忙碌及充實的一年即將結束。回顧這一年，DAAD德國學術交流資訊中心透過留學德國座談會、教育展、社群媒體臉書
和Youtube、與德國大學合作舉辦的線上講座，向眾多的台灣學生提供豐富的留學德國資訊與獎學金申請的說明。
DAAD德國學術交流資訊中心 祝您聖誕快樂，新年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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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德國與台灣高等學校的合作項目
Zahlreiche deutsch-taiwanische Hochschulkooperationen
2005年簽署的臺德學術交流協定（Taiwanese-German Academic Links
Agreement）保證了雙方對學位的認可，是臺德學術合作發展中最重要的里程碑。因
此，臺德大學合作的數量急劇增加：依臺灣教育部（MoE）目前的統計，共有146所
德國大學和62所臺灣大學簽訂了469項合作協定。自2006年以來，雙邊合作協定的數
量增加了6倍。根據德國大學校長會議（HRK）的資料，在東亞地區還沒有其他的大
學系統，在總人口數的比例上有如此高的學術合作強度。更多信息請參考連結。

台灣留學生在德國
Taiwanische Studierende in Deutschland
雖然台灣出國留學人數停滯不前，特別是在傳統上受到歡迎的留學國家，例如美國和
英國 (佔有很高的人數比例)，但留學德國在台灣卻是一股強烈的趨
勢。2007至2017年，留學德國的台灣學生人數增加了一倍以上，2012至2016年，申
請到德國學習的簽證數量幾乎增加了兩倍。據台灣教育部統計，2017年共計1,885名
台灣學生留學德國，相較之下，1,168名德國學生來到台灣學習。然而這其中只
有130名德國學生在台灣攻讀學位，但在德國學習的台灣學生絕大多數（77％）打算
在德國完成學業取得學位。更多資訊參考網頁連結。

2018歐洲教育展 – 德國是最受歡迎的國家
Deutschland ist bei der EEFT beliebtestes Zielland für
taiwanische Studierende
2018年在台北(10月12-13日)與台中(10月14日) 三天的歐教展共計超過10,000名參訪
人數。單就來到DAAD攤位諮詢的訪客就有2,100位。今年參加歐洲教育展共計有來

自11個國家的129所高等教育學校機構。德國區共有23個教育機構參加(其中16所學校
是由DAAD資助參展)，是歷年來參展學校數量最多的一次。與往年一樣，德國是最受
學生歡迎的留學國家，超越英國、法國和荷蘭。更多資訊參考網頁連結。

百年前德國在台足跡 德意志帝國領事館紀念牌揭幕
Auf den Spuren der Vergangenheit – Gedenktafel erinnert an
deutsches Konsulat
1895年，德意志帝國駐台官方領事館於台北大稻埕設立，當時使館的現址為台北市立
忠孝國中校區。為紀念這段歷史，德國在台協會與忠孝國中合作設立紀念牌。德意志
帝國領事館紀念牌揭幕典禮12月12日於忠孝國中舉行。德國在台協會處長王子陶
（Thomas Prinz）致詞時表示，德意志帝國領事館設立於1895年到1908年，正式名
稱為德意志帝國駐福爾摩沙淡水/大稻埕領事館，領事館位置就在忠孝國中校區內。
這也代表，德國與台灣的官方關係已有超過百年的歷史。更多信息請參考連結。

敦聘 林東毅教授為DAAD研究大使
Ehrung von Prof. Lin Dong-Yih als DAAD Research Ambassador
2018年12月10日台北DAAD德國學術交流資訊中心於德國在台協會，授予林東毅教
授“DAAD研究大使”的榮譽職銜。“DAAD研究大使”由DAAD任命，無給職，至少為期
一年。“DAAD研究大使”是經驗豐富的學者和科學家，可以為學生和同事們提供建
議，以德國為科學研究的地點，並促進與德國合作夥伴間的合作。DAAD的辦公室位
於台北，南部地區相對較難以極積參與DAAD的活動。因此在南台灣最大的都市–高
雄，任命一位在高雄重要大學任職的“DAAD研究大使”，可使DAAD工作的焦點轉移
到台灣南部。詳細資訊請點選連結。

成功大學蘇慧貞校長訪談 – 高等教育國際化的觀點
Interview mit Hochschulpräsidentin Huey-Jen Su (NCKU)
國立成功大學蘇慧貞校長，同時也是財團法人高等教育國際合作基金會的董事長，接
受DAAD德國學術交流資訊中心金郁夫主任專訪，對臺灣高等教育國際化提出個人觀
點，專訪內容請參考本中心網頁說明。

活動預告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演講 本演講以十九世紀的普魯士為例，探討大數據與圖形
在人口普查與大型統計的角色，並更進一步探討技術與國家統治的關係。演講觸及德
國史、技術史、視覺文化、大數據等層面，歡迎大家參加。
講題：“Privatisation and Foreign Engagement in Eastern Germany after 1989”
(本演講探討柏林圍牆倒塌後，東德的政治經濟發展)
講者：Dr. Keith R. Allen (Institute for Contemporary History, Munich-Berlin,
Germany)
引言人: 張谷銘 教授（中研院史語所）
主持人: Josef Goldberger 教授（台北德國學術交流資訊中心）
時間：2018年12月26日（週三）下午4 - 5:30點
地點：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大樓701室
主辦單位：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歷史學門
協辦單位：台北德國學術交流資訊中心 (DAAD Information Center Taipei)

活動資訊請參考網頁連結。

獎學金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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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LR 太空、航太、能源和運輸研究領域獎學金，詳細資訊連結。
● DAAD/MoST 暑期研究計畫 申請時間 2019年1月1日至2月14日，申請簡章連結。
● DAAD/MoST 博士三明治研究計畫 秋季班 2019年1月1日至2月14日， 申請簡章連
結。

大學招生廣告
MBA and International Master’s Programmes Study management in English.
Improve your leadership skills. Gain digital know-how. Become part of an
international student body. Benefit from many corporate activities, valuable career
consultation and coaching. Take advantage of our welcome service. Discover Berlin Germany’s startup hub, low cost of living, culturally rich and colourful. More
information: https://www.mba-berlin.de/en/mba-masterprogramme-at-the-berlinprofessional-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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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