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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摘要 

本次參訪活動是應歌德學院（臺北）邀請，至德國參訪其對外文

化及教育政策相關機構與學校。自 2008 年起歌德學院致力推廣德國

外交部的「未來的夥伴：中小學校」全球性計畫。該計畫旨在連結一

千所學校，建立一個全球性的網絡，以喚起世界各地優秀青年學子們

對現代德國及其文化與語言的興趣及熱誠。 

今年，臺北歌德學院為了持續推廣，因此，與多所致力推動德語

教育與德國文化推廣之學校簽訂「歌德課堂」計畫，積極協助並落實

德國文化推廣，並協助其發展國際教育。在計畫中，除了提供教材與

培訓師資外，也邀請 11 所 PASCH 或歌德課堂計畫學校之校長、主任

參訪德國對外文化及教育政策相關機構及學校，希望藉此參訪增加高

中學校了解德國對外文化及教育政策及德語教學方面所作的各項工

作，並與高中校長們進行經驗交流。 

本次參訪活動並同時邀請教育部兩位教育官員共同參與，一方面

除了讓臺灣教育行政與教育現場端兩層面之代表都能共同體驗德國教

育文化之長處外，另一方面更能具體協助臺灣與德國雙方交流，同時

也將所獲得之經驗落實於政策面與執行面。德國參訪邀請函如附件

一。 

 

貳、出國人員名單及行程紀要 

一、出國人員名單如下表： 

服務機關 職稱 姓名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副署長 王承先 

教育部國際及兩岸教育司 教育參事 遲耀宗 

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 校長 徐建國 

臺北市立中山女子高級中學 校長 吳麗卿 

臺北市立景美女子高級中學 校長 黃贇瑾 

新北市立永平高級中學 校長 劉淑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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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機關 職稱 姓名 

國立臺中女子高級中學 校長 呂培川 

國立豐原高級中學 校長 匡格非 

臺中市立惠文高級中學 校長 劉欽敏 

國立南科國際實驗高級中學 校長 林坤燦 

國立臺南女子高級中學 校長 鄭文儀 

國立鳳山高中 校長 陳龔聲 

高雄市立文山高級中學 教務主任 王政智 

臺北歌德學院 PASCH專案助理 王素換 

二、行程紀要 

日期 時間 行程規劃 

11/7(六) 下午 桃園機場或小港機場出發，於香港轉機 

晚上 抵達香港國際機場 

因適逢德國漢莎航空大罷工，原班機延遲至隔日 am7：

20 

11/8 (日) 7：20 搭機前往法蘭克福機場 

14：30 抵達法蘭克福機場  

16：07 搭乘 ice前往波昂 

17：00 抵達波昂  接機人員： Frau Zhaohui Zhang 

搭巴士前往下塌飯店：Hotel Residence in Bonn 

11/9(一) 10:00 參訪文教部長聯席會(KMK)轄下的德國教育交流中心

(PAD)  

主題：介紹 PAD的工作任務 - 促進中、小學的國際交流

與合作 

11:30 參訪波昂大學國際學生服務中心 

主題：臺灣學生申請德國大學的條件 

13:30 參觀德意志之角與馬克思堡 

11/10(二) 9:30 參訪科隆和平國際學校 

14:30 參觀科隆大教堂及其週邊 

11/11(三) 9:00 前往科隆/波昂機場，至漢莎櫃檯處理因罷工而取消之波

昂至慕尼黑之機票，及後續改搭 ice之車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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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 參訪聖貞中學 

聖貞中學與國立鳳山高中簽訂姊妹校 

16：09 搭乘 ice前往慕尼黑 

20：55 抵達慕尼黑火車站  接機人員：Frau Desiree 

Oberländer 

步行前往下榻飯店：IBIS Hotel 

11/12(四) 11:00 參觀 Hueber Verlag 出版社(外語課程專業出版社) 

主題：德語作為外語和第二外語的最新教材及相關媒體

應用 

13:30 參訪慕尼黑的市立聖安娜文理高中 St. Anna-Gymnasium 

11/13(五) 9：00 參訪歌德學院總部 

主題：在「PASCH夥伴學校」計畫中的教育合作 

14:30 參觀 BMW展示中心 

20：00 欣賞慕尼黑愛樂音樂會 

11/14(六) 白天 自由活動時間 

旅遊行程建議：a.參觀德意志博物館 b.參觀市立美術館

c.史坦貝格湖郊遊 d.參觀新天鵝堡 

14:00 總結討論 

21:50 從慕尼黑搭機回國（香港轉機） 

11/15(日) 約

19:00 

抵達台北或高雄 

 

參、目的： 

本次參訪活動是應臺北歌德學院邀請，參訪德國對外文化及教育

政策相關機構及學校，主要目的在於認識德國對外文化及教育政策相

關機構與學校，並透過交流互動的機會，增加本國高中對於德國文化

及教育政策的了解，同時，也藉由參訪的機會，認識德語教學的推動

現況，除了進一步進行經驗交流與分享外，也尋找促成雙方合作的機

會點。 

肆、過程： 

本次活動中，參訪機構計有： 

一、德國文教部長聯席會(KMK) 

