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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本研究旨在探討大學英文課中融入跨文化教育對提升學生跨文化能
力的成效。本計畫首先利用一學期的時間發展為期十八週的跨文化
課程，課程內容主要融入有關越南和印尼的文化議題，包括文化多
樣性、生活型態等，其中包括數堂文化體驗課程。所設計之課程後
續應用於一所公立大學兩學期共兩班的選修英文課中，課程參與對
象共68位二年級至四年級學生。所有學生分別於學期初填寫一份跨
文化能力量表，爾後參與一學期的教學活動，於學期末時再填寫跨
文化量表後測問卷。學期結束後，研究團隊進一步邀請學生填寫一
份課程學習問卷並參與訪談。
    本研究分析第一學期（研究一）17位和第二學期（研究二
）14位簽署參與研究同意書同學的問卷資料及其對課程的回饋，和
三位參與訪談同學的訪談內容，以期釐清課程設計對提升學生跨文
化知能和英語學習的影響。研究結果顯示研究（一）和研究（二
）中，學生在五個面向的跨文化能力皆有所成長，然在研究（一
）中僅「跨文化溝通相關知識」、「跨文化溝通行為表現能力」及
「跨文化敏覺感的呈現」的成長達到顯著標準；在研究（二）中則
「跨文化溝通行為表現能力」和「跨文化互動時的自我勝任感」有
明顯進步。總括而言，研究（一）和（二）結果顯示本計畫所設計
之東南亞跨文化教育課程對提升學生對跨文化溝通的認識最有幫助
，而對「跨文化互動情意傾向」的成效最有限。而因兩學期的課程
學生群不同，課程設計上略有不一樣，因此課程設計對其餘三項跨
文化能力面向的效果不同。此外，課程學生問卷和訪談內容分析顯
示學生認為本課程能有助於提升他們跨文化知識、能力和態度，也
對學習英語十分有益。基於研究發現，本計畫最後提出跨文化教育
融入英語課程中的相關教學建議。

中文關鍵詞： 跨文化知能、東南亞文化、英語學習、大學英文、文化體驗

英 文 摘 要 ： This study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integrating
intercultural education into university English classes on
th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This study consisted of three major phases, and an 18-week
curriculum was developed in the first phase. The curriculum
covers a variety of cultural issues related to Vietnam and
Indonesia, including cultural diversity and lifestyle. A
series of experiential lessons were also designed to engage
students into the target cultures more deeply. The
curriculum was later applied in two elective English
courses in two consecutive semesters at a public
university. In each semester, the participants enrolled in
the class was 34 non-English majors from the sophomore
division to the senior division respectively, yielding a
total number of 68 students participating in the proposed
intercultural curriculum. In each class, the students
completed an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Scale for a pretest
and a posttest. After the end of the semester, they were
invited to complete a course evaluation survey and to
participate in a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



    Data reported in this study emerged from 17 students in
the first semester (Study 1) and 14 students in the second
semester (Study 2) who signed the consent form to
contribute their data for this research. Interview data
from three participants were also analyzed to clarify the
effects of the curriculum on the students’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and learning of English. Results reveal that the
students in Study 1 and Study 2 showed improvements in all
the five aspects of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yet, the
effects of the curriculum varied. In Study 1, only the
students’ knowledge of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behavioral performance in intercultural interaction, and
display of intercultural consciousnes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in Study 2, only the pretest-posttest difference
in knowledge of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and self-efficacy
in intercultural situations reach the significance level.
Taken together, Study 1 and Study 2 show that the
curriculum benefited the students’ knowledge about
intercultural interaction the most, and the students’
affective orientation the least. On the other hand, its
effect on self-efficacy, behavioral performance and
intercultural consciousness varied, which may be due to the
students’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slight
differences in the curriculum design. Moreover, analysis of
the students’ course evaluation surveys and interview
responses further show that the curriculum was perceived by
the students to be facilitative to their knowledge, skills
and attitude on the domains of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and
learning of English. Based on the findings, pedagogical
implications are proposed to shed light on how
intercultural education can be integrated in university
English classes to arouse students’ intercultural
awareness and develop their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英文關鍵詞：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Southeast Asian culture, English
learning, university English, cultural experience



表 CM03                                                                       共 21頁  第0頁 

	

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期中進度報告/■期末報告）	

	

大學英文課中的跨文化教育：以東南亞社會文化為例	

	

計畫類別：■個別型計畫	 	 	□整合型計畫	

計畫編號：MOST 107－2410－H－003－015－ 
執行期間：107 年 08 月 01 日至 109 年 02 月 29 日 
執行機構及系所：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語學系 
	

計畫主持人：王宏均	

共同主持人：無	

計畫參與人員：潘語晨研究助理、段穎賢研究助理、王繼輝研究助理、	

曾秀芳研究助理、陳心柔研究助理	

	

本計畫除繳交成果報告外，另含下列出國報告，共   1   份： 
□執行國際合作與移地研究心得報告	

■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	

	

	 	期末報告處理方式：	

1. 公開方式：	
■非列管計畫亦不具下列情形，立即公開查詢	

	 	 	 	 	 	□涉及專利或其他智慧財產權，□一年□二年後可公開查詢	

2.「本研究」是否已有嚴重損及公共利益之發現：■否	□是	

3.「本報告」是否建議提供政府單位施政參考	■否	□是，	 	 	 	（請列舉提供

之單位；本部不經審議，依勾逕予轉送）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05  月  03  日 

 



表 CM03                                                                       共 21頁  第1頁 

目錄	

中文摘要   ............................................................................................................................................................................................................................................................................................................. 2 

英文摘要   ............................................................................................................................................................................................................................................................................................................. 3 

壹、研究介紹  ................................................................................................................................................................................................................................................................................................ 5 

貳、文獻探討 .................................................................................................................................................................................................................................................................................................... 7 

參、研究方法  ................................................................................................................................................................................................................................................................................................ 9 

一、研究場域與實驗對象 ......................................................................................................................................................................................................................................... 9 

二、課程規畫 .................................................................................................................................................................................................................................................................................... 9 

三、研究工具 ................................................................................................................................................................................................................................................................................ 10 

    (一) 跨文化能力量表 .................................................................................................................................................................................................................................... 10 

    (二) 課程學習問卷 ............................................................................................................................................................................................................................................ 11 

    (三) 訪談 ............................................................................................................................................................................................................................................................................... 12 

三、資料分析 ................................................................................................................................................................................................................................................................................ 12 

    (一) 量化分析 .............................................................................................................................................................................................................................................................. 12 

