高，占
13.9%；「1-2 場所」比例最低，僅占 2.7%。「1-1 物質產品」未見於第

張金蘭

臺灣與美國華語教材之文化內容比較分析

一、二冊，比例最高者為第四冊，占 3.1%；「1-2 場所」未見於第一、二、
五冊，比例最高者為第三冊，占 2.2%；「1-3 制度」未見於第一、二冊，
比例最高者為第四冊，占 5.4%；「1-4 藝術形式」未見於第二冊，比例
最高者為第四冊，占 3.6%。
表 9 呈現出在 Integrated Chinese 中「1-3 制度」比例最高，占 17.7%；「1-2
場所」與「1-4 藝術形式」二者比例最低，皆僅占 7.3%。「1-1 物質產品」
各冊均出現，尤以第一冊最高，占 6.1%；「1-2 場所」未見於第一冊，
其餘各冊均出現，且有逐冊遞增的趨勢；「1-3 制度」各冊均出現，比例
相差不多；「1-4 藝術形式」各冊均出現，但第四冊最低，僅占 0.6%。
整體來說，「1 文化產物」的四個次類目在二套教材所占比例最高
者皆為「1-3 制度」，如《新版實用視聽華語》的升學制度、兵役制度、

表8

《新版實用視聽華語》「1 文化產物」次類目之分布情形

次類目

第一冊

第二冊

第三冊

第四冊

第五冊

1-1 物質產品

0（0.0%）

0（0.0%）

1（0.4%）

7（3.1%）

4（1.8%）

12（5.4%）

1-2 場所

0（0.0%）

0（0.0%）

5（2.2%）

1（0.4%）

0（0.0%）

6（2.7%）

1-3 制度

0（0.0%）

0（0.0%）

10（4.5%）

12（5.4%）

9（4.0%）

31（13.9%）

1-4 藝術形式

1（0.4%）

0（0.0%）

6（2.7%）

8（3.6%）

7（3.1%）

22（9.9%）

1 小計

1（0.4%）

0（0.0%）

22（9.9%）

28（12.6%） 20（9.0%）

小計

71（31.8%）

表 9 Integrated Chinese 「1 文化產物」次類目之分布情形
次類目

第一冊

1-1 物質產品

10（6.1%）

6（3.7%）

1（0.6%）

5（3.0%）

22（13.4%）

1-2 場所

0（0.0%）

2（1.2%）

4（2.4%）

6（3.7%）

12（7.3%）

1-3 制度

4（4.3%）

8（4.9%）

7（4.3%）

7（4.3%）

29（17.7%）

1-4 藝術形式

3（1.8%）

4（2.4%）

4（2.4%）

1（0.6%）

12（7.3%）

20（12.2%）

20（12.2%）

16（9.8%）

19（11.6%）

75（45.7%）

1 小計

第二冊

第三冊

第四冊

小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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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制度等，以及 Integrated Chinese 的醫療制度、經濟制度、教育制度等；
而比例最低者皆為「1-2 場所」。

（二）「2 文化實踐」次類目分析
「2 文化實踐」是文化教學中關於人的各種活動，包括「2-1 運作」、
「2-2 行為」、「2-3 場景化活動」、「2-4 生平經歷」四個次類目，亦
即人與文化產物之間的互動、儀式化的行為、在特定時空中的溝通實
踐，以及文化成員的生命歷程等。由表 10、11 可看出《新版實用視聽
華語》、 Integrated Chinese 「2 文化實踐」次類目分布情形。
表 10 呈現出在《新版實用視聽華語》中「2-2 行為」比例最高，占
21.1%；「2-4 生平經歷」比例最低，僅占 0.4%。「2-1 運作」未見於第一、
二、五冊，比例最高者為第三冊，占 1.8%；「2-2 行為」各冊均有，比
例最高者為第四冊，占 5.8%；「2-3 場景化活動」各冊均有，比例最高
者為第二、三冊，各占 4.5%；「2-4 生平經歷」僅出現於第五冊，占 0.4%。
表 11 呈現出在 Integrated Chinese 中「2-3 場景化活動」比例最高，占
34.1%；「2-4 生平經歷」比例最低，僅占 0%。「2-1 運作」未見於第二、
三冊，比例最高者為第一、四冊，占 0.6%；「2-2 行為」未見於第三冊，
比例最高者為第一冊，占 3.0%；「2-3 場景化活動」各冊均有，比例最
高者為第二冊，占 11.6%；「2-4生平經歷」各冊均未出現。
整體來說，「2 文化實踐」的四個次類目在二套教材所占比例最高
者分別為「2-2 行為」與「2-3 場景化活動」，前者如《新版實用視聽華
語》的問候、打招呼、買東西等互動行為，後者如 Integrated Chinese 的生
日派對、節慶、面試等特定活動；比例最低者皆為「2-4 生平經歷」。

