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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德国学术交流中心 (DAAD) 北京代表处为了给广大有兴趣赴德留学的
青年朋友提供一些最重要的、翔实可靠的信息，根据 DAAD 德语出
版物和其他资料、密切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以及编者在多年的咨询工
作中积累的经验编写了这本篇幅不大而信息含量甚大的小册子。它旨
在帮助读者遵循一条通向成功的途径，自己动手顺利办理申请赴德留
学的各种手续。1998 年它一经同读者见面，便立即受到普遍的欢迎，
并多次修订、增版发行。现在我们根据德国留学政策的最新资料又对
小册子的内容进行了增删和修改。尽管如此，所有留学者的各类细节
问题不可能涵盖在内。但是相信您细读本小册子以后，可以清楚地获
悉赴德留学必备的信息。如果还有疑问，可以上网进一步查询 www.
daad.org.cn。
出国留学是许多有志青年美好的梦想。而德国又有着非常优越的学习
和生活环境，十分令人向往。但是在考虑留学德国的问题时，应从实
际出发，因为要在德国学有所成是一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所以我们
希望能引起您的注意：在决定留德之前应持慎重态度，并实事求是地
选择专业和学校，无论在精神上还是物质上都要作好充分的准备。
DAAD 衷心祝愿各位在留学之路上一帆风顺！
最后，我们再次重申：如有新闻媒体或其他机构引用或转印小册子的
内容，务请事先书面同我们联系并征得编者的同意。

DAAD 北京代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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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类型、学位颁发、学历互认、大学排名、留德开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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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AD 向您介绍在德国上大学的基本情况

1. 请简单介绍一下德国高等院校的一般情况
我想了解一下德国的高等教育

9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高等教育非常普及，各

1. 请简单介绍一下德国高等院校的一般情况

类高等院校共有 423 所，分布在 16 个联邦

2. 德国的高等院校有什么特点？
3. 为适应德国大学的学习生活应具备哪些基本素质？

我该选择何种类型的大学

10

205

州，注册学生总人数约 290 万。其中综合大学

57
41

(Universität, 包括理工大学 )120 所；应用科学大
学 (Fachhochschule)205 所；艺术、音乐院校 57
所；其他类型高校 41 所。各类大学共设专业近

120

4. 德国高等院校有哪些类型？

21000 个。近几年德国大学中外国留学生人数逐
步增长。2021/2022 学期，外国留学生人数超过

5. 综合大学 (Universität, Uni) 和应用科学大学 (Fachhochschule, FH) 有什么区别？
6. 公立与私立大学有何区别？
7. 德国艺术学院和音乐学院概况

我能在德国高校取得何种学位以及如何取得

12

44 万人，约占学生总数的百分之十五。
应用科学大学 (Fachhochschule)

德国的高等院校绝大部分都坐落在人文环境良

综合大学 (Universität, 包括理工大学 )

好、自然环境优美的城市，优越的教学、科研和

艺术、音乐院校

生活设施为学生顺利完成大学学业提供了客观和

其他类型高校

物质上的保证。

8. 大学毕业文凭 ( 学士、硕士、国家考试、博士 )
9. 根据 ECTS 制定的学分 (Credit Points)

2. 德国的高等院校有什么特点？

10. 考试类型分为哪些？

我的中德学历如何互相承认

14

德国许多大学均有数百年的历史。德国近代高等
教育改革的先驱者威廉 · 冯 · 洪堡 (1767 – 1835)

11. 中国如何承认德国高校的学历？

提出的“研究与教学相统一”的思想至今仍被推

12. 德国大学是否承认中国高等院校的学历？

崇为大学治学的指导原则。综合大学主要是培
养科学后备力量，强调专业理论知识的系统化，

我想知道德国哪些大学比较好

14

其毕业生通常都有较强的独立工作和科学研究
能 力。

13. 德国大学有排名吗？

伴随现代工业经济的飞速发展，需要培养大量具

14. 德国大学精英计划

我在德国上大学需要如何花费

有解决生产中实际问题能力的专门人才。因此，
近几十年应用科学大学应运而生，其教学密切联

16

系实际，毕业生除掌握必要的专业理论知识外，
还具备很强的实践能力，因此非常受企业界的

15. 德国大学收取学费吗？
16. 如果德国大学不收取学费，是否意味着完全不需要缴纳任何费用？

欢 迎。

17. 在德国读大学每月大约需要多少生活费用？

艺术院校提倡发展个性和创作自由，最大限度地

18. 在德国允许外国学生打工吗？可否作为“经济来源”？

培养和发挥个人的创造性。

19. 能否申请到奖学金？

德国高校享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权”，可自行决
定聘任教授和招收学生。
Foto: DA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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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为适应德国大学的学习生活应具备哪些基本素质？
德国大学实行“学术自由”。在课程设置上除少

到德国去读大学并学有所成，除基本的经济条件

数必修课外，学生完全可以根据专业要求和自己

外一定要有优良的学习成绩，较强的独立生活和

的兴趣安排学习计划和选修课程。
“保姆式教育”

工作能力，高度的学习自觉性；当然，扎实的德

模式下培养出来的学生在入学后往往感到茫然，

语知识和熟练的运用能力更是必不可少的。

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不能适应这种情况。因此，想

5. 综合大学 (Universität, Uni) 和应用科学大学 (Fachhochschule, FH)
有什么区别？
这两类高等院校的区别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

大学类别

综合大学

应用科学大学

学科较多、专业齐全，包括工科、
理科、文科、法学、经济学、社会
学、神学、医学、农林学等

一般只设有几个专业，但特色极为突出，如
工科类、经济类、农林、设计、护理等，通
常不设文科类专业。专业分类较细，教学安
排紧凑，要求较多实习

毕业学位

Bachelor( 学习年限 3-4 年 )
Master( 学习年限 2 年 )
国家考试（法律、教育、医学、药学等）

Bachelor( 学习年限 3-4 年 )
Master( 学习年限 2 年 )

攻读博士

毕业生可以申请读博(学习年限 2-5 年)

优秀毕业生可申请入综合大学读博

科学研究

科研与教学并重，强调基础研究和
理论知识系统化

除掌握必要的基础理论外，从事一定的应用
性研究

学校规模 ( 学生人数 )

15000 人左右

4000 人左右

课程设置

4. 德国高等院校有哪些类型？
德国的高等院校根据其任务性质可分为三种类型：
• 综合大学 (Universität, Uni)：
这是一种学科较多、专业齐全、特别强调系统理
论知识、教学科研并重的高等院校。

• 应用科学大学(Fachhochschule (FH),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此类大学大部分建校时间较短，规模不大，一般
只设有几个专业，但其特色极为突出。分别设有
工程、技术、农林、经济、金融、工商管理、设
计、护理等专业，原则上不设一般意义上的文科

此类大学设有以下学科：

类专业。其课程设置和内容除必要的基础理论
外，多偏重于应用，专业分类较细，教学安排紧

工科

(Ingenieurwissenschaft)

理科

(Naturwissenschaft)

文科

(Geisteswissenschaft)

• 艺术学院(Kunsthochschule，Kunstakademie)

法学

(Rechtswissenschaft)

和音乐学院(Musikhochschule)：

经济学

(Wirtschaftswissenschaft)

社会学

(Sozialwissenschaft)

神学

(Theologie)

医学

(Medizin)

农学

(Agrarwissenschaft)

林学

(Forstwissenschaft)

类似的院校还有：
理工大学 (Technische Universität, TU)

凑，要求较多实习。

6. 公立与私立大学有何区别？

其中包括戏剧学院 (Theaterhochschule) 和电影

德国大部分高校是由国家资助，还有几所由基督

学院 (Filmhochschule) 等。此类大学相对来说数

教会或天主教会资助的高校。除此之外，目前还

量不多，规模不大，本着因材施教的原则实行小

有国家承认学历的近 120 所私立大学，其中大部

班或个别教学，以培养和发展学生的个性和艺术

分是应用科学大学。

才能。

但是，目前德国绝大部分的学生选择了在公立高
校注册学习，只有约百分之十的学生选择了进入
私立大学学习。其原因主要在于部分私立学校需
要学生缴纳高昂的学费，但两类高校的教学质量
并无差异。

师范大学 (Pädagogische Universitäten/
Hochschulen, PU/PH)
以及体育大学、行政管理和国防大学等。

10

Foto: damircudic

11

DAAD 向您介绍在德国上大学的基本情况

DAAD 向您介绍在德国上大学的基本情况

7. 德国艺术学院和音乐学院概况

在自己的祖国从事您中意的职业。

• 德国的公立艺术类高校开设的专业有造型艺

院也提供爵士、音乐剧编导、舞台舞蹈等训练

术、建筑、导演、表演、艺术设计等专业。在德

课 程。

国，艺术院校有和综合大学同等的地位，在艺术
科学领域内有授予博士的权利。高校框架规定中
造型艺术领域内的艺术院校应通过教学和科研来
推动艺术和科学的继续发展，尤其是促进实现艺
术发展设想。录取条件需要申请人通过“天赋测
试”证明其有特别的艺术天赋。如果确有过人的
艺术造诣，无高中毕业等资格也可以破格入学。
• 德国公立的音乐学院提供所有音乐相关领域的
学科，例如表演艺术类的声乐、器乐、作曲、指
挥，或是音乐教育、音乐学，教堂音乐、音效录
制、媒体传播等学科。除此之外，有些音乐学

博士 (Doktor)

科研著作 ( 博士论文 Dissertation)，以及参加
博士学位口试 (Rigorosum) 或者参加论文答辩
(Disputation)。在德国，获得博士学位后您可以

博士学位 (Doktortitel) 是最高级别的大学学位。

将博士头衔登入您的身份证明 , 与您的姓名列在

它证明，学位持有者已经具备了独立从事科学研

一起。不同的专业攻读博士学位需要的时间也不

究的能力。

同，大约是 2 至 5 年。

外，也提供培养绘画、雕塑等艺术家的艺术学

博士学位的授予 (Promotion) 是进入科学研究职

攻读博士学位的申请者必须事先以优异的成绩完

科。另外还有一种形式的音乐学院 ( 例如 Mainz，

业领域的敲门砖，而在一系列专业领域里，它

成硕士学业。学士 (Bachelor) 学位获得者在特殊

Münster，Greifswald)，是附属在大学里的音乐

同时也对开展科学研究以外的事业非常有利。

情况下也可以获准攻读博士学位，前提是要通过

学院，学术理论与音乐训练的课程相结合。

攻读博士学位需要撰写一部拥有学术新内涵的

特殊的程序证明本人的专业能力。

德国的音乐学院有些为独立的学院，有些与艺术
学院结合在一起，除了提供训练音乐家的课程之

德国音乐学院在全世界享有很高的美誉，因此也
是许多外籍学生梦寐以求能就读的学府。但学校
能接受的学生人数有一定的限制。外籍学生入学

9. 根据 ECTS 制定的学分 (Credit Points)

申请的条件与德国学生是一样的。
Bachelor 和 Master 学位课程的成绩依据欧洲学
分折算、转换和累加系统 (ECTS) 来评定。ECTS
根据完成学业所必需的时间折算出学生的总负

8. 大学毕业文凭

荷 —— 其中包括预习和复习各类课程、获取各
类成绩证明和准备考试所产生的工作量。取得的

学士 (Bachelor) 和硕士 (Master)

分。学生应该通过硕士论文 (Masterarbeit) 来证

学士 (Bachelor) 学位是在英语国家常见的、体现

明，自己可以在规定的时间内，独立地进行学术

初级从业资质的大学毕业学位。随着博洛尼亚进
程的发展，这种学位也被引入德国高校。学生攻
读学士 (Bachelor) 学位，根据不同的学习条例，
必须在大学学习期间积累 180 至 240 个 ECTS 学
分。按照学士 (Bachelor) 的学业规划，如果学生
每周安排 40 个学时而每年学习 45 周，就能够在
标准学习年限之内完成大学学业。

成绩转换为分数，归入毕业总分之中。

研究。
国家考试 (Staatsexamen)
学习医学、法律、药学、兽医、牙医、食品化学
或者教师职业的学生通常以参加国家考试来结束
大学学业。国家考试 (Staatsexamen) 是面对国
家考试委员会 (staatlicher Prüfungsausschuss)
举行的考试。由于这类专业的毕业生常常会担任

