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DAAD德國學術交流資訊中心來說，2019年是豐收的一年。2600位台灣學生選擇前往德國留學，創新了紀錄，比前一年
增加了16％。由於留學資訊詢問需求增加，DAAD台北德國學術交流資訊中心於2019年舉辦了54場的留學講座活動，提供
了近6,000名學生留學德國的諮詢服務。DAAD感謝所有合作夥伴和朋友們的支持，並祝大家鼠年吉祥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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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國在台協會德台友誼獎章–DAAD校友獲頒殊榮
DAAD-Alumni werden mit der Freundschaftsmedaille des
Deutschen Instituts Taipei ausgezeichnet
於2020年1月4日DAAD中德學術交流協會會員大會中，兩位優秀的DAAD校友，也是
前協會主席孫全文教授和高家俊教授，在來自德國波昂DAAD德國學術交流中心亞太
地區獎學金計畫部門主任Christian Strowa先生的陪同下，由德國在台協會麥斯文先
生頒發德台友誼獎章殊榮。更多資訊請參考網頁連結。

Joybrato Mukherjee教授接任DAAD主席

Mukherjee ist neuer DAAD-Präsident
德國基森大學 (Justus-Liebig-Universität Gießen) 校長Joybrato Mukherjee教授，
自2020年起成為全球最大學術交流組織的領導者。 DAAD德國學術交流中心的241所
大學成員與104個學生團體的代表們，在波昂舉辦的會員代表大會中，推選Joybrato
Mukherjee教授於2020年接替Margret Wintermantel教授為DAAD新任主席。新的副
主席則是由呂貝克應用科學大學校長Muriel Helbig教授擔任。更多資訊請參考網頁連
結。

2019 EEFT 歐洲教育展參訪者調查
Besucherbefragung bei der EEFT 2019
與往年一樣，2019年10月26日至27日在台北舉行的歐洲教育展（EEFT）上，德國再
次領先英國、荷蘭和法國，成為最受學生歡迎的留學國家。參訪DAAD諮詢攤位的學
生中有一半以上也同時考慮前往英語系國家留學。由此調查可清楚得知，德國在台灣
招收留學生時，相較於其他歐洲國家，英語國家是主要的競爭對手。更多資訊請參
考網頁連結。

德國的國際化
Internationalisierung Deutschlands
英國文化協會最近的一項研究，比較了20個國家大學國際化的情況和成果。德國在各
項研究分析上得到極佳的評分，僅次於荷蘭位居排名第二位。此項研究針對歐洲、美
洲、澳洲、中國和印度的國家教育系統做分析比較。此研究還指出，在有中央經費資
助的國家，例如德國 (DAAD德國學術交流中心)、荷蘭 (荷蘭教育中心)、法國 (法國
教育中心)，由於政治上的支持，則可更強化高等教育的國際化。更多資訊請參考網
頁連結。

台德高等教育政策論壇在台科大舉行
Taiwan-Germany Higher Education Policy Forum held at
Taiwan Tech
台德高等教育政策論壇是兩國大學院校領導管理人員交流的重要平台，宗旨在討論當
前的發展情況和未來進一步合作的機會。上屆論壇於2016年在柏林舉行，今年則是輪
到在台灣舉辦，並決定於2019年11月5日在台灣科技大學舉行。台灣科技大學與德國
許多合作夥伴大學，在研究和學生交流方面有多項成功的計劃。更多資訊請參考網頁
連結。

德國校友招募
中德學術交流協會大力推廣各項中德學術交流活動，並積極招募海外留德人士加入會
員。在李孟杰理事長(Prof. Meng-Chieh Jeffrey Lee) 及全體會員的同心協力下，會務
日漸茁壯。歡迎留德校友、友德朋友或是對於留學德國資訊有興趣的學生加入本會！
會員招募網址：www.daadft.org

獎學金資訊
● 臺德(MOST-DAAD)博士三明治計畫 收件截止：2020年 2月28日
● 臺德(MOST-DFG)雙邊協議型擴充加值(add-on)國際合作研究計畫
收件截止：2020年 2月28日
● 臺德(MOST-DAAD)暑期研習計畫 收件截止：2020年2月15日
● DAAD大學教師與學者進修獎助金 收件截止：2020年4月15日

(計畫於2020年8月至2021年1月赴德國進修)
● DAAD短期博士或博士後獎學金 收件截止：2020年4月15日
(計畫於2020年10月之後赴德國進修)
● DAAD學生團體赴德遊學獎學金 收件截止 : 2020年2月1日 (計畫於2020年6月赴德)

大學招生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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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t your degree in GERMANY - study in English!
Develop professional competencies and earn an 18-month job-searching visa. Access
high-tech companies (SAP, Daimler, BASF, Audi) to secure a successful start in the
labour market. Small international groups support your academic outcomes. Benefit
from direct access to professors, career coaching and a startup-institut in a safe
environment in the heart of Germany. Accommodation on campus available.
More information: https://www.hochschule-heidelberg.de/en/acade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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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udy Big Data & Project Management in Berlin
Want to speak big data and project management alike? The English-language
Master in Project Management & Data Science at HTW Berlin will enable you to
manage high-level international projects and analyse and interpret big data. Join us
at HTW Berlin and study in one of the most interesting cities in the world More
information: https://mpmd.htw-berlin.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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