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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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ür eine deutsche Sprachversion klicken Sie bitte hier.
线上活动预告
2020年11月24日 “赴德研究”——针对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
2020年11月25日 德国高校咨询日
2020年11月26日 KIT英语授课本科硕士课程
2020年11月27日 “在德国学习”教育展
2020年12月03日 DAAD在德国留学——集结权威机构超强德国高校！
2020年12月04日 特别介绍：吉森大学英文硕博课程
2020年12月09日 柏林经济与法律应用科学大学课程
2020年12月07-10日 赴德研究系列讲座
线下活动预告
2020年12月04日 Research in Germany-Information Session on Natural Sciences
2020年12月04日 Exhibition Opening NanoArt from Germany
申请截止日期
2020年11月30日 中德（CSC-DAAD）博士后奖学金
2020年12月01日 德国高校暑期班奖学金
2020年12月04日 中科院-DAAD联合奖学金项目
2020年12月15日 硕士短期奖学金项目

在中国的冬季学期
https://scnem.com/a.php?sid=ezwa9.dbjj9k,f=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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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许在场，却无法入境

在中国4400多万学生中，外国留学生的比例不到1%。
这些外国留学生都集中在中国顶尖的大学，其中大多数
的人在上海、北京、广州等大都市。在那里，通常会出
现国际化、多元化的繁华场面。然而，今年就不一样
了。
更多 »

高校合作

清华大学与慕尼黑工业大学成为旗舰型合作伙
伴

慕尼黑工业大学（TUM）加强与中国清华大学的合作关
系。10月9日，双方就科研、创新、人才推广等诸多领
域的战略性旗舰合作进行商议。托马斯· F · 霍夫曼教授
和邱勇教授两位校长在线上会议达成一致。
更多 »

项目介绍

DAAD与HAW. International共同促进德国应
用科学大学的国际化

为了进一步提高应用科学学科和应用科学大学的国际化
程度，DAAD于启动了 “应用科学大学国际化（即：
HAW. International）”计划。去年，按照项目要求共选
出31个示范项目，这些项目从德国联邦教研部
（BMBF）获得了总额为2100万欧元的资助金。
更多 »

最新信息

科学大都会2020 - 在德国际学生人数增加了
6%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是世界上最受留学生欢迎的国家之
一。2019/20年度冬季学期，约有32万人在德国大学注
册。至此， 德国在全球排名第四，仅落后于传统的留学
热门国家：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
更多 »

校友专业聚会

建筑和城市规划的社会程度
DAAD于10月底在成都和德国驻成都总领事馆以及中国
德国商会西南分公司共同举办了一场大型留德校友专业
聚会。在中国，出行和大型集会的相关政策放宽，现场
活动从而得以重新举办之后，将近60位留德校友终于能
够面对面沟通并且在舒适的环境中交流。
更多 »
https://scnem.com/a.php?sid=ezwa9.dbjj9k,f=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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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变动

凯-西克斯成为DAAD新任秘书长

德国学术交流中心（DAAD）是世界上最大的学术交流
资助组织，目前已选出新一任秘书长：将由卡伊•西克斯
博士（Dr. Kai Sicks）接替吕兰特博士（Dr. Dorothea
Rüland）担任秘书长一职，DAAD主席团在11月10日的
在线会议中确认了该任命提议。
更多 »

DAAD校友

DAAD校友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今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由天体物理学家Reinhard
Genzel教授博士获得。他将与美国的同事Andrea Ghez
一起，因研究黑洞而被授以该奖。这位科学家也曾受到
过DAAD的资助。
更多 »

活动信息

在线课程虚拟展览会

欢迎参加DAAD组织的在线课程虚拟展览会，了解德国
大学提供的课程！各大学将举办讲座，并很积极回复您
的问题，本次活动主要介绍的是德国大学开设的在线课
程，感兴趣的同学请注册报名参加虚拟展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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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scnem.com/a.php?sid=ezwa9.dbjj9k,f=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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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rlin and study in one of the most interesting cities in
the world.

更多 »

广告

Alexander von Humboldt Foundation

Call: International Climate Protection
Fellowship
Are you a prospective leader working academically or
practically in climate protection or climate-relevant
resource conservation? Then apply for one of our fullyfunded fellowships. Together with a host, you will work
in Germany on a 12-24 month project of your own
choice. Deadline: 1 March 2021
更多 »

广告

Fulda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Preparatory programmes for higher and
professional education
You want to work or study in Germany, but don´t meet
the requirements?
Fulda University´s Pre-College and Pre-Study
programmes prepare you to study Bachelor´s and
Master´s programmes or to pursue a vocational
training. They include subject-related, practical and
German language courses as well as introductions to
living, studying and working in Germany.
更多 »

广告

University of Hildesheim
DFG Research Training Group “Aesthetic
Practice”, Hildesheim
As of April 1, 2021, at the University of Hildesheim
https://scnem.com/a.php?sid=ezwa9.dbjj9k,f=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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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rmany), Faculty of Cultural Studies and Aesthetic
Communication, a postdoctoral position (research
assistant, TV-L E 13, 100%) is to be filled for a period
of two years in the Research Training Group “Aesthetic
Practice” (DFG-Graduiertenkolleg 2477). Application
closing date: November 15, 2020.
更多 »

广告

Goethe University Frankfur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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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iversitaet Bonn - BGSE

Combined M.Sc. Economic Research /
Doctoral Program
The Bonn Graduate School of Economics (BGSE)
offers a 2-stage graduate program for outstanding
students with a bachelor’s or master’s degree.
Numerous grants and positions are available. All
BGSE activities are in English. Application deadline is
March 31, 2021. Visit the BGSE website for application
requirements and further information.
更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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