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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談論德國，
我們談論些什麼？
台灣文學所 / 吳克威

一九八七年二月，德國達姆工業大學（Technische Universität
Darmstadt）校長——薄默（Rektor Helmut Böhme）親自率隊來
到臺灣與當時的成大校長——夏漢民共同簽署「學術合作協議
書」，開啟了成大與達姆工大三十餘年來的友誼。今年五月，達
姆工大更在雲平大樓七樓設置了「亞洲辦公室」，成為第一個德
國大學在臺設置的辦公室，是成大與德國交流的重要里程碑。
如果這份友誼是一九八七年埋下的種子慢慢發芽，那麼整個八〇
年代都該算是醞釀它的季節，在這三十多年的歲月裡，私下的友
誼、公開的合作互為經緯，將成大與德國的高等教育、產業串連
起來，成為真正彼此影響的夥伴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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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達姆工大代表團來訪成大。

如果在臺南，一場 Stammtisch 及一本「訪客
留言簿」

成大歷史系的王琪教授曾在校刊〈回顧已渡過而立
之年的成大留德同仁定期聚Stammtisch〉一文中寫過
這麼一段回憶，一九八三年時，一群留學德國的成
大老師們想到了當地非常有趣的「Stammtisch」（英
文翻譯為： “ Regular＂ table）傳統，也就是一群人
在特定的時間、地點甚至是餐桌進行的定期聚會，
於是成大老師們組成了在臺南的 Stammtisch，忙裡
偷閒聊聊現在的工作或在德國的生活和回憶。

2015年達姆工大代表團來訪成大。

然而，臺南 Stammtisch 成立的意義遠超過成大留

心主任、臺北德國學 交流資訊中心主任都會在上任

德老師們之間的交流而已，王琪教授寫道：「許

後來臺南參加Stammtisch」。

多來成大參訪的德國學者、大學校長、DAAD

一九八七年成大與達姆工大簽署了「學術合作協議

（德國學術交流總署）的代表們都常是我們的座

書」後，雙方更密切的展開持續性的交流，促使了

上賓，我們有時也特地為 遠道而來的貴客舉行

兩邊的老師頻繁來往，於是，臺南的 Stammtisch 也

所謂 Sonderstammtisch （特地舉行的聚會）。習

開始扮演起彼此之間建立私下情誼的重要角色。

慣上，各系邀請來交流的德國教授都會參加臺南

擁有這樣的基礎，一九九七年成大也在「研究總中

Stammtisch。此外，歷任德國駐台代表、德國文化中

心」下設立了「德國研究中心」，首位中心主任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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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樣的目標下，「德國研究中心」一方面
以電影放映、演講等活動向成大學生介紹德
國文化特色，另一方面積極的和德國在臺協
會、德國學術交流總署等組織合作，真正促
成雙方實質性的文化交流。在文化資產方
面，由於德國在臺協會對於安平區「原德商
東興洋行」（Julius Mannich & Co）的保存
非常關心，德國研究中心在劍橋大飯店得標
後，協助給予建築內裝的建議，努力讓未來
修建完成後，能夠保留德國風味。在學術
1987年成大與達姆工大簽署了「學
術合作協議書」。

交 流 方 面 ， DA A D 十 分 關 心 德 國 學 術 交 流
總署在臺灣的運作，不時會來臺灣關心，
而會議結束後，到臺南參加成大老師們的
Stammtisch，也成為了來訪臺灣的重要行程。

建築系的孫全文教授擔任，並將成立的宗旨定位在

而從二〇〇一年起，德國研究中心也引入了

搜集德語系國家各方面的資訊（如：語言、文化、政

「訪客留言簿」（Gästebuch）這項傳統，讓

治、法律），吸收可以運用在臺灣產業及政府機構的

訪客們寫下感言，紀錄來台交流的心情。這

德國經驗，另一方面也努力促進臺灣各界與德語系國

段交織著私下情感、行政單位彼此合作、交

家的交流。

流的歷史，奠定了成大與德國在未來數十年
開展種種交流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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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與達姆工大重大合作與交流歷史牆。

