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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學生瞭解東南亞國家文化

 越南語與文化

 泰語與文化

 印尼文化

 緬甸文化

 菲律賓文化

使學生知曉新南向政策，進而確認專業與職業發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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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
 業師編制的越南語課本

 其他文化簡報 http://ilms.csu.edu.tw/

越南語課程要求
 帶越南語課本與筆記本。

評分
 平時出席50％

 期中考25％

 期末考25％

召集老師
 曾貝莉

 e-mail：berrie@gcloud.csu.edu.tw     

http://ilms.cs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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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別 單元主題

第1週 2/21 東南亞國家文化與課程介紹

第2週 2/28 連假

第3週 3/07 台灣與泰國、越南文化比較

第4週 3/14 越南字母、聲調與拼音

第5週 3/21 越南語複子音

第6週 3/28 越南語常用句子 -打招呼篇

第7週 4/04 春假

第8週 4/11 越南語：你的名字是什麼

第9週 4/18 期中考

第10週 4/25 越南語日常生活篇1

第11週 5/02 越南語日常生活篇2

第12週 5/09 越南語：旅遊用語1

第13週 5/16 越南語：旅遊用語2

第14週 5/23 越南語：數字與交易1

第15週 5/30 越南語：數字與交易2

第16週 6/06 緬甸與印尼文化

第17週 6/13 東南亞文化與市場差異分析

第18週 6/20 期末考



 原來東協10國
 新加坡

 馬來西亞

 菲律賓

 印尼

 汶萊

 柬埔寨

 緬甸

 寮國

 泰國

 越南

 +3
 中國、日本、韓國

 +6
 印度、澳洲、紐西蘭



國家 首都 貨幣
官方語言

汶萊 斯里巴加灣 汶萊元（BND；B$） 馬來語

柬埔寨 金邊 柬埔寨瑞爾（KHR；៛） 高棉語

印度尼西亞 雅加達 印尼盾（IDR；Rp） 印尼語

寮 永珍 寮國基普（LAK；₭） 寮語

馬來西亞 吉隆坡 馬來西亞令吉（MYR；RM） 馬來語

緬甸 奈比多 緬元（MMK；K） 緬甸語

菲律賓 馬尼拉 菲律賓披索（PHP；₱）
菲律賓語，

英語

新加坡 新加坡 新加坡元（SGD；S$）
馬來語、華語、
英語、泰米爾語

泰國 曼谷 泰銖（THB；฿） 泰語

越南 河內 越南盾（VND；₫） 越南語

東南亞國家協會 — — —

中國 北京 人民幣（CNY；￥） 漢語

日本 東京 日圓（JPY；￥） 日語

韓國 首爾 韓圓（KRW；₩） 朝鮮語

澳大利亞 坎培拉 澳大利亞元（AUD；A$） 英語（事實上的官方語言）

印度 新德里 印度盧比（INR；）
印地語（天城文）、

英語 參見印度官方語言列表

紐西蘭 惠靈頓 紐西蘭元（NZD；NZ$） 英語、毛利語、紐西蘭手語



奈比多

金邊



 新加坡

 馬來西亞

 菲律賓

 印尼

 汶萊

雙峰塔

魚尾獅金沙酒店

吉隆坡塔

馬尼拉
宿霧 Cebu

雅加達

斯里巴卡旺市 清真寺

吉隆坡

長灘島



 柬埔寨

 緬甸

 寮國

 泰國

 越南

金邊 吳哥窟

奈比多 仰光

關西瀑布永珍
永珍

曼谷 清邁

河內 胡志明市

曼谷大皇宮



 新加坡

 馬來西亞

 菲律賓

 印尼

 汶萊

 柬埔寨

 緬甸

 寮國

 泰國

 越南

河內

雅加達



 新加坡

 馬來西亞

 菲律賓

 印尼

 汶萊

 柬埔寨

 緬甸

 寮國

 泰國

 越南

新加坡

曼谷

汶萊





 東協十國當中，除了寮國外都有從台灣直飛的定期航班或包機。

 東南亞旅遊市場，天數短、消費價格低，不少地方又能玩水、住度假村，是親子旅遊
的主要市場。中南半島擁有悠久的佛教文化，是東南亞最多世界遺產的區域。菲律賓
與印尼都是個多島嶼的國家，前者擁有7,107座、後者更有超過1.7萬座島嶼，有「千
島之國」美譽。『泰馬新』旅遊市場最成熟相對發展較進步的泰國、馬來西亞及新加
坡。

