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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AD 台北德國學術交流資訊中心為德
國學術交流中心駐台官方機構，於2000

年成立。德國學術交流資訊中心與台北
歌德學院德國文化中心、德國在台協
會合作，提供德國學術和教育等相關資
訊。

DAAD台北德國學術交流資訊中心的主
要工作內容如下︰

■ 提供德國留學相關資訊與免費諮詢服
務。

■ 提供台灣與德國大學及研究機構的學
術交流或合作等諮詢。

■ DAAD獎學金資訊的公佈、申請諮詢 

並舉辦甄選。
■ 提供留學德國歸國學人諮詢服務，並
舉辦座談聚會活動。

■ 與法國、英國、等歐洲國家組織合
作，於每年秋季舉辦歐洲教育展。

地址
DAAD台北德國學術交流資訊中心
台北市100和平西路一段20號11樓
（古亭捷運站出口8或9）

連絡人
主任／金郁夫博士 Dr. Josef Goldberger 

諮詢顧問／董佩蘭 Peilan Tung 

公共事務專員／陶孟麟 Mollien Tao

電話  886-2 – 2367 7871

傳真  886-2 – 2367 5299

E-Mail  info@daad.org.tw

網址  www.daad.org.tw

諮詢時間 星期一 16:00 – 19:00

   星期四 10:00 – 17:00

歡迎加入我們的 Facebook 

和 Youtube

關於我們―
DAAD 台北德國學術交流資訊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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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H

各大學

學校寄給申請者的入學通知

中會寫明DSH舉行的時間和

地點

一般在學期之初

1,000-1,200學時

DSH3> DSH2> DSH1

DSH2

Test DaF

德國「學術考試開發協會」所屬的

「TestDaF Institut」

可在德國考；也可以在全世界各

TestDaF測驗中心參加考試，當然也

可以在台灣參加測驗。

台灣每年舉辦4次考試，分別在4月、

11月（台北）2月、7月（高雄）

1,000-1,200學時

TDN5> TDN4> TDN3

TDN4х4（4個項目均達到4的等級）

主辦單位

考試地點

次數／年

參加考試所需

德語學習時數

評定等級

入學最低分數

DAAD Information Center Taipei 台北德國學術交流資訊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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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認識德國高等教育
德國高等教育非常普及，各類大學院校
共有390所，分布在16個聯邦州。其中綜
合大學（Universität 包括理工大學）120

所；應用科學大學（Fachhochschule）
213 所；藝術、音樂院校57 所。各類大
學共提供20,000多個科系課程。近幾年
德國大學的外國留學生人數逐步增長。
2020年，外國留學生人數超過  30萬
人，約占學生總數的百分之14.2。（資
料來源：HRK Hochschulen in Zahlen 

2020）

德國高等教育學校有哪些類型？
德國的高等學校依據其性質可分為三種
類型：

1. 如何為留學德國做準備 

綜合大學
Universität 

完整的專業學科領域的研
究。適合計畫修讀學士、
碩士和博士的同學就讀。
依專業學科分類還可以區
分為 : 理工大學（TU）或
醫學大學。

應用科學大學
Fachhochschule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實務知識的訓練，將獲得
符合職業具備需求的專業
知識。課程設置包含實習
學期。適合計畫修讀學士
和碩士的同學就讀。

藝術、電影和音樂學院
Kunst- Film- und

Musikhochschulen

藝 術 方 面 的 專 業 領 域 學
習。這類學校開設繪畫、
設計、樂器演奏等專業科
系。現代媒體學科的藝術
學院則開設有導演、攝影
、編劇以及其他電影、電
視創作類等專業科目。

綜合大學
應用科學大學
藝術、音樂院校

國家考試是由國家所頒發的一個畢業考試證明。這表示：考試相關規則不是由大學院校
來規定，而是由各邦政府來制定，考試也是在國家監督下舉行。如果要在德國從事醫生、
獸醫、律師或是藥劑師等職業，則需要參加國家考試。國家考試分為二次，第一次考試
後則可以開始與職業相關的訓練或實習，為第二次國家考試作準備，或是開始做博士研
究。外國留學生也可以參加國家考試，但如果要在台灣開業的話，首先須將在德國取得
的國家考試證明交由教育部認證，而開業許可與否則須依照台灣執業執照法規來辦理。

國家考試
Staatsexamen

學士
Bachelor

� 德國大學教育頒發的
第一個學位

�  學士課程為6-8學期
�  取得學位後可選擇就

讀碩士或進入職場

博士
Doktor (PhD)

� 兩種形式：
 1. 導師師徒制
 2. 建構式博士課程
� 撰寫博士論文

（Dissertation）
� 參加：博士學位口試

（Rigorosum）
              或
論文辯答
（Disputation）

� 通常會花3-5年
� 取得學位後選擇做博

士後研究或進入職場

� 德國大學教育頒發的
第二個學位

� 申請須具相關專業領
域之學士背景

� 撰寫碩士論文
（Masterarbeit）

� 碩士課程約2年

碩士
Master

請參考17頁      
在德國讀博士說明

• 通過 TestDaF或 DSH德語檢定測驗
• 通常要求達 TesDaF 4或 DSH 2以上

如具備下列證明則不需參加 TestDaF 或 DSH語言檢定測驗：
• 德國高中畢業
• 德國文化部長會議頒發「德國語言證書」
• (Deutsches Sprachdiplom StufeII)
• 歌德學院 C2(部分大學接受C1證明)
• telc Deutsch C1 Hochschule語言證明

• 托福 (TOEFL)：大約80至92分以上
• 雅思 (IELTS)：大約6.0至6.5以上

* 少數以英語授課的課程，在申請時會要求具備基礎的德語能力，約
200 - 400學時。

申請以德語授課的課程：

申請以英語授課的課程：

台灣高中畢業，學測成績
須達到53級分以上。

取得教授指導同意或取得
建構式博士班入學許可。

具備相關學科領域的學士
學位。

具備相關學科領域的碩士
學位，且具獨立工作與科
學研究能力。

學歷資格

其他條件

i

學士
Bachelor

碩士
Master

博士
Doktor （PhD）

語言條件 取得資格
申請以德語授課的課程：
� 通過TestDaF或DSH德語檢定測驗
� 通常要求達TesDaF 4或DSH 2以上
如具備下列證明則不需參加 TestDaF 或 DSH語言檢定測驗：
� 德國高中畢業
� 德國文化部長會議頒發「德國語言證書」
� （Deutsches Sprachdiplom Stufe2）
� 歌德學院 C2（部分大學接受C1證明）
� telc Deutsch C1 Hochschule語言證明
申請以英語授課的課程：
� 托福 （TOEFL）：大約80至92分以上
� 雅思 （IELTS）：大約6.0至6.5以上
* 少數以英語授課的課程，在申請時會要求具備基礎的德語能力，

