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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谁？ 

德国学术交流中心（DAAD）是德国高校和学生团体的联合组织。

我们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学生和学者的交换促进世界范围内的学术

合作。

您可以在我们的小册子上、我们的德国主页→ www.daad.de 上，

以及我们分布在全球60多个国家的驻外办事处以及信息中心的官

网上获得有关在德国学习和生活的信息。

亲爱的学生家长们：

作为家长，我们总是希望能给予孩子最好的。安全、个人与职业

发展的良好机遇、积极的经验和履历，与他人宝贵的交流以及终

生的友谊——在德国留学，将意味着您的孩子可以获得这些。

我非常高兴，您能和您的孩子一起考虑这件充满可能性的事情。

虽然我的孩子们还很小，但是我也能够想象，做此种规划时，我

们父母心里尽管充满了期盼，但是也伴随着不确定性、顾虑甚至

担忧，而这本家长手册正是为全球各地的父母们解忧答疑的。

德国作为留学目的地能为您的孩子提供多样性的选择。德国高校

在世界范围内都享有良好的声誉以及国际认可的学历文凭。因

此，德国是最受留学生青睐的国家之一。目前，有超过41.1万名

来自世界各地的年轻人在德国学习和研究。我们欣喜地看到，我

们德国的大学日益国际化和多样化。

如果您的孩子能够来德国留学，我们将非常高兴！我向您保证，

这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Kai Sicks博士

德国学术交流中心 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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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6 在海外留学有什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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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在德国留学有奖学金或者其他经济资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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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德国的现代化和安全程度如何？

28   德国的医疗保障体系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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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更多信息 

36   德国高校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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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陌生的国家生活可以打开新的视野。与不同背景文化、不

同价值观、不同观点的人进行交流，能够激发新的思考。

海外留学经历能够丰富一个人的人格，并且持续终生。

深度地认识和了解一个国家，不管这个国家是近在咫尺，还是远

在天边，都能够开阔视野。

海外留学还能够锻炼您孩子的独立性和自信心。在一个外语环境

中学习，您孩子的外语水平将会很快得到提高。同时，海外留学

期间还能够轻松地赢得国际友谊。

海外经历可以提高职业机遇。

在找工作的过程中以及之后的全球化职业生涯中，海外留学经历

都是简历中重要的加分点。此外，海外留学也为建立学术以及职

业人际网络提供了良好的机会。

海外留学并不一定意味着总的学习时间要延长。通常在德国获得

的学分是受到全球认可的。

总而言之：海外留学是对您孩子未来的一项高价值的投资。

在海外留学有什么用？

Mario Varga博士 

来自塞尔维亚松博尔市。在波恩大学完成数学硕士课

程之后，他在德累斯顿工业大学攻读了应用数学博士

学位。目前，他在该校担任科研人员。

激发灵感的科研环境与国际氛围
驱使我来到德国深造。

我在波恩大学攻读了硕士学位，这为我之后的职业生涯打下了完

美的基础。在学校里，我学会了如何从数学的角度去解决当今社

会中的问题。令我特别印象深刻的是，我们能够学习到非常与时

俱进的科学工作方法。

不管是在学习还是在课余生活中，我都惊叹于这里的多样性。在

学习小组中，作为小组成员，我体验到各种不同的分工合作形

式；而我的课余时间则可以与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同学一起度过。

在波恩大学读书时，我获得了许多支持和帮助，对此我非常珍

视。硕士毕业之后留在德国，乃至在世界各地找到一份工作，这

对我和我的同学来讲并不是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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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高校在全世界都享有盛誉，同时也是世界创新和进步的重要

推动力量。

科学与研究在德国有着非同一般的重要意义和悠久的历
史。

早在1386年，在海德堡就建立了最古老的大学。德国高校为学

习和研究提供了极其丰富的选择。不同类型的高校有着不同的重

点和方向，提供了丰富多彩的学习和研究机会。不同的兴趣和需

求，在这里都可以找到适合的专业。

您的孩子在德国将会享有很多优越的条件，进而顺利完
成学业。
 
德国高校和科研机构都非常现代化，设备精良，同时非常强调国

际化，与全球150多个国家的超过5400所伙伴机构保持交流。

学生们在这里会受到良好的照顾和指导，并且被视为未来的科学

家，得到充分的尊重。因此，德国对于留学生来讲，是非英语国

家中的第一选择。

最后，学习德语非常有用！
 
德语是非常重要的科学语言之一，同时也是一门世界语言。当

今，英语已经成为了理所当然应该掌握的语言，如果再熟练掌握

一门外语将对职业生涯非常有利。

为什么要选择到德国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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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何国家都一样：谁更好地掌握当地语言，谁就能更快地适应