二、德國教育交流中心(PAD) 

三、PASCH 夥伴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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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波昂大學國際學生服務中心 

五、科隆和平國際學校 

六、聖貞中學 

七、Hueber Verlag 出版社 

八、慕尼黑 St. Anna-Gymnasium 聖安娜文理高中 

九、歌德學院總部 

十、寶馬汽車 (BMW)展示中心 

 

以下為各參訪機構重要概況說明 

一、簡介德國文教部長聯席會(KMK)  

德國為聯邦制度國家，依據「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基本

法」的相關規定，德國的教育與文化事務是各邦政府獨立擁

有的管轄權限，屬於地方分權制。聯邦及各邦於促進教育相

關事項時，得基於協議就跨地區性之重要事項共同合作。為

解決邦聯內的教育共同事項，「德國各邦教育文化部長常設

會議」(KMK)於 1948 年 2 月 20 日在德國南部的巴登符騰堡邦

(Baden Württemberg)首府 Stuttgart 市成立，此機構被公認

爲聯邦級的教育機構，主要為協調各邦間有關教育及文化政

策、證書及文憑的一致性與學歷的採認、學科能力認定等相

關事宜。 

KMK 成員是由 16 個邦的 16 位教育文化部長所組成，是德

國各邦政府教育、學術、研究、文化藝術等部門首長共同組

成之常設機構，主要任務為協調各邦重要教育、科學及文化

政策。各邦的教育行政長官可以根據各個專門委員會的研究

報告進行討論後，作出決議。 

KMK 內有「全體會議」、「主席團」及「主席」

(President)，現任主席為 Michael Zapf(邁克爾.察普夫)。

部長級的全體會議每隔三到四年舉行一次，下設秘書處和專

門委員會，總部設在波昂，秘書處分別在波昂及柏林各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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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事處。 

KMK的主要功能計有： 

   (一)協調各邦教育文化事項歧異 

   (二)致力於確保中小學、職業教育及高等教育品質標準 

   (三)促進教育、科學及文化機構之合作 

其組織發展歷程記事： 

   (一)1946年始，各邦教育部長即舉行非正式會議，共同研 

  討教育問題。 

   (二)1969年前，實際承擔、負責教育事務之管理，為各邦 

  的教育主管部門。 

   (三)1990年起，兩德統一後，繼續發揮其職能。 

   (四)2000年後，推動德國教育改革與學校評鑑制度。 

 

    由於 KMK 會議成員都是來自各邦的教育行政長官，因

此，常設各邦教育部長會議的影響力不容小覷，任何重大決

議都須經全體成員同意才能形成。決議形成後，就會成爲德

國聯邦級的教育政策。其重要決策項目如：檢查教育結構、

學校結構、教學設備、教學內容、與「德國大學校長會議」

和「科學組織」合作共同制定大學發展政策和與大學機構的

有關規定、決定新系所的設立和畢業要求以及認可外國大學

的學位等等。 

  KMK 雖然經常對教育政策、各級各類教育實施提出一致性

的革新建議，但是並無強制要求各邦遵守的約束力。因為根

據該會議的決議規則，凡是投反對票的邦可以不必遵守決

議，因此，各邦仍有機會可以保有期教育文化自主權。 

  KMK 近年來為因應各邦教育標準不一，學習成就低落等問

題，於是，在 2003 年提出教育改革方案「國家教育標準」

(Nationaler Bildungs Standards)。此項標準由 16 個邦共

同協議，並於 2004 年正式實施。其內容包括學校教育的核心

課程與自主課程，特殊教育、課後活動課程與學生的學習能

力指標。以生活經驗為出發點，學習各項基本技能。同時提

供更好的學校教育品質與多元學習管道，全日制學校改革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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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延長在校學習時間，因應學生的學習需求，提供多面向

的學習形態，以提昇德國教育的國際競爭力。 

      二、參訪德國教育交流中心(PAD) 

11 月 09 日 09:10 到德國教育交流中心（簡稱 PAD）參訪，

這是德國文教部長聯席會（簡稱 KMK）轄下的單位， 由 Katja 

Röhl 小姐負責接待。 

PAD 辦公大樓外型特殊，原址是火車機場及維修場，已列

為古蹟，所以外型不可更動，1970 年後廢置，2010 才整修內部

成為辦公大樓，像大廳內舖設地板的部份，原來都是火車軌

道，許多設置都還保持原貌。 

 

PAD 兩位主管 Boettger, Gottfried 先生及 Weidenbach-

Mattar, Heidi 女士出席歡迎，他們表示：去年（2014 年）曾

到臺灣教育參訪，對於臺灣學校的優良表現印象深刻，9 月 1

日和臺灣教育部長簽訂合作計畫，並與臺灣師範大學語言中心

合作，希望未來有更多的德國中文教師到臺灣學習，德國和臺

灣的中學持續熱絡交流。 

  

參訪團成員在 PAD總部前面合影 

國教署王副署長致贈臺南女中紀念

品臺南麻豆藝術家王光明「黑面琵

鷺親子圖」陶玻創意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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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tja Röhl 小姐簡報德國文化部長大會 KMK 與教育交流中