約200 - 400學時。

15%

30%

55%

綜合大學
Universität 

完整的專業學科領域的研
究。適合計畫修讀學士、
碩士和博士的同學就讀。
依專業學科分類還可以區
分為 : 理工大學（TU）或
醫學大學。

應用科學大學
Fachhochschule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實務知識的訓練，將獲得
符合職業具備需求的專業
知識。課程設置包含實習
學期。適合計畫修讀學士
和碩士的同學就讀。

藝術、電影和音樂學院
Kunst- Film- und

Musikhochschulen

藝 術 方 面 的 專 業 領 域 學
習。這類學校開設繪畫、
設計、樂器演奏等專業科
系。現代媒體學科的藝術
學院則開設有導演、攝影
、編劇以及其他電影、電
視創作類等專業科目。

綜合大學
應用科學大學
藝術、音樂院校

國家考試是由國家所頒發的一個畢業考試證明。這表示：考試相關規則不是由大學院校
來規定，而是由各邦政府來制定，考試也是在國家監督下舉行。如果要在德國從事醫生、
獸醫、律師或是藥劑師等職業，則需要參加國家考試。國家考試分為二次，第一次考試
後則可以開始與職業相關的訓練或實習，為第二次國家考試作準備，或是開始做博士研
究。外國留學生也可以參加國家考試，但如果要在台灣開業的話，首先須將在德國取得
的國家考試證明交由教育部認證，而開業許可與否則須依照台灣執業執照法規來辦理。

國家考試
Staatsexamen

學士
Bachelor

� 德國大學教育頒發的
第一個學位

�  學士課程為6-8學期
�  取得學位後可選擇就

讀碩士或進入職場

博士
Doktor (PhD)

� 兩種形式：
 1. 導師師徒制
 2. 建構式博士課程
� 撰寫博士論文

（Dissertation）
� 參加：博士學位口試

（Rigorosum）
              或
論文辯答
（Disputation）

� 通常會花3-5年
� 取得學位後選擇做博

士後研究或進入職場

� 德國大學教育頒發的
第二個學位

� 申請須具相關專業領
域之學士背景

� 撰寫碩士論文
（Masterarbeit）

� 碩士課程約2年

碩士
Master

請參考17頁      
在德國讀博士說明

• 通過 TestDaF或 DSH德語檢定測驗
• 通常要求達 TesDaF 4或 DSH 2以上

如具備下列證明則不需參加 TestDaF 或 DSH語言檢定測驗：
• 德國高中畢業
• 德國文化部長會議頒發「德國語言證書」
• (Deutsches Sprachdiplom StufeII)
• 歌德學院 C2(部分大學接受C1證明)
• telc Deutsch C1 Hochschule語言證明

• 托福 (TOEFL)：大約80至92分以上
• 雅思 (IELTS)：大約6.0至6.5以上

* 少數以英語授課的課程，在申請時會要求具備基礎的德語能力，約
200 - 400學時。

申請以德語授課的課程：

申請以英語授課的課程：

台灣高中畢業，學測成績
須達到53級分以上。

取得教授指導同意或取得
建構式博士班入學許可。

具備相關學科領域的學士
學位。

具備相關學科領域的碩士
學位，且具獨立工作與科
學研究能力。

學歷資格

其他條件

i

學士
Bachelor

碩士
Master

博士
Doktor （PhD）

語言條件 取得資格
申請以德語授課的課程：
� 通過TestDaF或DSH德語檢定測驗
� 通常要求達TesDaF 4或DSH 2以上
如具備下列證明則不需參加 TestDaF 或 DSH語言檢定測驗：
� 德國高中畢業
� 德國文化部長會議頒發「德國語言證書」
� （Deutsches Sprachdiplom Stufe2）
� 歌德學院 C2（部分大學接受C1證明）
� telc Deutsch C1 Hochschule語言證明
申請以英語授課的課程：
� 托福 （TOEFL）：大約80至92分以上
� 雅思 （IELTS）：大約6.0至6.5以上
* 少數以英語授課的課程，在申請時會要求具備基礎的德語能力，

約200 - 400學時。

15%

30%

55%

1. 如何為留學德國做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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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大學（Universität, Uni ）和應用科學大學（Fachhochschule, FH） 
有什麼區別？

綜合大學主要是培養科學研究能力，強調專業理論知識的系統化，畢業生通常都有
較強的獨立工作和科學研究能力。

應用科學大學教學著重實際訓練，除了學習專業理論知識外，並培養如何解決產業
中實際問題的能力。

大學類別 綜合大學 應用科學大學

課程設置 學科較多、專業齊全，包括工
科、理科、文科、法學、經濟
學、社會學、神學、醫學、農
林學等

一般僅設有幾個專業，但特
色極為突出，如工科類、經
濟類、農林、設計、護理等，
通常不設文科類專業。分類較
細，教學安排緊湊並要求較多
實習

畢業學位 Bachelor（修業 3-4 年）
Master（修業 2 年）
PhD（修業 3-5 年）

Bachelor（修業3-4年）
Master（修業2年）
PhD（極少學校提供）

攻讀博士 碩士畢業生可以申請博士學位 優秀碩士畢業生可申請進入綜
合大學攻讀博士學位

科學研究 研究與教學並重，強調基礎研
究和理論知識系統化

除掌握必要的基礎理論外，從
事一定的應用性研究

學校規模 

（學生人數）
15,000人左右 4,000人左右

1. 如何為留學德國做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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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立與私立學校有何區別

德國大部分高校是由國家資助。除此之
外，還有國家承認的150所私立大學，包
含由教會資助的學院，其中大部分是應
用科學大學。但目前德國絕大部分的學
生選擇就讀公立學校，不到百分之十的
學生選擇進入私立大學學習。其主要原
因在於私立學校需要繳納學費，但兩類
高校的教學品質並無差異。
 

德國大學的特色

德國許多大學有數百年的歷史。德國近
代高等教育改革的先驅者威廉 · 馮 · 洪
堡（1767 – 1835）提出的“研究與教學
相統一”的思想至今仍被推崇為大學治
學的指導原則。

德國高等教育政策不是由中央政府統一
制定，而是由16個聯邦州政府來制定。
德國大學享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權，可自
行決定聘任教授和招收學生。因此，在
申請學校時，請務必依您申請學校的要
求來做準備。

1. 如何為留學德國做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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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大學
Universität 

完整的專業學科領域的研
究。適合計畫修讀學士、
碩士和博士的同學就讀。
依專業學科分類還可以區
分為 : 理工大學（TU）或
醫學大學。

應用科學大學
Fachhochschule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實務知識的訓練，將獲得
符合職業具備需求的專業
知識。課程設置包含實習
學期。適合計畫修讀學士
和碩士的同學就讀。

藝術、電影和音樂學院
Kunst- Film- und

Musikhochschulen

藝 術 方 面 的 專 業 領 域 學
習。這類學校開設繪畫、
設計、樂器演奏等專業科
系。現代媒體學科的藝術
學院則開設有導演、攝影
、編劇以及其他電影、電
視創作類等專業科目。

