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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di - ver’- so - phy®, 名词. [拉丁语. diversus, 
divertere, 向多样的方向发展+ 希腊语. σοφια, 
技巧, 智慧]. 

与自己不同的他人相处的智慧或技巧；文化的能

力。 

这个游戏的目的在于发展玩家的这种智慧和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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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ERSOPHY执行向导 
简介 

这套diversophy®训练材料是为提升公司以及其员工的文化能力而设计，它让游戏玩家

有效地在文化差异钟进行工作与交流。 

这款游戏将玩家从“文化中心主义”(ethnocentricity)——集中于自身文化，当我们第一

次面对多样性的时候所呈现的自我，过渡到“diversophy”，一种有着高度文化敏感性

和文化技能的状态。 

在认识文化能力的过程中，玩家需回答应对最多五种卡牌：  

1.      知识与智慧卡(diversiSMARTS)【绿】，挑战玩家关于特定文化话题的知识。 

2.      选择卡(diversiCHOlCE)【黄】，挑战玩家在特定的跨文化情景下如何做出最佳

表现或回应的决定。 

3.      分享卡(diversiSHARE)【蓝】，提升沟通和团队建设能力，通过让玩家分享自身

意见和感受来鼓励讨论，强调人人不同，即使在我们自己文化圈里也如此，以

及我们可以不断地从对方身上学习。 

4.      冒险卡(diversiRISK)【红】为玩家设定不可控的情景，有些情景是正向的(+)，有

些情景是反向的(-)。这些卡牌让玩家在非威胁性的方式下体验到差异可以如何

创造意想不到的收益。 

5.      指南卡(diversiGUIDE)【白】，提供来自不同文化的智慧以及鼓励玩家寻找应用

于他们的工作或生活的机会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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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用

一款游戏进

行跨文化的

学习和多样

性的培训？ 

游戏一直被用作强大的培训工具。他们帮助建立人际交往的

模式，使学习者掌握和应用新知识。	  

它们对于敏感话题特别有用，让玩家在一个人工的低风险的

环境下进行游戏。	  

通过玩游戏人们创造一种可以作为一部分学习过程考察的

新文化：	  

1.	   他们从自己的背景里给游戏带入了怎样的价值观，比如：

合作还是竞争？	  

2.	   他们如何应对彼此的价值观和玩法？	  

因为涉及到了游戏，降低了玩家对尝试新的想法和行为的抵

制，让人们了解”despite	  themselves”。	  

diversophy®是专门为满足公司多样性培训需求的材料：	  

1.	   亲身实践与经验性的。	  

2.	   涉及学习过程中的多个感官。富于想象力，愉快的和无

威胁的。减少适得其反的冲突和对抗。	  

3.	   超越意识的创造，在文化层面上传授特定的信息和技能。	  

4. 提供积极的成果和学习成功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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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ERSOPHY®游戏功能 

diversophy®使那些密集型学习的人参与

进来。每张卡都在讲述一些与文化相关的

东西，以及它如何在个体和系统中起作用。

活动是以学习为基础的，如冒险卡可能说

一些在某种特定文化下的故事。 

游戏可以在活动供应耗尽之前由同一组

玩家玩长达一个小时。 

所有文化信息经过仔细研究，随统计调查

更新，并记录在多样性，社会学和人类学

的文献中。 

游戏中所提到的博学的代表们也审查过

它的相关性和准确性。 

此外： 

1.   diversophy®提供严肃的学习具有成

本效益的方案中，增加了品种的享受

的会议或会议注意力的舞蹈形式。 

2.   规则很简单。参与者无需有以往经验

或多元化的培训，甚至是那些有过相

当训练的人也可以从游戏中学习并享

受。 

3.   所有要求的主持游戏的信息都可以在

这本游戏主持指南中找到。 

 

何时使用 DIVERSOPHY® 

diversophy®的意在可以单独或者成为更

大多样性、全球管理、跨文化交流和谈判

等培训项目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的训练模

块。diversophy®是专门为少于 25 人的团

队设计的。我们为更大的群体提供

Conference diversophy®版本。 

此外，游戏可以用作： 

1.   工作场所的午餐，傍晚或休息时间的

活动。 

2.   以快乐的经历结束多元学习化并巩固

人们所学的活动。 

3.   已经通过员工管理开展实行过的培训

的后续跟进。 

 

 

 

 

 

 

 

 

 

 

 

 

 

 

 

 

 

 

 

 

 