心 PAD概況，並進行對談。 

首先介紹德國教育體系，要先認識德國文化部長大會

KMK。德國由 16 聯邦州組成，大約有 8 千萬人口，每州都有自

己的教育體系及文化部長，每年文化部長大會主席，由 16 州文

化部長輪流擔任，有總祕書處分設柏林及波昂，下設 6 個單

位，負責推廣各種教育政策，包含：行政管理、學校與教育、

科學文化、教育質量保證、教育交流中心（PAD）、外國教育體

系服務中心。 

PAD 教育交流中心介紹：成立於 1952 年，是教育交流唯一

德國官方組織，1995 年起是歐盟教育計畫德國總代理機構，

2008 起辦理 PASCH 全球中小學未來夥伴結盟計畫，2013 起辦理

德國網路交流中心。PAD 現有員工 80 人，通過各種交流活動，

與全球師生增進語言能力、專業能力、教學方法能力、跨文化

交流能力、個人素質能力。每年辦理交流數量有： 2500 所夥

伴學校、30000 名學生、7200 名教師、2500 名德語實習教師、

140 名志願參與人員，充分達成文化傳播的作用。PDA 業務的宗

旨在建立夥伴學校，簽約姊妹校，長期合作教育交流，創造具

體教育成效。目前德國與中國及印度的學校交流最頻繁，每年

各有 1500 人次，2012~2015 年和臺灣 PASCH 計畫學校交流臺灣

5 所中學，德國 7 所中學，共有學生 120 人，教師 23 人參與。

從 PAD 登錄資料，文藻外語大學和德國 3 所高中交流，師大附

中、豐原高中、文山高中都有交流記錄，未來臺灣地區學校與

德國中學交流，可以到 PAD申請經費，並留下交流資料。 

 

 

  

座談會實況 Katja Röhl 小姐簡報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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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Suche einer Partnerschule 可以查到德國中學與外國

學校交流資訊，臺灣地區學校可以上網登錄資料，尋找願意交

流學校，網址：www.partnerschulnetz.de，目前有 1500筆德

國中學尋求交流的資訊。 

      三、簡介 PASCH 夥伴學校 

Ms. Katja Röhl, 「 PASCH 夥伴學校計畫」負責人介紹

「PASCH 夥伴學校」。 

（一）產生背景及其功能 

1. 1983 年德國政府與美國執行兩國之間姊妹校交流計畫，

影響日後發展，透過學生互換交流 10 天或 3 週(住寄宿家

庭)了解彼此文化。 

2. 90年代德國與中歐國家亦進行類似計畫。 

3. 2008 年 PASCH 成立。其執行機構為哥德學院、學校交流 

PAD 、學術交流 DAAD。 

4. 功能：「PASCH 夥伴學校」計劃提供夥伴學校的學生們一

個很好的機會：早日學習德文並認識德語文化區。因為學

習德語代表學習一種具有清楚遠景的外語：誰會說德文，

就可以跟全球約一億二千萬人口用他們的母語溝通；而且

可為日後到德國唸大學及未來的國際職業生涯奠立基石。 

5. 夥伴學校的德語教師有機會到德國在職進修。為了讓其他

國家學生們有機會在寒暑假到德國上語言班，以便讓青年

學子具備能力到德國唸大學，並應用在往後的職業生涯，

http://www.partnerschulnetz.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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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CH 計畫也提供豐富獎學金給德國境外的學校及其夥伴

學校，有意到德國唸大學的的畢業生。此外，亦透過一些

國際性比賽，讓更多的外國學生也有機會到德國去參訪數

星期。 

（二）歌德學院扮演的任務 

1. 歌德學院支持贊助夥伴學校，將德語納入正式課綱或擴大

德語教學。提供德語教師教學法進修以及德語課程，並提

供夥伴學校德語課程相關的設備，包括如教科書、練習手

冊、教師手冊、光碟、軟體、課外讀物和報章雜誌等教學

資源。 

2. 歌德學院為了「PASCH 夥伴學校」計劃，派遣語言教學專

家到世界各地去照顧並幫助這些夥伴學校。寒暑假的青少

年德文營，則讓夥伴學校的學生們有機會到德國去改善他

們的德語、加強跨文化交流的能力、並以活潑生動的方式

認識德國。 

（三）PASCH 之下的臺德關係 

1. 德國外交部倡議的 PASCH 夥伴學校計畫﹙中小學校 – 未

來的夥伴﹚，其執行機構為哥德學院、學校交流 PAD 、

學術交流 DAAD。將全球特別強調德國的中、小學組成一

個全球性的網絡。 

2. 在臺灣共有 6 所 PASCH 夥伴學校﹙5 所臺灣普通高中：建

國中學、中山女高、景美女中、鳳山高中、鳳新高中，以

及 1 所臺北歐洲學校﹚，由歌德學院臺北統籌協調，並提

供可能的獎勵及贊助。 

3. 非 PASCH 夥伴學校的中學，是目前德方在臺灣極大的挑戰

和機會，因此臺北歌德學院特申請其他經費與多所學校簽

訂「歌德課堂計畫」，實質擴大臺灣學校參與範圍之深度

與廣度。 

4. 可能的做法，例如協尋合適的德國姊妹學校、免費提供有

意願教授德語教師進修的機會、仲介年輕德國志工﹙助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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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實習生﹚到校輔助德語教學及籌辦文化活動等、或協助

