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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跨文化適應現象 

 

在第二章伊甸在蘭塔的服務與第三章伊甸基督教信仰之後，本章將以第一章

提及的文化間傳播為主軸，探討文化間傳播的特性，進而分析第二章與第三章中

文化間傳播的現象，以及筆者參與觀察的結果，最後再呼應第一章第四節的文化

相關理論。 

首先探討不同文化相接觸時所產生的文化認知現象，並且分析錯誤的文化認

知將造成文化間溝通的衝擊。其次分析語言和文化的關係，語言如何產生或反映

一個文化的內涵。這個部分又可再分為兩條支線來探討，一條分析相同語言之間

的不同文化世界，另一條則切入不同語言間的兩個文化世界。最後則按文化接觸

的時序，進入跨文化適應的部分。在跨文化適應之前勢必面臨文化認同的問題，

而在確立了文化認同之後，跨文化適應便只剩下跨文化時的反應，與面對文化時

的態度問題。 

 

 

第一節 文化認知 

 

在第一章第四節中所提及的文化認知裡，可知偏頗或錯誤的文化認知會導致

文化間溝通的負面衝擊。有關刻板印象的文化認知現象，不僅出現在跨國族群之

中，也出現在基督徒與非基督徒之間。如同第三章第二節有關同工和基督教信仰

的關係裡，志工發展中心的同工 D，在進入伊甸工作之前，對基督教與基督徒也

帶有刻板印象，她說：35 

 
                                                 
35 以下為同工 D受訪內容。 



92  非營利組織在服務過程中的文化衝突與適應 

如果說我還沒有認識他們的話（指中心同工），我的想法會跟我朋友他

們其實是一樣的，覺得基督徒很乖很信上帝，很信而且是太信了，然後會覺

得好像他們沒什麼朋友的感覺，就是比較錯誤的想法。⋯⋯（認識中心同工

之後）他們很快樂，就是很單純的人，不一定都很乖，就是他們還是會去玩。

目前我認識的很信上帝，就什麼事他們都可以跟上帝扯上關係。⋯⋯那時候

的覺得他們（泛指基督徒）的信是上帝說什都是對的，就是迷信，拿如果台

灣來講就是迷信。可是現在認識是會覺得說，知道說上帝不一定都是給你好

的，也會有魔鬼來阻擾什麼的，有時候有些路還是要自己去走，只是他會給

你一個精神上的依靠，差別應該在這邊。 

 

同工 D由於進入伊甸工作，而得以和基督教基督徒有更進一步的接觸，在

更了解認識之後，也扭轉了原先的刻板印象。但同工 D的家人與朋友，對基督

徒仍舊存有普遍的刻板印象，也正是因為週遭朋友與家人的反應，讓同工 D對

信仰基督教有所疑慮。她說：36 

 

因為我之前有一段時間心情很差，然後我那時候都會跟大家說，我可能

跟同工 B說或跟永祥哥說，然後他們就會帶著我做禱告。然後其實我不一

定聽得懂他們禱告的內容，只是就是會有一種感覺，就是心裡面很溫暖，就

溫暖起來這樣子。然後我就會跟我家人或跟我朋友說，然後就說我以後有可

能，我覺得我自己有可能，如果在繼續這樣的環境相處下去的話，我覺得我

有可能變成基督徒。然後他們就說不會吧，不能想像你變成基督徒怎麼樣。

因為我覺得他們不了解，他們會覺得基督徒給他們的第一個反應是很乖，然

後就不能亂出去玩，那我給朋友的感覺是我很愛玩，可能會去喝酒什麼的，

他們就說不可能吧，妳不可能，就有點像是我會變成尼姑吃素這樣絕不可能

一樣。⋯⋯我覺得應該是說，因為他們就是不了解，然後他們可能會覺得，

                                                 
36 以下為同工 D受訪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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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基督徒就是跟我不搭，然後就可能他們會覺得，好像所謂基督徒，好像

就是他很信很信很信這個，什麼都是上帝說什麼上帝說什麼，他們就覺得好

像我不應該變成這樣的人，他們會覺得很可怕。 

 

