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里昂·格莱恩博士、副教授 

德语作为外语/德语作为第二语言硕士点负责人 
 
   学术经历 
 
教育经历 
美因茨大学硕士（比较语言学、教育学、美国语言文学） 

1990年10月23日通过结业考试；论文题目：日本的文字和语言发展 

 
美因茨大学博士（比较语言学、成人教育、美国语言文学） 

1998年1月27日；论文题目：德语和日语中的句子连接手段比较研究；荣获1998年美因茨大学

优秀论文奖 

 
明斯特大学（2006年）：教授资格（获一般语言学和比较语言学双重任教资格） 

教授资格论文题目：语言比较中的交际语法：德语和日语中指令和拒绝的言语行为顺序 

 
美因茨大学（2010年）：以考试/论文拓展任教资格领域 
题目：自我意识及其在教师培训中的作用 

 
工作经历 

 

1989 – 1992 美因茨大学科研助理、助教（日本研究） 

1992 - 2005 美因茨大学学术雇员（比较语言学） 
2006 - 2009 明斯特大学一般语言学专业代理教授（半职） 
2005-2010 美因茨大学专任教师，德语作为外语学院 
2011 美因茨大学学术顾问、高级顾问；德语作为外语/德语作为第二语言硕

士点负责人 

 
现任职位：高级顾问，德语作为外语/德语作为第二语言硕士点负责人 

 
研究兴趣 
跨文化交际；对话研究；神经生物学角度的学习研究；德语作为第二语言；在线学习 

 
研究领域 
刚完成一项对学习风格的研究（详见著作清单） 

移民和金融界研究（详见著作清单） 
价值和价值传递/跨文学学习 

学习和在线媒体（详见著作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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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清单（2016年起代表性论文） 
 
（即将出版）每种语言都能带来收获：多语种的优势，布拉迪斯拉法教育局。 

（即将出版）老年人的外语学习方法，载：沃尔夫冈·哈勒特，弗兰克·G·柯尼

希斯，海伦娜·马丁内兹（主编），外语教学方法手册，塞尔兹：柯莱特·卡尔迈

耶出版社。 

（同行评审中）：德语作为外语/德语作为第二语言中的教师培训——语言类型

学在教师培训中的作用，载：多语化和语言教学，纳尔出版社。 

（准备中）德语和日语中的论证方式对比，载：D·赖曼等（主编）：欧洲语言对

比，施普林格出版社。 

（2020年）语言课程骤然转战线上：新冠疫情前后的在线学习，歌德学院，链接： 
https://www.goethe.de/de/spr/mag/21927962.html 

（2020年）设计在线互动语言课程：实用工具和使用建议，歌德学院，链接： 
https://www.goethe.de/de/spr/mag/21929056.html 

（2020年）波特格&桑巴尼斯《聚焦证据：介于外语教学法和神经科学之间的网络》

书评，外语教学，第49卷（2020年第1期，141-143页）。 

（2019年，与托马斯·施特拉瑟合作）神经生物学和外语教学法视角下的数字媒体辅助

学习，获歌德学院萨格勒布分院推荐，7-15页。 

（2019年，与托马斯·施特拉瑟、米兰·马蒂耶维奇、达米尔·维利奇和蔡里卡·克内

兹维奇合作）德语作为外语课堂中的媒体辅助教学建议，25-26页。 

（2019年）外语学习方法？——将学习风格和影响因素作为专业能力考量，载：克里

斯蒂安娜·马里奥·艾施（主编）：德语作为外语/德语作为第二语言中的能力，柏林：

弗朗克&蒂莫出版社，69-101页。 

（2019年）德语作为外语教师的跨文化能力——游戏式的对话和多元化集体，载：克

里斯蒂安娜·马里奥·艾施（主编）：德语作为外语/德语作为第二语言中的能力，柏

林：弗朗克&蒂莫出版社，125-142页。 

（2019年）混合式学习理念最新研究现状，波恩：德国业余大学联盟， 混合式学习。  

（2019年）高校语言能力提升——以美因茨大学《哲学方向学习指南》为例，载：卡

特琳·雷吉尔等（主编）：高校教学中语言能力提升的创新方法，威斯巴登：施普林

格出版社。 

（2019年）写作中的错误更正：影响研究，链接：

https://blog.hueber.de/korrigieren-oder-nicht- korrigieren/ 
Schriftliche_Fehlerkorrektur 

