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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德国？
好主意!
您对留学德国感兴趣？太棒了！欢迎来到德国！

到一个也许很陌生的国家去留学无疑是一种令

获取更多最新的留德信息，请关注我们的新浪

人激动的挑战。您所面临的可能不仅仅是生活

微博和微信公众号：DAAD德国学术交流中心

环境的改变，同时可能还会认识很多新的事
物，从而获得新的看法。因此，到欧洲的中心
德国留学，必定对您的未来产生长远的影响。

在德国，您将获得多种多样的学习与研究的可
能性。德国高校在国际上享有盛誉，为国际上
很多重大的科学创新与进步提供了动力，同时

预祝您成功，并在德国度过美好而充实的留学

也为学生们提供了出色的学习条件。

时光！

当然，您决不是唯一想去德国留学的学生。目
前，有将近36万名来自全世界各国的年轻人在
德国高校学习与从事科研，占德国高校所有学
生总数的12.8%，如此高的留学生比例在世界
上都非常罕见。

关于我们
德国学术交流中心 (DAAD) 是德国高校和
学生的联合组织。主要任务是通过资助大

您在赴德之路上当然也不是独自一人，本手册

学生和学者之间的国际交流促进全球的学

会帮助您更好地为您的德国之行做出准备。当

术合作。

然它不能解答您所有的疑问，但是我们DAAD
所有机构的员工都乐意为您的留学德国计划出
谋划策。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网站进行咨询：
登陆 www.daad.org.cn - 选择“在德国留学” “留学咨询”。

在我们出版的信息手册以及我们的网
站 www.study-in-germany.de、www.
daad.de 和 www.daad.org.cn 上，您可
以获得关于在德国留学与生活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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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表
▲

1.
为留学做准备

为留学做准备

出国前约15个月

■

从网上或DAAD的分支机构了解关于留学德国的各种信息
(请见第10-18页)
了解您如何解决留学德国的资金问题和获得奖学金的可能性
(请见第24-29页)
出国前约9个月

■

选择您希望申请的学校和专业 (请见第10-18页)

■

与您所希望申请的学校的外事处取得联系 (请见第17页)

▲

出国留学意味着进入一个全新的未知世界，有

了解自己是否具有留学德国的申请资格 (请见第19-23页)

■

▲

在本章中您将了解到如何为成功
赴德留学做好准备，以及在出国
之前需要办理哪些手续。

■

开学前4-5个月

■

寄出您的大学申请材料 (请见第30-35页) ，请注意不要错过申请
截止时间！

很多需要考虑、计划和安排的事项。下页的时
间计划表列出了您出国留学之路上所需走过的

■

您希望住在学生宿舍吗？如果是的，那么您应该现在就开始申
请 (请见第40页)

每个步骤，让您可以一目了然。
▲

再往后阅读您可以找到关于这个时间表中每个

如果您获得了德国大学的入学通知书

■

您需要办理德国签证吗？如果需要，那么您现在应该开始申请

■

您已经拥有符合要求的在德国期间的医疗保险了吗？如果有，那

(请见第36-38页)

步骤的具体说明。

么您需要保险公司为您出具一份被保险证明 (请见第26-27页)

紧接着，您还将在本章结尾处找到一份详细的

必需材料 (参见第42-43页) 。

出国前约1个月

■

请检查是否已准备好了全部所需材料 (请见第43页)

■

请安排好您初到德国之后在何处落脚 (请见第41页)

▲

出发前所有重要的步骤，以及是否集齐了所有

▲

对照清单，您可以以此来检验自己是否完成了

启程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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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专业与学校

1.1
选择合适的专业与学校

11

这里太棒了！
当我在网上找到一个名为“认知科学”的
信息学方面的专业时，我非常激动。这一
本科专业的课程要在奥斯讷布吕克和蒂宾
根完成，包含信息学、心理学和生物学的

在本节中您可以了解到德国高校的概况，从而找到适合您的专业。

知识。这正是我想要学的！
德语里有句俗语，叫做“有选择就会有痛苦”

德国都有哪些类型的高校？

我觉得特别好的一点是，在这里，学生可

(“Wer die Wahl hat, hat die Qual”) ，有可能这

以按照自己的兴趣自由安排要上的课程，

句话也很好的体现了您所面临的处境：留学德

首先，您在了解德国高校分为几种类型后，就

国您面临着非常广泛的选择。

可以进行一个初步的选择。德国总共有三种高

而这里的学生都有很强的学习动力。

校类型：
德国共有约430所国家承认的高校，分布在全
国约170个城市。在本手册第18页的地图上，

■ 综合大学 (Universitäten)

您可以看到这些学校的位置图。这些高校开设

■ 应用科学大学 (Fachhochschulen)

了约20.000个专业课程来供您选择。为了减轻

■ 艺术、电影和音乐学院 (Kunst-, Film-

您在选择时会遇到的困难，下面我们为您总结

und Musikhochschulen)

Alona Sakhnenko，来自乌克兰，她在乌克兰学
习应用数学。目前，她已经在奥斯讷布吕克大学取
得认知科学与信息学的本科学位文凭。

置中还包括必需的实习 (请见第70－71页) 和
实习学期。

了几点帮助信息。
如果您希望在德国进行以科研为主的学习，那

德国高校的学期体制

么，综合大学 (Universitäten) 应该是您的首
选。综合大学的专业设置非常广泛，也有些大

德国高校每学年分为两个学期：冬季学期
和夏季学期。
每个学期都有需要上研讨课和大课的课程
期，也有非课程期，也就是假期。每个学
期开始的具体时间取决于各高校，请分别
咨询您所选择的学校。
通常的学期起始时间为：
综合大学：
冬季学期：10月至3月
夏季学期：4月至9月
应用科学大学：
冬季学期：9月至2月
夏季学期：3月至8月
请注意：大多数专业只在冬季学期开课。

学更侧重于某一个专业领域，例如理工大学
(Technische Hochschulen) ，医科大学 (Medizinische Hochschulen) 或师范大学 (Pädagogische
Hochschulen) 等。如果您希望在德国攻读博士
学位，那么综合大学也将是您的正确选择。

如果您希望进行艺术方面的专业学习，艺术、

一组数据

电影和音乐学院 (Kunst-, Film- und Musikhochschulen) 将是您的正确选择。这类高校
开设绘画、工业与时装设计、版画、乐器及声

2018/2019年冬季学期在国家承认的约
430所德国高校共有超过290万正式注册
的大学生：

乐等专业。现代媒体学类的艺术院校则开设有
导演、摄像、编剧以及其它电影电视创作类专
业。这类艺术院校的申请条件是需要通过参加

■

128所综合大学共有1.778.737名

■

注册学生，
218所应用科学大学共有1.003.402

■

名注册学生，
53所艺术、电影和音乐学院共有

一个专业能力考试 (Eignungstest) 来证明自己
如果您更希望掌握以应用为主的知识，那么，
应用科学大学 (Fachhochschulen) 将是您的
正确选择。在应用科学大学，您将获得符合职
业具体需求的牢固的专业学术知识。其课程设

具有特殊的艺术天赋。这类学校的入学条件与
其它类型的高校有所不同。

36.834名注册学生。
数据来源：
德国联邦统计局 (Statistisches Bundsam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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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立与私立大学有何区别？

