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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亚太平洋学术协会旨在建立奥地利各科研院校和东亚、中亚、南亚以及

太平洋地区成员机构的联系，并开展科学合作。欧亚太平洋学术协会开展和举

办了多种联合研究项目、会议、工作人员或学生交流等，促进了成员机构之间

的多边合作。欧亚太平洋学术协会支持奥地利高等教育政策，始终将 “卓越”

作为工作理念并为之不断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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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过去的一年，欧亚太平洋学术

协会（EPU）取得了多项成就。新成员

加入的同时，各成员之间的奖学金项目

及其他国际项目的合作也在稳步进行中，

参与夏令营的学生规模也在进一步扩大。 

 

奥地利专家学者就不同领域的科研

课题进行研究，取得了令人欣慰的成果，

也证明了成员机构所涉猎的课题之广。

如今，成员机构间的交流和国际生交换

推动了 EPU 科研工作的不断进展。随

着科研设施的共享机制和研究项目的跨

区域合作机制日渐标准化，学生们更愿

意前来参与研究。各国之间的经济往来

以及国际合作成为我们的教育和科研发

展和成长的催化剂。从这方面来看，

EPU 是推进无国界科学组织的重要媒介。 

 

至 2016 年，EPU 已经成立了 16 年，

虽然在历史的长河中 16 年是短暂的，

但我们在这 16 年间所取得的成就却是

令人瞩目的。特别是我们的奖学金项目，

现在已成为支持学生、老师和研究者的

重要后盾。我非常欣喜 EPU 和科研经

济部能够在经费的使用问题上达成一致， 

将这些经费使用在当前体制条件允许的

最需要的地方。 

 

 

谨以此文预祝 EPU 在 2016-2017 年度取

得成功，并向所有加入 EPU 的成员致

以诚挚的感谢。 

 

 

 

 

 

 

 

 

 

 

 

 

 

 

 

 

 

 

 

 

 Dr. Reinhold Mitterlehner 

莱因霍尔特·米特雷纳博士 

奥地利副总理 
 

     

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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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至 2016 年间欧亚太平洋学

术协会与亚洲和奥地利的成员伙伴持续

开展活动。奥地利联邦科研与经济部为

我们的活动提供了经济基础，奥地利学

术交流中心也一如既往地在行政事务方

面给予我们大力支持。 

 

这一年间不断有来自亚洲与奥地利

的新成员加入 EPU 并展开合作。从过

去的 15 年里不难看出，各成员机构间

的合作、交流以及共同开发项目的诚挚

意愿是 EPU 成功的必要前提。 

 

EPU 成功地将奥地利这个位于欧洲

中部的内陆小国与亚洲的上百所盟校联

系起来。EPU 所有成员都怀着相同的心

愿，不断加入到我们的博士/博士后的

合作项目中来，并努力开展科研合作。 

 

本手册介绍了欧亚太平洋学术协会

的基本信息、成员信息以及活动信息 。 

 

EPU 帮助了来自中国与蒙古国的学

生顺利来到奥地利交流学习，并通过参

与艺术、音乐、法律、建筑、自然科学、

医学、中/蒙医等方面的科研项目，促

进了各盟校之间的相互理解、合作与思

想交流。 

 

协会已经成立了多个特定成员机构

之间的固定合作点，本手册中将对其进

行简要的概述。 

 

上海的奥地利中心促进了奥地利学

术交流中心和 EPU 与中国的合作，在

这里举办的过很多具有奥地利特色的活

动，不但展示了奥地利为积极参加各种

国际事务所做的努力，也显示出奥地利

重视传统文化、重视当代经济发展和科

学活动的态度。每年组织的“奥地利日”

活动意在展示奥地利不仅只有莫扎特、

山区和萨赫蛋糕，其实还有其非常不同

的一面，如奥地利这样的小国不仅拥有

丰富唯美的现代文化生活，而且还致力

于保护良好的生活环境，拥有纯净的湖

泊与湛蓝的天空，而这些并不只是自然

形成的纯洁天堂，更要归功于奥地利强

烈的环保意识、深虑的远见和成熟的规

划。 

 

由 EPU 举办的中方和奥方之间的

夏令营交换生活动（暑期学校）每年都

能吸引大量的中国学生和奥地利学生的

参与，尤其是中国学生的人数逐年增加，

而奥方的学生们也对中国的文化、中医、

烹饪、腾飞的经济及其相关领域等展现

出浓厚的兴趣。 

 

