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学术交流中心 (DAAD)

咨询地址 :

德国学术交流中心 (DAAD) 是全球最大的学术交流机构之一。自

DAAD 中国官网：www.daad.org.cn

1925 年成立以来，已经资助了 200 多万名国内外的学者。从短
期交流到攻读博士，从实习派遣到科研考察，DAAD 为一系列相

德国学术交流中心北京代表处

关项目提供资助。DAAD 在全球设有 18 个办事处和 51 个信息中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 8 号亮马河大厦二座 1718 室，100004

心，并免费向学生提供咨询。在中国，DAAD 在北京、上海以及

电话： (010) 6590 6656

广州设立了代表处，并在台北成立了信息中心。

邮箱： postmaster@daad.org.cn

德国学术交流中心上海代表处

德国国外学校教育司 (ZfA)

上海市巨鹿路 628 号 3 楼，200040
电话： (021) 3222 0316 - 106

德国国外学校教育司成立于 1968 年，总部设在科隆。其主要任
务为促进中学德语教学以及为德国高校吸引高水平的生源。目前

德国学术交流中心广州代表处

共有约 1100 所在国外的德国学校和 DSD 学校获得了相关支持。

广州市海珠区新港西路 135 号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 601 室，

这些 DSD 学校分别从属于各自国家的教育系统，其开设的德语

510275

课程均达到德国文教部长联席会议 (KMK) 设定的课程标准。目

电话： (020) 3402 2240

前，在中国共有 44 所 DSD 学校开设了德语作为第一外语或者作
为第二外语的相关课程。
获取更多最新的留学信息，欢迎关注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新浪微博：

重要链接

中学德语学习者的
留学德国相关信息

www.study-in-germany.de ( 德国高校专业查询 )
www.daad.org.cn ( 中文 ) ( DAAD 中国官网 )
www.daad.de ( DAAD 德国官网 )
www.auslandsschulwesen.de ( 德国国外学校教育司 )

提供给 DSD

DAAD 德国学术交流中心

www.hochschulkompass.de ( 德国高校指南 )
www.studienkollegs.de ( 德国的预科 )
www.universityranking.de ( 德国高校专业排名 )
www.deutschland.de ( 中文 ) ( 德国概况 )

德国国外学校教育司中国地区联络人

www.studenten-wg.de ( 寻找住房 )

北京：peking@auslandsschulwesen.de

www.myguide.de ( 私人订制德国高校专业信息 )

上海：shanghai@auslandsschulwesen.de

德国是最受欢迎的留学目标国家之一
——为什么？

申请德国预科前提：

德国大学专业设置：www.study-in-germany.de

DSD I + 至少达到高考满分的 7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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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大学有排名吗：www.universityranking.de
德国大学的预科和私立预科的相关信息：
www.studienkollegs.de

如何申请大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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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你希望申请的德国大学的网页上阅读有关申请条件的信息，并
根据要求准备和投递申请材料。

申请德国大学前提：
DSD II + 至少达到高考满分的 70%

注意！有近 180 所德国大学需要通过 uni-assist 机构 (www.uniassist.de) 申请。

√ 持德国签证可以到欧洲大部分国家旅游
注意 ! 申请德国预科和德国大学不需要提交 APS 证书。

去德国留学的费用？
经济担保为 10,236 欧元，须存入一家德国银行的账户中。在德

你知道吗？
√ 目前在德国有超过 39000 名中国学生学习

Warum Deutsch? „Wenn

√ 在德国，学生每年可以最多打工 120 个全天或者 240 个半天

weckt das immer ein großes Interesse unter den Menschen.

√ 大学毕业以后，你可以申请为期 18 个月的找工作签证，以便

Tausend Mal wurde mir schon die Frage gestellt: „Was, Du lernst

在德国寻找一份符合自己资质的工作。在此期间你也可以打工。

DSD 证书

DSD 考试参照欧洲共同语言参考标准 (GeR) 分为两个级别：针对

man in China Deutsch lernt,

国大学注册后，允许每月最多支取其中的 853 欧元 。

有奖学金可以申请吗？ www.funding-guide.de

Deutsch? Warum denn?“ In den sechs Jahren habe ich durch
die deutsche Sprache viel über Deutschland erfahren und bin

我需要何时准备何种材料？

fasziniert von den unterschiedlichen Seiten dieses Landes. Das

提前一年开始搜集关于专业以及意愿就读的德国大学的申请材料

Ziel, in Deutschland zu studieren, war die größte Motivation für

方面信息。在准备申请材料的过程中，需要将中文证书在公证处

mich beim Deutschlernen.“

翻译并公证。备齐申请材料后必须在预科或者大学申请截止日期

中级水平学员 B1 语言水平考试 ( 即 DSD 一级考试，简称 DSD I)

之前将完整的材料寄出，同时要注意材料是直接邮寄给德国大学，

以及针对高级水平学员的 B2 和 C1 语言水平考试 ( 即 DSD 二级

李纤云，2013 年毕业于成都外国语学校，通过 6 年的德语学

还是要通过 uni-assist 机构来申请。关于专业设置和申请流程的

考试，简称 DSD II)。DSD 一级考试在每年的 3 月份举行；DSD

习顺利通过 DSD 二级考试，并被德国曼海姆大学经济系录取。

具体问题，建议直接咨询德国预科和大学外办的负责人。

二级考试则在 11 月底或者 12 月初，参加 DSD 二级考试的一般

2012 年她荣膺“青少年德语辩论比赛”的冠军。

德国大学的申请截止时间夏季学期为 1 月 15 日，冬季学期为 7

都是高三的学生。DSD 一级和二级的考试时间都由德国国外学校

月 15 日。请注意某些大学有自己制订的申请截止时间。

教育司在全世界范围内统一制订。
注意！德国预科的申请截止时间通常要早于直接申请德国大学的
截止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