    (二) 質化分析 .............................................................................................................................................................................................................................................................. 12 

四、研究執行過程 ............................................................................................................................................................................................................................................................... 13 

肆、研究結果  ............................................................................................................................................................................................................................................................................................ 13 

一、跨文化知能成長情形 ..................................................................................................................................................................................................................................... 13 

二、學生課程問卷回饋與訪談結果 .................................................................................................................................................................................................. 15 

伍、討論與結論  ................................................................................................................................................................................................................................................................................... 17 

陸、致謝   .......................................................................................................................................................................................................................................................................................................... 18 

柒、引用文獻  ............................................................................................................................................................................................................................................................................................. 19 

捌、註記   .......................................................................................................................................................................................................................................................................................................... 21 

	

	

	

	

	



 

表 CM03                                                                       共 21頁  第2頁 

大學英文課中的跨文化教育：以東南亞社會文化為例	

	

王宏均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語學系	

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大學英文課中融入跨文化教育對提升學生跨文化能力的成效。本

計畫首先利用一學期的時間發展為期十八週的跨文化課程，課程內容主要融入有

關越南和印尼的文化議題，包括文化多樣性、生活型態等，其中包括數堂文化體

驗課程。所設計之課程後續應用於一所公立大學兩學期共兩班的選修英文課中，

課程參與對象共68位二年級至四年級學生。所有學生分別於學期初填寫一份跨文

化能力量表，爾後參與一學期的教學活動，於學期末時再填寫跨文化量表後測問

卷。學期結束後，研究團隊進一步邀請學生填寫一份課程學習問卷並參與訪談。 

    本研究分析第一學期（研究一）17位和第二學期（研究二）14位簽署參與研

究同意書同學的問卷資料及其對課程的回饋，和三位參與訪談同學的訪談內容，

以期釐清課程設計對提升學生跨文化知能和英語學習的影響。研究結果顯示研究

（一）和研究（二）中，學生在五個面向的跨文化能力皆有所成長，然在研究（一）

中僅「跨文化溝通相關知識」、「跨文化溝通行為表現能力」及「跨文化敏覺感

的呈現」的成長達到顯著標準；在研究（二）中則「跨文化溝通行為表現能力」

和「跨文化互動時的自我勝任感」有明顯進步。總括而言，研究（一）和（二）

結果顯示本計畫所設計之東南亞跨文化教育課程對提升學生對跨文化溝通的認識

最有幫助，而對「跨文化互動情意傾向」的成效最有限。而因兩學期的課程學生

群不同，課程設計上略有不一樣，因此課程設計對其餘三項跨文化能力面向的效

果不同。此外，課程學生問卷和訪談內容分析顯示學生認為本課程能有助於提升

他們跨文化知識、能力和態度，也對學習英語十分有益。基於研究發現，本計畫

最後提出跨文化教育融入英語課程中的相關教學建議。 

關鍵詞：跨文化知能、東南亞文化、英語學習、大學英文、文化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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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cultural Education in University English Classes: A Case Study 

on Southeast Asian Cultures 

 

Hung-chun Wang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study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integrating intercultural education into 

university English classes on th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This study consisted of three major phases, and an 18-week curriculum was developed 

in the first phase. The curriculum covers a variety of cultural issues related to Vietnam 

and Indonesia, including cultural diversity and lifestyle. A series of experiential lessons 

were also designed to engage students into the target cultures more deeply. The 

curriculum was later applied in two elective English courses in two consecutive 

semesters at a public university. In each semester, the participants enrolled in the class 

was 34 non-English majors from the sophomore division to the senior division 

respectively, yielding a total number of 68 students participating in the proposed 

intercultural curriculum. In each class, the students completed an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Scale for a pretest and a posttest. After the end of the semester, they were 

invited to complete a course evaluation survey and to participate in a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  

    Data reported in this study emerged from 17 students in the first semester (Study 1) 

and 14 students in the second semester (Study 2) who signed the consent form to 

contribute their data for this research. Interview data from three participants were also 

analyzed to clarify the effects of the curriculum on the students’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and learning of English. Results reveal that the students in Study 1 and 

Study 2 showed improvements in all the five aspects of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yet, 

the effects of the curriculum varied. In Study 1, only the students’ knowledg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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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behavioral performance in intercultural interaction, and 

display of intercultural consciousnes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in Study 2, only the 

pretest-posttest difference in knowledge of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and self-efficacy in 

intercultural situations reach the significance level. Taken together, Study 1 and Study 

2 show that the curriculum benefited the students’ knowledge about intercultural 

interaction the most, and the students’ affective orientation the least. On the other hand, 

its effect on self-efficacy, behavioral performance and intercultural consciousness 

varied, which may be due to the students’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slight 

differences in the curriculum design. Moreover, analysis of the students’ course 

evaluation surveys and interview responses further show that the curriculum was 

perceived by the students to be facilitative to their knowledge, skills and attitude on the 

domains of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and learning of English. Based on the findings, 

pedagogical implications are proposed to shed light on how intercultural education can 

be integrated in university English classes to arouse students’ intercultural awareness 

and develop their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Keywords: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Southeast Asian culture, English learning, 

university English, cultural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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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英文課中的跨文化教育：以東南亞社會文化為例	