校方設置德語圖書角落等等。 

 

PASCH 學校標誌 

 

      四、參訪波昂大學國際學生服務中心 

Der Deutsche Akademische Austauschdienst (DAAD)，是全

球最大的獎助國際交換學生及交換學者的德國教育交流機構

(German Academic Exchange Service)，是一個由德國大學和學

生團體共同註冊的協會，擁有辦事處、德語教師和校友協會等全

球網絡。提供德國遊學、留學諮詢及相關訊息；在國外加強日爾

曼文學學科的教學、推廣德語，並向文化、教育和發展政策等決

策者提出相關建議。 

11:30 到波昂大學國際學生服務中心參訪，由波昂大學國際

學生辦公室及大學生祕書處兩位人員負責接待解說，瞭解到德國

留學生的申請程序，德國大學免學費政策，但是學成後，留德就

業條件限制多，留學生絕大部分都離開德國回原國家就業發展。 

  

波昂大學解說人員 參訪團與波昂大學人員舉行座談會 

波昂大學目前留學生狀況：波恩大學有神學、法學、哲學、

醫學、數學與自然、農學七個系（相當於台灣的學院）。外國留

學生有 4500 人，其中博士生 850 人，450 名歐盟交換學生。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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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政大、淡大與波恩大學建立合作夥伴關係，臺灣有 53 名學生

註冊就讀，其中 12名是博士生。 

上課方式：大學部使用德語，碩士班有英文授課的課程，博

士班的課程語言不受限定，可由指導教授決定。如要申請大學

部，由國際辦公室辦理，申請碩博士由另外處室辦理。臺灣學生

至少要讀到大學一年級，德語檢定達到 C1，才容易申請入學，如

果已經大學畢業，就有資格申請所有學系作為學習專業，只有醫

學系因為十分熱門，所以有較高的限制門檻。 

對於提昇外國學生就讀波昂大學的誘因，因為德國的大學免

費，不會在意外國學生人數的多寡，這和英美大學可從外國學生

收取高額學費的狀況不同，產生的招生心態也完全不一樣。目前

只有極少數學系會積極向國外中學招生。 

  

永平高中致贈紀念品全體合影 波昂大學 

 

      五、參訪科隆和平國際學校 

科隆是多元開放的城市，人口 103 萬，是德國第四大城。今

天由波昂驅車前往科隆一所私立和平國際學校(Internationale 

Friedensschule kÖln)，這所學校因新社區的成立及人口不斷增

加湧進，建商看準了居民子女就學的需要，遂於 2007 年創立此學

校。學校目標是發展成為一所跨宗教、文化的國際學校，並以發

展學生潛能、和平相處、四海一家為學校的願景。當我們 10:40

抵達學校門口時，學校校長、各部門主管及行政經理都在門口歡

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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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和平學校計有小學部、文理中學部及國際部三個部門，

目前學生有 560 位，教師 130 名。國際部的學生用英文上課，文

理中學部則跳脫傳統，除德文外，至少修習兩種語文；文理中學

部學生可以視需求從國際部轉到文理中學部，反之亦然。學生於

12 年級畢業時，需參加 Abitur 考試，做為繼續升大學申請的依

據。 

這所學校特別重視母語(德文)教學，小學每班甚至安排兩位

德文老師，學生學習的課程較一般學校多出 10%--15%，在當地已

逐漸建立好的辦學績效口碑。另外，值得我們學習借鏡的是，學

校因學生宗教多元，無法滿足各式各樣的宗教上的禁忌，學校營

養午餐遂統一供應素食，不允許學生帶午餐到校，學校負責行政

的主管說，吃素食可以養成學生營養、健康、保健等概念，大夥

們亦一起品嚐學校中午提供的素食午餐，雖然菜色不多，事實證

明，是一道營養可口又健康的午餐。 

學校當局亦禁學生使用網路(除了上課需求)，該主管幽默地

表示，天助學校，因該區屬新開發地段，所以網路訊號較弱，學

生使用 wi-fi 就較不方便，雖然該主管這樣說，但隱約可看見網

路、手機在校園的濫用，未來將是校園學生生活管理必須面對的

一大課題。 

另外，利用午餐閒聊的時候，打聽這裡老師的薪資待遇，該

行政主管說，這裡老師平均薪水待遇，每月約 4000-5000(稅前)

歐元。這所私立學校算是科隆地區最多元且國際化的學校，以這

樣的薪資，已經算是不錯，所以教師流動率很少。 

大夥們利用午餐休息時間參觀校舍，學校規畫許多小型的教

師討論或會議的空間，許多老師三五個聚在一起，就在討論他們

專業社群的活動或計畫，感覺每個都相當敬業投入。這種現象在

臺灣的傳統學校，似乎比較少見。 

 下午 13:40，趕往科隆教堂參訪。導覽過程由一位具中國血

統的德國人衛先生擔任解說。科隆教堂聳入雲霄，是唯一在第二

次世界大戰期間，未受戰爭波及，能完整保存下來的中古世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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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堂。科隆大教堂已經建造了 632 年，到現在科隆政府每年固定