当地生活。因此，如果您孩子在前往德国之前就已经掌握了一些

德语的话，当然比较理想。这方面有很多丰富的选择，线下的语

言课程，如歌德学院或者国内高校都有开设；线上德语课程，如

德国之声或者德国大学在线（DUO）都有提供。

在德国有许多学习德语的机会。

德国大学提供（与学业同步的）语言班。除德国大学之外，歌德

学院、业余大学或者私立语言学校也提供许多德语课程。

在德国大学里，没有人要求国际学生必须讲一口流利的
德语。

您孩子具体需要掌握多少德语知识，这主要看其申请的专业：

• 如果是国际课程，那么最重要的是良好的英语能力，因为国

际课程的授课语言一般都是英语。目前，德国大学开设接近

1800多个英语授课的课程。

• 如果是德语授课的课程，那就需要提交相应的德语成绩证

明。对此有各种标准化语言测试，例如德福考试。

我的孩子需要掌握多少德语？

Manuela Sato-Prinz博士

  
在DAAD驻日本东京办事处工作，同时也是庆应义塾大

学的DAAD讲师。DAAD资助超过470位讲师在全球110
多个国家中教授对外德语，她是其中的一名。

我希望人与人之间进行交流，创造联结与机遇。

语言知识在此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此，我希望能够帮助我的学

生们在语言和精神上都做好准备。

在提供关于德国留学的咨询时，我总是强调德国所提供的多样化

课程。针对不同的兴趣爱好，德国高校有非常多的课程可供选

择。对我来讲，更重要的是帮助学生们挖掘他们自身的兴趣和

强项。

作为一名德语讲师，我非常清楚地认识到，在德国学习对于提高

语言能力有多么大的帮助。不仅限于此，一般来讲，学生们都觉

得在德国度过的时间非常积极有意义，不仅仅学习到了专业知

识，跨文化交流的经历对他们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中很多人

都得到了成长。因此，他们期望在德国继续学习，甚至也会建议

别人这样做，这一点令我尤其感到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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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或许在担心您的孩子还不能很好地应对来自德国留学的挑战。

为此德国高校会给您提供帮助。

在德国有许多关于留学的针对性课程。 

例如，如果您想要进一步了解德国留学的要求，可以让您的孩子

参加暑期班。这些课程是可以让您的孩子对德国大学的生活有初

步了解的绝好机会。每年六月至九月，基本上所有的德国高校都

会开设类似的课程。

除语言班外，德国大学也会开设不同专业学科的暑期课程。 
(→ www.summerschools.de)

另外，大学预科部门或者相关研究部门会提供预备课程。这种课

程主要是为国际学生准备的，帮助他们从语言和专业两方面为学

业做准备。课程内容包括了德国教育体系的入门指导以及传授科

学的工作方法。

您的孩子也可以自己来测试。

申请者也可以通过德适考试（TestAS）（→ www.TestAS.de）初步

确定自己是否有足够的能力和相关知识来完成德国大学的学业。

到德国留学，我的孩子应该做

哪些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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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供选择的学校有很多：在德国有大约420所国家承认的高校。

这些大学不仅仅开设在柏林、汉堡、慕尼黑、科隆等大城市中，

它们在全德国约180个大小城市中都有分布（您可以在第36页看

到地图信息）。

德国大学大致分为三类：

• 综合大学（学业侧重研究）

• 应用科学大学（学业侧重实践）

• 艺术、影视和音乐学院（艺术课程）

大部分德国大学是由国家来资助的。

超过90%的学生就读于公立大学。与将近120所私立大学不

同——这些公立大学大都是不需要学费的。

所有大学的教学质量都是相当不错的。

您在寻找合适的学校时，可以以CHE (→ www.universityranking.de) 
德国高校专业排名来作为参考标准。另外，您也可以通过参加一

些国际教育展来了解相关信息，许多德国高校以及DAAD也会参

加。

另外，您的孩子所在国家的一些高校也会提供一些到德国作交换

生的项目，这样的项目简化了留学的程序。

哪些大学适合我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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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和专业的选择取决于您孩子的需求和个人喜好。可选择的范