选择专业与学校

大学的学位如何设置？

13

硕士学位 (Master，包括文科硕士M.A.、理

博士学位 (Promotion)：博士阶段的学习是

科硕士M.Sc.、 工程学硕士 Master of Engi-

以进行科研工作为主，需要完成一份博士毕

德国大部分高校是由国家资助，还有几所由基

在德国大学的各个专业毕业后就会取得相应

neering等)：这是德国高校颁发的学士以上的

业论文 (Dissertation) ，毕业时获得博士学位

督教会或天主教会资助的高校。除此之外，目

的学位，您在选择专业的同时也就选择了您

第二级学历。如果您已经取得了一个学士学

(Doktortitel) 。攻读博士学位所需的时间取决

前还有国家承认学历的近120所私立大学，其

将取得的学位类型。德国高校的专业设置能

位或同等学位，您可以通过两至四个学期的

于您的研究课题，一般来说需要两到五年的时

中大部分是应用科学大学。

够满足您对各种教育阶段的需求。

硕士学习进一步深造。在成功取得硕士学位

间 (请见第14页) 。

后，您可以选择开始职业生涯或者选择继续
但是，目前德国绝大部分的学生选择了在公立

■

您可以作为新生在德国高校开始本科阶段

深造，攻读下一个更高一级的学位：博士。

中，德国的学位体制发生了很大变革，这种

的学习 (即“基础阶段的学习”) 。

高校注册学习，只有7.4%的学生选择了进入私

由于博洛尼亚协议的签署，在过去的几十年

您可以在本国期间，作为交流生到德国进

国家考试 (Staatsexamen)：国家考试不是学

学士 (Bachelor) 和硕士 (Master) 学位的设置

要学生缴纳高昂的学费 (请见第27页) ，但两类

行几个学期的学习，从而获得一定的国外

术类文凭，而是国家举办的资质考试。也就

如今已几乎取代了所有德国传统上的理工科

高校的教学质量并无差异。

留学经历。

是说，考试规则不是由高校，而是由各联邦

硕士 (Diplom) 和文科硕士 (Magister-Artium)

您可以在本国大学毕业后到德国进行更高

州制定，考试也是在国家监督下举行。在德

的学位形式。 您在查找信息的时候可能还会

阶段的学习。

国从事医生、律师、教师或药剂师职业的人

见到以下两种传统的学位形式：理工科硕士

您可以在德国攻读博士学位。

必须要通过相应的国家考试。在成功完成法

(Diplom) 授予自然科学、工程学、经济学、

律、医学、药学以及各师范类专业的学习后

社会科学类以及艺术类专业的毕业生，文科硕

您就可以参加第一次国家考试。通过后可以

士 (Magister-Artium / M.A.) 授予所有人文科

进入一段与职业相关的实习期, 以便为第二次

学类的毕业生。这两种学位形式均等同于新的

国家考试做好准备，或者也可以选择继续攻

硕士 (Master) 学位。

立大学学习。其原因主要在于部分私立学校需

■

■

■

德国学位概览
重要知识

德国高校可以颁发以下学位：

读博士学位。但是通过国家考试并不意味着
德国的高等教育政策不是由中央政府统

学士学位 (Bachelor，包括文科学士B.A.、理

保证您可以得到一个工作职位。您在选择国

一制定的，而是由十六个联邦州分别制

科学士B.Sc.、工程学学士Bachelor of Engi-

家考试的专业前，应该首先确认中国是否承

定各自的高等教育法律和法规 (请见第18

neering等)：这也是国际就业市场承认的高等

认德国颁发的国家考试资质。

页) 。此外，德国的高校有很大的自主

教育阶段的最低一级学位。学士学历的专业

权，因此，很多政策在各个学校并不完

一般设置为六至八个学期，主要教授某一专

全一致。所以，向您所选择的高校咨询

业领域内的基础知识。您在成功取得学士学

其具体规定非常重要。

位后，既可以选择就业又可以选择继续攻读
下一个更高的学位：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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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课程

攻读博士学位

15

双学位专业 (Doppelabschlussprogramme)
多数是由德国高校与一所或多所国外合作高校

德国高校提供很多攻读博士的可能性，对于

研究院 (Graduiertenkollegs) 是在高校中

目前德国高校开设有超过1.530个国际课程。

双边或多边合作开设的专业。选择进入此类专

留学生来说非常具有吸引力。读博基本上分

设立的青年科研人员培养机构。博士论文通

这些“德国国际学士、硕士和博士课程” (In-

业的学生会在合作高校进行一个学期或几个学

为两种形式：

常作为一个较大的科研项目的一部分，会有

ternational Bachelor, Master and Doctoral

期的学习，所修课程与其在本国的专业相符并

Programmes in Germany) 的突出特点是学

且取得的成绩可以全部获得承认。部分此类专

术水平高、课程设置紧凑合理并为学生提供

业的学生有近一半的学习时间需要在合作院校

深入的辅导与帮助。国际课程的授课语言通

度过并最终取得两所学校颁发的学位。

多位学者参与负责整体的科研项目，并且很
1. 自由度较大、学生在博士论文上拥有高度

多是从事跨学科的研究。

自主选择权的形式，即所谓的“学徒制”
(Lehrlingsmodell)
2. 参加系统性的博士培养项目，即所谓的
“结构化博士项目” (strukturierte

您可以在德国科学基金会 (D F G) 的网站
www.dfg.de/gk上查询到目前所有得到其资

常为英语，但有些学校也会提供专业课以外

助的研究院名单。

的辅修德语课程。

Promotion) 。

到了外国学生的需求，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
德国部分联邦州设立了以英语为主的博士

第一种形式：首先，您需要找到一位高校

生院 (Graduate Schools) ，他们与研究院

教授作为您的博士导师 (Doktorvater / Dok-

(Graduiertenkollegs) 的区别在于博士生院

tormutter) 指导您完成博士论文。由于德国

是各个高校的长期性机构，对高水平的青年

教授是有自主选择招生权的，为获得教授的

学者进行单独指导与培养。

更多信息:

是德国政府精英计划所资助的精英博士生院

www.daad.de/international-programmes

(Graduiertenschulen der Exzellenzinitiative)
以及马克-普朗克国际研究生院 (IMPRS) ，这

远程学习

些项目为特别优秀的德国和国际研究生提供
了在德国各地的精英中心从事博士科研的机

许可，您必须提供具有说服力的博士科研计
划。请提早了解哪些德国高校的哪些教授与

此外，德国还提供众多的国际博士生计划

不用身在德国，您也可以学习德国大学

您的科研重点相适合。德国大学校长联席会

(请见第15页) ，您可以访问www.daad.de/

提供的课程。不仅公立大学，私立学校

议 (Hochschulrektorenkonferenz) 的网站德

international-programmes网站查询。

都会提供很多专业的在线或者函授课
程。这种本科或者硕士课程请查看 www.

