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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憶的搏鬥，展示的掙扎
—德國面對歷史的闇黑行旅

台北醫學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王瑜君老師 10.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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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提到，2017年，是台灣二二八的70
週年，也是歐洲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
500週年。這些歷史大事都與現今的轉
型正義有密切關聯，老師稱其為「與記
憶 猛 獸 的 搏 鬥 (Vergangenheits-
bewältigung)」。之前的轉型正義是將
老一輩無力面對的記憶及真相交由年輕
一代挖掘，如今，希望透過讓長者「自
己」回顧，讓真相透明化，也減少阿茲
海默或老人失智症的發病率。

歷史記憶、社會創新與文化療癒是老師
想帶給我們的全新觀念，講座橫跨了歐
洲、歷史、醫療、社福多領域，讓各系
學生除了瞭解到相關議題之外，更提供
學生跨領域學習的一個契機。



這次參與分享的共有九位同學，
除了介紹在實習單位分別都做了
些什麼工作外，也提醒學弟妹將
來在實習時應該要特別注意這些
事項，而這些也可以幫助他們在
工作時能更快上手。

本次活動由系主任廖揆祥老
師先介紹這次的主題──實
習經驗分享，而這次張國達
及陳姿君老師也因為負責實
習期間訪視的老師而出席這
次的分享會。

暑期實習經驗分享
實
習
分
享 10.19.16



老師首先以法律人的觀點分享德國在
司法上網路的高效應用，從筆錄、裁
決到通知都在雲端完成；反觀連公文
電子化都有困難的台灣，確實還有很
大的進步空間。

對於歐洲大眾交通工具的驗票習慣，
老師解釋道，儘管德國當地對人性採
取信任態度，但仍有”Vertrauen ist
gut, Kontrolle ist besser”的防治之
道，這也說明了為何在看似信任的基
礎下仍有絕對高額的罰金。

透過生活經驗，分析兩地法律觀的差
異，老師認為見賢思齊固然重要，但
在這之前，在制度及人文等價值觀上
的配合才是學習效仿的根本。

德國人的法律生活觀文
化
講
座

東吳法律系 吳瑛珠老師 10.26.16



令人意外的是，儘管許多同學對於二位學
長的工作(行銷&業務)有所嚮往及疑惑，但
講座中並沒有特別著墨於工作的介紹，而
是將重點放在大學生該儲備的職場能力，
以及德文專業的我們，在學以不一定能致
用的環境下，又該如何配合這些職場認知
發揮自己所學而達到學用合一。結束後，
大家仍三五成群與師長繼續討論著各自的
想法，令人更加感受到這群同學旺盛的企
圖心。

兩位學長受邀回到系上與學弟
妹們分享自己出社會投入職場
後的心路歷程。用聊天的方式
與學弟妹們互動。活絡的氣氛
使大家更能有效率且自在地回
饋及發問。

大學學的，將來真的有用嗎?
系
友
回
娘
家

德文系35屆 黃傳凱學長 & 德文系36屆 胡哲豪學長 11.0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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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6.16

提到瑞士，大部分人的第一印象大多
是中立、銀行業、鐘錶工藝，但關於
這些「刻板印象」的由來，世人所知
甚少。瑞士籍Frau Grütter首先以20
題有關瑞士的小常識為大家開場，一
揭這位於內陸高原國家的神秘面紗。

透過自然環境、歷史、人文，層層分析，
老師認為，瑞士的建國是以神話、傳說以
及故事作為凝聚民心的基礎，強烈的國家
認同感(Identität)使這個國家變得更風情
萬種且獨特；同時也點出了數個現存的矛
盾。德語學習者藉此機會認識了另一個德
語區，更是應用所學，拓展了視野。



國貿課的午後，大四國貿課同學來到基隆關務局外，
映入眼簾的便是「KEELUNG」這龐然的地標，象
徵著基隆港那段繁華的歲月。甫到基隆關，解說員
便用一段影片解說關務人員的工作日常與
甘苦，並說明關務局的考試辦法，接著
實地走訪基隆港。

基隆關務局參訪
參
訪
活
動 張國達老師 帶隊 11.16.16

在關務局旁的陽明海事博物館中，
藉由圖片可看到整個基隆從日治時
代以來的變遷，另外，館中的模擬
船也更令同學們津津樂道。藉由這
次參訪活動，活化了課本上的知識，
讓學習更加多元。



參
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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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生參訪