綜合大學
應用科學大學
藝術、音樂院校

國家考試是由國家所頒發的一個畢業考試證明。這表示：考試相關規則不是由大學院校
來規定，而是由各邦政府來制定，考試也是在國家監督下舉行。如果要在德國從事醫生、
獸醫、律師或是藥劑師等職業，則需要參加國家考試。國家考試分為二次，第一次考試
後則可以開始與職業相關的訓練或實習，為第二次國家考試作準備，或是開始做博士研
究。外國留學生也可以參加國家考試，但如果要在台灣開業的話，首先須將在德國取得
的國家考試證明交由教育部認證，而開業許可與否則須依照台灣執業執照法規來辦理。

國家考試
Staatsexamen

學士
Bachelor

� 德國大學教育頒發的
第一個學位

�  學士課程為6-8學期
�  取得學位後可選擇就

讀碩士或進入職場

博士
Doktor (PhD)

� 兩種形式：
 1. 導師師徒制
 2. 建構式博士課程
� 撰寫博士論文

（Dissertation）
� 參加：博士學位口試

（Rigorosum）
              或
論文辯答
（Disputation）

� 通常會花3-5年
� 取得學位後選擇做博

士後研究或進入職場

� 德國大學教育頒發的
第二個學位

� 申請須具相關專業領
域之學士背景

� 撰寫碩士論文
（Masterarbeit）

� 碩士課程約2年

碩士
Master

請參考17頁      
在德國讀博士說明

• 通過 TestDaF或 DSH德語檢定測驗
• 通常要求達 TesDaF 4或 DSH 2以上

如具備下列證明則不需參加 TestDaF 或 DSH語言檢定測驗：
• 德國高中畢業
• 德國文化部長會議頒發「德國語言證書」
• (Deutsches Sprachdiplom StufeII)
• 歌德學院 C2(部分大學接受C1證明)
• telc Deutsch C1 Hochschule語言證明

• 托福 (TOEFL)：大約80至92分以上
• 雅思 (IELTS)：大約6.0至6.5以上

* 少數以英語授課的課程，在申請時會要求具備基礎的德語能力，約
200 - 400學時。

申請以德語授課的課程：

申請以英語授課的課程：

台灣高中畢業，學測成績
須達到53級分以上。

取得教授指導同意或取得
建構式博士班入學許可。

具備相關學科領域的學士
學位。

具備相關學科領域的碩士
學位，且具獨立工作與科
學研究能力。

學歷資格

其他條件

i

學士
Bachelor

碩士
Master

博士
Doktor （PhD）

語言條件 取得資格
申請以德語授課的課程：
� 通過TestDaF或DSH德語檢定測驗
� 通常要求達TesDaF 4或DSH 2以上
如具備下列證明則不需參加 TestDaF 或 DSH語言檢定測驗：
� 德國高中畢業
� 德國文化部長會議頒發「德國語言證書」
� （Deutsches Sprachdiplom Stufe2）
� 歌德學院 C2（部分大學接受C1證明）
� telc Deutsch C1 Hochschule語言證明
申請以英語授課的課程：
� 托福 （TOEFL）：大約80至92分以上
� 雅思 （IELTS）：大約6.0至6.5以上
* 少數以英語授課的課程，在申請時會要求具備基礎的德語能力，

約200 - 400學時。

15%

30%

55%

德國大學畢業文憑

1. 如何為留學德國做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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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德國大學需同時具備學歷資格和語言條件。

我具備德國大學的入學資格嗎？
首先您要確定您要申請的學程：學士、碩士或博士。
再來您要確定您計畫申請的課程語言：英語或德語。
接著須了解申請此學校科系須具備的學歷資格與語言條件。

2. 台灣學生申請德國大學入學條件 

綜合大學
Universität 

完整的專業學科領域的研
究。適合計畫修讀學士、
碩士和博士的同學就讀。
依專業學科分類還可以區
分為 : 理工大學（TU）或
醫學大學。

應用科學大學
Fachhochschule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實務知識的訓練，將獲得
符合職業具備需求的專業
知識。課程設置包含實習
學期。適合計畫修讀學士
和碩士的同學就讀。

藝術、電影和音樂學院
Kunst- Film- und

Musikhochschulen

藝 術 方 面 的 專 業 領 域 學
習。這類學校開設繪畫、
設計、樂器演奏等專業科
系。現代媒體學科的藝術
學院則開設有導演、攝影
、編劇以及其他電影、電
視創作類等專業科目。

綜合大學
應用科學大學
藝術、音樂院校

國家考試是由國家所頒發的一個畢業考試證明。這表示：考試相關規則不是由大學院校
來規定，而是由各邦政府來制定，考試也是在國家監督下舉行。如果要在德國從事醫生、
獸醫、律師或是藥劑師等職業，則需要參加國家考試。國家考試分為二次，第一次考試
後則可以開始與職業相關的訓練或實習，為第二次國家考試作準備，或是開始做博士研
究。外國留學生也可以參加國家考試，但如果要在台灣開業的話，首先須將在德國取得
的國家考試證明交由教育部認證，而開業許可與否則須依照台灣執業執照法規來辦理。

國家考試
Staatsexamen

學士
Bachelor

� 德國大學教育頒發的
第一個學位

�  學士課程為6-8學期
�  取得學位後可選擇就

讀碩士或進入職場

博士
Doktor (PhD)

� 兩種形式：
 1. 導師師徒制
 2. 建構式博士課程
� 撰寫博士論文

（Dissertation）
� 參加：博士學位口試

（Rigorosum）
              或
論文辯答
（Disputation）

� 通常會花3-5年
� 取得學位後選擇做博

士後研究或進入職場

� 德國大學教育頒發的
第二個學位

� 申請須具相關專業領
域之學士背景

� 撰寫碩士論文
（Masterarbeit）

� 碩士課程約2年

碩士
Master

請參考17頁      
在德國讀博士說明

• 通過 TestDaF或 DSH德語檢定測驗
• 通常要求達 TesDaF 4或 DSH 2以上

如具備下列證明則不需參加 TestDaF 或 DSH語言檢定測驗：
• 德國高中畢業
• 德國文化部長會議頒發「德國語言證書」
• (Deutsches Sprachdiplom StufeII)
• 歌德學院 C2(部分大學接受C1證明)
• telc Deutsch C1 Hochschule語言證明

• 托福 (TOEFL)：大約80至92分以上
• 雅思 (IELTS)：大約6.0至6.5以上

* 少數以英語授課的課程，在申請時會要求具備基礎的德語能力，約
200 - 400學時。

申請以德語授課的課程：

申請以英語授課的課程：

台灣高中畢業，學測成績
須達到53級分以上。

取得教授指導同意或取得
建構式博士班入學許可。

具備相關學科領域的學士
學位。

具備相關學科領域的碩士
學位，且具獨立工作與科
學研究能力。

學歷資格

其他條件

i

學士
Bachelor

碩士
Master

博士
Doktor （PhD）

語言條件 取得資格
申請以德語授課的課程：
� 通過TestDaF或DSH德語檢定測驗
� 通常要求達TesDaF 4或DSH 2以上
如具備下列證明則不需參加 TestDaF 或 DSH語言檢定測驗：
� 德國高中畢業
� 德國文化部長會議頒發「德國語言證書」
� （Deutsches Sprachdiplom Stufe2）
� 歌德學院 C2（部分大學接受C1證明）
� telc Deutsch C1 Hochschule語言證明
申請以英語授課的課程：
� 托福 （TOEFL）：大約80至92分以上
� 雅思 （IELTS）：大約6.0至6.5以上
* 少數以英語授課的課程，在申請時會要求具備基礎的德語能力，

