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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越南幅員遼闊，國土總面積為 331,688 平方公里，官方認可共有 54 個民族，以京族

占 86%為絕對多數。官方語言以北部的首都河內腔為標準，用於教育體制及大眾媒體。 

越南受大中華文化影響深遠，農曆曆法與臺灣一致，而重要節日及慶祝方式與臺灣

的相似性極高，但仍保有地方特色，如南方解放日（4 月 30 日）、胡志明誕辰（5 月 19

日）、越南國慶日（9 月 2 日）等節日。 

本課程會針對越南文化，諸如：宗教信仰、飲食、服裝、建築、禮儀與音樂戲曲做

介紹；亦對於越南語言文化，如禮貌、道謝道歉、拒絕、師生等語言行為有所著墨。最

後羅列幾項互動教案教材（越南傳統遊戲、越語兒歌教唱、越南故事導讀）提供給教師

參考使用。 

課程重點 

壹、背景說明 

貳、大綱 

參、內容 

肆、問題與討論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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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背景說明 

依教育部「104 學年度新移民子女就讀國中小人數統計」資料顯示，全國國中小學

生總數為 196 萬 2 千人，其中新住民子女人數計 20 萬 8 千人，所占比例為 10.6％，結構

比例及重要性已是大家必須正視與面對的議題。這些新住民子女中，越南籍新住民子女

占比最高，達 40.67%，約有 8 萬 4 千人，重要性不言而喻。 

為增進學生對多元文化之理解，促進族群融合並有利於國內新住民及其子女之長期

發展，教育部擬於 2018 年 8 月 1 日（107 學年度）起，新增越南語為本土語言課程。希

望藉此參考資料增進各中小學教師對越南文化之了解，以利未來越南相關教學課程之推

行與實施。 

貳、大綱 

一、簡述越南 Mô tả Việt Nam（地理位置、人口族群、語言、文化圖騰） 

二、越南文化主題 Chủ đề văn hóa Việt Nam 

（一）節日。 

（二）生肖。 

（三）宗教信仰。 

（四）飲食。 

（五）服裝。 

（六）建築。 

（七）禮儀。 

（八）音樂戲曲。 

三、越南語言文化 Văn hóa ngôn ngữ Việt Nam 

（一）禮貌語言行為。 

（二）道謝道歉語言行為。 

（三）拒絕語言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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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師生語言行為。 

四、互動教案材料 Tài liệu tương tác 

（一）越南傳統遊戲。 

（二）越語兒歌教唱。 

（三）越南故事導讀。 

參、內容 

一、簡述越南 Mô tả Việt Nam 

（一）地理位置

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通稱越南）是一

個位於東南亞中南半島東端的國家，地處北

緯 8°30′至 23°22′，東經 102°10′至 109°30′，

北鄰中國，西接柬埔寨和寮國。全國總面積

331,688 平方公里（約是臺灣的 9 倍），國土

形狀呈長 S 形（圖 1），南北距離 1,650 公里，

但是東西最狹窄處僅 50 公里寬，首都河內

Hà nội，最大城市為胡志明市 TP Hồ Chí 

Minh（舊稱西貢 Sài gòn）。地形包括有丘陵

和茂密的森林，平地面積小於 20%。北部地

區由高原和紅河三角洲組成。東部分割成沿

海低地、長山山脈、高地以及湄公河三角洲。

（二）人口族群 

2014 年，越南總人口達 9,000 萬 （將近臺灣總人口的 4 倍），海外人口

約有 370 萬，總人口數全世界排名第 13，在東南亞排名僅次於印尼、菲律賓。

男性占 50.2%，女性占 49.8%。城市人口占 33%，農村人口占 67%。 

圖 1 圖片來源：Cglassey 

https://goo.gl/Z0UoLy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A%A2%E6%B2%B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5%B7%E5%B1%B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9%84%E5%85%AC%E6%B2%B3


 

5 
105 年教育部新住民語文教學支援人員培訓教材編撰計畫/越南語文化教學/阮蓮香 

越南官方認可全境共有 54 個民族，而京族屬絕對多數，占總人口的 86%，

其他種族包括：岱依、泰、芒、高棉、華、儂、苗、瑤等均定為少數民族（組

圖 2），而華人在越南約占 1%。 

 

圖片來源：tommy japan，

https://goo.gl/bG7JGu  

圖片來源：Brian Snelson，

https://goo.gl/OcmclZ 

圖片請參考

https://goo.gl/z88dE2 

組圖 2：越南 54 民族 苗族（赫蒙族） 岱依族（Tây Nguyên） 

 

 

圖片來源：Sam Sith，

https://goo.gl/3ICQTz 

圖片請參考

https://goo.gl/ema9Oi 

京族 高棉族（Khmer） 瑤族（Người Dao） 

 