	   1	  

DIVERSOPHY®材料

 

diversophy®包含以下物品： 

1.   本计划和执行向导。 

2.   多达五种颜色一套 diversi 卡牌。 

3.   3 张只用卡玩的快速入门卡

(QuickStart)。 

4.   3 张用卡和骰子玩的快速入门卡。 

5.   3 个骰子。 

6.   3 张赛后讨论用的报告卡(Debrief)。 

虽然这是你玩游戏所需的所有物品，你可

能还想分发铅笔和便利贴，让玩家可以在

他们可能会想在报告阶段更深入讨论的

卡牌贴上疑问和评论。 

 

准备游戏 

主持人的责任： 

1.   熟悉游戏规则和游戏顺序。 

2.   在游戏开始之前协助设定游戏场地和

材料分发并帮助游戏最后的记录。 

3.   回答在游戏过程中出现的有关规则的

问题。 

4.   通过预先读卡熟悉信息。 

 

主持人介绍 

主持人的角色就是介绍游戏以及使游 

 

 

戏。他或她可以简短但是有效地在解释中

涵盖以下几点。 

1.   解释游戏与培训或会议主题的关联。 

2.   让玩家在小组内阅读规则。陪他们浏

览任何你认为对该组尤为重要的方面

以及任何你已经改变了的游戏方式。 

3.   演示陈述也应为游戏定下基调，结合

严肃的多样性学习的目的以有趣的方

式达到目的。 

 

 

 

 

 

 

 

 

 

 

 

 

 

 

 



  
 

 

 

 

 

 

 

 

 

 

 

 

 

 

 

只用卡牌玩	  

你可以在任何规模的团队中玩只用卡牌的diversophy®
游戏，将团队分为5个或6个小组，一副牌最多可以由3
个小组玩。在大型团队中，让额外的主持人帮助你分析

解决问题。 

diversophy®游戏可以成功地在一个容纳一千人的有固

定座位（Conference版本）的大礼堂进行。然而，通常

在有着随意移动的椅子或小桌子的宽敞房间进行游戏更

舒适。 

游戏之前 

1. 洗牌，直到不同颜色的牌完全混合。 

2. 如果有多个小组参加，将整副混合好的牌分成更小

的2副或3副。每个小组50张牌一般能玩一个小时。 

3. 你可以选择你想让你的小组讨论的卡，从而忽略那

些和这次培训或团队无太大关联的卡。 

4. 决定你想玩多久。虽然略微短一点时间也可以，但

是90分钟是最佳的最低标准，包括5分钟安排和20
分钟报告。 

5. 如果你用便利贴做报告，给每个小组分发便利贴和

铅笔。 

游戏开始 

1. 介绍游戏。告诉玩家他们将在游戏中学习，描述你

的学习目标，告诉他们游戏所需时间。 

2. 给每个小组一副牌和一张快速入门卡，并要求每个

小组里的其中一个成员向小组大声朗读出来。 

DIVERSOPHY®
游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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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告诉所有小组你会回答关于游戏玩

法的问题，而不是关于卡的内容或他

们答案的正确性，把这些问题留到报

告阶段。 

4.   如果你便利贴，告诉玩家把它们贴在

任何他们想之后深入讨论的卡。 

游戏过程中 

1.   在各个小组开始游戏之后不停走动

回答问题。在他们的游戏过程中，谨

慎地访问各个小组回应出现的问题。 

2.   有些人会犹豫不做分享卡里提到的

活动。鼓励他们，但是不要强迫他们。 

游戏结束后 

1.   按照之前设定的时间宣布游戏结束。 

2.   让玩家算个人得分和小组总体得分。

小组内个人得分最高的为小组冠军，

总分最多的小组获胜。提醒他们每个

参与了游戏的人和学到了东西的人

都是赢家。 

3.   游戏报告阶段，可以在整个团队或单

个小组进行，根据参与者与主持人的

人数。使用卡牌附带的报告卡或自己

制作着重你自己的学习目标的卡。 

4.   收集每一桌的卡片。不要混合多副卡

牌，不然你会花大量时间和精力整理

它们以便下次再玩。 

 

使用卡牌和骰子玩 

如果你使用骰子，游戏开始之前不要洗牌。

让所有卡牌以类别和颜色分类，但请保证

你从每个类别都选择了同等数量的卡牌。 

游戏的准备、指挥、报告要根据在之前提

到的步骤进行。 

然而，当游戏开始的时候，同卡牌和骰子

一同分发快速入门卡。 

 