国高校指南网 (Hochschulkompass) www.
hochschulkompass.de 以及信息窗口GE-

提示：

RiT (德国研究机构) www.gerit.org，可以

本手册所提供的信息——特别是关于申请入

为您提供相关信息。

学条件和课程设置的信息——是以本科和
硕士课程为主，如果您对赴德攻读博士感兴

第二种形式：德国开设有很多不同的博士培

趣，请访问 www.research-in-germany.de/

养项目，其中最主要的几种是：

phd查询更多信息。在这里，您还可以找到
DAAD的介绍平台“PhDGermany” (www.

■

研究院 (Graduiertenkollegs)

phdgermany.de) ，其中您可以查询专门

■

博士生院 (Graduate School) ，以及

针对国际申请者设置的博士空缺职位的信

■

国际博士生计划 (Internationale

息。如果您从中找到了合适的博士职位，您

Promotionsprogramme)

针对于博士生，德国也有很多项目特别考虑

可以点击该职位描述链接，通过DAAD门户
(DAAD-Portal) 直接提交申请。

会，他们为学生进行深入的专业指导，开设
的课程多数为英语授课并且很多时候可以为
学生提供专门的资助。

hochschulkompass.de（选择“远程学
习”），国际导向型课程请查看 w w w.
daad.de/international-programmes（选

更多信息：

择“Study online”）。

www.mpg.de/de/imprs

16

留学德国

选择专业与学校

17

如何找到合适的专业？
现在您已初步了解了德国高校的课程设置情

关于德国国际学士、硕士与博士课程请见

你是这里的中心！

www.daad.de/international-programmes。

在不来梅大学你可以参与制定为国际学生

况，下一步，您就需要具体对学校和专业来进
行选择。

www.study-in-germany.de这一网站会为您的

提供的项目和活动。不来梅大学国际处欢
另外，您在DAAD的网站以及 www.studien-

迎来自学生的想法和创意。我们很乐意在

wahl.de 上还可以获得更多信息，有助于您选

为国际学生制定的丰富多彩的项目中引入

择学校与专业。

你的见解。除了在学期初为新生提供的指

选择提供一些帮助，在此网站上，您可以查到
德国所有国家承认的高校开设专业的具体信息。

导活动，我们还提供关于如何写作学术论

我在哪里可以得到咨询？

文的工作坊以及语伴项目。此外，我们定

此外，您还可以查到关于各高校的申请条件、截

期举办的多种多样的业余活动也会将来自

止日期以及通信地址等。这些信息来源于德国大

您还可以向专业人士当面咨询。不出国门，您

世界各地的学生聚集在一起。也许你还有

学校长联席会议 (Hochschulrektorenkonferenz) 数

就可以获得关于赴德留学规划的信息与帮助，

其他想法可以将校园里的不同文化彼此联

据库。

请向以下机构咨询：

结起来？欢迎告诉我们！

此外，www.universityranking.de网站也会

■

为您在学校的选择上提供帮助，该网站对德

Annette Lang 博士，不来梅大学国际处主任 。

德国学术交流中心驻各地代表处
(Außnstellen) 以及信息中心 (IC)

国高校开设的专业进行评估，您可以查找到对

(地址请见第82页) ，

380所高校的近37个最受欢迎的专业的优劣之

■

DAAD派驻各国外大学的外教。

您在德国最重要的联系人应该是您所选高校

处的说明。

■

歌德学院和歌德中心，以及

的外事处 (Akademisches Auslandsamt) 或

■

德国驻外代表机构－德国使馆及领馆。

国际事务办公室 (International Ofﬁce) (地址
请见www.daad.de/io) 。他们会为您提供关

自我测试

于各专业情况、申请条件和入学准备、语言

如果您在专业选择上难以取舍，这里有一个

如果您对工程类专业感兴趣，“自测国际”

学习兴趣测试 (简称SIT) 或许可以帮助您。

(SelfAssessment international) 为您提供的

该测试免费，时间为15分钟 (www.hoch-

咨询服务会非常适合您，网址请见 w w w.

schulkompass.de/studiuminteressentest.

self-assessment.tu9.de。

html)。更多自我测试的链接您可以在以下

考试、实习、学习费用以及具体学习规划的
相关信息。

最后，您也可以向位于德国波恩的D A A D总
部咨询与留学德国相关的问题 (地址请见第

网址获得：www.studis-online.de/Stud-

如果您想测试自己是否能够达到德国高校对

Info/selbsttests.php，以及 www.hoch-

学生的要求、在德国成功取得学位，您可以

82页) 。您也可以通过DAAD北京代表处的网

schulkompass.de/studium/hilfe-bei-der-

考虑参加德适考试 (TestAS) (请见第21页)。

站进行咨询：登陆www.daad.org.cn - 选择

studienwahl/testszurstudienorientierung.
html。

“在德国留学” - “留学咨询”。

正如前面所说，您并不孤单。我们会帮助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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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高校分布地图

1.2
德国高校申请入学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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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进入德国高校学习，您必须具备“德国大学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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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节中您将了解到申请留学德国您需要满足哪些条件。具体来说：
您的学历、专业背景以及语言水平是否达到了要求?
之后您就可以了解到，您是：

简单的说，它就是您被德国大学录取的前提条

■

具有直接申请各类专业的入学资格，还是

件。在德国，它一般是指获得普遍大学入学资

■

具有相关专业 (即只限于某个专业领域)
的入学资格，还是

格 (allgemeine Hochschulreife) (即高级文理
中学毕业考试证书Abitur) 以及应用科学大学入

■

需要在本国补充一至两年大学学历之后才
具有入学资格，还是

学资格 (Fachhochschulreife)。
■

不具有德国高校入学资格。

我具有德国大学的入学资格吗？
此外，如果您是来自于欧盟国家或者冰岛、
在哪里可以了解到您的学历是否符合德国高校

列支敦士登、挪威或瑞士并且具有当地的大

的入学要求呢？DAAD的入学条件数据库可以

学入学资格，那就意味着您通常情况下也具

为您提供初步的指导，网址为 www.daad.de/

备了德国大学的入学资格。如果您是在德国

admission。您只需输入您获得的高中毕业学

驻国外的140所德国学校取得了高级文理中学

历所在的国家即可。

毕业考试证书 (Abitur)，那么您也具备德国大
学直接入学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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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需要具备一定的德语基础——通常需要达到