10. 考试类型分为哪些？
要成功修完课程您要按时上课还需要参加该门课
的考试。考试的类型各有不同，其中包括：

学生获得学士 (Bachelor) 学位以后，如果希望继

国家公职，因此学业和考试的内容要由相关法

续深造，可以读硕士 (Master) 学位 —— 既可以

规加以规定。第一次国家考试通常是理论考试、

在结束学士 (Bachelor) 学业之后立即开始，也可

类似于大学里的大学结业考试 (akademische

请注意在完成书面论文的过程中绝对要避免抄

以先工作几年。选定的硕士 (Master) 学位课程应

Examina)。大学学习结束之后是一个有职业针对

袭，在许可范围内引用他人的文章必须标明出

与学士 (Bachelor) 专业有密切关系。德国高校的

性的、实用的培训阶段，该阶段结束后举行第二

处，德国各个州的高校对这方面有非常严格的规

网站上一般会给出相关信息，指明哪些本科专业

次国家考试。

定，情节严重者可能被开除学籍。

方向可以申请与之衔接的硕士课程。
攻读硕士 (Master) 学位必须积累 60 至 120 个学

12

一个绩点 (Leistungspun
kt) —— 也称为学
分绩点 (Credit Point)
或 ECTS 绩点 (ECTSPun kt) —— 相当 于 30
个学 时。 按照 学位
课程的规划，一般学生
每学期必须积累 30
个学 分， 才可 以在 标准
学习 年限 之内 完成
大学学业。

笔试
(Klausuren)

书面考试，考察所学的知识内
容

课堂报告
(Referate)

作关于某一主题的时间较短的
报告

书面家庭作业
(Hausarbeiten)

就某一题目完成一篇书面论文

口试
(mündliche
Prüfungen)

外国留学生也可以参加国家考试。不过您必须认
真核实，参加这样的考试是否意味着您将来可以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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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中国如何承认德国高校的学历？
中德两国签定了关于双方学历互认的协议。协

认其为 Bachelor( 学士 ) 和 Master( 硕士 )。中国

议规定：在所有德国官方承认的大学获得的

教育部承认的德国大学名单请见：http://jsj.moe.

Bachelor ( 学士 ) 和 Master( 硕士 ), 中国教育部承

gov.cn/n1/12032.shtml 。

12. 德国大学是否承认中国高等院校的学历？
《评估外国高等院校相应学历的建议》规定，凡

近几年中国有些大学进行了调整和合并，学校名

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正式批准、并列入德方

称发生了变化，在申请德国大学时此类学生应由

名单的正规高等院校大学本科或三年制大专的学

现在的学校出具证明，加盖公章，然后进行公证

历均被承认。高职学历、非正规大学、两年制大

( 附德文或英文的翻译件 ) 即可。

专或非正规高等教育的学历通常不被承认。

13. 德国大学有排名吗？
德国大学没有官方排名，也没有重点大学与普通

进行了评比，分别按专业、师资力量、学校的软

大学之分，每所大学都有自己的特点，在专业设

硬件等进行排列，有关详细信息可在下列网页上

置上都有自己的强项。德国高等教育发展中心联

获得：https://ranking.zeit.de/che/en/ 。

合德国时代周报从第三方的角度对德国大学现状

14. 德国大学精英计划
自 2005 年以来，德国一直在高等教育领域实施多

波恩大学

项“精英计划”。为研究领域较出色的大学提供更

德累斯顿工业大学

多支持。通过鉴定学术后备人才和精英集群与德

汉堡大学

国大学老师及科学工作者对于不同专业领域课题

海德堡大学

的合作情况，来判断出博士生院的教育质量。

卡尔斯鲁厄理工学院

陪审团无一例外地由德国以外的研究人员和科学
家组成，以确保该项目的客观公正性。2019 年
新一轮的精英大学名单如下：
2019 年新一轮的精英大学名单如下：
亚琛工业大学
柏林地区大学联盟

14

康斯坦茨大学
慕尼黑大学
慕尼黑工业大学
图宾根大学
柏林地区大学联盟包含：柏林工业大学，柏林自由大学，柏
林洪堡大学。
这些大学将会得到每年 1.48 亿欧元的资助，资助期为七年。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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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德国大学收取学费吗？
在德国，大部分学生上的是公立学校。公立学校

个别联邦州对攻读第二个学位 (Zweitstudium) 或

通常不向攻读第一个学士课程 (Erststudium) 以及

者学习时间超长 (Langzeitstudium) 的学生收取学

硕士课程的学生收取学费，学生可以享受到质优

费。某些特定的硕士课程也可能是收费的，有的

价廉的大学学习。

学费超过 10000 欧元 / 学期。另外，一部分德国

一般来讲，外国留学生也可以在德国享受与本

私立高校也收取相对高的学费。

土学生一样的优惠，在大部分公立高校就读无

在德国，学费的高低不能说明教学质量。即便是

需缴纳学费。唯一的例外是巴登 - 符腾堡州，自

免收学费的专业也具有十分良好的品质。

2017/18 年冬季学期开始，来自非欧盟国家的国
际学生需要缴纳每个学期 1500 欧元的学费。长

关于学费的更多信息：

期生活在德国的外国学生可以免除学费，在德国

Gebuehren/tuition_fees.php

获得高校入学资格的学生无需缴纳学费，因校际

https://www.studis-online.de/StudInfo/

合作在巴登 - 符腾堡州高校进行短期交流的学生
也无需缴纳学费。

Foto: Jue Xu

16. 德国大学收取学杂费吗？

18. 在德国允许外国学生打工吗？可否作为“经济来源”？

虽然大多数德国公立大学不收取学费，但是学生

途公共交通，节省生活花费。每所大学的学杂费

在大学正式注册的学生可以利用寒暑假时间打

由于种种原因，现在许多城市往往在假期不能及

需要按学期向学校缴纳一定的金额，也就是“学

不尽相同，一般来讲每个学期为 150 到 350 欧元

工，挣得一些收入作为生活费用的补充。按有关

时或根本不能找到工作，故不可将打工收入作为

杂费”，用以保障校园管理、食堂运营、运动设

之间。

规定，学生每年打工时间不得超过 4 个月即 120

维持正常学习和生活的唯一经济来源。另外，有

个全天或 240 个半天。

的学生只顾打工挣钱而荒废了学业，得不偿失，

施以及学生宿舍的支出。此外，有些德国大学的
学杂费中还包含了学期票 (Semesterticket) 的费
用。学生可凭借学期票在一定区域内免费乘坐短

关于学杂费的更多信息可以在德国大学外事处获
得。

但初到德国需要大量时间和精力安排学习和生活，
有的学生还须在短期内通过语言考试，这时打工
会顾此失彼，对学习非常不利，是不可取的。

结果如饮鸩止渴，后悔已晚。有必要在这里提醒
大家不要轻信某些商业性的夸大宣传和空洞许
诺，以免失望，使自己陷入尴尬的困难境地。

17. 在德国读大学每月大约需要多少生活费用？
19. 能否申请到奖学金？
德国大学生每月的生活费用大约是 920 欧元。其

更多有关留学费用和在德国生活的信息，请见由

中包括房租 ( 学生宿舍 )、伙食费、医疗保险费

DAAD 出版的另一本信息手册：
《留学德国 ——

(100 欧元左右 )、福利费、注册费、学期优惠乘

留学生实用指南》。该手册可以从 DAAD 中国的

车票 (Semesterticket)、书籍、文具、生活用品

官方主页下载浏览：www.daad.org.cn，也可以

以及零用等。

在国内 DAAD 各办公地点免费索取。

德国大学通常不设奖学金，主要由 DAAD 等组织

奖学金的申请问题可以发邮件至 scholarship@

和各类基金会提供。DAAD 面向中国学生提供的

daad.org.cn 询问。除此之外，DAAD 还建立了

奖学金项目可以在 DAAD 中国官网查询及下载。

一个奖学金数据库用于搜索德国其他的奖学金项

根据项目不同，申请截止时间和申请材料均有所

目，其网址为：www.funding-guide.de。

区别，按照项目规定提交申请即可。有关 DA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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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DAAD 为您解答申请
德国大学的条件与流程
入学资格、DSD 学校、国际中学毕业文凭、申请步骤、大学预科、音乐和艺
术类专业、转换专业、国际课程、名额限制、所需材料、MBA、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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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了解本人能否转换专业申请

20. 中国学生申请德国大学的具体入学资格有哪些？

41. 中国大学本科毕业生的学习成绩和学历在德国大学如何折算？

21. 军队院校已经获得学士学位的毕业生该如何办理审核？

42. 如果申请更换新的专业，对原来中国的大学学历承认多少？

22. 哪些申请人目前不具备申请德国留学资格？

43. 何为相关专业？

23. 中国高中毕业生是否可以申请读德国大学？DSD 中学的毕业生呢？

44. 在德国大学就读后换专业是否允许？成功率如何？

24. 国际中学的毕业生是否可以申请德国大学？

45. 我要去德国重新读学士，我国内的大学成绩还重要吗？

33

46. 中国学生申请哪些专业的人较多？

我想了解申请德国大学的具体步骤

28

25. 准备申请德国大学首先应做些什么？

47. 哪些专业比较容易申请？
48. 申请大学入学有年龄限制吗？
49. 获奖证书是否有助于申请？

26. 如何规划在中国或者在德国参加德语考试的时间安排？
27. 请介绍一下申请综合大学 (Uni) 的一般步骤

我想知道名额限制专业有哪些

28. 请介绍一下申请应用科学大学 (FH) 的一般步骤和应注意的问题
29. 德国大学的录取标准是什么？

35

50. 据说德国大学有些专业录取新生有“名额限制”，是这样吗？
51. 哪些专业属于“名额限制”范围？

我应该如何着手准备预科申请

30
我需要提交哪些申请材料给大学

30.“大学预科”是什么性质的教育机构？
31. 中国学生申请读大学预科要求什么条件？

52. 申请大学入学必须提交哪些材料？都需要公证吗？

32. 怎样申请大学预科？

53. 申请材料应何时寄往德国？

33. 大学预科如何分班？学习哪些课程？

54. 在填写综合大学入学申请表时遇到几个问题，请解释一下

34. 申请大学预科学习还须注意什么问题？

55. 外国学生申请大学服务处 uni-assist 是什么机构？

我如何申请音乐和艺术类专业

32

我德语零基础可否申请国际课程

35. 申请艺术类和设计类专业应注意些什么问题？

56. 德国有多少所高校设有英语或英、德双语授课的专业？

36. 申请哪些专业必须参加“专业能力考试”(Eignungsprüfung)？

57. 国际课程的入学条件、对语言的要求和学习年限如何？

36

38

37. 音乐、艺术和设计类专业的申请者在入学条件和德语水平要求方面能有什么例
外吗？
38. 艺术和设计类专业申请程序如何？
39. 表演类的音乐专业申请程序如何？

我想了解申请 MBA 的情况

38

58. 可以在德国读 MBA( 工商管理硕士 ) 课程吗？

40. 艺术院校和音乐学院颁发何种文凭？

我如何申请去德国攻读博士学位

39

59. 在德国攻读博士学位有哪些要求？申请步骤如何？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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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中国大学生（大专生）申请德国大学的具体入学资格有哪些？

中国大学生
（大专生）申请赴德留学资格 ＊
直接进入德国大学

小学至高中学习十二年，并通过高考的中国申请人有如下进入德国大学学习的机会：
通过预科申请德国大学
德国大学直接入学资格

重点大学 ( 国家 211 工程院校＊ ) 四年制本科或五年制本
科，至少修满一个学期

在非 211 大学就读不满 3
个学期，或者 3 年制大专
毕业

国家承认的普通大学四年制本科或五年制本科，至少修
满三个学期
完成一年的预科课程并通过预科的结业考试即“大
学入学资格鉴定考试”(Feststellungsprüfung) 取得
德国大学入学资格

博士阶段

至少在国内非 211 大学就
读满 3 个学期 / 至少在国
内 211 大学就读一个学期

已获得中国教育部承认的
本科文凭

已获得中国教育部承认的
硕士文凭

APS 和一定的语言要求

＊自 2017 年 9 月起，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统筹推进“双一流”建设代替原有的“211 工程”与“985 工程”。但是目前德国大学仍按照是否
为 211 工程院校来决定入学条件。本书后面出现“211”时同理。

