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愈來愈受到國際留學生的歡迎。根據ICEF Monitor的報告，2017年在德國留學的國際學生已經達到35萬名，其中台灣
學生人數也不斷增加。每年5月開始則是台灣學生申請德國留學簽證的旺季，許多同學在辦理留學簽證遇到問題時卻又苦無
諮詢管道，因此我們特別邀請德國在台協會簽證組，於4月18日舉辦德國留學簽證說明會，針對辦理簽證時須注意的事項以
及大家的問題來做說明。當天約有140位學生與家長參加，座無虛席，當天的活動我們已請攝影師錄影，將製作成影片，於
本中網頁與Youtube提供點閱。為了考量中南部的同學未能來台北參加講座活動，因此我們也策畫一系列的線上講座，提供
線上留學德國資訊與留學德國簽證說明，同時也提供線上即時諮詢問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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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國際及兩岸教育司畢司長訪談
Interview mit Generaldirektor Andy Cheu-An Bi
DAAD德國學術交流資訊中心金郁夫主任於今年一月專訪教育部國際及兩岸教育司畢
祖安司長，談論臺灣與德國的學術交流概況，畢司長並對臺灣高等教育政策與其國際
化戰略作說明。更多資訊請參考網頁連結....

德台友誼獎章頒贈典禮
Verleihung der Freundschaftsmedaille des Deutschen Instituts
2018年4月19日晚上，在歡欣隆重的活動中，德國在臺協會頒發德台友誼獎章授與三
位具有卓越功績的合作夥伴。這三位獲獎者長久以來為鞏固雙邊友誼與彼此合作作出
重要貢獻，其分別是：王瑜君博士、吳信如女士與董保城博士。
這三位得獎者在德國留學期間跟聯邦共和國建立的緊密的關係。回台後成為德國在台
校友仍持續發展雙邊友誼合作。更多資訊請參考網頁連結...

德國留學簽證申請說明會
Der DAAD und das DIT informieren Studienbewerber in neuen
Medien
每年從5月開始是申請德國留學簽證的旺季，許多同學在辦理留學簽證遇到問題時卻
又苦無諮詢管道，因此我們特別邀請德國在台協會簽證組，於4月18日在台北歌德學

院來舉辦德國留學簽證說明會，針對辦理簽證時須注意的事項以及大家的問題來做說
明。當天約有140位學生與家長參加，座無虛席，當天的活動我們已請攝影師錄影，
將製作成影片，於本中網頁與Youtube提供點閱。

宗教和民族主義思想的全球復興
The Global Resurgence of Religious and Nationalistic Ideologies
德國著名的記者和宗教科學家Görlach博士於4月10日星期二16：00 - 18：00應國立
政治大學（NCCU）歐洲語言文化系和DAAD的邀請，發表了“全球宗教和民族意識形
態復甦”的專題講座。不僅政大各系所的師生和學者，以及曾留學德國的校友與在台
灣德文社群的成員等，近九十位的訪客出席了這場講座，使現場瀰漫著一股濃厚的學
術氣息。語言暨神學雙博士Görlach先生對於聽眾展現出關於演講內容活躍地討論表
示非常欣喜。演講結束後Görlach博士還接受了中央廣播電台的專訪。更多資訊請參
考網頁連結...

DAAD台灣德籍德語教師專業研討會
DAAD Ortslektorentreffen Taiwan
3 月 24 日星期六台灣大學Wolfgang Odendahl (吳沃剛) 教授在DAAD 當地德與教師
計畫項目的資助下，於台灣大學為來自台灣當地的德籍德語教師舉辦專業研討會。
DAAD 所謂的當地德語教師指的是，在非德語區國家於大學院校中教授德國語言、文
學、文化概覽等課程的教師，且未接受DAAD的經費和協助。儘管在台灣只有相對較
少的德語學習機構和較少的德籍德語教師，但15位參與者提供了很多高質量的學術貢
獻，這可是DAAD在地資助舉辦類似活動中最具成果的會議之一。更多資訊請參考網
頁連結...

在德國留學音樂藝術學院
Kunst- und Musikstudium in Deutschland
3月28日 DAAD於台北歌德學院舉辦留學德國講座，提供留學德國音樂藝術學院的程
序和獎學金資訊。德國校友邱奕勳先生於2016年完成德國奧格斯堡 Augsburg大學音
樂學院大提琴碩士，分享他申請德國音樂學院與在德國學習的經驗分享。更多資訊請
參考網頁連結...