 越南主要的旅遊以河內的下龍灣最受歡迎，特別是在獲選為世界新7大奇景之一，

 柬埔寨直飛首都金邊，直飛吳哥窟的航班，讓旅客擁抱吳哥窟超輕鬆。

 菲律賓近年來積極推廣島嶼旅遊，除了最熱門的長灘島之外，宿霧及巴拉望更是後起
之秀，擁有潔白沙灘、美麗的度假村及還保有純樸風情的菲律賓人，成為海島度假的
首選。

 印尼的島嶼多，但最知名也是發展海島旅遊最悠久的就是峇里島，峇里島除了有其他
海島一樣的各式海上活動之外，更因這裡發展出的峇里島佛教文化，加上最水準與品
質最高的度假村、SPA，都成為遊客造訪峇里島的主要理由。

 泰國是全球知名的度假勝地，西方歐美國家遊客的最愛，首都曼谷是主要的旅遊目的
地，這裡除了可品嘗到美味的泰國美食以及水準不輸給峇里島的SAP之外，還有遊客
最喜歡的市集及特殊風情的水上市場。

 馬來西亞與相連的新加坡，近年來由於發展出許多遊樂設施，成為寒暑假親子旅遊的
主力市場，新加坡除了原本就有的飛禽公園、夜間動物園、植物園，以及市區的牛車
水、小印度區、烏節路等之外，聖淘沙名勝世界與濱海灣金沙更是熱門首選。

 https://www.ttnmedia.com/%E6%9D%B1%E5%8D%9410%E5%9C%8B%E7%9B%B4%E9%
A3%9B%E8%88%AA%E7%8F%AD%E5%A4%A7%E5%A2%9E-
%E6%97%85%E9%81%8A%E8%B6%85%E8%BC%95%E9%AC%86/



先查詢你要去的景點

再查機票skyscanner

然後查飯店agoda hotel.com trivago

確認要吃的東西

確認必買



 越南
 世界遺產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6%8A%E5%8D%97%E4%B8%96%E7
%95%8C%E9%81%BA%E7%94%A2%E5%88%97%E8%A1%A8

 7大奇景
 https://www.liontravel.com/promotion/vietnam/tourism-in-

vietnam/northern.html

 泰國
 曼谷、清邁、普吉島

 印尼
 峇里島

 柬埔寨
 吳哥窟

 菲律賓
 長灘島，宿霧
 https://www.google.com/search?q=%E9%95%B7%E7%81%98%E5%B3%B

6&rlz=1C1SQJL_zh-
TWTW792TW792&tbm=isch&source=iu&ictx=1&fir=Ut-
vILGqTFABBM%253A%252CIYFCG1Lc93_HOM%252C%252Fm%252F01yq
wg&usg=AI4_-
kRNOfv7RmTr7SR078Ihoytq5UjM0g&sa=X&ved=2ahUKEwjIld-
5wsvgAhVryIsBHeBWD90Q_B0wCnoECAYQBg#imgrc=Ut-vILGqTFABBM: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6%8A%E5%8D%97%E4%B8%96%E7%95%8C%E9%81%BA%E7%94%A2%E5%88%97%E8%A1%A8
https://www.liontravel.com/promotion/vietnam/tourism-in-vietnam/northern.html
https://www.liontravel.com/promotion/southeastasia/bali/mini-tour.html


國
家

首都 人口

人均GDP

（購買力
平價）[注

1]

人類發
展指數[

注 2]