（三）「3 文化觀念」次類目分析
「3 文化觀念」包括「3-1 感知」、「3-2 信仰」、「3-3 價值觀」、「3-4
態度」四個次類目，亦即人們感知或忽略的內容、相信是真實或不真實
的內容、堅信是對的或錯的內容、精神與情感方面的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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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實用視聽華語》「2 文化實踐」次類目之分布情形

次類目

第一冊

第二冊

第三冊

第四冊

第五冊

2-1 運作

0（0.0%）

0（0.0%）

4（1.8%）

3（1.3%）

0（0.0%）

2-2 行為

9（4.0%） 11（4.9%） 12（5.4%） 13（5.8%）

2（0.9%） 47（21.1%）

2-3 場景化活動

4（1.8%） 10（4.5%） 10（4.5%）

8（3.6%）

5（2.2%） 37（16.6%）

2-4 生平經歷

0（0.0%）

0（0.0%）

1（0.4%）

2 小計

0（0.0%）

0（0.0%）

小計
7（3.1%）

1（0.4%）

13（5.8%） 21（9.3%） 26（11.7%） 24（10.8%） 8（3.6%） 92（41.3%）

表 11 Integrated Chinese 「2 文化實踐」次類目之分布情形
次類目

第一冊

第二冊

第三冊

第四冊

小計

2-1 運作

1（0.6%）

0（0.0%）

0（0.0%）

1（0.6%）

2（1.2%）

2-2 行為

5（3.0%）

2（1.2%）

0（0.0%）

2（1.2%）

9（5.5%）

2-3 場景化活動

9（5.5%）

19（11.6%）

17（10.4%）

11（6.7%）

56（34.1%）

2-4 生平經歷

0（0.0%）

0（0.0%）

0（0.0%）

0（0.0%）

0（0.0%）

15（9.1%）

21（12.8%）

17（10.4%）

14（8.5%）

67（40.8%）

2 小計

表 12 呈現出在《新版實用視聽華語》中「3-3 價值觀」比例最高，
占 9.4%；「3-2 信仰」比例最低，僅占 0.4%。「3-1 感知」未見於第一、
二冊，比例最高者為第五冊，占 5.4%；「3-2 信仰」僅出現在第五冊，
且比例相當低，僅占 0.4%；「3-3 價值觀」各冊均有，比例最高者為第
五冊，占 4.9%；「3-4 態度」未見於第一、二、三冊，比例最高者為第
五冊，占 2.7%。
表 13 呈現出在 Integrated Chinese 中「3-3 價值觀」比例最高，占 3.0%；
「3-1 感知」比例最低，完全未出現。「3-1 感知」在各冊中均未出現；
「3-2 信仰」僅出現於第三冊，且比例相當低，占 0.6%；「3-3 價值觀」
未見於第一、三冊，比例最高者為第四冊，占 2.4%；「3-4 態度」僅出
現於第四冊，占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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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實用視聽華語》「3 文化觀念」次類目之分布情形

