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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3月18日本系舉辦第一場專題講座，邀請朝陽科技大學視傳傳達
設計戲專技副教授 高玉麟老師 講解本次主題「歐洲品牌設計見聞暨
設計成功案例」。 
           

        高玉麟老師先提及「品牌」的意義。「品

牌」所代表的不只是包裝產品的外衣，其實還
包含了企業的精神及品牌的個性。因此企業設

計品牌時，除了利用自身的特色來做設計之外，

也可從相關性找出相連性，做出銜接的可能;之
後再藉由不同的組合，進而帶給人們不同的感

受。老師以德國航空公司漢莎航空(Lufthansa)

為例。漢莎航空以德國歷史上著名的商業聯盟
─漢莎(Hansa)同盟來做為其品牌設計基礎，使

得「德航」這個品牌與全世界航空公司相比時

顯得與眾不同。 
         之後高玉麟老師說明，在當今商業社會的

現象中，若企業本身品牌知名度不高時，可以

找相關知名企業合作。當品牌彼此質性相當時，
可發展策略同盟，藉此互利其生。企業除了尋

找彼此合作的可能外，亦可透過「參展」來增

加品牌知名度來增加人們認識的機會。此時好
的品牌設計就會帶給人們良好的第一印象。 

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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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品牌設計見聞暨設計成功案例 

透過高玉麟老師講解，同學們理解到成功的品

牌設計就是為了讓人們即便看過一眼仍印象深

刻。即使設計看似簡單，但當設計讓人們建立

起印象，並勾引出想進一步了解品牌想法時，

這個品牌設計就算成功了。 



105年3月23日德文系舉辦本學期的職涯講座，邀請專業資深德
語導遊黃崇鍾先生講解本次講題「德語專業導遊經驗與實務」。 

 

    黃崇鍾先生先分享自己入行經過，之後
講解目前德語導遊工作現況。黃崇鍾先生
認為台灣目前觀光政策仍是以吸引陸客為
主，來台德國觀光客仍有成長的空間。在
工作性質上，黃崇鍾先生表示導遊除了要
熟稔於自己的外語解說，還要面對服務文
化差異以及各式各樣的突發狀況和挑戰，
工作並不十分輕鬆。但黃崇鍾先生認為每
次帶團都會學到新的事物，所以他依然以
熱誠的心努力工作。最後黃崇鍾先生親自
示範如何以德文來導覽介紹台北龍山寺，
期望同學經過這次講解後對導遊工作有更
多認識，也能學以致用向德國人行銷台灣。 

職涯
講座 



        

105年4月13日本系張國達老師帶領選
修德文國貿實務課的10位大四同學，
前往華儲進行校外參訪。 

華儲股份有限公司參訪 

       
     同學們於雙溪校區先用完中餐後，
再搭乘專車前往位於桃園國際機場旁
的華儲股份有限公司。在華儲解說人
員帶領之下，同學們先參觀進口的倉
儲報區，之後再參觀出口的倉儲報關
區。沿途同學們除了參觀一般貨物的
棧板區，也參觀了冷凍區、冷藏區與
散貨物流區。在各個參觀區中，同學
們看到各式各樣的包裹標示，老師與
華儲人員都再一一的解說補充。通過
這次參訪，同學們不只學習到課本裡
的知識，也對實務上整個報關流程有
更深刻的認識。 



 
 

•  
 

    105年04月14日舉辦雙主修、輔系、與跨領域學程分享會，
由德三周思妤(雙主修日文系)、德四趙翊玟(輔系企管系)以及德
四趙芷綾(實用英語學程)為學弟妹分享自己雙主修、輔系與跨
領域學程的申請資格方式與心得。 

 

 

築夢講座 



105年4月20日（三）下午1:30 舉辦了本學期的教師研究分享。本次發表的老師為石斌宏
老師。以下概略介紹其研究內容： 
 

• 主題: “Die Grenzen meiner Fragen sind die Grenze meiner Welt“ – 
Antwortkultur v.s Fragekultur  

 
 

教師研究分享 

 
     石斌宏老師注意到台灣學生上課
提問時比較消極被動，不擅於提出
自己的問題與好的問題。因此老師
想從學習文化(Lernkultur)中的「詢
問文化(Fragekultur)」與「應答文
化(Antwortkultur)」，探討提問與
問答問題背後的本質。經過研究後
老師認為，大學應加強學生的詢問
文化而非應答文化，因此以自己的
上課經驗，透過要求學生對圖片與
德文文章字義進行抽象的問題思考，
讓學生得以加強自己的提問能力，
進而成為一個能自我獨立思考的學
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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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年4月26日本系舉辦第四場專題講座，邀請長駐台灣的德國獨立記者 
 Klaus Bardenhagen(白德瀚先生)講解本次主題「Warum ist Taiwan für 
Deutsche interessant? Ein deutscher Reporter erzählt」。 
 
 

    白德瀚先生原本在德國就讀電影學系，
因為在大學期間有當新聞記者的實習經驗，
畢業後決定先繼續朝新聞界發展，並分別
在德國不同電視廣播公司工作。過去他從
未到過臺灣，2008年因為偶然看見臺灣
提供外國記者來臺三個月的傳單，樂於發
掘新事物的他來到臺灣後馬上愛上這片土
地。隔年他便決定再度回到臺灣長駐擔任
自由記者。 
    目前白德瀚先生來臺已八年，他追蹤訪
問其他在臺灣的德國人、觀察臺灣的政治
與日常生活，以跳脫德國人的觀點來看臺
灣的人事物，提供德國媒體關於臺灣的第
一手資訊，希望讓更多外國人能認識台
灣 。現在的他十分享受在臺灣的生活，
並在臉書粉絲專頁「taiwanreporter」
持續提供 各式各樣關於台灣有趣的資訊。
  