2015 年 EPU 在维也纳举办了第五

届全体会议，来自各成员机构的众多代

表参加了这一里程碑会议，不但对将来

成员机构间的合作具有重要意义，也从

侧面展示了成员机构的多样性。 

 

 

主席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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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奥地利科研经济部的支持和资

助，使我们的各项活动得以有序进行，

奥地利商会及其位于香港、北京和上海

的各商业部门也经常给我们提供非常有

价值的帮助。 

 

各成员国内的奥地利大使馆，特别

是奥地利驻北京大使馆，为我们协会工

作的开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举办了很

多具有奥地利特色的学生、校友等的聚

会活动。使馆在办理交换生和访问学者

的签证事务方面也给予了协会巨大的帮

助。 

 

我们的网址(www.eurasiapacific.net)，

为大家提供了一个信息交流的平台，我

们会持续不断地为所有合作伙伴提供最

新的活动项目、夏令营和学术交流等活

动信息。 

 

成员间的相互连接与合作是 EPU

的主要目标，我们一直在鼓励成员机构

在科学活动中相互支持。我们通过举办

研讨会、成员会和其他科研活动等将不

同的成员聚集在一起，进行思想的碰撞。

我们的奖学金项目，现在改名为“厄恩

斯特马赫 /欧亚太平洋学术协会奖学

金”，从 15 年前一直顺利延续至今，

也促成了各成员机构之间的人才交流与

合作。  

 

如果您有任何疑问，例如访问奥地

利、正在进行的科研项目、奖学金申请

以及与其他成员机构的合作等方面的问

题，EPU 总部的的工作人员，以及中国、

蒙古国和中亚等各分部的工作人员将非

常乐意为您解答，为您提供全面的信息

与支持。 

2016 年是 EPU 成立的第十六个年

头，我们在庆祝的同时，也制定了未来

的工作战略，以指导 EPU 在明年以至

不断变化的将来，一直可持续发展下去。 

 

最后，我谨代表 EPU 全体工作人

员向所有成员机构问好，向所有的项目

参与者、奖学金项目获得者以及许多愿

意参与并支持我们的朋友，致以最真挚

的祝福。 

 

 

 

       

  

 

 

 

 

 

 

 

  

 

 

 

欧亚太平洋学术协会主席                                

  Prof. Wolf-Dieter Rausch 

  沃尔夫•迪特尔•劳施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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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亚太平洋学术协会（EPU）旨在

建立奥地利各科研院校和东亚、中亚、

南亚以及太平洋地区成员机构的联系并

促进其间的科学合作。EPU 成立于

2000 年，奥地利联邦科学研究部和奥

地利国际教育研究合作处给予了大力的

支持。同时，EPU 与奥地利的欧洲和国

际事务部有着密切的合作。  

 

         EPU 成功促进了来自于奥地利、

中国、朝鲜、韩国、蒙古、俄罗斯、哈

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

坦、塔吉克斯坦、尼泊尔、不丹和印度

等多个国家的 160 个成员机构之间的多

边科技合作与交流。目前，EPU 是欧洲

最大的并占有主导地位的学术协会。 

 

 

EPU 支持：  

 奥地利和其他国家之间的科学、经

济和文化方面的合作 

 跨国公司的研发活动  

 客座教授活动 

 研究学位和课程的相互承认  

 

EPU 提供：  

 成员机构的研究用奖学金 

 政府机构、教育机构和企业之间的

联络契机 

 通过集中培训及课程提供跨文化专

业知识  

 

EPU 发起： 

 联合研究中心 

 教学、科研和培训的联合学校 

  联合课程和双学位课程 

 以讲习班、研讨会、论坛以及人才

交流等形式进行的成员机构之间的

科研活动

欲了解更多详情，请访问: 
www.eurasiapacific.net 
 

欧亚太平洋学术协会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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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U 160 个成员机构的分布： 

 

奥地利——41 个成员机构 

 

1 中国—— 68 个成员机构，其中： 

   中国大陆 64 个； 

   台湾地区 4 个。 

2 朝鲜—— 2 个成员机构 

3 韩国—— 3 个成员机构 

4 蒙古—— 6 个成员机构 

5 俄罗斯—— 8 个成员机构 

 