卡牌的更多用法 

你可以在会议以及培训项目钟以其他方

式使用这些卡牌。 

仔细选择一张或多张卡用以打破僵局，展

开对话，或节奏的改变。把它们拿给两个

搭档或团队讨论。 

根据卡牌所述的情况进行基础讨论、案例

研究、或角色扮演。 

将这些卡牌与其他几幅卡牌结合起来定

做特定主题或时间的内容。你可以在之后

轻易地将它们整理到它们原来的类别里，

因为每副牌的标志都不一样。 

添加你自己的卡。由于卡的大小是常规纸

张的 1/4，你可以轻易地打印并将它们添

加到已存在的卡牌中。你可以将玩家的工

作情景转换为 diversiCARDS. 有关定做

指南的信息请联系 
service@diversoph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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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解决问题 

 
从民族中心主义到文化多元 

研究表明，为了培养多文化的意识和技能，

大多数人都需经历几个阶段。这会帮助游

戏主持人或培训师注意到这些状态以及

它们对整个游戏的影响。玩家对

diversiCARDs的反应也会为你了解他们的

发展动向提供线索，以此来帮助你及时修

正你的游戏对策。 
 
 
民族中心主义的表现 

我们诞生于同一种族，并坚信我们的文化

是正确的，甚至有时当我们告诉别人我们

的种族时，有种“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的架势。大多数时候我们都还意识不到我

们有这样的信仰，但是它却在我们的说与

做中表现出来。 

这个游戏中，玩家种族优越感的想法和行

为大概分为这几种： 

1.   否认对游戏的需求，或者坚持组织，

团队对训练时间，资源有其他更重要

的培训、时间、资源优先权等。 

2.   用他们自己的价值观来解释他人行

为及他们所给出的答案。这是一种叫

做“归属”(attribution)的正常行为。

当我们更善于理解和掌握文化差异

时，就更容易管理自己的行为。 

3.   表达消极的固化思想和看法，或者不

恰当地把其他群体的行为与自己文

化中的行为相比较。这种情况发生在

不同群体在卡牌中被提及时，或在讨

论中出现时，尤其是当无法在这些玩

家中找到这些群体的代表的时候。 

4.   “我们都拥有同样的臭皮囊”，或者

很难真正的定义或讨论种族或其他

的不同。他们经常宣称这样做是在贴

标签，固化他人形象。但有些人则会 

 
 
 
 
 
坚持这游戏本身就是通过卡牌上的

特定文化信息来固化他人形象。 
 
5.   “我们罗马人做就对，你们做就是错

的。”或者至少，“当你在罗马的时

候，按我们罗马人的规矩做。”（入

乡随俗） 
 
民族中心主义的表现并不意味着深深的

偏见。这是大多数人一开始所特有的，很

多人都有种族优越感，但仍旧对新的经历

和关系持开放的态度。 

 

逆向民族中心主义 

逆向民族中心主义，又叫“浪漫阶段”、

“去本土化”等等是当一个人受到另一种

文化带来的冲击时所产生的结果。这些人

会爱上，或不够格地拥抱、赞美，或模仿

自己感觉比自身文化“高级”的文化或族

群。每件事别人做就是正确的，美丽的，

而关于自己文化的每件事都是坏的。游戏

中逆向民族中心主义的例子包括有： 

1.   赞美某些通常是早期的、本地的或受

压迫的文化、信仰、价值观或行为，

认为这样的文化优越于自己的文化。 

2.   试图被其他文化同化或完全成为其

一部分。 

3.   “积极”固化他人形象，比如，认为

所有的亚洲人都擅长数学，所有的残

疾人都是克服困境的模范等等。 

4.   贬低自己的文化族群，如白人——他

们看低自己的文化。 

5.   说：“我也是一个罗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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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能力的获得 

同时在民族中心主义和逆向民族中心主

义阶段的人可能会对讨论他们感受或讨

论他们自己的偏见或差异产生抵抗情绪。

多样性培训和diversophy® 游戏的目的

在于使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这两个问题阶

段向“diversophy”转变。这样的文化能力

需要更长远的发展阶段。 

1.   文化理解 

首先，我们来到文化理解阶段，有时候被

称为“文化的相对性”。我们开始意识到

其他人的文化对他们的作用和我们自己

的文化对我们自己的作用是一样的，例如，

给我们一套让我们在自身环境下生存和

成功法则，给我们以语言、文化、艺术、

科技、法律和社会标准为形式的方案等等。

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开始对差异产生好奇

心和兴趣而不是评判、责难或嘲讽。 

在行为方面，有了文化理解的人开始适应

新文化并适当妥协，比如： 

l   “我们不是罗马人，但是我们可以以

罗马人的方式做事然后看看会发生

什么。” 

