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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语时间。」

德国留学文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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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来到现场，获取第一手权威资讯！ 

2014年5月17日
10:00–20:00 创智天地会议中心

 

杨浦区淞沪路 388 号

 

创智天地 7 号楼 1 层2014年4月19日  沈阳 

2014年 4月21日  重庆 

2014年 5月19日  南京 

2014年 5月21日  武汉 

上海

主办方: 
 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 

www.daad.org.cn/deguori

持此宣传页

可到活动现场

领取礼品袋，

先到先得哦！



 “德语时间——德国留学文化日”活动

  前几年在中国多地举办的“德中同行”

活动以其丰富的内容和独特的形式深得当

地民众好评。为配合“中德语言年”，德意

志学术交流中心（DAAD）将于 2014 年春季

在“德中同行”的各主办城市，即沈阳、

重庆、上海、南京和武汉举办“德语时

间——德国留学文化日”活动。借此机会，

德国驻华使领馆、机构及高校将同德意志

学术交流中心一起，前往以上城市介绍德

语语言文化和推广德国留学项目。届时，

将有 20 多所德国高校和机构组织参与到此

次活动当中。

2014年5月17日上海站活动内容

 留学咨询、现场答疑

 博士、研究及奖学金咨询

 德语语言学习信息和礼品游戏

 专题讲座 :  DAAD、留德人员审核部、

 与会德国高校和机构

 归国校友访谈

 职业发展座谈会

 

参展机构及高校

 中德语言年联合展台——“德语时间”

 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DAAD）

  “在德国学习和研究”

 德国驻华使馆文化处留德人员审核部（APS）

 瑞士驻上海总领事馆／ 

 瑞士联邦政府科技文化中心

 德国国外学校教育司（ZfA）

 德国国家旅游局（DZT）

 歌德学院（中国）及上海锦创歌德德语培训

 德中工商技术咨询服务 (太仓 ) 有限公司 | 

上海分公司

 亚琛工业大学

 巴伐利亚州大学联盟

 不来梅大学

 不来梅雅各布大学

 法兰克福财经管理大学

 汉堡博锐思法学院

 耶拿大学

 卡尔斯鲁厄理工学院

 科隆大学

 慕尼黑工业大学

 莱茵 – 瓦尔应用科学大学

 锡根大学 “中德语言年”项目框架下的德国留学文化日

系列活动得到了德国外交部的资助。



5月17日德国留学文化日上海站活动流程 

时间
机构名称

主题

10:00–10:30 DAAD German Academic Exchange Service

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驻京办事处

在德国学习



10:30–11:00 Akademische Prüfstelle (APS)

德国驻华使馆文化处留德人员审核部

留学德国的大门



11:00–11:20 Universität zu Köln

科隆大学

灵慧之思，始于1388!


11:20–11:40 Friedrich-Schiller-Universität Jena

耶拿大学

留学耶拿



11:40–12:00 Bremen University / Jacobs University Bremen

不来梅大学、不来梅雅各布大学

学在不来梅



12:00–12:20 Bavaria Universities

巴伐利亚州大学联盟

在巴伐利亚州留学



12:20–12:40 Frankfurt School of Finance & Management

法兰克福财经管理大学

在欧洲的金融中心开启您的未来！ 

12:40–13:00 Bucerius Law School

汉堡博锐思法学院

The Bucerius Master of Law and Business 

in Hamburg（英语） 



13:00–13:30 DAAD German Academic Exchange Service

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驻京办事处

在德国学习 – 提供给中学生德语

学习者的留德信息



13:30–13:50 Goethe-Institut China

歌德学院（中国）

到德国学德语



13:50–14:10 Hochschule Rhein-Waal

莱茵瓦尔应用科学大学

德国品质 – 英文授课


14:10–14:30 University of Siegen

锡根大学

在锡根学习生活



14:30–14:50 RWTH Aachen

亚琛工业大学

亚琛工业大学



14:50–15:10 Karlsruh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卡尔斯鲁厄理工学院

在卡尔斯鲁厄理工学院学习


15:10–15:30 Technical University Munich

慕尼黑工业大学

在慕尼黑工业大学学习和研究


15:30–16:00 DAAD German Academic Exchange Service

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驻京办事处

在德国读博及奖学金


16:00–16:30 Direct HR 

中国人才招聘

Market yourself: Strategic advice for job searchers in Shanghai（英语）

�

16:30–17:15 Career Talks – Opportunities in German companies  

职业发展座谈会——在德国企业就职

演讲嘉宾：1.  艾周平博士，上海贺利氏工业技术材料有限公司总裁

     2. 吴俊彦，西门子东北亚地区人力资源战略及传播负责人

�

17:15–18:00 I Did It – Alumni Talk Show

I Did It —— 归国校友与您分享留德学习经历和在中国的职业发展  

�

18:00 开始
参加卡拉 OK 大赛赢取丰厚大礼 ! 

详情请登录  www.daad.org.cn/deguori/shanghai 

�

 语言     研究     留学    � 工作    �娱乐



留学德国重要理由

  德国是世界上最受留学生欢迎的国家之一。目前大约

有 250 万大学生在德国的 390 多所高校就读。2013 / 2014

冬季学期，在德国高校注册的外国留学生人数首次超过

30万，所占比例为全德国高校学生总数的12%。德国是仅

次于美国和英国的世界第三大留学目的地国家。

  申请留学德国的理由有很多，这里为您列举几个最具

说服力的理由，相信对您的留学选择有所帮助 :

  举世闻名的高超学术水平、高含金量的文凭和国际承

认的教育体系

  不同类型的高等教育机构和多种多样的课程可供选择

  国家强劲的经济实力为德国教育体系提供后盾支持

  活跃的国际化氛围、一流的留学生服务体系、不收学

费或者仅收低廉的学费、与欧洲其他国家相比物价水

平适中

  完成学业后有机会留在德国工作，可以申请为期 18

个月的找工作签证

  通过学习一门新语言领略一种传统的文化

  持德国签证可以到欧洲大部分国家旅游

  多年以来，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团体一直是德国高校中

最大的外国学生团体。目前，有近 26000 名中国学生在

德国高校注册，且此数据一直呈现上升趋势。中国留学生

团体的毕业率也高于全德高校学生毕业率的平均水平。日

益增长的在德中国留学生数量也得益于德中两国高校间的

965 个交流合作项目。

欢迎到德国留学，为您的未来做出最明智的选择！

联系我们

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驻京办事处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 8 号

亮马河大厦二座 1718 室

邮编 : 100004, 中国

电话: +86 (0)10 6590 6656

电子邮箱: postmaster@daad.org.cn

网站: www.daad.org.cn

DAAD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

留学咨询 : 周一至周五 9:00 – 11:30 

(办公室对外办公 )

获取更多留德信息，请关注我们的新浪微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