围同样也非常广泛。

德国高校提供各个阶段适合的课程。

在这里学生可以： 
• 作为大一新生开始攻读第一学位，

• 在本国的学业过程中作为交换生获得海外经验，

• 大学毕业后继续攻读更高一级的学位，

• 攻读博士学位。

此外，德国的大学还为特殊的专业和内容兴趣提供了多
种多样的专业课程。 

在德国高校中，总计有将近21000个极具吸引力的专业可供选

择。其中大约有一半是攻读本科以上的学位，而大约1800个专业

是国际课程。

除了全日制学习课程外，还有非全日制学习课程。另一个特色项

目是双元制课程：这种项目是把高等教育的学习与职业培训或在

公司的专业实践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您可以在→ www.myguide.de 网站上找到如何选择合适学位课程

的相关信息。此外，DAAD代表处、信息中心以及德国大使馆的

工作人员将为您选择合适的学位课程提供建议。

哪些专业适合我的孩子？

# HelloGermany

在德国边学习
边开启你的职场生涯
向提供多种多样课程的优秀大学
say HELLO：获得国际公认的学
位。

study-in-germany.de

https://www.study-in-germany.de/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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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父母，去德国留学这个决定对您来说也许是有重大影响的。

您也许不确定让自己的孩子在国外长期生活是否妥当。

别担心：到德国留学不一定需要很长时间。

在德国，有很多短期留学的机会和选择，可以作为对孩子在国内

学业的补充。即便是几个星期或几个月的短期留学，也会产生许

多很好的积极影响的——不单单是成为您孩子简历的加分点。

德国高校提供的短期留学选择范围很广，比如语言学习和专业课

程，或者您孩子所在的国内学校提供的交换项目。此类项目提供

了在德国学习生活几个月的机会。另一个短期留学的选择则是实

习。

线上学习也是短期留学德国的选择之一。

越来越多的大学开始提供在线课程，甚至线上学位。这样一来，

无论您自己身在何处，都可以在德国大学学习——至少是以虚拟

的形式感受大学文化，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交流。

在德国留学需要多久？

Xue WAN 万雪  
德国学术交流中心（DAAD）北京代表处市场部项目官员，

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专业和德国柏林自由大学金

融、会计与税务专业。

德国作为留学目的地，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在这里，历史悠久的高校享有盛誉，丰富多彩的课程可供选择，

多元的学习氛围在帮助学生开阔视野的同时，还能有效地激发科

研灵感，帮助学生成为独立且自信的国际人才。 
 

近几年，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来到DAAD北京代表处，咨询有关

赴德资格、留德费用等问题。德国公立高校提供近乎于免费的高

等教育。而治学严谨，教研统一的洪堡教育理念，更使在德国获

得的学位受到国际多方认可。毋庸置疑，赴德留学是一笔高性价

比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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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国的公立大学攻读第一个学位以及许多硕士课程通常无需缴

纳学费或者只需缴纳少许学费。相反，一部分私立大学会收取高

昂的学费。

所有德国高校的学生均要缴纳所谓的学杂费。

学杂费的数额因学校而异，每学期（即每半年）的费用在150欧
元至400欧元之间。多数情况下，学杂费中包含了学校当地的学

期票，这样学生可以免费乘坐当地的公共交通工具。

日常生活开销处于欧盟平均水平。

通常而言，在小城市生活要比在大城市生活便宜些。平均来讲，

大学生在德国平均每月的消费为约870欧元。

国际学生需要证明他的经费来源是有保障的。在经济担保方面，

一般要求您的孩子每年有超过10332欧元可供使用。从德国驻华

使领馆处可以获悉您须以何种形式来提供此资金证明。

作为留学生，在德国打工是受到限制的。一份兼职虽然可以改善

经济条件，但只靠勤工俭学来负担自己的全部生活费几乎是不可

能的。

在德国留学需要花多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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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国，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留学都有非常多的获得资助的可能

