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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AD Newsletter 中国
DAAD中国（北京、上海、广州）新闻简报每两个月刊发一次，提供德中高校及科研
领域合作的最新信息。
Hier geht es zur deutschen Version.
最新日程：
2018年10月20日-28日：2018年中国国际教育展
2018年11月02日：2018年第六届华南地区大学生德语演讲大赛
2018年11月07日：上海华东师范大学闵行校区“在德国学习”讲座
2018年11月07日：中南大学“在德国学习”讲座
2018年11月08日：湖南大学“在德国学习”讲座
2018年11月09日：“在德国学习”在线讲座——奥芬堡应用科学大学国际理学硕士和工
商管理硕士课程
2018年11月16日：上海留德咨询座谈会
2018年11月17日-18日：博士生国际招生面试交流会 PhD Workshop China
2018年11月20日：博士生国际招生面试交流会 PhD Workshop China
2018年11月22日：“在德国学习”在线讲座——特别介绍： NIT Norther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学院技术管理类硕士课程
2018年12月04日：“在德国学习”在线讲座——特别介绍：海德堡SRH应用科学大学
新增硕士项目
最新申请截止时间：
硕士短期奖学金
短期研究奖学金
https://scnem.com/a.php?sid=cny9j.sasjah,f=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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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院-DAAD联合奖学金
中德（CSC-DAAD）博士后奖学金项目
DAAD-王宽诚博士后奖学金
2019年度FUB-CSC 博士项目 30个涉及领域广泛的博士职位，柏林自由大学（Freie
Universität Berlin）-博士项目职位
更多 »

与德国高校面对面

欢迎参加2018年中国国际教育展（CEE）
DAAD将携手德国驻华使馆文化处留德人员审核部以及
二十多所德国高校与机构出席CEE。北京站：10月20
日-21日，广州站：10月25日，上海站：10月27日-28日
更多 »

新闻发布会

2018中国国际教育展
在2018中国国际教育展的准备过程中，中国教育国际交
流学学会（CEAIE）于10月12日邀请DAAD德国学术交
流中心参加新闻发布会。
更多 »

“在德国学习”

东北站留德巡讲活动
DAAD携歌德学院以及法兰克福财经管理大学在东三省4
所重点大学展开以“在德国学习”为主题的留学巡讲活
动。
更多 »

同济大学

迎新生“闪约”活动

这样的小组“闪约”活动面向刚来到中国的留学生们和中
国的德语学习者。他们有机会进行面对面的交流。
更多 »

校友
https://scnem.com/a.php?sid=cny9j.sasjah,f=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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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AD欧美同学会德奥分会消夏晚会
时值北京初秋的黄金时节，近120位北京留德校友来参
加一年一度的传统活动。
更多 »

广告

NIT Hamburg
Study an MBA program in Germany focused on
technology management! The MBA is offered at the
NIT Norther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Management with
the option of coupling it with an MSC at the Hambur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The program is intended for
engineers, scientists and economists who want to
shape the digital world. Benefits include international
groups, small classes, on-campus living and a close
connection to the industry.
更多 »

广告

Berli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Law

MBA and International Master’s
Programmes
Study management in English. Improve your
leadership skills. Gain digital know-how. Become part
of an international student body. Benefit from many
corporate activities, valuable career consultation and
coaching. Take advantage of our welcome service.
Discover Berlin - Germany’s startup hub, low cost of
living, culturally rich and colourful.
更多 »

广告

Hochschule Magdeburg-Stendal
Study in Magdeburg and Stendal (Germany) at the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Interested students can choose from around 50 study
https://scnem.com/a.php?sid=cny9j.sasjah,f=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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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ams in Magdeburg and Stendal. Around 130
professors guarantee a very good staff-to-student
contact ratio.
Interdisciplinarity and practical relevance (e.g.
internships) are an integral part of all courses and
linked to our focus of applied sciences and
Employability.
更多 »

广告

TU Kaiserslautern
18 International Graduate & PhD Programs at
Technische Universität Kaiserslautern
TUK is a top-ranked German research-oriented
university & offers high-quality (post)graduate
education & (post)doctoral research training in
innovative fields of the HighTechWorld, many of them
English-taught.
Application deadline: April 30 & Oct 31
More information: info@isgs.uni-kl.de
更多 »

广告

ESB Business School at Reutlingen University

ESB Business School – truly international
Study in Germany, Europe’s strongest and most
dynamic economy. There you will find a truly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chool: ESB Business School in
Reutlingen. Our students have access to a network of
renowned partner companies. We offer top-ranked
undergraduate, graduate and executive programmes
in business management and business engineering in
German and/or English.
更多 »

https://scnem.com/a.php?sid=cny9j.sasjah,f=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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