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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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6日-5月1日：【网络课程】申请德国博士指导课程
更多信息：请见 活动
申请截止：
2020年5月31日： 硕士短期奖学金

DAAD在中国

DAAD北京代表处新首席代表
在本期的DAAD中国新闻简报中，我非常荣幸能作为
DAAD北京代表处新任首席代表向大家介绍自己。
更多 »

线上活动
https://scnem.com/a.php?sid=ee65b.1ol5bh,f=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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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DAAD北京线上活动概览

今年四月，DAAD北京代表处计划举办三场在线讲座，
分别于APS审核部，德福考试院以及德国埃尔兰根-纽伦
堡大学，机会难得。
更多 »

COVID-19

中国 – 疫情防控。未来常态如何？

尽管COVID-19病毒在中国得到有效遏制且危重病例及
新增病例数量大幅下降，我们仍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更多 »

莱布尼茨奖获得者

DAAD校友汉学家：Dagmar Schäfer教授肖
像
2020年度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奖高度赞扬了这位
柏林马克思-普朗克科学史研究所所长对全球技术和科学
发展所做的贡献。
更多 »

留德校友

新冠病毒：DCHAN成员为中国心理危机干预
提供援助

德中校友专业网络（DCHAN）用专业知识，为中国卫
生健康部门提供咨询服务，并派遣医生到武汉各医院。
更多 »

Green Talents award 2020

Application period now open
Join a prestigious network of renowned scientists, gain
unique access to Germany’s sustainability,
更多 »

https://scnem.com/a.php?sid=ee65b.1ol5bh,f=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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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llowship programme

The German Chancellor Fellowship for
tomorrow’s leaders
The Alexander von Humboldt Foundation grants up to
50 German Chancellor Fellowships every year to
prospective leaders from Brazil, China, India, Russia
and the USA – irrespective of their field of work.
更多 »

广告

South Westphalia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Professional Master's Course: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 Information Systems – Online"
The IMIS Online study course is an extra-occupational
online course on Management and IT and is
completely taught in English. Professionals can
prepare for leadership roles in a globalized economy
and are able to study online - from everywhere, at any
time.
Start: every winter semester (Oct.)
Application deadline: May 15th, 2020
Info: www.fh-swf.de/cms/imis-online
更多 »

广告

NIT Hamburg
STUDY TECHNOLOGY MANAGEMENT - SHAPE
THE FUTURE!
At the NIT in Hamburg, Germany you learn how to
tackle management tasks responsibly. Our program in
Technology Management (M.A./MBA) prepares you for
the requirements of an increasingly digitalized working
environment. The modular course content enables you
to study in part-time. Apply at the NIT and be part of
our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更多 »

广告

TU Kaiserslautern

https://scnem.com/a.php?sid=ee65b.1ol5bh,f=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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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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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