提撥 600 萬歐元，在做教堂維修的工作。德國人在做古蹟文物的

保存方面，所投入的精神與經費，值得我們學習效法。從科隆教

堂內部的裝修、人物典故及宗教藝術品的來龍去脈，衛先生都給

我們上了寶貴的一課。 

  

參訪和平國際學校 參訪團於和平國際學校合影 

  

吳麗卿校長贈送中山女高紀念品 具設計感的嶄新校舍 

  

衛先生進行科隆教堂中文導覽 科隆大教堂內雄偉的彩色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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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參訪聖貞中學 

    本次參訪團除了拜訪個文教機構外，還有一個重大的任務，

就是國立鳳山高中與北威州聖貞中學進行姊妹校的締約典禮。 

    聖貞中學與鳳山高中師生已於今年進行第一次接觸，聖貞中

學的學生預計明年 3 月將至臺灣參訪鳳山高中，鳳山高中除積極

安排落地接待，並已著手安排各項文化及語言課程，希望帶給聖

貞中學的學生一個妹好的回憶。 

    聖貞中學中文教師為來自臺灣的鄭月珍老師，她熱情且積極

的態度，獲得聖貞中學師生的肯定，並將中文列為畢業會考的學

科之一，近年透過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和臺北歌德學院的牽線與協

助，也積極促成臺灣及德國學生的交流活動，因此能與臺灣

PASCH夥伴學校之一的鳳山高中締結姊妹校，鄭老師居功厥偉。 

    在鳳山高中陳龔聲校長的支持之下，時任鳳山高中教務主任

的臺南女中鄭文儀校長也積極的與鄭老師相互聯繫，因此促成了

此一「良緣」，而適逢本次參訪團到訪，在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

育署王承先副署長及教育部遲耀宗參事的見證之下，聖貞中學與

鳳山高中除了交換雙方紀念品，也簽訂了書面的合作備忘錄

（mou），為雙方教育合作留下完美且值得紀念的一刻。 

    聖貞中學校長 Lothar Josten 在致詞中提到，除了感謝臺灣

參訪團不辭千里到達聖貞中學外，更感謝教育部及臺北歌德學院

的協助，使得他們的學生得以擴展國際視野，更了解亞洲及臺

灣，希望將來能持續的辦理雙方交流活動。另外也感謝鄭月珍老

師長久的努力，才能使得雙方締結姊妹校。 

    鄭月珍老師也介紹了德國的中學課程教學現況，全德國目前

有 3125 所文理中學，其中有中文學科（Abitur Fach）的有 72

所，聖貞中學所在的北威州（北萊茵 -威斯伐倫聯邦州

Nordrhein-Westfalen）有 625 所公私立文理中學，其中的 24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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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中文納入正式課程的第三外語，相較於首都柏林的 12 所，中

文教育在北威州則是相當盛行。 

    在德國，無論是在哪個聯邦州，中學教師必須具備可教授 2

門學科的教師資格，在這也是臺灣華語教師在德國教授中文的一

大困難，因為除了華語教師資格外，必須再具備第 2 項教學專

業。而要在德國取得華語教師資格，可以在哥庭根大學、波鴻魯

爾大學或圖賓根大學進修，但華語師資培訓考核則唯有巴登符騰

堡州、柏林州與北威州，經過 2 年的培訓與實習及另一專業科目

的考核後，才能取得正式教師資格。 

    另外，鄭老師表示希望能取得更多的正體中文教材，王副署

長馬上以通訊軟體請國教署同仁協助鄭老師，希望能提供鄭老師

更多支持與資源。 

  

聖貞中學校長 Lothar Josten致詞 聖貞中學與鳳山高中簽訂姊妹校 

  

聖貞中學中文教師鄭月珍老師介紹中

文教學 

參訪團與聖貞中學師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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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參觀 Hueber Verlag 出版社 

Hueber Verlag 出版社是全世界最專業的德語教學教科書出

版商，他們是獨資的家族企業，歷史悠久，1955 年便出版第一本

專門教授外國人德語的教科書，是他們現在成功成為德語教材權

威的基礎，現今此本教科書成為他們極具紀念價值的非賣品，也

是鼓勵他們繼續努力的代表。而除了在這個地方外，慕尼黑另有

約 130位員工在其他不同的地點工作。 

目前除了實體的書本及教材外，每一種教科書都有電子版及

線上版，他們清楚的知道，電子書籍是未來出版業的趨勢，唯有

跟上趨勢、超越趨勢才能不被潮流所淘汰。 

另外他們也鼓勵世界各地使用他們教材的德語教師持續的提

供建議及回饋，甚至回報修正意見。 

目前臺北歌德學院提供 PASCH 夥伴學校及歌德課堂計畫學校

的教科書，全數來自於 Hueber Verlag 出版社，所以他們非常重

視此次參訪團的到訪，以他們非常重視此次參訪團的到訪除了他

們非常重視此次參訪團的到訪了解臺灣德語教學現況外，也希望

透過此次參訪能讓各位校長了解他們教科書的研發現況。 

他們也介紹目前最新的 best friends 系列的德語教科書，

此系列以幾位德國學生為主角，主題式的介紹生活用語，希望學

生能以熟悉的主角產生認同，並可將所學運用於日常生活之中。

他們也研發最新的 app，手機配合課本可產生實際的發音跟影

像，十分有趣及實用。 

  