（三）語言 

越南為多語言、多民族的國家，以主體民族京族之母語做為全國性官方語

言越南語（Tiếng Việt）。越南語大約可分為北、中、南三大方言群，除了少數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A%AC%E6%97%8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2%B1%E4%BE%9D%E6%97%8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3%B0%E6%97%8F_(%E8%B6%8A%E5%8D%9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A%92%E6%97%8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B%98%E6%A3%89%E6%97%8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E%AC%E6%97%8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B%97%E6%97%8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1%B6%E6%97%8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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腔調及詞彙的差異外，基本上方言之間可以互相溝通理解。一般而言，越南語

是以位於北方的首都河內腔為標準，普遍用於教育體制及大眾媒體。1 

（四）文化圖騰 

越南歷史 4000 年且擁有 54 個民族，源遠流長且豐富多彩。在講述越南文

化之前，教師可先以象徵越南文化與精神的各種圖騰來做小問答或是引言介

紹，其中包括： 

1. 龍（Rồng）：龍是越南的民族圖騰，屬「四靈（龍、麟、龜、鳳）」之首，

被視為強大、高貴之象徵，在其他的東亞文化中也十分常見。 越南的龍其

特色為龍身總是呈現 11 道圓滑的曲線來代表千變萬化。此外，龍總是雕刻

於石柱上，做為守護廟宇樓閣的神聖圖騰。 

2. 龜（Rùa）：越南文化中龜同屬四靈，也是神聖的表徵，在安陽王傳奇和還

劍湖傳說中，龜是幫助國王保家衛國的圖騰。 

3. 蓮花（Hoa sen）：一般被視為越南國花，象徵越南人民開拓進取、積極向

上。 

4. 竹子（Cây tre）：代表「越南民族的性質與特色」，特別是越南人面對困難

時仍堅強且不屈不撓的精神。 

5. 牛（Con trâu）：越南為農業國家，

辛勤刻苦的牛隻依傍村旁竹林，

是最足以代表越南文化的圖騰

（如圖 3）。 

                                                 

1雖然如此，越南官方沒有正式規定河内音為標準音。 

圖 3 圖片來源：Kumiko， 

https://goo.gl/a2kNkn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2%B3%E5%85%A7
https://vi.wikipedia.org/wiki/T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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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越南文化主題 Chủ đề văn hóa Việt Nam 

教師可配合不同年級學生的越南語程度，加入以下不同的文化主題設計、文化體驗

教案，也可進一步引導學生接受兩國的文化異同： 

（一）節日 

越南受大中華文化影響深遠，農曆曆法與臺灣一致，而重要節日及慶祝方

式與臺灣的相似性極高，但仍保有地方特色。 

1. 越南主要農曆節日 

⑴春節（正月初一到初四），1 年中最盛大的節日。 

⑵清明節（每年四月），慎終追遠、祭祖掃墓。 

⑶雄王節（三月初十），雄王是越南人始祖，寺廟有盛大祭典。 

⑷端午節（五月初五），吃甜粽（bánh tro），並喝糯米酒（rượu nếp）以驅

蟲辟邪，父母在一早要為孩子準備幾種酸味食品和水果。 

⑸中元節（七月十五）。 

⑹中秋節（八月十五），吃月餅，在臺灣多以家人團圓賞月慶祝為主，在越

南則是屬於小孩提燈籠玩耍的節日。 

2.越南主要陽曆節日 

⑴南方解放日（4 月 30 日），北越家家戶戶掛上越南國旗。 

⑵胡志明誕辰（5 月 19 日）。 

⑶越南國慶日（9 月 2 日），紀念 1945 年胡志明宣布越南的獨立宣言，有

慶祝及遊行活動。 

（二）生肖 

認識越南 12 生肖，教師可要求學生指出越南與臺灣 12 生肖中的不同點─

越南生肖中，貓取代了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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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 12 生肖 

圖片來源：Jakub Hałun， 

https://goo.gl/oSMlss  

Kristopha Hohn，https://goo.gl/rrXpz0 

臺灣／中國 12 生肖 

圖片來源：禁书网， 

https://goo.gl/sVMo9d 

（三）宗教信仰 

越南主要有六大宗教：佛教、天主教、基督新教、高台教、和好教與伊斯

蘭教，全越南具有宗教信仰者約有兩千萬人，信仰前三者的人為大多數。其中

我們較為陌生的是高台教及和好教：高台教為雜揉佛教、基督教、道教及儒教

的越南本土宗教，信奉孔子（人道）、姜太公（神道）、耶穌（聖道）、老子（仙

道）、釋迦（佛道），每日 6 點、12 點、18 點、24 點均要焚香誦經。和好教則

被視為佛教的越南本土變體，但不建寺廟，以一塊紅布代替神像，供品為鮮花、

清水。 

另外，越南因受中國文化及儒家思想影響而有「拜祖先」習俗，每家每戶

都設有敬奉祖先的祭壇且擺上神台、神位，通常祭壇是在供桌中央擺上一個香

爐，兩旁放兩根香燭，香爐前擺上用細腰紅漆木盤或塑膠、玻璃盤盛放的水果，

此外還擺上一對花瓶和若干祭祖用的杯碟。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User:Jakubhal
https://www.flickr.com/photos/seishin17/
https://www.flickr.com/photos/book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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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台教 拜祖先的祭壇 

