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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國達⽼老師於103年12⽉月03⽇日特別邀請空⼤大育成中
⼼心的彭成義學長至本系演講，演講的主要內容是會
議與展覽的現況及會展⼈人才所需具備的能⼒力。︒彭成
義學長擁有豐富的創業引導與協助經驗，時常於各
地⽅方舉辦演講，對於會展領域⼗〸十分熟悉。︒ 
會議展覽活動⼤大致可以分成四類：Meeting(會議，
企業的會議)、︑Incentive(獎勵旅遊，企業針對員⼯工的
表 揚 或 以 研 修 為 ⽬目 的 所 實 施 的 旅 遊 活 動 ) 、︑ 
Convention (國際會議，國際團體、︑協會、︑學會等主
辦的年會、︑學術會議等) 、︑Exhibition(展覽)。︒⽬目前
全世界展覽最多、︑發展也最成熟的國家是德國，其
中包括法蘭克福書展、︑法蘭克福⾞車展、︑漢諾威電腦
展等等知名⼤大展。︒但近幾年中國也漸漸迎頭趕上，
許多展覽紛紛在上海國際展覽中⼼心舉⾏行。︒ 
最後學長也勉勵⼤大家，在⾃自⼰己的能⼒力範圍中找出有
興趣的⼯工作，並補⾜足⾃自⼰己較弱的領域。︒德⽂文系學⽣生
畢業後的出路並不窄，所以要⼤大家多⾯面發展，多嘗
試不同領域的事物。︒ 
這場演講讓同學們收穫匪淺，同學們對於會展產業
以及會展⼈人才所具備之能⼒力有了初步的認知，在未
來職業道路上又多了⼀一項選擇。︒ 

⽂文/德三 ⾼高嘉伶

商業課程講座： 
   彭成義學長 

(彭成義學長)             (張國達⽼老師)



為了更優化⾼高中第⼆二外語德語
教學的品質，由本系⿈黃靖時⽼老
師和魯德葳(Frau Ludwig)⽼老師
主持，於103年12⽉月09⽇日進⾏行⼀一
場⾼高中⽣生德語教學討論會。︒ 
在討論會中，與會者藉由彼此
教學經驗的分享，思考如何營
造⽣生動的學習環境並實際應⽤用
在課堂中。︒除此之外，⿈黃靖時
⽼老師及魯德葳⽼老師也提供德語
教學上的⼩小撇步，讓⼤大家受益
良多。︒

⾼高中⽣生課程討論會

⽂文/碩⼆二 謝育展



教師研究分享會 

本系教師研究分享於2014年12⽉月10⽇日舉⾏行，邀請林愛華⽼老師及羅海恩⽼老
師進⾏行研究分享，其題⽬目分別為『民間故事裡⼈人與動物溝通-兼論動物的
形象』和『Wat geit meck dat an! oder: Sind die Maßｧnahmen zu Schutz und 
Förderung des Niederdeutschen ausreichend?保存與推動低地德語的措施充
分⾜足夠──與我有關嗎︖？』。︒



張國達⽼老師於103年12⽉月10⽇日邀請
台達電教育訓練總講師李建銘⽼老師
至本系進⾏行有關職涯發展之專題演
講。︒李建銘⽼老師提到，⼈人們⾯面對職
涯發展最初課題就是要了解⾃自⼰己。︒
唯有先認識⾃自⼰己的性格特質與個⼈人
需求，才能試著找出與⾃自⼰己特質與
需求相符的職業。︒之後就是培養此
職業所需的能⼒力，例如像電腦管理
的「硬技能」、︑分析組織規劃的
「軟技能」、︑全球化環境下不可或
缺的國際觀…⋯等相關技能。︒之後可
以設計⾃自我發展⽅方案，在⼯工作之餘
也不停⾃自我學習。︒最後檢討修正⾃自
⼰己的發展成果，也借此再次認識⾃自
⼰己，掌握⾃自⼰己的核⼼心優勢，為⾃自⼰己
更好的職涯發展繼續努⼒力！ 

