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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letter DAAD 中国 2022年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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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AD虎年新春贺词

虎年大吉
2021年是充满挑战的一年，我们兢兢业业、完成使命。
所取得的成果表明，我们工作的热情比任何时候都更加
高涨。
更多 »

DAAD 2021/2022年冬季学期调查

疫情时期，德国国际学生和新生人数仍上升

在当前的冬季学期，德国大学的国际学生人数再次上
升。根据DAAD的调查，目前大约有33万名在读的国际
https://scnem.com/a.php?sid=fwquf.2nf2cql,f=999

1/5

2022/3/27 21:31

TITEL

学生。即使是在疫情时期，新入学的国际学生的人数仍
再次增长，至少有72000人。
更多 »

专题讨论会

“在中国进行研究与教学”网络会议
科学和研究方面的长期合作是德中合作的重要组成部
分。许多德国科学家在中国各地的大学和研究机构中工
作和教学。
更多 »

回顾

在德国学术交流中心上海代表处丰富多彩的四
年时光
德国学术交流中心（DAAD）上海代表处主任Sakine
Weikert 女士即将于2020年1月31日离任， 在此回顾她
在任期间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时刻。
更多 »

奖学金招募

中国的语言和实践项目：促进中国能力的提高
25年来，每年都有10名年轻毕业生通过 "语言与实践
"项目前往中国。项目协调人在与奖学金获得者交谈，这
些奖学金获得者利用在线教学的灵活性在泰国完成项目
资助。
更多 »

德国和欧洲研究中心

成功的Hoch3项目：德中高校合作
30多年前，在美国的伯克利、乔治敦和哈佛大学成立了
三个德国和欧洲研究中心（ZDES）。 为了纪念研究中
心成立30周年，我们将介绍一系列德国和欧洲研究中心
的工作实例。这次主要介绍北京大学德国研究中心。
更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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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AD奖项

职业生涯的开始和第二故乡——奥尔登堡

奥尔登堡大学的生物学家许静静获得了德国学术交流中
心颁发的1000欧元奖金，以表彰其作为国际学生在德国
大学学习期间取得的杰出成就。
更多 »

DSD项目

赴德学习的"门票"

得益于DSD项目，杨韵涵在完成高中学业后直接申请了
弗莱堡大学，并于2019年毕业。如今，她住在上海，但
非常怀念她在德国南部学习和生活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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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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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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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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广告

HTW Berlin -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Study Big Data & Project Management in Berlin
Want to speak big data and project management
alike? The English-language Master in Project
Management & Data Science at HTW Berlin will
enable you to manage high-level international projects
and analyse and interpret big data. Join us at HTW
Berlin and study in one of the most interesting cities in
the world
更多 »

广告

Jacobs University Bremen
Full Tuition Scholarship
A brilliant chance for brilliant students: Apply now for a
full tuition scholarship at Jacobs University. Use your
chance to study at Germany’s #1 private university, be
inspired by peers from more than 115 nations and start
your global career. Curious?
Find out more and take a step into your successful
future
更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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