活動預告
留學德國講座 - 德國學制與獎學金介紹 (北、中、南巡迴講座)
高雄場
時間：2018年5月19日 星期六 下午 3:00 - 5:00 地點：
高雄市立圖書總館 8樓 華立廳
地址：高雄市前鎮區新光路61號
參加方式：活動當天提前10分鐘開放排隊入場，座位有限，請提早排隊，以免向隅。
台中場
時間：2018年6月9日 星期六 下午 2:30 - 4:30
地點：國立台中資訊圖書館 2樓 國際會議廳
地點：臺中市南區五權南路100號
參加方式：座位有限，請提早排隊入場，以免向隅。
台北場
時間：2018年 6月23日 星期六 下午 2:00 - 4:00
地點：台北市立圖書館 總館 B2 演講廳
地址：臺北市建國南路二段125號 線上報名：線上報名已額滿，但可現場候補。

留學德國線上專題講座 - 留學、研究、簽證申請
5月17日 星期四 18:00 - 19:00
如何申請德國留學與獎學金 (DAAD德國學術交流資訊中心 Dr. Josef Goldberger 主任
主講)
線上講座登入：http://daad.reflact.com/studyingermany/ (欲參加線上講座者，請於
講座開始前10分鐘，點選以上連結，登入後並下載Adobe Connect，則可參加線上講
座。)
5月24日 星期四 18:00 -19:00
留學德國簽證申請說明 (德國在臺協會 簽證組 Ms. Kerstin Chen 主講)
線上講座登入：http://daad.reflact.com/visa_application/ (欲參加線上講座者，請
於講座開始前10分鐘，點選以上連結，登入後並下載Adobe Connect，則可參加線上
講座。)
6月4 - 7日
如何準備在德國做研究 (DAAD德國學術總署全球線上講座)
主題：
● The German Research Landscape / Who does research in Germany?
● Proposal Writing / How to write a successful proposal?
● Postdoctoral opportunities in Germany / How to launch your postdoctoral
research career?
● Funding your research stay
詳細資訊與報名：http://bit.ly/rig-webinars_netzwerk

獎學金資訊
2018宗倬章教育基金會德國碩士進修獎學金，申請截止日期：2018年6月1日。
獎學金申請方式與內容：請參考網頁說明。
2018 Green Talents Award綠色菁英徵選，申請截止日期：2018年5月23日。
獎學金申請方式與內容：請參考網頁說明。
外籍學人來臺研究漢學獎助金，申請截止日期：2018年5月31日。
獎學金申請方式與內容：請參考網頁說明。
臺灣獎助金，申請時間：2018年5月1日至6月30日。
獎學金申請方式與內容：請參考網頁說明。

德國大學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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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erdisciplinarity and practical appliance are an essential part of all courses and
linked to our focus on expertise and employability.
http://bit.ly/h2_17

Study and live at Europe’s first Zero Emission University and acquire excellent key
qualifications to master the challenges of our time!
www.umwelt-campus.de/sbt

Find your MBA, Master or Double Degree in Bremen.
The International Graduate Center (IGC), cares for future business leaders. We offer
part-time and full-time graduate programs for students and young professionals
around the world. With a rich network of partners in business and science we supply
high quality education at a master’s level. Our international and applicationoriented degree programs prepare for leadership tasks and empower students to
build successful careers.
https://www.graduatecenter.org/en?utm_campaign=daad&
utm_medium=mailing&utm_source=daad&utm_content=IGC

State-accredited PFH is a private university in Göttingen focusing on
entrepreneurial thinking. It currently offers 3 programmes in English: one for
students preparing for their studies (foundation programme), a master in general
management and one master in composites. PFH also offers a job gurantee after
graduation – sounds good? Find out more.
https://www.pfh-university.com/studies.html?utm_campaign=international&
utm_medium=newsletter&utm_source=daad

Herausgeber / 出版者

Redaktion/ 編輯

Deutscher Akademischer Austauschdienst e.V Kennedyallee 50 D-53175 Bonn

Dr. Josef Goldberger, Tung Peilan

Verantwortlich i.S.d.P / 負責機構代表

Kontakt / 聯繫

Dr. Dorothea Rüland

DAAD IC Taipei Heping West Road, Sec. 1, No. 20, 11. Fl. 100 Taipei

Inhaltlich verantwortlich /內容責任

E-Mail: info@daad.org.tw

Dr. Josef Goldberger

Tel: + 886-2-2367 78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