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DAAD校友與夥伴們：
雖然2017年即將進入尾聲，但本中心在歲末之際仍將舉辦許多活動，這期電子報我們將報導我們近期的活動
與有關德國學術最新的訊息。部分電子報內容也提供德語版本，您可以直接點選德語標題。 Teile des
Newsletters können Sie auch in Deutsch lesen, folgen Sie einfach dem Link der deutschsprachigen
Überschrift.
如果電子報無法 正常顯示，電子報的大部分內容也可以在本中心網頁來閱讀。

持續與臺灣的大學與機構保持密切聯繫
Hochschulbesuche und Hochschulvorträge
自今年9月起金郁夫博士(Dr. Josef Goldberger) 繼徐言博士(Dr. Stefanie
Eschenlohr)之後 擔任DAAD德國學術交流資訊中心主任。資訊中心團隊繼續致力進
一步加強與臺灣的大學和研究機構的聯繫，金主任於兩個月內已經拜訪了臺灣教育部
和臺灣重要的大學。藉由系列的講座活動、網路討論會和新的網頁，學生和學者們則
有更好的機會可以得到在德國留學、做研究和獎學金的資訊。DAAD臺北德國學術所
期待的不只是有更多的臺灣學生或學者到德國留學或研究，也期望德國學到台灣念書
或做研究的人數可以繼續增加。

2017 臺德科學日
TAIWAN – GERMANY SCIENCE DAY 2017
由臺灣科技部與德國學術交流總署合作的科技部臺德國際合作人員交流 PPP 計畫，
將於今年12月舉辦慶祝成功合作20周年的學術活動：2017 臺德科學日將由DAAD德
國學術交流總署、德國在臺協會、臺灣科技部、臺灣科技大學合作，將
於2017年12月11日於臺灣科技大學舉行。
除了有關臺德兩國的學術概況與研究項目和資金的學術報告外，雙邊項目的報告將會
是重要的焦點。此次學術活動的重要目標是建立臺德雙方合作的新的研究項目，並鞏
固就有的合作計畫。預計將有超過100位學者參加，其中特別歡迎年輕的科學研究者
報名參與。
這次活動邀請的德國和臺灣的學者研究領域重點是複合性材料、電池研究、海洋生物
學、地質學、氣候研究、海洋和海岸工程和計算機工程。歡迎臺灣學者報參加，請點
選活動報名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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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歐洲教育展詢問德國留學的人數創紀錄
Die EEFT 2017 – ein voller Erfolg für Deutschland
10月14、15日在台北花博公園爭豔館舉行的歐洲教育展，有近2,500位學生和家長詢
問留學德國的資訊，創下近年於歐洲教育展詢問留學德國人數的最新紀錄。
DAAD德國學術交流資訊中心除了在展位現場提供資訊外，我們在14日舉辦留學德國
專題講座，提供申請德國學士、碩士、博士入學和獎學金的最新資訊。並在15日特別
邀請留德校友邱皓兮女士參加專題講座，分享她在德國念書、實習、工作的經驗，這
兩場講座都空前爆滿，儘管許多同學還席地而坐，仍是有很多同學無法擠進會場，原
本只有60個座位的座談會場，擠進了近130位同學，大家如此熱烈參與，不難想像留
學德國對台灣的學生來說是具有極大的吸引力。
今年參展的德國學校有世界知名的頂尖理工大學 – 慕尼黑工業大學、知名的古老大學
– 歌廷根大學，這兩所學校都以嚴謹的科學研究著名，培育出許多位諾貝爾獎的科學
家。除此之外，還有多所私立的商管學院來參展，提供以英語授課的商管課程資訊。
德語學習與德國文化傳遞的重要機構 – 台北歌德學院德國文化中心也於會場提供德語
學習的機會。