由同工 D的經歷可以突顯出刻板印象對人產生的影響，當然刻板印象未必

都是負面印象，但確實都是過度簡單、過度概括與誇張化的產物。同工 D自己

也是因為進入伊甸工作的緣故，才得以扭轉自己對基督教基督徒的刻板印象。但

是要更進一步去改變她身旁的家人與朋友對基督徒的刻板印象，似乎也不是一朝

一夕的事，足見刻板印象對文化溝通造成一定程度的障礙。 

 

正如同筆者於第三章第三節的訪談內容整理，談及志工 D由於小姑姑是基

督徒的緣故，進而對基督徒有所接觸與認識，但這個第一次的接觸卻讓他留下不

好的印象，致使他對基督徒產生以一概全的現象。即使他也有意識到自己對基督

徒有所謂的刻板印象，但在沒有更深入地認識之前，仍難以跳脫出這個不甚良好

的印象。他說：37 

 

其實我本身對基督教沒有很好的好感，因為我的小姑姑她是基督徒。那

她因為基督徒所以就每個禮拜天一定要去教會，然後又要奉獻，因為她本身

就是有點躁鬱症之類的心理的，那信了上帝以後也沒有比較好一點，那有時

候也是蠻嚴重的，而且她不參加就是我們過年拜拜，或是拜過的東西不吃，

那是初期。那時候我就對基督教就是一個很反感的，反正只要是基督教我就

覺得沒有什麼好。我覺得或許是她的原因是第一個，第二個原因是我覺得他

們太過於把自己的東西用在別人的身上，就是有點走火入魔或者是過度地信

仰。⋯⋯我覺得這個宗教不會不好，因為我覺得什麼東西信仰都是所謂的想

法改變你的行為，就是說你覺得生活會更好，那生活就會變好，我相信這一

                                                 
37 以下為志工 D受訪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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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但是我不相信他們就是把什麼事情都套到上帝，有些時候我會覺得他們

是逃避，就是自己解決不了就丟給上帝。因為我個人是相信就是你所要做你

就可以做到，而不是相信靠上帝就可以做到。所以我對基督徒的想法就是他

們就是逃避，或者是也不是說每個人，是沒有說每個人，就是有些時候他們

會給我感覺就是上帝就是無限上剛，就什麼都上帝什麼都上帝，所以我很討

厭這個。 

 

志工 D由於有意識到自己對基督徒產生以一概全的現象，故可避免走向更

深的偏見一途。一旦偏見產生，接踵而來的詛咒、規避、歧視、人身攻擊甚至滅

族等不同程度的態度與行為，定會釀成文化間溝通的悲劇（陳國明，2003，頁

96）。 

 比較同工 D和志工 D的情形，可知兩人原先對基督徒都有先入為主的刻板

印象，認為基督徒很迷信上帝，且兩人也都有更進一步接觸基督教的機會，只是

一為印證自己的刻板印象，一為扭轉自己的刻板印象。志工 D因為小姑姑的因

素，更加深刻板印象中的負面印象，但同工 D則因為進入伊甸工作，而反轉了

刻板印象裡的負面程度，甚至認知自己過去的錯誤印象。由此可知，接觸的對象

即便是單一個體，都有可能形成他人心中一個群體的形象。 

 

 

第二節 語言與文化 

 

語言所表達的文化價值取向，在筆者田野調查的過程中，也有深刻的體會。

由於筆者並非基督徒，故對於基督徒所使用的許多信仰上的辭彙，不僅不明其意

涵，也進而衍生出語言與文化的疑惑。原來即便是使用相同的語言，依舊存有不

能理解的文化內容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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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筆者在第三章第二節的訪談內容裡，志工發展中心的同工朱永祥，在提

到對志工接觸信仰的期待與台灣現在基督教會的生態時說到：38 

 