性。

国际学生可以在不同的组织和机构申请奖学金。

请到您所在国家的DAAD驻外办事处、信息中心或者咨询处以及

当地高校咨询您的孩子能否获得资助。

资助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经济资助可用于不同的留德目的，包

括语言班、专业课、实习以及赴德留学和赴德做研究。

DAAD奖学金数据库 (→ www.funding-guide.de) 为您提供了通

过网络查询奖学金项目的便捷方式。在这个网站上您不仅能查到

DAAD的奖学金项目，还能查询到其他资助机构的项目。

您必须了解的是，德国的资助机构通常不会提供在德国留学的全

程奖学金，一般也不会资助本科生。

DAAD还资助残疾学生或患有慢性疾病的学生赴德留学。

一些德国高校也会提供自己的奖学金。

比如，有310所德国高校提供德国国家奖学金，该奖学金也可以

资助国际学生。因此，您可以向孩子计划申请的高校咨询这方面

信息。

在德国留学有奖学金  
或者其他经济资助吗？

Andrés Felipe Ramirez  

来自波哥大，哥伦比亚。他在斯图加特工程应用科学大学完成了摄

影测量学和地理信息学的硕士课程。目前，这位地理信息学专家在

波恩的森林管理委员会从事可持续林业经济领域的工作。

在哥伦比亚获得本科学位后，我就梦想着去国外读硕
士，但是我缺少经费。

因此，在我了解到DAAD的EPOS奖学金项目前，我先参加了工

作。后来我了解到了这个项目，也可以资助我们国家的学生，而

德国大学又拥有高质量的教育，这些因素让我确信在德国学习是

我的最佳选择。

我真的很想在一所非常国际化的大学学习。我的目标是深度的国

际交流，以了解不同的文化。这个期望对我来说已经完全实现

了。今天，我与来自89个国家的500多名成功毕业生一起，成为

了我所在大学的全球校友网络的成员。

我也很高兴我的教授们都是顶尖专家。在我的学生时代，我不仅

学习了技术能力，我还学到了在多元文化团队中轻松工作所需的

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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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孩子是否需要签证，取决于他来自哪个国家以及他想在德国

待多久。

来自欧盟成员国或冰岛、列支敦士登、挪威或瑞士的国民入境不

需要签证，只须持有效身份证。

其他国家的国民如果要在德国停留90天以上，需要签证。签证必

须在入境前申请。

澳大利亚、英国、以色列、日本、加拿大、新西兰、韩国和美国

的国民除外。他们入境可以无需签证，但必须在抵达德国后申请

在德国的居留许可。此条例也适用于来自安道尔、巴西、萨尔瓦

多、洪都拉斯、摩纳哥和圣马力诺，不以在德国工作为目的的国

民。

如果停留时间不超过90天，则适用特殊规定。

无论何种情况，请向德国驻华使领馆问询更多详细信息和现行法

规。他们乐意为您解答所有关于签证申请的问题。

德国是一个世界性的国家。来自不同国家的人们在这里生活在一

起，超过16%的德国居民本身就拥有移民背景。

自由、尊重和容忍是这种民主的重要支柱。

多样性和机会的公平性在社会各个领域都发挥着重要作用，特别

是在德国大学里。此外，气候保护和可持续性是关键的社会问

题。

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德国是一个安全的国家。

您不需要对犯罪率之类的问题有太多的顾虑。无论是在大城市还

是在农村，通常都可以自由行动，无需准备特殊的安全防护措

施。

警察是值得信任的并能为您提供可靠的帮助。 

您可以从德国的任何一部电话拨打免费号码110来联系警察。

世界上几乎每个国家都有驻德国大使馆或领事馆。如果出现问

题，也能在德国找到来自中国的联系人。此外，在遇到任何有关

私人安全的问题时，您的孩子还可以随时到大学的国际处寻求帮

助。

德国的现代化和安全程度如何？我的孩子需要为入境  
准备哪些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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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nmeng Wang 王锦梦 

