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即將進入尾聲，2021年對DAAD台北德國學術交流資訊中心來說又是忙碌的一年。儘管受Covid-19疫情的影
響，DAAD還是舉辦了近50場講座活動（當然，其中許多是線上講座），向台灣學生介紹在德國的學習機會和DAAD 獎學
金申請的訊息，並藉由各種社交媒體管道宣傳，喚起學生們對德國留學的興趣。此外，越來越多的台灣學生決定前往德國
留學，也希望德國學生能盡快再無阻礙地順利來到台灣。
DAAD祈願所有的合作夥伴、校友和朋友們聖誕快樂、平安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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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ile des Newsletters können Sie auch in Deutsch lesen, folgen Sie einfach dem Link der deutschsprachigen Überschrift.

活動預告
● 2022 European Study Talk系列講座
Karlsruh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KIT)- International Schools
卡爾斯魯爾理工學院
2022年1月12日19:00 – 19:40
● 2022 European Study Talk系列講座 Offenburg University
奧芬堡大學
2022年1月20日19:00 – 19:40
● 2022 European Study Talk系列講座 SRH University Heidelberg
海德堡SRH 應用科技大學
2022年1月20日19:50 – 20:30

獎學金資訊
● 2022-2025台德研究基金會(MOST-DFG)雙邊協議國際合作研究計畫 (3年期)
收件截止：2022年2月18日
● DAAD-MOST暑期研究計畫
收件截止：2022年2月25日
● Bilateral Exchange of Academics 台德研究人員交換計畫
收件截止：需先向科技部提出申請
● DAAD人工智慧博士後研究獎學金 DAAD AInet Fellowship
收件截止：2022年1月11日
● ERA PerMed 徵求提案/ 主題：PREVENTION IN PERSONALISED MEDICINE

收件截止：2022年2月17日

DAAD 祝賀德國聯邦總理蕭茲 (Olaf Scholz) 和新內閣部長上任
DAAD gratuliert Bundeskanzler Olaf Scholz und den neuen
Bundesministerinnen und Bundesministern
德國學術交流中心 (DAAD) 祝賀新任聯邦總理蕭茲 (Olaf Scholz) 及其內閣。期待與
聯邦外交部、聯邦教育研究部以及經濟相關領域的領導者繼續合作發展。
更多資訊請參考網頁連結。

„Heimat“（家）國際會議
Internationale Tagung zum Thema „Heimat“  
今年由DAAD台北德國學術交流資訊中心與歌德學院（台北）德國文化中心共同舉辦
的國際會議，以德語的„Heimat“（家）為主題。„Heimat“ 這一個字的德語含意，很
難翻譯成其他語言。它描述了一種歸屬感，是由社群、語言、文化和許多其他因素而
決定的。
更多資訊請參考網頁連結。

德國博士研究的國際化程度如何
Wie international ist die Promotion in Deutschland?
在德國，大約三分之一的博士生在就學期間出國進修，多數在德國的國際博士生非常
滿意學校的輔導與照顧。在德國高等教育與科學研究中心 (DZHW) 發表的「國家學
術小組研究」特別評估報告中，首次提供了以上與其他關於博士教育國際化的研究事
實。DAAD以聯邦教育部的經費來資助這次的特別評估。
更多資訊請參考網頁連結。

新冠疫情肆虐之際，德國國際學生總數仍持續攀升
„Gesamtzahl der internationalen Studierenden in Deutschland
trotz Corona gestiegen“
新冠疫情如何影響德國學生與研究人員的國際移動？新出版的“Wissenschaft
weltoffen 2021” 提供了有關這個問題的數據，我們也針對此議題與DAAD專家Jan
Kercher博士進行討論。
更多資訊請參考網頁連結。

德國是熱門的留學地點 – 儘管在新冠疫情肆虐下
Deutschland Top-Studienstandort – trotz Corona
儘管受到新冠疫情肆虐，德國依然保持世界四大最受歡迎的留學國家的地位。國際學
生註冊人數甚至略微增加，達到325,000人。不過國外新生人數下降了20%，但線上
數位方式學習的國際學生人數則顯著增加。“Wissenschaft weltoffen 2021”首次將科
學家的流動性以文獻計量數據來進行評估。
更多資訊請參考網頁連結。

DAAD提供非一體通用的政策，而是個別精確定制的服務
„Der DAAD bietet das Gegenteil von ,one size fits all’“
DAAD新任秘書長Kai Sicks博士談到DAAD業務推動與他對新工作的看法。他提
到：DAAD業務涉略廣泛，目標群的多樣性，且無論是全球網絡還是計畫項目，也展
現多元的面向。而DAAD沒有採用“一體通用”的政策，相反的，而是提供了大量非常
精確的客制服務。這令人印象深刻。

更多資訊請參考網頁連結。

GATE-Germany二十週年
20 Jahre GATE-Germany
德國是一個深受世界各地學生喜愛留學目的地–這也得益於GATE-Germany的努力。
二十年來，GATE-Germany一直協助德國高等學校在國際上定位。憑藉其承諾，該組
織不僅為大學的行銷做了許多努力，也為德國作為一個科學基地積極奉獻。
更多資訊請參考網頁連結。

大學招生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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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bined M.Sc. Economic Research / Doctoral Program
The Bonn Graduate School of Economics (BGSE) offers a 2-stage graduate program
for outstanding students with a bachelor’s or master’s degree. Grants are available.
All BGSE activities are in English. Application deadline is March 31, 2022. Visit the
website of the BGSE for application requirements and further information.
More information: Here.

Boost your career. Get a German Master‘s degree in Data Science & PM
– online
Become a data analyst with the option to work and live in Germany. Acquire a
German Master’s degree fully in English, part-time, online. In a mix of live video
lectures with your professors and on-demand eLearning material. In classes with
max. 40 students. Join us at HTW Berlin!
More information: Here.

Study in English - Live in German(y)!
Offenburg’s International Master Programs
√ Accredited programs
√ Small student-teacher ratio
√ Application-oriented teaching
√ Very well-equipped laboratories and facilities
√ Individual service for students
√ Save and friendly environment
√ Excellent Career opportunities
Offenburg’s Graduate School - The place to build your future!
More information: 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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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SB Business School at Reutlingen University
Study truly international in Germany
ESB Business School offers top-ranked undergraduate, graduate and executive
programmes in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and business engineering (German and/or
English), providing a strong network of partner companies and international
partner universities all over the world.
More information: 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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