我當然還是會希望這些志工們可以認識耶穌嘛，一定會，所以你看我很

多小動作就會跑出來，就是說一起禱告啊，用一些有趣的方式來禱告。因為

台灣在傳福音的過程裡頭，都會遇到一些困難。⋯⋯早期他可能會覺得它是

外來宗教，他可能是不祭祖，所以它是被排斥在外，反正就是很難就對了，

要傳福音是很難的事情。然後又加上台灣的基督徒不學好，搞不清楚狀況，

然後就一天到晚跟別人辯論，要不然就一天到晚覺得他自己是真理，所以其

他的都是假的，或者是不好的，或者是爛的，或者是他們是偶像，然後就對

立，對立你還想信耶穌嗎？⋯⋯然後又加上基督徒，台灣的基督徒有個現

象，就是他只在乎你有沒有信耶穌，你信完耶穌他也不理你了，你在政大有

聽過團契向你傳福音嗎？它就是封閉，它太封閉了，就好像它只會把門關起

來自己愛，喔彼此相愛自己來這樣。可是你卻看早期的教會就是兩千年耶穌

當年的那群教會，不是這樣子的，它做了很多社會福利的工作，它開始開了

孤兒院，早期兩千年最大的就是，讓那些孤兒寡婦有飯吃，它很在乎這種事

情。可是現在的台灣教會不在乎這種事，它只在乎這個人有沒有信耶穌，在

精神形而上的上面去研討，在實際或形而下的事情都不注意這樣子，那別人

相對本來就是一個看不見的，那別人怎麼知道上帝愛我呢？ 

 

這段話中，就可以看到幾個基督教用語辭彙，如傳福音、偶像與團契等。「福

音」雖可算是常用語，但非基督徒也未必明白其中意涵。楊東川（1995，頁 120）

指出「福音就是宣佈上帝國成全了舊約所應許的福音的實現，開始自耶穌的講道

宣揚上帝國的福音，耶穌的講道比在舊約聖經所能表達的更加清晰明顯，祂不僅

宣揚上帝國，祂本身就是上帝國的臨在顯明。」單就這一段有關福音的說明，也

                                                 
38 以下為朱永祥先生受訪內容。文中底線為筆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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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以反映出基督教的文化與使用語彙。「偶像」在基督教中的解釋也不同於日常

對話裡的意涵，此處的偶像是指「以人造的贗品代替真神」之意（楊東川，1995，

頁 59）。此外在筆者初次接觸「團契」這個詞彙時，只能就語意情境，臆測團契

屬於名詞，但在筆者訪談過程中，才逐漸明瞭團契既是名詞當一個團體聚會解，

也是動詞當參與這個團體聚會解。 

 

再看同一節中，中心同工 A，原為一個民間信仰的人，在接觸基督教進而成

為基督徒的過程裡，逐漸出現語言使用上的轉變現象：39 

 

事實上我在這邊工作的時候，很多人認為我是，就是基督徒，可是我說

我不是，他說你不是，然後呢是啊是啊我不是，我還會很開心是啊是啊我不

是，我是慕道友，那時候還覺得慕道友就好了，還很開心那種感覺。然後啊

你為什麼不是，就講啊，然後就說我不想要決志，因為我覺得決志是一種簽

約的感覺，我不喜歡那種感覺。 

 

祂這麼能等讓我覺得還蠻意外的，真的是一定會等到，如果你今天真的

是祂會揀選那個小朋友的話，你會被祂揀選到的時候，他會用盡任何方式去

選到你會等到你，我是很深的有這種感覺。 

 

「慕道友」是稱呼那些願意接觸並逐漸靠近基督教的人們，而當其願意相信

上帝並接受這個信仰時，便會經歷決志信主的過程。「決志」即決定志向，決定

相信上帝的志向。故同工 A所使用的這兩個詞彙可見其接觸這個宗教文化的過

程，而「揀選」更是她相信這個信仰成為基督徒之後，語言使用上最大的轉變。

楊東川（1995，頁 120，引言中之引號為原作者所加）說明，「在聖經中「揀選」

一詞都用在主動語態，是上帝揀選以色列人，而不是他們揀選上帝。故以色列人

                                                 
39 以下為同工 A受訪內容。文中底線為筆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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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上帝揀選的對象，他們任重道遠，揀選乃是為祂聖名的緣故。」 

 

此外第三章第三節裡，同為原是民間信仰而後改信基督教的伊甸志工 C，在

語言辭彙上也出現明顯變化：40 

 