在德国高校学习要达到什么样的要求？

一段美妙的时光！

欧洲共同语言参考标准 (Europäischer Referenz-

我在开始本科学习之前先上了一年的大学预科

rahmen für Sprachen) 所规定的B1级别 (请见第

尽管您已经满足了德国高校的入学申请条件，

做准备。预科里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他们

23页的表格)。因而您必须通过一项“入学考

但仍担心无法达到学校对学生的要求？这种问

都是第一次到德国，这真是太让人激动了！

试”，以此证明您掌握了足够的语言知识。

题您当然也能够找到帮助：外国留学生学习能

其实我到德国的时候，德语已经很不错了。但

预科开设的专业重点课程学习班一般为期两个

是通过在预科的学习，我在语言上又学到了很

学期，但是，第一个学期学习成绩特别优异的

通过参加外国留学生学习能力测试 (Test für

多，同时还掌握了不少专业知识。我很高兴地

学生可以在结束一个学期的课程后就获准参加

Ausländische Studierende，简称 TestAS，德

认识到，在上完预科之后，我在开始大学学业

大学入学资格鉴定考试。预科的课程约为每周

适考试) 您可以检查自己是否能够达到德国高

时差不多与母语者达到了相同的水平。

30个学时。

校对学生的要求，从而顺利毕业。而且考试的

力测试以及学前预备班。

成绩对您在专业选择上或许还会提供一定的帮
Ana Cristina Arango，来自哥伦比亚，她在法兰
克福大学攻读罗曼语语言文学和文化学硕士学位。

DAAD入学条件数据库会为您提供一个大致的
概况介绍，更多国家和学历以及具体信息请查

公立高校的预科通常都是免费的。但是读预科

助。德适考试会更客观地为您评估自己是否能

班的学生必须和其他大学生一样缴纳学期杂费

够在德国高校顺利完成学业提供重要的参考。

(Semesterbeitrag) (请见第24页)。您必须提交申

此外，您顺利通过德适考试还会提高您被理想

请用以获得预科录取的机会。

院校录取的机会。需要确认的有，您想申请的
高校是否要求德适考试，并且它能为您的申请

我还不具备德国大学入学资格怎么
办？

询 www.anabin.de：选择“中学毕业生申请

更多信息：

带来哪些益处。每年，德福考试院的考试中心

www.studienkollegs.de

都会举行多次德适考试。在中国的德适考试是

大学入学”(Schulabschlüsse mit Hochschulzu-

如果您还不具备德国大学直接入学资格，您

和留德审核程序结合在一起的，每年举办两

gang) —“查询”(Suchen)。

需要首先通过德国的大学入学资格鉴定考试

次。关于中国的德适考试报名及考点信息请浏

(Feststellungsprüfung)。

实习经历作为入学申请条件

览审核部网站：www.aps.org.cn。更多关于德
适考试的信息请点击此链接：www.testas.de。

需要注意的是，艺术类专业有些时候会破例录
取并不满足德国大学入学资格的极有天分的

您可次通过在德国参加大学预科 (Studien-

德国部分专业，尤其是一些应用科学大学

学生。根据学校的要求不同，您可能需要提交

kolleg)的学习来为大学入学资格鉴定考试做

所开设的专业要求申请人必须提供实习经

作品样本或者通过学校的艺术专业能力考试

准备。大学预科是德国综合大学和应用科学

历作为申请入学条件。有些专业要求的实

(Eignungstest) 。

大学所开设的机构，设有针对各种不同专业

习时间可能长达数月。请提前及时向您所

类别的重点课程学习班。

选择的高校咨询您所申请的专业是否必须

但是，不管何种情况，您是否能够被录取最终

大学入学资格鉴定考试考查对您今后进入大学

提交此类实习经历作为申请入学的条件。

的决定权在您所申请的学校。因此，您一定要

所学习的专业非常重要的几门课程，其中也包

在申请前咨询您所选学校的外事处。

括一个语言考试。但是，参加大学预科之前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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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预备班 (s t u d i e n v o r b e r e i t e n d e
P r o p ä d e u t i k a) 也可以为您的学业提供帮

如果您符合以下任意一种情况，那么您就不需

语言证明

要参加上述两种考试：

助。它是德国部分高校为外国申请人开设的正式
入学前的预备学期课程。这些课程为您在德国的
学业提供语言知识和专业知识两方面的准备，很
多课程还包含关于德国高校学习体制的概况以及
在德国从事学术研究所需的技能知识。

录取。

参加D S H和德福考试均需缴纳一定的考试费
在www.sprachnachweis.de的页面上您可

■

以查询自己想申请的德国高校的专业对语言
水平的要求。此外，您也可以在这里浏览哪

■

些语言考试证书可以作为德语语言证明。

一般来说，这些课程主要面向已达到德国高校
入学要求，但仍希望更有针对性的为专业学

德国部分高校对于只在本校学习一至两个学期

习做出更好准备的申请者。这样的预备学习课

的学生也不要求提供德语证明，但这并不是全

程有助于您在尽短的时间内更好地完成您在

德国统一的规定。因此，您必须向您所选择的

德国的学业。请咨询您意向中的德国院校外事

高校咨询具体信息。

处是否提供此种学前预备班课程。您也可以

■

您在德语授课的中学取得了德国高级文理

用。其具体金额取决于考试的组织机构和您

中学毕业考试证书 (Abitur)，

参加考试所在的国家。

您取得歌德学院的歌德语言证书C2：大语
言证书，或者由德国的业余大学以及私立

当然，您学习德语并不只是为了取得德国大

的语言学校举办的“telc Deutsch C1 Hoch

学的入学资格。您还需要考虑到，您的德语

schule”，

水平对于您今后在德国的生活质量以及尽快

您获得了德国联邦州文化部长联席会议德

结交德国朋友均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请见第

语语言证书2级 (DSD II)。

64-66页) 。

您可以在中国就参加德福考试 (Test Deutsch
als Fremdsprache，简称TestDaF) 。 因为

通过以下数据库获得一个初步的了解：www.

通过参加两种不同的德语语言考试，您都可

德福考试不仅在德国境内，而且在全世界近

daad.de/international-programmes (请选

以获得德国高校要求的德语语言证书：他们

100个国家设有考点。全世界每年举行六次考

择“Prep Course”)。

分别是“申请大学入学德语考试” (Deutsche

试 (在中国每年举行三次) 。关于考试地点、

Sprachprüfung für den Hochschulzugang，简

考试时间、报名方式以及更多信息请查询

我的德语语言水平要达到什

称DSH) 以及“德福考试”(Test Deutsch als

www.testdaf.de。

么要求？

Fremdsprache，简称TestDaF)。
申请大学入学德语考试 (Deutsche Sprach-

德国高校开设的课程多数以德语为授课语言。

prüfung für den Hochschulzugang，简称

因此您在申请这类课程时需要提供您的德语语

DSH) 一般由德国高校和预科举办。关于考试

言证明。

的具体日期请咨询您所申请学校的外事处。

欧洲语言参考标准
在德国，语言知识水平是按照“欧洲
共同语言参考标准”来划分的。有

例外情况：参加德国高校的国际课程 (请见第

德福考试和D S H考试的成绩均分为不同等

15页) 以及一些专门的交流项目的学生通常不

级。如果在考试的各个部分都能达到中级

需要提交德语语言水平证明。

水平，即德福考试中达到T D N 4，而D S H考
试达到D S H-2级，则可以直接进入德国大学
就读。如果在某一考试部分没有达到上述要
求，则由各高校根据本校规定决定是否能够

三个基本水平：初级语言运用 (A) ，
自主语言运用 (B) 以及掌握语言运用
(C) 。语言知识水平的六个等级涵盖
了从初学者知识 (A1) 到接近母语者
的语言知识 (C2) 。

留学德国

24

留 学 费 用 25

1.3
留学费用

除以上几项，部分学校还需要学生缴纳学期优

慕尼黑、科隆、法兰克福、汉堡和柏林等一些

惠车票费 (Semesterticket) 。持学期优惠车

城市的房租水平远高于平均水平。如果希望

票您可以在半年内免费乘坐学校所在城市及其

节约费用，您可以选择住在学校提供的学生宿

周边的所有公共交通工具。

舍或者合租房内 (Wohngemeinschaft) (请见第
40-41页) 。

!

