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德國仍在全力以赴地對抗Covid-19疫情，並希望能透過全國性的疫苗接種來延緩病毒的擴散，逐漸恢復往日正常生活
時，而台灣則是在疫情初期實施了嚴格邊境管控，成功地避免了疫情的擴散流行。因此，在台灣的研究和教育幾乎沒有受
到限制，且可定期進行國家級的科學研究和教學。在台灣的德語學習也展現出強大的活力，2021年3月27日在國立高雄科
技大學舉行年度國際學術研討會，並於5月1日在東吳大學為德語學習學生舉辦“萊茵盃”語言競賽。台灣學生可不受簽證限
制在德國學習，希望德國學生也很快地可獲得入境簽證，在台灣學習、學語言或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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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德國創新挑戰賽 Falling Walls Lab
報名：2021年5月9日 / 比賽：2021年6月9日
● 2021歐洲留學聯合說明會
2021年5月12日 13:00-17:00 國立中興大學 (台中)
2021年5月14日 13:00-17:00 國立中山大學 (高雄)
● 留學德國線上講座 – 海德堡應用科學大學
2021年5月13日 18:00-19:00
● 留學德國講座 – 德國學制與獎學金介紹 (台北市立圖書館)
2021年5月22日 14:00-16:00

獎學金資訊
● 宗倬章教育基金會德國碩士進修獎學金
截止：2021年5月31日
● 臺德 (MOST-DFG) 國際研究訓練團隊計畫 (IRTG)
截止：2021年12月31日
● 2021 Green Talents 綠色菁英獎
截止：2021年5月19日
● 2022-2023臺德 (MOST-DAAD) 雙邊合作計畫人員交流計畫
截止：2021年6月30日
● 歐洲留學獎學金
截止：2021年7月15日
● 博士後研究國際交流經驗獎學金
截止：2021年8月30日

德國創新挑戰賽在臺灣：3分鐘改變世界！
Drei Minuten, um die Welt zu verändern! Falling Walls Lab in
Taiwan
由臺北德國學術交流資訊中心 (DAAD) 主辦的Falling Walls Lab (圍牆倒下實驗室) 創
新挑戰賽，與臺灣科技部以及德國在台協會合作，旨在推動新生代科研發展和創新交
流。Falling Walls Lab Taipei去年首度在臺灣舉辦，提供優秀的青年學者、企業家和
專業人士一個平台，在3分鐘內向評審們展示他們的研究項目、商業模式或想法，得
到冠軍者將會代表臺灣參加全球總決賽。
更多資訊請參考網頁連結。

2021臺德教育工作會議
2021 Taiwan-Germany Education Cooperation Meeting  
首次“臺德教育工作會議”於2021年4月28日在德國在台協會舉行。這由DAAD和教育
部共同發起的首次工作會議，未來將每年舉辦。台灣方面出席會議者為教育部的各司
處代表，德國方面則是由德國在台協會與德國駐台不同領域的機構（DAAD、歌德學
院、德國經濟辦事處、達姆施塔特工業大學聯絡處）參加。
更多資訊請參考網頁連結。

科技部政務次長林敏聰教授專訪
Interview mit dem stellvertretender Minister Professor MinnTsong Lin
林敏聰教授在德國哈勒大學完成物理博士學位，並於德國馬克斯普郎克微結構物理研
究所擔任研究員，現任科技部政務次長。DAAD德國學術交流資訊中心主任金郁夫博
士 (Dr. Josef Goldberger) 於4月拜訪科技部，與這位傑出的德國校友進行訪談。
更多資訊請參考網頁連結。

大學在新冠疫情期間管理方面的重要承諾
Großes Engagement der Hochschulen beim CoronaManagement  
外部研究和統計專家Jan Kercher 博士執行第二次COVID-19大流行對德國大學教學的
影響統計調查，並總結重要數據結果。超過四分之一的大學在疫情開始流行以來，已
與國外大學建立了虛擬合作關係，使學生至少有一種在線數位化形式的國際流互動的
可能性。這正符合DAAD現行資助多項的在線數位計劃。且近四分之三的學校，表示
將在冬季學期實施在線考試，這也顯示大學快速應變調整的能力。
更多資訊請參考網頁連結。

我管理的是一個井然有序的機構 – DAAD新任秘書長專訪
Ich übernehme ein gut bestelltes Haus
4月1日Kai Sicks博士接替Dorothea Rüland博士擔任DAAD秘書長。做為新任秘書長
首次接受採訪時，Kai Sicks博士說明為什麼認為DAAD已經做好了迎接未來挑戰的準
備，以及他未來希望將工作重心放在哪些方面。
更多資訊請參考網頁連結。

一個時代的句點
Der Abschluss einer Ära  
DAAD於線上虛擬新年團拜時向擔任秘書長一職多年的Dorothea Rüland博士致意，
並歡送她卸任。「Dorothea Rüland熟知DAAD，是來自她四十年來在DAAD各項職

務與活動上所累積的經驗。因此，DAAD董事會在2010年任命其為秘書長無疑是一項
明智的決定。十多年來，她為德國高等教育體系和德國作為國際上學習與研究一流選
擇的美譽不遺餘力且成績耀眼。」DAAD主席Joybrato Mukherjee博士表示，「我謹
代表DAAD全體成員、德國與世界各地的獎學金生和校友由衷地為Dorothea Rüland
所作出的偉大成就表示感謝。」。
更多資訊請參考網頁連結。

大學招生廣告
From 5 - 16 July 2021, the Bayreuth International Summer School will be hosting
student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for our interdisciplinary online program. The
Summer School consists of eight individual courses, each one specialized in a
different area and in line with the research areas of the University of Bayreuth. Join
us from anywhere in the world or directly on our campus in Bayreuth and earn up to
6 ECTS points!
More information.

You want to work or study in Germany, but don´t meet the
requirements?
Fulda University´s Pre-College & Pre-Study prepare you for Bachelor´s and Master
´s programmes as well as a vocational training. They include subject-related,
practical and German language courses as well as introductions to living, studying
and working in Germany.
More information.

FU-BEST: Online Courses Fall 2021
This Fall 2021, Freie Universität Berlin European Studies Program (FU-BEST)
offers online courses, featuring 10 subject courses taught in English and 8 German
language courses. All courses feature 30 contact hours and 6 ECTS credits and can
be combined with one another. Please visit http://www.fubest.org/online or contact
fubest@fu-berlin.de for more information.

International Graduate Center (IGC) is part of the Hochschule Bremen –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a German state university. For applicants with a first university
degree, IGC offers a wide range of full-time MBA and Master programs in the area of
international and European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All full-time courses are
taught in English and prepare students for their future leadership tasks.
More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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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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