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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采內容
• 學系重要活動報導——

德語文學工作坊：文學及其媒介

格林童話插畫比賽結果揭曉！

Willkommen in
 

Deutschland! 歐特老師介紹明斯特市
大四學生參觀臺北關及華航倉儲

三國演譯——英、日、德三系口譯成果發表會
研讀小組：用德語說臺灣節慶

德語話劇畢業公演：《親戚也是人》

口譯教學工作坊

101級畢業生茶會

教師研究分享

• 系友活動報導——

第30期SCHAU出刊

• 系友活動報導——
「想愛，就大膽要」——張建瑋學長返系演講
系友園地



德語文學工作坊

文學本身不是載具，但古往今來，它運用了各式

 各樣的載具——遠從口述文化裡依憑記憶而得以

 說故事的敘述者之聲音，直到今日吾人已然習慣

 在網路上閱覽之電子化文學作品所承載的多元表

 現形式，都是一種媒介。針對這些各類文學媒介

 整理出其發展的脈絡，就是本工作坊舉辦之目

 的。至於採用不同的媒介會對文學之形式產生什

 麼樣的形塑影響，這也是討論的重點。

本系客座教授蒲論培(Hr. Prof. 
Plumpe)老師於4月14日（六）主持

 一場德語文學的Workshop，主題為
 「文學及其媒介」(Medien der 

Literatur) ，從歷史上各種文學的傳
 播媒介談起，蒲教授以其豐富的學識

 向德文界的教師及研究生們介紹文學

 經由口語、文字、書籍和電子媒體流

 傳轉變後的各種面貌及意涵。



經過一個月的徵稿，本系舉辦的「格林童話插畫比賽」收到了
 多件充滿巧思的出色作品。由外語學院賴院長、語言中心主任
 及英、日、德三系系主任所組成的五位評審選出前三名及三幅
 佳作。本系將這六幅畫作印成海報，展示在第一教研大樓八樓
 穿堂（電梯出口前方）。歡迎有興趣的全校師生前來欣賞！

格林童話插畫比賽



金獎：德文二李郁琪

「Das Leben des Froschkönigs」
銀獎：日進一A 黃馨儀
「美麗的陷阱」

銅獎：物理四張志鵬

「這不是格林童話」

佳作：

日二A 吳依潔「童話．童畫」
德文三石家霖「小紅帽與大野狼」

英一B 鄧暖蓉「紅玫瑰與白玫瑰」
讓我們一起為這六位同學的創意及

繪圖技巧掌聲鼓勵！

插畫比賽
得獎作品揭曉！



Münster Woche系列活動
明斯特大學語言中心老師歐

 特女士(Fr. Otte)與大一同學
 座談會訂於4月17日中午舉

 行，她以簡易的德語向學生
 們介紹明斯特市及大學生

 活，吸引許多對德國留學有
 興趣的學生參加。透過影片
 及照片錦集讓同學們對德國
 學生生活有了初步的認識。

歐特老師是本系與德國明斯
 特大學赴德進修計畫的負責
 人，每一屆學生都曾受過她
 的照顧。不少去年剛回來的
 大三學生也特別前來聆聽，
 重溫在德國的美好時光。



WWU-SCU 十七年的合作情誼

從1995到2012，歐特老師已為赴德進修的學生奉獻出她整整十
 七年的青春與溫暖關懷，並與東吳德文系建立了深厚的情誼。

 今年夏天起，她的人生有了新的規劃——此後她的任務將由尼
 爾森老師(Fr. Nielsen)來接棒，繼續擔任兩校合作計畫的聯絡

 人，負責照顧同學們在德國的學業狀況及生活起居。Vielen 
Dank, Fr. Otte!!