在本节中您将了解到留学德国都需要哪些费用支出以及您有哪些获
得资助的途径。

生活费

如果在欧洲范围内进行比较，德国的生活费用

各种商品价格

不算很贵。用于饮食、住宿、服装、文化娱乐

平均值

等方面的费用略高于欧盟国家的平均水平。与
您的留学规划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就是资金问
题。您在准备赴德留学之前，首先要保障您有
足够的留学经费。

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相比，德国的消费水平
学期杂费其中包含的一部分是社会福利费，

留学德国都需要哪些费用?
部分联邦州的高校还会收取一个管理费用：根
据学校不同，每学期约为50至75欧元不等。

■

0.75欧元
2.70欧元

500克意大利面

0.75欧元

大学生在德国每月大约需要多少生活费用很难

1个大面包 (约500克)

2.00欧元

一概而论。因为所在城市不同，需求也就不

1升牛奶

0.60欧元

1升矿泉水

0.60欧元

1张冷冻披萨

2.00欧元

同。一般说来，在较小的城市生活的费用会低
于在较大城市的生活费用。当然，您所需的生
活费用也取决于您个人的生活方式。

■

1千克马铃薯
1千克米

用于如学生食堂、学生宿舍或运动设施等的
日常支出以及管理费用。

以下几项开支是您留学德国所必须承担的：

甚至相当低廉。

在超市：

在咖啡馆或餐馆：

学期杂费

1杯咖啡或茶

2.80欧元

生活费用 (包括住宿、饮食、服装、书

1杯可乐 (0.3升)

2.30欧元

1杯啤酒 (0.3升)

2.70欧元

在德国的大学生平均每月用于生活开支的费用

籍、通信等)
■

医疗保险费，以及

■

(可能需要缴纳的) 学费。

将近920欧元。但选择较为便宜的住房并且在

1杯红酒 (0.2升)

4.50欧元

其它生活方面也较为节省的学生可能只需要每

1份披萨 / 面食

7.50欧元

月不到720欧元的生活费用。

1小份沙拉

3.50欧元

举例：柏林自由大学学期杂费构成
学期杂费

房租在大学生每月生活花销中所占的比例最
2019年夏季学期

高。但是，各地的租金水平相差很大，根据城

德国所有高校的注册学生每学期均需缴纳所谓

注册费

50.00 欧元

的“学期杂费” (Semesterbeitrag) 。由于其中

社会福利费

54.09 欧元

包含的项目不同，各校收取的具体金额也都不

学生会费

9.10 欧元

尽相同。花费在130到390欧元之间。平均花费

学期票

198.80 欧元

约为290欧元。

总计

311.99 欧元

在食堂：
1份午餐

2.20欧元

100克沙拉自取

0.75欧元

市不同，大学生每月用于房租的平均支出从
259欧元到373欧元不等。

门票：
电影院
剧院

8.00欧元
15.00欧元

艺术博物馆

7.50欧元

游泳场

4.00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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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免收学费的专业也具有十分良好的品质。

作为大学生可以享受到很多特殊的优惠。话剧

如果德国不承认您在本国所上的医疗保险，您

例外的是巴登-符腾堡州，从2017/18年冬季学期

院、博物馆、歌剧院、电影院、游泳池以及其

就需要在德国重新上一份保险。德国法定医

开始，来自非欧盟国家的国际学生需要缴纳每个

它很多机构都设有针对大学生的优惠门票 (需

疗保险公司面向大学生的保费大约为每月90欧

学期1500欧元的学费。但有些情况下可以免除学

更多信息：

要出示学生证) 。

元，年龄超过30岁（或者结束了第14个学期）

费，例如在德国获得高校入学资格的国际学生无

www.studis-online.de/StudInfo/Gebuehren

的学生不能再享有公立保险公司针对学生的优

需缴纳学费，因参加校际合作项目来巴登-符腾

惠政策。一些保险公司也会提供一个学期的较

堡州交流的国际学生也无需缴纳学费。更多信息

为便宜的过渡保费（也就是所谓的毕业生保

请向您希望申请的高校外事处咨询。

医疗保险

您在赴德留学之前必须证明自己有能力负担留

费）。然后德国法定医疗保险公司的保费就会
在德国留学，必须参加医疗保险。在大学注

涨至每月180欧元。

册 (请见第52页) 时必须出示您的保险证明。

如何证明我的留学资金有保障？

个别联邦州对攻读第二个学位 (Zweitstudium)

学期间所需的费用，也就是说您需要提供一

或者学习时间超长 (Langzeitstudium) 的学生收

份资金证明 (Finanzierungsnachweis)。通

另外，您还需要提供保险证明以获得居留许可

为了那些在德国开始学业时就已经超过30岁的

取学费。某些特定的硕士课程和在线课程也

常，您在提交签证申请时就需要出示这份证

(请见第54页) 。

学生们，可以在一个私人保险公司中较为实惠

可能是收费的，有的学费超过10000欧元每学

明。即使办理签证时不需要，最晚在您申请在

的参保，德国大学生服务中心就此与一家保险

期。另外，一部分德国私立高校也收取相对高

德居留许可时 (请见第54页) 也需要提交该证

来自于一些国家的学生在本国所上的保险有可

公司订有相关协议。更多相关信息可以咨询

的学费。

明。一般的要求为每年需拥有超过10,236欧元

能在德国仍然有效。德国已经与欧盟国家以及

您所在学校的大学生服务中心或者查询网页：

波黑、冰岛、列支敦士登、摩洛哥、北马其顿

www.vela.insure (“VELA Optimal” 套餐)。请

共和国、黑山、挪威、瑞士、塞尔维亚、突尼

务必在出发赴德之前了解清楚您的保险问题。因

斯、土耳其签署了社会保险协议，如果您已参

为您在德国大学注册 (请见第52页) 时需要提供医

加了这些国家的法定医疗保险并持有欧洲医疗

疗保险证明。您所在国家的保险公司和您所申请

保险卡 (Europäische Krankenversicherungskar-

德国大学的外事处会为您提供相关的咨询。

te，简称EHIC) ，您就已自动获得了在德国期
间的医疗保障。

很多德国高校的大学生服务中心为外国留学生
提供一些服务套餐，其中除住宿和餐饮以外，

您在其它国家所上的一些私人保险也有可能对

还包含一份医疗保险 (请见第47页) 。

德国有效，具体请在启程去德国前咨询您的保
险公司。如果您在本国的医疗保险 (公立或私

学费

立) 在德国获得承认，您需要在德国大学注册
时提供一份证明，表明您被免除在德国上法定

在德国，大部分学生上的是公立学校。公立学

医疗保险的义务。

校通常不向攻读第一个学位 (Erststudium) 以及大
部分硕士课程的学生收取学费。一般来讲，国际
学生也可以享受与本土学生一样的优惠。唯一

的可支配资金。
在德国，学费的高低不能说明教学质量。即便

大学生每月费用支出
平均值
房租及水电等杂费

323.00 欧元

食品

168.00 欧元

服装

举例：房租加水电等杂费
平均值
学生宿舍

271.00 欧元

42.00 欧元

合租房

310.00 欧元

学习材料

20.00 欧元

独立住房

389.00 欧元

车辆及公共交通费

94.00 欧元

医疗保险、医疗费、药费

80.00 欧元

通讯费用 (电话、网络)

