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vid-19已肆虐全球一年半多，但疫情似乎還看不到終點。然而，因疫情而造成的損害，包括學術交流，已顯而易見。儘
管與全球其他國家相比，或可能是因疫情影響，德國作為科學基地的重要性似乎有所提高。但對台灣與德國之間的實質交
流，尤其是對教育、科研等，卻是大受打擊。2020年台灣的國際學生人數已經減少了四分之一。由於台灣的入境簽證政策
非常嚴格，德國的科研學者和學生大多無法入境台灣，交流被迫轉向線上虛擬方式進行。雖然DAAD在2020年還是能夠繼
續獎助許多台灣的科研學者和學生到德國，但幾乎無法提供德國學生獎學金到台灣進行研究或學習，與前一年相比，獎助
人數從 362人減少到 124人，減少了三分之二。
DAAD台北德國學術交流資訊中心努力應對現在的情勢，並繼續為台灣學術界與德國尋找合作的機會。DAAD台北德國學術
交流資訊中心目前大部分的活動都以網路線上形式舉行，我們也開設了新的社交媒體“Instagram”。同時在我們最緊密的合
作夥伴支持下，舉辦實體活動則會是更好的，例如，2021 Taipei Falling Walls Lab 的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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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1 European Study Talk 系列講座
2021年9月8日–2022年1月
● 虛擬市場—聚焦永續 線上虛擬教育展
2021年9月23日15:00–17:00
2021年9月23日23:00–01:00 ( 9月24日)
● 留學德國線上講座–留學申請與獎學金說明 (台中國資圖)
2021年9月25日14:30–16:00
● 留學德國線上講座–The Karlsruh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KIT)
2021年9月27日 18:00–19:00
● 留學德國線上講座 – Technical University of Darmstadt
2021年10月18日 18:00–19:00
● 留學德國博士研究線上說明會
2021年10月27日 18:00–19:00

獎學金資訊
● 臺德 (MOST-DFG) 國際研究訓練團隊計畫 (IRTG)
截止：2021年12月31日
● RISE worldwide 2021 申請截止：2021年 10月15日
● 德國博士研究獎學金 收件截止：2021年11月15日

● 德國博士或博士後研究獎學金 (7個月以上1年以內)
收件截止：2021年11月15日
● 短期博士或博士後研究獎學金 (6個月以內)
收件截止：2021年11月16日 (計畫於2022年4月赴德)
● 建築類科進修獎學金 收件截止：2021年9月30日
● 藝術、設計、視覺傳達、電影類科碩士進修獎學金
收件截止：2021年11月30日
● 表演藝術類科獎學金 收件截止：2021年11月2日
● 音樂類科獎學金 收件截止：2021年9月27日
● 大學暑期課程獎學金 收件截止：2021年12月1日
● 學生團體赴德遊學獎學金
收件截止：2021年11月1日 (計畫於2022年3月赴德)
● 再度邀請前 DAAD 獎學金得主回德國研習獎助
收件截止：2021年10月5日 (計畫於2022年3至7月赴德研究)
● 音樂藝術類科大學院校教師進修研習獎助金
收件截止：2021年10月5日 (計畫於2022年3至7月赴德研究)
● 大學教師與學者進修獎助金
收件截止：2021年10月5日 (計畫於2022年3至7月赴德研究)

投入一億歐元用於國際交流
100 Millionen Euro für den internationalen Austausch
德國大學通過歐盟新的Erasmus計畫獲得了更多資助：到目前為止，約有1.03億歐元
獲批投入未來兩年的學生及大學工作人員流動項目。“作為Erasmus計畫國際開放的
一部分，學生可以在新計畫中前往世界上幾乎任何一個國家。” 德國學術交流中心歐
盟高等教育合作機構(NA DAAD)主任Stephan Geifes博士解釋道。
更多資訊請參考網頁連結。