我感受到很多上帝的恩典，可是我對祂還是有一點懷疑。因為這很矛

盾，比如他們說不能拜偶像，偶像就是類似大甲媽祖或者是說佛教誰誰的，

他們就認為這世界上就只有天父一個人，我當然是半個基督徒所謂慕道友，

可是我就會懷疑，難道這世界上的空間真的只有一個神嗎？如果這世界上有

很多空間的話，說不定它不包括只有上帝的話。然後我還有很多想法無法接

受，比如說基督徒不能祭祖又不能吃拜拜的東西，我就無法接受，因為我覺

得中國人祭祖是一個傳統。 

 

且自志工 C的這段剖白中也可以清楚反映出，她內心對傳統文化的堅持，

即便她現已決志信主，但可知她尚未完全接受這個信仰。由此也確實印證了，語

言反映使用者的文化內涵及文化價值觀。 

 

再回頭看到第三章第二節，自幼便在基督教信仰環境中成長的同工 B，更是

在談話中充滿信仰用語，甚至她會到伊甸工作，也是因為信仰的緣故，因為上帝

為她開了這條道路：41 

 

那時候，我重新被聖靈感動的時候，我是確定是說，跟上帝說我要服事

的是大專生，我的負擔是在大專生身上，所以那時候我就想說，那我就回來

的時候，我就開始禱告說，求印證說那我是不是要辭職，那印證其實有四方

                                                 
40 以下為志工 C受訪內容。文中底線為筆者所加。 
41 以下為同工 B受訪內容。文中底線為筆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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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你都要從這四方面都要得到。一個是上帝的話語就是聖經，一個是環境，

環境有沒有這樣子地開路，還有一個牧者的話，牧者就是牧師，屬靈長輩他

們的建議，以及你心裡有沒有平安。那我印象還蠻深，那時候我在求這項印

證的時候，很清楚就是我有一天靈修讀經的時候，就上帝的話就進來。 

 

此外在她真正決志信主時，她提到： 

 

我高一信主是因為去看一齣舞台劇這樣子，⋯⋯那個舞台劇就是佈道性

質的嘛，所以看完以後一定會有一個講員出來佈道，然後傳福音這樣子。 

 

之後她提及大學參加飛颺營隊時，禱告應許的經歷： 

 

我自己對上帝做了一告禱告，而且那個禱告，這個就是告誡眾人，那個

禱告有時候不要亂禱告啊，很可怕。⋯⋯我就對上帝禱告說，主啊，求你來

磨練我最不足的部分。⋯⋯我傻掉的是，我的裡面有兩個聲音，一個是理智，

一個是情感。理智就是說，你看上帝應許你的禱告啊，你不是最不足嗎？ 

 

以及她對志工的期望： 

 

可是我覺得，起碼他對伊甸，或起碼他在我們這些中心同工身上看到的

見證，我期待是上帝美好的見證，對能夠看到好的東西，或者說起碼他對基

督教，或基督徒留下一個好印象。 

 

同工 B是筆者訪談過程中，最令筆者困擾的訪談人。主因就是來自她所使

用的語言，即便語言本身相同，但由於其濃厚的宗教信仰，使其在言談間，處處

可見基督信仰的文化意涵。由於筆者並非基督徒，故在訪談過程中備感艱辛，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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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不明白辭彙涵義，甚至不確定那些辭彙所使用的字彙。毫無疑問地，同工 B

所訴說之個人經歷以及其所使用之語彙，絕對反映了基督教信仰的文化內涵，也

反映了她個人的價值觀。 

即便語言使用的辭彙，代表其背後的文化內涵，但辭彙仍只是語言構成的片

面而已，往往說話內容的情境才更能表達隱藏其中的文化意義。就如同朱永祥與

同工 B會時常以聖經的內容來開導開解人一般，由此便可突出信仰文化對自身

與他人的影響。 

 

上述的諸多例子在說明，即便是使用相同的語言，也可能因宗教文化的差異

造成溝通間的障礙。有關語言溝通的另一個根本性問題，即使用不同語言的溝通

障礙。在蘭塔島的服務過程裡除有語言不通的問題外，在尋找翻譯的過程中也一

樣有使用語言的文化情境問題。由於語言不通衍生翻譯的需求，但翻譯本身也有

語言使用的問題，使得溝通在此更形困難。第二章第三節中，伊甸派駐泰國蘭塔

島的同工郭詩妤便多次提及其服務中無法與人直接溝通的困難，她說：42 

 

