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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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2月20日，16:00-17:30：在线讲座：FAU工程和计算机科学硕士课程
2020年3月21-22日，10:00-16:30：中国国际教育展（CIEET 2020）
更多信息：请见 活动
申请截止：
2020年2月1日： 学生团体赴德短期学习
更多 »

实习协议

中德青年实习交流计划——现在启动
2019年秋，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与德国外交部签
署《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
青年实习交流计划的实施方案》（CGYIEP）。
更多 »

https://scnem.com/a.php?sid=e4xnn.ce3ffb,f=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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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AD新任主席

非常时期的学术交流

从2020年1月起，Joybrato Mukherjee教授/博士成为德
国学术交流中心（DAAD）波恩总部的新一任主席。他
将接替Margret Wintermantel教授/博士担任此职，
Wintermantel教授/博士的二次任期于2019年12月结
束。
更多 »

多媒体德语大赛

积极创新，赢取夏日限定大奖
2019年11月16日，第一届华南地区多媒体德语大赛在中
山大学举行。
更多 »

周年庆典

中德法学研究所成立30周年暨南京大学 – 哥廷
根大学合作35周年庆典
2019年11月7日至10日，中德法学研究所（DCIR）成立
30周年暨南京大学 – 哥廷根大学合作35周年庆典在南京
大学举办。
更多 »

鼠年大吉

DAAD北京代表处祝您春节快乐
我们衷心地祝愿您和您的家人鼠年幸福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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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scnem.com/a.php?sid=e4xnn.ce3ffb,f=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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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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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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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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SB Business School at Reutlingen University
Truly international – Study at ESB Business
School!
You want to study in a truly international setting in
https://scnem.com/a.php?sid=e4xnn.ce3ffb,f=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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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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广告

Berlin University of the Arts
Open Registration for the Berlin Summer
University of the Arts 2020
From June till September 2020, the Berlin Career
College at the Berlin University of the Arts presents an
international workshop programme aimed at artists,
senior students, and graduates from all artistic
disciplines. Inspiring courses in the field of Fine Arts,
Design, Music, Performing Arts, Creative
Entrepreneurship, and interdisciplinary workshops, are
offered to the participants for international artistic
exchange.
更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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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声明：
对于网站中提供的第三方链接和内容我们不承担法律责任。被链接网页的法律责任由该网页的
所属机构承担。
版权©隶属于德国学术交流中心：
此简报内容受版权保护。德国学术交流中心保留对此简报的所有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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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