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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年中華民國德語文學者暨
教師協會年會及學術研討會

起初已有話語：宗教改革500年

28.10.2017

2017年適逢馬丁‧路德在威騰堡所引發的
宗教改革500週年紀念。因此，本次研討
會主題遂訂為「起初已有話語：宗教改
革500年」，同時由東吳大學德文系進行
籌備與辦理2017年年會暨國際學術研討會
之所有事宜，並且也與圖書館、音樂系
和校牧室舉行一系列宗教改革500年活動。

研討會首先邀請德國圖賓根大學Volker 
Leppin教授在研討會上做演講，亦邀請了
德國駐台代表做引言人。此外，研討會
的與會德語教師來自全台各德文系系所，
此外亦有來自韓國與日本的德語教師；
各位教師各自發表自己所研究之成果。

本次由東吳德文系承辦的年會，亦以簡
單的午餐與下午茶茶敘，來提供全台德
語教師一個交流的平台以及意見交換的
場合。





德國生活文化講座
每年大二都會有諸多學生申請赴德進
修的計畫，為此系上也為大一新生們
舉辦各式各樣，關於德國生活的文化
講座，讓大一學生們對德國能夠有初
步的了解，以及為日後赴德進修做行
前的教育，讓大一新生們能夠對德國
有近一步的了解。

• 德意志風雲五百年－淺談德意志前世今生
• 不是只有童話和雙B－德國的意外印象
• 為什麼德國人不了解台灣人
• 德國聖誕節慶
• 留學德國
• 音樂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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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風雲五百年
淺談德意志前世今生

-萬壹遵老師

說到德國，大家想到的總是工業藝品、經

典名車、啤酒香腸，古典的文化小鎮與風

光。然而，現今古典與現代交合的德國，

成長的背景其實也是坎坷。說是流了幾千

年的德意志人民的血才匯聚成現今德國的

光彩也不為過。卡爾大帝統一了現今西歐

各國壯大法蘭克王國，被加冕為羅馬皇帝。

死後王國分裂，開啟了西歐歷史的新篇章，

同時也開始現代德國的雛型。萬壹遵老師

從德國人文歷史的角度帶同學們對於德國

有所分析以及認識德國的歷史脈絡。

18.10.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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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只有童話和雙B
德國的意外印象

-鄭欣怡老師

其實德國人並不是我們想像中的那樣嚴謹，缺乏
幽默；也不是刻板印象中那樣愛吃豬腳。其實我
們印象中的「德國人」大部分是來自巴伐利亞邦
的德國人；德國境內16個邦，每個邦都有各自獨
特的風貌與文化；而來自德國的品牌其實也是舉
世聞名，甚至我們日常生活中都隨手可得的商品，
其實都是所謂的「德國貨」，只是我們並沒有像
想像中的了解德國。你知道德國車並不只有雙B
嗎？你知道你每天用的保養品其實是來自德國的
嗎？知名的內衣品牌竟然也是德國貨？德國人愛
吃的其實不是豬腳，而是麵包。鄭欣怡老師以自
身經歷帶領大家重新認識德國，了解德國的日常
與一般民情與風俗。

15.11.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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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德國人不了解台灣人
-白秋石老師

此次講座由系上德籍教師白秋石老師作為主講人，
其演講內容豐富多元且表達方式生動活潑，著實
吸引住觀眾們的興趣。先從大眾媒體講起，闡述
現今報章雜誌為了收視或收聽率往往譁眾取寵，
僅傳遞閱聽人所期望看到的片面資訊，導致其所
獲得的消息或是觀念偏頗不全面；而後講師又以
其自身來台灣後的相關經驗，分享台灣人普遍在
與外國人溝通對談時所面臨的窘境: 雙方都自認
為對彼此的表達內容能有充分的了解，實際上卻
在認知上有所分歧誤會。講師於此次的講座中所
希望傳遞的內容，乃是在資訊爆炸的時代下，訊
息的取得唾手可得，因此閱聽人應該要能有能力
判斷事實的真相，講師同時也鼓勵觀眾能廣泛閱
讀，充實自己的知識。總結，這著實是一場有趣
但值的人省思的一場講座。

22.11.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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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聖誕節慶
-魯德葳老師

這次的文化講座由本系德籍教師魯德葳老師

為大一學生們介紹德國的聖誕節。為了這次

講座，老師不僅準備了講義，還準備了傳統

麵包與餅乾，讓學生們能夠體驗德國過節的

氛圍。演講內容主要介紹到了德國在聖誕節

前的期間會做的活動，像是製作聖誕花圈、

點蠟燭、完聖誕倒數日曆、逛聖誕市集等等

的活動；此外老師還介紹了德國人在聖誕節

特別會吃的食物，像是Glühwein還有薑餅。

在12/6的尼可勞斯節這天，小朋友會在鞋子

裡收到St.Nikolaus 送的糖果餅乾或是橘子，

這讓許多聽講的同學對德國聖誕節充滿期待。

13.12.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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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學德國

