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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美國留學不知道這些風俗容易出醜......
美國留學，有很多讓人感
覺很不適應的東西，因為文化
的差異，以及生活等方式的不
同，導致我們在國內養成的一
些習慣已經不再適用。可是有
不少的留學生在留學前對美國
文化和風俗習慣知之甚少，初
到美國總是出醜。其實，去美
國留學前，對美國的風俗必須
瞭解，免得交際場合出醜。這
裡有七大風俗是必知的，快跟
外朗教育小編一起來看看吧。

1、身體語言
和美國人交往了一段日子
後，你會注意到美國人講話還
是很講究的，他們講究身體語
言，特別是眼光的接觸，和身
體間的距離。
我們常見美國人握手和親
吻。美國的風俗習慣，第一次
和男性和女性見面時，僅僅是
握手，親吻是好朋友之間的身
體語言。親吻的方式是：同性
之間，臉接觸對方的臉，然後
空中親吻;異性之間，可以親吻
對方的臉頰。父母親吻孩子，
吻孩子的額頭和小臉蛋。
微笑、眼光的接觸，這在
和美國人打交道時很重要。微
笑的眼光和問好的語言在公共
場所意思是一樣的。如果對面
一個陌生人走來向你微笑，你
也向他微笑，他就會說‘嗨’
或‘你好’，這只是一種禮貌
，並不表示他會停下來和你交
談。
中國傳統老盯著人看是不
禮貌。而美國人看你不正視他
的眼光會以為你躲躲閃閃不誠
懇，認為你不可信賴。所以當
你和美國人對話的時候，要保
持眼光接觸。
另外，和美國人講話的時
候要保持彼此的身體間的距離
，半米的尺度比較好。如果你
和美國人聊天的時候他一直往
前進，可能你離開他太遠了些;
如果他一直往後退，你可能靠
得他太近了。

2、謹防被認為同性戀
男人和男人，女人和女人
在街上走路，如果你們之間不

是同性戀的關係，千萬不要在
美國的大馬路上勾肩搭背。和
美國人表示友好，不要用手把
手這傳統的中國表達方式來表
示接近。美國聞名的時代週刊
在 1997 年曾經登了兩個女孩在
中國街上摟肩而走的照片作為
中國同性戀橫行的證據，可見
美國人對中國風俗見識之少。
男人讚美女性漂亮，在美
國有時是向你表示客氣，就象
中國人見面時問你飯吃了沒有
一樣，不一定是因為他受到對
方美色的誘惑。同樣，女性也
可以讚美男性。常用的客氣話
有：
正式的場合和陌生人之間
你好。Hello! Hi!
你好嗎?How are you?
今天天氣很好。It is beautiful today。
認 識 你 很 高 興 。 Nice to
meet you!
熟人和同事之間：
你今天看上去(氣色)很好。
You look good today。
你的衣服很漂亮(或我喜歡
你今天穿的衣服)。 I like your
dress/shirt(Lady:dress Man:shirt)
你很漂亮(多用於女性)You
are very pretty。
沒有徵得父母的同意，不
要隨便接觸美國小孩和狗。
中國老年人表示愛孩子的
方式有時是給小孩食品和用手
摸孩子的腦袋。在美國你要儘
量避免這兩點。美國食品充盈
低廉，平民甚至窮人的孩子都
零食不斷，父母很頭痛孩子的
挑食和吃劣質廣告食品。普通
家長都會教育孩子不要接受陌
生人的食品，不是擔心孩子沒
有禮貌，而是擔心小孩被壞人
毒死。摸小孩的頭頂，小孩子
不喜歡，父母也不會高興，陌
生人之間在美國一定要注意保
持人和人身體間的距離。
美國人的狗是家庭成員之
一，和小孩一樣重要。所以，
不要隨便喂美國人的狗。再說
，很多狗是專門用來對付陌生
人的，小心被咬!美國郵遞員每

3、不要問美國人的收
入和年齡
美國人對別人問自己的收
入多寡是非常忌諱的。
要知道一個美國家庭的收
入多寡，看這個家庭住在什麼
生活區，小孩進的什麼學校就
可以知道大概。美國食品便宜
，汽車便宜，住房絕對昂貴。
普通美國家庭的收入絕大多數
消費在住房和學費上面。美國
每個城市都有富人區，藍領區
和平民區。每個區又有上中下
之分。美國的中小學是免費教
育、私立學校是收錢的。不同
的私立學校收費標準不同。美
國人賺錢不是以積蓄為目的，
他們賺什麼樣水準的錢就生活
在什麼樣的生活環境裡。所以
一個大公司的總經理在失去職
務後很可能會馬上賣掉現有的
房子，生活到環境相對來說差
一點的地方，孩子也會從私立
轉到公立學校。
美國人對別人問自己的年
齡也是非常忌諱的。不要問美
國人的年齡。就是問了，一般
美國人也不會老實地告訴你。
參加美國人的生日聚會，四十
歲的徐娘會說慶祝二八華誕。
除非他們在申請工作要填表格
，那個時候他們也不一定會填
真實的年齡，而且法律也保護
工人可以不填確切年齡。要知
道正確的美國人的年齡，看美
國人的駕駛執照或護照最准，
護照和駕駛執照需要他們的出
生證才拿得到。可是你為什麼
要知道別人的年齡呢?

