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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0701000418 10707 德文系 1  1-4  1-4-1 

多元文化展覽

活動-德國文化

月特色活動

舉辦兩德統一紀念展之德國文化月，

邀請校內、外學生與畢業校友，業界

與學界人士到場參與以及觀摩。

學生可經由德國文化月特色活動中的講

座、靜態展覽、德語書展、電影欣賞、民

俗舞蹈表演、德國飲食品嚐..等活動，受

其薰陶與啟發，進而擴展學習視野與動機

，提升與習得德國相關人文以及文化。

為激發學生對德國風俗民情的興趣，體驗德國文化的內

涵，並了解德國文化與歷史的脈絡及意義，本校德國語

文系與德文系學生會特別籌辦德國文化月活動，以促進

台德文化交流並提升學生人文素養。

1.80%學生透過本次職場講座，可更加認識德國文

化。 2.80%學生提升德國背景知識學習成效。
40% 03 - 德國語文系 2018/11/5 0 0.00% 0 0% 13000 A 主管校稿

2 10701000417 10707 德文系 2  2-3  2-3-3 
國際青年交流

研習

此次「國際青年交流研習」活動，本

系將與德國史特勞賓 Ursuline 高中進

行交流，並於107年3月19日至3月31

日蒞臨文藻進行短期國際青年交流活

動。德國高中生來台的這段期間，系

上將安排一系列活動，每日皆會至各

班與文藻學生有更多的互動，他們也

將在文藻學習中文，藉由此次活動認

識中華文化；並安排校外參觀活動、

了解台灣風情。來台期間寄宿於文藻

學生家庭中，間接體驗台灣人的家庭

生活，實際學習、應用中文等。

德國姐妹校師生與本校進行2週之互訪，以

增加國內外學生之間的交流，拓展國際視

野並強化國際觀。

德國高中停留至台灣的這段期間，希望能使德國高中師

生收穫良多，系上學生亦藉此機會提高與德國學生互動

的機會，認識並了解德國高中生的想法與德國文化。

1.此次「國際青年交流研習」活動，本系與1所德國高

中進行交流。 2.文藻師生回訪時間：107年7月1日至

107年7月15日。 3.德國史特勞賓 Ursuline 高中共有2

位帶隊老師及18位德國高中生來台。

100% 03 - 德國語文系 2018/3/31 0 0.00% 50000 100.00% 50000 A 主管校稿
全數金額皆已核

銷完畢。

3 10701000416 10707 德文系 2  2-2  2-2-3  客座教授

將聘請本系姊妹校之教師擔任客座教

授。，由教授專長翻譯及口譯以及豐

富的實務經驗，將安排與專科部五年

級以及二技部三年級的學生授課與演

講及與本系教師們進行研習座談及專

業咨詢。

藉由師生間的交流，幫助學生提升專業知

能並能促進文化互動，強化國際觀。
規劃中 規劃中 20% 03 - 德國語文系 2018/11/30 0 0.00% 0 0% 92894 A 主管校稿

4 10701000415 10707 德文系 2  2-2  2-2-2  畢業公演

透過戲劇公演方式，呈現學生五年來

的語言學習成效，同時培養學生團隊

合作精神、語言能力及提升與他校彼

此的競爭力，藉此充分展現出德國文

化。

藉由參與畢業公演，希冀藉由舞台演出，

將語言內化，使語言表達與溝通能力更為

精湛。

專科部德文科第49屆畢業公演預計於民國107年10月演

出，透過畢業公演的表演，把畢業班五年於學校所學之

成果，以最生動的方式呈現出來，從最初的幹部甄選到

演員甄選，都展現出畢業班的合作能力及領導能力。

執行中 50% 03 - 德國語文系 2018/11/5 0 0.00% 0 0% 30000 A 主管校稿

5 10701000414 10707 德文系 2  2-2  2-2-1 
學生實習暨教

師訪視

結合學生課程規劃，以進行職能專業

相關之實習，以培育雙外語專業實務

人才。

每年學生赴國內/外進行實習的人數逐年上

升。

透過海外實習報告檢核成果，強化學生拓展國際視野與

移動力。
每年至少10位學生進行國內/外實習。 20% 03 - 德國語文系 2018/12/31 0 0.00% 0 0% 40000 A 主管校稿

6 10701000413 10707 德文系 2  2-1  2-1-2 
專業服務學習

課程

透過課程的安排，提升高中生對德國

環境、文化等各方面的認知與基本知

識，激發學習興趣。每場安排本校師

生至高中職進行專業服務課程。講座

主題擬包含德國歷史地理、德國政

治、經濟、工業發展、教育、競賽、

節日、傳統習俗、飲食文化、休閒活

動以及遊學等。

每學年增設1門結合專業之必(選)修服務學

習課程，另亦辦理各種服務學習活動，使

學生真正從服務中習得專業知能，而針對

於務實致用之境地。

高中端學子透過本校執行系所精心設計之議題，包含語

言學習、文化賞析、旅遊、教育、經濟、政治及歷史文

化等課程內容，得以深入了解現今歐洲國家的相關資訊

，提升學生國際觀且加深對歐洲國家的認識。

由選修「現代德國」課程學生22人進行分組，分別於

星期四下午13:00-15:00赴新莊高中進行德語教學。
100% 03 - 德國語文系 2018/6/7 0 0.00% 5500 100.00% 5500 A 主管校稿