在北威州和巴登 - 符登堡州的國際學生須繳學費
NRW und BWB verlangen Studiengebühren von internationalen
Studierenden
北萊茵 – 威斯特伐利亞州計畫收取學費以改善教育預算。北威州的聯合執政政府做出
決議，將對歐盟以外的國家的留學生收取每學期1,500歐元的學費。
因此，北威州是繼巴登 – 符騰堡州後，在冬季學期開始對非歐盟學生每學期收
取1,500歐元的學費的第二德國聯邦州。
杜塞爾多夫或斯圖加的州政府並不希望全面收取學費。對來自歐盟國家的學
生，Erasmus項目的學生以及難民，在巴登 – 符騰堡州是不收學費的，新的收費北威
邦政府杜塞爾多夫也是。來自第三國的學生，例如在德國出生的土耳其人，並且有德
國中學學業證書的學生，不需要付學費。
國立大學是否收取學費的問題，取決於大學所在的州政府。德國總共有16個聯邦州，
從2018年冬季開始，兩個聯邦州的國際學生將繳學費。目前，其他聯邦州的所有州立
大學，即使是國際學生也大部分免學費。更多資訊請參考德國明鏡周報。

DAAD協助聯繫三十年的友誼！
Der DAAD konnte helfen!
當德國漢堡工業大學造船系Moustafa Abdel-Maksoud教授寫信詢問DAAD臺北德國
學術交流資訊中心時，其實當時他已經是束手無策了：在三十前當時他還是一位年輕
的DAAD博士獎學金生，他在德國佛萊堡參加密集德語學習課程，在這古老的德國大
學城裡認識來自台灣的另外一位DAAD年輕人，在每天密集的學習課程朝夕相處，兩
人成了好朋友。當年Abdel-Maksoud教授承諾，如果有朝一日有機會來台灣，他一定
會去拜訪他。三個月的超密集德語課程後，年輕的埃及工程師與年輕的臺灣生物學者
也回到各自的大學，開始博士生的研究。三十年後這位漢堡大學的教授收到邀請函，
將來臺灣參加學術會議，這將是他第一次造訪臺灣，當然也想起了他三十年前與好友
與承諾。但經過多年已失去聯繫方式，他只能拼出老友的名字：Kuo Shu-Shyang。
但很幸運地，熱心的董佩蘭女士憑藉著對郭書祥博士一面之緣的印象，在DAAD龐大
資料庫中找到了聯繫方式，經由DAAD的協助Abdel-Maksoud教授這趟臺灣之旅，不
但參加了重要的國際會議，更鞏固了這三十年的友誼繼續延續。當年年輕的生物學博
士獎學金生郭書祥，現今已是成功的蘭花培育專家，並將這美麗的花朵出口到全世
界。兩位DAAD的校友來到DAAD臺北德國學術交流資訊中心，感謝協助他們可以
再次相聚。對DAAD臺北來說，這是令人欣喜的時刻，DAAD無遠弗屆的網絡聯繫
著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正實踐了DAAD的核心工作任務。

獎學金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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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DAAD暑期課程獎學金已開始收件，申請截止日期: 2017年12月1日。詳細資訊
請參考DAAD網頁說明。
■ DAAD-MoST 研究生暑期研究計畫， 申請接截止日期: 2018年1月31日。詳細資訊
請參考科技部網頁說明。
■ 其他獎學金項目請參考本中心網頁獎學金查詢資料庫。

DAAD 臺北德國學術交流資訊中心新網頁
Herzlich Willkommen auf der neuen Webseite des IC-Taipeh
DAAD臺北德國學術交流資訊中心誠摯歡迎您來到我們新的網站。我們期待在這裡可
以提供您更多有關留學德國或是與臺灣學術合作的機會。我們希望您會喜歡新網頁的
設計和功能，您可以在此查詢到有關留學德國或在德國做研究的重要資訊！現在就開
始搜尋：www.daad.org.tw

德國大學招生廣告
Freie Universität Berlin International Summer and Winter University
(FUBiS)
FUBiS is an intensive academic program through which students can earn credits
that may be counted toward their degrees at their home institutions. FUBiS sessions
run for 3 to 6 weeks taking place both in summer and winter. Students can choose
between subject classes (mostly taught in English) and German language courses.
Field trips within Berlin are an integral part of every course.

Interested students can choose from around 50 study programs in
Magdeburg and Stendal. Around 130 professors guarantee a very good
staff-to-student contact ratio.
We offer unique degree programs in Germany as well as application- and transferoriented research.
Choose your field of study among:
- Social Work, Health and Media
- Engineering and Industrial Design
- Water, Environment, Construction and Safety
- Applied Human Sciences
- Economics
Interdisciplinarity and practical relevance (e.g. internships) are an integral part of
all courses and linked to our focus of applied sciences and Employability. The range
of courses includes campus-based as well as distance learning and continuing
education programs. Start your career at http://bit.ly/h2_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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