2022年度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學排名
Times Higher Education Ranking 2022  
大家熱切期待的第16屆 THE排名上周公佈。根據該排名，共計22所德國大學進入了
前200名，僅次於美國（57所大學進入前200名）和英國（28所大學進入
前200名）。其中7所德國高校進入前一百強。在該排名中，牛津大學、加州理工學
院、劍橋大學、史丹佛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目前位居前列。
更多資訊請參考網頁連結。

三分鐘前進柏林！2021 Falling Walls Lab Taipei 再次舉行
In drei Minuten nach Berlin! Falling Walls Lab Taipei erneut
durchgeführt.
在三分鐘內必須將您的理念說服別人！Falling Walls Labs 是廣受歡迎的科學競賽，
聚集了多元化和跨學科的學生、研究人員和專業人士，為全球各地的開創性想法提供
一個舞台。2021年8月31日Falling Walls Lab Taipei於台北101舉行第二屆初賽。依循
去年合作經驗，主辦單位DAAD臺北德國學術交流資訊中心再次與臺灣科技部與德國
在台協會合作，成功舉辦這次難得的實體活動。
更多資訊請參考網頁連結。

Konrad Zuse 人工智慧AI人才學校 “德國製造”

Konrad-Zuse-Schools für KI-Talente „Made in Germany“
德國學術交流中心 (DAAD) 擴大對AI人工智慧的推廣。在聯邦教育和研究部 (BMBF)
的經費資助下，於今日宣布成立「Konrad Zuse人工智慧學校」。提供大約 2500萬歐
元資助創新研究和博士課程。在此新計劃中，DAAD將資助成立三所「Konrad Zuse
卓越AI人工智慧學校」。此三所「學校」的宗旨在透過跨校際、創新的教學和學習形
式，能在德國廣泛促進碩士和博士AI人工智慧優秀人才的培養。即日起至10月底，接
受大學聯盟的申請。
更多資訊請參考網頁連結。

困境之中的積極交流
Lebendiger Austausch in schwierigen Zeiten
德國學術交流中心（DAAD）發佈了2020年年度報告。在聯邦新聞發佈會上，
DAAD主席 Joybrato Mukherjee博士表示：「在因人類自身行為影響地球並導致生存
危機的新時代中，國際合作和科學交流顯得至關重要。只有透過科學家們跨越國界的
合作，才能成功地應對全球生存問題。在過去這一年，我們體會到人際交流在科學界
的重要性。尤其是在學術生涯開始時，需要人際間的交流與接觸。DAAD透過專案項
目傳遞了這種信任和交流，即使是在全球疫情流行期間。」
更多資訊請參考網頁連結。

世界如何看待德國？
Wie blickt die Welt auf Deutschland?
從「外在形象–疫情時代德國的國際視角」研究中，來自近40個國家的600份問卷受
訪調查，與約50位對德國有深入了解的專家們訪談，提供了重要的訊息。關鍵結果：
德國聯邦政府在2020年春季對新冠疫情的管理在國際上被視為模範。但在第二波疫
情爆發時，許多受訪者對疫苗接種開始的速度以及民眾不願遵守防疫規則感到驚訝。
更多資訊請參考網頁連結。

留學國大洗牌，美國不再是首選？
Die USA sind nicht mehr die beliebteste Studiendestination?
2020年全球受到新冠疫情衝擊，想像中，留學趨勢應該會放緩。但根據調查，大部
份的留學生仍打算負笈前行，差別只是目標國改變了。 根據Education.com去年10月
調查超過2萬名學生，只有4%的學生考慮取消2021年的留學計劃。而在所有繼續計畫
留學的學生中，英國與加拿大，在2020年首度超過美國，成為留學生們的首選之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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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B-ContinuEd: New Certificate Courses start in September
Join Freie Universität Berlin’s new continuing education program online to further
key competencies, like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or diversity management.

Young professionals and life-long learners will gain practical skills to set their CVs
apart. Please visit our website or contact info@continue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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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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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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