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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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预告：
2020年7月23日，10:00-17:40 在德国学习——讲座与咨询活动
2020年7月29日，16:00-17:30 2020年DAAD留德校友聚会
2020年8月20日，16:00-18:00 DAAD在线讲座——留学德国行前准备会
2020年9月10日，16:00-17:30 特别介绍：普福尔茨海姆应用科学大学MBA专业
更多信息：请见 活动
申请截止日期
2020年9月30日，艺术家奖学金

在德国研究

德国的研究声誉在疫情当下仍持续上升

德国学术交流中心上海代表成功举办赴德研究在线讲座
人文和社会科学。有400多位同学预先注册参加该讲
座。由于三位演讲者在报告结束后收到许许多多的同学
提问，讲座持续了近3个小时。
更多 »

https://scnem.com/a.php?sid=en74p.i975ff,f=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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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国学习

DAAD上海代表处举办有关在德国学习和研究
以及APS当前临时举措的线上活动

与许多地处中国的德国文化机构一样，DAAD上海代表
处于2020年上半年的工作都转移到线上的数字化领域。
令人惊喜的是，同学们线上活动踊跃参与的热情不减。
更多 »

校友活动

DAAD中国留德校友微信公众号正式开通
DAAD北京代表处和DAAD上海、广州代表处一起开通
了中文版的校友微信公众号。在这里您可以更及时地获
取关于DAAD在中国的校友工作以及校友网络和活动的
最新报道和通知。
更多 »

DAAD 2025战略

激发潜在能力，连接科学网络，提供专业知识
这是DAAD在人本时代对构建国际学术关系和外交科学
政策的主要贡献。DAAD已做好全面准备来实现这些目
标。
更多 »

德语作为外语

在非洲和亚洲，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学习德语

人们对德语的兴趣丝毫没有消减：正如“德语在全球范围
内作为一门外语”的调查显示，全球有超过1540万人学
习德语。
更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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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https://scnem.com/a.php?sid=en74p.i975ff,f=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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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B Reutlingen

ESB Business School – truly international
Study at the heart of Europe, in Germany – the
economic leader of the world’s largest domestic market
- and find a truly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chool: ESB
Business School in Reutlingen. We’re located in
Baden-Württemberg - a prosperous region that is
home to many global companies - from highly
specialised medical technology companies to some of
the world’s foremost automotive manufacturers. Our
students have access to a network of renowned
partner companies, giving our degree programmes real
practical relevance. More than 100 partner universities
all over the world, students from 84 nations on the
ESB campus and international double degree
programmes ensure the worldwide employability of our
graduates. ESB Business School is part of statefunded Reutlingen University and offers a range of topranked undergraduate, graduate and executive
programmes in business and operations management
in German and/or English.
更多 »

本简报由下列单位出版
德国学术交流中心北京代表处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8号
亮马河大厦二座1718室
邮编：100004
法人代表Dorothea Rüland博士
德国学术交流中心 (Deutscher Akademischer Austauschdienst e.V.)
Kennedyallee 50, 53175 波恩（德国）
电话： +86 010/6590 6656
传真： +86 010/6590 6393
电子邮箱：postmaster@daad.org.cn
网站：www.daad.org.cn
机构地址：
波恩（德国），于波恩地方法院注册，注册号：VR2105
https://scnem.com/a.php?sid=en74p.i975ff,f=999

3/4

2022/3/27 21:37

TITEL

出版编辑：
施露丝，德国学术交流中心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责任编辑）
史佳，德国学术交流中心北京代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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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