王宏均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語學系	

壹、研究介紹	

    十二月一個週日的午後，臺北車站一如往常聚集著眾多來自遠方的旅客，他們席地而坐，

和來自家鄉的同伴談笑風聲，一起享用著有家鄉味的美食，並暫時把工作的煩惱及思鄉的感

傷拋在腦後。他們的身影，配合著大廳內充滿綠意的耶誕樹，以及旅客爭相拍照的大紅色西

式城堡，再加上購票窗旁用中英雙語標示的「臺北車站」(Taipei Main Station)，讓這小小的車

站大廳儼然成為了一個小小的國際村，散發出濃濃多元且豐富的文化氣息。 

    臺北車站大廳裡的景象是近一、二十年來臺灣社會文化逐漸轉變多元的寫照。臺灣約有

2,355萬的本地人口註一。除了本地人口外，更有超過 77萬 5,000人的外籍人口註二，其中有近

67萬人來自東南亞國家，佔所有外籍人口百分之 86以上。另一方面，因國內大專院校長久以

來追求國際化的目標（詳見 Chou & Ching, 2012），多元文化的氣氛因而也在大學校園中蓬勃

發展著。根據教育部統計，在 100學年度至 104學年度短短的四年間，全國境外學生人數已

從 55,463人大幅增加至 110,182人註三，其中來自亞洲其他國家的境外生比例更高達百分之 85

以上。境外生人數的上升不僅顯示許多大學校園已具豐富的文化氛圍，也突顯出提升國內學

生跨文化能力的重要性。 

    跨文化能力(intercultural competence)，或是溝通（傳播）領域中所指的跨文化溝通能力

(Arasaratnam, 2016)，在不同研究領域中的定義十分分歧(Spitzberg & Chagnon, 2009)。一般來

說，它指的是一個人能認可並接受他人的文化價值觀與特質，進而反思自己與他人的相同或

相異之處(Kramsch, 2009)。Spitzberg與 Chagnon (2009)認為跨文化溝通能力會反映在一個人與

具不同情感取向、認知概念或行為模式的個人或團體互動時，兩方雖然對宗教、種族或國際

關係等議題的看法可能有所不同，但仍能妥善且合宜地進行互動。而對於跨文化能力應包括

哪些知能，以往許多學者已提出不同的看法（詳見 Spitzberg & Chagnon, 2009）。例如 Ruben 

(1986)回顧他之前的研究結果(Ruben, 1976; Ruben & Kealey, 1977)，指出在七項跨文化能力的

重要特質中（包括變通能力、能避免過於主觀判斷、對不確定性的容忍力、能表達尊重、能

調整個人的認知與感受、能具同理心、及與人互動時在言談上能有一來一往的互動），其中

對跨文化能力最具影響的是一個人能避免對任務過於嚴苛而影響團隊氛圍，也能避免過度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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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或主觀的判斷。另一方面，在 Pope與 Reynolds (1997)討論學生事務人員的多元文化能力特

質一文中，他們認為多元文化能力包括對多元文化的認知(awareness)、知識(knowledge)與技能

(skills)，若以 Pope與 Reynolds對多元文化能力所提出的概念來定義跨文化能力，跨文化能力

則可包括一個人能理解跨文化差異的存在，且知道文化間的相同及相異之處，也能與他人妥

善互動及討論跨文化議題。此外，Borghetti (2013)強調教師不應把跨文化能力視為授課內容，

而是把提升學生跨文化能力視作課程教學目標。因此，跨文化教育的宗旨則在透過課程學習

內容強化學生對跨文化差異的理解與認識，並提升學生跨文化交際的互動能力。 

另一方面，Kachru (1988)將全世界說英文的國家分成內圍圈(inner circle)、外圍圈(outer 

circle)、外擴圈(expanding circle)，其中內圍圈主要是英語為第一語言的國家，包括英國、美

國和澳洲等。外圍圈則主要指英語雖非為母語，但仍主要作為第二語言做溝通用途的國家，

包括印度、新加坡和肯亞等。外擴圈則主要包括中國、日本、臺灣等主要用英語為外語的國

家。根據 Statista統計數據公司於 2013年針對全球語言使用所做的調查註四，全球英語的使用

人口近 18.75億人，其中以英語為母語人口僅佔 3.75億(20%)，其餘高達 15億(80%)人口則以

英語作為第二語言或外語。這統計數據也顯示英語學習者日後用英文溝通的對象僅有少數人

是以英文為母語，而絕大多數是來自非英語系國家以英語為第二語言或外語的使用者。 

    Hinkel (1999)指出越來越多應用語言學家及外語教師意識到外語教育無法避免談及目標

語使用者的文化，外語教育亦被認為是提升學生跨文化溝通知能的重要管道(Escudero, 2013)。

雖然外語教育中的文化教學最初主要著重在學習以英語為母語國家的文化(Byram, 1993)，近

年來外語教學對文化教育的關注則逐漸趨向多元，鼓勵學生在英文課程中主動探索不同國家

的社會文化(如 Hsu, 2014; Kiss & Weninger, 2017)。然因目前國內無論在大學或是其他學習階

段的英語課程，很少有研究探討如何將跨文化教育融入於英語課程中，針對東南亞社會文化

之英語教育研究更是罕見。然而，正如 Arasaratnam (2016)指出目前在跨文化溝通能力的研究

主要是針對一些像美國或歐洲國家等經濟上已開發的國家，目前的研究範疇使我們無法對跨

文化溝通能力的教學有更全面性地了解。 

    因現今國內有眾多來自東南亞國家的外籍人口，大學校園中亦有許多來自印尼、越南、

馬來西亞等東南亞國家之國際學生，因此本研究期望能在大學英文課中融入東南亞社會文化

議題，以期提升學生對東南亞社會文化的認識，並促進學生的跨文化能力。本研究以混合型

研究(mixed-methods design)的方式，同時運用量化和質化研究方法(Johnson & Onwuegbuzie, 

2004)分析學生的學習歷程，並釐清大學英文課中引導學生認識東南亞社會文化特色對提升學

生跨文化能力的效益。整體而言，本研究旨在探討兩項研究問題：（一）大學英語課中的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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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亞文化教育是否能有效提升大學生跨文化能力？（二）大學生對於英語課中融入東南亞文

化教育的看法為何？以下則將詳述外語教育中相關文化教學的研究發現。 

貳、文獻探討 

	 	 在近一、二十年來，第二語言學習中的文化教育受到越來越多教師及研究者的關注，而

許多研究者(如 Bateman, 2002, 2004; Jogan, Heredia, & Aguilera, 2001; Juan-Garau & Jacob, 