系上與永平高中合辦德國文化體驗營，
讓高中生親身體驗德國文化進而產生
興趣。

上午安排德文課，也藉兒歌的教唱加
深學生們的印象。其後的德國電影，
讓學生從中了解到德國的日常及文化，
更活化了德語學習。下午的闖關遊戲
驗收當日所學，學生在遊戲中必須利
用早上課程中所學到的單字或是有關
德國的知識闖關，在這裡，即便不知
道答案，大家仍願意積極搶答，這正
是對於語言學習和文化體驗的熱情吧！

11.1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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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新鮮人應有的態度
龍星企業 總經理 葉守峰 11.30.16

學長首先帶同學們做MBTI性格分析，針對每個人的性格提供
幾種適合的職業，並提到，出社會前，知道「自己的價值跟
目標」很重要；而進入職場後，溝通、辦事等的技能更能提
升自己的價值。

學長的演講氣氛輕
鬆活潑，讓學弟妹
們在進職場前更了
解自己，探討著如
何提高價值、如何
解決問題、如何定
位與規劃未來的同
時，也提供一些未
來發展的方向。



首先，老師將德國的節日分為三種作介紹：法定假日、民俗節慶與個人慶
典，並列舉出一些特別有意義的節日。除了大家所熟知的聖誕節與復活節，
十月，德國著名的啤酒節以慕尼黑所舉辦的最有名，人們紛紛上街載歌載
舞，把酒狂歡。其後從11/11 11:11開始的嘉年華會，全國上下盡情地揮灑
熱情。這些節日對德國人來說不只意義重大，同時也帶給了他們歡樂。

德國節慶與假日
文
化
講
座 東吳德文系 李秀蓮老師 12.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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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r Bardenhagen bei
“Deutsch in Medien Praxis＂

Protokoll von
吳怡葶am 11.24.16
張詠翔am 12.01.16

除了釐清德文文法架構，也討論到了德翻中當
中，中文表達的精確度，並在之後實戰演練，
分析事先準備好的新聞片段。針對德文文意的
誤解，Herr Bardenhagen的到來提供莫大的
幫助，其德文寫作技巧及原則更協助大家精確
地輸出中文原意。

身為常駐台灣的媒體工作者，Herr 
Bardenhagen以其工作上的專業，
連續兩周親臨課堂，引導學生撰寫
德語新聞，並提供相關學習資源。



參
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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龍 星 企 業 參 訪

12.07.16

會議室內，同學們邊作筆記，邊專心聽著董事長葉守峰學長與各部門
的負責人輪流介紹國貿流程中的各項細節。儘管這樣的分享專業程度
遠高於學校所學，不少同學仍在課後參觀其產品展覽室之餘，持續地
與各先進們討論著。而這樣輕鬆的學習氣氛更延續到了之後董事長們
與同學的餐敘桌上，使得這場校外教學實至名歸，修課同學滿載而歸。

經過上週龍星企業
董事長親臨演說後，
隔週，在Herr張的
帶領之下，同學們
實地走訪公司一遭。



面對台下有意前往德國交換的
學弟妹們，兩位學姐用活潑生
動的方式分享了不同的德國生
活與學習。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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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的生活與學習
德文四 陳慧慈&林彥廷 12.07.16

儘管她們前往時間、停留時間、生活
經驗、就學城市大不相同，但唯一不
變的是學姊希望透過分享生活，在學
弟妹決定赴德之前灌輸正確且適當的
「遊與學」的態度，讓他們未來的德
國生活不偏廢任何一個面向，擁抱全
方位的蛻變。



在陳淑純老師的邀請下，陳思宏先生蒞臨
班上為大三的同學們上了一堂另類的文學
課。
陳先生才華洋溢，跨足多個領域，一時之
間其實也說不明白自己兼了哪些工作。而
在文學創作方面，他以審美觀切入，比較
台北與柏林兩種城市美學，說明了美醜沒
有一定的標準，更以此帶出幾個創作的觀
念，供有興趣的同學們做為寫作、賞析的
出發點。

聖誕
賀禮

德國經驗和德語經驗
旅居柏林台灣作家 陳思宏 12.14.16



此次的分享會由張國達老師及
Frau Grütter發表其研究。張
國達老師運用其專業，分析電
商在國際貿易上的應用；而
Frau Grütter則介紹到德語小
說《Der  Vorleser》中，作者
為女主角「漢娜」脫罪的策略
(Entschuldungsstrategien)。

