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來留學德國對台灣學生一直有很高的吸引力，即使是在新冠疫情肆虐下的2020年，仍然有許多台灣同學決定前往德國

學習。DAAD德國學術交流資訊中心 與台灣最重要的合作夥伴：教育部、科技部和台灣的大學，以及長期積極支

持DAAD的朋友們，一起合作舉辦眾多線上或是實體的活動，促進學習的機會，提供交流計劃和獎學金項目的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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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留學德國博士研究說明會 時間: 2020年10月16日
13:00-18:00
地點: 台大集思會議中心/洛克廳 參加報名

● 線上課程–如何申請德國博士 即日起至10月31日止

● 2020 歐洲留學聯合說明會 台北 / 新竹 / 台南

台北場 10/16 (五) 13:00-18:00 集思臺大國際會議中心

報名

新竹場 10/23 (五) 13:00-17:00 清華大學生命科學院

華生演講廳 報名

台南場 10/30 (五) 13:00-17:00 成功大學 國際會議廳

第二演講室 報名

● 歐洲教育系列講座 (2020年9月15日- 2021年3月30日)

獎學金資訊

● RISE worldwide 2021 申請截止：2020年 10月15日
●德國博士研究獎學金 收件截止：2020年11月13日
●德國博士或博士後研究獎學金 (6個月以上1年以內)

 收件截止：2020年11月13日 
●短期博士或博士後研究獎學金 (6個月以內)
收件截止：2020年11月16日 (計畫於2021年4月赴德)

●藝術、設計、視覺傳達、電影類科碩士進修獎學金

收件截止 : 2020年11月30日
●大學暑期課程獎學金 收件截止：2020年12月1日
●學生團體赴德遊學獎學金

收件截止: 2020年11月1日 (計畫於2021年3月赴德)

https://www.daad.org.tw/de/ueber-uns/aktuelles/
https://www.daad.org.tw/zh/about-us/%e6%9c%80%e6%96%b0%e6%b6%88%e6%81%af/
https://www.daad.org.tw/zh/event/%e7%95%99%e5%ad%b8%e5%be%b7%e5%9c%8b%e5%8d%9a%e5%a3%ab%e7%a0%94%e7%a9%b6%e8%aa%aa%e6%98%8e%e6%9c%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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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daad.org.tw/zh/event/%e7%b7%9a%e4%b8%8a%e6%95%99%e5%ad%b8-%e5%a6%82%e4%bd%95%e7%94%b3%e8%ab%8b%e5%be%b7%e5%9c%8b%e5%8d%9a%e5%a3%ab/
https://www.daad.org.tw/zh/event/%e7%b7%9a%e4%b8%8a%e6%95%99%e5%ad%b8-%e5%a6%82%e4%bd%95%e7%94%b3%e8%ab%8b%e5%be%b7%e5%9c%8b%e5%8d%9a%e5%a3%ab/
https://www.daad.org.tw/zh/event/%e7%b7%9a%e4%b8%8a%e6%95%99%e5%ad%b8-%e5%a6%82%e4%bd%95%e7%94%b3%e8%ab%8b%e5%be%b7%e5%9c%8b%e5%8d%9a%e5%a3%ab/
https://www.daad.org.tw/zh/event/2020-%e6%ad%90%e6%b4%b2%e7%95%99%e5%ad%b8%e8%81%af%e5%90%88%e8%aa%aa%e6%98%8e%e6%9c%83-%e5%8f%b0%e5%8c%97-%e6%96%b0%e7%ab%b9-%e5%8f%b0%e5%8d%97/
https://www.daad.org.tw/zh/event/2020-%e6%ad%90%e6%b4%b2%e7%95%99%e5%ad%b8%e8%81%af%e5%90%88%e8%aa%aa%e6%98%8e%e6%9c%83-%e5%8f%b0%e5%8c%97-%e6%96%b0%e7%ab%b9-%e5%8f%b0%e5%8d%97/
https://www.surveycake.com/s/doxPO
https://www.surveycake.com/s/2Q3X2
https://www.surveycake.com/s/Px1ga
https://eef-taiwan.org.tw/study_in_europe/infosession
https://www.daad.de/rise/en/rise-worldwide/
https://www2.daad.de/deutschland/stipendium/datenbank/en/21148-scholarship-database/?detail=57135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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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2.daad.de/deutschland/stipendium/datenbank/en/21148-scholarship-database/?origin=103&status=1&subjectGrps=&daad=&q=&page=2&detail=50035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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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學德國博士研究說明會