31.00 欧元

业余活动、文化活动、体育运动 61.00 欧元
总计

819.00 欧元

来源：德国大学生服务中心联合会
(Deutsches Studentenwerk) ，
第21次社会调查

留学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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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学期间乃至在大学毕业后进行的为期2-12

资金证明有几种不同的形式，通常以下几种
均可：

奖学金

个月的实习也可以获得资助。

■

父母提供其收入与财产证明。

国际学生可以向数量众多的德国机构申请奖学

在大学就读期间，每个学生可以多次申请伊拉

■

常住德国的某人向移民局提供保证，承诺

金，例如DAAD、有政党背景的基金会、宗教

斯谟项目的资助。但是，资助时间的总和最多

负担您所需的费用。

机构或者有经济界背景的组织。同时，您还可

不能超过36个月。此外，在一定情况下，学生

在设有使用限制条款的银行账户上的存款

以向您本国的机构了解您是否有获得奖学金或

还可以为自己的硕士学业申请一份低息贷款。

证明。

其它资助的机会。

■

■

银行为您出具的担保。

■

您获得德国承认的机构所颁发的奖学金。

常便捷的在网上查询各类奖学金项目的途
径。您在此网站上不仅可以找到由DAAD
所提供的奖学金项目，而且还可以查到其
它学术资助机构所设立的奖学金。

DAAD为学生、研究生及科研人员提供范围非

信息和咨询可以在您所就读的大学的外事处或

常广泛的奖学金项目。但是请您注意，通常

所在国的伊拉斯谟项目负责单位获得。

DAAD以及大多数其它德国机构都不大可能对

了解您所需要提交的资金证明形式。

大学的整个学习阶段提供资助。

更多信息：
ec.europa.eu/programmes/erasmus-plus

请注意：外国留学生在德国打工受到时间限

eu.daad.de

对欧洲学生的资助

金状况，但实际上不可能满足您的全部生活
费用所需 (请见第68-71页) 。

DAAD的奖学金数据库为您提供了一个非

关于伊拉斯谟+项目、申请流程、申请日期的

请务必咨询您所在国家和地区的德国大使馆

制。您在课余时间打工虽然可以改善您的资

奖学金数据库

对来自欧盟国家以及冰岛、列支敦士登、北马
其顿共和国、挪威、塞尔维亚和土耳其的学生
有一些特殊的交换项目。

我有哪些获得资助的途径？
例如，“伊拉斯谟+”项目 (Erasmus+) 为欧洲
上面，您已经了解了留学德国的费用情况。

学生在本科、硕士以及博士阶段在国外进行为

但是，这些费用可能并不需要完全由您个人

期3-12个月的交流提供资助。交流项目根据高

承担。您留学德国有很多申请奖学金的机会

校间签订的双边协议进行。这意味着：如果您

和途径。

希望为您在德国的交换学习申请伊拉斯谟资
助，您需要获得一所您本国所就读学校的德国
伙伴学校的邀请。一般来说，对伊拉斯谟项目
的学生将免除其所在交换国的学费。

请访问：
www.funding-guide.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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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申请专业

在本节中您将了解到如何申请进入德国高校学习以及
您在申请时应注意的事项。
申请进入德国高校学习有多种不同途径。哪种
适合您，首先取决于您所选择的专业。

“Numerus clausus”......

专业类型分为两类：

是一个拉丁文的表达，其含义为“有限的
数量”，是指高校或者全德国对某专业的

■

具有全国性入学限制的专业 (zentrale

学习名额加以限制。同时申请者人数超过

Zulassungsbeschränkung)，即受限专业

了入学名额。在这种情况下就会有特殊的

(Numerus clausus)。这是指全德范围内申

选拔机制和特别的录取条件。

请人数超过招生名额的专业。目前包括医
学、药学、兽医和牙医专业。

■

没有入学限制或 只 有 地 区 性 入 学 限 制

如何申请具有全国性入学限制的专
业？

(lokaler Numerus clausus，即在部分高校
有入学限制) 的专业。

在德国有些专业由于申请人总数超过学校能
够录取的学生数，因此这些专业实施入学限

以下的建议是您申请公立高校时可以参照的一

制 (Numerus clausus / NC)。如果您申请此类专

些基本原则。为保险起见，您应该向您所感兴

业，需要注意其特定的申请条件。

趣的德国高校的外事处咨询您所选择的专业的
具体申请程序。

您的申请材料需要提交到的机构取决于：

■

您所来自的国家，

■

您是否具备“德国大学入学资格”(Hochschulzugangsberechtigung) (请见第19-20页)。

在德国留学,
开启一场发现的旅程吧！
来自越南的Thu 和来自印度的Harshvardhan在柏林学习，
去冬日的哈尔茨山脉旅行

www.study-in-germany.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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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类学生需要向高校录取基金会 (Stiftung für
Hochschulzulassung) 提交申请，分别是：

■

来自于欧盟国家及列支敦士登、冰岛和挪
威的申请人，以及

■

在德国或德国驻国外的德国学校取得了德国
大学入学资格 (Hochschulreife) 的申请人。

外国学生申请大学服务处 (Arbeits- und Servicestelle für Internationale Studienbewerbun-

www.hochschulstart.de

所有其他申请人均向其所感兴趣的德国高校
或者外国学生申请大学服务处 (uni-assist) 提
交申请。

书和证明，它为自己的成员高校审核国际申

此外，绝大部分德国高校还委托uni-assist审

申请进入德国高校就读您需要准备一整套申请

您可以在德国各高校、uni-assist、DAAD的网

材料和证明。此外，很多时候您还需要缴纳申

站以及高校录取基金会处取得德国大学入学

请费。您在申请中可能会产生下列费用：

申请表。

■

申请材料的公证费与翻译费，

此外，您还需要准备一些其它申请材料，通

■

德福考试或者DSH考试费，

常包括：

■

申请费 (请见下文) 。

核其他方面的材料，例如语言证明。

通过uni-assist您可以申请多所大学，uni-

■

您的高中毕业学历公证书，

申请费的金额取决于您申请材料所提交至

■

您所获得的全部大学学历学位的公证书，

的机构：

■

证件照片，

■

护照姓名及照片页复印件，

■

语言水平证明 (请见第22-23页) 。

assist会尽快审核申请材料，如果申请材
料不完整也会及时告知申请人。如果申请
材料齐全并符合大学的要求，uni-assist

如何申请其它专业？

都需要提交哪些申请材料？

gen，简称uni-assist) 负责审核其他国家的证

请者是否已具备申请德国高校的入学资格。
更多信息：

申请德国高校所需的费用是多少？
何为uni-assist？

会将申请材料的电子版转给相应的高校。
申请某些高校时，uni-assist会为申请人

对于没有全国性入学限制的专业，所有外国留

提供一份预审证明 (Vorprüfungsdoku-

学生的申请都应提交到：

mentation，简称VPD) ，凭借预审证明学

如果您通过uni-assist提交申请，申请第一所德
国高校时申请材料的审核费用为75欧元，每多
申请一所高校，你需要多缴纳30欧元。一些大

请注意：申请材料必须是正式的公证书以及

学为申请者承担这笔费用（最新清单请见：

公证的德文翻译件。公证书可以在申请人所

www.uni-assist.de/kostenuebernahme.

