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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谁？

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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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可以从我们的小册子上、我们的德国主页www.daad.de

上，以及我们驻京办事处、上海及广州信息中心的网站

www.daad.org.cn上获得有关在德国学习和生活的信息。

                      亲爱的家长：

我们很高兴您和您的孩子一起考虑去德国留学的事宜。在外国

留学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作为一名母亲和家长我很清楚地知

道，我们要为孩子的幸福和未来的职业发展花费多少心思。对

于自己孩子在外面的情况如何，您也许还会有些担心。又可能

有些事情您还不是很清楚。那么这本小册子将会解答您的一些

疑问。

德国作为留学目的地为您的孩子提供了很多的选择。几个世

纪以来，德国高校在世界范围内都享有良好的声誉。因此，

德国是最受留学生青睐的国家之一。目前，有超过30万来自

世界各国的年轻人在德国学习和研究。德国高校提供极为丰富

的课程选择。您的孩子在这里获得的学位是受国际承认的，同

时也保证了最好的就业机会。

此外，德国不仅仅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强国之一，也是一个

向世界开放的、民主的、宽容的、安全的和美丽的国家，她有

着丰富的文化、旅游和饮食魅力。

如果您的孩子能够来德国留学，我们将非常高兴。这肯定是一

个好的选择。

Dorothea Rüland 博士

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 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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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外国留学有什么用?

在一个陌生的国家生活可以赋予人一个深刻的国际化视

野。这个视野可以开启思考问题的新视角和引发思想的碰

撞。外国的经历会塑造并丰富一个人的人格。

了解一种新的文化可以开阔一个人的视野，即便这种新的

文化在第一眼看来并不那么陌生。深入地了解其他文化可

以避免偏见和先入为主的观点。同时在国外留学期间还能

够轻松地赢得国际友谊。

和国内相比，外国留学要求您的孩子具备更强的独立能

力，这对孩子日后的求职非常有帮助。在这个全球化的环

境中，国外经验尤其可以提升您孩子的职业能力，也将会

是您孩子简历中重要的加分点，也是对于将来找工作不可

忽视的优势。除此之外，在一个外语环境中学习，对您孩

子的外语水平也会有很大地提高，同时可以提前与国际学

术和职业接轨。

到外国留学并不一定意味着总的学习时间要延长。通常在

德国获得的学分在自己的国家也是被承认的。在过去的几

年中还有很多德国高校专门为了满足留学生的需求开设了

国际课程。

总结：海外留学对您孩子的未来是一项很有价值的投资。

高超的教育水平...

是我决定前往德国留学的决定性因素。我希望获得一个全世界

范围内的企业雇主都有很高评价的文凭。而在德国的学习确实

为我在金融领域的国际事业提供了很好的开端，就像我之前所

希望的那样。

法兰克福大学“货币与金融”专业的硕士课程是研究与实践的

完美结合。我在这里获得了最为重要的专业技能，并且在我的

实习中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这些课程的结构如此合理，给我留

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在选择课程方面我可以非常灵活，这样

就可以专注于自己感兴趣的领域。

对我来说，最重要的经历是体验到在大学里取得的好成绩在德

国的就业市场上有很好的回馈。企业雇主会有意识地招募那些

最优秀的学生。

Pavle Djordjevic 来自塞尔维亚，他在法兰克福大学获得“货币与金

融”专业的理学硕士学位，目前在法兰克福的普华永道国际会计事务

所担任金融领域的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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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理想职业...

是通过在德国的学习找到的。我本来在阿根廷攻读“机械工程”专

业，并且认为自己以后会进入一家公司工作。后来，我到德国——

机械工程师的圣地，交换了一个学期。在一切完备的伊尔默瑙工业

大学，我对这一专业有了全新的认识。这里的“生物机械电子工

程”专业将机器人技术、电气工程、信息学、医学以及生物学这些

不同的领域联系到了一起，我对此马上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教授和学生们之间的密切交流也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教

授为此花费很多的时间，对他们来说，学生能够真正学到东西非

常重要。在伊尔默瑙工业大学的交换学期结束之后，我认识到自

己想在生物机械电子工程这一领域进行研究。目前，我正在尝试

将动物的运动轨迹用于机器人制造。

Emanuel Andrada 博士来自阿根廷，他在伊尔默瑙工业大学攻读生物

机械电子工程专业，并在那里获得了博士学位。现在他在耶拿大学从事

研究工作。

2
为什么要选择德国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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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重大的发明都源自德国。而且德国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名