（四）飲食 

越南與中國廣東、廣西和雲南一些少數民族相似，大米為主食，喜清淡、

生冷酸辣食物。越南菜偏酸甜辣，特別開胃。越南菜大致可分為 3 個菜系。越

南北部是越南文化的主要發源地，如：越式河粉源自北部地區；越南中部料理

使用更多的擺盤精緻配菜，辣味較重；越南南部則偏好帶甜味的菜肴，在歷史

上受到中國南方移民和法國殖民者的影響，且使用更多種類的香草。越南菜多

使用魚露、醬油、新鮮香草（如：九層塔、香茅）、椰奶等調味。較知名的越

南料理簡介如下： 

1. 生春捲 Nem cuốn（Gỏi cuốn）。 

2. 炸春捲 Nem rán（Chả giò）。 

3. 牛肉河粉（Phở）。 

4. 烤肉米線（Bún chả）：標準吃法是將乾的米線沾含有青木瓜片或大頭菜絲

的魚露醬汁，再與烤肉、生菜（九層塔、紫蘇葉等）一同入口。 

5. 鴨仔蛋：鴨仔蛋就是將已經成型但尚未完全孵化的鴨蛋直接水煮的料理。

傳統越南和中國、菲律賓家庭一樣，都認為鴨仔蛋富有營養，可以補充孩

童發育期所需的養分，是既經濟又能補充精力的庶民美食。 

6. 越南咖啡：越南是咖啡豆生產大國，越南咖啡是一種滴漏咖啡。使用的滴

漏容器底部有多個開孔，因此不需更換濾紙。而實際飲用時，通常先在咖

啡杯內放上煉乳，再蓋上裝有咖啡碎粒的金屬容器，然後再將熱水倒入容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B1%BC%E9%9C%B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5%B1%E6%B2%B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6%99%E8%8D%8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B0%E5%BA%A6%E6%BB%B4%E6%BC%8F%E5%92%96%E5%95%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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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中，熱水會流過咖啡，再通過咖啡容器的開孔滴下。越南氣候炎熱，所

以用冰塊取代熱水，以冰塊溶化的冷水來製作冰滴咖啡也是很常見的。 

7. 檳榔：越南人喜歡嚼檳榔，將檳榔果切成片，與萎葉和蚌殼粉一起放入口

中嚼，但不能嚥下去。越南的文化中如結婚、祭天地、忌日、過年都少不

了檳榔。古時的越南人相信，嚼食檳榔可以提神、活絡血液，尤其女子嚼

食後雙頰嫣紅、唇紅齒黑，被視為美女的象徵，因此檳榔也被用以寄情，

男女藉著互請檳榔表情意。當有客人來訪，請客人嚼檳榔也是對客人的尊

敬。 

   

各類新鮮香草 越南魚露 生春捲 

   

牛肉河粉 烤肉米線 炸春捲 

   

鴨仔蛋 

圖片來源：Gimi Wu，

https://goo.gl/giFYQO 

越南咖啡 檳榔 

圖片來源：Sandro 

Lacarbona，

https://goo.gl/zDxXpP 

 

https://www.flickr.com/photos/gimiw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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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服裝 

越南最廣為人知的服裝，莫過於越南國服─奧黛（áo dài），越文直譯成「長

衣」，起源於 1920～1930 年代由越南設計師 Nguyễn Cát Tường 參考法式時尚，

加入腰褶所設計創新而成為越南現代化的國服。而現今奧黛仍廣為應用在婚禮

等正式場合，以及教師、高中生、空姐、銀行女行員和餐廳服務生的制服上。 

奧黛通常使用絲綢等軟性布料，上衣是一件長衫，類似中國旗袍，胸袖剪

裁非常合身，凸顯女性玲瓏有致的曲線，而兩側開高叉至腰部，走路時前後兩

片裙襬隨風飄逸，下半身配上一條喇叭筒的長褲，因此無論日常生活的行、住、

坐、臥都很方便。 

 

圖片來源：Synn Wang，https://goo.gl/CEuE2K 
 

 

上圖左為空服員；上圖右為新郎與新娘；下圖為越南女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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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奧黛之外，斗笠（笠帽）也是另一項值得關注的越南配件，常常與奧

