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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letter DAAD 中国 2021年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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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至12月，进修课程奖学金
2021年9月30日，建筑类艺术家奖学金
2021年9月27日，音乐类艺术家奖学金
2021年10月5日，研究访问
2021年10月5日，再次邀请
2021年10月30日，表演类艺术家奖学金
活动预告:
2021年7月22日，特邀APS权威讲解留德审核程序
2021年8月13日，DAAD“留学德国”行前准备会

在德国留学

中国高中毕业生的德国高校申请资格

中国各类学校的的高中生毕业生也有了不同的，申请德
国大学本科的资格，同学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
https://scnem.com/a.php?sid=fiqaq.2r1pra1,f=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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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自己相对应的入学资格。
更多 »

博士后奖学金

名额增加至50人：中德（CSC-DAAD）博士
后奖学金项目协议续签

从2021年起，中德（CSC-DAAD）博士后奖学金项目
的资助名额增加到了每年50名，最长资助时间从18个月
增加到了2年。
更多 »

European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Days China

Horizon Europe and the Forum of
European Researchers in China
The two-day celebration of European researchers and
scientists was organized by EURAXESS China in
close partnership with the European Associations of
National Scientific Diasporas in China and the
Embassies of EU Member States.
更多 »

主题讨论会

可持续 & 便捷

德国学术交流中心上海代表处和上海德国中心一起举办
了“未来流动性”（2021年6月10日）和“未来城市”
（2021年6月17日）主题讨论会，并以此发起了一系列
关于未来主题的系列活动。
更多 »

2021年DAAD西安留德校友专业聚会

求知若渴 – 咖啡会：相遇、相识、相知

在长期进行线上教学和艰难的出行条件下大概有40位校
友应邀赶赴古都西安，参加了这次线下交流活动。
DAAD北京代表处副主任Melanie Späthe向来宾致辞并
且介绍了DAAD在中国的校友项目。
更多 »
https://scnem.com/a.php?sid=fiqaq.2r1pra1,f=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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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HAN-最终刊物发行

与中国的专业协作：创新和可持续

德中校友网络（DCHAN）的最终出版物回顾了德中校
友之间的专业合作实践，从2017年到2021年，校友间
的合作持续不断地的扩展。
更多 »

DAAD北京代表处搬家啦！

新地址，新气象 ——更明亮，更现代，更数字
化
在亮马河大厦工作了近20年后，DAAD北京代表处即将
搬迁。新办公室位于DRC亮马桥外交办公大楼，交通便
捷，乘地铁10号线至亮马桥站即可。
更多 »

年度报告

困境之中的积极交流
DAAD总部和北京代表处发布了2020年年度报告。
“2020 年对 DAAD 来说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一年。与此
同时，新冠疫情期间的学术交流已被证明具有非常强的
应变能力，”秘书长Kai Sicks博士说。
更多 »

广告

ESB Business School at Reutlingen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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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scnem.com/a.php?sid=fiqaq.2r1pra1,f=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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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ies all over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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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emen City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International Graduate Center (IGC) is part of the
Hochschule Bremen –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a German state university. For applicants with a first
university degree, IGC offers a wide range of full-time
MBA and Master programs in the area of international
and European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All full-time
courses are taught in English and prepare students for
their future leadership tasks.
更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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