應該說其實最困擾我的是語言問題，其他說像他們比較被動，或者是比

我們做事的速度慢了一點，其實我覺得那都還好。你知道他們是這樣子，就

調整自己的步伐，對我個人來講，那都還是比較好處理的部分。那我覺得在

語言上，你不能直接做溝通，你沒有辦法直接做溝通，我覺得這是事情最難

處理的部分。 

 

最大的問題在語言上，因為台灣派過去的人，一定都是一開始需要翻

譯，縱使書上看過去玩過，可是你對於當地人民的狀況跟情況，你不是生長

在那邊的，你還是要花一點時間去磨合或者是去了解，跟我們馬來西亞直接

是找馬來西亞長大的人，他是來台灣唸書，然後認同伊甸了解伊甸之後再回

                                                 
42 以下為郭詩妤小姐受訪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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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那種狀況我覺得是有很大的差別。 

 

同一節裡，從郭詩妤自泰北找尋翻譯協助的失敗案例來看，適當的翻譯人員

確實難覓，且也反映出語言的使用不僅止於會說而已，其背後的環境與文化都影

響個人使用語言的能力與流暢程度： 

 

那個先生他的，來這邊工作的整個環境狀況跟工作內容，跟他個人想像

的也不一樣，那加上請來的那個男生，他之前也算是讀完神學院，可是他又

還不是正式的傳道，然後他的個性算是比較害羞內斂，應該算是個性是比較

那樣子。所以那加上泰國北部跟南部這邊整個狀況，地形、氣候、講的話什

麼完全都不一樣，所以他來就不太能適應。二來他們在北部，他們那邊，其

實北部就是華人又分很多種，他們算是雲南人，所以他們其實自己，他們在

家裡什麼全都是講雲南話。所以其實他會講泰文，可是就是那種靈活跟運用

度，沒有我們期待就是像一般，就是講一般像國語這麼溜，到這麼溜的狀況。

所以就是因為他水土不服，加上他的泰語狀況沒有我們期待到的那麼好，所

以後來他來了就不適應，那後來就回去了。 

 

由郭詩妤在蘭塔的服務工作可知，語言確實為了解文化之重要且先決的條

件。無論是服務所需抑或日常生活，語言實為溝通之重要橋樑。在筆者於 2005

年 7月到蘭塔島參與志工服務時，也深切感受到語言在溝通上的重要性，尤其在

英語教學與團康活動上，更是深感有口難言的無奈。由於參與服務的志工都不會

泰語，故在英語教學上需要翻譯協助，甚至在帶領小朋友玩遊戲時，也受限於語

言而只能進行較簡單無須解說的活動。 

對照慈濟在柬埔寨發放大米時的情況，也曾碰過語言不通需要倚賴翻譯的問

題，然而即便是當地的華僑，在與慈濟志工的溝通中也曾出現發音不準確而導致

誤會的趣事（釋證嚴，1996，頁 120）。兩者比較下可發現，短期翻譯易尋，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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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的翻譯人才便得兼顧其工作能力；另外非營利組織本身的號召力與知名度也

是關鍵，就慈濟在柬埔寨發放大米一例來看，其可動員華僑公私立學校全體支

援，但伊甸僅能就已有合作的泰北區域找尋適當人力。 

 

 

第三節 跨文化適應 

 