 

 

6 哈萨克斯坦—— 5 个成员机构 

7 吉尔吉斯斯坦—— 8 个成员机构 

8 乌兹别克斯坦—— 2 个成员机构 

9 塔吉克斯坦—— 4 个成员机构 

10 尼泊尔—— 4 个成员机构 

11 不丹—— 1 个成员机构 

12 印度—— 8 个成员机构

 

EPU 成员机构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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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U 成员机构（按英文名称首字母顺序） 
 
中国 
 内蒙古师范大学（呼和浩特） 

吉林大学（长春） 

中央民族大学（北京） 

南昌大学  

南京医科大学 

南京师范大学 

南京大学 

南京中医药大学 

南开大学（天津） 

东北农业大学（哈尔滨）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杨凌） 

西北大学（西安） 

北京大学 

琼州大学（三亚） 

山东医学科学院（济南）   

上海音乐学院 

石河子大学 

西南民族大学（成都） 

中山大学（广州） 

香港中文大学 

香港理工大学 

香港大学 

天津大学 

同济大学 

澳门大学 

武汉大学 

武汉科技大学 

西安外国语大学 

西安交通大学 

西华大学（成都） 

新疆医科大学（乌鲁木齐） 

银川大学 
 

中国台湾 
 
国立台湾大学（台北） 

中国文化大学（台北） 

淡江大学（台北） 

国立中兴大学（台中） 

 

朝鲜 
 

韩国 
首尔大学 

延世大学（首尔） 

建国大学（首尔）   

 

蒙古 

蒙古国立大学（乌兰巴托） 

蒙古科技大学（乌兰巴托） 

蒙古国力文化艺术大学 

蒙古国科学院（乌兰巴托） 

蒙古卫生大学（乌兰巴托） 

蒙古国立农业大学（乌兰巴托） 
 

北京外国语大学 

北京交通大学 

北京体育大学 

北京中医药大学 

滨州医学院 

滨州大学 

首都医科大学（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北京）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长沙） 

中国中医科学院（北京） 

中国音乐学院（北京） 

中欧国际商学院（上海） 

中国药科大学（南京） 

三峡大学（宜昌）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中国石油大学（青岛） 

中国政法大学（北京） 

中国林业科学院（北京） 

中国地质科学院（北京） 

香港城市大学 

华东师范大学（上海） 

复旦大学（上海） 

福建医科大学（福州） 

福建中医药大学（福州） 

哈尔滨体育学院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哈尔滨） 

香港演艺学院 

香港浸会大学 

华中科技大学（武汉） 

湖北中医药大学（武汉） 

内蒙古民族大学（通辽） 

内蒙古医科大学（呼和浩特） 
 
 
 
 
 
 

金日成综合大学（平壤） 金策工业综合大学（平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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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 

圣彼得堡国立大学 

喀山国立大学 

新西伯利亚国立大学 

伊尔库茨克国立大学 
 

伊尔库茨克国立医科大学 

布里亚特国立大学（乌兰乌德） 

东西伯利亚州立科技大学 

贝加尔国立经济法律大学（伊尔库茨克） 

Irkutsk State Medical University  
Buryat State University, Ulan-Ude 
East-Siberian State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Ulan-Ude 
Baikal Nation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Irkutsk 

哈萨克斯坦 

阿布莱汉国际关系与外国语大学（阿拉木图） 

Korkyt Ata Kyzylorda 国立大学 

法拉比国立大学（阿拉木图） 
 

中亚大学（铁克利） 

 哈萨克国力农业大学 

吉尔吉斯斯坦 

吉尔吉斯国家科学院 

伊塞克湖国立大学 

贾拉拉巴德国立大学 

吉尔吉斯国立建设、交通和建筑大学（比什凯克） 

纳伦国立大学 

奥什科技大学 

吉尔吉斯国立农业大学（比什凯克） 

中亚大学（比什凯克） 

 

乌兹别克斯坦 

塔什干国立农业大学 塔什干灌溉改良研究所 
 

塔吉克斯坦 

塔吉克国立医科大学（杜尚别） 

塔吉克科技大学 

塔吉克农业大学（杜尚别） 

中亚大学（霍罗格） 

 

尼泊尔 

国际山地综合开发中心（加德满都） 

Rampur农业与林业大学（奇旺） 
 

加德满都大学 

特里布万大学 

 