參觀台北關及華航倉儲
為求實際了解機場、海關及進出

 口貨櫃的作業情形，4月18日午
 後，張國達老師帶領二十幾位大

 四同學前往台北關稅局及華航倉

 儲參訪。不再只是一般的旅客，

 而是從地勤人員的角度來看機場

 內部的運作。華儲的解說員則詳

 細介紹了貨物如何包裝、存放而

 後運送至世界各地。同學們一邊

 聆聽，一邊與腦海中的上課內容

 互相驗證，更加深印象。當知識

 不再只是課本上生澀的文字，而

 在展現在眼前，可以直接體驗

 時，才能真正將它化為己用。同

 學們皆表示這次參訪活動使他們

 獲益良多。



三國演譯—英、日、德三系口譯成果發表會
配合口譯及國際會議實務課程，英文系與日文系近幾年來於期末

 都會舉辦由學生自行籌備的口譯發表會，本系於本學期也加入了

 此一行列——由蒲論培教授擔任講者，而龔苹及王敏兩位研究生
 擔任現場口譯。蒲教授分享來台客座經驗，認為藉由向台灣學生

 解釋德語文學的文化背景，自己也被迫重新檢視德語文學的文化

 框架;在異國的教學生活中，教學者比學習者獲得更多的啟發。



德語說  
臺灣節慶

本學期的「研讀小組」由研

 究生林佩諭及李睿虎兩位同

 學共同策劃，分別以端午節

 及元宵節作為主題，利用每

 週四中午一小時的時間，帶

 領大二同學用德語來描述從

 小熟悉的臺灣節慶。每個單

 元均有符合主題的活動，例

 如：猜（德語）燈謎、比手

 畫腳，搭配學長姊們特地準

 備的南部粽和湯圓，同學們

 吃得不亦樂乎，也因而更熱

 衷於學習德語。



大四畢業公演——親戚也是人
德語戲劇畢業公演一向是東吳德文系的

 傳統，今年的大四同學挑選了德國作家

 Erich Kästner的劇本來演出這部溫馨、
 幽默並帶有些許反映一九三○年代氣氛

 的喜劇。劇情提要：史帝凡．布蘭肯堡

 年輕時就到美國發展，卻在欲回祖國安

 享退休生活的歸途上不幸驟逝。他決定

 把他財產分給那些素昧平生的親戚們。

 律師打開遺囑後發現還有第二封遺囑，

 而第一封遺囑的內容竟是要將所有的遺

 產留給僕人律德，並且在四天後才能打

 開第二封遺囑！為了等候第二封遺囑，

 親戚們不得已地留在豪宅裡一起生活，

 他們開始懷疑是律德為獨佔錢財而將史

 帝凡殺害並假造遺囑……究竟律德是不
 是兇手？最後親戚們是否能夠得到巨額

 遺產呢？



大四畢業公演——親戚也是人




 


 


 



Ja, 
Otto!