19 

 

 

 

Hueber出版社 Ulrike Schuster小姐進行簡報 

  

Ulrike Schuster介紹德文教科書 南科實中林坤燦校長與 Schuster小姐

合影 

  

王承先副署長與 Schuster小姐交換意

見 

參訪團成員與出版社人員合影 

 

      八、參訪慕尼黑 St. Anna-Gymnasium 聖安娜文理高中 

德國慕尼黑聖安娜市立文理中學自 1912 年創校成立迄今已

有 102 年 歷 史 ， St.AnnaGymnasium

（http://www.sag.musin.de/）座落在慕尼黑市中心。慕尼黑的

公立學校分為巴伐利亞州立及市立兩類，該校為慕尼黑市立學

校，但其課程計畫仍需經巴伐利亞州核可。目前學生約有 750 位

學生，80 位教師中男性約佔 1/3，女性約佔 2/3，學校有一個語

言部門及自然科學-技術部門。在德國文理中學的學生資質與家

庭社經地位普遍較高，因此比較容易申請進入大學接受高等教

育。聖安娜文理中學德國第一所將漢語納入選修課程的文理中

http://www.sag.musin.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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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學校自 1965 年起（截自目前已有約 50 年的歷史）教授漢

語，第一位在校教授中文的老師已經 90 多歲。學校自 2012 年開

始提供 10 年級以上學生中文第三外語課程，每周上 4 節課，學

生學習中文字及練習日常生活對話，並認識中國文學、歷史與文

化，是慕尼黑最早將漢語列為第三外語中學，目前已將漢語列入

第三或第四外語且自 8 年級開始實施。該校第一外語為英文，第

二外語為法文或拉丁文。 

聖安娜中學辦學深受肯定，學生來自於附近約 2 公里內的家

庭，畢業考試（Abitur）有 5 科，分別是數學、德語、外語、自

然科學及人文科學。 

當日原本安排中文教學作為參觀重點，但中文教師臨時生

病，因此改為由校長先簡介，再由已參訪過中國的高年級選修中

文學生與參訪團成員交流，而在對談當中，他們的中文聽說能力

皆讓臺灣校長稱讚不已，並邀請同學參訪台臺，而學生也表達有

參訪意願。 

因此，南科實中、臺南女中與文山高中亦向臺北歌德學院表

達，若可邀請該校師生來臺參訪，此三所學校願意共同以聯盟方

式接待他們，除了增加臺德雙方交流，並讓德國學生更加瞭解臺

灣之外，也可讓提升臺灣學生修讀德語的意願與興趣。 

  

聖安娜高中校長致詞 聖安娜高中學生與參訪團對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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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安娜學生以中文回答問題 聖安娜學生以中文回答問題 

  

聖安娜高中校園一角 聖安娜高中校園一角 

 

      九、參訪歌德學院總部 

歌德學院（GI）是全球性德國文化機構，推廣德語，提供關

於德國的文化、社會和政治生活等相關訊息，並和其它國家進行

文化交流與合作，具有半官方之性質。歌德學院有三大目標：

（一）在國外推廣德語（二）推動國際文化合作與交流（三）透

過關於德國文化、社會和政治生活等訊息的提供，傳達全面性的

德國圖像。 

而歌德學院積極於全球推動「PASCH 夥伴學校計畫」（學校：

塑造未來的夥伴），而 PASCH 計畫是 60 年前由一群喜好德語教學

者組成。全球現有 532 個 PASCH 夥伴學校，在臺灣有 5 所，中國

大陸有 49 所。臺北歌德學院為擴大該計畫的參與學校與學生，特

於今年另與多所學校簽訂歌德課堂計畫，將多所近年致力於德語

教育與德國文化交流的學校納入其中，以 PASCH 的規格提供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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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 

他們提到一項有趣的統計數字，中國 2008 年曾統計過 10 大

最好找工作的 10 大專業科目，德語為第 9 位、中文為第 10 位，

目前世界上已有約一千三百萬的外國人在學習德語，因此他們認

為具有此兩語言專長的學生，將在未來具有相當的競爭優勢，尤

其是臺灣及中國的學生。他們尤其感謝臺灣學校的支持，往後若

需要歌德學院協助，請盡量透過臺北歌德學院代為轉達。 

目前全世界約有 2000 位德語教師參加歌德線上培訓課程，每

年約 1900 位德語教師由各地歌德學院推薦至德國參與培訓。目前

歌德學院積極推廣線上課程，其參與對象除德語教師外，更可擴

大至大學生、歌德學院工作人員、無德文基礎背景的教育人員，

但為確保培訓品質，歌德積極開發教材、培養種子教師，另也希

望能提昇歌德學院工作人員之工作與服務品質。 

而王承先副署長也提到，希望歌德能夠在臺灣多設服務據

點，將其服務擴大地區，另外希望能與歌德在技職.教育上多加合

作，例如教育部希望能將高職獲得金手獎學生送至德國實習，希

望在這部份能有更多對臺合作之機會。 

  

