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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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4日，15:00到18:00点：DAAD首次举办“在德国学习”虚拟教育展
2019年11月22日，15:00到18:00点：在德国学习——DAAD参加北京大学教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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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1月28日，16:00到17:30点：在线讲座——多特蒙德工大制造技术硕士课程
更多信息：请见 活动 和 新闻
申请截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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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德国学习
https://scnem.com/a.php?sid=dxcvu.52j75a,f=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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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AD首次举办“在德国学习”虚拟教育展
德国学术交流中心（DAAD）诚邀您参加11月14日15：
00至18：00举办的“在德国学习”虚拟教育展。
更多 »

在德国研究

14所德国大学与科研机构联合参加2019年博
士生国际招生面试交流会
2019年11月下旬，由德国大学、科研机构组成的高校代
表团将携手参加第十一届博士生国际招生面试交流会
（PhD Workshop China 2019）。
更多 »

洪堡基金会

"信任的纽带——共塑中德未来研究网络"
洪堡基金会以亚历山大.冯.洪堡诞辰250周年为主题，再
次在中国举办学术论坛，本次的活动地点为北京。
更多 »

跨界创新实验室

上海跨界创新实验室：获胜者朱德智解释了量
子物理

多年以来德国学术交流中心和“Falling Walls Berlin”一起
合作，在世界各地组织当地的创新实验室竞赛。
更多 »

奖学金

感受中国力量：DAAD奖学金项目“在华语言
文化实践活动”

获得“在华语言文化实践活动”项目的奖学金生于十月底
再次欢聚北京。
更多 »

https://scnem.com/a.php?sid=dxcvu.52j75a,f=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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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AD校友

DAAD校友获得2018年度和2019年度诺贝尔
文学奖

瑞士文学院于10月10号公布了今年和去年的诺贝尔文学
奖得主名单。
更多 »

人工智能之旅

在德国的人工智能之旅

博士后研究人员交流之旅（Postdoc-NeT）让国际年轻
研究人员深入了解，创新科学和企业在德国是如何处理
人工智能和工业4.0这两个课题的。
更多 »

广告

HTW Berlin -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Study Big Data & Project Management in Berlin
Want to speak big data and project management
alike? The English-language Master in Project
Management & Data Science at HTW Berlin will
enable you to manage high-level international projects
and analyse and interpret big data. Join us at HTW
Berlin and study in one of the most interesting cities in
the world

更多 »

广告

Hochschule Kempten -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Start your MBA programme in Southern
Germany
The Kempten MBA in Southern Germany helps you
make a career stride either internationally or in one of
Germany’s world market leading companies.
Overview: international, flexible & practice-oriented,
very attractive region, international EPAS accreditation,
https://scnem.com/a.php?sid=dxcvu.52j75a,f=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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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different Tracks, start: September or March. To find
out more, go to www.mba-kempten.de
更多 »

广告

RWTH Aachen - Business School
Study in Germany at the intersection of
Management and Technology
At RWTH Business School you can experience
education made in Germany and sample the best of
technology management and state-of-the-art
engineering knowledge. Our programs have been
carefully designed to equip ambitious professionals
with the distinct set of skills needed to succeed in a
digitized and globalized economy. Discover our
international Master programs and become a true
technology leader!
更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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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经许可，不得擅自使用或者摘选简报内容及图片。
退订：

如果您不想再收到“DAAD中国”的简报，请填写退订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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