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進雙邊學術關係和德國大學國際化是DAAD台北德國學術交流資訊中心的主要任務之一。2020年對國際化來說是艱困的
一年，只有少數的德國學生能夠來到台灣，且幾乎沒有德國學者和研究人員來訪。但令人感到欣慰的是，仍然還是有很多
人對學術交流感興趣，台灣學生依然絡繹不絕地向DAAD詢問到德國學習和研究的機會。依據DAAD總部報告，DAAD獎學
金的申請量急劇增加，台灣的獎學金申請人數在2020年也持續增長。當然更希望的是，今年所有的獎學金獲獎者都能如願
到台灣或德國進行研究。新冠疫情流行並不意味著國際交流的終止, 相反地則是可以期待將來更高質量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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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預告
● 歐洲教育系列講座 (2021年1月19日- 2021年3月30日)
1/19 (二) 19:00-20:30 Karlsruh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KIT)
1/26 (二) 19:00-20:30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Würzburg-Schweinfurt
2/23 (二) 19:00-20:30 Jacobs University
3/24 (三) 19:00-20:30 Schmalkalden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3/30 (二) 19:00-20:30 University of Hamburg

獎學金資訊
● 短期博士或博士後研究獎學金 (6個月以內)
收件截止：2021年4月8日 (計畫於2021年10月以後赴德)
● 學生團體赴德遊學獎學金
收件截止: 2021年2月1日 (計畫於2021年6月以後赴德)
● 臺德(MOST-DFG)國際研究訓練團隊計畫(IRTG)
收件截止：2021年4月30日
● 2021臺德(MOST-DAAD)暑期青年研習計畫
收件截止：2021年2月26日
● 2021-2024臺灣-德國(MOST-DFG)雙邊協議擴充加值國際合作計畫
收件截止：2021年2月18日

新冠疫情期間的學術交流：DAAD獎學金申請人數不斷增
Akademischer Austausch in Zeiten von Corona: DAAD meldet
steigende Bewerberzahlen

儘管新冠疫情、英國退出歐盟和美國的入境限制：依據德國學術交流中心（DAAD）
的統計顯示，明年多項獎學金計劃的申請皆出現強勁的增長。西歐和北美地區非常受
到德國學生的歡迎，而申請DAAD碩士獎學金的國際學生人數也已超過5,000名。更
多資訊請參考網頁連結。

Kai Sicks 成為DAAD德國學術交流中心新任秘書長
Kai Sicks wird neuer Generalsekretär des DAAD
DAAD德國學術交流中心董事會任命波昂大學國際事務處前國際長Kai Sicks為新任秘
書長。Kai Sicks博士將於2021年春季接替Dorothea Rüland博士的秘書長一職。更多
資訊請參考網頁連結。

DAAD校友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
Physik-Nobelpreis für DAAD-Alumnus
今年的諾貝爾物理學獎由天體物理學家Reinhard Genzel教授獲得。他與美國同
事Andrea Ghez一起因研究黑洞而被授予該獎，這位科學家也曾獲得DAAD的獎
助。Genzel在1952年出生於巴特洪堡 (Bad Homburg vor der Höhe)，他在波昂大學
學習物理學。除了在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工作外，他還是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
的物理學教授，以及慕尼黑路德維希-馬克西米利安大學的名譽教授。更多資訊請參
考網頁連結。

德國：疫情下依然熱門的留學國家
Deutschland als Studienort weiterhin sehr begehrt
德國是世界上最受歡迎的留學國家之一：在2019/20冬季學期，約有32萬名國際學生
在德國大學註冊。這使德國在全球留學國家排名中位居第四位，僅次於美國、英國和
澳大利亞，領先法國。即使在新冠病毒流行期間，國際學生對在德國學習的興趣依然
很高，可預計在未來幾年，因疫情影響的留學生數字將持續回升，並將超過以往的數
量。更多資訊請參考網頁連結。

線上德語教學課程DaF工作會議
Arbeitstreffen zum Thema online DaF-Unterricht
DAAD台北德國學術交流資訊中心與台北歌德學院合作，於2020年12月19日舉
辦“DaF線上課程”工作會議。來自中國、日本、韓國和台灣的講者參與研討會並交換
意見。該工作會議的目的是進行國際經驗交流，並為設計和實施線上德語課程提供具
體的建議。更多資訊請參考網頁連結。

大學招生廣告
Study in Ber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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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scover Berlin - Germany’s
startup hub, low cost of living, culturally rich and colourful.
More information: 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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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t the NIT in Hamburg, Germany you learn how to tackle management
tasks responsibly.
Our program in Technology Management (MBA with Double Master option)
prepares you for the requirements of an increasingly digitalized working
environment. The modular course content enables you to study in part-time. Apply
at the NIT and be part of our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More information: www.nithh.de/study

English-taught MBA and MSc Programs at Offenburg University
(Germany)
Application-oriented degree programs with excellent career opportunities Small
student-teacher ratio and hands-on instruction Very well-equipped laboratories and
facilities Comprehensive, individual services Safe and friendly environment
More information: www.hs-offenburg.de/graduate-school

Join us at the Online Experience Days of the University of Mannheim
The Online Experience Days of the University of Mannheim are the perfect
opportunity to find out more about our degree programs – all you need is a
computer, tablet or smartphone. Save the date for our Master’s Day on 18 March
2021 or our Bachelor’s Day on 12 June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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