2015; Hsu, 2014; Su, 2008)紛紛從課程設計或教學方法面探討如何在第二語言課程中提升學習

者的跨文化能力。例如 Juan-Garau與 Jacob (2015)探討在 EFL中學課程中融入內容與任務導

向課程(content- and task-based approach)對外語學習及跨文化能力的效益。在他們的研究中，

他們邀請一組西班牙當地的中學生和兩組波蘭當地的學生於英文課進行一項以探討非洲文化

的任務活動，而兩地同學主要在原班分組完成任務，並於班上進行口頭報告，他們也會將簡

報放置於部落格上，並利用部落格與他校同學交換意見。Juan-Garau與 Jacob分析參與學生所

完成的簡報和部落格上的互動，以及西班牙當地學生所完成的作文，他們發現該內容與任務

導向課程活動有助於刺激學生五項跨文化思維或能力，包括（一）認識其他社會或文化的生

活模式、（二）瞭解生活品質如何受到區域或國家間環境差異所影響、（三）提升外語溝通能

力、（四）提高個人對文化議題的敏銳度、對外國文化的尊重等情意能力、和（五）提高對外

國文化或人民的同理心，而西班牙學校的學生亦表示喜好參與內容與任務導向課程活動。 

    Hsu (2014)的研究則利用專題式教學法融入跨文化學習議題，並探討學生的學習成效。在

這項研究中，Hsu 的研究對象參與為期十二週的世界節慶專題活動。在活動中他們閱讀關於

節慶的文章，並比較外國節慶的差異，每個人除填寫六篇的反思日記外，每組學生最後則必

須完成一份 15分鐘左右的小組報告。小組報告為任務導向活動，每個小組必須要以提升某一

國家的旅遊產業為目標來介紹該國的三個節慶。而在 Hsu研究中所針對的四項學生回饋中（包

括對專題式學習的感受、對外語學習的看法、對文化知識學習的看法、及對學習能力與動機

的看法），學生普遍對於專題式課程感到滿意，也頗認同該活動能提升他們的英語能力及學

習能力和動機，然而整體來說學生最認同專題式學習能提升他們對外國文化的學習，並認為

該專題活動能幫助他們更加了解外國文化，以及臺灣文化和外國文化之間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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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許多研究(如 Bateman, 2002, 2004; Su, 2008)發現讓語言學習者進行民族誌訪談

(ethnographic interview)能裨益學生學習 L2文化。例如在 Bateman (2004)研究中，他在美國一

所大學的西班牙文課讓 54名西語學習者利用民族誌訪談的方式訪問一名西語為母語人士，並

於每次訪問後完成一份日記。而該研究結果顯示民族誌訪談的方式能幫助學生認識西班牙語

系國家的文化，以及拉丁文化與美國文化之間的異同，並糾正他原先可能有的誤解, 而民族誌

訪談也讓許多學生想要進一步認識拉丁文化，並能用同理心體會西班牙裔族群。此外，學生

在訪談的過程中，也逐漸學習如何在跨文化溝通時妥善調整表達方式。而 Su (2008)對臺灣英

語學習者所作的研究，同樣探討使用民族誌訪談對於提升學生跨文化認知的成效，而該研究

呼應 Bateman (2004)的研究發現，同樣指出民族誌訪談能幫助外語學習者認識 L2文化，除此

之外，學生也在過程中逐漸強化使用英文的信心與學習英文的目標。 

	 	 另一方面，除了運用不同的教學方式鼓勵第二語言學習者主動探索及接觸跨文化議題外，

亦有研究者提出文化素材中對個人的意義主要是仰賴個人的主觀詮釋。例如，Kiss與Weninger 

(2017)認為視覺影像是學習其他文化一項很好的資源，他們的研究發現影像所傳達給讀者的文

化意義並非原本就存在於影像中，而是必須經由影像與學習者及教師三方的互動而產生，因

此學習者對一張影像意義的詮釋會包括跨越文化的普遍意義(universal meaning)、文化與次文

化意義(cultural and subcultural meaning)、即對個人的意義(individual meaning)。例如，當一位

臺灣學生看到一張泰國潑水節的活動照時，當下可感受到照片中人物的喜悅和慶祝節慶的氣

氛（普遍意義），而這份感受較不受詮釋者的文化背景所影響，也就是說無論照片詮釋者來

自哪個文化，通常會有同樣的感受。然而，除了普遍的意義外，詮釋者同樣也會從個人的文

化背景來詮釋影像，像是當看到潑水節的照片時，臺灣學生可能會回想到臺灣節慶或個人成

長經驗中是否有類似的活動或慶典。此外，影像可能也會觸發個人較私人的情感，例如看到

潑水節照片便想到小時候的鄰居等。有鑒於個人對於同一張影片會有不同層次的意義詮釋，

因此 Kiss與Weninger (2017)認為教室中所使用的素材，其內容的文化意義是由學習者建構，

因此學生應被視為重要的「資源」(頁 195)，這也顯示出學生的生活經驗及成長背景會影響本

身對文化素材內容的詮釋。 

 

 



 

表 CM03                                                                       共 21頁  第9頁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場域與實驗對象 

    本計畫為教學型研究，於北部一所公立大學進行，實驗學校每年招收許多國際學生，因

國際學生人數眾多，無論是境內或境外生，學生在校園中皆能有許多相互交流的機會。參與

本研究之對象為兩班選修英文的學生，各學期修課人數皆為 34位學生，而實際填寫參與同意

書且完成所有研究工具之人數分別為 17和 14人，因此本計畫主要以這 31位同學的填答作為

研究分析資料。 

 

二、課程設計與規畫 

    在各個學期中，每班學生參與為期十八週之選修英文課程，課程主題著重在東南亞文化，

並聚焦於越南文化及印尼文化。計畫主持人與三位分別來自越南和印尼的研究助理密集討論

十八週課程主題，搜尋英文閱讀文章並製作英語學習單，同時規劃文化體驗課程，幫助學生

能夠深入體驗越南和印尼文化，感受文化價值。 

   十八週的課程主要以期中考週作為課程主題之分界點，前半學期針對越南文化進行討論，

後半學期則聚焦於印尼文化議題。就越南文化部分，主題涵括越南咖啡文化（四節課）、飲食

文化（兩節課）、生活型態（四節課）、生活準則（兩節課）、人際互動（兩節課）；印尼文化

課程則包括文化多樣性（兩節課）、生活型態（兩節課）、食物（兩節課）、在台移工（兩節課）

及傳統樂器（兩節課）。學期規畫並融入數次的文化體驗課程，例如泡製越南咖啡、認識越南

傳統服飾 áo dài、品嚐印尼小吃 tempe、演奏印尼傳統樂器、邀請專家學者到班分享等（請見

下圖一）。 

    在學期中，課程以網路文章作為主要閱讀文本，所以文章之挑選除契合各單元課程主題

外，文章內容之文化正確性亦經研究助理之確認，並由計畫主持人及研究助理密集討論文章

的適切性。最後，研究團隊針對各單元主題及閱讀文章設計英語學習單，學習單內容經英語

為母語人士之專業編輯校對後定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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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驗泡製越南咖啡 

 

認識越南傳統服飾 áo dài 

 

調製越南魚露沾醬 

 

品嚐印尼 tempe 

圖一 教學活動照片 

三、研究工具 

    為觀察研究對象在跨文化學習的歷程及成果，同時瞭解研究對象對於大學英文課程融入

東南亞社會文化議題的看法，研究團隊運用三項研究工具收集研究資料，包括跨文化能力量

表、課程學習問卷和訪談，以下則一一說明各項研究工具的內容及使用目的。 

（一）跨文化能力量表 

    為了解跨文化課程是否能有效提升研究對象的跨文化能力，本研究運用 Chao (2014)所編

制的跨文化能力量表(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Scale)來評量學習者跨文化能力。Chao (2014) 