（2018年，与R·哈普，M·佛斯特，A·K·布尔特曼合作）青少年个人理财知识

和移民背景相关性评估中语言水平评价的重要性，实证教学法，2018年第32卷，

第3/4期，329-347页。 

（2018年）老年人的语言学习——一项实证研究，2017年国际德语学习者和德语教

师大会论文集，柏林：埃里希·施密特出版社，链接： https://www.esv.info/978-3-
503-18163-6。 

https://www.goethe.de/de/spr/mag/21927962.html
https://www.goethe.de/de/spr/mag/21929056.html
https://www.vhs-lernportal.de/wws/9.php%23/wws/unterrichtsmaterial-deutschkurse.php
https://blog.hueber.de/korrigieren-oder-nicht-korrigieren/
https://blog.hueber.de/korrigieren-oder-nicht-korrigieren/
https://blog.hueber.de/korrigieren-oder-nicht-korrigieren/
https://marionneurodidaktik.files.wordpress.com/2019/02/schriftliche_fehlerkorrektur_marion_grein.pdf
https://www.esv.info/978-3-503-18163-6
https://www.esv.info/978-3-503-181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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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混合游戏模式和多元化集体，载：国际语言和语言学杂志，第5卷，第4期，

链接：http://www.ijllnet.com/。 

（2018年）法扎德·沙里非安《文化语言学》（阿姆斯特丹/费城：约翰·本杰明

出版社）书评，载：语言和对话，阿姆斯特丹：约翰·本杰明出版社，328-330页。 

（2018年）语言教学进展：从能力评价到对话中的表现能力评价，载：艾达·魏甘德

&伊斯特凡·克什克斯（主编）：从语用学到对话理论，阿姆斯特丹： 约翰·本杰明

出版社。 

（2018年）外语教学——整合模式vs混合游戏模式，《语言和对话》特刊：整

合·对话，R·萨福特乌和A·帕布勒主编，第18卷第1期，阿姆斯特丹：约

翰·本杰明出版社，5-20页。 

（2017年）神经生物学视角下的学习：学习经历和学习风格的作用——以克罗地

亚的目标群体为例，克罗地亚德语教师协会简报，ISSN：1332-2834，第25卷，

第48/49期，2016年，克罗地亚德语教师协会主编，萨格勒布，11-20页。 

（2017年）：美因茨大学以能力为导向的德语作为外语培训，载：玛蒂娜·贝尔&萨宾

娜·索波特（主编）：教育是一个完整育人的过程：完整教学、口译研究和其他，柏林：

弗朗克&蒂莫出版社，231-247页。 

（2017年）：情感，理性与人脑，载：劳特里奇语言和对话手册，纽约/伦敦：劳特里

奇出版社，277-293页。 

（2017年）：文化如何影响语言和对话性，载：劳特里奇语言和对话手册，纽约/伦敦：

劳特里奇出版社，347-366页。 

（2017年）跨文化研究中的混合游戏模式，载：马里奥·格莱恩&玛利亚·艾施（主编）：

德语作为外语课堂中的新方法，第3卷，美因茨：名媛出版社（学术专辑系列），第23-

37页。 

（2016年）九岁以上年龄段的价值和价值传递，慕尼黑：胡伯尔出版社，

链接：https://www.hueber.de/seite/pg_werte_spn。 
 
（2016年）成人教育中的语言教学，载：外语课堂手册，卡尔-理查德·鲍施、汉斯-于

根·克鲁姆、艾娃·布维茨-梅尔泽和格利特·梅尔霍恩主编，第六次完整修订版，

A·弗兰克出版社，70-74页。 
 

会议报告（2017-2019年，精选） 
 

03/2017 德语教师日，布达佩斯 

04/2017 墨西哥德语教师大会开场报告，墨西哥 

07/2017 2017年国际德语学习者和德语教师大会，瑞士弗莱堡（详见著作清单） 

09/2017 歌德学院韩国首尔分院，韩国德语教师联盟 

10/2017 歌德学院日本东京分院 

南山大学，日本名古屋 

http://www.ijllnet.com/
http://www.hueber.de/seite/pg_werte_sp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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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017 柏林融合大会，开场报告 