单也很长，尤其是在自然科学和医学领域。其中包括威尔

姆.康拉德.伦琴、罗伯特.科赫、马克斯.普朗克、阿尔伯特.爱

因斯坦、克里斯蒂娜.渥哈德和哈拉尔德.楚尔.豪森这样著名

的科学家。此外德国作为诗人和思想家之国也不是徒有虚名

的，比如康德、黑格尔和阿多诺；歌德、海涅和布莱希特；

又如巴赫、贝多芬和勃拉姆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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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今日，全

德国有约400所国家承认的大学，分布在全德国的180个地点

（见31页地图）。高校为学习和研究提供了极其丰富的选择。

一共有超过19000个专业可供选择，其中有超过1400个专业是

国际课程。

您的孩子在德国会享有很多优越的条件来帮助他顺利完成学业。

高校和科研机构都有着精良的设备。学生们在这里会受到良好的

照顾和指导，并且作为未来的科学家会得到认真的礼遇。

除此之外，德语也是非常重要的科学语言之一，同时也是一

门世界语言，全球有超过一亿人说德语，并有约一千五百万

人学习德语。英语必会，德语尤佳。在如今这个全球化的世

界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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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德语非常值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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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的孩子需要学习多少德语?

如果想在国外舒适地生活，一般需要有良好的语言水平。在

这一点上，德国和其他国家一样。

如果您的孩子掌握德语，那当然是最理想的情况。您的孩子

最好在前往德国之前就开始学习德语，比如在歌德学院或者

本国高校学习。此外还可以网上学习德语，例如德国大学在

线（DUO）（www.deutsch-uni.com）、歌德学院（www.

goethe.de/beijing）都提供此类课程。这将是非常有意义

的，而且会节省时间和金钱。当然，德国高校也并不要求所

有外国学生在刚到德国时就会说流利的德语。

您的孩子需要通过何种语言考试才能在德国上大学，这完全

取决于所选择的课程：

  选择国际课程的学生需要达到足够的英语水平。目前在德 

 国有超过1000个用英语授课的学士、硕士和博士课程。 

 更详细的内容您可以在这里找到：

 www.daad.de/international-programmes

 想学德语授课的课程，需要提交相应的德语成绩证明。对 

 此有各种各样的考试和标准化的测验—— 例如对外德语 

 考试（简称德福考试）。

在德国有很多学习德语的机会。高校会提供一些和课程同步

的语言班。全德国范围内也会举办很多的暑期班，您的孩子

可以利用这个机会为进入大学做好充分的语言准备（详见第

16页）。如果您孩子所在的中学已开设有德语课，可以在这

里了解更多的信息：http://www.daad.org.cn/zh/studium-

in-deutschland/informationen-fur-absolventen-von-dsd-

schulen。即使在高校以外，也有很多可以学习德语的机会：

比如德国的歌德学院、业余大学和私立语言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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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德国有大学预备课程吗?

也许您担心您的孩子还不能完全应对外国留学所带来的挑战。为此德国高

校提供一系列的课程，您的孩子可以有针对性地为留学德国做准备。

例如大学预备课程就是一个很好的帮助。这是一些高校专门为国际学生所

开设的预备项目。这些课程会给学生提供语言上和专业上的准备。通常也

会有一些关于德国大学体系的入门指导，以及传授科学的工作方法。更多

有关此项目的信息请见：www.daad.de/international-programmes。

另一种熟悉大学的机会就是参加德国暑期班。每年夏天全德的高校都会开

设此类的课程。更多的信息您可以参考 “6. 留学应该多长时间？”和网

站 www.daad.de/sommerkurse。

我的孩子需要上预科吗？

外国学生凡学历未能达到直接入学条件者必须先申请读预科，以取得申请大

学入学资格。“外国留学生大学预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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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经过一年

的学习，通过“外国留学生大学入学资格鉴定考试”（简称Feststellungsprü-

fung）取得“大学入学资格”（Hochschulzugangsberechtigung）。 　　 

中国学生申请读大学预科要求什么条件?

1.  在中国正规普通大学四年制本科读满一个学期或两个学期（十一年高中 

 毕业生须相应增加一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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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B1水平（400-600学 

 时），所申请的预科要求的具体德语水平需直接再向预科咨询。 

3.  通过预科入学考试。

未考入大学的高中毕业生不符合申请预科的要求。 

怎样申请大学预科?