如同第一章第四節裡提及，個人自認歸屬於哪一個文化團體，對文化間溝通

有極深的影響。文化認同就是指個人對一個文化或族群所具有的歸屬感，而文化

歸屬感是一種自然發生的社會化過程。文化認同的形成有三個階段：未審的文化

認同期、文化認同的搜索期與文化認同的完成期。在未審的文化認同裡，極容易

形成盲目的文化認知，可以第二章第三節中，郭詩妤對泰國蘭塔島穆斯林的看法

為代表。 

由於伊甸在蘭塔鎖定的服務對象是漁民，故甚少與當地的穆斯林互動，郭詩

妤對當地穆斯林的印象，部分便來自漁民對穆斯林的態度。即使當地穆斯林並沒

有對伊甸有所脅迫，但因為沒有更進一步的接觸，故也難以扭轉郭詩妤對當地穆

斯林的觀感。在筆者於蘭塔島服務時，郭詩妤與羅姐（羅秀珍）也紛紛提醒志工

們要小心注意小帽。但筆者在蘭塔島服務的過程裡，卻親身感受到來自穆斯林的

善意。譬如有過穆斯林奶奶在看到我們頂著太陽，沿路打掃撿垃圾時，現打現摘

自家門前的蓮霧送給我們；也曾碰過穆斯林主動送水為我們解渴。就筆者的觀察

裡，實難認同所謂的小帽都是危險的恐怖分子。以此也可以突出，本章第一節裡

所提及的刻板印象。所謂的刻板印象是指對一群人過度簡單、過度概括或誇張化

的看法。且其容易以人最明顯的特徵加以歸類、並以這一組特徵涵蓋全體，與用

同一種方法對待整群人。穆斯林最顯而易見的外在特徵，即男子頭戴小方帽，女

子包頭巾，故很自然地使郭詩妤、羅姐與三毛，以這個眼睛可見最明顯的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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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稱呼穆斯林。且由於其對穆斯林的刻板印象，致使他們以一概全，相對忽略穆

斯林群體內部的差異性。但也正如筆者的親身經歷，證實了穆斯林之中仍有友善

親切的人們。 

 

在第二階段文化認同的搜索期裡，個人會經歷一段批判性思考的歷程，然後

重新體認自身的文化認同，但也可能因此帶來認同上的危機。就如同本章第二節

所提及的伊甸志工 C，就正面臨了一段認同上的危機：43 

 

其實因為我現在還很懷疑，我真的覺得我自己不知道會不會受洗，就像

說我覺得有一些基督徒他們一點想法我覺得我不太能接受。可能他們會覺得

我才是怪人，他們覺得他們那樣想法對，可是我覺得，我覺得應該要有彈性，

不是這樣子。 

 

在志工 C的批判性思考過程裡，她比較了先前的信仰與現在的基督教信仰，

也自這之中反省與批判基督教信仰裡，她所不能接受與認同的部分，特別是在拿

香祭祖的爭議上。由於她認為拿香祭祖是傳統，不能因為信仰而背棄，但基督教

信仰卻又強調基督徒不該拿香祭祖，也不該出入其他廟宇，這便與她本身的觀念

相違背，也因此無法接受。此外她也不能認同基督教信仰裡，只有唯一一個神的

觀念，在她所認識的其他信仰中，她也相信有大甲媽祖等其他神祇的存在，故此

也為她帶來信仰認同上的危機，致使她對於受洗還有所保留。 

志工 C在蘭塔服務回來後，逐步接受基督教信仰一事，也讓筆者與其他志

工深感詫異。而她信主之後，行為上的轉變譬如她不再去算命，則讓筆者相信她

確實相信了這個宗教。故她出現這般反思性的現象，也讓筆者意識到自身對於基

督徒或基督教的疑惑，或許也曾出現在這些信仰基督教的基督徒身上，而他們或

許也在經歷了這段文化認同搜索期之後，才更加確信了這個信仰文化。 
                                                 
43 以下為志工 C受訪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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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三階段的文化認同完成期裡，個人已可有信心地肯定與接受自己的文化

認同。這可由第三章第二節，同工 B所表現出的堅定基督教信仰中窺見：44 

 

我講白，因為從小因為我個性比較激烈，起伏比較大，所以其實從小我

是在這個環境長大，所以自然而然我會覺得對於其他宗教我是非常排斥，非

常排斥，那個排斥程度是，譬如說我甚至以前，年少不懂事的時候，是聽到

譬如說你也很表明說你是什麼宗教的，然後你也很堅定的時候，我是會覺得

說，我心裡就會覺得，那我不要跟你往來，或者說就是你不要跟我談你的宗

教這樣子，我難保不跟你槓上這樣子。可是那個是很不成熟的反對，那我覺

得也是真的到後來，愈來愈後面的時候，才會說比較怎麼說就是，你今天如

果你一開始就擺出那種態度，講白一點你怎麼傳福音給人家，人家怎麼能夠

去了解你的信仰。 

 