邀請 1,117名臺灣大學生填寫一份含 34題問題的跨文化能力量表，問卷填答者在閱讀完每一

題陳述後，從 0至 5分的量表圈選最貼近自己感受的陳述。Chao根據學生的回覆修改該量表，

修改後的量表共包含 30題陳述，主要針對跨文化溝通相關知識、跨文化互動情意傾向、跨文

化互動時的自我勝利感、跨文化溝通行為表現能力、與跨文化敏感覺的呈現等五個因素構面

（問卷範例請參見下表一）。在本研究中，研究團隊使用 Lin 與Wang(2018)所略微調整之問

卷版本，並請所有研究對象在課程教學前後填寫本量表，以釐清跨文化課程是否能提升學生

的跨文化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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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Chao (2014) 跨文化能力量表範例（頁 122–123） 

因素構面一：跨文化溝通相關知識 

1. 我知道世界上其他文化的日常生活習慣（例如：飲食、習俗）。 

2. 我知道世界上其他文化中的非語言溝通行為。 

因素構面二：跨文化互動情意傾向 

11. 我喜歡和世界上不同文化的人交流互動。 

12. 我願意學習暸解世界上不同的文化。 

因素構面三：跨文化互動時的自我勝利感 

17. 對於能否與世界上其他文化的人士進行合適有效溝通一事，我很有信心。 

18. 在不同文化的環境中生活，我確信自己有足夠的適應力。 

因素構面四：跨文化溝通行為表現能力 

23. 我具備流利的英語能力，能與世界上其他文化的人有效溝通。 

24. 我能因著不同跨文化情境的需求來調整自己的飲食方式。 

因素構面五：跨文化敏感覺的呈現 

30. 我不會把某個人的行為簡化解讀為某種特定文化的代表。 

31. 在與不同文化背景人士互動前，我會事先作好準備。 

 

（二）課程學習問卷 

    為瞭解學生修課心得，研究團隊於期末課程結束後請學生填寫一份線上匿名問卷，讓學

生表達個人對英語課程中融入跨文化教育的感想。雖然實驗學校已有課程評鑑機制供學生表

達修課意見，然因學校的課程評量問卷並非聚焦於課程在跨文化能力的學習目標，因此研究

團隊期望運用線上匿名問卷鼓勵學生就課程安排表達個人真實感受。問卷題目包括以下五題

開放性問題： 

1. 你對於本學期大學英文課中融入東南亞社會文化修課的學習心得？ 

2. 你認為本學期大學英文課中融入東南亞社會文化的教學方式，是否有助於提升你的

英語能力？ 

3. 本學期所討論的東南亞社會文化議題中，你印象最深刻的主題是哪一個？為什麼？ 



 

表CM03                                                                       共21頁  第12頁 

4. 你認為本學期所討論的東南亞社會文化議題，有沒有可再增添的主題？為什麼？ 

5. 你在修習完本學期大學英文課後，會不會希望再進一步深入認識東南亞社會文化？

為什麼？ 

 

（三）訪談 

	 	 本研究主要在課程結束後，邀請同學參與訪談，並全權尊重同學參與訪談的意願。研究

結束後，共有三位修課同學表示願意參加後續訪談，而研究人員就訪談內容，剖析學生的學

習歷程及修課心得。三位學生分別來自同一班選修英文課程。訪談以採半結構式訪談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進行，由訪談人員在訪談時向受訪者提問上列五題課程學習問題，

爾後再就受訪者的回應進一步延伸訪談問題。此外，為確保受訪者能真實表達個人看法，所

有訪談由研究助理進行。 

三、資料分析 

    本研究資料分析以量化方式探究大學英文課中的跨文化教育是否能提升大學生的跨文化

能力。另一方面，本研究亦運用質化方式分析學習者日誌、課程學習問卷回饋與訪談內容，

以瞭解學生的學習歷程及對課程設計的看法。 

（一）量化分析 

    本計畫運用跨文化能力量表瞭解學生在修課前後的跨文化能力。待資料收集工作結束後，

研究者先運用量化描述性統計呈現前測與後測時研究對象對該問卷回饋的情形，以說明研究

對象在不同階段的跨文化能力。爾後，採成對樣本 T檢定(Paired samples t-test)進一步比較兩

班研究對象在不同層面的跨文化能力是否有所成長，以回答研究問題。 

 

（二）質化分析 

    本研究以內容分析法(content analysis)方式分析所有質性研究資料(Creswell & Clark, 

2011)，包括學生課程學習問卷及訪談資料。在分析的過程中，計畫主持人及一位大學部兼任

研究助理先分別就問卷和訪談內容，了解學生就課程就跨文化學習和英語學習的效益，待初

步分析資料後，計畫主持人則和研究助理進一步討論分析結果，以達成分析上之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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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執行過程 

    本計畫之研究過程共包含六階段。第一，計畫團隊於計畫前六個月（107年 8月至 108

年 1月間）設計跨文化課程及授課教材。爾後，陸續於 107學年度第二學期和 108學年度第

一學期，分別於實驗學校兩班的選修英文課中進行研究（一）和研究（二）。第二，在研究（一）

和研究（二）中，研究者於各學期初進行跨文化量表前測問卷，爾後便依據教學規畫進行教

學活動。第三，待學期結束前，研究者於班上進行跨文化量表後測問卷，以便深入了解學生

在跨文化知能進步的情形。第四，於學期成績公告後，研究者以電子郵件方式邀請同學填寫

同意書和課程學習問卷。第五，再確認同學參與後續訪談之意願後，研究助理便開始進行訪

談。最後，待收集完所有研究資料後，研究團隊則著手分析研究資料，並撰寫研究報告。 

 

肆、研究結果 

一、跨文化知能成長情形 

 表二呈現出兩個學期學生在跨文化能力量表上各面向能力成長的情形。首先，在第一個

學期(研究一)，學生在五項跨文化能力前後測間皆有明顯的變化，尤其在跨文化溝通相關知

識、跨文化溝通行為表現能力、跨文化敏覺感的呈現有最大的成長。在第二個學期(研究二)，

參與學生同樣後測分數皆高於前測分數，唯僅跨文化溝通相關知識、跨文化溝通行為表現能

力進步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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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學生跨文化能力問卷前後測結果 

  前測 後測 

構面 題數 M SD M SD 

研究（一） (N=17)      

