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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letter DAAD 中国 2021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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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交流往来受到较为严格的限制，但是我们会
利用线上的模式，尽最大的可能继续完成相应的使命。
Hier geht es zur deutschen Version.
即将到来的申请截止日期
2021年11月1日至11月30日：中德（CSC-DAAD）博士后奖学金项目
2021年11月30日：绘画、设计、视觉艺术和电影类硕士/研究生奖学金
2021年09月15日至12月1日：德国高校暑期班奖学金
2021年11月4日至12月4日：中科院 – DAAD 联合奖学金
活动预告:
2021年11月17日: 在德国学习：亚琛工业大学国际学院
2021年11月18日: 华南理工大学线上国际周德国日
2021年11月25日至26日:DAAD线上开放日| 在德国学习与研究
2021年11月25日: 在德国学习：亚琛工业大学提供的硕士学位课程
2021年12月03日: 厦门大学“在德国学习与研究”宣讲会

2021年中国国际教育展（CEE）

在德国学习！
https://scnem.com/a.php?sid=fry56.25n151k,f=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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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金秋十月，德国学术交流中心DAAD携APS审核
部以及14所德国高校组成的德国国家展团成功出席今年
的中国国际教育展，提供关于留学德国的权威信息。
更多 »

研究与创新

一个舞台，一个创新的想法和三分钟的展示

这是 " FALLING WALLS LAB BEIJING"。这个国际论坛
为新兴人才、创新者和创意者提供了展示其研究、想法
或商业模式的机会。
更多 »

日耳曼语言文学/德语作为外语

DAAD讲师项目在中国的全力投入
2020年在中国的德语学习调查数据显示，中国的德语学
习者人数急剧增长了近33%，达到14.5万人。特别是在
中学，可以看到德语学习者的数量有了显著的增长，在
过去五年中，他们的数量几乎翻了一番。那么相应地，
对合格的中国德语教师的需求也相应增加了。
更多 »

展览开幕式

每一个开始都蕴藏着魔力
DAAD北京代表处办公室的搬迁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
的新开始。然而，它既是DAAD在中国25年存在的延
续，也是一种突破。至少，新办公室的乔迁庆典和“赴德
研究”图片展开幕仪式表明，我们已经并将继续存在。
更多 »

校友活动

三场讲座，三位青年领导者
11月4日，由DAAD北京代表处和德国驻成都总领事馆主
办的2021年成都留德校友专业聚会在尼依格罗酒店圆满
举行，近50位留德校友参加了本次聚会。
更多 »

https://scnem.com/a.php?sid=fry56.25n151k,f=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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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研究项目

上海弗劳恩霍夫创新平台
FIP合作计划的目标是共同促进从学术界到工业界和社
会的技术转让，并使所有参与者受益。对此，在上海的
交通大学建立了两个平台。
更多 »

广告

FUBiS Berlin
On-Site + Online: FUBiS Berlin International
Summer and Winter University
FUBiS is an intensive academic (on-site and online)
program of Freie Universität Berlin through which
students can earn credits. FUBiS sessions run for 3 to
6 weeks - both in summer and winter. Students can
choose between subject classes (mostly taught in
English) and German language courses and
participate in a rich cultural program.
更多 »

广告

HTW Berlin -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Boost your career. Get a German Master‘s degree
in Data Science & PM – online
Become a data analyst with the option to work and live
in Germany. Acquire a German Master’s degree fully in
English, part-time, online. In a mix of live video lectures
with your professors and on-demand eLearning
material. In classes with max. 40 students.
Join us at HTW Berlin!
更多 »

广告

Universitaet Bonn - BGSE
Combined M.Sc. Economic Research / Doctoral
Program
https://scnem.com/a.php?sid=fry56.25n151k,f=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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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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Visit the BGSE website for application
requirements and further information.
更多 »

广告

Offenburg University - Graduate School
Study in English - Live in German(y)!
Offenburg’s International Master Programs

Accredited programs
Small student-teacher ratio
Application-oriented teaching
Very well-equipped laboratories and facilities
Individual service for students
Save and friendly environment
Excellent Career opportunities
Offenburg’s Graduate School - The place to
build your future!
更多 »

广告

Ruhr University Bochum
Die Ruhr-Universität Bochum eröffnet chinesischen
Doktoranden, die an China-Scholarship-Council
Stipendien interessiert sind, die Möglichkeit sich in
folgenden drei Forschungsgebiete zu bewerben:
Neurowissenschaften, Physik/Astronomie und
Materialforschung. CSC-Stipendiat*innen an der RUB
zahlen keine Studiengebühren und genießen die
Vorteile der RUB Research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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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scnem.com/a.php?sid=fry56.25n151k,f=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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