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Culture encompasses religion, food, what we 
wear, how we wear it, our language, marriage, 
music, what we believe is right or wrong, how we 
sit at the table, how we greet visitors, how we 
behave with loved ones, and a million other 
things," said Cristina De Rossi, an anthropologist 
at Barnet and Southgate College in London.

Culture?



Independence Day (July 
4th):

 Parade
 Fireworks
 B.B.Q (barbecue)



Halloween (October 31st):

 Kids favorite holiday
Halloween costumes
 Trick-or-treat
 Jack-o’-lantern



Thanksgiving :

 The 4th Thursday of November
 Family reunion + feast
 Turkey, mashed potatoes with 

gravy sauce, pumpkin pie, etc.
 Parade
 Big sale, shopping





Basketball (NBA)
Baseball (MLB)
American Football 

(NFL)
Ice Hockey (NHL)



Usually the 1st Sunday of February
The most popular sports game of the 

year
More than 102 million audience in 

2020
 Super bowl halftime show（中場秀）
 Super bowl advertisements（廣告）



美國主要球類運動電視收視排名：
NFL > NBA > MLB > NHL

 今年超級盃：2020年 2月2日
 Kansas City Chiefs v.s. San Francisco 

49ers
(坎薩斯城酋長隊 v.s. 舊金山49人隊)

 2020 中場表演歌手：
Jennifer Lopez & Shakir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ILCn6VO_RU


 2017 Halftime Show: (Lady Gag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jrdyw
p5nyE

 2020 超級盃驚人廣告效益：請搜尋 “超
級盃10大廣告”

 2020年超級盃廣告天價: 每30秒要價560
萬 USD.

 花木蘭電影2分鐘預告片花費＄6.8億台
幣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jrdywp5ny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jrdywp5nyE


 器官 & 內臟

海鮮有頭有尾

互推帳單:
我付…..
不，今天我付…
到底………

忘記給小費?



Lunch: 15~18 %
Dinner:  20% ↑
App 幫您計算

重要單字：Refill



American Taboos:
公共場合請勿: 打嗝，剔牙，補妝
準時，不遲到（Punctuality）
不做突如其來的造訪
Making an appointment is 

important.
個人基本衛生很重要 (口臭，狐臭，
身上氣味，打嗝氣味…etc.)
收到對方贈予之禮物時，請當面打
開並表示欣喜與開心之意。



American Taboos:
尊重個人隱私
高價值/貴重物品請勿詢問對方多少錢
謙虛不是美德
直接＆禮貌的拒絕＆表達自己的意見
是很 OK 的

Don’t “ beat around the bush”!



英文廣播電台:
ICRT

http://www.icrt.com.tw/

Ig: icrtradio

App: icrt

http://www.icrt.com.tw/










1.美國文化禁忌有哪些，請列舉2項？
2. 在美國，該怎麼適當的給付小費呢？
3. 今年的超級盃中場表演歌手是哪兩位？
4. 加入ICRT 的IG, 立刻查詢一個英文生活
片語或俚語，請上台讀出來與大家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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