一般情况下，申请德国大学的预科，需先申请一所德国高校，由德国高校将

申请人推荐到与其合作的预科，之后，申请人须在入学申请表相应处表明意

愿，即表示提出了申请。综合大学与应用科学大学分别有各自的预科或几所

大学共有一所预科，申请者向所希望就读的综合大学或应用科学大学提出申

请即可。

有关德国大学预科的信息可在以下网页中获得：www.studienkollegs.de。 

快速而平稳地通向成功！

这可以被称为维尔道技术应用科学大学预科项目“W i l d a u 

Foundation Year”（WFY）的口号。这一预科项目主要面向还

未获得德国大学入学资格的中学毕业生，以帮助他们在短短的

一年之内为开始在德国大学的学习做好充分的准备。

WFY会在语言和专业方面为以后在大学学习工程科学/信息学或

者经济学/管理学打下基础。除了进行专业方面的教学，这一项

目最主要的任务是帮助学生更好地适应和融入。跨文化培训以

及组织德国和国际学生共同开展文化活动能够帮助学生快速地

融入新的环境。

参加这一项目的前提是德语水平达到A1并且通过在学生所在国

家举办的预科入学考试。顺利完成这一预科项目的学生很有希望

得到在维尔道技术应用科学大学或是其伙伴高校的学习位置。

Ingo-Eric Schmidt-Braul 是维尔道技术应用科学大学的预科项目

“Wildau Foundation Year”的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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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哪所学校? 什么专业适合?

德国高校提供各个阶段的全部专业方向的课程。在这里学生可以

 作为大一新生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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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约400所国家承认的高校和19000多个专业中做出选择也许

会比较困难。如果先将高校的种类分为三种似乎选择范围就

清楚一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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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课程）。

德国大部分的大学是由国家来资助的。只有近7%的大学生就

读于120多所私立院校。绝大多数的大学生是在公立院校注

册的。这是因为有一部分私立院校的学费非常高昂。这两种

大学的教学质量相比起来还是相当的。

在需要作出正确选择的时候这两个网站会提供一些帮助：www.

daad.de/deutschland和www.studienwahl.de。而且在DAAD的驻

外办事处和信息中心以及德国使领馆也会有专业人士提供咨询。

许多德国高校和DAAD都会去参加国际教育展。参观此类展览

可以获得更进一步的资料。最新的此类活动安排您可以在这个

网站找到：www.daad.org.cn。在您孩子所在国家的一些高校

也会提供一些到德国做交换生的项目。这样的项目简化了留学

的程序。德国大学的专业设置请详见：www.study-in.de。



给家长的信息留学德国16 17

6
留学应该多长时间?

去德国留学这个决定对您来说也许是非常重要的和有重大影

响的。您也许不知道让您的孩子在外国长期生活是不是正确

的，又或者长期在国外逗留适不适合您孩子现在的求学和人

生规划。

别担心：到德国留学不一定需要很长时间，同样有很多在德

国短期留学的机会和选择。短期留学可以作为对孩子在国内

学业的补充和简历的加分点，也许到那时就会有兴趣待更长

的时间了。

德国高校每年都开设暑期班。一般来说这些课程在六月到九

月之间开课。此类课程的选择范围很广：除了语言学习外还

会有数目众多的专业课程可以选择。暑期课程提供了一个很

好的机会来认识德国和结识德国朋友，以及获得对于德国大

学生活的初步印象。关于此类课程您可以通过这个网址www.

daad.de/sommerkurse查到相关的介绍。

另一个短期留学的选择就是您孩子所在的国内学校提供的

交换项目。在这种框架下学生往往可以在德国只学习一个

学期（半年）。您的孩子当然还可以利用短期逗留的机会来

了解德国的就业环境，即通过实习机会。

也许一个暑期班、一个国外学期或者一段实习都会成为在德

国长期留学的序幕。多个学期的留学可以给您的孩子提供一

个获得世界承认的文凭的机会。当然，时间更长可以更深入

地了解德国，并且提供了更大程度上提高语言水平的机会。

选择去德国留学...

可以掌握一门重要的科学语言，可以感受丰富多彩的异域文

化，可以研究自己喜欢的专业领域，还可以开拓眼界，为未来

的生活和工作加分。去德国留学所经历的一切激动、喜悦、悲

伤、迷茫，终将成为能够伴你一生的财富。我在日常的咨询中

发现，现在我们的家长越来越重视对学生自我学习和独立生活

等软实力的培养，鼓励孩子们离开父母羽翼，跳出自己的舒适

区，趁青春年少之际，去远方丰富自己的经历和学识。

史佳 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 (DAAD) 驻京办事处市场部负责留学咨询的

老师，曾在德国工作，接触过很多中德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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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在德国留学需要花多少钱?