黛、高跟鞋一同搭配。斗笠是以成熟的竹子做為胎骨，再附上一層層堅韌葵絲

編成的寬大帽子，並使用絲線固定，呈圓錐形，輕便好用並且還可遮陽擋雨，

其中最有名的是順化笠帽。雖然市場上還有很多其他各種各樣的帽子，但是斗

笠除了既便宜又實用美麗外，更有無價的歷史文化價值和製作者的美好手藝。

另外，越南因戰爭背景，以綠帽子（軍用硬帽）為榮耀的象徵，男人無論是達

官顯貴還是平民百姓都愛戴綠帽子（軍用硬帽）。 

  

斗笠 

圖片來源：Lucas Jans，

https://goo.gl/l4oBZQ 

綠帽子（軍用硬帽） 

（六）建築 

越南建築如同其他的越南文化一般，擁有十分久遠的歷史。大量受到中國

傳統建築和文化的影響，但也發展出越南的獨特風格。越南將南方的占城納入

版圖之後，占婆建築（印度風格建築）也被納入越南建築的大範圍之內。到了

近代的法屬時期，越南國內亦建造出較多法式風格的建築。 

1. 中華建築：越南與其他東亞文化圈的國家，如：朝鮮、日本一樣，從中國

傳統建築中吸收了大量營造元素和技法。建築材料上主要使用青瓦、木材

等東亞傳統建築元素。 

https://www.flickr.com/photos/vs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6%8A%E5%8D%97%E6%96%87%E5%8C%9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C%8B%E5%82%B3%E7%B5%B1%E5%BB%BA%E7%AF%8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C%8B%E5%82%B3%E7%B5%B1%E5%BB%BA%E7%AF%8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A0%E5%9F%8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D%B1%E4%BA%9E%E6%96%87%E5%8C%96%E5%9C%8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C%9D%E9%B2%9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7%A5%E6%9C%A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3%A6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9D%B1%E4%BA%9E%E5%82%B3%E7%B5%B1%E5%BB%BA%E7%AD%91&action=edit&redlin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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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化皇城 

圖片來源：Nam-ho Park，

https://goo.gl/QS4WHg 

河內文廟 

圖片來源：Chuoibk，https://goo.gl/TUFbM8 

2. 占婆建築 （中越）：占婆人是來自印尼的爪哇人，每一代富強的占婆王朝

都傾注資源修建新廟或修復舊廟。西元 4～13 世紀間，他們在中越建立占

婆王國，並在附近修建超過 70 座神廟。早期以木造祠堂為主體，但慘遭祝

融後改以瓦磚重建，直到占婆王國在 15 世紀遷都後，美山遺址才由聖地變

荒野，而中越也保留了占婆特色建築，但越戰期間美軍轟炸也毀去為數相

當可觀的占婆神廟，甚為可惜。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A0%E5%A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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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越美山遺址 

3. 法式建築（南北越）：法屬時期建設的許多大型建築散布在越南河內及胡志

明市各地，法國建築輸入改變了傳統建築的規模、藝術風格、技術結構和

材料。過去以竹子、樹葉、木材、磚瓦等材料為主，到法屬時期已開始接

觸建築設計圖，利用水泥、鋼筋等新建築材料。 

圖片請參考 https://goo.gl/b1tKMn 

 

河內索諾菲大飯店 胡志明市紅教堂 

圖片來源：Diego Delso，

https://goo.gl/J5BWvK 

http://baike.baidu.com/view/420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20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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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內歌劇院 

圖片來源：honan4108，

https://goo.gl/v0mSwf 

西貢歌劇院 

圖片來源：Blowing Puffer Fish，

https://goo.gl/vt5DPE 

（七）禮儀 

越南人很講究禮節，種族也十分多元，因此有許多不同的禮儀傳統，基本

的是見了面要打招呼問好，對尊長更要使用正確的敬稱敬語並先稱呼對方。 

1. 打招呼：越南與一般東方人一樣，通常以敬禮鞠躬表示對對方的尊敬，但

較容易讓臺灣人誤會的是，當越南人站直且雙手交叉抱在胸前微微彎腰

時，也是表達對受禮者的尊敬與認同，而非故意挑釁。 

2. 以雙手持物。 

3. 不可拍人肩膀或用手指著他人、不可任意摸頭（包含小孩）。 

 

 

越南行禮姿勢 雙手持物 

 

https://www.flickr.com/photos/honan4108/
https://www.flickr.com/photos/changyis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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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音樂戲曲 

越南音樂受到多元民族文化和歷史因素影響，種類繁多。越南宮廷音樂起

源於今越南中部，受到漢音樂和占婆音樂雙重影響。越南的樂理、樂器（如月

琴、琵琶、二胡、箏等）以及戲曲音樂、說唱音樂（大鼓詞等）與中國類似，

月琴和箏演奏的古雅曲的曲譜留存至今。19 世紀，由於西方文化的影響，越

南開始出現以民歌基調為基礎的新興歌劇和歐式音樂風格，越南現代音樂逐漸

萌芽。現在普遍使用的樂器為主要民族樂器，有獨弦琴、箏、揚琴、二胡、三

弦、笛、嗩吶、海螺、鑼、木魚、鈴、鼓等。 

1. 獨弦琴 

京族所特有的彈撥樂器，流行於中國廣西等地區以及越南。獨弦琴俗

稱篾弦，早期採用竹子為材料，今亦採用其他材料製作。須左右手協調配

合演奏，一手挑一手撥。  

 