已完成請款，全

數金額使用完

畢。

7 10701000412 10707 德文系 1  1-3  1-3-2  實務專題講座

每年至少辦理2次實務專題講座，邀

請職場傑出人士分享職涯規劃與就業

經驗，或針對系上所規劃人才培育方

向，邀請一些職場達人分享職涯規劃

與就業經驗。

經由職涯課程與專題實務之強化與整合，

學生依照職涯課程地圖之規劃，選定及達

成相關工作之能力要求，並經由就業輔導

機制之輔助，順利進入職場就業。

第一場：已於107年5月30日舉辦，演講主題為「實習

點線面」，邀請到台灣澳聯國際股份有限公司：林佳緯

歐洲組組長蒞臨德文系舉行講座，以分享會的方式向同

學們分享目前職場環境、職場實習要點及講者本身在職

場上的經驗分享。

1. 第一場：有1位校內職員與22位學生參加。 2. 80%

學生透過本次講座，可更加認識實務課程及職場文化

，以增進學習成效。

50% 03 - 德國語文系 2018/11/2 0 0.00% 5576 31.66% 17613 A 主管校稿
已於5月份請款第

一場：5,576元。

8 10701000411 10707 德文系 1  1-3  1-3-2 
語言競賽-萊茵

盃

藉由參加全國性萊茵盃競賽，使各校

學生交流學習，並增加競賽經驗，增

進全國大專院校之德文系師生的互

動。

每年三月中舉辦萊茵盃會前賽，選出代表

文藻德文系參加全國性萊茵盃比賽之優秀

學生，比賽項目包括：演講、主題簡報、

合唱、作文、知識王及體育類競賽。萊茵

盃會前賽結束之後，系上也安排老師訓練

這群優秀學生，學生利用課餘時間與指導

老師練習，以求在全國萊茵盃競賽中獲得

好成績。藉由參加全國性萊茵盃競賽，使

各校學生交流學習，並增加競賽經驗，增

進全國大專院校之德文系師生的互動。

107年3月14日至4月2日系上舉辦萊茵盃會前賽，選出

代表本系107年5月19日至20日參加全國性萊茵盃比賽

之優秀學生，比賽項目包括：主題簡報、作文、演講、

合唱、知識王競賽及體育類競賽。萊茵盃會前賽結束之

後，學生利用課餘時間與指導老師練習，以求在全國萊

茵盃競賽中獲得好成績，本系朱貞品主任、謝碧娥老師

及方興華老師為帶隊老師，共同訓練這群優秀學生進行

比賽。

1. 80%學生透過本次體驗活動，可提升自身文化涵

養。 2. 80%學生提升德語學習成效。
100% 03 - 德國語文系 2018/5/20 0 0.00% 30000 75.00% 40000 A 主管校稿

已於5月份請款：

30,000元。

9 10701000410 10707 德文系 1  1-2  1-2-4 
教師專業成長

社群

本社群的主題以「大學部德語寫作課

程之精進社群」為主，且此次社群召

集人為黃士元老師。本社群旨在提供

系上寫作課程之授課老師相互交流的

機會，分享各自對此課程的經驗與想

法，並集思廣益如何改善目前課程的

缺失，同時也思考如何更為妥善地規

劃此課程。希望在社群的交流後，能

產出適合本系寫作課程的教材。

預計達成的目標如下:提升專業核心能力、

提升基本核心能力、提升專業知能、增強

研究能量、充實教學內涵。

1.改善教學內容 2.精進教學方法 3.加強學生德文書寫

能力 4.學術論文出版 5.教材製作

1.於3/9、3/30、4/20、6/1及6/22舉行5次社群，一

次共2小時。 2.共計10位本校教師參與此活動。
100% 03 - 德國語文系 2018/6/22 0 0.00% 5877 100.00% 5877 A 主管校稿

已完成請款，全

數金額使用完

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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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0701000409 10707 德文系 1  1-1  1-1-2 

職能證照輔導

課程（德檢B1

密集班）

讓學生熟悉考試題型，增加德語聽、

說、讀及寫練習機會，加強學生語言

能力，以期本系德語語檢通過率達

60-70%，進而提高學生學習動機。預

計開設B1級德語檢定密集班，每學期

提供至少2班，每周上課2小時，共計

4週，每學期各進行4周。

讓學生熟悉考試題型，增加德語聽、說、

讀及寫練習機會，加強學生語言能力，以

期本系德語語檢通過率達60-70%，進而提

高學生學習動機。預計開設B1級德語檢定

密集班，每學期提供至少2班，每周上課2

小時，共計4週，每學期各進行4周。

藉由此項活動，能讓同學們更加熟知考題題型以及考試

中需要注意之事項，並加緊於課堂上練習，在聽、說、

讀、寫方面都能在考試前補強，也藉由此活動讓同學增

加練習的機會，出席狀況佳。

106-2學期：B1級德語檢定密集班31位學生參與，全

數皆參加107年6月9日至10日所舉行的B1級德語檢定

考試，此次B1德語檢定考試可分科報考，此次密集班

各科通過率尚在確認中。

50% 03 - 德國語文系 2018/10/25 0 0.00% 21921 39.77% 55116 A 主管校稿

已先請款106-2學

期執行部分：

21,921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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