5月22日晚上7:30的這場畢業公演，

 集結了18位演員、三十多位工作人

 員，從寒假便開始緊鑼密鼓地排練劇

 本、製作道具、四處宣傳、勤拉贊

 助，學習與夥伴溝通及解決問題。同

 學們齊心協力將這四年來學習的德語

 凝聚為登台的短短三小時，務求完美

 演出並帶給觀眾美好而溫馨的一夜—
 —而從謝幕時滿堂的掌聲喝采中，他

 們確實成功了！



無關口蹄疫，攸關口譯題

本系三、四年級的「翻譯」課，皆以

 筆譯為主，但不曾開設過口譯課，乃

 因口譯遠較筆譯難於上手（或上口）

 ，對僅學三、四年德語的學生，挑戰

 度相當高。然本系深覺口譯是未來語

 言教學中的潛力股，決定邀聘北京外

 語學院德文系王建斌教授與本系謝志

 偉教授合開一堂選修課：「德語口譯

 入門」。

唯系上教師尚無開設口譯課程之經驗

 ，故特別邀請英文系及日文系長期指

 導同學口譯的王建輝老師及李翠芳老

 師，於5月23日下午為德文系介紹口

 譯理論、如何設計課程活動及各種口

 譯技巧練習，並分享實務經驗，增進

 在座師長對口譯教學之認識。



東吳，謝謝！東吳，再見！
6月3日上午是外語學院的畢業典禮，德文

 系同學們身著黑色學士服，懷著既感傷又

 喜悅的心情迎接下一個的人生階段。本系

 於典禮後邀請學生及家長參加畢業茶會，

 讓學生們藉機對師長們表達感謝之意或是

 聊聊未來的規劃。最後，與親愛的朋友們

 合影留念，互道珍重再會。



Was gibt’s
 

Neues? 教師研究分享

6月6日下午，本系幾位專任教師

 暫時卸下老師的身分，坐下來聆

 聽兩位同事分享他們的研究內容

 ：林愛華老師「童話的改寫與顛

 覆」及謝志偉老師的「德語文學

 裡的馬鈴薯」。前者先以最近熱

 映的電影「公主與狩獵者」作為

 引子，童話改編成各種媒材的作

 品方興未艾，然而經典元素仍會

 保留作為故事的象徵；謝老師則

 提到，「馬鈴薯」在德語文學及

 繪畫裡面，常扮演著被剝削的比

 喻角色或與咖啡、玫瑰形成窮人

 與富人之對照。難得有此機會了

 解其他老師們的研究心得，應多

 鼓勵系上老師多多參與分享，以

 提高學術交流的風氣。



第30期德文系系刊出爐囉！
本期SCHAU由張國達老師指導，3位大三學生

 共同編輯而成，內容包含「德文專業知多

 少」、「德到未來」、「玩樂中學習」、

 「Interkulturalität」及「Deutsche Kultur」等

 五大單元，除實習經驗、生活遊記外，同學

 們更採訪到各行各業的系友、師長及外籍交

 換生。本系每年均會藉由系刊出版，將系上

 的活動及學生作品呈現給師生與系友，更為

 每學年的精采花絮作一見證。



想愛，就大膽要！
83級系友張建瑋學長專精銀器工藝創作，作品融合西方冶煉技術及東方傳統

 美學，是倫敦目前最受矚目的台灣藝術家之一。2010年獲得英國應用藝術最
 高榮譽Jerwood Prize，今年2-3月更在英國萊斯特市立美術館舉行個展，廣受
 好評。學長談及他的大學時代與旅居英倫的工作經驗，如何在擁有穩定職位

 後毅然決然轉換跑道走上藝術這條路，以己例鼓勵同學們勇於追求自己的夢

 想：先找出何者是人生中最重要的興趣，一旦下定決心就不顧一切地往目標

 邁進，直到成功為止。這場懇切又風格強烈的演講，引發非常大的迴響，有

 一些學生甚至表示，她們因此更堅定了自己人生的目標。



好久不見，老同學們！

長年旅居倫敦的張建

 瑋學長難得返台，不

 少同屆系友藉此機會

 回到母校與師長歡

 聚，配著茶點聊聊近

 況，回憶唸書時的點

 點滴滴。照片左起：

 張建瑋、謝志偉教

 授、邱麗穎、蔡美

 玲、羅增文；後排右

 起為林愛華主任、楊

 淑卿秘書、曾啟源、

 林聰敏教授；前排82 
級系友李杉莉、84級

 系友黃淑珍及陳姿君

 老師。83級系友聚會，2. Mai, 2012



敖禎祥學長千金出閣

敖禎祥學長的女兒於3月24日大喜，喜宴上共有11位德文系
 第一屆系友到場祝賀，分別為熊波迪學長、陳建源學長夫

 婦、鄭素秋學姊、陳國榮學長、劉慧貞學姊、張希梅學姊
 、敖禎祥學長夫婦、莊香蘭學姊、王鳳嬌學姊一家、張敏
 華學姊及謝志偉教授夫婦，儼然成為一場小型系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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