是王小芬的女儿。她正在德国美因茨大学攻读德

汉翻译硕士学位。

一切才刚刚开始。

2019年德国暑期课的经历大大唤起了我对新事物的向往，本科毕

业后我在父母的支持下来到德国。疫情伴随下，开始的一段时间

我感到一切难以适应。

现在是在德国的第四个学期，我已经可以独立解决大部分的困

难。业余时间我积极参加课余活动，时间允许的话也会勤工俭

学。每每回头看走过的路，都为自己感到骄傲和自豪。

留学德国并不是我梦想圆满的标志，对于我来说，一切才刚刚开

始。我特别喜欢这里的学习和工作氛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希

望自己能攻读博士，留在高校。

 Xiaofen Wang 王小芬

来自中国，在山东省出生长大，目前在高青县渤海活

塞厂食堂工作。她的大女儿现在正在德国学习。

女儿在德国留学激励着我。

2016年女儿高考结束后在北京读本科，2019年又在DAAD暑期奖

学金的资助下去了德国，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学习，2020年起正

式在德国攻读硕士学位。

我和丈夫的学历不高，女儿是我们生活的小村庄里达成这些目标

的头一个人。可能对很多家庭来说，这些经历都不是什么特别新

鲜的事情，但是对我们的小家庭来说，女儿完成的这一切都具有

非凡的意义。

从独自在北京求学，再到出国，她越来越坚定和自信，同时也鼓

励着近五十岁的我去不断探索，不断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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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医疗体系拥有遍布全国的高水平医生，是全球最健全的医疗

体系之一。假如您的孩子遇到就医问题，那么这些问题将会在德

国得到其他任何国家几乎无法媲美的完美解决方案。 

想要到德国留学的学生都必须购买医疗保险。 

在出发前往德国之前确认您的孩子是否拥有医疗保险是非常重要

的。也有可能您的孩子在本国上的保险在德国也适用：例如拥有

欧洲医保卡（EHIC）。 

如果您孩子在本国上的医疗保险不被承认，那么他必须在德国购

买保险。在德国，一个合法的医疗保险公司针对学生的保费大约

是每月100欧元。国际处会在这方面提供帮助。

在德国参加医保的人可以免费看病 

出现意外事故的时候还可以获得免费急救，并且到医院紧急住

院。拨打免费电话112可以全天任何时候联系急救医生并呼叫救

护车。 

在德国只能在药店买药。某些药品在您的国家可能是非处方药

（如抗生素），在德国则必须凭医生的处方才能购买。

德国的医疗保障体系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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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所大学都有外事处（International Office/Akademisches Aus-
landsamt）。当您准备入住德国时，那里的工作人员是最好的咨

询对象，而且他们还将在您的孩子抵达德国后为其提供所有必要

的信息。

您的孩子遇到任何组织方面的问题时都会获得相应的支
持。

一些德国大学设立了所谓的“监护”项目（Patenprogramm，也

称为“学习结对项目”，Buddy-Programm）。在这里，有经验

的学生将帮助您处理所有问题。

各大学的大学生服务中心也会提供支持。他们为国际学生提供全

方位服务，其中包括医疗保险以及住宿和膳食——使外国学生们

能更轻松地开启他们在德国的生活。

每一所大学都有学生代表机构和学生社团为新生组织拓展活动。

最后，在遇到专业方面的问题时老师们也很乐意提供帮助。

学校希望学生具备一定的独立能力。 

他们必须逐步学会独立为自己的学业进程负责。这意味着，虽然

在德国有很多组织机构提供帮助，但是学生还是应该学会独立应

对。

我的孩子在德国会得

到怎样的照顾？

Pascal Ahiagble

来自多哥，洛美。他在萨尔州的萨尔布吕肯大学学习经济信息

学。2020年，为了感谢他在国际学生中心（ZiS）和萨尔州非洲学

生协会的贡献，他被授予DAAD的外国学生杰出成就奖。

每个国际学生都希望得到支持——而我们也非常乐意
提供帮助! 

在国际学生中心，我们帮助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在萨尔布吕肯找

到他们的方向。在我们的Buddy-Programm中，我们让他们与有

经验的学生接触，为他们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和挑战提

供支持。特别是在开始时，有一个可以依靠的人是很重要的。这

样你就能得到有用的提示，节省时间，避免焦虑。

从个人的经验来看，我非常清楚在一个陌生的国家生活是多么困

难。要想有家的感觉，重要的是迅速结交朋友。这就是为什么我

们定期组织聚餐会友和其他活动，目的就是让大家更容易认识其

他学生。

这项工作让我感到快乐。很高兴我的工作可以使国际学生的德

国生活变得更加容易--同时也为他们的生活提供了多样性和趣味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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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国，学生们一般住在学生宿舍或者私人住宅中。 