商業課程講座： 

就業前後的職涯發展

⽂文/德四 李 瀚



 張國達⽼老師於103年12⽉月31⽇日邀請擔任外交部
歐洲司歐盟科專員的李俊志學長至本系演講，主
題是「外交⼈人員經驗談」。︒經由學長的介紹，讓
本系學⽣生對外交⼈人員⼯工作有初步的認知，也了解
考試的內容及準備的⽅方向。︒ 
 外交⼈人員最吸引⼈人的不外乎就是可以至國外⼯工
作，除此之外，學長也同時分享他在德國⼯工作遇
到的⼤大⼩小事︔；⽂文書處理外，還要當司機接送長官
來賓。︒外交⼈人員在台灣的⼯工作內容如同公務員的
⽇日程，並且要接受訓練，準備下⼀一次的外派。︒ 
 考試⽅方⾯面是相當的艱難，學長考了三年才上
榜，其中⼀一年甚至以第⼆二名⾼高分落榜。︒另外，學
長也提醒，想要擔任外交⼈人員必須慎重考慮，因
為經常需要派駐國外，對於家庭⽣生活會有所影
響。︒ 
 經過學長此次的介紹及分享，讓我們瞭解到在
旁⼈人看來是個光鮮亮麗的職業，其實並沒有我們
想得如此輕鬆，當中存有許多挑戰。︒最後也要謝
謝學長的演講，讓我們更深入地了解外交⼈人員這
個職業。︒

商業課程講座： 

外交⼈人員經驗談

⽂文/德四 陳正翰



  德⽂文系⽂文化講座： 

德國節慶與假⽇日 

本系12⽉月15⽇日邀請李秀蓮⽼老師擔任⽂文化講座的講員，其題⽬目為「德國節慶與假⽇日」，其
中講到了⼤大家⽿耳熟能詳的聖誕節、︑⼩小朋友最愛的復活節，以及⼤大⼈人最愛的啤酒節。︒其中
⽼老師也講到⼀一些有別於台灣的特別節慶假⽇日，並且透過了解德國的假⽇日與節慶，更能體
會德國當地的風俗及習慣，無疑讓⼤大家享受了⼀一場⽂文化洗禮。︒



癌症是⼀一個在我們⽣生活周遭比較
少機會接觸到的事物。︒103年12⽉月17
⽇日由⽯石斌宏⽼老師舉辦以及三位同學
(鄭乃瑄、︑蔡宇庭、︑⿈黃薰儀)擔任主
持⼈人的電影欣賞會，提供⼀一個平台
讓本校同學能夠欣賞並討論電影的
機會。︒本次欣賞的電影為「戴九頂
假髮的女孩」，描述⼀一個女孩如何
克服病魔，以及如何戰勝⾃自⼰己。︒從
問題的思考，到討論的內容，⼀一直
激發我們的腦⼒力，⽼老師也帶領⼤大家
分析電影中的角⾊色及整個電影的脈
絡。︒在⽼老師仔細的分析、︑主持同學
的講解以及參與同學積極的發問下，
讓這場有意義的電影討論會圓滿結
束。︒

 德⽂文系電影賞析活動 
【戴九頂假髮的女孩】

⽂文/德三 蔡宇庭



103年12⽉月23⽇日，聖誕節前⼣夕，在這個四處都充滿歡樂氣氛的⽇日⼦子，德⽂文系
當然也有活動！⼤大⼀一學⽣生在林愛華⽼老師的帶領之下，⼤大聲學唱德國聖誕歌曲，
每個⼈人也帶來各⾃自精⼼心包裝的聖誕禮物，在⼀一⽚片歡樂的氣氛中，桌上點著蠟
燭，嘴中吃著比薩，在悅⽿耳的聖誕⾳音樂中，每位同學拆開抽到的禮物，又是
驚喜，又是難忘的回憶。︒