和欧洲其他国家相比德国的生活并不算昂贵。食品、住房、

服装、文化生活等方面的费用处于欧洲平均水平。

在德国留学，除去生活费用外，您需要将医疗保险、每学期的

注册费或者学费（如一些国际课程）都计算进去。德国的大部

分学生就读于公立大学，德国的公立大学通常对于攻读第一个

学位的学生以及许多硕士课程不征收学费，但是一些特定的

硕士课程会收取学费，有的课程一个学期收取约1万欧元的学

费。一些私立的大学也会收取高昂的学费。所有的学生除了有

可能缴纳学费之外，均要缴纳一个所谓的学杂费。多数情况下

学杂费中包括了学校当地的公共交通费，这样学生可以免费乘

坐当地的公共交通工具。学杂费的数额因学校不同而不同。您

可以为每学期做出200-250欧元的预算。

一个大学生在德国每月需要多少钱，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总

的来说，在小城市需要的钱比在大城市少。数据显示：在德

国，大学生平均每月的消费为865欧元。其中大部分用来支

付房屋租金。

此外，每个外国学生都要证明他的经费来源是有保障的，这就

是所谓的资金证明。在经济担保方面，一般要求您的孩子每年

有超过8000欧元可供使用。从德国驻华使馆签证处可以获悉您

须以何种形式来提供此资金证明。

一般来讲，国际学生也可以在德国享受与本土学生一样的优

惠，在大部分公立高校就读无需缴纳学费。唯一的例外是巴登

-符腾堡州，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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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在德国留学有奖学金或者工作机会吗?

在德国，无论是短期留学还是长期留学都有非常多的获得资

助的可能性。外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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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外办事处或者信息中心以及当

地的高校咨询您的孩子能否获得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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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一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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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能查询到其他基金会的项

目。您必须了解的是，德国的基金会通常不会资助在德国留学

的全程奖学金，一般也不会资助本科生。

一些德国高校也会提供自己的奖学金，但是和其他国家相比，

奖学金的名额非常少。由于这些高校奖学金项目一直不断地在

增加，因此您应该向孩子计划申请的高校咨询这方面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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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只靠打工来负担自己的全部生活费几乎是

不可能的。按照规定，学生每年打工不得超过四个月，即120

个全天或240个半天。

外国留学生毕业后有18个月的时间用来寻找工作，如果顺利

找到工作，便可申请工作签证继续留在德国。一般来说工作

性质应与所学专业相关，目前工程类专业的毕业生在找工作

的时候会比其他专业毕业生获得更优惠的条件。

德国的高校治学严谨，在国际上享有良好的口碑，即使选择去

其他国家或回国就业，高含金量的德国毕业文凭也是开创国际

事业的跳板。了解在德国工作机会情况请见：www.make-it-in-

germany.com。



给家长的信息留学德国20 21

9
我的孩子需要为入境准备哪些材料?

留学签证

根据赴德留学政策，凡准备前往德国留学的申请者，包括以

留学为目的的语言学习申请者，必须通过留德人员审核部

（APS，Akademische Prüfstelle）的审核（www.aps.org.cn）。

德国使馆文化处留德人员审核部负责审核鉴定申请人学历的

真实性和是否具有德国高校入学资格。通过审核后您可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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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者获得德国大学录取通知书后，必须通过审核部递

交签证。留德审核部的目标是尽可能地简化中国学生的赴德

留学申请，将学历审核以及签证递交一体化。

语言预备班签证

与大学学业衔接的语言预备班签证（Visum zum studienvor-

bereitenden Sprachkurs），即语言加留学签证，主要是为

了方便准备前往德国读大学的申请人，在德国通过语言考试

后，可以直接在德国获得留学签证，无需再回到国内改变签

证性质。

获得语言加留学签证有两种途径：

  申请人获得德国大学的有条件录取通知书后，申请德国 

 的语言班，连同有条件录取通知书和语言班的缴费证明 

 可申请语言加留学签证。

  通过和德国大学的联系（邮件即可），能够确认德国大 

 学将在申请人通过语言考试后批准录取其进入大学学习， 

 连同与德国大学联系信和德国语言班缴费证明可以申请 

 此类签证。

更多信息请查看www.china.diplo.de（“签证” – “长期签

证” – “签证申请须知”–“留学签证”）

无论出于哪种考虑...