跨文化溝通相關知識 9 41.82 3.71 45.82 5.49 

跨文化互動情意傾向 6 31.41 2.81 32.65 3.33 

跨文化互動時的自我勝任感 3 12.06 1.89 12.76 3.35 

跨文化溝通行為表現能力 7 27.71 5.19 31.59 6.39 

跨文化敏覺感的呈現 5 23.71 2.08 26.35 2.69 

研究（二） (N=14)      

跨文化溝通相關知識 9 41.79 5.62 44.50 5.24 

跨文化互動情意傾向 6 32.14 2.80 32.93 2.87 

跨文化互動時的自我勝任感 3 12.43 1.74 14.00 2.22 

跨文化溝通行為表現能力 7 28.29 3.67 31.00 4.24 

跨文化敏覺感的呈現 5 24.43 3.08 25.50 2.93 

 

 研究團隊進一步應用Wilcoxon signed-ranked test來檢測各班後測成績是否顯著高於前測

成績。在第一學期，受試者在跨文化溝通相關知識後測(Mdn = 45)顯著高於前測分數(Mdn = 

43), T = 121.50, Z = 2.77, p = .01, r = .48)，根據 Cohen (1988)，教學成效具中至高

(medium-to-large effect)的效益。向度四─跨文化溝通行為表現能力─同樣後測分數(Mdn = 33)

顯著高於前測(Mdn = 29), T = 108.50, Z = 2.76, p = .01, r = .47。此外，受試者在跨文化敏覺感

的呈現亦具顯著成長（前測 Mdn = 24, 後測 Mdn = 27, T = 133.00, Z = 2.70, p = .01, r =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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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之下，跨文化互動情意傾向和跨文化互動時的自我勝任感皆並未有顯著的進步。 

    在第二學期，受試者則在跨文化溝通相關知識和跨文化互動時的自我勝任感上有顯著的

進步。首先，跨文化溝通相關知識後測分數(Mdn = 45)顯著高於前測(Mdn = 40)，T = 84 , Z = 

1.99, p = .047, r = .38。在跨文化互動時的自我勝任感，後測分數(Mdn = 13.50)一樣顯著高於前

測分數(Mdn = 12.50)，T = 78, Z = 2.30, p = .02, r = .43。其他三個跨文化知能面向，則進步情

形則未達標準。 

若統整兩學期之研究結果，可發現參與本研究所設計之東南亞文化教育英語課程能有效

提升學生對自我跨文化知識的自覺，相較之下，兩班學生的跨文化互動情意傾向雖有所成長，

但皆未達顯著，顯示本課程設計對提升跨文化互動情意傾向之效益有限。此外，就其他三個

跨文化能力面向（跨文化互動時的自我勝任感、跨文化溝通行為表現能力、跨文化敏覺感的

呈現），則可能因參與學生的背景不同、及課程活動設計上之些許差異，因此教學成效的強度

也有所不一樣。 

 

二、學生課程問卷回饋與訪談結果 

    儘管課程對五個面向跨文化知能的成效不同，但無論在研究（一）或研究（二）中，學

生在跨文化溝通相關知識、跨文化互動情意傾向、跨文化互動時的自我勝任感、跨文化溝通

行為表現能力、跨文化敏覺感的呈現皆有成長。研究團隊進一步分析學生課程問卷回饋和訪

談結果，而結果顯示本研究所設計之課程有助於提升學生跨文化知能和英語學習。 

 

課程對跨文化知能的成效 

    就學生的反思，本計畫所設計的課程能夠實質上幫助他們認識東南亞文化，也因為安排

了許多實作體驗的活動，讓他們能夠親自參與的機會，給予他們不同的體驗，增進他們的世

界觀。如以下三位學生學生的反思： 

覺得真的超有趣的，不是單純學習英文，而是學習文化，讓我能有機會更深入瞭解東南

亞文化，真的很棒！（I-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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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最一開始的咖啡文化最有印象，因為那是第一次親自參與體驗，事前所有的好玩，

也更加深對文章的熟悉度與理解力，達到更好的吸收（I-3） 

 

除了基本的英文能力之外還帶給我不同的文化視野，增加自己的世界觀 （I-4） 

 

 學生除了對於不同文化有更多的認識外，對於文化差異和文化的包容度也有許多成長。

例如其中一位訪談同學（S-1）表示因為這門課除了能增進他對越南和印尼文化的認識外，更

重要的是能幫助他更能從他人的角度來思考事情，更能理解對方，這實質上有助於他和印尼

朋友們的互動。而學生（I-12）則在問卷中表示這門課幫助他能更了解生活周遭的東南亞朋

友，他也感受到不同族群相互理解的重要性。而學生（I-15）同樣認為本課程讓他能更深入

了解東南亞文化，並意識到多了解彼此有助於創造和諧社會。 

知道了那些，這些關於，這些、這兩個國家的文化的內容之後，我會比較能以他的立場

來思考一些事情。就是，然後也比較能抓到一些他的思考邏輯，比如說他為什麼會，問

到這個問題的時候他為什麼會這樣想，或者是為什麼我跟他講了這句話之後，他回我這

句話之類的。那我覺得這堂課也對我和跟印尼的那些朋友們有幫助。（S-1） 

 

一開始感到困惑，對於非大國所在的洲沒有特別的興趣，但上完這堂課後全然改觀（I-3） 

其實一直以來我們周遭都有很多東南亞來的異國居民，只是我們沒有多花時間與他們相

處，經過一學期的薰陶後，我發現他們與我們其實也沒有太大的差別，多了解他們一點，

他們也才會願意瞭解我們（I-12） 

 

我會想再深入了解東南亞文化，因為現在的電視普遍缺少國際觀，身邊也缺乏相關的學

習資源，若能夠透過課程來了解東南亞文化，是很難得的機會，且如果能夠了解東南亞

文化，就能夠消除陌生的隔閡，也能夠讓社會帶來安定、進步的氣氛。（I-15） 

 

課程對英語學習的成效 

    本研究所設計之課程除以東南亞文化為題，亦是以提升學生英語能力和學習動機為課程



 

表CM03                                                                       共21頁  第17頁 

學習目標。根據學生的回饋，參與本課程亦十分有助於他們的英語能力，並且讓他們對學習

英文更有興趣和動機。在這門課中，因課堂討論主要仰賴大量的英文閱讀文章，因此學生必

須要先閱讀文章內容，學期末亦有一項期末報告，每位同學皆需共同撰寫小組英文報告。因

此，這門課給予每位學生大量英語閱讀和書寫的機會，因此如學生（I-3）和（I-12）所言，

這門課對提升他們英文能力很有幫助。 

由於有大量的閱讀文章且都是和當地風俗有關，會讓人引發好奇心，會特別認真上課，

所以是有助於提升英文能力的（I-3） 

 