候大聲地打招呼來表示自己的
熱情，來美國後這方面要注意
一點。美國的公眾場合相對來
說比較安靜，人們說話很輕，
除非緊急情況發生，一般不會
開口大喊。見到熟人也是走近
了才打招呼。在餐廳聚會，也
以對方能聽清為限，不大聲喧
嘩。另外也儘量避免在公眾場
合談自己的家務事，或談兒女
私事。
走在前面的人常常為後面
的人開門，如果同時來到一個
門口，男士一般都讓女士先行
。進出電梯，也是女士優先。
同走一條道，儘量讓別人先行
。路上行人很少，如果有人相
向而過，不管認識與不認識，
如果是在商業區，一般都先說
一句對不起(Excuseme)然後才走
過;如果是在旅遊區，一般都說
你 好 (Hi, Hello, good morning,
good afternoon, goodevening) 然
後交臂而走。需要別人服務的
時候，先注意一下是否有人在
你前面，不要插隊，也不要打
斷別人的講話。如果男士和女
士同行，男士習慣上走靠近馬
路的一邊，這習慣源於社會不
發達的時候，馬車經過常濺起
泥漿將女人的長裙弄髒，是表
示男人保護女人的君子行為。

5、餐桌禮儀

展，去美國旅遊的中國人越來
越多。很多生意人被請到正式
場合就餐。如下幾點是中國和
美國習慣不同之處：
中國人注重飯菜品質美國
人注重環境品質
中國人碰杯是必需品美國
人舉杯碰杯或自斟自酌沒有差
別
中國人菜多表示熱情接待
美國人夠吃飽就好
美國人到中餐館不會用筷
子而洋相百出，同樣，很多中
國人在西餐廳不會用刀叉而舉
止無措。

6、西餐的食物不豐富
，用具很豐富
一般每人有一碗，一大一
小兩碟，餐刀一把，餐叉兩把
，調羹兩把。碗是喝湯用的，
小碟是用來吃生菜的，餐刀是
用來切割自己盤裡的食物，如
魚和肉等。餐叉，放在離碗盆
遠的那把是吃生菜用的，近的
那把是吃主食用的。調羹，大
的是喝湯用的，小的是吃點心
用的。正式的場合飯菜是送到
食客面前的，如果到美國人家
裡作客，一般會有公用的叉勺
，客人不可以用自己的刀叉挾
菜。

隨著臺灣和大陸經濟的發

7、參加美國人的聚會
美國人聚會的機會很多。

參加美國人的聚會也很簡單。
主人邀請你的時候別忘了問一
下聚會的理由。如果是聖誕聚
會或生日聚會等，別忘了帶禮
物。其他場合的聚會隨意性很
多，只要問主人需要你帶什麼
，有時他們會說帶啤酒，帶水
果，帶生菜，如果主人說什麼
也不需要，那你就空手去，美
國人這點是不講客氣的。目前
流行的聚會多為親朋好友間的
‘帶餐聚會’，參加者各自帶
一個食品參加。
參加商務性的聚會或餐會
，要準時到達，提前或遲到不
要超過 5 分鐘。美國的商業午餐
最普遍，一般人們只有一個小
時的午餐時間，所以時間尺度
要掌握。商業性的會面，最好
能提前十分鐘到達。實在不行
非得遲到了，別忘了先打電話
打個招呼然後趕緊趕過去。
參加家庭晚宴。一般來說
，主人邀請的時候都會注明晚
會時間是幾點到幾點，不要在
預訂時間之前到達，說不定主
人還在忙於準備呢。逗留的時
間不要超過主人通知的結束時
間。參加晚餐會帶的禮物，普
遍為葡萄酒、鮮花和糕點。
美國的風俗習慣同中國千
差萬別，遠不止這麼幾種，因
此大家到了美國以後還是要多
多的學習，儘快的融入到美國
留學的生活中去。

一般來說，你住的房子值
多少錢，你開的車子用多少錢
買來的，這些問題你問美國人
的話，就像上海人認為你是剛
從十六鋪碼頭下船一樣，他會
認為你不懂禮貌。
唯一你可以公開談的問題
，是關於孩子教育費用和旅行
開銷的市場行情。

4、公共場合禮貌
我們中國人遇見熟人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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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被咬的不計其數，不得不隨
身帶噴霧劑來對付猛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