这个过程的附带结果就是理解一个人的

自身文化是众多文化当中的一种并认识

到一个文化当中也会有自身的特性、偏见

和差异。我们意识到， 

l   “罗马人这样做，我们就那样做。” 

2.   共鸣 

这个引领我们到与他人产生共鸣，因为我

们在寻找由差异引起的问题并与他们建

立关系以使我们能合作。我们不再主动感

受他们（同情，是文化中心主义的特点）

并开始与他们共同感受即使我们不支持

他们的价值观或不同意他们的行为。 

“我知道罗马人是怎样思考或那样做的

了。” 

称职的主持人必须首先愿意主动在他/她
的思想中了解到这些元素。 

然后缓缓地介入以处理玩家的麻烦和感

受，并仍然在不减少问题的前提下激励他

们就变为了可能。 

3.   重视差异 

从这里开始，我们和他人的联系增加了，

我们就学会了重视我们自己的和他人差

异，因为他们给我们的关系和工作带来了

丰富的可能性。这点和逆向文化中心主义

是不同的，因为这是基于欣赏而非痴迷。

这个阶段的玩家： 

寻找可以用他们得到的信息来理解其他

东西的方法并且找到解决问题的新方法。 

寻找学到更多东西的机会。 

勇于承担风险并且接受新挑战。 

“这里有以前罗马人的方法，可能就是我

们问题的答案，还有谁其他想法吗？” 

经历过这些阶段的人最终会到达一个更

深刻理解自身的阶段。作为一位训练者和

主持人，你可能需要去帮助一些全心全意

参与过游戏，之后才体验到一种强烈的感

应的人，而这是因为他们从未表达过某种

情感或者讨论具体的话题。 
 
要记住在这之中，你是一个训练者和主持

人，不是仲裁者也不是评判员，不需要去

解决由于种族优越感产生的行为或言语

而引发的问题。 
 
还有，不要给正经历这些阶段的人打上标

签。通常，人们同等对待某些话题或某些

人，而对其他的态度就不一样。你要记住

很多时候要根据不同的程度作出反应，这

样你更能体会到玩家的感受。 

在所有的训练情况中，要认识到在玩游戏

时会有偶尔的抵抗、戒备和冲突。多样化

总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因为它和我们还

有他人的身份认知相关。我们的身份导致

我们如何表现。所以，对于这个游戏会有

反对的声音。比如，卡片内容、游戏规则

以及你如何操纵游戏等等……有些人可

能反对这个游戏不是“政治性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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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指南》的这部分会着重对这游戏的

问题，玩家出现的困难，以及冲突的处理

进行解释。这将有利于主持人取记住攻防

以及战斗是游戏生命和目的的能源。他们

就是这一转变过程中的能量。在不失控的

情况下利用它们。 

对于防卫的回应 

在游戏中出现的大多数问题都是个人问

题的伪装。这可能会转移到玩游戏的过程

中去。着重游戏比对一个人或此人对其他

人的行为产生怀疑在心理上更安全。 
 
有很多方法去保护一个团体，一个人及其

从已知的威胁中形成的对现实的看法。

DIVERSOPHY®设计出来就是能给予玩

家一定的支持和激励去理解并接受差异。

然而，一些团队的动力需要主持人的管理。

下面就是人们可能会有的反应以及一些

有用的回复： 

 

 

 

称职的主持人必须首先愿意在他/她自己

的思考中看到这些元素，然后缓缓地介入

以处理玩家的麻烦和感受，并仍然在不减

少问题的前提下激励他们就变为了可能。 

记录卡牌 

“记录”卡牌是在看起来是个人对卡牌内

容本身产生冲突的一种手段。当一位玩家

觉得某张具体的卡牌上信息不明朗或不

为他/她所喜欢，主持人可以建议他/她用

便利贴“记录”下卡牌以便游戏结束之后

报告开始时候的讨论。如果有一个严重影

响游戏进行的问题发生，要毫不犹豫地暂

停游戏并报告所产生的问题。讨论并解决

关于多元化的问题是这个游戏的目的。多

数情况下没有必要终止游戏，这样比让玩

家暗暗地带着一直会困扰他们的问题继

续游戏要好。往往当一个问题被作讨论的

时候，几乎没有像这个问题一开始令人感

觉的来得重大，讨论后玩家就可以继续了。 

 

 

 

 