圖片來源：Memberofc1，

https://goo.gl/1USx16 

 

圖片來源：Jacek Karczmarczyk， 

https://goo.gl/nzP3CX 

獨弦琴演奏 http://www.youtube.com/watch?v=SQwL2ApKRAA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B6%8A%E5%8D%97%E5%AE%AB%E5%BB%B7%E9%9F%B3%E4%B9%90&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A0%E5%A9%8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C%88%E7%90%B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C%88%E7%90%B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6%8A%E5%8D%97%E7%90%B5%E7%90%B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8C%E8%83%A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8%8F%E6%9B%B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F%B4%E5%94%B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A4%A7%E9%BC%93%E8%AF%8D&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AC%E6%97%8F%E7%8D%A8%E5%BC%A6%E7%90%B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D%9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9%AC%E7%90%B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8C%E8%83%A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89%E5%BC%A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89%E5%BC%A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C%9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4%A2%E5%91%9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AC%E6%97%8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D%88%E6%92%A5%E6%A8%82%E5%99%A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B%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B%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6%8A%E5%8D%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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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越南傳統戲劇  

⑴Chèo 嘲劇（北方） 

嘲劇是越南傳統的民族戲曲形式，通常是帶有歌舞的戲劇形式，且

帶有嘲諷、調笑和戲謔的意味。主要源自越南北部農村一種自發的民間

藝術形式，通常在村外的露天廣場進行表演，而後逐漸專業化和室內化。

戲劇形式多有中國宋代雜劇的遺風，服飾為越南生活中所穿的服飾（越

服）。由於口語通俗，宮廷認為不雅而未重視，甚至一度下令禁止在宮中

演出。15 世紀以後，嘲劇的地位逐漸為㗰劇所替代。 

⑵Tuồng 㗰劇（中部） 

㗰劇是越南傳統的民族戲劇形式，也是最為古老的劇種之一，深受

中國戲曲影響。一般認為㗰劇形成於 13 世紀，其時元朝與越南之間曠日

持久的戰爭中，越南軍隊俘獲了中國優人李元吉，命其在越「作古傳戲」，

產生巨大影響，越南「有傳戲始此」。演出的戲劇須為歷史題材，一般取

自越南或中國傳奇。相對於嘲劇生活化的裝扮，㗰劇的裝扮和服裝都濃

墨重彩，具有特點。 

⑶Cải lương 改良劇（南部） 

改良劇是越南一種現代民間戲劇形式，融合了越南南部民歌、樂調，

以及傳統㗰劇的一些特點。改良劇誕生於 20 世紀早期的越南南部，1930

年代，在法國殖民地區的中產階層中取得繁榮，現代以來成為國家戲劇

的重要形式之一。與其他劇種不同，改良劇持續在民眾中受到歡迎，直

至 1980 年代達到高潮。改良劇題材廣泛，包羅萬象，至今仍有不少新劇

目誕生，且受到政府部門的重視和推廣。 

⑷Múa rối nước 水上木偶戲 

越南水上木偶戲為一種越南傳統的文藝表演，約有 1 千年歷史，表

演方式是在水池上搭起舞台，由隱藏在後台的演員用長線或竹竿操縱木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8%B2%E6%9B%B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8%B2%E8%AB%B7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AA%BF%E7%AC%91&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8%B2%E8%AC%9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E%8B%E4%BB%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E%8B%E4%BB%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6%8A%E6%9C%8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6%8A%E6%9C%8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3%97%B0%E5%8A%8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5%83%E6%9C%9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C%8B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9D%8E%E5%85%83%E5%90%89_(%E5%84%AA%E4%BA%BA)&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C%A0%E5%A5%8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8%B2%E5%8A%8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6%8A%E5%8D%9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3%97%B0%E5%8A%8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3%95%E8%98%AD%E8%A5%BF%E6%AE%96%E6%B0%91%E5%B8%9D%E5%9C%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6%8A%E5%8D%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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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使之演出各式各樣的動作及戲分。如今，水上木偶戲受到越南社會

的重視，並在國際文化交流上做為越南文化表演，發揮重要作用。 

3.越南流行音樂 

分享現在流行音樂較易讓學生有共鳴，激發學習越南語及文化之興

趣。以下提供幾首流行越南歌曲。 

⑴Sơn Tùng MTP─昨日的你（Em của ngày hôm qua） 

⑵Tóc Tiên─Big girls don’t cry 

⑶Bích Phương─好的你走吧！（Vâng anh đi đi！） 

  

 