在會中，兩位老師完成了初步的介紹，
相當引人入勝，也成功地激起了在座
聆聽的師生深入一探究竟的渴望。

教師研究分享
張國達老師&林素蘭老師

12.28.16



迎新宿營



Hi我是擔任這次宿營的副召。當初接下這份職位的契機很簡單，因
為我沒有辦過活動所以想試試看，或許能學到一些寶貴的經驗。
現在回想起來，我覺得最感動最感謝的是每個工人還有大二學弟
妹辛苦的付出。那陣子在放學之後還會留在學校練習彩排兩三個
小時才會回家，大家都很累卻還是做好自己該做的事。記得在出
發的前一天晚上，大家坐在系辦的門口，一起做最後的名牌處理，
清點道具，看到每個人都站在自己的職位上做好自己的事情互相
幫助真的是很令人感動。在活動的當天，看到學弟妹玩的很開心，
我們也覺得很值得。所有的辛苦都是為了讓他們有一個很好的回
憶，多認識彼此。
在這次的宿營的籌備中覺得最重要的是溝通。不管是開會，還是
宿營的各個遊戲進行的時候，各組的溝通和總副召的溝通都要非
常的清楚，這樣才能進行的有條理。
在整個籌備過程和準備的當天，每個人都很認真的幫忙和策劃，
活動美宣生活隊輔攝影場器每個工人都缺一不可，也是因為有大
家的一起幫忙才完成了這次的活動，這是一次很珍貴的回憶。

文/ 德文三 葉亭妤



從大一剛入學參加宿營給學長姐們帶領、大二在宿營擔任隊輔帶
領學弟妹到大三接下總召的位子，參加了三次的宿營，每年都玩
得很高興。當初接下總召的位子時想的就是希望系上的學長姐們
能夠和學弟妹有良好的互動、多多認識雙方，當作是個系上多數
人一起出遊的好機會就好，畢竟德文系是個很小的系嘛。籌備時
也直接告訴大家，希望大家不要且也沒必要擺架子，因為沒有人
喜歡被學長姐制打壓，很棒的是大家都有做到！在營期看到大家
玩成一片、笑成一團的，心裡真的滿是感動啊！還記得學弟妹們
在大得要命的園區跑RPG時每個都累得好可憐，再加上太陽又大，
我光是用走的關心每個關卡進度就好累了，但是學弟妹們還可以
笑著跑關？這真的是震驚13億人呢∼雖然過程中我並沒有做得很
好，然後又碰到些困難，但是好在有大家一起想辦法，最後還是
用有限的資源撐過了！透過今年的宿營我又成長了許多，對於處
理事情有了更成熟的想法，感謝大三的同學願意給我機會擔任總
召帶領大家，感謝大三大四前來幫忙的學長姐和同學們、可愛的
大二隊輔們以及大一參加宿營的學弟妹們，今年宿營真是太棒啦！

文/ 德文三 朱茜鈴



啤酒節
Oktoberfest



身為德文系大一新生，對於德國文化還不太了解，剛好在11
月份時，系學會辦了德國啤酒節！整場活動從頭到尾都能看
到主辦者的細心，從宣傳到票卡設計，都讓人對啤酒節充滿
期待，像是很大的海報都吸引著大家注意，隨處可見的小海
報也使我們滿心期待著啤酒節的到來，每一張票卡都是學姊
們親手畫的，實在很可愛！
活動當晚的節目安排跟喝啤酒比賽更是讓人印象深刻！有視
障朋友們的唱歌表演、吉他表演、還有學長姐穿著德國傳統
服飾跳的傳統舞蹈。
在食物方面亦讓人回味不已，香腸跟馬鈴薯泥也很好吃∼在
台灣也能吃到道地的德國美食
我點的酒是兩杯調酒跟一杯啤酒，喝完其實已經昏昏欲睡了，
想不到還能續杯，真是太有誠意了！總之，雖然啤酒節結束
了，我還是十分懷念。希望之後能多多參與類似的活動，讓
我們在課堂之餘也能體會到德國文化！

文/ 德文一 熊紫希



這次能夠參加105年10月26日的啤酒節真的是非常的幸運，
本活動是由東吳
大學德文系的學長姐主辦，東吳啤酒節是東吳德文系歷年的
傳統，啤酒是鼎鼎大名的慕尼黑皇家啤酒，非常的好喝，食
物也是美味的無可挑剔，再加上學長姐精心準備的舞蹈活動，
是德國傳統的舞蹈，精緻的美食加上悅人的表演，讓人有種
置身人間仙境的感覺，啤酒節當然不只有喝好酒吃美食，學
長姐也不時的介紹啤酒節的由來，使本活動也成為一個好的
教育機會。活動也有許多外國同學參加，從德國同學的口中
可以得知東吳啤酒節辦的非常的道味，明年的啤酒節我一定
會再參與，東吳啤酒節真的是東吳人不可缺席的活動。

文/ 德文一 鄭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