不丹 
不丹皇家大学 

印度 

普纳大学 

Guru Nanak Dev大学（阿姆利则） 

Chaudhary Charan Singh Haryana农业大学 

（希萨尔） 

马得拉斯大学（金奈） 

印度W.B. 国立司法大学（加尔各答） 

医学教育研究生院（昌迪加尔） 

管理发展学院（新德里，古尔冈）  

国家博物馆学院（新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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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地利 

奥地利科学研究院 

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 

奥地利科技研究所 

奥地利考古研究所 

维也纳大学 

维也纳医科大学 

维也纳兽医大学 

维也纳科技大学 

维也纳自然资源和应用生命科学大学 

维也纳经济工商管理大学 

维也纳应用艺术大学 

维也纳音乐表演艺术大学 

维也纳西格蒙德佛洛伊德大学 

维也纳模都尔大学 

格拉茨大学 

格拉茨医科大学 

格拉茨科技大学 

格拉茨音乐表演艺术大学 

因斯布鲁克大学 

因斯布鲁克医科大学 

克莱姆斯多瑙大学 

奥地利中央气象和地球动力研究所 

健康科学医科大学 

信息技术中心 

萨尔茨堡大学 

萨尔茨堡帕拉塞尔苏斯医科大学 

萨尔茨堡莫扎特音乐大学 

萨尔茨堡大学商学院 

里奥本大学 

林茲大学 

克拉根福阿尔卑斯山 - 亚得里亚海大学 

克雷姆斯国际管理中心应用技术大学 

库夫施泰因高等专业学院 

因斯布鲁克管理中心 

克恩滕应用科技大学 

萨尔茨堡应用科技大学 

格拉茨应用科技大学第二校区 

约阿内应用科技大学 

圣玻尔滕应用科学大学 

维也纳应用技术大学 

上奥地利州应用技术大学 

福拉尔贝格州应用技术大学 

萨尔茨堡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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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亚太平洋学术协会团队 

 

协会主席 

沃尔夫·迪特尔·劳施教授 

维也纳兽医大学 

电话: +43-1-25077-4209 

传真: +43-1-25077-4290 

邮箱: wolf.rausch@vetmeduni.ac.at 

 

名誉主席 

碧姬·温克琳娜教授 

萨尔斯堡大学 

邮箱: brigitte.winklehner@sbg.ac.at 
 

欧亚太平洋学术协会-维也纳总部 

项目经理 

商玥玥 女士 

University of Veterinary Medicine 

Vienna 

Tel.: +43-1-25077-4209 
Fax: +43-1-25077-4290 
E-mail: 
eurasiapacific@vetmeduni.ac.at 
  

项目经理 

Padraig Lysaght Bakk. MA 先生 

University of Veterinary Medicine 

Vienna 

Tel.: +43-1-25077-4209 
Fax: +43-1-25077-4290 
E-mail: 
eurasiapacific@vetmeduni.ac.at 
 

欧亚太平洋学术协会维也纳总部 
 

Veterinary Medical University Vienna 

Veterinaerplatz 1 

1210 Vienna 

Austria/Europe 
 

欧亚太平洋学术协会维也纳行政办公室 

 

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Mobility 

Ebendorferstrasse 7 

1010 Vienna 

Austria/ Eur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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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亚太平洋学术协会-奥地利学术交流中心维也纳分部 

项目经理 

Mag. Michael Glatzl 先生 

OEAD GmbH 

Tel.: +43-1- 53408-472 

Fax: +43-1- 53408-499 

E-mail:  michael.glatzl@oead.at  

  

项目经理 

Mag. Svetlana Kim 女士 

OEAD GmbH 

Tel.: +43-1- 53408471 

Fax: +43-1- 53408-499 

E-mail:  svetlana.kim@oead.at  

  