重点大学 ( 国家 211 工程院校 ) 四年制本科或五年制本
科，至少修满三个学期
国家承认的普通大学四年制本科或五年制本科，至少修
满五个学期

APS 和一定的语言要求

获得德国大学教授或博士
生院的邀请函

12 个月德国大学预科班
过度课程，并且通过入学
资格鉴定考试

小学至高中学习十一年，并通过高考的中国申请人有如下进入德国大学学习的机会：

完成一年的预科课程并通过预科的结业考试即“大
学入学资格鉴定考试”(Feststellungsprüfung) 取得
德国大学入学资格

硕士阶段

国家承认的普通大学四年制本科或五年制本科，修满一
个或两个学期
三年制高等专科学校 ( 即“大专”) 毕业后

德国大学直接入学资格

本科阶段

进入德国大学本科阶段 ＊＊
＊
＊＊

进入硕士阶段

进入博士阶段

指从小学至高中学习 12 年，并获得中国中学毕业文凭的学生。
学生在未取得学士学位之前一般不能换专业，只能申请原专业或其相关专业。

重点大学 ( 国家 211 工程院校 ) 四年制本科或五年制本
科，未修满三个学期
国家承认的普通大学四年制本科或五年制本科，未修满
五个学期

所有满足学历要求者通常都要通过德国使馆文化处留德人员审核部 (APS) 的审核才可以向德国大学递
交申请。( 请见中国学生申请赴德留学资格示意图 )

21. 军队院校已经获得学士学位的毕业生该如何办理审核？
已经获得了军队院校的本科学士学位的申请人通

核材料之前先将学士学位证书和成绩单的复印件

常具备赴德国留学的资格 ( 个别情况除外 )。如果

交给审核部咨询，以确认是否具有德国高校入学

申请人不确定是否具有入学资格，可以在递交审

资格以及能否参加审核部的相关审核程序。

22. 哪些申请人目前不具备申请德国留学资格？
中国高校两年制大专在读生和毕业生

其他关于德国大学入学资格的信息请访问网站：

中国高校三年制大专在读生

www.anabin.de

高等职业教育 ( 高职 ) 在读生和毕业生

www.kmk.org

成人教育 ( 含自学考试教育 ) 在读生和毕业生
军队院校未获得学士学位的申请人
高中尚未毕业 ( 艺术院校和音乐院校申请人除外 )

Foto: DA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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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to: DAAD

23. 中国高中毕业生是否可以申请读德国大学？DSD 中学的毕业生呢？

Foto: DAAD

中国 DSD 学生申请赴德留学资格
但是，外语中学毕业的学生如果取得德语语言证

申请德国大学前提：DSD II + 至少达到高考满分

中国高中生毕业生申请赴德留学资格

明 (DSD) 一级证书，即 DSD I，或者二级证书，

的 70%

凡满足以下条件的中国高中毕业生具备德国大学本科直接入学资格（限相关专业 ):

即 DSD II，并通过全国普通高考后达到高考满分

申请去德国读预科前提：DSD I + 至少达到高考

条件

的 70%，则分别具有德国预科申请资格，或者德

满分的 70%

从小学至高中学习十二年

国高校直接入学资格。

所需证明
高中毕业证书
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 ——以下简称为会考

2019 年以后（含 2019 年）参加高考。
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 ——以下简称为高考

申请人高考分数至少达到高考满分的 70%。
高考科目中有两门语言（语文和一门外语）和一门数
学或理科科目。

对德国大学本科专业申请的限制遵循以下规则 ：
申请本科专业

申请条件

申请数学、理工科和经济类专业

至少参加数学、物理、化学、生物或理科综合科目中两个科目的高考。

申请文科、社会科学、艺术类专业
申请医学、药学、兽医、牙医专业
申请法律专业

至少参加数学、外语、历史 / 地理或文科综合科目中两个科目的高考。
高考分数至少达到高考总分的 80%，并且至少参加数学、物理、化学 / 生物
或理科综合科目中两个科目的高考。
高考分数至少达到高考总分的 80%，并且至少参加外语、历史 / 地理或文科
综合科目中两个科目的高考。

申请人在申请德国大学前须由留德人员审核部审核相关证明的真实性和德国大学的入学资格。高考程序申请人无需参

DSD 考试参照欧洲共同语言参考标准 (GeR) 分为
两个级别：针对中级水平学员 B1 语言水平考试
( 即 DSD 一级考试 ) 以及针对高级水平学员的 B2
级考试在每年的 3 月份举行；DSD 二级考试一般
会在 11 月底或者 12 月初，参加 DSD 二级考试的
一般都是高三的学生。

至少达到高考满分的 70%
德国大学预科
通过大学入学鉴定资格考试

DSD 一级和二级的考试时间都由德国国外教育司
(ZfA)在全世界范围内统一制订。根据和德国文教部

进入德国大学本科

直接申请德国大学本科

长联席会议(KMK)签订的相关协议，这 些学校的毕
业生可以直接申请德国大学或者去德国读预科。
目前，在中国总共有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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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SCH 学校世界地图 ( 包括 DSD 学校 ) ：https://

有关审核流程和所需提交的材料清单请参看高考程序须知。

www.pasch-net.de/de/pasch-schulen/weltkarte.

审核费用为人民币 2500 元。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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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D II

和 C1 语言水平考试 ( 即 DSD 二级考试 )。DSD 一

加面谈或德适考试。

有关高考毕业生德国大学入学资格的更多信息请查看 www.anabin.de 网站 (CHN-BV13 规定 )。

DSD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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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
化学
物理

进入德国大学
某些学科和大学可能有特殊要求。请您咨询相应的大学！
1 门自然科学

1 门社会学科

不需要通过 APS
历史、地理、经济、
心理学、哲学、
社会人类学、
商业与管理、
全球政治

1 门其他学科

除了可以选择已提到的学科外，还可以选择如艺
术、音乐、戏剧、电影、文学、现代外语、拉丁
语、古希腊语、体育、宗教、心理学、基础化
学、应用化学、环境系统、计算机科学、设计技
术、世界宗教、体育锻炼和健康科学、数字社会

若未达到要求 :

德国大学预科

通过入学资格鉴定考试

在国外完成学业但未参加德语课程的申请人必须证明其德语能力。就英语授课课程而言，德语能力无需证明。
1 门数学

（数学：分析
与方法或数
学：应用和
解释）

“高等级”的 3 门科目，必须包括数学或自然科学科目，比如生物、化学或者物理。
所有科目需要在“IB 文凭课程”两年学制内完成。
要求的 6 门科目必须至少达到 IB 4 分。
没有在 IB 课程学校学习德语的德语证书持有者，在德国学习之前，必须证明他们有足够的德语知识。进一步的细节受当地规定的制约。
如果其中一门学科成绩为 3 分，但是在另一门学科中成绩为 5 分或以上，且两门学科难度至少达到相同水平，则也可以申请。

2 门外语

等级 A 或 B

共 6 门学科
要求
IB (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 Diploma 国际学士学位 )

中国 IB 学校毕业生申请赴德留学资格
学科具体要求 *

• 英语 (AP 英语文学或 AP 英语文学与写作 )

( 下列四门 AP 课程至少拿到 3 分 )

申请德国大学人文科学、法学、社会
学和经济学等方向的专业

HSD（美国高中毕业证书 **)

AP (Advanced Placement)

中国 AP 课程学生申请赴德留学资格

( 下列四门 AP 课程至少拿到 3 分 )

• 数学 (AP 微积分 AB 或 AP 微积分 BC）

• 1 门其他语言 (AP 法语或 AP 西班牙语或 AP 拉丁语
或 AP 德语 )

申请德国大学数学、医学、自然科学、
药学和工程学等方向的专业

• 1 门自然科学 (AP 生物或 AP 化学或 AP 物理 C (AP 物
理 C：机械和 AP 物理 C：电磁 ))

• 1 门数学或自然科学 (AP+AB 或 BC 或 AP 生物或 AP
化学或 AP 物理 C (AP 物理 C：力学和 AP 物理 C：电
磁学 ))
• 1 门高中其他学科 ( 例如：AP 欧洲历史，AP 美国
历史，AP 计算机科学，AP 宏观经济学 (0,5 credits/
units) 和 AP 微观经济学 (0,5 credits/units) )

• 1 门语言 (AP 法语或 AP 西班牙语或 AP 拉丁语或
AP 德语或 AP 英语文学或 AP 英语文学与写作 )
• 1 门高中其他学科 ( 例如：AP 欧洲历史，AP 美国
历史，AP 计算机科学，AP 宏观经济学 (0,5 credits/
units) 和 AP 微观经济学 (0,5 credits/units))

* 所有考试必须在学制内进行
** 除 HSD 外，有些德国大学还会要求提交其他申请材料，请与大学进一步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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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国际中学的毕业生是否可以申请德国大学？

数学
2 x A-Level

不需要高考

不需要通过 APS

下列学科具有特殊要求

数学 / 技术研究

数学 A-Level

+
1个
1 个 A-Level
2个
来自：历史、 A-Level 来
A-Level 来
地理、社会
自：数学
自：数学、 研究 / 政治、
1个
生物、化
经济
A-Level 来
学、物理、 1 个 A-Level
自：生物、
来自：数学、
计算机科
生物、化学、 化学、物
学
理、计算
物理、计算
机科学
机科学

数学和工
程专业

1个
A-Level 来
自：语言、
历史、地
理、社会
研究 / 政
治、经济

社会和经
济专业
自然科学

人文和
法律专业

3个
A-Level 来
自：数学、
生物、化
学、物理、
计算机科
学

医学

要求

无特殊

艺术专业

* A-Level: General Certiﬁcate of Education Advanced Level
* 列表 A 科目：语言、历史、地理、社会研究 \ 政治、经济、数学、生物、化学、物理、信息学
* 列表 B 科目：艺术与设计、古代史、古典文明 \ 古典研究、戏剧和表演、地质学、艺术史、生命与健康科学、海洋科学（剑桥）、音乐、
营养与食品科学、哲学、体育、环境科学、心理学、宗教研究、统计学

进入德国大学

根据大学和学习计划，证明所需的德语技能。就英语学习课程而言，德语语言技能无需证明。

&

3 个 A-Level 均来自
列表 A *
或
2 个 A-Level 来自列
表 A，1 个 A-Level
来自列表 B *

共三门学科
除语言外，不可以在同一学科领域内选择
两门 A-Level 科目

医学

3 x A-Level

数学

生物

化学

物理
成绩不低于 C

人文学科

法学

社会学

学，物理或计算机
A-Level：生物，化
且

要求

A-Level

生物
自然科学

相关专业 A-Level

化学
经济学

适用于社会学 / 经

物理

中国 A-Level 毕业生申请赴德留学资格
（2024 年以前适用）

A-Level*

一般性要求

4 x A-Level

A-Level
济学→附加数学

3 个 A-Level

&

或

3 x A-Level +

1 x AS-Level**

专业要求

由招生大
学决定具
体科目的
要求

其他

… 其中 :

共四门学科 :

数学或一门自然科学 ( 生

物，化学，物理 )
1 门语言

进入德国大学
根据大学和学习计划，证明所需的德语语言能力。就英语授课课程而言，德语能力无需证明。

* A-Level: General Certiﬁcate of Education Advanced Level
** AS-Level: Advanced Subsidiary Level

28
一般性要求

上图)也有申请德国大学本科的资格。

不需要通过 APS

程或美国大学预修课程 ) 学生满足相应条件下 ( 见

(A-Level) 的毕业生在满足了一定条件的前提下

要求

AP(Advanced Placement) 课程 ( 美国大学先修课

获得德国大学的直接入学资格。英国高中课程

不需要高考

可获得德国大学相关专业的入学资格，美国高中

毕业生，在满足了一定条件的前提下 ( 见上图 ) 可

A-Level*

获得由国际文凭组织 (IBO) 颁发的 IB 文凭的高中

中国 A-Level 毕业生申请赴德留学资格
（2022 年夏季学期起适用）

DAAD 为您解答申请德国大学的条件与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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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关于大学入学资格的信息请通过德国外国

择相应的国家，之后选择自己取得的中学毕业文

教育事务中心 (ZAB) 建立的数据库“anabin”

凭类型，就可以看到关于德国大学入学资格的具

进行查询。查询方法如下：打开网站 anabin.