歌德學院代表以中文介紹歌德學院 王承先副署長及遲參事與歌德代表討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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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承先副署長及遲參事贈送紀念品 介紹歌德相關服務業務 

      十、參觀寶馬汽車 (BMW)展示中心 

BMW 是巴伐利亞引擎製造廠 Bayerische Motoren Werke 的縮

寫，全球知名的 BMW 標誌除了形狀是代表戰機螺旋槳外（BMW 早

期製造飛機），藍白顏色正是巴伐利亞州州旗傳統的顏色。從慕

尼黑奧運公園就可看到外觀模擬四汽缸引擎，高 101 公尺造型獨

特的 BMW 大廈，它是奧地利著名建築師卡爾‧施旺哲(Karl  

Schwanzer) 所設計，1972 年慕尼黑奧運時落成啟用的慕尼黑地

標。 

在這裡開放參觀有三項設備：BMW Welt 展示兼交車中心、

BMW 生產工廠及 BMW 博物館，因為漢莎航空罷工導致本次參訪時

間縮短，因此我們僅能參觀展示中心。 

本區主要展示 BMW 重型機車（二樓）及各款式經典汽車（一

樓），並供大家拍照及試乘，現場更有試開體驗的部份，展示一

部部價值昂貴精美豪華座車，即使沒辦法購買昂貴的 BMW 車輛，

但在這裡隨時可打開車門進去坐坐，過過乾癮也是一種滿足。 

而展示中心內所附設的紀念品店，更是愛車人士的天堂，不

僅展示各種模型，裡面也有各類 BMW 的衣物、玩具及各類生活用

品，雖然不見得買得起昂貴名車，但到了這裡，也可以購買最新

款的車輛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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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MW大樓及展示中心 展示中心門口各種歡迎語言 

  

展示車輛 展示中心 

  

經典車輛 展示中心 

  

試乘及交車中心 展示各種賽車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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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心得 

一、推動語言，才能推廣文化—德國對推動語言與文化的用心與投入 

語言是接觸文化的開始，德國外交部為了推廣德國文化及德

語，委託歌德學院及其他民間組織舉辦全球性「未來的夥伴：中

小學校」計劃，計畫透過連結一千所學校，讓德國境外的德國學

校以及有提供大小語言學位證書(Deutsche Sprachdiplom)的學校

組合成一個完整的互動網絡。同時，並進一步擴大學校間的合

作，讓德語能成為各國正式教育體制中的外語科目。 

就文化而言，了解並認識一國的文化須從學習其語言開始，

德國外交部與歌德學院的合作模式，就長期而言，讓外國學生從

接觸德語教育中，可以逐步認識德國文化、作為與思想，對德國

在外交、經濟、文化、教育上都會有其潛在的優勢。而就短期而

言，則可增加德國留學生及觀光產值。 

   二、他山之石，可以攻錯，借重德國經驗，發揚台灣文化 

透過德國全球性「未來的夥伴：中小學校」計劃的實施，讓

我們也可以思考，應以何種方式將臺灣豐厚的文化內涵加以推

廣，以讓更多人可以認識並發掘臺灣文化的意涵。 

從參訪慕尼黑聖安娜及聖貞中學的過程中可以發現，國外學

生在中文學習的選擇上以簡體中文為主，臺灣近年來雖然積極推

動華語文教學，但所化的課程及教科書皆以正體中文撰寫，雖然

其中融合多種價值：如傳統意義與藝術，但就學習的立即效益而

言，仍略遜於簡體中文，因此，如何透過有計畫的方式，並規模

地推動臺灣文化，是我們必須面臨的重要課題。 

   三、從傳統中創新--教育改革非一味盲從 

德國是全世界獲得諾貝爾獎最多的國家，然而其 PISA 的成績

卻非前段班，不免令人好奇，德國是如何從不被看好中做到好？

或許這與它們著重學生適性發展有關，從訪問行程中我們可以發

現，德國重視技職教育的發展，並強調將學生所學實際應用在生

活中，他們的教育目的不在傳授過多的艱澀理論，而是希望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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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具備一技之長，因此，他們進行早期分流的教育體制，讓學

生可以依據其個人特質，在學習的過程中，找到適合自己的路，

是以，德國不僅發展出令人稱羨的技職教育，在研究領域亦能維

持高水準的成果產出。 

因此，時值面對十二年國教改革的臺灣，在教育改革的路途

上應何去何從。或許，德國的發展經驗提供我們良好的借鏡，臺

灣過去可以發展出經濟奇蹟，基礎勞動人口扮演相當關鍵與重要

的角色。在面對教育改革的當下，我們更應認真思考教育的本質

與其重要性，找出對我們發展真正有利的方向。教育是國家競爭

力的基礎，有健全的教育才能造就堅強的孩子，孩子強了，我們

的未來也就更加光明有希望。 

 