Doing a Ph.D. in Germany – Info Sessions 

為了提供台灣學生在德國做博士或博士後研究的協助，DAAD德國學術交流中心與台

灣科技部合作，在集思台大會議中心舉行留學德國博士研究說明會，提供德國研究概

況和博士獎學金項目等資訊，並邀請校友來分享在德國做研究的經驗。更多資訊請參

考網頁連結。

全球對留學德國的興趣仍然很高

Weltweites Interesse an Deutschland ungebrochen groß 

儘管目前新冠病毒大流行，但全球對於在德國留學和科學研究的興趣仍然持

續。DAAD德國學術交流中心與uni-assist在柏林公布的最新訊息顯示，外國留學生申

請至德國留學的數量約為去年的80％。更多資訊請參考網頁連結。

德語作為外語：在亞洲，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學習德語

Deutsch als Fremdsprache: In Asien lernen immer mehr
Menschen Deutsch 

學習德語的趨勢從不間斷：正如“德語在全球範圍內作為一門外語”的調查顯示，全球

有超過1540萬人學習德語。學習德語最多的始終是在歐洲，但在非洲和亞洲，德語學

習人數卻明顯地增加。開設德語課程的學校數量從2015年的9.5萬所增加到約10.6萬
所。數位化學習方式越來越受歡迎。這項調查每五年由德國外交部與德國學術交流中

心（DAAD）、歌德學院、德國之聲和德國國外學校教育司（ZfA）合作發佈。更多

資訊請參考網頁連結。

DAAD 2025策略： 激發潛在能力，建立科學網絡，提供專業知識 
DAAD Strategie 2025: Potenziale fördern, Wissenschaft
vernetzen, Expertise einbringen 

激發潛在能力，建立科學網絡，提供專業知識；這是DAAD在人本時代對建立國際學

術關係和外交科學政策的主要貢獻。DAAD已做好全面準備來實現這些目標。作為德

國大學的國際化機構，DAAD和德國大學持續合作共同努力，藉由多樣性的活動和專

案達成系統性目標的實現，而DAAD在超過100多個國家所成立的代表機構則是實現

此目標的基礎。更多資訊請參考網頁連結。

國立政治大學郭明政校長專訪

Im Gespräch mit Universitätspräsident Prof. Ming-Cheng Kuo 

DAAD 台北德國學術交流資訊中心金郁夫Josef Goldberger 主任訪問DAAD校友、現

任政治大學校長郭明政教授，談論台灣高等教育國際化的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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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daad.org.tw/de/2020/09/16/doing-a-ph-d-in-germany-infosessions/
https://www.daad.org.tw/zh/2020/09/16/%e7%95%99%e5%ad%b8%e5%be%b7%e5%9c%8b%e5%8d%9a%e5%a3%ab%e7%a0%94%e7%a9%b6%e8%aa%aa%e6%98%8e%e6%9c%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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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daad.org.tw/de/2020/09/15/daad-strategie-2025-potenziale-foerdern-wissenschaft-vernetzen-expertise-einbrin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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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daad.org.tw/zh/2020/06/24/%e5%8f%b0%e7%81%a3%e5%9c%8b%e7%ab%8b%e6%94%bf%e6%b2%bb%e5%a4%a7%e5%ad%b8%e9%83%ad%e6%98%8e%e6%94%bf%e6%a0%a1%e9%95%b7%e5%b0%88%e8%a8%aa/
mailto:LLMint@ilf.uni-frankfurt.de


More information: 
www.ilf-frankfurt.de/llm-programs/llm-international-finance/highlights/ 

FU-BEST: European Studies Semester in Berlin
Freie Universität Berlin European Studies Program (FU-BEST) accepts applications
for Spring 2021 until Nov. 1 – to get a glimpse of the program’s offerings, enjoy our
Free Digital Lecture Series featuring a broad range of disciplines as well as 3 live
German language sessions.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visit
http://www.fubest.org/onlin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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