聖誕節交換禮物 

⽂文/德碩⼆二 林純帆



德⽂文系教職員聖誕聚餐 

本系於103年12⽉月23⽇日舉辦了⼀一年⼀一度的教職員聖誕聚餐。︒在這短
短的⼀一個⼩小時裡，⼤大家⼀一邊享受美食⼀一邊閒話家常，度過愉快的
時光。︒



碩⼠士班研讀⼩小組 

⽂文/參與同學

103年12⽉月23⽇日碩⼠士班鄭乃瑄同學舉辦⼀一場相當
有趣的研讀⼩小組課程，其題⽬目為“全部⾃自⼰己來-語
⾔言學校與旅遊”。︒鄭乃瑄同學在這次的活動中準
備了齊全的資料與介紹，讓參與同學能夠學習如
何⼀一個⼈人獨⽴立完成德國語⾔言學校的申請和如何⽣生
活在德國，讓⼤大家在這⼀一個⼩小時當中有很多的收
穫和經驗。︒                      

第⼆二場研讀⼩小組於103年12⽉月31⽇日由碩⼠士班葉⼦子豪同
學主辦。︒這次教⼤大家製作甜點“巴伐利亞奶酪”。︒這道
流傳六百多年的傳統甜點美食，就在當天呈現在⼤大家
的嘴前。︒主辦同學將那些看似平凡無奇的東西，變成
兼具視覺及味覺的雙重享受。︒瀰漫在空氣之中的是⽜牛
奶和奶油融合的滋味，讓⼈人感到放鬆。︒接下來再由參
與同學各⾃自分組製作，才發現，原來等到⾃自⼰己親⼿手做
時，才是⼀一⾨門⼤大學問。︒最後⼤大家⼀一起吃著甜點感受這
悠閒的午後時光！ ⽂文/參與同學



中國詩的可譯性 

本系於104年01⽉月29⽇日特別邀請德國漢學專家暨翻譯作家Dr. Volker Klöpsch蒞臨本
系演講，本次題⽬目為「中國詩的可譯性」。︒Dr. Volker Klöpsch曾任教於科隆⼤大學東
亞⽂文學系，著有《Klassische Gedichte aus China》、︑《Chinesische Liebesgedichte》、︑
《SUNZI Die Kunst des Krieges》等書。︒中國唐詩中的⽂文字晦澀艱深，但在這場演
講當中，Klöpsch博⼠士分享了它在翻譯上的經驗，如何⽤用德語描繪出唐詩中的記
憶、︑時間和空間。︒



外國語⽂文學院2015年語⾔言、︑⽂文學與⽂文化校際學術研討會 

由德⽂文系承辦的「東吳⼤大學外國語⽂文學院2015年語⾔言、︑⽂文學與⽂文化校際
學術研討會」於2015年3⽉月14⽇日盛⼤大舉⾏行。︒本次邀請到政治⼤大學外國語
⽂文學院院長張上冠教授為研討會進⾏行專題演講。︒研討會共計32篇論⽂文發
表。︒全場討論氣氛熱烈，與會者皆受益不少，研習會在⼀一⽚片熱烈的掌聲
中圓滿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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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文系運動會 
          ＆ 
 BBQ PARTY 

本系運動會於104年01⽉月02⽇日盛⼤大舉⾏行。︒辦有
籃球比賽、︑⾜足球比賽、︑排球比賽、︑⽻羽球比賽、︑
以及桌球比賽。︒⼤大家上下翻⾶飛，發揮著健⼈人
就是腳勤的精神，勇闖對⼿手的營區。︒揮灑汗
⽔水後，緊接著就是凝聚感情的烤⾁肉⼤大會，⼤大
家吃得津津有味，也玩得不亦樂乎，最後在
美好的夜晚中畫下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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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屆傑出校友-曾⽂文衍學長 



系友會春酒活動 

親愛的系友 
  
非常⾼高興系友們有機會再次共聚⼀一堂! 互道祝福!  
並認識這的溫暖家庭的新成員, 特別是2015年最年輕系友已經產⽣生請詳細觀看活動照⽚片中 
6個⽉月特寫 (本來想只照他但是⽗父母還是功不可沒當作陪襯好了, 各位可以⾃自動省略旁邊兩位) 
  
謝謝系上⽼老師和各位系友今晚的蒞臨與會, 期待下次⾒見! 
  
在此 祝福⼤大家  平安健康  事業順利 
  
張油敏 敬上 
 



Vielen Dank für Ihre Aufmerksamke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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