10/2017 国际档案员、图书馆员和版画修复师大会，意大利博洛尼亚 

10/2017 歌德学院瑞典哥特堡分院 

11/2017 东南欧的数字、跨文化和项目大会，作关于数字媒体的开场报告，克罗地
亚萨格勒布 

11/2017 歌德学院捷克布拉格分院 

12/2017 作关于数字媒体的开场报告，希腊塞萨洛尼基大学 

01/2018 斯图加特大学，报告内容：对话研究视角下的误解 

02/2018 印度新德里德语教师大会，开场报告 

03/2018 意大利罗韦雷托国家继续教育中心，语言节系列报告 

04/2018 埃尔朗根大学，报告内容：数字媒体辅助学习 

05/2018 摩尔多瓦基希讷乌德语教师大会开场报告 

06/2018 外国德语学校全球大会工作坊 

06/2018 慕尼黑工业大学，报告内容：学习和神经生物学 

07/2018 巴西德语教师大会开场报告 

08/2018 墨西哥德语教师大会开场报告 

09/2018 雅典德语学校，开场报告 

09/2018 奥地利蒂罗尔快乐教育协会，报告内容：价值传递，厌学问题等 
 

10/2018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德语教师大会开场报告 

11/2018 西班牙外语研究大会开场报告，蒙特雷科技大学 

02/2019 柏林价值与生活基金会全体报告 

02/2019 柏林语言工作协会全体报告（可在youtube上观看） 

03/2019 波尔图德语教师大会开场报告，报告内容：学习和学习风格 

05/2019 马尔堡大学研讨课(德语作为外语) 

05/2019 美因茨移民委员会全体报告 

05/2019 布拉迪斯拉发教育部全体报告 

06/2019 汉堡塞万提斯学院全体报告 

07/2019 莱比锡国际德语教师联盟全体报告 

09/2019 安第斯山脉大会开场报告，哥伦比亚波哥大 

11/2019 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德语教师大会开场报告 

11/2019 克罗地亚萨格勒布教育局全体报告 

11/2019 捷克布拉格教育局全体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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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019 为欧洲外语中心/格拉茨欧洲委员会提供咨询 

评审经历 
拜罗伊特认可、认证和质量保障机构协会评审专家 

波恩德意志人民学业基金会博士奖学金评审专家 

波恩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学生交换项目评审专家 

慕尼黑胡伯尔出版社咨询专家 

 
国内和国际学术机构任职 
高级研修生考试委员会成员 

国际对话分析委员会理事 

本杰明出版社“对话分析”系列文丛编委 

美因茨大学跨文化研究中心成员（2016-2020年） 

歌德学院语言顾问委员会成员（2016年起）->欧盟欧洲委员会顾问 

 
所获荣誉 
优秀博士论文奖 

优秀教学奖 

 
教学参与和教学重点 
以教学法为重点的常规研讨课： 

• 跨文化交际导论 
• 跨文化训练能力提升 
• 语言和语言教学导论（语言类型学和对比语言学） 
• 文学教学 
• 语言教学研究 
• 德语作为第二语言 
• 职业德语 
• 多媒体和在线学习：在线学习基础 
• 语言学习软件和程序 
• 发音训练 
• 硕士生研讨课 

 
指导毕业论文情况（2015-2019年）：共321篇 

 

2015年本科/硕士论文 79篇 
2015年博士论文 2篇 
2016年本科/硕士论文 65篇 
2016年博士论文 1篇 
2017年硕士论文 42篇 
2017年博士论文 1篇 
2018年硕士论文 67篇 
2018年博士论文 3篇 
2019年硕士论文 61篇 

 
 
指导博士研究生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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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有10名博士研究生 
 
教学资格考试 
本人毕业于教育学和成人教育专业，在多家机构担任教学资格考试考官。 

 
管理经历/机构任职经历 
美因茨大学：教学委员会（已卸任） 

成绩委员会（已卸任） 

空间和建设委员会（已卸任） 

英语和语言学方向本科和硕士专业建设委员会（已卸任） 

成人语言教育学高级研修班委员会（主席，已卸任） 

数据处理参议院委员会（已卸任） 

兼任多家行业委员会委员 

古腾堡教师协会（成员，2010-2016年） 

阿尔法网络项目顾问（与莱茵兰-普法尔茨州教育、科技、继续教育和文化部合作） 

国家融合计划顾问 

 
职业实践 
与多所业余大学直接合作 

与歌德学院直接合作 

与胡伯尔出版社直接合作 

为德国国外学校教育司提供培训 
 
科技转化 
多媒体和高校在线学习模块：指导多所高校（2019年：埃尔朗根大学、慕尼黑大学、因斯

布鲁克大学）语言中心语言教师使用在线学习工具 
在萨格勒布和塞萨洛尼基作关于数字媒体的开场报告（2018年）；在克罗地亚和柏林组织

会议 

为波恩德国业余大学联盟提供混合式学习提供咨询服务 

 
实践项目 
为歌德学院和德国业余大学联盟提供咨询服务（详见上文） 


	学术经历
	研究兴趣
	研究领域
	著作清单（2016年起代表性论文）
	评审经历
	国内和国际学术机构任职
	所获荣誉
	教学参与和教学重点
	指导博士研究生情况
	教学资格考试
	管理经历/机构任职经历
	职业实践
	科技转化
	实践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