-金郁夫博士

DAAD德國學術交流資訊中心台灣分部的主任
金郁夫博士，應邀來系上給即將面臨畢業的
大四生們介紹畢業後的一條出路—留學德國。
金郁夫博士首先向學生們介紹德國目前大專院
校的制度以及環境，透過生動的影片讓學生們
更能夠對於德國校園生活有所了解；此外，也
介紹到DAAD所提供的各式獎學金的資訊，讓
日後打算赴德留學的學生們對於獎學金的申請
管道有所知悉，並鼓勵學生們赴德進修，勇於
挑戰自我；當然，金博士也告誡學生們德國學
位並不是那麼容易畢業，德國讀書的壓力其實
也不亞於台灣，因此申請DAAD所提供的獎學
金便可以專注在課業上，而不用因為擔心生活
費反而把時間花費在打工上面。

06.11.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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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德國
-Der Ringer

德文系今年與台北歌德學院合作的活動
「2017 OAS Musiktournee德國樂團－東亞巡迴
演出」邀請到德國年輕龐克樂團－Der Ringer
至本校松怡廳舉辦小型演唱會，讓報名參加
的東吳大學校內的師生及校外的賓客們享受
一場有別於一般古典印象的德國音樂，透過
這場音樂活動讓在場的聽眾們享受在年輕活
力的德式龐克搖滾的音符之中。

27.11.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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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譯經驗談
-周佳欣老師

本系大三口譯課程指導教師嚴家仁老師，
邀請業界具有豐富實務經驗的口譯專家周
佳欣老師，至課堂上為學生們分享從事口
譯的經驗以及歷程。老師以實務的方面讓
學生了解口譯的眉眉角角、技巧以及訣竅
以及面對口譯案件時的壓力、臨場反應以
及要注意的特點。過程中老師以全英文的
方式授課，不僅讓學生有面臨隨時被抽問
翻譯的臨場感；也以中英口譯的方式讓同
學們做練習。

01.12.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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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譯經驗談
-陳安頎老師

嚴家仁老師邀請畢業於里茲大學(University of 
Leeds)的英文口譯老師-陳安頎老師，到課堂
上為修課同學們分享求學時期到工作領域上
所碰到的口譯經驗。里茲大學也許在台灣不
是那麼廣為人知，但這卻是培養許多聯合國
口譯人員的搖籃；陳老師畢業後也多次隨台
灣代表團出國擔任口譯的工作。目前是淡江
的英文口譯老師。老師也分享了在淡江所做
的模擬聯合國開會的形式，讓學生們進行口
譯練習的課程與試驗。從老師的經驗分享中，
也學習到口譯不只要動口，還要動手做筆記，
筆記也是幫助口譯工作的重要拼圖之一。

08.12.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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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友回娘家
系上每年都會邀請畢業後在各領域活
躍或是投入事業努力奮鬥的學長姐們
回到系上來為學弟妹們分享經驗，受
邀的學長姐們儘管忙碌於事業及工作，
但往往能撥出時間回到系上給予學弟
妹們未來的意見與建議。

• 導遊行不行
• 職場新鮮人應有的態度
• 76級德文系同學會

返回目錄



導遊行不行

-徐睿欣學姊

此次系友回娘家系列，邀請在旅行社工作
的徐睿欣學姊回來演講。學姐這次分享了
自己的工作經歷以及工作動機。學姐首先
從在大學期間對於未來工作的規劃和想法
著手，解釋自己為何會踏入該行業。後以
該工作的內容為主軸，去闡述要成為領隊
需具備什麼樣的人格特質以及需要做好什
麼樣的準備。學姐的表達生動活潑，相當
吸引聽講的學生們的興趣。學姊當領隊的
時間不長，亦為該工作領域的新鮮人，故
其對該行業的體會和認知，都顯得更加具
有說服力。這次邀請學姊回來演講，主要
是想讓學弟妹們對於未來職業上有更深一
層的認識。

29.11.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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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新鮮人應有的態度

-葉守峰總經理

這次在龍星企業擔任總經理的葉守峰學長
受系上張國達老師邀請，前來大四國貿課
堂上為修課學生們對於未來出路以及工作
經歷做分享，並以一位主管的觀點向即將
步入社會的大四生提出建議，職場新鮮人
所該具備的態度以及能力。

06.12.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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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級德文系同學會

今年76級畢業的德文系學長姐們
特地相約回東吳再續大學時光，
與同學敘舊以及回憶青春的大學
年華。學長姐們不僅造訪了新建
的德文系系辦，也踏尋著回憶中
的腳步看看記憶中位於哲生樓的
舊系辦。看著變遷與更新的校園，
回憶亙遠不泛黃的大學記憶。除
了餐敘與敘舊之餘，學長姐們也
在校園各個角落留下相聚的合影。

返回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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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高中生有約

為了引起更多年輕學子們對於德文系的認識
與德語學習的興趣，系上每年都會安排時間
讓高中生們來到系上參訪，並請魯德葳老師
與高中生體驗基礎的德語課程。今年來訪的
高中有永平高中、竹北高中、大園高中與恆
毅高中。在老師教學的過程中，高中生也是
積極表現，回答問題的時候也是十分踴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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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心得