体信息。

kmk.org( 德语版 ) – 择“Schulabschlüsse mit
Hochschulzugang”( 具有大学入学资格的高中
文凭 ) – 选择“Suchen”( 查找 )，在选项栏里选

27. 请介绍一下申请综合大学 (Uni) 的一般步骤
一般可分为 4 个步骤：

4. 申请签证：申请签证一般需要 4 至 8 周时间。

1. 翻译公证学历材料

德国大学没有统一的入学申请表，很多德国大学

2. 申请 APS 审核 ( 详见第 60-63 问 )

共用一种入学申请表，但也有个别大学针对自己

3. 申请大学：审核通过后，一次无遗漏地寄出全

大学的网站上下载大学自己的入学申请表。

的特点，提供单独的入学申请表，所以请在德国

部申请材料，包括填好的申请表、全套学历材料

25. 准备申请德国大学首先应做些什么？

的公证件以及留德审核部的审核证书一份。
注意各校对不同专业的具体要求和申请截止日期

首先应确定自己的专业。申请者可通过网页

参加面谈的同学来讲，此项工作至少半年，推

(www.myguide.de) 了解高校及专业情况，具体

可能不同，所以在投递材料前请详细阅读大学招

荐提前一年进行，以便有充分的时间做必要的

生网站。

要做的是：翻译公证学历材料，并申请审核。对

准 备。

28. 请介绍一下申请应用科学大学 (FH) 的一般步骤和应注意的问题

26. 申请德国大学如何规划时间？
时间
在中国考德语步骤

所需事项
夏季学期

相关介绍

冬季学期

选择合适时间参加德语考试或
者英语考试

在有把握的前提下，尽早通过英语或者德语考试

制定留学计划、收集信息、
查看大学入学要求

尽早

尽早

明确留学目的、制作留学计划，通过 DAAD 提供的
网址查看大学具体的招生要求

—

按照大学的要求准备材料并
翻译公证

1-4 月

7-10 月

按照大学招生要求将材料翻译成英文或者德文，并
公证

36 页

申请留德审核 (APS)

4-8 月

10-2 月

材料准备齐全后，在线提出审核申请，并汇款及邮
寄材料

43 页

申请德国大学

9-1 月

3-7 月

拿到审核证书后，根据德国大学招生要求，线上提
出申请，或 / 及将材料邮寄到德国大学或者 uni-assist

36 页

银行存入自保金

12-1 月

7-8 月

获得录取通知书后，前往德国银行驻华分支机构开
设留学生账户

47 页

申请签证

1-2 月

8-9 月

按照德国驻华使领馆的要求，申请赴德签证

45 页

办理出国手续、出发

3月

10 月

购买机票，准备行李，提前寻找在德住处

4月

10 月

在德国大学注册，并办理保险等手续

准备语言，参加语言考试

在德国大学入学注册

30

52 页

一般步骤与申请综合大学一致，应注意的是：

意学校提到的专业方面的特殊要求，以便早做

1. 必要的话，需写信 ( 德语或英语 ) 同校方联系，

准 备。

作简单的自我介绍 ( 包括学历 )；索要专业介绍、

有一些专业如工程、设计等在申请时会要求提交

申请入学须知和该校自制的“入学申请表”；了解

有效的实习证明，这一点务必尽早向学校了解清

“入学资格审核处”的通信方式。
2. 按照校方的要求将个人申请材料 ( 包括审核部
的审核证书和实习证明 ) 寄出。在此过程中应有
计划地安排各项工作，做到有条不紊。尤其应注

没有做过专业实习，可以向多所 FH 咨询，看是
否有的学校允许到校后，利用假期在德国实习来
弥补。

29. 德国大学的录取标准是什么 ( 针对中国大学生 )？
德国大学实行自主招生，不设统一的分数线。一

2. 申请人的外语水平 ( 德语或者英语 )

般来说，德国大学录取主要看以下三个方面：

3. 看申请人是否是 211 工程大学毕业的学生，相

1. 大学期间的平均分

同条件下，优先考虑 211 工程大学的学生。

—
—

楚，及时准备和安排，否则将会措手不及。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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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大学预科”是什么性质的教育机构？
外国学生凡学历未能达到直接入学条件者必须先

如果申请者认为自己在德语和专业方面有把握通

申请读预科，以取得申请大学入学资格。
“外国留

过大学“入学资格鉴定考试”，经学校同意，也

学生大学预科”(Studienkolleg für ausländische

可以不读预科，而直接申请参加此项考试。

Studierende)，顾名思义，是德国大学为不能申
请直接入学的非欧盟国家的外国留学生开设的专
业补习班。大学预科的学生是作为该大学的学生
注册的，可享受相关待遇。
学生经过一年的学习，通过“外国留学生大学入

大学入学资格鉴定考试第一次考试未能通过，还
允许在半年或一年后重考一次，但这是最后一次
机会。若最后还是不能通过大学预科资格鉴定考
试，将会失去继续注册的资格，从而也就不能再
享受大学生待遇。

学资格鉴定考试”( 简称 Feststellungsprüfung)
取得“大学入学资格”(Hochschulzugangs-

Foto: DAAD

berechtigung)。

31. 中国学生申请读大学预科要求什么条件？

33. 大学预科如何分班？学习哪些课程？

可概括为三条：

标准 B1 水平 (400-600 学时 )，所申请的预科要

根据专业方向设有不同种类的学习班，学习内容因学科不同也有所不同。在综合大学 (Uni) 和应用科

1. 中国正规大学 ( 非 211 大学 ) 四年制本科读满一

求的具体德语水平需直接再向预科咨询。

学大学 (FH) 之间也存在某些差异。

个学期或两个学期 ( 十一年高中毕业生须相应增

3. 通过预科入学考试。

加一年 )，或三年制大专院校毕业，成绩优良。
2. 有良好的德语能力，相当于欧洲共同语言参考

DSD 学生和国际学校的学生也有不同的进入预科
的资格，详情请见上文的具体信息。

32. 怎样申请大学预科？
预科的申请方式不尽相同，有的预科可以直接申

申请前询问清楚，可以申请哪些大学。这些私立

请，有的则需要通过 uni-assist 或者通过大学申

预科的申请无须通过大学，可直接向私立预科

请，建议直接联系你想要申请的预科。

申 请。

进入大学预科必须通过一项考试 (Aufnahme-

有关德国大学预科的信息可在以下网页中获得：

prüfung)，主要目的是测试申请者能否用德语听

www.studienkollegs.de

综合大学 (Uni) 预科班必修课：

应用科学大学 (FH) 预科班必修课：

T-Kurs ( 技术、数学和理科，不含生物学 )

Kurs TI ( 技术和工程类 )

M-Kurs ( 医学、生物学、制药 )

Kurs WW ( 经济类 )

W-Kurs( 经济学、社会科学 )

Kurs GD ( 设计、艺术类 )

G-Kurs ( 文科、艺术、德国语言文学 )

Kurs SW ( 社会科学类 )

S-Kurs ( 语言类，不含德语 )

懂所学的课程，有时还要加试数学等科目。未能
通过时，可报名参加为此项考试做准备的预备班
(Vorkurs)，但学习位置有限。预科入学考试通常
允许考两次。
此外，目前有越来越多的私立预科招生，通过这
些私立预科也可以进入德国大学学习，但需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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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申请大学预科学习还须注意什么问题？

39. 表演类的音乐专业申请程序如何？

一般来说学生只能申请与自己在国内所学专业相

后只能取得读该学科方向的专业资格，通常不允

音乐专业一定要尽早开始着手，因为音乐表演专

符的预科课程。个别情况下也有转换专业的可

许改学其他学科方向的专业，比如读的是语言类

业一般都有面试，需要将此时间计算在内。

能，须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向相关预科咨询。学

的预科班，就不允许申请经济学或企业经济 / 管

生在通过了有关学科方向的“大学入学鉴定考试”

理学专业。

意其中的条件和截止日期。然后根据要求准备材
内容根据大学的要求来录制，如果大学没有要
求，则录制最代表自己水平的曲目。然后将光盘
连同自己的申请材料邮寄给德国大学；德国大学

艺术类专业对申请者都有些特殊要求，所以一定

一旦作品通过预选 (Vorauswahl) 并收到学校的

要事先 ( 最好提前一年 ) 给相关大学写信索要有关

“考试通知书”后，应立即办理有效签证赴德参加

本专业的背景材料，然后根据要求及时寄去本人

“专业能力考试”，如考试通过即获得“专业入学

的作品以及其他资料，以免由于信息不准而贻误

资格”，持合格的语言证书即可正式入学。

申请。

36. 申请哪些专业必须参加“专业能力考试”(Eignungsprüfung)？

2. 乐理笔试
3. 现场演奏表演

学生须先在德国大学的网站上找到招生网页，注
料；一般需要准备一张表演的影像光盘，表演的

35. 申请艺术类和设计类专业应注意些什么问题？

1. 辨音训练的笔试

部分音乐学院在学校网页上提供模拟试题，以便
考生为专业科目考试作准备，例如代特莫尔德音
乐学院。除此之外，也有部分音乐学院提供入学
考试的准备课程。

在初选后，对学生提供的材料满意，则会邀请学

德国音乐学院以德语授课，不提供以英语授课的

生到德国去面试，当场表演。

课程，因此，外籍学生需具备学校所要求的德语

申请德国音乐学院需要通过各音乐学院自行举办
的专业能力考试，以证明具有足够的音乐天赋。

能力，一般来说需要有 TDN3 到 TDN4 的等级，
或是相等程度的其它语言证明。

每一所音乐学院有自己的专业能力、入学测验的

建议：学生最好申请多所艺术院校，以确保面试

规则。请您在申请学校时，务必要详细阅读您要

机会，学生在拿到“专业能力”考试邀请后，最好

申请的学校网页说明，原则上入学专业考试分为

将所有邀请一并交到德国使馆用于申请签证，这

三部分：

样可以一次将所有的面试安排在一次旅行中，省
时省力。如果高中毕业生能通过专业能力的考试，

申请艺术 ( 如绘画、雕塑等 )、设计 ( 如平面设计、

器制作等 ) 和体育等专业均须参加“专业能力考

工业设计等 )、音乐 ( 如声乐、器乐、作曲、乐

试”。

部分音乐学院也可以给予有条件的入学许可。

40. 艺术院校和音乐学院颁发何种文凭？
37. 音乐、艺术和设计类专业的申请者在入学条件和德语水平要求方面能有
什么例外吗？
基本要求和其他专业的申请条件相同。但音乐、

音乐、艺术、设计类专业申请者如具备特殊才

艺术、设计类根据不同的具体专业需要提交一定

能，德国艺术院校及 FH 的设计类专业可在学历

数量的作品 ( 习作 ) 参加预选。德语水平的要求和

不够的情况下酌情破格录取，但必须通过“天赋

其他专业基本一致，在个别情况下可适当放宽。

考试”(Begabtenprüfung)。

• 在艺术院校可以获得不同的毕业证书。学制改

• 越来越多的音乐学院科系设置学士和硕士

革后，按照学士和硕士颁发学位，但也有一部分

的毕业学位，也有部分的音乐学院仍提供传

学校颁发 Diplom 学位。此外，还有一些专业文

统的 Diplom 学位。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针

凭：如 Graduierter Künstler、Akademiebrief、
Bühnenreife 等。

对再进修课程所颁发的特别毕业文凭，例如
“Konzertexamen”或是“Solistenprüfung”。

41. 中国大学本科毕业生的学习成绩和学历在德国大学如何折算？
38. 艺术和设计类专业申请程序如何？
申请艺术类专业时，需将自己的作品收集成册，

选的申请人到德国参加一个测试。测试一般偏重

制作作品集，并连同申请材料一起寄给德国大

技能，如素描等，具体需询问所要申请的德国

学。德国大学经过对作品集的评审后，会邀请入

大 学。

34

如果在德国大学选择的专业和自己原来学习的专

业，学校会根据有关规定和申请者曾学过的基础

业方向相同，原则上可以直接开始硕士课程学

和专业课程以及学习成绩进行折算，相关课程可

习。但医学、药学、法律等专业可能会有例外。

以申请免修。具体的信息需要向自己申请的学校

如果在本科学习过程中申请赴德继续攻读相同专

咨询。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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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如果申请更换新的专业，对原来中国的大学学历承认多少？
国内本科毕业并获得学士学位者允许申请更换专