选择德国留学都是值得的——请您作为家长无论如何都要支

持。如何才能为赴德留学做好准备？俗话说“有备无患”，全

面的、富有针对性的准备是成功的开端。除了语言学习之外，

跨文化培训对于顺利开启留学之门来说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因

此，建议未来的留学生在国内就进行跨文化培训，学习什么是

跨文化能力，并就德国大学学习和大学生活所提出的要求进行

深层次的探讨。

Sabine Porsche 任同济大学中德工程学院副院长，前DAAD大学讲

师，曾在同济大学留德预备部负责跨文化培训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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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德国有多安全?

德国是一个很安全的国家，即便在全球范围内作比较也是如

此。您没有理由对犯罪率的问题有太多的顾虑。无论是在大

城市还是在乡村，无论白天或是夜晚，人们都可以在这里自

由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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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用德国

的任何一部电话拨打免费号码110来联系警察。几乎世界上

所有的国家都在德国设有大使馆或是领事馆。遇到问题的时

候也可以在当地寻求来自您本国的相关负责人的帮助。

除此之外，在遇到任何有关私人安全的问题以及其他可能发

生的麻烦时，您的孩子还可以到大学外事处或者国际处寻求

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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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我的孩子在德国会得到怎样的照顾?

您的孩子不会孤单无助，当他遇到任何组织上的问题时都

会获得相应的支持。所有的学校都设有外事处或者国际处

（International Office），这些机构都会照顾外国学生。外事

处的工作人员直接负责解答外国学生在出国准备方面的具体

问题。在这里您可以找到关于具体课程、入学条件、学业准

备、语言考试、实习、筹措学习经费及具体的学习计划方面

的信息。外事处还会在学生入学后继续帮助他们。您的孩子

一到德国就可以从这里获取所有必要的信息。

个别的德国高校还设立了辅导员项目。在此类项目中，外国学

生会获得一位已在学校就读的、有经验的同乡来做他的辅导

员。这个辅导员会在他办理政府登记手续的时候、在日常生活

中遇到困难时以及在学习上遇到问题时为他提供帮助。另外大

多数学校的大学生服务处也会帮助这些外国学生。很多大学生

服务处还为外国学生提供整体服务，包括医疗保险和食宿—— 

这将使那些外国学生更容易地开始他们在德国的生活。

所有的大学都有学生代表机构、学生专业联合会以及学校社

团：他们是你在学习和日常生活中遇到问题时最好的咨询对

象。他们还常为新生组织拓展活动。最后，在遇到专业方面

的问题时老师们也会提供专门的谈话时间。

必须了解的是，德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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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去寻求这种帮助。

11
德国的医疗保障体系怎么样?

德国的医疗保障体系非常好。拥有遍布全国的高水平医生的

德国健康体系是全球最好的健康体系之一。假如您的孩子遇

到就医问题，那么这些问题将会获得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几

乎无法超越的完美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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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在德国接受必要的医疗服务时也同样拥有医疗保

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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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欧元左右。

学校外事处的工作人员会很愿意为您的孩子解答医疗保险方面

的问题，并给他们一些建议。通常学校附近都会有合法的保险

公司的办公室。您的孩子可以快速简易地办理入保事宜。

在德国上了医保的人可以到医生那里看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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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注意的是：在德国只能在药店买药。德国的药剂法规

非常严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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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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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我的孩子将住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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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边的房间通常

很便宜。学生必须及时地去争取一个住宿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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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们更喜欢合租。很多人住在一栋房子里。每

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房间，但是大家一起共用厨房和浴室。

好处是：合租生活相对比较便宜。另外还可以很快地结识其

他人，而且很多人一起生活是学习德语的最佳方法。

大学的外事处（International Office / Akademisches

Auslandsamt）一般会提供关于找房子的很有用的提示。

DAAD宿舍搜索工具为您申请宿舍提供了非常实用的帮助，

其网址为www.daad.de/accommodation，您可以在此找到您

所在大学城市内各学生宿舍的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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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entenwerk）所

提供的学生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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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德国的魅力...