Sơn Tùng 

圖片來源：Be be nhat，

https://goo.gl/nlrdm7 

Tóc Tiên 

圖片來源：Oanh Nguyen，

https://goo.gl/yj9y1B 

Bích Phương 

圖片來源：Kou Art，

https://goo.gl/PsKLBy 

三、越南語言文化 Văn hóa ngôn ngữ Việt Nam 

（一）禮貌語言行為 

越南是個講禮儀與尊卑的民族，因此，在越語文化上非常重視輩分關係，

以及禮貌性用語。 

1.人稱代名詞 

越語以輩分關係的稱呼來做為人稱代名詞。第一及第二人稱大部分直

接使用親屬、輩分、職務關係語：anh、chị、em、chú bác、cô dì……（兄、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ndex.php?title=User:Be_be_nhat&action=edit&redlink=1
https://www.flickr.com/photos/130239861@N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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姊、弟妹、叔叔、伯父伯母、姑姑阿姨等）。這一點與中國古時候的「稱兄

道弟」是相同的。 

2.敬語 

越語常會使用一些敬語或語氣詞，來表示對對方的尊敬或顯現彼此尊

卑關係。 

例如：當回答長輩問話時須使用如下語氣詞，有點類似中國清朝的

喳、是、謹 Vâng, ạ, dạ thưa 是的、喳、稟；而回話時也一定要在最後加上

輩分份詞，而不會僅說謝謝，例如：em cảm ơn cô ạ 我謝謝您。當問話或

回話時也常會使用一些語氣詞，以便讓整個語氣更加柔軟與禮貌，例如：

nhé、nha、nhỉ…… 

（二）道謝道歉語言行為 

1.Cảm ơn 謝謝。 

2.Xin cảm ơn 謹謝謝。 

3.Xin cảm ơn anh chị 謹謝謝。 

4.Xin cảm ơn anh chị rất nhiều 謹謝謝你很多。 

5.Xin cảm ơn vì ……謹謝謝因…… 

6.Anh chị tốt quá 你太好了。 

7.Anh chị chu đáo quá 你太周道了。 

8.Xin lỗi 對不起；Rất xin lỗi 很對不起。 

9.Thành thật xin lỗi 真誠地對不起。 

10.Trả lời 回答。 

11.Không sao 沒關係；Không sao đâu 沒關係啦。 

12.Đừng suy nghĩ 別多想。 

道別用語： 

Chào nhé 再見；Xin tạm biệt 暫別；Hẹn gặp lại 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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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拒絕語言行為 

拒絕語言： 

例如，別人約星期六去用餐的回答： 

－同意：好，我會去，謝謝你。Được, mình sẽ đến, cảm ơn cậu. 

－拒絕：對不起，星期六我很忙。Xin lỗi – thứ 7 mình bận.  

－緩和：讓我再看一下我的行程表。Để mình xem lại lịch đã nhé. 

－商量：對不起，星期六我很忙，前一天或後一天比較好。Xin lỗi Thứ 7   

    mình bận rồi, nếu trước hoặc sau một ngày thì tốt quá 

（四）師生語言行為 

越南教師節為 10 月 22 日，學生會送鮮花、卡片給老師。1957 年，國際

教育工會聯合會 FISE 在華沙召開大會，規定從 1958 年起，每年 11 月 20 日為

「國際教師憲章日」，越南因係 FISE 成員國亦承認這一節日，並在 1982 年易

名為「越南教師節」，放假一天以進行慶祝活動。 

老師與學生間的稱呼用語 Cô/thầy – em/ các em 女老師/男老師– 學生/學

生們當在正式場合時，會在前面加 Thưa（稟），回話時在句尾加 ạ。 

例如：Thưa + cô （thầy） + Hương 、Em cảm ơn cô ạ 

想發表意見要舉手等老師。（舉手方式五指併攏，大臂大略與肩同高，小

臂與大臂呈直角往上舉） 

回答老師問題應儘量 

－簡短。 

－要使用人稱代名詞。 

－不能吐舌頭、瞪眼、大聲喊、語調拉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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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互動教案材料 Tài liệu tương tác 