每年大三升大四的暑假都有許多學生向系
上申請赴往與德文系合作的公司行號與單
位實習。利用暑假的時間到各地見習社會，
學習工作領域以及利用在系上所學的技巧
到各地學習如何發揮專長；此外也學習系
上所無法教授的社會歷練。實習結束後的
成果心得發表也吸引明年即將申請實習機
會的學弟妹們前來，希望能藉由學長姐們
的分享決定日後實習的方向與決心。

06.12.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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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研究分享

分享主題：漫畫的政治教育功能

－以蘇菲修爾（Sophie Scholl）為例

分享人：林聰敏 老師



林聰敏老師翻譯關於反納粹組織白玫
瑰成員蘇菲．修爾（Sophie Scholl）
的漫畫，翻譯之餘，也對這段歷史與
漫畫中的人物做研究，並提出漫畫的
教育功能，並以這本漫畫為研究主題，
探討漫畫對於政治教育及教養之養成。

03.01.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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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性課程-
德國文化專題
本學期大四新增一門總結性課程-
德國文化專題，大四的學生們可
以依照指導教授所擅長的領域以
及本身的興趣，在德國政治、教
育、文學、文化與商業等五大領
域做選擇，選擇有興趣的方向並
與指導老師一起討論研究主題與
內容。學生必須完成一份德文書
面研究報告，並在學期末時，在
各位教授面前針對自己的研究成
果以德文來報告。

10.01.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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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參訪
基隆關務署

龍星企業

為了讓修課學生更能夠貼近課堂所學
以及實務上操作，本系大四所開設商
務與商業相關德文課程的張國達老師，
帶領修課學生參訪如海關實務的基隆
關；參訪國貿實務現場的龍星企業。返回目錄



校外參訪
基隆關務署

為了讓學生了解到國際貿易中，海關作業的一環，
張國達老師帶隊前往基隆關務署參訪海關人員相
關的作業流程，並請海關人員給學生們講解相關
業務以及關務人員考試等等；亦前往碼頭觀看船
隻進港作業以及卸貨流程。

另外老師也帶大家參訪了陽明海事博物館，除了
讓同學了解海關業務外，亦讓同學們了解船員的
工作以及中華民國海事與國際貿易的發展。

返回目錄22.11.2017



校外參訪
龍星企業

繼葉守峰學長到課堂上演講，張國達老
師帶領修課學生前往學長家族創辦的龍
星企業。學長首先向參訪同學詢問了未
來的志向與目標，並以此為開場解釋了
做貿易的基本原則與經驗談。之後一一
介紹了各部門的主管人員，並由各位主
管個別介紹了他們部門所負責的事物已
經經驗。參訪的過程不斷感受到學長對
於系上學弟妹的關心已經對於系上及工
作上的熱情，一同的主管們也不吝向我
們提出見解以及熱心給予建議，這次的
參訪不僅參訪了公司內部的結構，也感
受到了貿易公司大體系運作中，各部門
的艱辛以及重要性，更重要的是感受到
學長與各部門主管對於後輩的關懷。

13.12.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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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活動

迎新宿營

啤酒節

聖誕週擺臺

每學期系學會都會有依照德國節氣以及
配合相關習俗所舉辦的活動，藉由舉辦
活動來讓學生們有對德國文化的了解，
也讓學生們能更加激發不同的活動靈感
與經驗。而在每年的迎新活動上，亦是
能讓新生更快融入德文系大家庭的重要
活動之一。返回目錄



迎新宿營

每年大一入學後，系學會都會舉行一
年一度，專屬新生的活動－迎新宿營。
藉由這樣的活動，讓學長姐們帶領大
一新生們培養同儕之間的情感，藉由
學長姐創新的遊戲與闖關活動，讓大
一新生們可以建立起共患難的情感。

新生們也能透過學長姊來了解系上的
活動與課程狀況，從而獲得建議，亦
能增進新生與學長姐之間的互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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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文系啤酒節
為了讓系上與系外的師生在台灣也能
夠體驗德國啤酒節的歡樂氣氛，每年
德文系系學會的學生都會在望星廣場
自己舉辦一場全校性的啤酒節，讓到
場的師生們都可以喝上一口德國的啤
酒；吃上一口德國的食物；看上一回
德國的舞蹈；體驗一次難忘的回憶。

德文系自行主辦的啤酒節每年總是吸
引很多師生參與，系學會更是年年有
新的遊戲來和參與的師生互動；也能
營造出讓系上師生間增進互動的空間。

27.10.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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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週擺台
聖誕節對於德國人而言是一個相當重
要的節慶，為了讓系上與系外的師生
們體驗德國聖誕節的氛圍，系上都會
遠從德國訂購傳統的聖誕倒數月曆
（Adventskalender）還有自製耶誕甜
酒（Glühwein）以及各式小吃在校內
做販售， 營造德國聖誕市集的氣氛，
讓德國聖誕佳節的氣氛飄送東吳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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