次類目

第一冊

第二冊

第三冊

第四冊

第五冊

小計

3-1 感知

0（0.0%）

0（0.0%）

2（0.9%）

2（0.9%） 12（5.4%） 16（7.2%）

3-2 信仰

0（0.0%）

0（0.0%）

0（0.0%）

0（0.0%）

3-3 價值觀

1（0.4%）

1（0.4%）

2（0.9%）

6（2.7%） 11（4.9%） 21（9.4%）

3-4 態度

0（0.0%）

0（0.0%）

0（0.0%）

1（0.4%）

3 小計

1（0.4%）

1（0.4%）

4（1.8%）

9（4.0%） 30（13.5%） 45（20.2%）

1（0.4%）

6（2.7%）

1（0.4%）

7（3.1%）

表 13 Integrated Chinese 「3 文化觀念」次類目之分布情形
次類目

第一冊

第二冊

第三冊

第四冊

小計

3-1 感知

0（0.0%）

0（0.0%）

0（0.0%）

0（0.0%）

0（0.0%）

3-2 信仰

0（0.0%）

0（0.0%）

1（0.6%）

0（0.0%）

1（0.6%）

3-3 價值觀

0（0.0%）

1（0.6%）

0（0.0%）

4（2.4%）

5（3.0%）

3-4 態度

0（0.0%）

0（0.0%）

0（0.0%）

2（1.2%）

2（1.2%）

3 小計

0（0.0%）

1（0.6%）

1（0.6%）

6（3.7%）

8（4.9%）

整體來說，「3 文化觀念」的四個次類目在二套教材所占比例最高
者皆為「3-3 價值觀」，如《新版實用視聽華語》提到華人的長幼有序、
重男輕女、善惡有報等傳統觀念， Integrated Chinese 的男女平等、性別差
異等現代觀念，雖說比例皆高，但關注點並不相同；比例最低者分別為
「3-2 信仰」與「3-1 感知」。

（四）「4 文化社群」次類目分析
「4 文化社群」：指的是特定的社會群體，包括「4-1 國家／民族」、
「4-2 共存」、「4-3 關係」三個次類目，亦即包括宏觀文化、微觀文化，
以及這些文化成員之間的交互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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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呈現出在《新版實用視聽華語》中「4-1 國家／民族」比例最
高，占 6.3%，未見於第一、二冊，比例最高者為第三冊，占 4.9%；「4-2
共存」、「4-3 關係」二個次類目皆未出現於各冊。
表 15 呈現出在 Integrated Chinese 中「4-1 國家／民族」比例最高，占
4.3%，但未見於第一冊，比例最高者為第四冊，占 2.4%；「4-2 共存」
未見於第二、三冊，比例最高者為第四冊，占 2.4%；「4-3 關係」比例
最低，完全未出現。
整體來說，「4 文化社群」的四個次類目在二套教材所占比例最高
者皆為「4-1 國家／民族」，如《新版實用視聽華語》的國共內戰、中
日戰爭、兩岸關係等， Integrated Chinese 的多元民族、國民革命等；皆未
出現者為「4-3 關係」。

表 14

《新版實用視聽華語》「4 文化社群」次類目之分布情形

次類目

第一冊

第二冊

4-1 國家／民族

0（0.0%）

4-2 共存

第三冊

第四冊

第五冊

小計

0（0.0%） 11（4.9%）

3（1.3%）

1（0.4%） 14（6.3%）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4-3 關係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4 小計

0（0.0%）

0（0.0%） 11（4.9%）

3（1.3%）

1（0.4%） 14（6.3%）

表 15 Integrated Chinese 「4 文化社群」次類目之分布情形
次類目

第一冊

第二冊

第三冊

第四冊

小計

4-1 國家／民族

0（0.0%）

1（0.6%）

2（1.2%）

4（2.4%）

7（4.3%）

4-2 共存

1（0.6%）

0（0.0%）

0（0.0%）

4（2.4%）

5（3.0%）

4-3 關係

0（0.0%）

0（0.0%）

0（0.0%）

0（0.0%）

0（0.0%）

4 小計

1（0.6%）

1（0.6%）

2（1.2%）

8（4.9%）

1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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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5 文化個體」次類目分析
「5 文化個體」：指的是生活在特定文化社群中的個體，包括「5-1
身 分 歸 屬 」、「5-2 生 命 史 」 二 個 次 類 目， 亦 即 個 人 與 他 人 身 分 的 相
似性、個人從出生到死亡等生平經歷，指的都是個人在文化社群中的
定位。
從表 16、表 17 可看出，在《新版實用視聽華語》與 Integrated Chinese
二套教材中，「5 文化個體」出現的比較均低。《新版實用視聽華語》
僅 有 第 三 冊 出 現 一 次， 僅 占 0.4%， 屬 於「5-1 身 分 歸 屬 」 次 類 目， 為
「T01V03L07C02 小留學生的問題」。 Integrated Chinese 則是在第四冊出
現二次，僅占 1.2%，均屬於「5-2 生命史」次類目，為「T02V04L18C01
孔子」及「T02V04L18C02 孫逸仙」。