明斯特大學交換學生計畫說明會 

      

 

本系與明斯特大學長期合作交流，每年選送二十位同學前往
德國修業一年。 今年明斯特大學語言班老師 Fr. Nielsen特
地前來系上做短期訪問， 向學生說明下學年度交換學生計畫， 
並與系上討論相關事宜。 



   

105年5月3日本系舉辦第三場專題講座，邀請 DAAD 德國學術交流中心 
主任Dr. Eschenlohr(徐言女士)講解本次主題「In Taiwan Germanistik 
studieren – und dann …? Studienangebote in Deutschland」。 
 

     徐言女士向學生們詳細介紹留學德國的資訊，包括各國學生留學德國的經驗，還有德國的教
育理念和教學方式與資源。她同時建議，如果去德國念書，學校的地點不僅只有首都，其他鄉
鎮的學校也是不錯的選擇，因為鄉鎮的教學資源與大城市相比並不會相差太多，但卻可以省下
許多其他生活費用。至於就業問題，許多人認為在台灣使用德文的機率很低，連帶也認為就業
市場狹小。但徐言女士卻認為，台灣的德文教育者短缺，應當有更多人力投入德文教育，並可
以透過去德國留學增強德文實力。最後徐言女士說明申請DAAD獎學金的方式及報名時間，並
鼓勵在學的大學生都能體驗在德留學以提升德文的聽說讀寫能力或豐富及充實自己的人生閱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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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語戲劇畢業公演一直是東吳德文系的傳統，今年大四畢業生推出的戲劇是「LINIE 1 柏林
地鐵一號線」，由謝志偉老師與羅海恩老師負責戲劇與發音指導。 
       今年的戲劇屬於音樂劇，因此有著不同以往的挑戰，因為「LIVE音樂演出」將在此劇中扮演
重要的角色。故事描述一位天真的女孩為了追求愛情而隻身從鄉下來到柏林，在搭乘地鐵時遇到
許多的社會底層人物。即使旅程中帶給女孩來許多衝擊，但也讓她從中學到許多寶貴體驗，依然
勇敢追夢。大四畢業生經歷一年的辛苦準備與努力，終於在105年5月13日(五)正式登場!當晚，
台上的演員、台下的幕後工作人員都傾盡全力，給予觀眾一個熱鬧非凡、愉快難忘的夜晚! 



  



  本系於2016年4月30日舉辦德國文化體驗日，由路德葳老師教導五位海星高中

高中生德語課程，進而讓學生對德國文化產生興趣。 

   課程一開始先安排兩小時德文課，指導學生基礎德語，課堂中也藉德國兒歌的

教唱來讓學生們印象更加深刻。中途短暫休息之後，路德葳老師帶領學生一同玩

德國桌遊，直到中午才結束。整個上午的活動讓海星高中生對德意志文化有更進

一步體驗及認識，也帶給他們美好的回憶。 



專題
講座 

105年5月26日本系舉辦第四場專題講座，邀請上海外國語大學衛茂平教授
講解本次主題「從中德翻譯看中德文化比較」。 
 
 

       
 
     衛茂平教授在德語文學翻譯領域表現
傑出，至今已經出版三十多本譯作。 
     衛茂平教授在演講中表示，翻譯力主
忠實，不支持傳統的「信、達、雅」翻
譯觀念。而隨者時代的變遷，語言也跟
者變化，以前譯者所翻的詞語，現在不
一定適用。因此身為譯者必須更精準地
翻譯，儘管時事實上並不容易。 
     至於翻譯要注意什麼呢？衛教授提出
三點，第一點，德語要懂。第二點，中
文要好。外語和中文可說是相輔相成。
第三點，知識要夠，想要譯什麼領域，
就必須了解其指定用法，不然會貽笑大
方。 

 
 



 
    105年6月19日舉行104學年
度德文系畢業生茶會。在畢業
茶會中老師們除了恭賀學生完
成人生重要階段，也勉勵同學
未來朝者自己的夢想努力，在
各行各業中繼續發光發熱! 



 

• 系學會活動報導 

 



     105年5月4日本系舉辦歌德嘉年華，由
德文系系學會負責統籌。過去的歌德嘉年
華只是一般的美食展暨歌唱比賽，今年系
學會決定突破傳統，不只向廠商訂購許多
氣球，也特別挑選音響設備與燈光，營造
成熱鬧非凡的嘉年華派對。許多學弟妹都
積極組隊參加歌唱大賽，大四的學長姐也
熱情捧場，讓台下觀眾度過一個歡暨樂又
難忘的夜晚。 



• 系友會活動報導 

 



       本系碩士班自92學年度成立以來，走過了12個年頭，畢業系友計55名。今年首度
舉辦「德文系碩士生系友會」活動，邀請碩士班系友，於105年3月12日（六）校慶
運動會當天，回到系上，看看學校與系上的變化、與老師、同學敘舊，在校生並藉此
機會認識學長姐。活動當日雖然陰雨綿綿，仍有近10名系友出席活動。活動中，系主
任向大家報告系上的近況，系友們也個別自我介紹。雖然大家畢業後投入不同的工作
行業，但或多或少都與德文相關，系友們也不吝嗇地與在校生分享學習與職涯經驗。
在校生亦藉由系友、師長們的敘舊與閒聊中，汲取人生的經驗。系友亦與在校生相互
留了聯絡方式，以便未來可以繼續互通有無、交換資訊。 



Vielen Dank für 
 Ihre Aufmerksamkei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