项目经理 

陈奕霖 女士（研究生） 
E-mail: lemonteapan@sina.com 
 

项目经理 

格根塔娜 女士（研究生） 
E-mail: ggtn379799591@aliyun.com 
 

 
Sarantuya Tsedenbamba 教授 
 
E-mail: saraa@must.edu.mn 

欧亚太平洋学术协会-北京分部 

欧亚太平洋学术协会-蒙古国分部 

项目经理 

王飞雪 女士（博士） 
E-mail: wfx_happy@163.com  
 

项目经理 

陈奕霖 女士（研究生） 
E-mail: lemonteapan@sina.com 
 

项目经理 

格根塔娜 女士（研究生） 
E-mail: 15201624606@163.com 
 

Sarantuya Tsedenbamba 教授 
 
E-mail: saraa@must.edu.mn 
 

欧亚太平洋学术协会-北京分部 

欧亚太平洋学术协会-蒙古国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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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亚太平洋学术协会（EPU）于

2005 年首次建立了中国分部。由于与

复旦大学有着将近十年的密切合作，

2005 年 9 月，奥地利中心在复旦大学

成立，奥地利前任教育科学和文化部

长伊丽莎白•格雷尔和复旦大学副校长

王伟平教授出席了开幕活动。 

 

        2006 年，EPU 在北京、西安和杨

凌分别成立了协会办公室。2007 年 9

月，随着中-奥中医科学合作中心的成

立，我们在中国中医科学院也成立了

办公室。中国内蒙、蒙古国和吉尔吉

斯共和国的办公室分别建立于 2008 年、

2009 年、2010 年。 

 

        EPU 对以下机构表示诚挚的谢意：

复旦大学、同济大学、北京大学医学

部、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中国中医科

学院、北京交通大学、西北大学、西

北农林科技大学、陕西杨凌、南京医

科大学、蒙古科技大学以及吉尔吉斯

国立结构、交通与建筑大学。感谢他

们为协会办公室的建设所提供的帮助

和支持，并为我们免费提供办公场所。 

 

 

 

 

以下是对 EPU 办公室的建设有积

极贡献的机构： 

中国： 

 奥地利中心，EPU 联络办公室，

位于上海的复旦大学 

 中奥媒体和营销中心，位于上海 

 中奥生物标志物发现中心，北京

办公室，位于北京大学医学部 

 中奥环境保护研究中心，位于陕

西省杨凌市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中奥中国医学科学合作中心，位

于北京的中国医学科学院 

 中奥隧道及地下工程研究中心，

位于上海的同济大学 

 中奥物流、信息流、供应链管理

与原料流研究与创新中心，位于

北京交通大学 

 中奥心血管疾病诊断、治疗与研

究中心，位于南京医科大学 

 EPU 联络办公室，位于内蒙古通

辽的内蒙古民族大学 

 

蒙古共和国： 

 EPU 办公室，位于乌兰巴托的蒙

古生命科学大学 

 EPU 办公室，位于乌兰巴托的蒙

古科技大学 

 

吉尔吉斯共和国： 

 奥地利地理信息学中心亚洲合作

中心，位于比什凯克的吉尔吉斯

国立交通与建设建筑大学 

 吉尔吉斯蒙古草原中心 
 
 

 欧亚太平洋学术协会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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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亚太平洋学术协会暑期学校 

项目负责人 

陈奕霖 女士 

地址：北京大学医学部 
E-mail: lemonteapan@sina.com 

 得益于萨尔茨堡大学中国中心的

大力支持，每年的中国与奥地利之间

的夏令营/暑期学校都举办得十分成

功。 

 

        每年约有来自 EPU 合作机构的

100 多名中国学生怀着极大的热情参

加 EPU 暑期学校的活动。通过参加暑

期学校，他们有机会了解西方文化并

及所学专业在海外的发展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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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蒙古成员机构的奖学金项

目 

应奥地利联邦教育科学与文化部

号召，2003年，奥地利研究与技术发

展委员会启动了欧亚太平洋学术协会

奖学金项目，近年来一直由奥地利科

研与经济部独立资助。 

        如今，新的“厄恩斯特马赫/欧亚

太平洋学术协会奖学金项目”已对中

国和蒙古的协会成员机构开放申请。 
 

目标 

 促进成员机构间开展科研合作项

目，为优秀科学家提供经济资助； 

 在目标国家内加强成员机构的短

期教育。 

 在目标国家内通过协会机构间的

学术和研究交流提升科学家的能

力，使其在国际科学环境下具备

足够的竞争力。 

 促进工业和经济相关的科学研究 

 通过建立奥地利高等教育机构与

奥地利本土协会成员以及目标国

家协会成员之间的联系，建立与

目标国家的决策机构间的紧密关

系 

 在所有目标国家内鼓励奥地利与

该国协会成员间的合作 
 

资助领域 

 技术科学 

 自然科学 

 医学 

 农学 

 环境研究 

 经济学（包括旅游业研究） 

 人类学与社会学 

 艺术与音乐 

 