在教學過程中適時介紹小朋友們一些越南傳統遊戲、兒歌，以及民間故事，不

但可以讓小朋友認識越南民間文化，更可提升小朋友學習越語的興趣。 

（一）越南傳統遊戲 

越南有一些傳統的兒童遊戲與臺灣的遊戲非常相似，我們可以引導小朋友

進行這些遊戲，並在遊戲中加入一些基本越語詞彙，以便增強小朋友印象。例

如：  

1.「Trốn tìm 躲與找」 

就是臺灣的「捉迷藏」，其玩法亦與臺灣類似，當鬼的人遮起眼睛數

數，其他則躲起來，然後當鬼的人去尋找。這時可讓小朋友用越語來數數，

例如：數 1 至 10 的越語，或者數星期一到日，或者要求數幾種水果名。 

2.「Rồng rắn lên mây 蛇龍升天」 

就是臺灣的「老鷹捉小雞」，其玩法就是小朋友們一個個手搭肩排成

一條長龍，然後一面向前走一面唱著「蛇龍升天，請問醫生在家嗎？」（Rồng 

rắn lên mây. Hỏi thăm thầy thuốc. Có nhà hay không?）另一個小朋友則扮演醫

生，第一次可回答「出去玩了」（Thầy thuốc đi chơi）。人龍繼續邊走邊唱「蛇

龍升天」，醫生可回答「出去釣魚」（Thầy thuốc đi câu cá）。重複幾次後醫

生回說「在家」（Có nhà），並開始想辦法跑去捉排在人龍最後面的小朋友，

被捉到就換當醫生。玩這遊戲時，老師可以更改相關的語詞，讓小朋友練

習不同詞彙。例如，把醫生改成警察（Công an）、護士（Y tá）等等，把出

去玩改成出去打球（đi chơi bóng）、買東西（đi mua sắm）等等。 

（二）越語兒歌教唱 

兒歌總是讓人很容易朗朗上口，而且不容易忘卻。越南有許多兒歌，都很

適合在課堂教小朋友誦唱，我們在這裡先介紹兩首簡易的兒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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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ả nhà thương nhau 全家相親相愛 

Ba thương con vì con giống mẹ  爸 E

ㄅ
ㄚ

ˋ

AAE爸E

˙

ㄅ
ㄚAAE愛E

ㄞ

ˋ

AAE我E

ㄨ
ㄛ

ˇ

AAE因E

ㄧ
ㄣ

AAE為E

ㄨ
ㄟ

ˋ

AAE我E

ㄨ
ㄛ

ˇ
AAE像E

ㄒ
ㄧ
ㄤ

ˋ

AAE媽E

ㄇ
ㄚ

AAE媽E

˙

ㄇ
ㄚ 

Mẹ thương con vì con giống ba  AE媽E

ㄇ
ㄚ

AAE媽E

˙

ㄇ
ㄚAAE愛E

ㄞ

ˋ

AAE我E

ㄨ
ㄛ

ˇ

AAE因E

ㄧ
ㄣ

AAE為E

ㄨ
ㄟ

ˋ
AAE我E

ㄨ
ㄛ

ˇ

AAE像E

ㄒ
ㄧ
ㄤ

ˋ

AAE爸E

ㄅ
ㄚ

ˋ

AAE爸E

˙

ㄅ
ㄚ 

Cả nhà ta đều thương yêu nhau  AE我E

ㄨ
ㄛ

ˇ

AAE們E

˙

ㄇ
ㄣAAE全E

ㄑ
ㄩ
ㄢ

ˊ

AAE家E

ㄐ
ㄧ
ㄚAAE都E

ㄉ
ㄡ

AAE很E

ㄏ
ㄣ

ˇ

AAE相E

ㄒ
ㄧ
ㄤAAE親E

ㄑ
ㄧ
ㄣAAE相E

ㄒ
ㄧ
ㄤAAE愛E

ㄞ

ˋ

 

