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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letter DAAD 中国 2021年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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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er geht es zur deutschen Version.
即将到来的申请截止日期
2021年4月8日短期研究奖学金
2021年4月8日 研究访问奖学金, 科研
2021年4月8日 研究访问奖学金, 艺术和建筑类专业
2021年4月8日再次邀请奖学金
2021年3月31日 针对前进修课程奖学金获得者的再次邀请
2021年4月30日DAAD-王宽诚博士后奖学金
2021年5月31日硕士短期奖学金
不同的课题有不同的申请截止时间 德国宇航中心-DAAD联合奖学金

直播采访

DAAD开启Live直播新模式
今年3月21日，以线上中国国际教育巡回展CIEET为契
机，DAAD首次开通了自己的微博直播间。
更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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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

封锁边境

新冠疫情对学术交流，尤其是高校间的国际交流造成了
严重的影响。线上教学可以继续进行，但在国际框架下
仍有很多障碍。
更多 »

高校线上合作

中国和德国的线上开放学习平台
2017年，哈根远程大学推出了自己的学习平台：
offene.fernuni-hagen.de。该平台特别之处在于，它允
许外部学员参加大学的在线课程。现在上海开放大学也
加入其中，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MOOCs）已经在中
国建立。
更多 »

战略伙伴关系

柏林工业大学与中国同济大学的战略合作伙伴
关系
通过缔结战略伙伴关系，两所大学希望为迄今为止非常
成功的合作获取更多重要的优势。其中包括通过有针对
性地征集建议制定新的形式、加强对博士生的培训、以
及促进青年研究人员的多样研究进程。
更多 »

DAAD校友

国际妇女节
3月8日是国际妇女节，也是在我们的校友板块中推出中
德DAAD校友网络中的优秀女性校友访谈系列的最佳时
机。
更多 »

展览

随机的艺术
“来自德国的纳米艺术”图片展于2021年3月15日重新布
置展出。在德国学术交流中心上海代表处和上海锦创歌
德德语培训的办公小洋房里，我们可以看到光栅隧道显
微镜下的神奇世界。
更多 »
https://scnem.com/a.php?sid=f904p.17ahr57,f=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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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规划

科学和技术——新五年计划中的关键课题

和每年的3月初一样，全国人大以及全国政协在北京召
开会议。今年的特别之处不仅是有李克强总理的工作报
告为过去的 “十三五” 规划画上句号，新的 "十四五 "规
划（2021-2025年）也被提上了日程。
更多 »

Stellenausschreibung

Interviewerin oder Interviewer gesucht
Die Akademische Prüfstelle ist eine gemeinsame
Einrichtung des DAAD und der Deutschen Botschaft
Peking. Sie überprüft die formale
Hochschulzugangsberechtigung von Studierenden, die
sich auf Grundlage von in China erbrachten
Studienleistungen bewerb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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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SB Business School at Reutlingen University
https://scnem.com/a.php?sid=f904p.17ahr57,f=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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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truly international in Germany
ESB Business School offers top-ranked
undergraduate, graduate and executive programmes
in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and business engineering
(German and/or English), providing a strong network of
partner companies and international partner
universities all over the world.

更多 »

广告

NIT Hamburg
At the NIT in Hamburg, Germany you learn how to
tackle management tasks responsibly. Our program in
Technology Management (MBA with Double Master
option) prepares you for the requirements of an
increasingly digitalized working environment. The
modular course content enables you to study in parttime. Apply at the NIT and be part of our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更多 »

广告

Offenburg University - Graduate School
English-taught MBA and MSc Programs at
Offenburg University (Germany)
Application-oriented degree programs with excellent
career opportunities
Small student-teacher ratio and hands-on instruction
Very well-equipped laboratories and facilities
Comprehensive, individual services
Safe and friendly environment
www.hs-offenburg.de/graduate-school
更多 »

广告

FUBiS Berlin

On-Site + Online: FUBiS Berlin
International Summer and Winter
University
https://scnem.com/a.php?sid=f904p.17ahr57,f=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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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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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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innovative fields
of the HighTechWorld, many of them English-taught.
Application deadline: April 30 & Oct 31
More information: www.uni-kl.de/en/international &
info@isgs.uni-kl.de
更多 »

广告

Jacobs University Bremen
Are you interested in studying Engineering or
Business?
Join a teaser web lecture by Jacobs University on
"Method from Procurement Logistics - Case Study
from the Automotive Industry". This interactive 20 min
lecture will give you the opportunity to familiarize
yourself with the process of decision making in
Business and Engineering, based on Methods of
Purchasing.
更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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