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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letter DAAD 中国 2021年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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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31日：硕士短期奖学金
2021年6月1日-7月31日：Helmut Schmidt硕士奖学金 – PPGG
2021年5月1日-8月31日：博士后研究人员国际流动经验项目（PRIME）
不同的课题有不同的申请截止时间：德国宇航中心 (DLR) - DAAD 联合奖学金
活动预告:
2021年5月7日-6月4日：留德华杯 · DAAD摄影展全面征集作品啦！
2021年6月01日：上海理工大学“DAAD赴德留学行前准备会”
2021年6月02日：在德国研究：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
2021年6月02日：在线讲座——霍夫应用科学大学纺织业工程设计课程
2021年6月07日：Online Talks: The German Research Landscape
2021年6月08日：Online Talks: Doctorate Opportunities in Germany
2021年6月09日：Online Talks: Postdoc opportunities in Germany
2021年6月10日：Online Talks: “Ask a professor”
2021年6月11日：在线讲座——德国普福尔茨海姆大学MBA项目
2021年6月17日：在线讲座——在奥斯讷布吕克应用科学大学学习

展览
https://scnem.com/a.php?sid=fdj98.1f2eh16,f=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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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印象. 视觉的表达

在摄影与语言交汇处共同探索上海城市空间。"故事的期
许，视觉的存续"，是李双志教授对此次展览和摄影艺术
图片集城市印象的描述。这些摄影作品展现了初到上海
的德国人探索目光下的上海，他们试图用相机理解这座
了不起的超大城市。
更多 »

校友专业对话

宝马公司和Dräxlmeier公司的人力资源战略

疫情爆发后，在中国的德国公司必须重新定位，以便在
竞争中赢得优秀人才并在未来中保持成功。哪些人力资
源创新和举措是最有效的？ 我们对未来的展望是什么？
DAAD校友和德国校友进行了对话。
更多 »

全新栏目——DAADialogue

DAADialogue活动，掀起直播采访新篇章
2021年4月15日，德国学术交流中心北京代表处举办了
DAADialogue系列的首场活动。我们邀请德福考试院中
国协调员Geist女士做客微博直播间，用采访的方式为德
语专业的同学们介绍去德国读书可以选择的专业，学习
内容，对语言的要求以及数字化德福考试等内容。
更多 »

粤港澳大湾区

转型中的华南高等教育

珠江三角洲位于中国南方广东省的心脏地带，约有7200
万人口在此居住和工作。根据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
建设中国内地与香港、澳门特别行区深度合作示范区，
在经济、交通与物流，旅游，艺术与文化，医药，环境
保护与可持续性，创新与技术管理等领域加强项目合
作。
更多 »

Panel discussion & networking

How can we model future mobility to be
sustainable?
A series of panel discussions & networking events will
be launched by DAAD-IC Shanghai & German Centre
Shanghai June 10th. The aim is bringing together
DAAD-Alumni and young researchers, economic
stakeholders and creative leaders.
https://scnem.com/a.php?sid=fdj98.1f2eh16,f=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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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 »

Research in Germany

Online Talk Series: Do your research in
Germany
Are you interested in starting or continuing your
research career in Germany? Join the Research in
Germany-Online Talk Series and chat with experts
about PhD and PostDoc opportunities in Germany.
This series will be conducted from June 7th to June
10th.
更多 »

国际学术合作

专题讨论：完全开放还是设定界限
DAAD国际学术合作能力中心（KIWi）将于2021年6月9
日星期三18:00至19:30（欧洲中部时间）举办一场关于
“国际学术合作：完全开放还是设定界限——我们是否需
要一个新的标准？”的专题讨论。
更多 »

PRIME 2021/2022

2021/2022年度DAAD博士后研究人员国际流
动经验资助项目（PRIME）
2014年，德国学术交流中心启动该项目，通过提供德国
大学的临时职位代替传统奖学金，以支持博士后研究人
员的国际流动。随着该计划的试点阶段（部分由欧盟共
同出资）完成，DAAD成功地确立了“职位代替奖学金”
的资助原则，并从2019年起在德国联邦教育及研究部
（BMBF）的资助下继续这一模式。
更多 »

广告

Fulda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You want to work or study in Germany, but don´t
meet the requirements?
https://scnem.com/a.php?sid=fdj98.1f2eh16,f=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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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lda University´s Pre-College & Pre-Study prepare
you for Bachelor´s and Master´s programmes as well
as a vocational training. They include subject-related,
practical and German language courses as well as
introductions to living, studying and working in
Germany.
更多 »

广告

Kempten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Professional School of Business & Technology
Take the next step in your career with this MBA
Programme in Southern Germany
The Kempten MBA in Southern Germany helps you
make a career stride either internationally or in one of
Germany’s world market leading companies.
Overview: blended learning approach, international,
flexible, practice-oriented, attractive region, EFMD
programme accreditation. To find out more, go
to www.mba-kempten.de
更多 »

广告

University of Bayreuth
From 5 - 16 July 2021, the Bayreuth International
Summer School will be hosting student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for our interdisciplinary online program. The
Summer School consists of eight individual courses,
each one specialized in a different area and in line with
the research areas of the University of Bayreuth. Join
us from anywhere in the world or directly on our
campus in Bayreuth and earn up to 6 ECTS points!

更多 »

广告

Berlin University of the Arts

https://scnem.com/a.php?sid=fdj98.1f2eh16,f=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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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June to October 2021, the Berlin University of
the Arts presents an international workshop
programme aimed at artists, senior students, and
graduates from all artistic disciplines. We offer inspiring
courses in the field of Fine Arts, Design, Music,
Performing Arts, as well as interdisciplinary workshops,
both as online and face-to-face events.
更多 »

广告

Alexander von Humboldt Foundation
The German Chancellor Fellowship for tomorrow's
leaders
The Alexander von Humboldt Foundation grants up to
60 German Chancellor Fellowships every year to
prospective leaders from Brazil, China, India, Russia,
South Africa and the USA – irrespective of their field of
work. Recipients use the fellowship to conduct
together with their German host and mentor a sociallyrelevant project.
Deadline: 15 October
更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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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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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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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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