 

主要项目 

 针对来自中国和蒙古共和国的博

士研究生赴奥地利的奖学金项目 

 针对来自中国和蒙古共和国的博

士后的奖学金项目 

 鼓励来自其他成员大学的科学家

申请“厄恩斯特马赫奖学金项目” 

 
资助对象 

来自欧亚太平洋大学合作网协会

成员机构的博士研究生和博士后，无

年龄限制： 

 博士研究生奖学金：每人每月最

高€940，用于支付奖学金获得者

在奥地利的所有花费（包括机票、

住宿、保险和生活费等）。 

 博士后奖学金：每人每月最高€

1040，用于支付奖学金获得者在

奥地利的所有花费（包括机票、

住宿、保险和生活费等）。 
 

申请方式 

奖学金项目采用网上申请、现场

面试的方式进行，详细的网申信息，

请登录www.grants.at查看。来自中国

和蒙古的申请人，请申请“厄恩斯特

马赫/欧亚太平洋大学合作网奖学金”，

其他成员国的申请人，请申请“厄恩

斯特马赫奖学金”。 
 

学费 

在研究项目进行期间，奖学金获

得者不必向奥地利的接收机构支付学

费。  

欧亚太平洋学术协会奖学金项目 

http://www.grants.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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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 EPU 都会支持 50-60 个成员

机构之间的多边科研项目及其他科学

活动。研究项目覆盖技术科学，自然

科学，环境科学，医学，农学和经济

学等领域；交换项目覆盖旅游、人文、

社会科学、生命科学、音乐和艺术等

领域。 

 

已完成项目和正在进行项目的详

细报告参见 EPU 年报。印刷版年报可

联系 EPU 总部办公室获取，电子版年

报 可 在 EPU 官 网

www.eurasiapacific.net 下载。 
  

欧亚太平洋学术协会科研项目 
 

http://www.eurasiapacific.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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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研究中心 

根据 1993 年的奥地利大学组织法

的规定，各大高校需要进行重组。以

此为契机，1999 年 3 月萨尔斯堡大学

成立了汉语研究中心。 
 

汉语研究中心的建立，使不同领

域的学生在萨尔斯堡大学有机会学习

中国文化与语言，这为他们未来的职

业生涯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欢迎访问萨尔斯堡汉学研究中心： 

www.unisalzburg.at/index.php?id=27 

 

 

 

 

 

 

 

 
 

汉语研究中心的研究领域主要包

括中国经济、政治、法律、思想史、

宗教等各方面的跨文化传播和交流，

并启动了以中国人文科学为主题的多

个研究项目。除了科学领域和科研项

目等方面的合作外，汉语研究中心也

希望通过辅助文化活动促进东亚与欧

洲国家之间的互相了解，从而搭建起

文化沟通的桥梁。 

 

汉语研究中心正在为加强奥地利

与中国的合作发展不断努力着。 

 

 

 

 

 

 

 

  

萨尔斯堡大学汉学研究中心及中国通暑期学校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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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暑期学校 

自 1999 年始，由 EPU 支持的中

国通暑期学校于每年的八、九月份举

办。招收对象为：来自奥地利及欧洲

其他国家的大学生、公司员工尤其是

国际公司或各类商业部门的员工以及

单纯对中国感兴趣的人。 

 

面向科学家和经济学家的中国通

暑期学校着眼于现代中国的经济、历

史、文化、政治、法律以及跨文化管

理等领域，除了于北京大学和复旦大

学开设相关英语课程外，还包括奥地

利、中国专家的讲座和讨论，游览参

观合资公司等活动。暑期学校结束时

会进行两次考试，考试通过者可以获

得就读大学或应用科技大学的 5 学分

奖励（欧洲学分制 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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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亚太平洋学术协会 
 
联系方式： 
Veterinärplatz 1, 1210 Vienna, 
Austria/Europe 
电话: +43 1250 774204 

传真: +43 1250 774290 

邮箱：
eurasiapacific@vetmeduni.ac.at 
www.eurasiapacific.net 
 
编辑： 

欧亚太平洋学术协会团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