在国的德国驻外代表处等机构办理。部分德

html)。

国高校也可以接受英语或法语的证书。

如果您直接向德国大学递交申请材料，有部分

只有在提交了完整的申请材料并且缴纳了

德国高校要求申请人缴纳评审材料的申请费。

应付的申请费用以后，您的申请才会被正

生要直接在德国大学递交申请。
■

您所希望申请的德国大学外事处 (Akademisches Auslandsamt) 或者学生事务秘
书处 (Studierendensekretariat)

■

请注意：是否录取学生由德国高校决定，
而不是uni-assist。

或外国学生申请大学服务处 (uni-assist)。
如果您意向中的学校将您所选择专业的申

式受理。
请注意，只有缴纳了应缴的费用之后您的申请

更多信息：www.uni-assist.de

才会被正式受理。

请委托给了uni-assist，那么您需要将材料

德国高校的申请截止时间一般为每学期开学
前几个月，因此，您应尽量提前与大学外事

提交到uni-assist。如果您所选择的学校不

uni-assist目前的180多个成员院校名单您可以

如果您直接向高校录取基金会 (S tiftung für

处取得联系，以便及时办理您所缺少的申请

属于uni-assist的成员院校，您就直接向大

在以下网址查询： www.uni-assist.de/tools/

Hochschulzulassung) 提交入学申请，您不需要

材料。

学提交申请。请您从所选择学校的官网上

uni-assist-hochschulen。

缴纳申请费用。

获得相关信息。
正如前文所述，为确保您的材料正确提交，您
应预先向您所选择的大学外事处咨询，确认您
应当在何处、以及怎样递交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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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 请 专 业 35

德国高校的录取部门会书面通知您申请的结

我需要注意哪些截止时间？

果。如果申请成功，您就会收到大学入学通知
书 (Zulassungsbescheid) ，其内容包括：

请向您所申请的大学的外事处咨询，以确认
您所申请的专业的申请截止日期。您的申请

■

关于您所获得的学习位置的说明，

必须最迟于该日期前提交，否则您的申请将

■

需要您立即回复给大学录取部门的接受声

不被受理。

明 (Annahmeerklärung) ，
■

到德国大学正式注册 (Immatrikulation)

请注意：如果您需要通过uni-assist申请，应当

的时间范围 (请见第52页) ，

尽早提交申请材料，至少应在申请截止日期前

■

您可能还需要补交的成绩或者考试证明，

8周提交。

■

您可能还需要参加的德语水平考试或者大

■

学预科入学考试的时间说明，

冬季学期开学：

您可能被邀请参加外国留学生新生培训活

■

申请时间：5月底至7月15日

动 (请见第55页) 。

■

入学通知 (Zulassungsbescheid) 将于8月
/ 9月寄出，

■

未被录取通知将于9月/ 10月寄出。

夏季学期开学：
■

申请时间：12月初至1月15日

■

入学通知 (Zulassungsbescheid) 将于2月
/ 3月寄出。

■

未被录取通知将于3月/ 4月寄出。

请注意，部分德国高校的申请截止时间与上述
有所差异。部分专业仅限于冬季学期招生，部
分学校或专业的申请截止时间早于上述日期。

下载材料清单
在 www.uni-assist.de/tools/
checklisten中您可以下载材料清单，帮
助您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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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境 与 居 留 规 定 37

1.5
德国入境与居留规定

申请者获得德国大学录取通知书后，可通过审

或领事馆，他们会为您解答关于签证方面的所

核部递交签证，无须去使领馆预约签证。留德

有问题。德国驻华使领馆的网址：

审核部的目标是尽可能地简化中国学生的赴德

www.china.diplo.de。

留学申请，将学历审核以及签证递交一体化。
如果您已经取得德国高校或大学预科的入学

留学德国

通知书，那么您需要申请以学习研究居留为

在本节中您将了解到您前往德国是否需要申请签证，以及您是否需要
申请在德国的居留许可 (Aufenthaltserlaubnis)。

目的的留学签证 (Visum für den Aufenthalt zu

您最好向德国驻华使领馆了解申请德国签证所

Studienzwecken) 。通常颁发的留学签证有效

需提交的材料详情。通常您需要准备：

期为三个月，如果您计划留学的时间超过三个
月，您必须向您德国居住地所在的移民局申请

作为外国留学生，您需要申请哪种签证取决

我应该申请何种签证类型？

居留许可。

于您在德国停留的时间长短。

留学签证

间超过90天，那么您必须在赴德之前向德国
驻华使领馆申请签证。

根据赴德留学政策，凡准备前往德国留学的申

求的声明，

必须通过留德人员审核部的审核。

过90天，那么您可以申请申根签证 (最长逗留

■

人可以凭借德国大学录取通知书在留德人员审

在德国期间的医疗保险证明 (请见第26-27
页)，

核部递交签证申请；请随时关注审核部官网关

■

资金证明 (请见第28页)，

于递签的特别说明。

■

您入学前的学历相关证明，

■

德语语言水平证明或者计划在德国参加强

请者，包括以留学为目的的语言学习申请者，
时间短于90天：如果您在德国的停留时间不超

用德文完整填写并亲笔签名的居留许可申
请表以及符合外国人居留法第53和54条要

申请签证需要提交哪些材料？

预备签证。
获得留德人员审核部审核证书的一般国内申请

对于所有中国公民，如果您在德国的停留时

亲笔签名的旅行护照 (护照有效期不少于
12个月) 以及近期护照照片，

■

请勿申请旅游签证，应该申请留学签证或留学

我何时需要申请签证？

■

通过TestAS考试获得留德人员审核部审核证
书的申请人、交流合作团组申请人、短期交换

化德语培训的证明。
■

此外，如果申请留学签证您还需提供：留

期为每半年90天)——申根国家签发的、并对

在申请德国大学前，申请人必须参加德国使

程序申请人、特殊程序申请人以及材料审核程

德人员审核部的审核证明/APS审核证书、

其有效范围不加限制的短期居留签证(“C”类

馆文化处留德人员审核部 (APS，Akademische

序申请人，可以通过审核部递交签证。具体流

德国高校的录取通知书，个人简历以及留

“申根签证”) 持有者，在签证有效期内可在

Prüfstelle) 的审核，以鉴定其学历的真实性和

程请参阅留德人员审核部官网。

所有申根国家领土上逗留和自由流动。

是否具有德国高校入学资格。您必须先登陆审
核部网站完成在线注册 (www.aps.org.cn)，
递交学历等文字材料进行审核，并且参加20分
钟的书面准备和25分钟的面谈。通过审核后您