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是，德国大学并不直接为学生提供住
宿。 

很少有德国高校是校园型高校，一般来说校区内并没有住宿的可

能。

但是，所有的大学城都有学生宿舍。那里的房间不仅价格便宜，

而且能够很快与其他学生建立联络。DAAD宿舍搜索工具为您提供

了非常实用的帮助，其网址为→ www.daad.de/accommodation-
finder。

另外一个选择是私人住宅。供出租的房型多种多样：私人住宅市

场可提供从一个空房间到家具配套齐全的住宅等各种租房可能。 

合租在大学生中非常受欢迎。 

在合租公寓中，很多人住在一个公寓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房

间，但是大家一起共用厨房和浴室。其优势是：住在合租公寓的

费用相对较低。另外还可以很快地结识其他人，而且很多人一起

生活是一个学习德语的好机会。

大学的外事处（International Office / Akademisches Auslandsamt）
一般会提供关于找房子的有用信息。

或许您考虑到德国去探望自己的孩子，这是个很好的想法。 

德国的风景多种多样并且非常迷人。 

在北海和波罗的海以及其岛屿周边，有宽阔的沙丘海滩。而在南

部，您也可以在阿尔卑斯山滑雪或者徒步。此外，您还可以欣赏

荒野和沼泽景观、连绵的丘陵和风景如画的河谷。

德国的建筑也不乏亮点： 

半木结构的房屋、中世纪的城堡、罗马式和哥特式的古迹、经济

繁荣时期的住宅楼，当然还有高度现代化的建筑。不仅在柏林、

汉堡、慕尼黑和科隆等国际化大都市，在小一点的城镇，您也会

有很多文化上的发现和体验。

德国全年都有很多庆祝性的活动。 

包括莱茵河地区的狂欢节、普法尔茨的葡萄酒节以及慕尼黑的啤

酒节。

同样，德国美食也非常多样化：从传统的地区性菜肴和各种民族

的地道美食到星级餐厅的拿手好菜。

高度发达的公共交通网络使人们能够方便、舒适地旅
行。 

德国位于欧洲的中心，也是探索其他欧洲国家的理想起点，亲自

来感受一番吧~

我的孩子将住在哪里？ 德国作为旅游国家，

有什么怡人的风景？ 

http://www.daad.de/accommodationfinder
http://www.daad.de/accommodationfi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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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和您的孩子可以得到关于留学计划的个性化建议以及帮助，您

可以向以下的机构或人员咨询：

 DAAD的信息中心，信息点以及驻外办事处

 (联系方式请见：www.daad.de/local)

 DAAD中国官网：www.daad.org.cn

 DAAD北京代表处：

 北京市朝阳区东方东路19号
 DRC外交办公大楼D1座 1102A室
 电话： +86 010 65906656
 邮箱： information.beijing@daad.de

 DAAD上海代表处：

 上海市巨鹿路628号
 电话：+86 21 3222 0316 - 106
 邮件: marketing.shanghai@daad.de

 DAAD广州代表处：

 广州市天河区华夏路30号 
 富力盈通大厦4108单元12室
 电话：+86 20 8919 6622
 邮件： marketing.guangzhou@daad.de

您还可以向以下机构和个人咨询：

 DAAD向国外大学派遣的讲师和教员

 歌德学院

 德国的驻外代表机构——即德国大使馆和领事馆

当然，DAAD波恩总部的工作人员也会向您提供咨询。请不要迟

疑：向我们提问吧！

→ www.daad.de/contactform

更多信息

关于德国留学详细的信息

→ www.daad.de/en/
→ www.daad.de/publications-germany
→ https://www.study-in-germany.de/en/ 

课程信息

→ www.myguide.de/en/
→ www.daad.de/international-programmes
→ www.daad.de/study-programmes
→ www.universityranking.de 
→ https://studienwahl.de/en

签证信息

→ www.auswaertiges-amt.de 

奖学金和资助项目信息

→ www.funding-guide.de
→ www.deutschlandstipendium.de/deutschlandstipendium/de/
services/english/english_node.html

德语学习信息 
→ www.summerschools.de 
→ www.goethe.de
→ www.deutsch-uni.com 
→ www.dw.de
→ www.testdaf.de

国际学生能力测试

→ www.testas.de/en

德国高校展会安排

→ www.study-in-germany.de/events

在线课程

→ www.daad.de/online-programmes 
→ www.hochschulkompass.de („distance learning“)
→ www.coursera.org

住房信息

→ www.daad.de/accommodationfinder

http://www.daad.de/online-programmes
http://www.daad.de/accommodationfi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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