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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letter DAAD 中国 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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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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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3月31日：前EPOS项目奖学金生再次邀请
2022年4月8日：短期研究奖学金
2022年4月8日：研究访问
2022年4月8日：艺术类专业研究访问
2022年4月8日：再次邀请
2022年4月30日：DAAD-王宽诚博士后奖学金
2022年5月31日：硕士短期奖学金
不同研究课题申请时间各异：德国宇航中心-DAAD联合奖学金
活动预告:
2022年3月25日: 特别介绍:可持续管理与绿色工程学、物联网与智能系统学
2022年3月26日: 北京留德校友徒步活动开始报名
2022年3月30日:中国人民大学: 德国高校咨询日
2022年4月08日:上海留德校友聚会, 待定
2022年4月12日:复旦大学“在德国学习”线上讲座，待定
2022年4月13日:在线讲座——亚琛工大英授国际硕士与理工硕士预科
https://scnem.com/a.php?sid=g0lzd.2om3k21,f=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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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4月19日:上海理工大学“在德国学习”讲座
2022 年4月17 到 23 日: 2022年赴德研究线上宣讲周

在德国学习

GATE系列讲座
德国学术交流中心作为德国大学和学生组织的联合机
构，以促进中德学生学者之间的交流和交换为使命，
DAAD北京代表处为德国高校提供线上平台，向对#德国
留学#感兴趣的学生和家长介绍高校概况和特色专业。
更多 »

我的留德日记

来自留德中国学生的#德国日常#
DAAD北京代表处每年会向广大赴德留学的中国同学招
募 “我的留德日记” 志愿者，志愿者将以文字、图片或者
视频的方式记录自己在德国的学习与生活，其中不乏非
常生动有趣的小故事，一起来看看吧。
更多 »

自传系列

来自科学领域的（领导）女性
3月8日是国际妇女节，也是和中德校友网络分享德国学
术交流中心的杰出女性故事的恰当时机。今年，我们向
您介绍三位来自不同领域的（杰出）女性。
更多 »

Falling Walls Lab Beijing 2022

APPLICATION CALL
Be the next science sensation! Showcase your most
innovative idea - all scientific fields are welcome. You
will have alltogether three minutes to convince the jury
of the originality and impact of your invention.
更多 »

留德华杯

DAAD短视频大赛
首届留德华杯·DAAD短视频大赛的评选工作正式结束，
经过将近一个月的征集，我们收到了14个制作精良的参
https://scnem.com/a.php?sid=g0lzd.2om3k21,f=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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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短视频，围绕着本次视频大赛的主题“typisch
Deutsch”，每个视频都凝聚了学生们的心血和创意。现
公布六位/组获得本次短视频大赛的选手。
更多 »

2022德语大赛——友谊

比赛
2022德语大赛正式拉开了帷幕，本次的主题是“友谊”。
围绕着“友谊”这一主题，你有什么故事和想法吗？你的
朋友们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友谊于你又是什么？快来
参加由德国驻华大使馆、奥地利驻华大使馆、瑞士驻华
大使馆联合举办的德语大赛吧！
更多 »

广告

University of Marburg
Business Summer School
“Corporations in a Modern World: Management,
Sustainability, Data Analysis”
Join us in Marburg in July for classes on: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Economic Data
Sustainability Analysis – the Science and
Practice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Corporate Governance
July 2-26, 2022
12-18 ECTS
www.uni-marburg.de/ss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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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scnem.com/a.php?sid=g0lzd.2om3k21,f=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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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e information: www.uni-kl.de/en/international &
info@isgs.uni-kl.de
更多 »

广告

Berli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Law
Berlin Professional School
Study in Berlin: MBA & International Master’s
Programmes
Improve your leadership skills. Gain digital know-how.
Study management in English. Become part of an
international student body. Benefit from many
corporate activities, valuable career consultation and
coaching. Discover Berlin - Germany’s startup hub, low
cost of living, culturally rich and colourful.
更多 »

广告

University of Bayreuth
From 4 - 15 July 2022, the Bayreuth International
Summer School will be hosting student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for our interdisciplinary programme back on
campus in Bayreuth, Germany. The Summer School
offers specially designed courses, each one focusing
on one of the main research areas of the University of
Bayreu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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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0lzd.2om3k21,f=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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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ies all over the world.

更多 »

广告

Freie Universität Berlin - FUBiS
FUBiS F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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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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