我們閱讀的文章基本上都是英文寫成，光是閱讀文章就花上不少時間，對英文能力來說

肯定也有提升（I-12） 
 

此外，這門課學習內容有別於一般以語言學習為主要訴求的英語課，課程內容安排多元有趣

的文化議題，且給予學生文化體驗的機會，讓學生能從實作中認識越南和印尼文化，並深入

體驗文化背後的象徵意義，因此學生（I-4）表示修習這門課提高了他對學習英文的動機；學

生（I-10）也表示以往她對學習英文有些抗拒，但因為修了這門課，她開始喜歡英文，甚至

會想要再修習同一門課。 

 
也能增加我對於英文的學習動機（I-4） 
 
對英文也不會像剛開始那麼抗拒，還滿喜歡這次上課主題是認識一些東南亞文化的，個

人蠻喜歡老師的上課方式還有課堂的小活動，可能英文能力沒提升多少，不過覺得有讓

自己對英文的好感度增加，會想之後再繼續修英文(三) （I-10） 
 

伍、討論與結論 

    本研究將跨文化教育融入於大學英文課中，期望能提升學生的英語能力，加強學生對文

化差異的認識，並培養學生尊重與同理文化之間的差異，同時強化學生在跨文化交際的溝通

能力。為期一年半的計畫主要可分做三個階段：（一）課程發展、（二）研究一、（三）研究二。

在課程發展的階段，計畫主持人與研究助理發展為期十八週的越南文化及印尼文化課程，並

針對課程主題搜尋合適的英語學習素材，並發展英語學習單。所設計之課程之後運用於兩學

期的選修英文課程中（研究一和研究二），以期了解課程規畫對提升學生跨文化知能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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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學生對於課程設計對跨文化及英語學習上效益的看法。 

    透過兩個學期的執行，研究結果顯示本研究所設計之東南亞文化課程雖然提升學生五項

跨文化知能，但課程最能提升學生對於跨文化溝通的認識，其效益對加強學生跨文化互動情

意則最為有限。其中就跨文化互動情意來說，因問卷題目主要針對學生對文化交際互動的感

受，可能因課程設計中較少提供學生與越南和印尼朋友實際互動和交流的機會，因此儘管學

生對於越南和印尼文化的認識有顯著的提升，但對跨文化交流情感上的強度進步較為緩慢。

此外，兩個學期的課程可能因學生背景和特質不同，且課程活動設計上亦略有差異，因此分

別對跨文化互動時的自我勝任感、跨文化溝通行為表現能力、跨文化敏覺度的呈現上，學習

效果有所不同。此外，雖然問卷量化結果顯示有些學習成長並未達顯著差異，但課程問卷和

訪談內容分析結果支持本課程設計對許多學生來說，的確能幫助他們提升他們跨文化溝通的

知識、能力和態度，並且有助於加強他們的英語能力和學習興趣。 

    整體而言，本研究證明所設計之東南亞文化課程有助於提升大學生跨文化知能及促進學

生的英語學習，亦支持大學英文老師可透過如與國際學生和校外非營利組織（NGO）合作，

為英語課程融入多元文化教育的元素，建構豐富且有益的跨文化學習活動。儘管本研究所設

計之課程僅為十八週之學習活動，但如其中一位參與訪談的學生所表示，因為這門課，她在

修課的過程中會主動去參加東南亞文化展覽，這顯示這門課以為許多學生種下了一顆種子，

期待這顆種子未來在更多跨文化交流的薰陶下，能日漸發芽和茁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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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註記 

註一  此人口數為內政部於 2017年 12月 2日統計結果，統計資料請參照

http://www.moi.gov.tw/stat/chart.aspx?ChartID =S0101。 

註二  此數據為 2015年 6月在臺外籍人數之統計，內政部對外籍人士之統計則不包括大陸人

士，統計資料請參照內政部網站 http://sowf.moi.gov.tw/stat/week/ week10432.pdf 

註三  教育部每年對境外學生人數之統計包括國際學生(含正式修讀學位之外籍生、僑生、外

籍交換生、華語文中心學生)及其他境外生(含正式修讀學位之陸生、陸籍研修生、短期

修業生與海青班生)與境外專班生。統計資料請見官網資料(https://ois.moe.gov.tw/fs/ 

html/Statistics.html)。 

註四  Statista所提供的統計數據結果，請參見 Statista網站(https://www.statista.com/ 

statistics/266808/the-most-spoken-languages-worldw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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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    參加會議經過參加會議經過參加會議經過參加會議經過 

    本人此次前往新加坡參加 2019 年第二十屆東南亞英語文（ESEA）研討會，主辦單位

為新加坡國立教育學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Education, Singapore），就本人所知，該研討

會為少數以探討東南亞英語教育為主題的國際研討會，與會者眾多，主要來自東南亞國家

協會（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ASEAN）成員國，例如新加坡當地、馬來西亞、菲

律賓、汶萊等國的教師和研究學者。今年的研討會主題為 Re-thinking Paradigms and 

Approaches to Researching, Teaching and Learning English，而本人發表題目與該場研討會主

題十分契合。 

    本人於 12 月 4 日搭機前往新加坡。隔天，本人便前往研討會會場（Raffle Town Club）

先熟悉場地。接下來兩天的研討會，本人參與了許多場研究發表和主題演講，包括 Dr. 

Azirah Hashim 的主題演講（講題：English as a Lingual Franca in Southeast Asia vs ELF in 

Europe）和 Dr. Hu Guangwei 的主題演講（講題：Language Testing and Assessment and 

Language Teacher Education）。此外，本人亦參加了數場工作坊，如 Dr. Victor Lim 的 Visual 

Literacy in the English Language (EL) Classroom 工作坊。 

    本人發表場次安排於 12 月 7 日上午 10:10-10:25，講題為 Teaching Southeast Asian 

Cultures in a Taiwanese English L2 Classroom，發表內容主要為本人目前在執行的科技部計

畫內容，探討如何在大學英文課程中融入東南亞文化教育，以及該課程對提升大學生英語

能力和跨文化能力的效益。發表後亦有聽眾提出有關學生評量和回饋等相關問題。在研討

會結束後隔天，本人便搭機返台，結束了這為期五天的學術發表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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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    與會心得與會心得與會心得與會心得 

  這次是本人第一次參加以東南亞英語教育為主題之國際研討會，該研討會主要為東南

亞數國輪流主辦，透過兩天密集的議程，深入討論東南亞英語教育的發展和多元性，而這

次發表者及與會者多來自 ASEAN 成員國。 

    這兩天會議議程中，本人對於多場專題演講和論文發表特別感到印象深刻，包括 Dr. 