般不允许更换专业申请，只能申请原专业或相关

业方向，可以选择任何专业，选择全新的专业，

专业。

一般须从零学起，基本不能折算学分；在读生一

43. 何为相关专业？
相关专业是指与本科阶段的专业同属一个专业领

学专业。如遇到无法判断的情况，请直接将成绩

域的专业。如果有的专业名称很含糊，或者名称

单或者课程设置翻译发给德国大学，并询问能否

和所学不符，请以成绩单或者专业的课程设置为

就读某一专业。

准，按照课程的比重来判断本专业适合的德国大

44. 在德国大学就读后换专业是否允许？成功率如何？
Foto: mediaphotos

原则上在德国大学的基础课程阶段是允许更换专

限制”的专业就更为困难，成功率不高。建议中

业的。成功率的高低取决于所换的学校、专业以

国学生在申请大学时就选择好自己希望就读的专

及个人的学习成绩。一般来说换专业比较麻烦，

业，不要寄希望到德国后再换专业。

尤其是从一般专业换成“热门专业”或有“名额

47. 哪些专业比较容易申请？
严格说来，专业申请无难易之分。申请专业能否

学质量好的大学且成绩优良者成功率相对较高，

成功，关键在于申请者在中国就读的学校性质、

这是不言而喻的。在此前提下，没有“名额限制”

教学质量、个人的学习成绩和专业能力。来自教

的专业相对而言较易申请。

48. 申请大学入学有年龄限制吗？

49. 获奖证书是否有助于申请？

一般说来，申请德国大学没有年龄限制。

这取决于获奖证书的级别，一般来说至少需要国

45. 我要去德国重新读学士，我国内的大学成绩还重要吗？
重要。很多学生觉得，自己反正要去德国重读本

实上德国大学录取的重要条件就是中国学生在中

科，那么在国内大学的成绩就无所谓了。但是事

国大学的平均成绩，无论选修还是必修。
家级的奖项，国际级的更好。但德国大学一般都

46. 中国学生申请哪些专业的人较多？

不要求必须提供。

相关数据显示，中国留学生在德国学习的最多的

然科学的占 11%，攻读人文科学的占 11%，攻

是技术类以及经济学领域的专业。根据德国联邦

读艺术学和艺术理论的占 5%，攻读医学和健康

统计局的数据，2019/2020 学年，在德国攻读工

学和攻读农业、林业、营养学的中国学生分别占

程科学的中国学生占全体中国学生的 50%，攻读

2%。

经济学、社会学和法学的占 18%，攻读数学和自

36

50. 据说德国大学有些专业录取新生有“名额限制”，是这样吗？
是的。在德国，有一些专业由于申请人数过多

clausus，简称 NC)。其中有一定比例的名额专

而学习位置有限，联邦或各州大学则对新生

门分配给外国留学生。

(Studienanfänger) 实行“名额限制”(Numerus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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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哪些专业属于“名额限制”范围？

54. 在填写综合大学入学申请表时遇到几个问题，请解释一下

在德国有些专业，申请者人数已经超过学习位置

业有：心理学、生物学、法学、建筑学、企业经

1) 如何填 Hauptfach( 主修 ) 和 Nebenfach( 辅

名额，因此需要实施所谓的名额限制 (NC)。

济学 / 管理学、食品化工、营养学等。

修)？

全国性入学限制专业有：医学、药学、牙医学、

申请者须通过各学校网页了解具体规定。

兽医学。地区性入学限制 ( 部分高校入学限制 ) 专

新的学位体系引入后，很多学校对于主修和辅修
的规定都做了一定的调整。例如有些学校的本科
课程同时有两个主修，有些学校只有单一主修没
有辅修。请在填写前下载学校关于申请表的说明

52. 申请大学入学必须提交哪些材料？都需要公证吗？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学生必须提供的材料有：

个别大学可能还要求其他材料。

1. 高中毕业证书 ( 个别学校还要求提供中、小

保送生没有参加全国统一高考，可由所在大学出

学毕业证书及高中会考成绩 )

具证明说明情况，并翻译公证。

2. 高考成绩单 ( 大学存有档案 )

艺术、音乐、设计、建筑等专业还要求提供一定

3. 大学各学期的各科成绩；如已毕业，还应

的作品。

提交大学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

应用科学大学的某些专业可能要求提供实习证

以上材料均为翻译公证件，可用德文、英文。

明。

4. 填写完整的入学申请表

因此，在准备递交申请材料之前，一定要写信向

5. 证件照 ( 根据学校要求提交 )

Internationales Büro) 或通过学校的网页了解入

6. 德语水平考试证书 (Zertifikat/Zeugnis) 或

学申请须知。申请材料务必一次备齐，缺任何一

证明 (Bescheinigung)；个别学校要求公证件

(Ausfüllhilfe zum Antrag auf Zulassung) 或者直
接咨询学校外事处。但此概念已随着本硕分开后
逐渐取消。
2)“c/o”是什么意思？
c/o 表示“借用地址”或“由某人转交”。例如：
您的家庭住址在小城市或农村，国际邮件投递不
便，在这种情况下则可借用在大、中城市的亲友
地址，以便及时收到学校发给您的信件。
3) Vorbildung 是指什么？

前的学历。其中在要填写“高中毕业证书的名
称”和“获得证书的地点和日期”；是否参加过
“高考”，如果参加过 “全国统一高考”，则在
Bezeichnung 之后填写 National vereinheitlichte
Hochschulaufnahmeprüfung (VR China)。
4) 考试类别和成绩如何填写？
如果您读过多所大学，则要逐项填写；如果只
曾在一所大学就读，填写一栏即可。关于考试
种类和成绩，在校生可填最后一个学期，即
Semesterprüfung 和各科成绩的平均分数；毕业
生可填毕业考试 Abschlussprüfung 和各科成绩
的平均分数。
5) Lebenslauf 应从何时填起？
这里主要是填写学历，应从小学开始，直到申请
德国大学入学为止。如有实习经历也应注明。

Vorbildung 在这里是指在申请德国大学入学之

有关大学外事处 (Akademisches Auslandsamt /

55. 外国学生申请大学服务处 uni-assist 是什么机构？

件材料均不予受理。

7. 留德审核部 (APS) 的审核证明原件一份

uni-assist 全称 Arbeits- und Servicestelle für

所，具体的名单以及申请程序请参见 uni-assist

internationale Studienbewerbungen，可译为：

网页：www.uni-assist.de。申请所有 uni-assist

外国学生申请大学服务处。

成员院校的统一邮寄地址为：

uni-assist 的主要工作就是对所有外国学生的申

53. 申请材料应何时寄往德国？

请材料进行核实、对入学资格进行认证，规范外
国学生申请大学程序。

综合大学 (Uni) 受理入学申请的截止日期一般为：

应用科学大学 (FH) 申请入学截止日期一般略早于

1) 夏季学期 (Sommersemester，简称 SS)：1 月

综合大学，无统一规定。请通过各校网页了解具

受理外国学生申请书的 uni-assist 办公地点在柏
林，所以申请其成员院校的材料都须寄往柏林。

uni-assist e.V.
11507 Berlin
GERMANY
uni-assist 收取处理费用，申请一所大学收费 75
欧元，每增加一所收费 30 欧元。

15 日 ( 4 月上旬开课 )

体的申请时限。

2) 冬季学期 (Wintersemester，简称 WS)：7 月

材料备齐后，一般应在受理截止日期前两三个月

uni-assist 转给其希望就读的院校，各院校根据

递交大学申请材料必须完整，递交材料的截止

15 日 ( 10 月上旬开课 )

或更早一些时间寄出为好，因为万一发现缺少材

申请者的情况及本校实际情况决定是否接收，最

日期以各大学的申请截止日期为准，寄往 uni-

料，尚可有时间补寄。材料不完整，最好不要寄

终决定权在校方，录取通知书由校方发而不是

assist 的申请材料最好在各校申请截止日期前不

部分大学对外国学生的申请截止日期相对提前，

出，以免贻误申请。

uni-assist。目前 uni-assist 的成员院校已近 170

少于 6 周时间寄到。

38

在柏林集中审核认证后，符合条件者的材料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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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多个大学要注意：

申请材料不完整，uni-assist 会及时反馈；如果

第一，是否所申请的大学都是 uni-assist 成员院

您的申请材料齐全并符合德国高校的一般入学要

59. 在德国攻读博士学位有哪些要求？申请步骤如何？

校，uni-assist 只受理对成员院校的申请，非 uni-

求，则会被转给相应的高校。

申请者通常应有中国同一专业的学士和硕士学

程通常情况下是跨专业的，并且支持培养“软技

assist 成员院校的申请寄到 uni-assist，既不能受

uni-assist 成员学校的某些专业或是预科可能不通

位，且成绩优良，有较强的独立工作和科研能

能”和附加能力。在德国有约四分之一的国际博

理也不转递。

过 uni-assist，而是由学校直接接受和处理申请。

力。所选课题内容在本领域中应是领先的、独特

士生在结构化项目中攻读博士学位。这些项目通

的，并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在德国进行研究的必

常非常“国际化”，以英语作为工作语言。项目

第二，申请多所 uni-assist 成员院校只需递交一

向 uni-assist 递交申请材料时，最好附上 E-Mail

要性。

内紧凑并且具备系统性的指导方式通常能使得博

套公证后的申请材料。

地址，以便 uni-assist 在有问题时能与申请者

第三，各校各专业对申请材料的要求不一，申请
者务必按各专业的要求递交申请材料，如果您的

联系。如申请者没有被录取，申请材料在 uni-

在德国攻读博士学位，一般有以下两种方式：

assist 保留一年后销毁，不回寄。

第一：个人导师制读博
在德国最常见的读博方式是个人导师制方式。在

56. 德国有多少所高校设有英语或英、德双语授课的专业？
德国越来越多的院校开设了国际课程

(Doktor) 学位。双语课程通常第一年用英语授课，

(International Programmes)，目前有超过 2000

第二年用德语授课，通常需要提供英语成绩 ( 托

个此类课程。授课语言为英语或英德双语；可

福或者雅思 )。

分别攻读学士 (Bachelor)、硕士 (Master) 和博士

须通过 DSH 或 TestDaF 考试。德语授课的课程

等院校本科读满三个学期以上或者 211 高校

要求申请者通过 DSH 或 TestDaF 考试。

读满一个学期的在校生；申请攻读硕士者应有
学士学位，攻读博士学位者应有硕士学位。英
语及英德双语授课的课程要求申请者提供托福

学习年限因攻读的专业和学位而异。通常攻读学
士学位需 6-8 个学期；攻读硕士学位需 2-4 个学

• 精英计划框架内被资助的博士生院
• 由联邦州对各高校资助的项目

文。按照不同的专业领域它可以单独或者与其他
科研人员共同完成。个人导师制读博持续的时间
取决于自己的时间计划，或者职位的有效期。通
常情况下为三到五年。

• 大学之外研究机构的研究生院提供的博士项目
可以通过以下网站寻找结构化博士项目：www.
daad.de/idp
德国博士的一般申请步骤为：

• 在大学读博

确定课题、依照不同的读博形式寻找博士导师或

• 在大学之外的研究机构读博

到导师或项目的邀请函 ( 接收函 ) 之后，即可办理

• 在企业读博

其他手续。有关详细规定也可直接同相关学校的

通过以下网站可以寻找博士导师：

更多关于在德国读博的信息请查看网站 : www.