約200 - 400學時。

15%

30%

55%

2. 台灣學生申請德國大學入學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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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歷資格注意事項

■ 高中畢業生：台灣高中畢業生，學測
成績達53級分以上不論是考5科還是
4科，則符合申請德國大學的學歷資
格，不須就讀預科先修班或是大學一
年級！

■ 二技畢業生：台灣二技畢業生（ 高職
畢業 + 二專畢業 + 二技畢業 ），取
得學士學位，可以申請德國相關學科
的碩士課程。

■ 五專畢業生：需先就讀一年的大學預
科先修班，且學科需與五專就讀領域
相同，通過學科鑑定考試後，可申請
進入大學就讀。或在台灣插大，完成
大學三年級的課程，可申請德國大學
入學（學科領域需與五專相同）。

2. 台灣學生申請德國大學入學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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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學歷 是否符合直接申 
大學資格 補足學歷資格方式

高     

中

高中畢業
學測成績達53級分以上

高中畢業
學測未達53級分

就讀大學先修班
或

在台灣完成大學一年級學歷

高     

職
高職畢業

四技或大學 
一年級學歷

+
就讀大學先修班

或
四技或大學 
二年級學歷

二     

專

二專畢業
（商業或技術學院）

就讀大學先修班
（ 限申請與專科同一學科領域 ）

或
四年制科技大學 
三年級修業證明

↓
申請大學限與 
專科相同學科

五     

專
五專畢業

就讀大學先修班
（ 限申請與專科同一學科領域 ）

或
四年制（科技）大學 

三年級修業證明
↓

申請大學限與 
專科相同學科

二     

技

二技畢業 可申請學士
（申請碩士必須為： 
高職+二專+二技）

二技畢業 
- 高職+二專+二技 -
（取得學士學位） 可申請碩士

（限與學士相同學科）

針對台灣高中/高職/五專/二專/二技 畢業生申請德國大學的學歷資格， 
請參照下列對照表 

2. 台灣學生申請德國大學入學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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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美國高中學歷或是在台灣的國際學校畢業的學生，是否符合申請德國大學入學
的條件？

國際IB文憑與美國高中文憑申請德國大學資格要求

其他畢業文憑，請參考DAAD德國官網Admission requirements依各國家的學歷條件
申請德國大學來做準備。查詢網頁：www.daad.de/admission

具下列六門IB認定考試科目

SAT/ACT
考試

AP考試
Advanced Placement Tests

符合德國大學申請資格

� 英語
英語文學/英語語言
和寫作

� 其他外語法語/西語/
拉丁文/德語

� 數學/自然科學
微積分AB或BC/生物
學/化學/物理C

� 其他高階科目
如：歐洲史/美國史/
電腦科學/總體或個
體經濟學

� 數學
微積分AB或BC

� 自然科學
生物/化學/物理C

� 語言
法語/西語/拉丁文/
德語/英語文學/英語
語言和寫作

� 其他高階科目
如：歐洲史/美國史/
電腦科學/總體或個
體經濟學

欲申請科系為
� 人文
� 社會科學
� 法律
� 經濟

欲申請科系為
� 數學
� 自然科學
� 醫學
� 藥學
� 技術類

達到等級A或B，其中
一門至少為「語言A」
或「高級語言B」

生物、化學、物理
數學方法、高級數學、
進階數學與高級數學
歷史、地理、經濟
除上列學科外，如藝術
、音樂、戲劇、電影、
文學和表演…
（詳見網站說明）

�  兩門語言

�  一門自然科學
�  一門數學

�  一門社會科學
�  一門其他科目

其中三門科目必須達到高級
(Higher Level, HL），且包含一門
數學或自然科學。

若其中一科不及格僅達到IB 3分，
則須以另一科至少IB 5分作為補救
方法，並僅限一科。

六門要求科目
都須至少達IB 4分

無法直接
申請

德國大學

就讀
大 學
先修班

通過
入學資格
鑑定考試

須有下列4科AP考試
且至少達到grade 3

國際IB文憑
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 Diploma

美國高中文憑
High School Diploma

2. 台灣學生申請德國大學入學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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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大學預科先修班
（Studienkolleg）? 學科能力測驗
（Feststellungsprüfung）?

外籍學生凡是學歷還未能達到直接入學
條件者，必須先申請大學先修班，以取
得申請大學的入學資格。且申請大學先
修班也需具備學校要求的德語能力（一
般需達到B2以上的程度），具備以德語
在先修班學習基礎課程的能力。修讀一
年的課程之後，需通過入學資格「學科
鑑定考試」，才可以取得大學入學的資
格。如果申請者認為自己在德語能力與
專業方面很有把握可以通過「學科鑑定
考試」，經學校同意，也可以不就讀先
修班，直接申請參加此項考試。並非每
所大學都設有大學先修班，通常每一聯
邦只有一所或兩所學校有設立，相關資
訊可以參考下列網頁：
www.studienkollegs.de

如何申請大學預科？

一般情況下，申請德國大學的預科，需
先申請一所德國高校，由德國高校將申
請人推薦到與其合作的預科，之後，申
請人須在入學申請表相應處表明意願，
即表示提出了申請。綜合大學與應用科
學大學分別有各自的預科或幾所大學共
有一所預科，申請者向所希望就讀的
綜合大學或應用科學大學提出申請即
可。進入大學預科必須先通過入學考試
（Aufnahmeprüfung），主要目的是測
試申請者能否用德語聽懂所學的課程，
有時還要加試數學等科目。如未能通過
時，可報名參加為此項考試做準備的預
備班（Vorkurs），但學習位置有限。預
科入學考試通常允許考兩次。 

此外，目前有越來越多的私立預科學校
招生，通過這些私立預科也可以進入德
國大學學習，但需要在申請前詢問清
楚，可以申請哪些大學。這些私立預科
的申請無須通過大學，可直接向私立預
科申請。有關德國大學預科的資訊可在
以下網頁中獲得：
www.studienkollegs.de

2. 台灣學生申請德國大學入學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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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預科先修班專業領域分類

2 確立申請計畫
確認uni-assist申請流程，以確
認清單與截止日期資訊來規劃
申請期程。請同時確認是否有
額外條件，如VPD預審文件
（Vorprüfungsdokumentation）。

4 線上申請
申請註冊My assist帳
號。針對欲申請科系
個別建立一份申請表
格，並上傳所需的文
件。

6 線上申請
將所有所需文件郵寄
至uni-assist，並留意
審核進度與後續系統、
學校的通知。

1 事前準備
確認申請學校所需條
件為該大學自行收件
或透過uni-assist。

3 文件準備
備齊所有必要文件影本
與須公證的文件（並注
意是否須翻譯）。

5 繳納費用
繳納所有申請項目之手
續費，uni-assist在收到
費用與申請文件後才會
進入處理程序。

5

1

2

3

4

6

7

辦理居留簽證
(更換簽證)

辦理學校
註冊手續

銀行開戶

確定住處

辦理居住
登記手續

辦理學生
保險

選課安排

生活費用
住宿、飲食、服裝、
書籍、交通、通訊、
休閒娛樂 ...