如果申请留学预备签证，您需要提供：德

纯语言签证的留学签证申请人请到相应的德国

国语言培训班的报名证明和学费收据以及

驻华使领馆签证处预约时间，签证费为75欧元

之后的大学就读材料。

(折合人民币支付)。

可获得审核证书，该证书是德国高校录取中国
学生的前提条件之一。

学理由说明(留学动机信)。
■

如果您还有其它问题，请咨询德国驻华大使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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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获得居留许可？
除来自欧盟成员国或者冰岛、列支敦士登、挪
威以及瑞士各国以外的所有外国留学生，如果
在德国的留学时间超过90天，都必须向您留学
地所在的外管局申请居留许可 (请见第54页)。

关于在德国毕业之后的居留权有何
规定？
您在德国高校顺利完成学业以后，您可以选择
继续留在德国并寻找在德国的就业机会。

对此也存在一些法律方面的规定。更多信息请
见72页及之后的内容。

健康体检
在申请德国入境签证时您可能还需要提交
一份健康证明。相关信息请咨询德国驻外
代表机构。

        豸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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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 宿 41

1.6
寻找住房

私人住宅有哪些形式？

初到德国的第一夜在哪里度过？

与世界上其它国家一样，在德国由私人提供的

您在抵达德国时还没有找好住处吗？那么您

住宅形式多种多样，差别很大。私人住宅市场

应该在出行前弄清楚您可以在哪里度过到达

上的房间类型从完全不提供家具的房间到包含

德国后的最初几天。关于这个问题有若干可

全套家具的整套住宅的各种类型统统涵盖。

能的解决方法，您也可以就此向大学的外事
处进行咨询。

在本节中您将了解到如何在出国之前为您到达德国之后租赁住房所需
做出的准备和安排。
德国大学的学生可以住在学生宿舍中或者私人

子，例如在一些合租房 (Wohngemeinschaft) 内

部分高校所在地区的大学生服务中心 (Studen-

就有单间出租。

tenwerk) 和高校教会 (Hochschulgemeinde) 可以为

如何申请学生宿舍？

住宅。与世界上一些国家不同，您在德国大学
注册 (请见第52页) 时学校并不会自动为您安

德国各个大学城内均建有多所学生宿舍。租住

排一间学生宿舍。

学生宿舍内的房间通常是最为经济的住宿方式
(请见第25页)。

通常情况下，您需要自己寻找住处。由于高
校所在地和每个人的资金承受能力不同，有

并非在所有大学城都能轻而易举的申请到一间学

时想找到合适的房子并非易事。因此，您应

生宿舍的房间。如果您尽可能早地提出申请，那

及时开始准备——最好在您到达德国之前就

么申请到的机会也更大，最好是在您一收到德国

开始寻找。

大学的入学通知书后马上就开始。申请方式是向
学校当地的大学生服务中心提交申请。

您在德国高校的外事处可以获得关于租房的很
多实用信息。

您可以选择租住一个单独的房间或者一整套房

DAAD宿舍搜索工具 (DAAD-Wohnheimfinder-Datenbank) 为您申请宿舍提供了非常实
用的帮助，其网址为 www.daad.de/wohnheimfinder。目前，在这一数据库中您可以
找到80所大学城的学生宿舍的信息，在几步简
单的操作之后您还可以直接在线申请大学生服
务中心所提供的学生宿舍。

一些德国高校的外事处也可以帮助安排学生宿
舍内的房间。因此，您最好首先向您学校的外
事处咨询了解如何申请学生宿舍内的房间。

寻找房屋的学生提供物美价廉的临时住所。 另
合租房 (Wohngemeinschaft，缩写为WG) 是指

外，您在私人经营的小旅馆 (Pension) 或者青年

多人共同租住同一套房屋。每个租户都有一个

旅舍 (Hostel, Jugendhotel, Jugendherberge) 都可以

自己独立的房间，但厨房、浴室和起居室则为

找到房间住宿。虽然入住青年旅舍的前提是您

所有住户共同使用，如果共用同一部固定电话

必须是国际青年旅舍联合会各地分会之一的会

则费用也由各租户分担。这种合租形式受到很

员，但是您可以在任何一家青年旅舍通过缴纳

多大学生的普遍欢迎。

很低廉的会费立即成为会员。

通常情况下，单独的房间和面积较小的整套房

更多信息:

屋都是当面进行交易出租的，也就是说，如果

www.daad.de/wohnen

租住此类房屋，您几乎只能在到达德国之后才

www.jugendherberge.de

进行具体挑选。但是，您可以在出国之前就

www.hostelbookers.com

做出相应的准备，例如在即将出国之前上网搜
寻信息，甚至可以提前与出租方预约看房时间
(请见第49-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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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

留学规划：对照清单!

我要知道

还有6个月
计划行程：我如何赴德？

■

选择何种交通工具去到德国，以及我必须在何时预订行程。

■

我是否需要签证以及我如何获得签证。

▲

还有3个月
寻找住房：我住在哪儿？

对照清单

我要知道
■

▲

还有18个月

查找开设的专业课程并作出决定：我想学什么以及我可以学什么？
我要知道
■

我在何处可以获得有关留学德国的信息，并且已经使用过至少一项下面所列的联络渠道：
■

www.study-in-germany.de和www.daad.de

■

您所在国家的DAAD代表处及信息中心

■

您所就读高校的德国外教

■

您所在国家的教育展会

我大约会在德国学习多长时间。

■

我想攻读何种学位。

■

我想学习何种专业。

■

何种高校类型适合我。

■

哪些高校开设有我的专业。

▲

还有15个月

确认条件：我的条件足够申请我想学习的专业吗？或者，我还必须做什么？
我要知道
■

我的中学毕业学历或者我的教育背景是否满足进入德国大学学习的要求。

■

我的德语或者英语知识是否达到我心仪专业的申请条件。

■

我是否能承担留学的费用，可能在何处申请奖学金。

▲
■

我必须在何处申请。

■

我需要哪些申请材料以及在何处可以获得这些材料。

■

我必须在何时提出申请。

住在合租房的一个单间 (WG-Zimmer)

■

独享一套公寓

我如何寻找房源，或者如何申请住在学生宿舍 (请见第40页) 。

■

如果在抵达德国时还没有住处，我可以在何处度过最初的几天。
还有1个月
出发倒计时：所有东西都准备好、打包好了吗？

我已经
■

订好了行程。

■

准备好寻找住房了，并且有了到达德国后先落脚的地方。

■

写好了打包清单。
最后检查

这些材料和文件必须放入行李中：
■

护照，其有效期应不短于我计划在德国逗留的全部时间；

■

可能需要的签证 (请见第36-38页) ；

■

德国高校的入学通知书 (Zulassungsbescheid) 或者申请人证明 (Bewerberbestätigung) ；

■

资金证明 (请见第28页) ；

■

以下材料的原件和翻译公证件：
■

出生证明，

■

小学及中学毕业证书，

■

可能已经获得的高等教育证书、语言证书；

■

可能已经参加的在德国受到承认的医疗保险证明 (请见第26-27页) ；

■

可能需要的预防接种证明 (关于注射何种必要的疾病免疫接种的信息请咨询德国当地驻外代表机构) 。

▲

我要知道

住在学生宿舍

■

■

还有12个月

准备申请：我在什么时候需要做什么？

■

▲

■

我想以何种方式住宿：

抵德后

■

我去大学外事处 (Akademisches Auslandsamt) 了解接下来还有哪些该做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