Azriah Hashim 和 Dr. Hu Guangwei 的專題演講，以及新加坡國家教育學院(NIE) Dr. Victor 

Lim 的工作坊。首先，Dr. Aziah Hashim 的專題演講為這次的研討會揭開了序幕，Dr. Aziah 

Hashim 的演講主題為 English as a Lingual Franca (ELF) in Southeast Asia (SEA) vs ELF in 

Europe，其演講談及在英語為共通語(ELF)的概念下，ASEAN 成員國在英語使用上是否具

有一些共通的特質，以及這些特質是否與 ASEAN 成員國的 Regional Identity 有關。透過

語料分析，她的研究結果（Azirah, Kaur & Tan, 2016）發現東南亞各國人士在使用英語時，

常會使用一些語助詞（例如 la/lah）和感嘆詞（如 aiya(h)/aiyo(h)和 wah），而這些語言特色

在使用上具有特別的溝通功能。此外，她也建議在 ELF 概念下，ASEAN 成員國的國家英

語教育政策應該審慎思考是否仍要以英語為母語人士的語言表達當作是語言學習的目

標。 

  在第二場的專題演講中，Dr. Hu Guangwei 則就 Language Testing and Assessment and 

Language Teacher Education 此主題，和與會者分享語言測驗的發展原則和評量指標應就

ELF 而重新定義。胡教授指出現今語言測驗的概念主要建立在“Native-speaker varieties as 

forms”的概念下，亦即語言學習者學習英文目的在與英語為母語人士溝通，故語言測驗也

主要評量學習者是否能了解母語人士並與其溝通。然而考量現今全球有極高比例的英語使

用者皆為英語為外語或第二語言人士，而學習者日後主要的溝通對象也為 ESL/EFL 的學

習者，因此語言測驗應該納入 ELF 的概念，故胡教授提出四點語言測驗改革的構想供與

會者思考。 

  此外，新加坡國家教育研究院(NIE)Victor Lim 教授的工作坊亦十分精采。Dr. Lim 的

工作坊主要和與會者分享如何提升學生的 Visual Literacy。一開始他先用一本繪本引導與

會者分析該繪本的故事內容，並討論如何運用這本繪本來幫助學生的 Visual Literacy。Dr. 

Lim 接著說明近二十年新加坡的課程大綱及教育上的改革，最後分享 Multimodal Literacy

教學可以如何結合 Semiotic Modes 和 Metalanguage 的方式來加強學生解讀文本的能力。 

    整體而言，本人本次出席國際會議發表獲益良多，除了更加了解 ASEAN 成員國在英

語教育上的改革和研究方向外，也與許多台灣、韓國和新加坡學者互動，彼此交流各自的

研究領域和興趣，也希望透過這次的互動，未來能有更多跨國研究合作和交流的機會。 

 

三三三三、、、、    發表論文全文或摘要發表論文全文或摘要發表論文全文或摘要發表論文全文或摘要 

 

Teaching Southeast Asian Cultures in a Taiwanese English L2 Classroom 
 

Abstract 

This study was set up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teaching Southeast Asian cultures on EFL 

university students’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in a Taiwanese classroom. With its focus on 

Vietnamese and Indonesian cultures, this course was designed based on the notion of 

content-based instruction to introduce the students to various aspects of the target cultures, such 

as lifestyles, food, and social etiquette. The students also attended a social event, which was 



hosted by a Taipei-based NGO with the aim to facilitate cross-cultural understanding between 

migrant workers and local residents.  

The participants included 34 non-English majors from different academic backgrounds. 

During the semester, they completed four learner diary entries to reflect on the activities they 

took part; they also gave feedback on the course after the semester ended. To measure the 

participants’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before and after the intervention, the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Scale (Chao, 2014) was adopted for a pretest and a posttest. In particular, the 

version slightly modified by Lin and Wang (2018) was used to explore the participants’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on different dimensions, such as their levels of understanding and 

awareness about intercultural interaction. 

In this presentation, the design of the course will be presented to bring to light how 

Vietnamese and Indonesian cultures were integrated into the target classroom step by step. The 

participants’ responses to the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Scale, reflection on the classroom 

activities, and comments on the course design will also be delineated to illuminate how this 

course facilitated their cross-cultural awareness, understanding, and behaviors. 

 

Keywords: Content-based instruction; Southeast Asian cultures;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cross-cultural awareness 

 
四四四四、、、、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本次是本人第一次參加在新加坡舉辦的國際研討會，對於主辦單位精心規劃的活動

安排感到印象深刻。在短短兩天的研討會，主辦單位在第一天晚上舉辦了一場晚宴，地

點在新加坡植物園（Botanic Garden）。這場晚宴是屬自費參加，故並非所有與會者皆出

席，但本人很高興參與晚宴，與一些國際學者在當天的會議後能有更深入交流的機會。

晚宴結束後，主辦單位亦安排了 night walk，帶有意參加的與會者於植物園中漫步，欣

賞植物園的夜景，過程中亦能與其他與會者繼續交流研究構想。 

  除了主辦單位所安排的活動外，這次研討會主辦單位並未印製研討會議程和發表摘

要給與會者，而是採電子化的方式，將議程和摘要都先行公布在研討會網站上，並於會

場張貼網址的 QR Code，與會者可自行下載議程和發表，而本人於 2018 年所參加的

Creativity Conference 亦同樣採用無紙化的方式，這顯示越來越多國際研討會已意識到

研討會無紙化對環保的重要性，與會者也無須帶著厚重的紙本到處走，這點可供國內日

後研討會主辦單位參考 

 

五五五五、、、、攜回資料名稱及內容攜回資料名稱及內容攜回資料名稱及內容攜回資料名稱及內容 

1.會議議程：本次會議並不提供紙本會議議程，議程僅供線上下載 

 （https://eseanie20.wixsite.com/esea20/esea2019-programme） 

2. Conference Abstracts: 研討會僅提供電子版摘要，可直接於線上下載 

（https://c66724fa-a2e0-40a0-a928-f5cfd2ddecee.filesusr.com/ugd/e7be97_67a0fee43 

97645078edb58419624383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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