學費
大部分公立學校不收
學費，私立學校則須
繳納學費。

學期雜費
社會福利費
學生會費
學期優惠車票 ...

醫療保險
在德國留學必須參加醫療
健康保險，若未出示相關
證明，將無法註冊。

1

2

3
4

5

6

1

2

綜合大學
(Uni)
先修班必修課

-KursT
技術、數學與理科（不含生物學）

-KursS
語言類（不含德語）

德語、第二外語、
歷史或社會/地理課

或德國文學

-KursM
醫學、生物學

-KursG
文科、藝術、德國語言文學

-KursW
經濟學、社會科學

德語、數學、國民經濟學、
企業經濟/管理學或英語、

歷史/地理/社會課、
資訊科學

Kurs WW

經濟類

德語、數學、國民經濟學
和企業管理學、資訊

技術與科學、英語

Kurs GD

設計、藝術類

德語、數學、設計、
物理、電腦設計 Kurs SW

社會科學類

德語、數學、社會科學
（教育學/心理學、社會學、

法學）、資訊技術與
科學、英語

Kurs TI
技術和工程類

應用科學大學
(FH)

先修班必修課

德語、數學、物理學/
化學、資訊科學

德語、生物、化學、
物理、數學、

資訊科學

德語、歷史、德國文學/
部分專業為英語、

社會/地理課

德語、數學、自然科學、
技術製圖或資訊科學

繳交文件
- 申請表（從學校網頁下載）
- 成績單與畢業證書（英文版）
- 語言證明（依申請學校科系要求，提出德語或英語

檢定證明）
- 其他（除上述三項基本文件外，學校還會要求下列

不等文件）：動機信/推薦信/履歷表/實習證明 ...
 *由於各校所要求的文件公證不一，請參考本手冊文

件公證說明
- 備齊所需文件後，於申請截止前將文件寄送至學校

指定收件地址（請注意部分學校要求先在線上申請
後，再寄送文件）

確認學校
-  選出您計劃申請的學校，並查詢學校網頁確認您的

學歷背景是否符合該所學校科系之申請資格。
-  學科查詢資料庫：

 www.hochschulkompass.de
 www.studienwahl.de
 www.study-in-germany.de
                www.myguide.de/en

2. 台灣學生申請德國大學入學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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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TestAS？

TestAS（Test für Ausländische Studierende/ 

Test for Academic Studies）是針對計畫 

赴德攻讀學士課程（Bachelor）的外國
學生所設置的一項標準化學習能力考試。
目前德國少部分大學在錄取外國學生就
讀學士課程時，會關注他們的TestAS成
績。較好的成績會提高學生申請德國大
學的成功率。相關資訊，可參考下列網
頁：www.testas.de

語言能力檢定測驗說明

TestDaF 德福測驗

TestDaF（Test Deutsch als Fremdsprache 

für ausländische Studienbewerber）：
是外籍學生申請德國大學入學時的德
語能力測驗，  由德國的「Te s t  D a F 

Institut」統一命題，每年在分布全球的
TestDaF測驗中心舉行多次的考試。

測驗分為4項目︰閱讀、聽力、寫作、口
語表達。

考試成績按4項內容分別評定等級。  

成績分為3個等級：TDN3、TDN4、
TDN5， TDN 5 為最高等級（TDN :  

TestDaF Niveaustufe）。此分類相當於
歐洲語言共同參考標準所規定的B2級至
C1的等級。

建議計畫申請德國大學的同學，最好可
以先在台灣參加 TestDaF 的測驗，一方
面確定自己的德語能力是否達到德國大
學入學的標準，另一方面也可以免除到
德國後，如果參加大學舉辦的DSH測驗
沒有通過，所帶來的種種不便與金錢時
間的損耗。

在台灣也可以報名參加 TestDaF 測驗
台北TestDaF鑑定中心
LTTC（Language Training and Testing 

Center）財團法人語言測驗訓練中心 

台北市106辛亥路2段170號 1樓（位於台
大校總區）
電話：02- 2362 6385 

E-Mail: testdaf@lttc.ntu.edu.tw

網址：https://www.lttc.ntu.edu.tw/

 

高雄 TestDaF 鑑定中心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外語學院應用德語系
高雄市811楠梓區卓越路2號
電話：07- 601 1000

2. 台灣學生申請德國大學入學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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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H 德語能力測驗

DSH（Deutsche Sprachprüfung für 

den Hochschulzugang ausländischer 

Studienbewerber）：由各德國大學自行
舉辦的入學德語測驗，通過DSH德語能
力測驗，則符合就讀德國大學的語言資
格。各校DSH 考試成績的評定分為三個
不同的等級： DSH1、DSH2、DSH3，
DSH3為高級。原則上達到DSH2程度的
申請者可直接註冊入學，有些專業學科
也可接受成績達到DSH1的申請者。考試
時間等相關資訊，需向您所申請的學校
詢問。但請注意，由於DSH是由各校自
行舉辦，有些學校只接受自己所舉辦的
DSH 成績證明，所以如果您要再申請其
他學校時，請確認是否可接受此DSH證
明。

CEFR「歐語能力評量共同參考標準」/
歌德檢定測驗

相關資訊可參考 https://www.

europaeischer-referenzrahmen.de/

德國歌德學院的語言檢定分級為A1-C2， 

德國各大學均接受C2語言檢定證明為入
學的德語能力要求證明， 部分學校接受
C1程度的證明， 也有少數學校 （音樂
藝術學院） 可接受B2程度的語言檢定。

2. 台灣學生申請德國大學入學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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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語能力檢定測驗 

Goethe – Institut
德語檢定

Test DaF DSH

檢定級數
（CEFR）

A1

A2

B1

B2
TDN 3/TDN 4/TDN 5 DSH 1/DSH 2/DSH 3

C1 < C2

主辦單位 歌德學院 TestDaF Institut 德國各大學

考試地點

不限：
可在德國或台北的歌德
學院參加測驗。

不限：
可在全世界各地的TestDaF

測驗中心舉辦。

德國大學：
學校寄給申請者的入學通
知會寫明DSH舉行的時間
與地點。

次數／年
詳見 

台北歌德學院官網。
台北：2月―11月（共6次）
高雄：2月―11月（共6次）

一般在學期初之前

所     需 

學習時數

A1 80 – 200 學時

約 1,000-1,200 學時 約 1,000-1,200 學時

A2 200 – 350 學時

B1 350 – 650 學時

B2 600 – 800 學時

C1 800 – 1,000 學時

評定等級 C2>C1>B2>B1>A2>A1 TDN 5>TDN 4 >TDN 3 DSH 3>DSH 2>DSH 1

入學要求 C1或C2

TDN 4 x 4

聽說讀寫4項皆達4級分
（大部分學校）

DSH 2

2. 台灣學生申請德國大學入學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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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證明可作學歷證明嗎？