• 德国博士位置数据库：www.phdgermany.de

research-in-germany.org/en ( 请点击“Research

期；攻读博士学位需 2-5 年左右的时间。

• 德国博士位置搜索引擎：www.gerit.org

上的成绩；有的专业还要求有一些德语基础知识

各专业的具体要求，请直接向大学咨询或在

• 德国大学指南：www.hochschulkompass.de/

(200-400 学时 )，除了个别文科专业以外一般无

www.daad.de/idp 上查询。

en/doctoral-studies

(TOEFL)80-92 分以上成绩或者雅思 6.0-6.5 以

• 由德国科学基金会 (DFG) 资助的研究院

为自己的导师并且以十分自主的方式完成博士论

此存在着多种可能性：

申请攻读学士学位者应是通过高考进入普通高

结构化的博士项目一般有以下来源：

这种模式下，博士生为自己寻找一位高校教师作

博士生可以自由选择，在哪所机构进行研究。对

57. 国际课程的入学条件、对语言的要求和学习年限如何？

士生在三到四年内取得博士学位。

博士项目、写信联系、按要求递交个人材料，收

外事处联系或上其网页了解。

landscape”) 与 www.daad.org.cn，及微信公众
号“赴德研究”。

第二：结构化博士项目

58. 可以在德国读 MBA( 工商管理硕士 ) 课程吗？

除了个人导师制之外在德国读博还有另外一种可

可以。但是德国的 MBA 课程绝大部分是收费课

请参阅下列网页：www.myguide.de，在专业

在这种方式下，导师以团队的形式对博士生进行

程，且费用不低。有关 MBA 课程的详细信息

(Studienfach) 一栏填写“MBA”。

指导。这种项目中一般包含伴随读博的课程，课

40

能性，即通过结构化的博士项目攻读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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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您必须要
了解的 APS 审核与
签证要求
留德审核、德适考试、留学签证、银行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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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什么是 APS 审核？
我是否必须参加留德人员审核部的审核

43
您是否具备德国高校入学资格，同时确认您提交

60. 什么是 APS 审核？

的各类中国大学文件是否真实。

61. APS 审核部的联系方式是什么？

在例行的 APS 审核中，具备德国本科入学资格的

62. 我必须参加 APS 审核吗？

申请人也可以通过参加德适考试（学习能力测试）

63. APS 审核分为哪些审核程序？

我想知道德适考试的具体考试形式

获得审核证明。

44

64. 参加审核的基本流程是什么？

您参加过中国高考或者已经在中国高校就读
（过），现在希望到德国读大学。
受德国高校委托，APS（ 留德审核部 ）首先审核

APS 审核程序完成后，您可以直接快捷地通过
APS 预约递交签证的日期，并在 APS 审核部北京
和上海办公室直接递签。

65. TestAS 都进行哪些测试？
66. TestAS 证书有何作用？
67. 在哪里参加 TestAS 考试？

我想了解留德签证的种类

61. APS 审核部的联系方式是什么？
45

• APS 官网 https://www.aps.org.cn/ ：建议每位
申请人在申请审核前，认真阅读 APS 官网，经常

68. 怎样办理申请留德签证的手续？是否收费？

关注 APS 官网主页是否有内容更新，以及时获取

69. 签证有几种？
70. 在哪里可以查看申请“留学签证”的材料清单？( 同“语言预备班签证”)

各审核程序及签证受理的最新资讯。

71. 怎样获得“语言预备班签证”？

• 很多基本问题申请人可以尝试在 FAQ（“常见
问题”）找到答案 https://www.aps.org.cn/faq。

我在申请留德签证过程中的注意事项
72. 能在德国持“强化语言班签证”申请大学并更换成“留学签证”吗？
73. 何时能够收到入学通知？怎样才能及时办理签证手续？
74. 个人如何办理“存款户头证明”和汇款事宜？

46

•

需 要 提 交 的 审 核 申 请 材 料 清 单 可 以 在“ 程

• 申请材料通过快递寄到：
收件人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方东路 19 号 DRC
外交办公楼 D1 座 1302 室
收件人：德国使馆留德审核部
电话：010–65907138
或 收件人地址：上海市浦东区科苑路 88 号德国
中心一号楼 619-620 室

序 须 知 ”中 获 取 h t t p s : / / w w w . a p s . o r g . c n /

收件人：德国驻上海总领事馆留德审核部

verfahren-und-services-deutschland/verfahren-

电话：021-2898 6338

merkblatter。

• 如果还有其它具体问题，可以写邮件给 info@

75. 签证所需的旅游保险是什么？

aps.org.cn 咨询，不要忘记在邮件中注明自己的

76. 得到签证后，因入学时间紧迫不能按期到校注册怎么办？

姓名和 APS 注册号。

62. 我必须参加 APS 审核吗？
一般来说，在中国高校有过学习经历的申请人申

但是，APS 只审核由中国教育部认可的高校出具

请德国高校时要求出具 APS 审核证书 / 证明。

的学习证明和成绩。

同样，递交签证申请时也必须出具 APS 审核证书
/ 证明。

44

45

您必须要了解的 APS 审核与签证要求

您必须要了解的 APS 审核与签证要求

63. APS 审核分为哪些审核程序？

65. TestAS 都进行哪些测试？

APS 审核分为以下几种程序：

4)“交流合作团组审核程序”的申请人参加中德

TestAS 检验的是学生在认知方面的能力，这种

• 专业测试，考察学生是否具备学习某个专业课

1)“一般国内申请人程序”适用于具有中国高校

高校合作项目，旨在获得德国高校毕业证书。

能力对大学的学习至关重要，因此，TestAS 并

程的能力。

学习经历，希望到德国读本科或硕士的申请人

5)“短期交换程序”的申请人将在德国进行个别

不仅仅是专业知识方面的考察。

(Freemover)。

学期的交换学习，不获得德国高校毕业文凭。

这项考试由两个部分组成：

社会科学；工程科学；数学、信息学和自然科

2)“高考程序”适用于参加过中国高考后打算在

6)“纯艺术类审核程序”只针对在中国纯艺术 / 音

• 核心测试，考察学生是否具备成功完成大学各

学，以及经济学。

德国攻读相关专业本科学位的申请人。

乐专业学习（ 过 ）并申请德国艺术或音乐高校的

项专业学习的能力。

TestAS 可以用英语或者德语完成。

3)“材料审核程序”的审核对象包括奖学金生、

申请人。

博士生以及欧盟国籍持有人的丈夫 / 妻子或登记

专业测试针对四大专业模块：人文科学、文化和

66. TestAS 证书有何作用？

的生活伴侣。

64. 参加审核的基本流程是什么？

TestAS 的成绩体现每个考生的成绩与同批所

会提高学生申请德国大学的成功率。更多关于

有参加考试人的成绩比较的结果。较好的成绩

TestAS 的信息请浏览 : www.testas.de。

1 ）仔细阅读 APS 官网，根据自己的教育经历和

8 ）审核部对申请材料进行正式审核，时间约 4-8

留学愿望找到适合自己的审核程序。

周，期间申请人应经常查看 APS 账户上的新消

2 ）仔细阅读相关程序的审核须知，了解有关审

息，并留意审核部官网的更新内容。

核流程和所需要的申请材料。

9 ）材料审核合格后，需要参加面试的申请人会

在大多数德福考点 ( 在德国以及全球 ) 都可以进行

格 ( 即不用读预科 )，但还没有开始本科最后一年

3）按申请材料清单准备各项申请材料。

收到审核部的面试通知，此通知会在申请人的

TestAS 考试。

学习的在读生，并用这个考试取代留德审核的面

4 ）同时在 APS 官网进行在线注册，记住自己的

在中国的 TestAS 考试是和留德审核程序结合在

谈。

人可以选择参加德适考试，德适考试的有关程序

用户名和密码。

内容参见 APS 官网德适考试部分。

一起的，申请者可以选择在北京和上海参加考

更多关于 TestAS 报名及考点的信息请浏览审核

5）交纳审核费。

10 ）审核合格的申请人收到审核部寄来的审核证

试。考试针对的是已获得德国高校本科入学资

部网站：www.aps.org.cn。

6 ）将审核申请材料寄到北京审核部或上海审核

书或证明。

部。

祝贺您圆满结束了 APS 审核！

7 ）审核部收到申请材料，进行初审，约 10 天后

Bonus：您可以直接通过 APS 审核部递交签证申

给出审核号。

请了 !

APS 账户消息栏出现；未满 6 个有效学期的申请

67. 在哪里参加 TestAS 考试？

68. 怎样办理申请留德签证的手续？是否收费？
首先，请登陆德国驻华使馆网站查看最新的签

下列程序申请人不能通过审核部递签，请在所

证信息：www.china.diplo.de。其次，请登陆审

属辖区的德国驻华使、领馆签证处递签：博士

核部官网关于了解递签的特别说明。

申请人 / 纯艺术类申请人 / 获德国奖学金或者欧盟

签证费 75 欧元折合人民币支付。

奖学金的申请人 / 访问学者。

下列审核程序的申请人可以在审核部递签：一
般国内申请人程序 / 德适考试程序 / 高考程序 / 材
料审核程序 / 交流合作团组审核程序 / 短期交换
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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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留学签证有几种？

73. 何时能够收到入学通知？怎样才能及时办理签证手续？

已被德国大学录取（ 也包括参加大学预备语言

其他去德国读博或者上高中的学生如何办理签

申请材料要齐全；选择专业要明确；申请的学期

周寄出入学通知书。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后须尽

班 ）或被预科学校录取的外国学生可以申请赴德

证，请直接查看德国驻华大使馆网页。

确实有所选专业开课；语言满足入学要求，即可

快办理保险以及经济来源证明等事宜，之后按照

收到入学通知书。各大学通常在申请截止后 2-8

德国驻华使领馆要求办理签证申请。

留学签证。建议尽早取得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或录
取确认。

单纯去德国学习语言的学生不在高等教育范畴，详
情请询问申请人居住地所在辖区使领馆或歌德学院。

• 在学习期间，可以从事学生允许的工作来赚取

74. 个人如何办理“存款户头证明”和汇款事宜？

生活费。
在德居留期间每月至少需要 934 欧元。提交申请

同学们可以在一家德国银行办理“限制提款账户”

时，必须提供至少一年的资金证明，即总额至少

( 如 Deutsche Bank 或者 Fintiba 等 )，DAAD 并

如果尚未获得大学录取通知，也可以前往德国参

为 11,208 欧元 ( 可以是奖学金、限制提款账户

不指定或推荐某所银行为办理该类账户的专属银

加大学预备语言班。此居留期限不超过一年，且

Sperrkonto 或正式的经济担保函的形式 )。如果

行，与任何银行都不存在商业关系。

仅允许在假期工作。

居留时间短于一年，则总额相应减少。

也可以以留学申请人身份前往德国，例如参加入

以留学申请人身份入境的申请者需要提供每月至

详情请见德国外交部官网：https://www.

学考试。如在德国逗留期间被大学录取，可以在

少947欧元 (11,364欧元/年) 的资金证明。 (2022

auswaertiges-amt.de/de/sperrkonto/375488

• 完成学业后，有在德寻找工作的机会。

Foto: Siming Sun

德国获得留学居留许可。

年8月)
申请德语语言班签证的申请者需要提供每月至少

70. 在哪里可查看申请“留学签证”的材料清单？( 同“语言预备班签证”)
按照德国使馆申请留学签证须知规定，一般留学

www.china.diplo.de

签证申请可以通过德国使馆文化处留德人员审核

请申请者随时关注 APS 官网，以便获得关于递

部递交，应递交的材料请参见德国驻华使馆网站

交签证的最新消息。

点击

文件下载区

服务

签证与入境

长期停留

71. 怎样获得“语言预备班签证”？
获得语言加留学签证需要提供：
• 德国语言学校的大学预备语言班的录取通知
（每周至少 18 课时）

• 已获得的德语语言水平证明
关于签证的所有信息，以德国驻华大使馆的官网
内容为准。

947欧元（11,364 欧元/年）的资金证明。

(2022

年6月)

75. 签证所需的旅游保险是什么？
德国是一个高福利的国家，每个国民都必须参

如 果 您 想 以学 生 身 份 办 理 法 定 医 疗 保 险， 请

保，外国留学生也是如此，这样外国留学生就可

注 意，此保险仅 适用于已在德国居 住和已入学

以和德国本国人一样享受完善的德国医疗体系。

注 册的情况下。如在此之前入境德国，必须办

所以，每个在德国大学注册的外国留学生都可以

理 因 私 医 疗 保 险， 直 到 入学 注 册 完 成 后 且 法

投保德国公立保险，全面享受德国医疗保险。

定医疗保险生效为止。

但从中国起飞至在德国加入德国医疗保险之前这段

若以参加大学预备语言 班身 份或者是以留学申

时间是一个保险的空缺，为了填补这个空缺，使留

请 人 身 份入 境， 则 必 须 提 供 覆 盖 整 个 签 证 期

学生在这段时间内获得医疗保障，德国使馆要求每

间（通常为六个月）的保险证明。

个前往德国的留学生都要为这段时间购买旅游保险。

• 已经缴纳至少 3 个月学费的收据

72. 能在德国持“德语强化班签证”申请大学并更换成“留学签证”吗？

76. 得到签证后，因入学时间紧迫不能按期到校注册怎么办？
在这种情况下，应询问大学外事处能否适当延期报

为避免注册延误带来的种种困难，建议您尽早递

在中国申请到的纯语言签证在德国不能改签成留

部的审核。只有通过审核部审核后，申请的语言

到，或请求保留学习位置，顺延一个学期。但如果

交入学申请，以便有足够的时间办理护照和签证

学签证，如想申请大学需回国参加留德人员审核

加留学签证才可以在德国转换成留学签证。

申请的是有“名额限制”的专业可能会有困难。

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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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您可能还需要了解
德语学习与考试
德语要求、德语考试、学时证明、语言班

