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學德國越來越受台灣學生歡迎。2018年共計有2,237名台灣學生赴德國留學。依台灣教育部2017年的統計，共1,569名德
國學生來台灣學習。由於德國和台灣之間的學術交流獎助需求提高，也因此在DAAD的統計中達到新的最高數
量：2018年DAAD共提供了獎助學金給170名台灣學者和學生在德國學習和研究，以及339名來自德國的學生和學者來台灣
參訪學習。DAAD盡力舉辦更多的活動，向有意前往德國的同學，介紹德國留學和獎學金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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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教育展
European Education Fair Taiwan
“台灣歐洲教育展（EEFT）”今年已邁入第18屆，由歐洲官方單位聯合舉辦，全台最
大規模的海外教育展，將於10月26日至27日在台北世貿三館舉行。來自歐洲多國，超
過百所大學院校參展，其中有24所德國教育機構。更多資訊請參考網頁連結。

德國博士研究資訊座談會
Information and Networking Seminar "Do your PhD and
PostDoc in Germany"
DAAD與台灣科技部（MoST）合作，於10月28日在台大集思會議中心舉辦“德國博士
研究資訊座談會”。幫助台灣學生找到合適的獎學金。現場除了有機會與德國大學代
表面談外，參加者還可以透過座談會獲得有關德國和台灣機構提供的獎學金資訊。更
多資訊請參考網頁連結。

留學德國短片徵選 獲獎影片
Youtube-Video-Wettbewerb „Study in Germany“
以拍攝短片的形式傳遞留學德國的資訊，提供同學個人在德國學習和生活的經驗分
享。由DAAD舉辦的短片徵選，經評審團選出了五名最佳影片與獲獎者，現在可點
閱DAAD YouTube頻道，我們邀請大家一起參加票選，請在您喜愛的影片上按 ”讚”，
選出最後的網路人氣獎。

德語教學課程設計討論
Diskussion: „Optimierung der Germanistik-Curricula an
taiwanischen Universitäten“
延續今年本地德語講師會議 ''德語教學課程設計'' 主題，將於2019年12月14日在歌德
學院舉行的課程改革討論會議，也歡迎台灣德語教師同事一起參與。對此活動感興趣
者請直接向DAAD報名。

台灣大學周家蓓副校長專訪
Interview mit der Vizepräsidentin Dr. Chiapei Chou
周家蓓副校長曾任台灣大學國際學術交流中心主任、高等教育國際合作基金會執行長
等職務，對高等教育國際化有很豐富的經驗，在與DAAD金郁夫主任的訪談中，周家
蓓副校長介紹了國立台灣大學的國際化策略。更多資訊請參考網頁連結。

亞太研究區監測調查（APRA）：台灣相關報導
Monitoring des Asiatisch-Pazifischen Forschungsraums
(APRA): Ergebnisse Taiwan
近年來亞太地區在科學、研究和創新方面發展迅速。這也為德國在該地區的科學和經
濟發展帶來很大的機會。儘管德國與此區域的部分國家在科學和技術方面已有長期密
集的合作，進行多項的計畫。但也與有些國家的交流關係還不夠顯著。更多資訊請參
考網頁連結。

留學德國簽證財力證明金額增加：一年改為10,236歐元
Finanzierungsnachweis erhöht: 10.236 Euro für ein Jahr
國際學生在德國開始留學之前，必須證明他們有足夠的經費，因此在申請學生簽證時
需要提出“財力證明”。依德國外交部的公告，自2019年9月1日起，申請學生簽證時，
申請人必須提出一年10,236歐元的財力證明。更多資訊請參考網頁連結。

德國總是受到外籍學生的歡迎
Deutschland bei ausländischen Studenten immer beliebter
據研究，德國已成為世界各地學生最受歡迎的非英語國家。繼美國、英國和澳洲之
後，2016年德國是外籍學生註冊最多的國家 (最近的數據尚未公佈)。因此，德國取代
法國成為第四個最受歡迎的留學國家。更多資訊請參考網頁連結。

卓越的基礎：德國的研究地點
Die Basis der Exzellenz: Forschungsstandorte in Deutschland
2019年7月19日，卓越計畫委員會宣布選出10所大學和1個大學聯盟做為持續資助的卓
越大學。放眼這些卓越大學所在地點附近，集聚許多非大學的研究單位機構，數量平
均比起一般普通德國大學多。更多資訊請參考網頁連結。

獎學金資訊

● 博士或博士後研究獎學金 收件截止：2019年11月15日
● 大學暑期課程獎學金 收件截止：2019年12月1日
● 表演藝術類科 收件截止：2019年10月31日
● 藝術、設計、視覺傳達、電影類科 收件截止：2019年11月30日

大學招生廣告
Innovative, communicative, unique: Master of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The "Master of Science in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MMT) is a 4 semester
Master's program in English at TU Dortmund University. This program is geared
towards dedicated and highly motivated students and graduates of renowned
German and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Chosen students will be able to study on a
scholarship. More information: http://www.mmt.mb.tu-dortmund.de/en/mmtprogram

LL.M. International Finance Program at ILF
Earn an LL.M. International Finance degree at the Institute for Law and Finance
(ILF)! Scholarships available! Degree conferred by Goethe University Frankfurt. For
graduates from Asia holding a first degree in law, business or economics. One-year
program conducted in English. Apply now to LLMint@ilf.uni-frankfurt.de! More
information: www.ilf-frankfurt.de/llm-programs/llm-internationalfinance/highlights/

MBA & International Master’s Programmes
Improve your leadership skills. Gain digital know-how. Study management in
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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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rlin-professionalschool.de/en/master/full-time-studies/mba-and-master-programmes-at-the-bps/?
ADMCMD_cooluri=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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