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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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7日，16:00-17:30 数字化德福考试——考试结构与题型
2020年9月18日，16:00-17:30 奥芬堡应用科学大学英文授课国际硕士课程
2020年9月23日，16:00-17:30 吉森大学硕博项目
2020年9月23日，16:00-17:45 在德国读博——医学专业
更多信息：请见 活动
申请截止日期
近两个月可以申请的奖学金汇总
2020年10月30日，绘画、设计和电影类艺术家奖学金
2020年11月16日，短期研究奖学金
2020年10月20日-11月20日，中德（CSC-DAAD）博士后奖学金项目
2020年11月4日-12月4日，中科院-DAAD联合奖学金

高考审核程序

德国留学最新政策：APS审核部公布高考程序

早在2019年秋，德国文化部长联席会议在申请资格审核
建议的修订工作中达成共识，简化成绩优异的中国高中

https://scnem.com/a.php?sid=es803.20i46di,f=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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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生（以参加高考毕业的学生）的留德本科申请资
格。
更多 »

变更通知

DAAD奖学金项目申请截止时间调整
2020/2021年度我们对DAAD的三个奖学金项目申请时
间做出了调整，三个项目分别是短期研究奖学金、研究
访问奖学金和再次邀请奖学金。
更多 »

专题报告

以中欧合作为重点的“亚太地区研究领域信息
指南”第二份报告近日发布

由德国联邦教育和研究部（BMBF）委托进行的这项研
究提供了亚太地区研究和创新趋势的信息。许多指标显
示，该区域在知识和创新生产方面的重要性持续增长。
研究和发展的投资正在增加，学生人数也在增加，出版
物和专利申请方面的数量也在增加。
更多 »

THE 排名 2021

德国大学位列Top200第三

每年泰晤士高等教育都会公布世界大学排名，今年有21
所德国高校进入排名前200，7所高校排名位于前100.
更多 »

校友

亚琛工业大学双硕士学位校友获得2020年德国
环境奖
DAAD校友雨果-塞巴斯蒂安-特拉普曼（Hugo
Sebastian Trappmann）和他的妹妹因其金属板工厂的
资源和气候友好型改造而获得德国联邦环境基金会
（DBU）的环境奖。
更多 »
https://scnem.com/a.php?sid=es803.20i46di,f=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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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新学期

中国大学线下学期开学

如今，中国大部分大学的秋季学期已经正式开学了。许
多中国教职员工已经在暑假期间返回了校园，紧接着学
生们也分批返回了学校。但是，校园生活还没有完全恢
复常态化. 例如，校园管理非常严格，进出校园都要接
受严格的检查。
更多 »

跨文化培训

赴德在即 准备就绪 - DAAD组织行前跨文化培
训
2020年8月，DAAD北京代表处为今年荣获长期奖学金
的近50位奖学金生组织了赴德行前跨文化培训，培训以
线上的形式进行。
更多 »

招聘信息

目前在高校市场部门和日耳曼语言教学职位空
缺
您对在国际学术领域的工作感兴趣吗？目前DAAD中国
为汉语和德语母语者提供一些理想的职位。感兴趣的话
请直接点击相关链接，了解职位的详细介绍和要求。如
果您的情况正好合适，我们将非常期待您的申请。
更多 »

广告

Technische Universität Berlin
Globally Connected: Join TU Berlin’s Alumni
Program
Did you study, work, teach or research at Technische
Universität Berlin? Maintain your connection to the
university by becoming part of an international network
of some 35,000 alumni in 139 countries worldwide and
https://scnem.com/a.php?sid=es803.20i46di,f=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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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nefit from exclusive offers. Register online to receive
your free membership.
更多 »

广告

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Biogeochemistry
International Max-Planck Research School for
Global Biogeochemical Cycles
In collaboration with the Friedrich Schiller University
Jena, the 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Biogeochemistry
houses a unique PhD program. The IMPRS-gBGC
offers projects in global Biogeochemistry and related
Earth System sciences. We welcome applications from
well-motivated and highly-qualified students with a
Master of Science or equivalent degree in natural
sciences. Proficiency in English is required.
更多 »

广告

TU Kaiserslautern
19 International Mast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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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tact: info@isgs.uni-kl.de
更多 »

广告

Berli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Law | Berlin
Professional School
https://scnem.com/a.php?sid=es803.20i46di,f=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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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in Berlin: MB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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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scover Berlin - Germany’s startup hub, low
cost of living, culturally rich and colourf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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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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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慧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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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学术交流中心北京代表处 | 反馈

https://scnem.com/a.php?sid=es803.20i46di,f=999

© DAAD

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