50

51

您可能还需要了解德语学习与考试

您可能还需要了解德语学习与考试

77. 赴德留学对德语水平有什么要求？
我的德语需要达到何种水平

51
赴德留学要求申请者有扎实的德语基础知识，以

通过了由德国的业余大学以及私立的语言学校举

77. 赴德留学对德语水平有什么要求？

听懂德语授课的课程。申请人入学前须通过德语

办的“telc Deutsch C1 Hochschule”德语考试

78. 德语达到何种程度才能提出入学申请？

语言考试，以证明自己的水平。目前，有多种考

者，可以不提供其他的德语语言证明。歌德学院

79. 语言证书可以算作学历证明吗？

试得到德国大学的承认：

的歌德语言证书 C2：大语言证书 (GDS) 的持有

80. 中国的德语专业学生是否可以免考德福考试或者大学入学德语考试？

我能参加哪些德语语言考试

者，也无需提供其他的德语语言证明。目前有很

52

81. 什么是德福考试 (TestDaF)？
82. 在中国设置 TestDaF 的目的是什么？
83. 在哪里可以参加 TestDaF ？如何报名参加德福考试？
84. 在德国能考 TestDaF 吗？
85. TestDaF 有哪些内容？颁发何种证书？

TestDaF

外国学生申请大学入学对外德语水平考试，
是由德国波鸿的“德福考试院”统一命题、
每年在全球范围内举行多次的考试。

DSH

外国学生申请大学入学德语考试，由各德
国大学自己命题，每年举行两次考试。

DSD II

德语语言证明 (DSD) 二级考试，是提供给
开设了德语作为第一外语或者第二外语相
关课程的学校 (DSD 学校 ) 的学生的考试。

多德国高校也接受歌德语言证书 C1 作为语言证
明，有个别大学还接受歌德语言证书 B2 作为语
言证明，详细信息请见歌德学院官网。
如果申请者选择的是英语授课的国际课程，通常
情况下无需提供德语语言证明。然而我们也建议
申请者，尽量打好德语基础，以便减少在德生活
上的困难，更好地了解德国、了解德国人。

86. 哪些人可以参加 TestDaF ？
87. 取得什么样的 TestDaF 成绩可直接入学？

78. 德语达到何种程度才能提出入学申请？

88. 如何准备 TestDaF ？
89. 通过 TestDaF 或者大学入学德语考试 (DSH) 就一定能听懂大学的课程了吗？
90. TestDaF 与 DSH，哪个考试更难？

许多大学在入学通知书中往往要求学生在入学时

美术、音乐等纯艺术类专业 ( 音乐教育、设计专

91. DSH 考试难度如何？

就直接参加 DSH 考试或出示其他有效的“语言

业除外 ) 对有特殊才能的申请者有时可降低一些

92. 怎样才能顺利地通过 DSH 考试？

证书”如“德福”语言证书。这意味着在此之前至

语言要求。

93. 德国大学的 DSH 考试何时举行？

少要读够一年至一年半的正规德语强化班 ( 至少

94. 是否有了 800 学时的语言证明就有能力参加 DSH 考试？

20 学时 / 周 ) 才能应付考试。

我是否能先去德国上语言班
95. 任何人都可以读大学语言班吗？是否收费？

请登录德国大学的官网查询您所申请的专业对德
语的具体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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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语言证书可以算作学历证明吗？

96. 能否先自费去德国读语言学校，然后在那里申请大学？
97. 选择德国语言学校应注意些什么问题？

语言班和语言学校只是学习德语的场所，不属正

任何大学德语强化班或语言学校得到的学习证明

98. 歌德学院的德语课程级别及考试情况如何？

规的教育，更不属高等教育。从歌德学院和中国

均不能算作正式的高等教育学历。

80. 中国的德语专业学生是否可以免考德福考试或者大学入学德语考试？
不行，所有申请人必须参加语言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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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什么是德福考试 (TestDaF)？

TestDaF 的德语全称是 Test Deutsch als Fremdsprache, 即“对外德语水平考试”，汉语简称为
德福考试。

84. 在德国能考 TestDaF 吗？
TestDaF 是由德国“学术学习准备与考试发展协

可以，在德国每年共有八次德福考试机会 ( 纸质

当然，除了考 TestDaF 外，您也可以在德国大学

会”(g.a.s.t.) 下属的德福考试院 (TestDaF-Institut)

考试以及数字化考试 )，详细的考试时间安排请

参加大学入学德语考试 ( 详见第 89-94 问 )。

统一命题、集中阅卷的一种全球标准化考试。

点击以下链接 www.testdaf.de 查 看。

除原来的纸质德福考试外，从2020年10月开始在选
定考点举办数字化德福考试，过渡期间将举办纸质
德福考试和数字化德福考试。纸质考试和数字化德

85. TestDaF 有哪些内容？颁发何种证书？

福考试均在授权考点举行，考试证书具有同等效力。
考试内容由 4 部分组成：阅读理解 (Leseverstehen)、听力理解 (Hörverstehen)、书面表达

82. 在中国设置 TestDaF 的目的是什么？
在中国设置德福考试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给准备赴
德留学的申请者提供方便。申请者在递交大学入
学申请材料之前，可以在国内报名参加此项考
试。如果达到入学要求的水平，获得相应的语言
等级证书，即可将一份完整无缺的申请材料寄往
德国大学；如果未能达到要求，也能知道自己的
不足之处，以便有针对性地继续努力。这样既避
免了到德国后因万一通不过 DSH 考试而带来的

(Schriftlicher Ausdruck) 和口头表达 (Mündlicher

种种不便，又避免了时间和金钱的损失。

Ausdruck)。考试成绩按 4 项内容分别评定等
级 (TestDaF-Niveaustufe，简称为 TDN)，即：

TDN 5、TDN 4 和 TDN 3，TDN 5 为最高等级。
根据欧洲语言共同参照标准，TDN 3 相当于 B2
水平，TDN 5 相当于 C1 水平，TDN 4 为德国大
学入学最低分数。

一些中国学生在申请德国大学时希望能够通过提
供 600-800 学时的语言证明，就读大学的免费
语言班；然而，各大学免费语言班的学习位置有
限，不能满足申请者日益增长的需要。现在许多
大学发出入学通知时就要求申请者到校后直接参
加 DSH 考试。

86. 哪些人可以参加 TestDaF ？
凡是准备赴德留学者，无论是国内大学在读，还

考试考题的难度，中国申请者应在德语学习达到

是已完成大学学业，均可申请参加德福考试；尚

1000-1200 学时后报名参加考试为妥，最好能参

无具体赴德留学计划者也可参加此项考试，以此

加一期德福考试培训班。

在各个方面测试一下自己的德语水平。根据德福

83. 在哪里可以参加 TestDaF ？如何报名参加德福考试？
在中国的德福考试是由中国教育部教育考试院组

北京

北京大学考试中心

重庆

重庆四川外语大学考试中心

大连

大连外国语大学考试中心

广州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考试中心

通过网络报名：testdaf-main.neea.cn, 考试申请

哈尔滨

黑龙江外国语学院考试中心

者需交付考试费；报名参加德福考试无须语言学

南京

南京师范大学国外考试中心

时证明，参加考试没有次数限制，德福考试成绩

青岛

青岛大学德福考试中心

单没有时效限制，终身有效。

武汉

武汉大学考试中心

织实施的，纸质德福考试现定每年举行三次，每
年 3 月、7 月、11 月（ 数字化考试时间和纸质考
试时间不重合，数字化德福考试的考试时间待
定。）中国教育部教育考试院负责报名工作，要求

德福考试的具体时间、报名信息及其他详细信
息，可在上述网页中获得或浏览德福考试院官
网：www.testdaf.de。
您可在中国以下城市的德福考试中心参加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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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天津
西安

87. 取得什么样的 TestDaF 成绩可直接入学？
根据德国大学校长联席会议的决议，原则上凡是

校根据不同专业对“德福”成绩的要求也有可能

在德福考试中 4 部分均达到 TDN 4 级即可直接

不一样，请务必向校方了解不同专业对德福考试

入学，无须另外参加任何其他的语言考试。各高

的成绩要求。

88. 如何准备 TestDaF ？

复旦大学考试中心

德福考试是一项标准化语言考试，主要测试考生

备德福考试：借助教科书和德福考试院网站上提

上海外国语大学考试中心

是否具备在德国完成学业的语言交际能力，考题

供的信息自学或者参加语言班，您还可以从德福

南开大学考试中心

的数量、顺序及类型没有变化；所有文章都取材

考试院的网站上下载最新样题。

西安外国语大学考试中心

于高校与科学范畴。您可以采取多种不同形式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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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通过TestDaF或者大学入学德语考试(DSH)就一定能听懂大学的课程了吗？

92. 怎样才能顺利地通过 DSH 考试？

不一定，通过德福或者 DSH 考试只意味着学生

说，学生在大学的前两个学期会比较吃力，需要

最好的办法就是选择一个教学目的明确，能同时

三个不同的等级 —— DSH-1、DSH-2、DSH-3，

掌握了德语语法和德语日常用语，但在大学课堂

大量查阅字典，但只要坚持下来，以后的学习就

进行听、说、读、写训练的，质量较好的语言

DSH-3 为最高级。原则上达到 DSH-2 水平的申

上有很多专业词汇还需要学生掌握，所以一般来

会相对容易很多。

班，每周授课不少于 20 学时，自己要努力，认

请者可直接注册入学，个别专业也可接收成绩达

真学习，讲究学习方法，坚持不懈，打好坚实牢

到 DSH-1 的申请者。

固的德语基础。各校 DSH 考试成绩的评定分为

90. TestDaF 与 DSH，哪个考试更难？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因为 DSH 考试不是标准化

考生是否具备完成大学学业的语言能力，因此都

考试，各大学的考试在难度系数上存在相当大的

要求考生德语达到高级水平。

差异，很难与德福考试比较。两个考试检测的是
德福考试和 DSH 考试的区别：
DSH( 大学入学德语考试 )

主办方

德国“学术学习准备与考试发展协会”下属
的“德福考试院”

各个大学

考点

全球都可以考，可以在德国，也可以在上
述中国城市参加考试

学校寄给申请者的入学通知中会写明 DSH
举行的时间和地点

参加考试所需学时

中国地区每年 3 次考试，分别在 3 月、7 月
和 11 月
1000-1200 学时

一般均在学期之初。学校寄给申请者的入学通

网站上的信息：https://www.hrk.de/mitglieder/

知中会写明 DSH 举行的时间和地点。不少大学

arbeitsmaterialien/( 点击页面左侧 Registrierung

设有 DSH 考前预备班，可根据需要向大学申

von DSH-Prüfungsordnungen)

请。详情请见各大学官网信息或者德国高校指南

TestDaF ( 外国学生申请大学入学对外德语
水平考试 )