反对 你可以怎样回应 

我不想玩这个游戏

（任何原因）。 

“没关系，旁观者也可以学到东西。你可以成为小组的一部分并观战。

如果之后你决定你想加入游戏也可以。”（一个小组最好不要有超过

一个旁观者。） 

因 其 他 玩 家 对

diversiCARDs 的 回

应而受冒犯。 

首先积极倾听并回应，比如，“我感觉你对xxx的回答反应强烈…我

们都在从以我们自身文化为中心向多元化迈进。勇于分享和耐心的倾

听不会被责怪，这两步对培养悟性和新技能都很重要。感谢分享。” 

对智慧卡和选择卡

信息的有效性和正

确性提出质疑。 

首先积极倾听并回应。鼓励他们将他们害怕放弃旧的刻板印象或偏见

的后果说出来。你不需要立刻解决问题或证明你或卡牌的信息是正确

的。给他们提供更多的信息。 

不断贬低人之间的

差异或刻板印象和

偏见带来的效果。 

首先积极倾听并回应。分析差异的价值，从贬低差异的那个人开始讲

述个人多样的能力。询问团队里的其他人有过怎样的关于差异的有价

值的一手经历。 

对所在团队产生防

御心理并为其价值

观和行为辩解。 

首先积极倾听并回应。通常这样的人觉得他们自己的价值被威胁到

了。让他们分享对他们来说重要的价值，告诉她们这些价值创造了多

文化环境并可以在多文化环境中实现。 



 
 

 

 

 

 

 

 

 

 

 

 

 

 

 

 

 

 

 

 

 

 

 

 

 

 

报告与总结	  

从学习的角度来看，该报告阶段和玩游戏本身一样重要。

然而，你选择结束比赛，留最少半小时的报告时间。报

告让玩家相互分享收获与问题，以及感谢对方在游戏过

程中给出的见解。这个游戏旨在最大限度地促进玩家之

间的互动以及展现文化差异。	  

报告环节主要侧重于玩家的行为和反应，其次才是对游

戏的玩法和建设。主持人的角色在于引导报告环节。然

而，其他主持人（如果有的话）可能会参与其中，在小

组间移动必要时排除疑难杂症，如果有人游荡得太远要

把他们拉回到报告的问题等等。	  

如果你是首席主持人，计划你将如何介绍报告环节。通

常最好是让玩家在他们完成游戏的小组进行报告。你的

介绍应该专注于你为你会议的这个环节确立的目标。这

通常意味着你要鼓励参与者讨论诸如以下的事情：	  

1. 他们最重要的收获。	  

2. 他们在游戏过程中的感受。	  

3. 玩游戏而产生的有关多样性的问题。	  

4. 被“记录”的卡牌用以讨论。	  



	   1	  

问题讨论： 

1.   你在游戏过程中学到了什么？ 

2.   这个游戏是如何显露出玩家的文化

价值观的？比如：你们是通过竞争还

是合作完成的游戏？你的小组形成

了怎样的文化？ 

3.   你可以把哪些你所学到的东西立刻

应用到你的工作或处理人际关系

上？ 

4.   你认为玩这个游戏有何影响？你下

一步准备做什么？  

5.   你想了解更多吗？有没有你想做更

加深入讨论的卡片？ 

 

顾客支持 

GSI和我们的伙伴借助diversophy提供国

际文化培训，和培训使用游戏的主持人。

为你自己的公司或其培训专家安排一个

机构内部的研讨会，请致电或邮件联系我

们。关于diversophy®产品和服务的线上

目录和游戏样品请登录网

站 www.diversophy.com。我们乐意为您

提供： 

1.   监管游戏的的建议和分析解决问题

的技巧。 

2.   最佳的练习，基于用户们的经历。 

3.   如何基于您的需求个性化设置游戏。 

4.   关于diversophy®的文章和评论。 

5.   搜索和通道和游戏项目。 

我们时刻准备着为您分析解决游戏的问

题，但我们也鼓励游戏玩家互相交换信息。

请将您的成功经验，建议和新想法告诉我

们。发送您的疑问和关切。如果您为我们

描述游戏的背景、环境以及您所在团队的

属性，会更有利于我们为您提供帮助。 

请将关于该培训工具的反馈意见发送

到service@diversophy.com。 � 
 

        
 

            
 

 

乔治·西蒙斯国际(GSI) 

虚拟网络 

 

电话 

+33 4 92 97 57 35 (欧洲)  

+1 831 531-4706 (美国) 

 

在线 

www.diversophy.com 
service@diversophy.com 

(Skype) gfsimo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