大學語言班和語言學校只是學習德語機
構，不屬於高等教育體制。不論是從歌
德學院、其他語言機構或大學語言班得
到的語言學習證明，或是考試證書， 均
不能視為正式的學歷。

如果我的學歷已符合大學入學學歷資格，
但語言條件還未達到學校要求標準，可
以先就讀大學舉辦的 DSH 準備班嗎？
是否收費？

少數大學提供德語課程給尚未具備足夠
德語能力的學生申請就讀，但申請者還
是須經由申請大學入學的程序提出申
請，經過申請審核後，並符合學校要
求的最低德語能力（極少數學校要求
B1 以上的程度，大部的學校要求要達到 

B2），且在學校有足夠的語言班學習名
額的情況下，則可以先就讀該校的 DSH 

準備班，如能順利通過學校舉辦的 DSH 

考試，便可正式註冊開始學習。但如申
請者不能提供有效的「德語能力證明」 

通常會被拒絕。且並不是所有的德國大
學都設有DSH 準備班，目前德國大學
開設的 DSH 準備班也都是要額外繳費
的。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數的大學不再
獨立開設語言班。如果您沒通過分級考
試，就必須設法報名就讀其他的語言學
校。各大學寄給申請者的入學通知中會
寫明 DSH 舉行的時間和地點。但如果

您已經有TestDaF 的成績證明，就不需
要再參加DSH的考試。

能否先自費去德國讀語言學校，然後再
申請大學？

這是許多同學採用的方式。但須考量以
下幾個問題：一、語言學校的學生並無
正式大學學生身分，因此無法享有大學
生的權利與優惠；二、在辦理長期簽證
時，請注意德國在台協會目前對於語言
學習簽證的要求，請先備齊相關證明文
件，有關留學簽證相關問題，請參考德
國在台協會網頁說明：
 www.taipei.diplo.de

德語學習

■ 歌德學院（Goethe-Institut）為教學
品質倍受肯定的語言學校。可提供欲
前往德國學習德語的同學做選擇。相
關資訊您可以向台北歌德學院詢問： 

www.goethe.de/taipei

■ FaDaF「德語教學專業協會」提供有
關德語學習機構以及與大學語言班合
作的語言課程資訊，詳細內容請參考
下列網頁：www.fadaf.de

2. 台灣學生申請德國大學入學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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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國讀博士

德國大學提供很多攻讀博士的可能性，對於留學生來說非常具有吸引力。讀博士
分為兩種型式：

■ 博士導師制：在德國讀博士學位的傳統方式，也是廣泛常用的方式。也就是所
謂的「學徒制」。

博士研究生找一位大學教授作為導師，即所謂的 „Doktorvater� 或 „Doktormutter�，
並指導他們獨立完成研究工作。取得博士學位時間取決於個人的時間規劃，通常
是三到五年。
博士生可在下列場所進行博士研究：
• 在註冊的大學院校
• 在大學之外的研究機構
• 在相關的企業

注意事項：
德國教授可以自由決定選擇博士生，為獲得教授的指導許可，您必須提供具有說
服力的博士研究計畫。瞭解哪些德國大學有哪些教授與您要做的研究領域相同， 

並與教授聯繫。有關德國學校、研究機構與教授的相關資訊，您可由下列網頁來
查詢：
www.research-in-germany.de（在德國讀博士或研究資訊網頁） 

www.gerit.org（德國研究機構搜尋網頁）
www.phdgermany.de（德國博士研究生缺額搜尋） 

www.academics.de（德國學術研究搜尋）

修讀博士學位，一般可以用德語或英語，對於語言的要求由博士指導教授來定，
根據申請者的不同情況，教授有可能要求在開始博士學業（主要是獨立研究工
作）之前，補修一些必要的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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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構式博士班課程：系統性的博士課程，較類似英、美國家的博士課程。

此博士課程是由多位教授組成研究團隊，帶領輔導博士生從事相關領域或跨領域
的科學研究計畫。此博士研究計畫約三至四年。您可以由下列搜尋網頁查詢提供
建構式博士班的研究機構：
www.daad.de/idp

www.research-in-germany.de/promotion

www.doctoral-programs.de

申請德國博士的步驟：

確定研究主題、尋找博士指導教授或向提供建構式博士課程研究機構，提出申
請。寫信聯繫、按要求提交個人資料、收到教授或研究機構的同意函後，即可辦
理其他註冊程序並可提出申請獎學金（獎學金資訊請見2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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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德國學校的過程並不複雜，備齊申
請學校所需的文件，於申請截止前將資
料寄至收件地點即可，不需要透過代
辦中心，且德國大學只接受學生直接申
請，不接受代辦或仲介公司代為申請。
至於是否能申請到德國大學入學，完全
取決於您是否符合學校所要求的申請條
件，但由於近年來德國已成為熱門的留
學國家，提出申請的國際學生眾多也有
競爭，因此我們建議您同時申請多所學
校，以增加錄取的機會。

3.1 如何找到適合自己的學校科系？

您已經初步瞭解德國大學的概況，下一
步就是依您的興趣與所學，來選擇計畫
申請的學校科系。德國大學沒有優劣之
分，所以建議應先以您的興趣來做為選
擇學校科系的最優先考量。

國際課程

目前德國大學院校提供了2,000多項國
際課程。這些國際學士、碩士、博士課

3. 申請德國大學的程序  

程（International Bachelor, Master and 

Doctoral Programmes in Germany）的
特色是學術水準高、課程安排緊湊，並
為學生提供完備的輔導與幫助。國際課
程的授課語言通常為英語，但有些學校
也提供專業課程外的德語課程，國際課
程約有一半的學生是外國留學生，另一
半為德國當地學生。

查詢以英語授課的國際學士、碩士、部
份博士課程：www.daad.de/idp

德國大學有排名嗎？

德國大學沒有官方排名，也沒有優劣之
分，每所大學都有自己的特點，在專業
領域上各有強項。德國高等教育發展中
心和德國時代週報對德國大學現狀進行
了評比（ CHE University Ranking 大學
排名），分別按專業、師資力量、學校
的軟硬體等進行客觀排序，詳細資訊查
詢：
ranking.zeit.de/che/en/

3. 申請德國大學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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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確認學校後，備齊文件在期限內提出申請

實習經歷作為入學申請條件

德國部分專業學科，特別是一些應用
科學大學所開設的專業學科會要求申
請者提出實習經歷作為申請入學的條
件之一。有些專業科目會要求實習時
間可能長達數月。因此，請提前向您
計畫申請的學校詢問，是否需要實習
等證明為入學申請的條件。