次数 / 年

93. 德国大学的 DSH 考试何时举行？

一般在学期之初
1000-1200 学时

评定等级

TDN 5 > TDN 4 > TDN 3

DSH-3 > DSH-2 > DSH-1

入学最低分数

4 x TDN 4

DSH-2

91. DSH 考试难度如何？

94. 是否有了 800 学时的语言证明就有能力参加 DSH 考试？
不是。这只是一些大学对申请者在递交入学申请

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数的大学不再独立开设语言

材料时的最低要求。有了这个符合要求的语言证

班。如果您没能通过分级考试，则只能设法读私

明，就可以在申请专业的同时申请先读大学的语

立语言班。

言班，准备 DSH 考试。
进入大学免费或收费语言班学习，须先通过分级

另外，许多大学免费语言班的位置有限，学校往
往要求您按指定日期到校直接参加 DSH 考试。

考试。然后学习 1 至 2 个学期，累积学够 1200
学时左右才有能力参加 DSH 考试。

95. 任何人都可以读大学语言班吗？是否收费？

DSH 要求学够 1000-1200 学时，牢固掌握和熟

想、观点和意图以及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意图”。

正式进入大学语言班的前提是：申请者经审核符

同时，由于申请语言班的人很多，不是所有的申

练运用德语语音、词汇、语法、句法和文章结构

但即使通过了 DSH，也只能初步满足学校的学

合相关专业的学历要求，并得到大学的预录取通

请者都能得到学习位置。因此，德语成绩较好的

的基本知识，具有较强的听、说、读、写能力，

习、工作和生活交往的需要。

知书；不能提供有效的学时数或“语言证明”的

人得到学习位置的机会相对较多。

申请通常会被拒绝。

目前德国大学开设的 DSH 预备班或 TestDaF 的

在德国并不是所有的大学都设有 DSH 的预备班。

免费语言班越来越少，更多的是收费语言班。

能够用德语“理解事物的过程、情形、连贯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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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歌德学院的德语课程级别及考试情况如何？
歌德学院 ( 中国 ) 是联邦德国的官方文化机构，也
是您在日常生活、闲暇、工作或学业中成功学习
德语的伙伴。歌德学院每个月都会举行各种德语
水平证书的考试。
歌德学院北京分院联系方式
歌德学院 ( 中国 )
语言部

文化项目和信息中心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 号，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路 2 号，

数码大厦 B 座 17 层

798 艺术区创意广场

电话：(010)8251 2909

电话：(010)5762 6166

歌德语言中心在华网络
Foto: DAAD

96. 能否先自费去德国读语言学校，然后在那里申请大学？

除歌德学院北京分院外，您还可在重庆、广州、

歌德语言中心获取德语学习的信息。歌德语言中

南京、青岛、上海、沈阳、天津、武汉和西安的

心的主页为：www.goetheslz.com

歌德学院提供从 A1 到 C1 以及德福考试预备班等各种级别的语言课程，详情请见下表：
原则上是可以的，但须考虑到以下几个问题：
一、好的语言学校一般收费较高；

三、纯语言签证无法在德国转换留学签证，当学
生获得大学录取通知书后需回国办理留学签证。

级别

语言能力

考试名称

二、不能享有大学生的各种权利和优惠待遇；

A1

在谈话伙伴说得缓慢而清楚的情况下，能够以简单的方式进行沟通。能够理解并使
用日常生活中熟悉的、经常使用的表达方式和简单句子 ( 例如：有关人物和家庭、购
物、工作及身边环境的信息。) 能够介绍自己和他人，并向他人就其个人情况提问。

歌德语言证书 A1
德语入门1
青少年德语证书1

97. 选择德国语言学校应注意些什么问题？

A2

能够理解并使用日常情景中的句子和常用语。能够在简单的日常情景中就大家熟悉
的事物进行交流。能够使用简单的表达方式描述自己的来历和学历、身边环境以及
关系到直接需求的事物。

歌德语言证书 A2
成年人；青少年

B1

在使用清楚标准德语的情况下谈论工作，学校，休闲等熟悉事物时，能够理解主要
信息。能够应付在德语国家旅游中遇到的大部分状况。能够简单、有条理地对熟悉
的主题和个人感兴趣的领域发表看法。能够报告自己的经历和结果；描述梦想、希
望、目标以及简短陈述理由或解释。

歌德语言证书 B1

B2

能够理解具体或抽象主题的复杂文章的主要内容，在自己精通的专业范围内能够理
解专业性讨论。能自如流畅地交流，在与母语者正常交谈时双方都不会感到太吃力。
能够在一个较宽泛的主题范围内清楚而详尽地表达自己的看法，阐释对某一当前问
题的观点，罗列各种可能性的优点和缺点。

歌德语言证书 B2
德福考试
TestDaF

C1

能够看懂难度较高、篇幅较长及内容广泛的文章，并能把握字里行间的内在含义。
能够自如流畅地表达，而不必常常费力地寻找合适的词汇。能在社会交往、工作或
接受培训和在大学求学时，有效并灵活地运用语言。能就复杂的事物清楚、有条理
和详尽地表达自己的看法，同时能使用不同的表达，以进行上下文的衔接。

歌德语言证书 C1
德福考试
TestDaF

C2

轻松地理解几乎所有听到和看到的内容。能够汇总不同的书面和口头信息，并能相
关地概括其原因或作出解释。能够流畅自如并准确地表达自己的看法，同时能就较
复杂的事物，更加精确地表达词义的差别。

歌德语言证书 C2:
大语言证书
(GDS)

在德国收费的正规语言学校约有 200 多所，遍及

• 最好能照顾到亚洲学生的学习特点和德语接受

全国各州近 70 多个城市。这些语言学校因办学

能力；

宗旨和授课对象不同，教学内容和时间长短各异，

• 最好能在周末组织参观游览；

教学质量差别很大，收费标准也很悬殊。在选择
语言学校和课程前，应当详细了解相关信息。

• 最好能提供或帮助安排住宿。

最为理想的德国语言学校应该是：

另外，很多德国大学在假期为国际学生提供短期

• 有一定的知名度和规模；
• 师资力量较强，专职教师较多；
• 初、中、高级各阶段课程齐全，设有 DSH 或
TestDaF 准备班；每周授课时间不少于 20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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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德语课程和专业课程，可通过 DAAD 的数据
库查询此类课程：www.daad.de/sommerkurse，
并对课程和花费做比较。2021/22 年可供选择的
暑期课程超过了 260 个。

59

您可能还需要了解德语学习与考试

您可能还需要了解德语学习与考试

第五、重要网址
99. 欲查询德国各大学的最新信息用什么网址？
查询德国各大学的历史、规模、专业设置等具体情

大学指南

在德国研究

德国高校专业排名

况，最重要的网址是 www.myguide.de，有德文

www.higher-education-compass.de

www.research-in-germany.de

https://ranking.zeit.de/che/en/

和英文两种版本，可以通过输入专业名称作为搜

www.daad.de/deutschland

留学德国官方门户网站：

德国奖学金数据库

www.study-in-germany.de/en/

www.funding-guide.de

德国高校指南

德国博士生位置数据库

www.hochschulkompass.de

www.phdgermany.de

索词条来直接查询德国大学的专业设置。
其他重要网址：

大学预科
www.studienkollegs.de

高等教育体制、大学和专业选择

国际课程 (Internationale Studiengänge)

www.studienwahl.de

www.daad.de/idp

www.daad.de/study-programmes

德国大学校长联席会议

德国大学外事处联络方式
www.daad.de/aaa

(Hochschulrektorenkonferenz)
www.hrk.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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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德国学术交流中心简介
100. DAAD 是什么机构？能为有意留学德国的申请者提供哪些帮助？
德国学术交流中心 (DAAD) 是一个代表德国高校
和学生组织以促进科学体系国际化的机构。它通
过颁发奖学金的形式，为大学生、学者以及教师

DAAD 项目的三大战略行动领域：
为顶尖人才颁发奖学金

• 使德语继续作为一门重要的文化语言和科学语

以及欧盟 (EU) 的资助。

言。

德国的 16 个联邦州承担了外国奖学金生的学习

• 为高校的发展做出贡献，为超越界限和矛盾冲

费用。

提供最优质的学习和研究资源。它致力于促进高

• 使未来的专业人才和领导人才在最理想的场所

校之间的国际合作以及伙伴关系，并且作为国家

深造、为负责的行为进行自我准备以及实现与全

媒介推动欧洲高校之间的合作。DAAD 也因此对

球的持久联系。

为科研合作预备专业知识

科学促进者协会。

世界开放性战略结构

• 以便人们可以在充分掌握信息的情况下决定和

德国学术交流中心 (DAAD)

• 通过高校的合作，以提高科研和教学的质量，

制定科研和政策。

www.daad.org.cn

和信息中心组成的网络以及 DAAD 国际高等教育

并与优秀的合作伙伴共同面对未来的挑战。

DAAD 主要受到外交部 (AA)、教育和科研部

培训中心 (iDA) 开展工作。

• 促使更多人出国，成功地学习和研究。

外交文化政策和教育政策、国家科学政策和发展
合作这三者的目标提供支持。
DAAD 通过一个由遍布世界各地的 66 所代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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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搭建桥梁。

其他的资助者为外国政府、企业、基金会和德国

(BMBF) 和经济合作与发展部 (BMZ) 的联邦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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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如何能够联系到 DAAD 的工作人员

DAAD 中国官网：www.daad.org.cn
新浪微博和微信公众号：DAAD 德国学术交流中心
在线留学咨询：www.daad.org.cn -“关于我们”-“联系我们”

DAAD 北京代表处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方东路 19 号，DRC 外交办公大楼 1102A 室，100600
电话：010 - 6590 6656
邮箱：information.beijing@daad.de
留学咨询时间：周一、周二、周四、周五 9:00 - 11:00，周三 14:00 - 16:00
请提前预约

DAAD 上海代表处
地址：上海市巨鹿路 628 号 ( 富民路和襄阳北路之间 )，200040
电话：021 - 3222 0316 - 106
邮箱：marketing.shanghai@daad.de
留学咨询时间：周二和周三 14:00 - 16:00
请提前预约

DAAD 广州代表处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华夏路 30 号，富力盈通大厦 4108 单元 12 室
电话：020 - 8919 6622
邮箱：marketing.guangzhou@daad.de
留学咨询时间：周四和周五 10:00-12:00
请提前预约

获取更多最新的留德信息，
请关注我们的新浪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驻中国的德国高校联系方式

巴伐利亚州大学联盟

耶拿大学

宋晓玮 女士

郑怡 女士

程龙 女士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国政法大学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国政法大学

综合科研楼 A1105

综合科研楼 A1105

电话：185 1688 3641

电话：010 - 5890 2840

邮箱：beijing@uni-jena.de

邮箱：bjinfo@baychina.de

卡尔斯鲁厄理工大学
拜罗伊特大学

邮箱：student@intl.kit.edu

陈怿雯 女士
地址：上海外国语大学虹口校区 55 号楼 406 室
电话：021 - 3537 3132

科隆大学
北威州大学联盟

办事处网址：

邱岚 女士

www.gatewayofﬁce-shanghai.com

电话：010 - 5890 2841，138 1191 8610
邮箱：lqiu@uni-koeln.de

柏林自由大学
邮箱：beijing@fu-berlin.de

慕尼黑工业大学
金贞善 女士

达姆施塔特大学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37 号

Isabelle Harbrecht 女士

国际交流处西小楼 204

邮箱：harbrecht.is@pvw.tu-darmstadt.de

电话：010 - 8231 7552
邮箱：beijing@tum.de

汉堡高校联盟（汉堡大学）
严朱宵 先生

亚琛工业大学

地址：上海保屯路 399 号汉堡之家大楼 201 室

刘洁 女士

电话：021 - 5386 0857

电话：166 010 23455

邮箱：yan.zhuxiao@hamburgshanghai.org

邮箱：beijing@rwth-aachen.de

对外时间：周四和周五 14:00-17:00

中文网站：www.beijing.rwth-aachen.de

布伦瑞克工业大学
陆伟骏 教授
地址：上海市四平路同济大学中德大楼 708 室
邮箱：weijun.lu@tu-braunschweig.de

DAAD 德国学术交流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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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www.tu-braunschweig.de
留学咨询：面谈咨询需邮件预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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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ensburg

Stralsund

Kiel
Heide

Rostock

SchleswigHolstein

Greifswald

Mecklenburg-

Lübeck
Elmsho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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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nneberg
Neubrandenburg
Schwerin
We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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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xtehude Hambu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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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uppertal
NordrheinNeuss

Herf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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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tsdam

Friedens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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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öttin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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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ipzig

Bad SoodenAllendorf

Sachsen

Thüringen

Berlin

Ber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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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nover

Osnabrück
Münster

Elstal

Frankfurt/O.

Wildau
Cottbus

Moritzburg
Dresden

Weimar
Westfalen
Mittweida
Freiberg
Erfurt
Hessen
Köl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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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mnitz
Siegen
Arnstadt
Aachen Brüh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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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 August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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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men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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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burg
RheinlandO enb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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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esbaden
Ascha enbu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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