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3/27 22:10

TITEL

如果新闻简报无法正常显示，请您点击 这里

DAAD中国新闻简报
DAAD北京、广州及上海代表处每年定期更新新闻简报，提供德中高校及科研领域合
作的最新信息。
Hier geht es zur deutschen Version.
重要日程：
2019年10月19日，09:00到16:00点：2019年国际研究生奖学金信息说明会(IGSF) –
北京
2019年10月26日，10:00到16:00点：2019年国际研究生奖学金信息说明会(IGSF) –
上海
2019年11月23日，09:00到19:30点：2019年博士生国际招生面试交流会 – 北京
2019年11月24日，09:00到12:00点：2019年博士生国际招生面试交流会 – 北京
2019年11月26日，10:00到17:00点：2019年博士生国际招生面试交流会 – 上海
2019年11月27日，19:00到20:30点：在德国留学华南理工大学讲座
更多信息：请见 活动 和 新闻
申请截止：
2019年10月15日：研究访问
2019年10月15日：再次邀请
2019年11月15日：短期研究奖学金
2019年11月15日：DAAD-王宽诚博士后奖学金
2019年11月20日：中德 (CSC-DAAD) 博士后奖学金项目
2019年12月04日：中科院 – DAAD 联合奖学金
2019年12月15日：硕士短期奖学金
更多 »
https://scnem.com/a.php?sid=dutx3.2cjos9s,f=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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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大学中国项目办公室成立

德国大学中国项目办公室成立暨揭牌仪式 在中
国政法大学成功举办
9月21日， “德国大学中国项目办公室成立暨揭牌仪式”
在中国政法大学隆重举行
更多 »

跨文化培训

2019年DAAD奖学金行前跨文化培训日前在北
京成功举行
6月21日-22日，43名成功入选今年DAAD长期奖学金项
目的中国奖学金生们在北京欢聚一堂，为即将开始的德
国科研之旅做准备。这43名奖学金生中包括34名CSCDAAD中德博士后奖学金以及9名CAS-DAAD博士联合
培养项目的奖学金生。
更多 »

中国-德国

德国总理到访华中科技大学
9月7日，德国总理默克尔的中国行到达了武汉。她在访
问中重申了德中双边关系的重要性。
更多 »

留德校友

追忆留德时光 - 记2019年留德校友消夏晚会
9月22日，由德国学术交流中心北京代表处和欧美同学
会共同举办的留德校友消夏晚会在香山脚下的七叶香山
揭开帷幕。
更多 »

广告

TU Dortmund
Innovative, communicative, unique:
Master of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https://scnem.com/a.php?sid=dutx3.2cjos9s,f=999

2/6

2022/3/27 22:10

TITEL

The "Master of Science in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MMT) is a 4 semester Master's program in English at
TU Dortmund University.
This program is geared towards dedicated and highly
motivated students and graduates of renowned
German and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Chosen
students will be able to study on a scholarship.
更多 »

广告

TUM School of Management
Technical University of Munich (TUM)
TUM School of Management at Campus Heilbronn
Study in fall 2020 at the new Heilbronn Campus of
TUM School of Management!
- Bachelor in Management and Technology – Focus on
digital technologies
- Master in Management – For engineers and natural
scientists
- Master in Management and Innovation
Specializations: Managing digital transformation, family
businesses and start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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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https://scnem.com/a.php?sid=dutx3.2cjos9s,f=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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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Berli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Law

MBA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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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ke advantage of our welcome service.
Discover Berlin - Germany’s startup hub, low cost of
living, culturally rich and colourful.
更多 »

广告

Institute for Law and Finance at Goethe University
Frankfurt
LL.M. International Finance Program at I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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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 »

广告

ESB Business School at Reutlingen University
Truly international – Study at ESB Business
School!
You want to study in a truly international setting in
Germany, Europe’s strongest economy? Come to ESB
Business School! We offer top-ranked undergraduate,
graduate and executive programmes in business
management and business engineering (German
and/or English), providing a strong network of partner
companies and international partner universities.

更多 »

https://scnem.com/a.php?sid=dutx3.2cjos9s,f=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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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Ulm University
DSH-Studienvorbereitung in Deutschland |
Bewerbungsaufruf
Die Universität Ulm bietet internationalen
Studieninteressierten eine sprachliche und fachliche
Vorbereitung für ihr Studium in Deutschland. Im
Vorbereitungssemester „FOKuS“ bereiten sie sich auf
die DSH-Sprachprüfung vor und lernen die Universität
kennen. Es richtet sich an die Studienbereiche
Informatik, Naturwissenschaften, Technik, Wirtschaft
und Mathematik.
更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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