2 確立申請計畫
確認uni-assist申請流程，以確
認清單與截止日期資訊來規劃
申請期程。請同時確認是否有
額外條件，如VPD預審文件
（Vorprüfungsdokumentation）。

4 線上申請
申請註冊My assist帳
號。針對欲申請科系
個別建立一份申請表
格，並上傳所需的文
件。

6 線上申請
將所有所需文件郵寄
至uni-assist，並留意
審核進度與後續系統、
學校的通知。

1 事前準備
確認申請學校所需條
件為該大學自行收件
或透過uni-assist。

3 文件準備
備齊所有必要文件影本
與須公證的文件（並注
意是否須翻譯）。

5 繳納費用
繳納所有申請項目之手
續費，uni-assist在收到
費用與申請文件後才會
進入處理程序。

5

1

2

3

4

6

7

辦理居留簽證
(更換簽證)

辦理學校
註冊手續

銀行開戶

確定住處

辦理居住
登記手續

辦理學生
保險

選課安排

生活費用
住宿、飲食、服裝、
書籍、交通、通訊、
休閒娛樂 ...

學費
大部分公立學校不收
學費，私立學校則須
繳納學費。

學期雜費
社會福利費
學生會費
學期優惠車票 ...

醫療保險
在德國留學必須參加醫療
健康保險，若未出示相關
證明，將無法註冊。

1

2

3
4

5

6

1

2

綜合大學
(Uni)
先修班必修課

-KursT
技術、數學與理科（不含生物學）

-KursS
語言類（不含德語）

德語、第二外語、
歷史或社會/地理課

或德國文學

-KursM
醫學、生物學

-KursG
文科、藝術、德國語言文學

-KursW
經濟學、社會科學

德語、數學、國民經濟學、
企業經濟/管理學或英語、

歷史/地理/社會課、
資訊科學

Kurs WW

經濟類

德語、數學、國民經濟學
和企業管理學、資訊

技術與科學、英語

Kurs GD

設計、藝術類

德語、數學、設計、
物理、電腦設計 Kurs SW

社會科學類

德語、數學、社會科學
（教育學/心理學、社會學、

法學）、資訊技術與
科學、英語

Kurs TI
技術和工程類

應用科學大學
(FH)

先修班必修課

德語、數學、物理學/
化學、資訊科學

德語、生物、化學、
物理、數學、

資訊科學

德語、歷史、德國文學/
部分專業為英語、

社會/地理課

德語、數學、自然科學、
技術製圖或資訊科學

繳交文件
- 申請表（從學校網頁下載）
- 成績單與畢業證書（英文版）
- 語言證明（依申請學校科系要求，提出德語或英語

檢定證明）
- 其他（除上述三項基本文件外，學校還會要求下列

不等文件）：動機信/推薦信/履歷表/實習證明 ...
 *由於各校所要求的文件公證不一，請參考本手冊文

件公證說明
- 備齊所需文件後，於申請截止前將文件寄送至學校

指定收件地址（請注意部分學校要求先在線上申請
後，再寄送文件）

確認學校
-  選出您計劃申請的學校，並查詢學校網頁確認您的

學歷背景是否符合該所學校科系之申請資格。
-  學科查詢資料庫：

 www.hochschulkompass.de
 www.studienwahl.de
 www.study-in-germany.de
                www.myguide.de/en

什麼時候提出入學申請？

建議最好先查詢您要申請學校的網頁說
明，依學校的規定提出申請。建議您最
好在截止日期二個月前將所需文件寄
出，以便後續準備工作。以綜合大學為
例，大部分的科系申請入時程如下：

3. 申請德國大學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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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藝術與音樂學院應注意什麼問題？

申請藝術創作、設計、音樂等科目，除
了德語能力之外，會依申請者申請的科
系不同，而有不同的要求，例如要求附
上作品或是必須參加甄試、專業能力考
試等。由於各個學校接受申請報名作業
時間不一致，所以建議同學最好提前一
年就開始準備。

德國大學名額限制（NC）的學科有哪些？

名額限制的科系項目與名額依每所學校
的規定而不同。一般來說熱門的專業科
目多為名額限制的學科，例如：醫學、
藥學、生物學（包含生物科技、生物化
學）、心理學、資訊科學、建築學、經
濟、企管等學科。除此之外，有些學校
也有各別的名額限制的科系，其內容則
依各校而定。

冬季學期（WS） 夏季學期（SS）

申請截止 7月15日（部分學科申請截止日
期較早）

1月15日（只有部分學校學科在
夏季學期招生）

入學通知 約8月或9月寄出 約2月寄出

開學時間 約10月上旬開課 約4月上旬開課

注意：以英語授課的國際課程、音樂藝術學院和應用科學大學申請入學截止日期較 
            早，大部分學校學科只於冬季學期招生，且各校無統一規定，務必請事先透過該校網頁 
             查詢。

由於這些熱門學科申請人數過多，學校
學習名額有限，因此各校實施名額限制
的措施，但其中仍有一定比例的名額專
門是分配給外國學生的，至於是否能被
錄取，關鍵在於申請者的成績。但申請
這類的科系方式與一般申請學校入學的
方式一樣。

uni-assist 外國學生申請大學服務處

 

uni-assist （Arbeits- und Servicestelle für 

internationale Studienbewerbungen） 

外國學生申請大學服務處，負責外籍學
生申請德國大學申請的初步收件審查，
經由uni-assist的審理，外籍學生在申請
多所學校時，只需繳交一份完整的申請

3. 申請德國大學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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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即可，所有的申請文件、申請資格
將由uni-assist先做審核，符合條件者的
申請文件由uni- assist轉給其希望就讀
的學校，但是否接受申請，最後決定權
在於學校，錄取通知也由學校來核發。
目前 uni-assist 的成員院校已超過 180 

所，具體的名單以及申請程序請參見 

uni-assist 網頁：www.uni-assist.de

遞交大學申請文件必須完整，遞交截止
日期以各大學的申請截止日期為準，寄
往 uni-assist 的申請文件最好在各校申請
截止日期前 6 周寄達。

申請多所學校請注意：
1. 是否所申請的大學都是 uni-assist 成
員院校，uni-assist 只受理對成員院
校的申請，非 uni-assist 成員院校的
申請寄到 uni-assist，既不能受理也不
轉遞。

2. 申請多所 uni-assist 成員院校只需遞
交一份公證後的申請文件。

3. 各校各科系對申請文件的要求不同，
申請者務必按各科系的要求遞交申
請文件，如果您的申請文件不完整，
uni-assist 會通知補件；如果您的申
請材料齊全並符合學校的入學要求，
則會被轉至申請的學校。

2 確立申請計畫
確認uni-assist申請流程，以確
認清單與截止日期資訊來規劃
申請期程。請同時確認是否有
額外條件，如VPD預審文件
（Vorprüfungsdokumentation）。

4 線上申請
申請註冊My assist帳
號。針對欲申請科系
個別建立一份申請表
格，並上傳所需的文
件。

6 線上申請
將所有所需文件郵寄
至uni-assist，並留意
審核進度與後續系統、
學校的通知。

1 事前準備
確認申請學校所需條
件為該大學自行收件
或透過uni-assist。

3 文件準備
備齊所有必要文件影本
與須公證的文件（並注
意是否須翻譯）。

5 繳納費用
繳納所有申請項目之手
續費，uni-assist在收到
費用與申請文件後才會
進入處理程序。

5

1

2

3

4

6

7

辦理居留簽證
(更換簽證)

辦理學校
註冊手續

銀行開戶

確定住處

辦理居住
登記手續

辦理學生
保險

選課安排

生活費用
住宿、飲食、服裝、
書籍、交通、通訊、
休閒娛樂 ...

