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和德國在教育和研究上可靠、密切的合作，台灣是德國在東亞合作最密切的夥伴。最近幾個月簽署了一系列新的合作
項目，更說明了德國在台灣科學和教育領域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在中學教育領域方面，台中惠文高中成為由DAAD與歌德學院所支持合作項目「中學：未來的合作夥伴」（PASCH）在台
灣的第六所夥伴學校。
惠文高中不僅致力於德語為第二外語的專業教學，還努力持續推動文化交流以促進更好的合作共識。 在高等教育認證和建
立質量標準方面，教育部與德國「國際工商管理學位認證基金會」（FIBAA）合作；在科學研究方面則與德國科學基金會
（DFG）建立進一步的合作。當然，臺北DAAD德國學術交流資訊中心團隊也為促進德國與台灣的合作關係積極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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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國大學博士與博士後研究招生面談說明會
PhD und Postdoc Matchmaking
對於台灣學生來說，德國是博士研究的熱門目的地。碩士畢業生在德國可以向研究機
構提出申請做博士研究，或是直接找相關研究領域科系的大學教授指導，申請博士研
究。為了提供台灣學生在找尋博士指導教授方面的協助，DAAD德國學術交流總署與
台灣科技部合作，舉行博士與博士後研究招生面談說明會。六所德國大學和DAAD的
代表和教授在2018年10月15日13:00 – 17:00舉行面談說明會，提供在德國大學做博
士研究的資訊，並接受現場申請面試。除了博士生現場面談外，DAAD和科技部同時
舉辦博士獎學金項目與德國研究概況的說明會。與學校代表和教授面談報名網
址：http://bit.ly/research-in-germany-taiwan 。參加資訊講座不須報名，但座位有
限，請提早入座。更多資訊請參考網頁連結。

2018 歐洲教育展 10月12 – 14日 台北、台中盛大登場
2018 European Education Fair Taiwan
今年參加歐洲教展的德國大學院校是歷年來最多，包含知名的工業大學、傳統綜合大
學、應用科學大學、專業商管學院與德語學習機構等，共計23所學校。 除此之
外，10月15日德國大學博士招生面談會(PhD-Matchmaking)首度在台灣舉行，提供有
志前往德國就讀博士的同學直接與學校代表面談的機會，並提供最新獎學金項目說明
等資訊。教育展相關資訊請參考本中心網頁說明。

樂自遠方來 - 斯圖加特大學樂團來台訪問

Konzertreise des Akademischen Orchesters der Uni Stuttgart in
Taiwan
斯圖加特大學和國立台灣大學（NTU）之間有多年的良好關係。學生、教授彼此之間
學術交流熱絡。為了加強並鞏固文化的交流，來自斯圖加特大學70位年輕音樂家，
在DAAD和歌德學院的支持下，訪問台灣。他們將拜訪合作夥伴樂團：臺大交響樂
團，並透過舉辦聯合音樂會聯繫友誼。
年輕音樂家以豐富精彩的藝術音樂曲目，如Felix Mendelssohn-Bartholdy的義大利交
響曲與Prokofjews的小提琴協奏曲，年輕而屢獲殊榮的獨奏家Elene Meipariani也將
登場演出。
與台灣大學交響樂團聯合舉辦的主場音樂會，入場索票已額滿。9月26日兩校聯合室
內樂音樂會，歡迎大家參加。詳細資訊請點選連結。

德國擁有強大的科學成就
Deutschland mit starken Wissenschaftsleistungen
根據2018年的自然期刊 (Nature)報導，德國在著名科學期刊的研究論文發表數量上
持續排名世界第三。評估各個機構的研究論文發表，德國馬克斯普朗克科研協會排在
中國國家科學院和哈佛大學之後，排名第三。更多信息請參考連結。

DAAD德國校友擔任德國在台協會榮譽代表
Ehrenbeamter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德國在台協會任命曾梓峰教授為名譽代表，負責台灣南部，特別是在高雄、屏東和台
南縣市，包括商業、科學和文化領域等活動。曾梓峰教授是一位非常熱心的德國校
友，1994年在達姆施塔特大學獲得建築博士學位，2014年擔任由德國在台協會
與DAAD於1998年成立的德國校友組織「中華民國德國學術交流協會」的會長。曾教
授組織規劃了許多與德國相關的校友活動，特別是在DAAD的資助下，
於2016年11月17- 20日舉辦 Designing Resilient Cities for the Future大型國際會議。
曾教授在台灣南部是永續發展、環保建築與城市規劃的知名專家，並與德國學術界保
持密切的聯繫。更多信息請參考連結。

台灣德文系競賽 - 2018全國萊茵盃
Germanistik Taiwans im Wettstreit
台灣德文系的師生第三十六次的聚會，參加德國語言和體育項目的競賽。高雄科技大
學花費較少的經費和人力，成功舉辦今年度的全國萊茵盃競賽。台灣七所大學的德國
語文學系所師生參與，約有四百多位學生和三十多位教授共同出席參加比賽：不同項
目的競賽優勝者，可獲頒由歌德學院和台灣德語教師協會（GDVT）的獎
項。DAAD德國學術交流總署則提供兩位作文比賽獲獎者，德國大學暑期課程獎學金
以玆鼓勵。更多資訊參考網頁連結。

德國記者在國立政治大學
Deutsche Journalisten an der NCCU
DAAD德國學術交流資訊中心主任Dr. Josef Goldberger 與國立政治大學（NCCU）歐
洲語言文化系合作邀請多位德國記者於「德語媒體」課程，發表專業演講。
著名的德國記者和宗教科學家博士 Görlach談到了「宗教和民族主義思想的全球復
興」。演講結束後，Dr. Görlach接受台灣國際廣播電台（RTI）Robert Stier的採
訪。幾週後，居住在台灣的Robert Stier也向政大學生分享了他自己在德國和台灣媒
體的工作經歷。已在台灣居住十年的德國記者 -「台灣報導者」Klaus Bardenhagen，
也受邀與政治大學的師生討論講述：向世界報導台灣為什麼這麼不容易。

校友活動
中華民國德國學術交流協會要恢復Stammtisch活動了！
協會決定每月最後一週的週六晚上18:00 - 22:00在香宜徳瑞料理（GERMAN &
SWISS CUISINE）舉行Stammtisch。
本月聚會時間：9月29日 18:00 – 22:00
地點：臺北市中山區吉林路32號 歡迎大家攜友踴躍參加。
中華民國德國學術交流協會敬邀。

2019 RISE Weltweit 無國界計畫
2019 RISE Weltweit
由DAAD德國學術交流總署所資助的“RISE”計畫, 提供台灣以及全球的研究機構或學
校，可以申請接受一位主動積極的德國學生為研究助理的機會。申請時
間：2018年9月1日至10月15日。如果貴校機構希望在2019年夏季接受一名德國研究
助理，詳細訊息以及申請方式請參考網頁說明。

獎學金資訊
DAAD 2019/20最新獎學以公布，不同項目內容與申請資格，請參考本中心網頁連
結。
● DAAD研究獎學金 (博士、博士後研究) 申請截止：2019年10月15日
● 藝術、音樂、建築、設計等科系獎學金 申請截止：請依各科網頁資訊
● 大學暑期課程獎學金 申請截止：2019年12月1日

德國大學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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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re information: www.fubi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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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re information: http://bit.ly/h2_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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