如果在總圖，一個德國書房

Kowa le wsk i 家族帶著大批藏書逃往東德，晚婚的

成大與德國之間的緣分，不僅來自於校際之間的學

Arnold 教授過世時，Sabina 教授年僅十多歲，在戰

術交流，也來自於臺南在地力量的促成。現任臺北

亂之下與母親、弟弟逃往了波昂，而母親放不下丈

榮民總醫院兒童醫學部兒童心臟科主治醫師、國

夫畢生的收藏，獨自回到東德，以人力車將書籍從

防醫學院臨床教授、陽明大學副教授的陸振翮醫

柏林運了出來。

師，出生於臺南，三十多年前得到德國學術交流總
署的獎學金至德國波昂大學新生兒科攻讀學位，

正因如此，這批書籍的意義不僅在於知識與歷史價

受教於當時剛舉辦完世界新生兒科醫學會的 Sabina

值，也見證了Kowalewski 家族的歷史，於是 Sabina

Kowalewski 教授，成為她第一位來自臺灣的學生。

教授特別重視這批書籍，生前便開始規劃這些書籍

在教授親自教導陸醫師醫學專業、藝術、音樂的過

未來的去處，一部分的書籍，她捐贈給德國當地的

程裡，陸醫師也和 Sabina 教授的家人熟悉起來，在

圖書館，而基於她與臺灣深厚的因緣，在遺囑中指

教授退休後，也特地來到臺灣，並短暫客座於東吳

定將家族的藏書捐贈給臺灣的圖書館，並由陸振翮

大學，與這片土地有了緣分。

醫師、陸詩薇律師父女為繼承人。

Sabina 教授出生自一個知識家族，祖父為侯爵，生

Sabina 教授過世後，陸振翮醫師開始為教授留下了

下了兩位兒子分別成為哲學家及數學家，其中哲學

兩千多本圖書尋找去處，正因為醫師是臺南人，就

家 Arnold 便是 Sabina 教授的父親。Arnold 教授非

讀臺南一中，成為醫生後也曾於臺南榮民醫院服

常喜歡買書，特別是有收藏價值的書籍，像是這次

務，並與成大多位留德教授熟識，最後由台德交流

捐贈給成大的歌德、席勒全集，在當時已經價值

協會促成，將這批書籍典藏於成功大學圖書館，在

不菲的書本。二戰期間，蘇聯紅軍占領柯尼斯堡，

二〇一七年正式開幕成立「德國書房」，書房內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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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姆工大亞洲辦公室＠國立成功大學開幕典禮花絮。

只放置了 Kowalewski 家族的藏書，連書櫃、傢俱都

培訓系統」擁有機械手臂、數據處理系統、自動化

是從 Sabina 教授生前的住所遠渡重洋而來，完成了

設計等設備，最重要的是這套模組開放「核心語言

教授對於這個書房的期望：「一個簡單、舒適、適

（code）」，可以讓學生依照自己的需求設計程式

合閱讀的德式書房」。

語言，來控制機台的運作和製造流程，換句話說，

如果在科技大樓，一個智慧製造創新中心

「mMS4.0 training system－模組化之機電一體培訓
系統」是工業現場實際使用機台的「教學版」。

「德國書房」將當地的文化與歷史帶入成大，2018
年德國知名大廠 BOSCH 「mMS4.0 training system－

成大與 BOSCH 的合作，說明了與德國之間的交流，

模組化之機電一體培訓系統」的引入與「智慧製造

除了學術、情感、文化之外，也隨著世界趨勢的推

創新中心」的設立，則將德國尖端的製造科技帶到

移，在尖端科技上也互相協助共進，成為長久扶持

了成大。

的好夥伴。

「智慧製造創新中心」的設立，因應的是工業 4.0
的趨勢，主要運用感測裝置、網路裝置、大數據
分析、人工智慧等科技，以物聯網讓機器自動溝
通，追蹤生產流程當中的各種數據，並透過分析提
高製造生產力和品質。為了降低學用之間的落差，
成大特別和 BOSCH 合作，一方面公司將隨時提供
德國原廠最新的技術與相關的支援，另一方面，這
套「mMS4.0 training system－模組化之機電一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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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雲平大樓，一個德國大學辦公室
達姆斯塔特工業大學創立於一八七七年，以工程

就成大目前以美國學位為大宗的師資組成而言，

學、自然科學及建築學等聞名於世，而成大從 八〇

「亞洲辦公室」的設立，有助於將德國教育強調實

年代開始與達姆工大建立的友誼，今年又往前邁了

作的那一面帶入成大的教學文化當中，可以造成良

一步，達姆工大校長 Hans Jürgen Prömel 主動向成

性的衝擊。蘇杏芬副組長提到，在做國際化時最大

大提議設置辦公室之規劃並獲支持，故始訂於成大

的困難在於「我們以為的，別人不這麼以為」，因

設置辦公室作為未來在亞洲進行國際合作交流之據

此，將「亞洲辦公室」設置在最主要的行政大樓，

點，達姆工大期望在成大設置辦公室作為未來在亞

方便各單位需要彼此合作的時候，可以當面討論，甚

洲國際合作交流的據點，在雙方緊鑼密 鼓的討論

至未來在發展共同課程時，教務系統可以更有效率的

與籌備下，今年五月定名為「達姆工大亞洲辦公室

給予支援。

＠國立成功大學」的辦公空間，終於 在雲平大樓東
棟七樓南側正式開幕，並且會有德國籍學者進駐，

「達姆工大亞洲辦公室」與成大預計啟動的計畫有

成為德國大學在臺灣駐點的首例。

學生交換、短期授課等學術、科研與文化方面的交
流，而未來則持續往雙學位、研究計畫合作的方向

達姆工大亞洲辦公室設立在成功大學，國際合作組

努力，副國際長陳嘉元副教授說，我們沒有限制學

蘇杏芬副組長認為有遠因也有近因，一九八六年

生要去哪裡，只是盡可能的為學生提供更多良好的

時，達姆工大便邀請了臺灣三所大學到德國開會，

機會，讓學生們做選擇。

隔年薄默校長便來到成大與夏漢民校長簽下「學術
合作協議書」是兩校持續交流的開始，二〇一一年

回顧八〇年代起成大與德國之間交流的總總，以友

時又再次簽署了合作備忘錄，到現在又將在臺灣的

誼作為基底，開展在歷史、學術、產業等面向的合

第一個辦公室設置在成大，代表著達姆工大對於成

作，讓德國的文化真正走入成大校園，激盪出大學

大學術地位以及學生能力的認同，甚至展望成大所

教育的不同可能，往後當我們在成大談論德國，我

培養的人才可以投入到德國的產業當中。

們談論的不再是另一個遙遠的國度，而是在彼此借
鑑的眼光下，望向的另一種未來。

位在雲平大樓東棟七樓南側的達姆工大亞洲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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