官方語言

汶萊 斯里巴加灣 440,920[3] 76,700 0.853 馬來語

柬埔
寨

金邊 16,418,000[4] 4,000 0.582 高棉語

印度
尼西
亞

雅加達 269,040,000[5] 12,400 0.694 印尼語

寮 永珍 7,193,600[6] 7,400 0.601 寮語

馬來
西亞

吉隆坡 31,938,000[7] 28,900 0.802 馬來語

緬甸 奈比多 55,406,000[8] 6,300 0.578 緬甸語

菲律
賓

馬尼拉 106,238,000[9] 8,200 0.699
菲律賓語，

英語

新加
坡

新加坡 5,994,300[10] 90,500 0.932

馬來語、
華語、
英語、
泰米爾語

泰國 曼谷 68,847,000[11] 17,800 0.755 泰語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9C%E7%9B%9F%E6%88%90%E5%91%98%E5%9B%BD%E5%88%97%E8%A1%A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B%BD%E5%86%85%E7%94%9F%E4%BA%A7%E6%80%BB%E5%80%B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9C%E7%9B%9F%E6%88%90%E5%91%98%E5%9B%BD%E5%88%97%E8%A1%A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BA%E7%B1%BB%E5%8F%91%E5%B1%95%E6%8C%87%E6%95%B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9C%E7%9B%9F%E6%88%90%E5%91%98%E5%9B%BD%E5%88%97%E8%A1%A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E%98%E6%96%B9%E8%AF%AD%E8%A8%8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87%E8%8E%B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AF%E9%87%8C%E5%B7%B4%E5%8A%A0%E6%B9%BE%E5%B8%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9C%E7%9B%9F%E6%88%90%E5%91%98%E5%9B%BD%E5%88%97%E8%A1%A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9%AC%E6%9D%A5%E8%AF%A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F%AC%E5%9F%94%E5%AF%A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7%91%E8%BE%B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9C%E7%9B%9F%E6%88%90%E5%91%98%E5%9B%BD%E5%88%97%E8%A1%A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B%98%E6%A3%89%E8%AF%A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B0%E5%BA%A6%E5%B0%BC%E8%A5%BF%E4%BA%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B%85%E5%8A%A0%E8%BE%B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9C%E7%9B%9F%E6%88%90%E5%91%98%E5%9B%BD%E5%88%97%E8%A1%A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B0%E5%B0%BC%E8%AF%A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0%81%E6%8C%9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0%B8%E7%8F%8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9C%E7%9B%9F%E6%88%90%E5%91%98%E5%9B%BD%E5%88%97%E8%A1%A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0%81%E6%8C%9D%E8%AF%A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9%AC%E6%9D%A5%E8%A5%BF%E4%BA%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0%89%E9%9A%86%E5%9D%A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9C%E7%9B%9F%E6%88%90%E5%91%98%E5%9B%BD%E5%88%97%E8%A1%A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9%AC%E6%9D%A5%E8%AF%A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C%85%E7%94%B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5%88%E6%AF%94%E5%A4%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9C%E7%9B%9F%E6%88%90%E5%91%98%E5%9B%BD%E5%88%97%E8%A1%A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C%85%E7%94%B8%E8%AF%A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F%B2%E5%BE%8B%E5%AE%B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9%AC%E5%B0%BC%E6%8B%8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9C%E7%9B%9F%E6%88%90%E5%91%98%E5%9B%BD%E5%88%97%E8%A1%A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F%B2%E5%BE%8B%E5%AE%BE%E8%AF%A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B%B1%E8%AF%A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B0%E5%8A%A0%E5%9D%A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B0%E5%8A%A0%E5%9D%A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9C%E7%9B%9F%E6%88%90%E5%91%98%E5%9B%BD%E5%88%97%E8%A1%A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9%AC%E6%9D%A5%E8%AF%A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8E%E8%AF%A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B%B1%E8%AF%A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3%B0%E7%B1%B3%E5%B0%94%E8%AF%A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File:Flag_of_Brunei.svg
https://zh.wikipedia.org/wiki/File:Flag_of_Brunei.svg
https://zh.wikipedia.org/wiki/File:Flag_of_Cambodia.svg
https://zh.wikipedia.org/wiki/File:Flag_of_Cambodia.svg
https://zh.wikipedia.org/wiki/File:Flag_of_Indonesia.svg
https://zh.wikipedia.org/wiki/File:Flag_of_Indonesia.svg
https://zh.wikipedia.org/wiki/File:Flag_of_Laos.svg
https://zh.wikipedia.org/wiki/File:Flag_of_Laos.svg
https://zh.wikipedia.org/wiki/File:Flag_of_Malaysia.svg
https://zh.wikipedia.org/wiki/File:Flag_of_Malaysia.svg
https://zh.wikipedia.org/wiki/File:Flag_of_Myanmar.svg
https://zh.wikipedia.org/wiki/File:Flag_of_Myanmar.svg
https://zh.wikipedia.org/wiki/File:Flag_of_the_Philippines.svg
https://zh.wikipedia.org/wiki/File:Flag_of_the_Philippines.svg
https://zh.wikipedia.org/wiki/File:Flag_of_Singapore.svg
https://zh.wikipedia.org/wiki/File:Flag_of_Singapore.svg
https://zh.wikipedia.org/wiki/File:Flag_of_Thailand.svg
https://zh.wikipedia.org/wiki/File:Flag_of_Thailand.svg
https://zh.wikipedia.org/wiki/File:Flag_of_Vietnam.svg
https://zh.wikipedia.org/wiki/File:Flag_of_Vietnam.svg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9C%E7%9B%9F%E6%88%90%E5%91%98%E5%9B%BD%E5%88%97%E8%A1%A8


人類發展指數-衡量各國社會經濟發展程度的標準

分界標準：
 極高：0.800以上

 高：0.799~0.700之間

 中：0.699~0.550之間

 低：0.549以下



Brunei Darussalam [bruˋnaɪ] 汶萊達魯薩蘭國

Cambodia [kæ mˋbodjə] 柬埔寨



總人口 佔世界人口比

東協10
國

644,546,920 8.75%

2019    
658,580,820/7500000000

=0.087810776

東協10
國+3

2,203,055,920 29.91%

東協10
國+6

3,569,921,420 48.46%





 https://twbusiness.nat.gov.tw/page.do?id=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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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twbusiness.nat.gov.tw/page.do?id=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