表 16

《新版實用視聽華語》「5 文化個體」次類目之分布情形

次類目

第一冊

第二冊

第三冊

第四冊

第五冊

小計

5-1 身分歸屬

0（0.0%）

0（0.0%）

1（0.4%）

0（0.0%）

0（0.0%）

1（0.4%）

5-2 生命史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5 小計

0（0.0%）

0（0.0%）

1（0.4%）

0（0.0%）

0（0.0%）

1（0.4%）

表 17 Integrated Chinese 「5 文化個體」次類目之分布情形
次類目

第一冊

第二冊

第三冊

第四冊

小計

5-1 身分歸屬

0（0.0%）

0（0.0%）

0（0.0%）

0（0.0%）

0（0.0%）

5-2 生命史

0（0.0%）

0（0.0%）

0（0.0%）

2（1.2%）

2（1.2%）

5 小計

0（0.0%）

0（0.0%）

0（0.0%）

2（1.2%）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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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一）二套教材中的文化內容整體分布不平均
首先是二套教材文化內容分布不平均，主要集中在「1 文化產物」、
「2 文化實踐」二個主類目，其他三個主類目則比例較少，其中「5 文
化個體」比例最低，呈現出注重具體的表層文化、忽略抽象的深層文化
這種現象。其次，文化內容出現的比例也有逐冊遞增的趨勢，亦即隨著
教材的語言程度提升，文化內容的比例也隨之增加。

（二）二套教材中的文化內容次類目比例高者多相同
二套教材的「1 文化產物」皆以「1-3 制度」比例最高，同時關注
到社會各項制度，如教育、政治、經濟等；「2 文化實踐」則分別是「2-2
行為」與「2-3 場景化活動」，前者如打招呼、問候、買東西等人際互動，
後者如生日、節慶、面試等特定場景的溝通方式；「3 文化觀念」皆以
「3-3 價值觀」最高，但臺灣教材呈現的是長幼有序、重男輕女、善惡
有報等華人傳統觀念，美國教材則多呈現男女平等、性別差異等現代觀
念；「4 文化社群」皆以「4-1 國家／民族」最高，但臺灣教材多呈現
國共內戰、中日戰爭、兩岸關係等政治為主的內容，美國教材則呈現多
元民族、國民革命等多元民族觀；「5 文化個體」在二套教材中出現比
例均低，僅有臺灣教材的小留學生、美國教材的孔子與孫逸仙。

二、建議
（一）調整華語教材中的文化內容比例
有鑑於二套教材文化內容分布不平均，皆有偏重具體的表層文化的
現象。建議可邀請相關專家學者，以及教學現場的華語教師，在教材中
適度增加抽象的深層文化，包括文化觀念、文化社群與文化個體；或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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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延伸補充教材，使學習者不僅是學習到表層文化，也能夠真正深入
理解母語文化與目標語文化，進而達到彼此尊重的目標。

（二）參考美國華語教材文化內容的多元性
根據本研究對於二套教材文化內容次類目的分析結果發現，在「3
文化觀念」與「4 文化社群」二類目中，Integrated Chinese 呈現出有別於《新
版實用視聽華語》的多元性，除了傳統的華人文化、華人意識外，更增
加了現代與多元的觀念，這是臺灣教材可用以借鏡與參考的地方。

（三）持續探討各國華語教材中的文化內容
未來可以持續本研究發展出的文化類目，收集世界各地具有代表性
的華語教材，包括中文母語地區與非中文母語地區、不同程度、不同年
齡的教材，持續進行華語教材文化內容的分析與比較。藉由跨國華語教
材的比較，了解各地區華語教材的全貌與異同，最後回饋到臺灣的華語
教材。
在世界各地的華語教學中，由於教學環境、教學對象等不盡相同，
因此沒有一套能夠放諸四海皆準的教材。本研究的最終目的並非要找出
一套理想的教材，而是要考察其中出現的文化內容，盡可能呈現出華語
教材文化內容的面貌；並且希望教學者能夠立基於教材，善用教材，設
法達到文化教學的目標，培養學習者的跨文化溝通能力，了解彼此的文
化，進而尊重彼此的文化。希望本研究能為華語文化教學提供實證研究
的基礎，帶來拋磚引玉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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