對於民間宗教，其他宗教信仰不是很認識，講句實在話我太敢亂講，以

前會敢亂講啦，現在就知道，對我來說就是保留的態度，因為我不了解。我

覺得應該要去認識，動機在於我不了解，我怎麼能去反對它。因為不了解而

反對我覺得這是不理性的，如果今天是真的了解了，了解了然後他是真的有

些東西是不好的，我覺得那可以討論，可是如果是好的東西那可以成為一種

文化。對我來說，我知道說基督教就是我們是只有這個神，不會有任何其他

的神，可是我不是說其他宗教不好，只是像有些，像譬如說可能一些想法，

或者說一些胸懷一些表現出來的態度，你其實有時候甚至是你必須要去學習

的。這是我覺得感恩是後來自己有慢慢成長，就是你必須要持守是一個比較

成熟的態度去面對。 

 
                                                 
44 以下為同工 B受訪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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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到現在，我的環境幾乎都是基督徒比較多，學校不算，我認識的朋

友幾乎都是這個裡面的人。那一直到真的是開始出社會工作以後，才開始愈

來愈多認識的人是真的不是這個信仰。可是我覺得，也是後來你要去尊重每

個人的想法每個人的信仰，對我來說，我會覺得我其實有些東西永祥哥的態

度是有影響的。他就是寬容的態度，很開闊的態度，有影響我對其實你應該

要這樣做，就像耶穌接納每一個人，祂只是不接納你身上的罪。⋯⋯尤其到

這邊（指志工發展中心），愈來愈多我看到的志工，他們可能是民間宗教信

仰，或者是沒有信仰，或者是什麼什麼的，那我後來就覺得說，真的你要去

學習，你要去用一個很寬容很開闊的心去看，尊重每個人。當你尊重別人，

別人才會尊重你，你怎麼樣評斷人家，別人也怎麼評斷你。 

 

由以上可知，同工 B 絶對是清楚並有信心地加以肯定與接受自己的文化認

同，甚至她的認同已經高漲到排斥其他信仰的情形。故她也經歷了另一段文化認

知的形塑期，讓她自過去對其他宗教信仰的排斥，到現在轉已採取開闊寬容的態

度。並且已能防止刻板印象、歧視與偏見等認知，同時也能坦然面對來自他人的

刻板印象、歧視與偏見。 

筆者在與同工 B相處的一年裡，可以清楚感受到她在基督教信仰上的堅定

程度，雖然她在飯前禱告比大拇指遊戲中不妥協的態度，確實容易造成志工無形

的壓力，但是筆者也有感覺到她對其他宗教信仰的尊重，以及她的自我調適。 

 

正如第一章第四節裡提及的幾個文化變遷理論一般，古典進化論無意間促成

了民族自我中心偏見，也就是文化認知初期最容易出現的現象，一旦能克服自身

的民族自我中心偏見，在跨文化適應的過程中，便可避免錯誤認知以達有效溝

通。再者文化普同性是既定的事實，是以文化相對論所主張的概念便更形重要，

亦即透過該民族的文化脈絡來觀察分析整體現象。故文化間溝通只要在互惠的前

提下，秉持誠實與尊重等基本倫理原則，定能達成有效對話，克服文化間溝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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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礙。 

筆者之所以特別強調古典進化論與文化相對論，乃基於古典進化論令後人最

為批判的隱含民族自我中心偏見論點，此乃文化認知中最常見的錯誤認知，也因

此突出文化相對論的態度，尊重文化間沒有高低優劣之分，也不以單一事件論斷

該文化，而是將其置於整個文化脈絡中觀察。故筆者並非要追溯探討文化變遷的

起源，而是要分析文化相接觸時所應秉持的態度。是以功能論與結構功能論所強

調的文化與社會的功用，在此便未加利用。 

整理第二章到第四章的內容可得知，蘭塔島的服務工作裡，語言似乎是最大

的問題與困境，但也不能忽略宗教因素在服務中的影響，特別是基督教與伊斯蘭

教的接觸過程。再看志工發展中心的案例，宗教信仰似乎是影響最大的關鍵，但

也不能忽視語言使用在此扮演的角色。是以語言與宗教這兩個文化元素，同時影

響伊甸的服務，也形成服務過程裡的衝突，只是在不同的情境下，兩者有比重上

的差異。 

 

 

 

 

 

 

 

 

 

 

 

 

 



106  非營利組織在服務過程中的文化衝突與適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