Xa là nhớ gần nhau là cười   AE離E

ㄌ
ㄧ

ˊ

AAE遠E

ㄩ
ㄢ

ˇ

AAE會E

ㄏ
ㄨ
ㄟ

ˋ
AAE想E

ㄒ
ㄧ
ㄤ

ˇ

AAE念E

ㄋ
ㄧ
ㄢ

ˋ

AAE相E

ㄒ
ㄧ
ㄤAAE聚E

ㄐ
ㄩ

ˋ

AAE就E

ㄐ
ㄧ
ㄡ

ˋ

AAE歡E

ㄏ
ㄨ
ㄢAAE笑E

ㄒ
ㄧ
ㄠ

ˋ  

■Cháu yêu bà 我愛奶奶 

Bà ơi bà cháu yêu bà lắm   AE奶E

ㄋ
ㄞ

ˇ

AAE奶E

˙

ㄋ
ㄞAAE啊E

˙

ㄚ
AAE我E

ㄨ
ㄛ

ˇ

AAE好E

ㄏ
ㄠ

ˇ

AAE愛E

ㄞ

ˋ

AAE您E

ㄋ
ㄧ
ㄣ

ˊ  

Tóc bà trắng bạc trắng như mây  AE您E

ㄋ
ㄧ
ㄣ

ˊ

AAE的E

˙

ㄉ
ㄜAAE白E

ㄅ
ㄞ

ˊ

AAE髮E

ㄈ
ㄚ

ˇ

AAE像E

ㄒ
ㄧ
ㄤ

ˋ

AAE雲E

ㄩ
ㄣ

ˊ

AAE朵E

ㄉ
ㄨ
ㄛ

ˇ  

Cháu yêu bà cháu nắm bàn tay  AE牽E

ㄑ
ㄧ
ㄢAAE奶E

ㄋ
ㄞ

ˇ

AAE奶E

˙

ㄋ
ㄞAAE手E

ㄕ
ㄡ

ˇ

AAE我E

ㄨ
ㄛ

ˇ

AAE愛E

ㄞ

ˋ

AAE您E

ㄋ
ㄧ
ㄣ

ˊ  

Khi cháu vâng lời cháu biết bà vui  AE當E

ㄉ
ㄤ

AAE我E

ㄨ
ㄛ

ˇ

AAE聽E

ㄊ
ㄧ
ㄥAAE話E

ㄏ
ㄨ
ㄚ

ˋ

AAE奶E

ㄋ
ㄞ

ˇ

AAE奶E

˙

ㄋ
ㄞAAE很E

ㄏ
ㄣ

ˇ

AAE開E

ㄎ
ㄞ

AAE心E

ㄒ
ㄧ
ㄣ 

（三）越南故事導讀 

民間故事是一個族群傳承其社會文化的主要途徑，引導學童閱讀越南民間

故事，不但可讓學童深入了解越南風俗民情等人文文化，如有雙語對照版本，

更可提升學童越語能力。當前，臺灣狗狗圖書公司就出版有 17 冊相關越南民

間故書與漫畫書（如下表），大部分均可見於各圖書館，甚至老師們引導學童

閱讀。以下僅概略介紹兩本，提供老師參考。 

1.《還劍湖傳說》（Sự Tích Hồ Gươm） 

《還劍湖傳說》主要敘述越南後黎朝開國君王黎利，率領越南人起義

抗戰，驅逐明朝軍隊統治，再次建立越南自主王朝的史實（西元 1417～

1427）。其中並加入神龜奉龍王之令，借予黎利「順天」寶劍以趕走明朝軍

隊，以及越南承平後，某天黎利在河內游湖時，又見神龜浮出水面向他索

取寶劍，黎利便將寶劍送還神龜。後來，人們便將該湖泊稱為「還劍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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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粽子與麻糬的故事》（Sự Tích Bánh Chưng Bánh Giầy） 

這個故事在講述越南過春節必備粽子與麻糬的由來，根據傳說，越南

雄王六世晚年，要各個王子準備祭拜天地的佳餚，藉以挑選能夠繼承王位

的人選。十八王子郎遼（Lang Liêu），在仙女幫助下，運用最平常的農作

物─糯米（Gạo nếp），做出一圓一方兩種獨特的食物。圓形食物稱為「Bánh 

Giầy」（麻糬），呈白色，象徵寬廣無邊的天空，方形食物稱為「Bánh Chưng」

（粽子），以綠葉包裹，象徵生生不息的大地。「天圓地方」兩種食物均有

不忘本、不斷發展的意涵。憑著這兩種獨特的食物，郎遼王子得以繼承王

位，而後世越南人也在每年過年，準備這兩種食物用來祭拜天地與祖先。 

越南民間故事參考書目 

序次 中文書名 越文書名 譯者 

1 春節的竹竿 Sự Tích Cây Nêu Ngày Tết 劉君方 

2 徐識遇見一位仙女 Từ Thức Gặp Tiên 劉君方 

3 五個黃金罈子 Năm Hũ Vàng  劉君方 

4 還劍湖傳說 Sự Tích Hồ Gươm 劉君方 

5 山神和水神 Sơn Tinh Thuỷ Tinh 劉君方 

6 檳榔果與荖葉的傳奇 Sự Tích Trầu Cau 劉君方 

7 尋找母親 Tìm Mẹ 劉君方 

8 到處欠債的國王 Nợ Như Chúa Chổm 劉君方 

9 海螃蟹傳奇 Sự Tích Con Dã Tràng 劉君方 

10 古越南「灰姑娘」傳奇 Tấm Cám 劉君方 

11 石笙 Thạch Sanh 許純華 

12 榮聖的故事 Chuyện Ông Gióng 許純華 

13 媚珠與仲始 Chuyện Mỵ Châu Trọng Thủy 許純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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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次 中文書名 越文書名 譯者 

14 百節竹 Cây Tre Trăm Đốt 許純華 

15 粽子與麻糬的故事 Sự Tích Bánh Chưng Bánh Giầy 謝束平 

16 蟋蟀歷險記 Dế Mèn Phiêu Lưu Ký 阮蓮香 

17 護國金字旗 Lá Cờ Thêu Sáu Chữ Vàng 阮蓮香 

肆、問題與討論 

一、越南的首都是哪個城市？最大城市是哪個城市？ 

二、越南的國花是什麼花？國服是什麼服裝？ 

三、越南有哪些傳統節日是與臺灣一樣或相似？ 

四、越南與臺灣的生肖是否一樣？ 

五、當老師在教越南語言文化時，要注意哪一些地方？ 

六、互動教材上課前需要準備哪一些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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