陸、建議 

落實第二外國語言學習，幫孩子開啟另外一扇窗。 

「英文是基礎，二外是優勢。」這是教育部第二外語中心的

響亮口號，語言是工具學科，若能好好學習使用，必能為孩子開

啟另一扇窗。 

在德國教育制度中，Abitur 就是高中畢業考，在考試過程

中，學校提供學生多元選擇考科的權利，鼓勵學生進行多元學

習，這與我國所推廣的適性學習、適性揚才的目標實有異曲同工

之妙。 

或許，也因為德國的地緣關係，國與國間陸地相連且多元的

歐洲環境，使學生對於外文學習更有動力也趨之若騖。在歐洲，

國與國之間的互動頻繁，加上申根公約所提供的便捷性，歐洲人

民不僅可以也需要用到不同的國家語言，才能提升自己的競爭

力，而透過不同語言的學習，他們不僅可以和歐洲區域的人交朋

友，也可以和全世界交朋友。 

臺灣雖屬島嶼國家，在地形上相對封閉，然而，因為經濟的

發達與國際貿易的盛行，臺灣與世界各國的交流亦屬頻仍，不同



27 

 

 

 

國家語言的學習對臺灣人民而言，亦屬相當重要，然而，也因為

地緣的關係，讓我們大部分人民與其他國家接觸與交流的機會相

對較少，再加上升學制度的枷鎖，讓我國學生對於語言的學習，

尤其是第二外國語的學習，在成效上似乎略顯不足。然而，語言

是與世界接軌的鑰匙，擁有這把鑰匙，我們孩子的世界將更為寬

廣，孩子的世界也是臺灣未來的世界。 

在新課綱中第二外語選修課程雖以顯示其重要性，然而，卻

仍缺乏積極而有效的宣導與配套策略，因此，建議教育主管機關

應辦理相關會議，除了研議第二外語師資認證，以充實高中第二

外語師資之外，亦應考慮相關法規的鬆綁措施，例如，「就業服

務法第五十條」及「雇主聘僱外國人許可及管理辦法」的相關規

定，以解決第二外語師資缺乏的問題，同時，也可以讓國內學生

接受更為道地的語言環境，此外，更可研議將第二外語向下扎根

至國中階段辦理的可行性，並透過特色招生或相關升學配套措

施，如優先免試等作為，讓我國的第二外語學習可以打下良好基

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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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附件  

附件一：德國參訪邀請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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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留學生申請工作許可相關法規 

依就業服務法第五十條及雇主聘僱外國人許可及管理辦法第三十

條、第三十一條、第三依十三條、第三十四條、第三十五條規

定： 

 

就業服務法第五十條 

雇主聘僱下列學生從事工作，得不受第四十六條第一項規定之限

制；其工作時間除寒暑假外，每星期最長為十六小時： 

一、就讀於公立或已立案私立大專校院之外國留學生。 

二、就讀於公立或已立案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之僑生及其他華

裔學生。 

 

   雇主聘僱外國人許可及管理辦法 

第 四 章 第三類外國人聘僱許可之申請 

第 30 條  本法第五十條第一款之外國留學生，應符合外國學生

來臺就學辦法規定之外國學生身分。 

第 31 條  前條外國留學生正式入學修習科、系、所課程一學期

或語言課程一年以上 

，成績優良，且經就讀學校認定具下列事實之一者，

得從事與其所修習課 

程與語言有關之工作： 

一、其財力無法繼續維持其學業及生活，並能提出具

體證明。 

二、就讀學校之教學研究單位須外國留學生協助參與

工作。 

三、與本身修習課程有關，須從事校外實習。 

外國留學生符合下列資格之一者，不受前項規定之限

制： 

一、具特殊語文專長，並經教育部專案核准，入學後

得於各大專校院附設 

    語文中心或外國在華文教機構附設之語文中心兼

任外國語文教師。 

二、就讀研究所，並經就讀學校同意從事與修習課業

有關之研究工作。 

第 32 條  本法第五十條第二款之僑生，應符合僑生回國就學及

輔導辦法規定之學生 

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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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法第五十條第二款之華裔學生，應符合香港澳門居

民來臺就學辦法規定之學生身分。 

第 33 條  第三類外國人申請工作許可，應備下列文件： 

一、申請書。 

二、學生證影本。 

三、就讀學校或其附設之語文教學機構出具之同意書

正本。 

四、最近一學期之成績證明或語言課程全年之成績

單。但外國留學生符合第三十一條第二項規定者，免

附。 

五、審查費收據正本。 

六、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文件。 

外國留學生除檢附前項文件外，另應檢附第三十一條

第一項各款之相關證 

明文件或特殊語文專長證明。 

第 34 條  第三類外國人之工作許可有效期間最長為六個月。 

前項許可工作之外國人，其工作時間除寒暑假外，每

星期最長為十六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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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德國學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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