我女儿陈宁在德国硕士毕业后，被德国莱茵集团公司录取，现在德

国斯图加特上班。女儿能在这国际平台上，为德中及世界各国经济

来往项目服务，这是令我感到最高兴的一件事。

我庆幸当初送女儿到德国留学是完全正确的选择。如今，她实

现了我们心中对她的期望。

女儿在德国留学，不仅开阔了视野，更重要的是学会了真正的

独立。在德国大学里，拥有学识渊博的教授和藏书丰富的图书

馆，还有国际先进的教学方法。在教授们的指导下，我女儿真

正学到了知识，学到了国外先进的理念和经验，学习了跨国文

化，学会了如何与外国人交往，亲身体验了如何将中国文化与

西方文化相融合，还学习了外国企业经济管理知识。

虽然在德国几年的学习和写论文是一个艰苦的过程，但它磨炼

了人的意志，锻炼了人的品格，让人学会了做事的严谨。通过

在德国大学里的学习生活，锻炼了我女儿的独立能力。如今，

她能用两门外语独立处理工作中的事务，这也是让我引以为豪

并感到高兴的一件事。

陈捷平 来自中国福建省福州市，他的女儿陈宁毕业于德国维尔茨堡大

学，学习英语语言文学和企业管理学。

14
德国作为旅游国家有哪些好玩的?

或许您考虑到德国去探望自己的孩子，这是个很好的想法，

德国有很多可去的地方。

德国的风景多种多样并且非常迷人。北部延伸着带有广阔的

沙滩、原野和沼泽的一连串的小岛。密布的混交林和中世纪

的古堡围绕着那些中等高度山脉间的河谷，这些风景吸引着

那些德国浪漫主义的代表们蜂拥而至。在南部地区则是带有

清澈的高山湖泊的阿尔卑斯山脉高高耸立。

不仅仅是那些有代表性的大城市，如柏林、汉堡和慕尼黑值

得一游。因为其实无论是在小城市还是大城市，那里的活动

日程都充斥着不同的文化亮点，例如展览、音乐会、节日文

艺会演、演出、民俗节日联欢、展会和体育活动等等。

不能忘记的是“庆祝活动”。德国全年都有很多地区性的庆祝

活动，这些活动会为那些参与者带来非同一般的经历，例如莱

茵河地区的狂欢节、法尔茨的葡萄酒节以及慕尼黑的啤酒节。

同样，德国烹饪技艺的表现也是多种多样的：从丰盛的、传统

的地区性菜肴例如醋焖牛肉、蹄膀、咸猪手配上新鲜酿制的啤

酒，到顶尖厨房出品的可搭配不同葡萄酒选择的简单美食应有

尽有。当然你在整个德国都可以找到提供各国美食的餐馆。

德国有非常发达的交通网络。无论是开车、坐火车或是飞

机，您的旅行都会非常的舒适和方便。

另外，德国位于欧洲的中心，是考察欧洲其他国家的最佳出

发地。请您亲自前来考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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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里可以获得更多的信息? 

您和您的孩子可以在您的所在地/国获得对于留学计划的建议

和帮助。请您向以下的机构或人员咨询（您在那里还可以获

得更多包括详细信息的DAAD出版物）：

 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DAAD）驻外办事处和信息中心：

 DAAD中国官网：www.daad.org.cn
 DAAD驻京办事处 

 电邮：postmaster@daad.org.cn

 DAAD上海信息中心 

 电邮：shanghai@daad.org.cn

 DAAD广州信息中心 

 电邮：guangzhou@daad.org.cn

 DAAD香港和澳门信息中心 ic.daad.de/hongkong
 电邮：daadhk@hkbu.edu.hk 

 DAAD台北德国学术交流资讯中心 ic.daad.de/taipei
 电邮：info@daad.org.tw

 DAAD向国外的大学派遣的教师和讲师，

 歌德学院以及

 德国的驻外代表机构——即德国大使馆和领事馆

  您还可以通过网络获取信息  
   

 关于德国留学方面的大量信息 签证方面的问题 

 www.daad.de/deutschlandd www.auswaertiges-amt.ded 
 www.study-in.ded   

   奖学金和资助项目信息 

 课程信息 www.funding-guide.ded 

 www.daad.de/international-  
 programmes 学习德语的信息 

 www.hochschulkompass.ded www.deutsch-uni.comd 
 www.universityranking.ded www.goethe.de 
 www.studienwahl.ded www.fadaf.de 
   www.testdaf.de 
   www.daad.de/sommerkursed 

最后，DAAD驻波恩总部的工作人员也会为您提供咨询。请

您不要迟疑，尽管向我们提问吧！

德国的高校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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