學費
大部分公立學校不收
學費，私立學校則須
繳納學費。

學期雜費
社會福利費
學生會費
學期優惠車票 ...

醫療保險
在德國留學必須參加醫療
健康保險，若未出示相關
證明，將無法註冊。

1

2

3
4

5

6

1

2

綜合大學
(Uni)
先修班必修課

-KursT
技術、數學與理科（不含生物學）

-KursS
語言類（不含德語）

德語、第二外語、
歷史或社會/地理課

或德國文學

-KursM
醫學、生物學

-KursG
文科、藝術、德國語言文學

-KursW
經濟學、社會科學

德語、數學、國民經濟學、
企業經濟/管理學或英語、

歷史/地理/社會課、
資訊科學

Kurs WW

經濟類

德語、數學、國民經濟學
和企業管理學、資訊

技術與科學、英語

Kurs GD

設計、藝術類

德語、數學、設計、
物理、電腦設計 Kurs SW

社會科學類

德語、數學、社會科學
（教育學/心理學、社會學、

法學）、資訊技術與
科學、英語

Kurs TI
技術和工程類

應用科學大學
(FH)

先修班必修課

德語、數學、物理學/
化學、資訊科學

德語、生物、化學、
物理、數學、

資訊科學

德語、歷史、德國文學/
部分專業為英語、

社會/地理課

德語、數學、自然科學、
技術製圖或資訊科學

繳交文件
- 申請表（從學校網頁下載）
- 成績單與畢業證書（英文版）
- 語言證明（依申請學校科系要求，提出德語或英語

檢定證明）
- 其他（除上述三項基本文件外，學校還會要求下列

不等文件）：動機信/推薦信/履歷表/實習證明 ...
 *由於各校所要求的文件公證不一，請參考本手冊文

件公證說明
- 備齊所需文件後，於申請截止前將文件寄送至學校

指定收件地址（請注意部分學校要求先在線上申請
後，再寄送文件）

確認學校
-  選出您計劃申請的學校，並查詢學校網頁確認您的

學歷背景是否符合該所學校科系之申請資格。
-  學科查詢資料庫：

 www.hochschulkompass.de
 www.studienwahl.de
 www.study-in-germany.de
                www.myguide.de/en

3. 申請德國大學的程序

uni-assist 申請步驟



23

4. 向 uni-assist 遞交申請文件時，請附
上聯繫 E-Mail，以便 uni-assist 在有
問題時能與申請者聯繫。如申請者沒
有被錄取，申請文件將在 uni-assist 

保留一年後銷毀，不回寄。

文件公證說明

學校成績單和學測成績單如果是由學校
和學測中心以信封彌封蓋章的方式寄
發，則不須再經過其他單位公證。可以
將彌封的文件直接提交給uni-assist，但 

如果是未經由核發單位直接彌封核發的
文件，則須要經過公證。

學歷文件可至下列機構來做認證：
• 核發學歷文件的學校，
• 台灣相關單位授權可辦理認證的單位
（地方法院所屬民間公證人）
• 德國在台協會
（特殊情況依學校而定）

文件認證須注意事項：
文件正本（或影本）的認證，需有官方
原始印鑑（圓形或橢圓形）以及簽名，
只有簽名印鑑是不能被接受的。
若是多頁的影本文件，每一頁都須蓋上
原始印鑑。或是多頁文件除了第一頁完
整覆蓋印鑑外，其餘各頁可以翻摺或是
重疊的方式裝訂，使每一頁均有印鑑的
一部份也可接受。

不須認證的申請文件：
護照、簡歷、護照照片、動機信、推薦
信、工作經驗、實習證明以及TestAS等
文件，不須經過認證即可經由您在uni- 

assist登記的帳號上傳至uni-assist。但請 

注意，每所學校科系的申請截止時間不
同，請在學校規定的申請時間內完成所
有申請程序。

台灣學生申請德國大學不需要APS學歷
審核

留德人員審核處（APS）是德國駐北京 

大使館於2001年所設立的一個機構，其
任務為審核大陸學生申請德國入學時所
提出的學歷文件是否符合申請條件等相
關事宜。

APS基本上是針對中國大陸的留學生所
設立的，不適用於台灣學生！偶爾有錯
將台灣學生的申請文件誤認為是中國大
陸的學生，而將文件退回，要求需先經
過APS的審核。當然這是錯誤的資訊。
如您遇到上述情況，請您務必儘速與我
們聯繫。但如果您是在中國大陸念書的
台灣學生，您的學歷是中國大學的學
歷，因此在申請德國大學時，您的學歷
是需要經過北京德國APS 機構的學歷審
核。

3. 申請德國大學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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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留學規劃中非常重要的一部份就是資金問題，您在準備赴德留學之前，首先要
確定您有足夠的留學經費。

留學德國需要有哪些費用？

4. 留學德國費用  

2 確立申請計畫
確認uni-assist申請流程，以確
認清單與截止日期資訊來規劃
申請期程。請同時確認是否有
額外條件，如VPD預審文件
（Vorprüfungsdokumentation）。

4 線上申請
申請註冊My assist帳
號。針對欲申請科系
個別建立一份申請表
格，並上傳所需的文
件。

6 線上申請
將所有所需文件郵寄
至uni-assist，並留意
審核進度與後續系統、
學校的通知。

1 事前準備
確認申請學校所需條
件為該大學自行收件
或透過uni-assist。

3 文件準備
備齊所有必要文件影本
與須公證的文件（並注
意是否須翻譯）。

5 繳納費用
繳納所有申請項目之手
續費，uni-assist在收到
費用與申請文件後才會
進入處理程序。

5

1

2

3

4

6

7

辦理居留簽證
(更換簽證)

辦理學校
註冊手續

銀行開戶

確定住處

辦理居住
登記手續

辦理學生
保險

選課安排

生活費用
住宿、飲食、服裝、
書籍、交通、通訊、
休閒娛樂 ...

學費
大部分公立學校不收
學費，私立學校則須
繳納學費。

學期雜費
社會福利費
學生會費
學期優惠車票 ...

醫療保險
在德國留學必須參加醫療
健康保險，若未出示相關
證明，將無法註冊。

1

2

3
4

5

6

1

2

綜合大學
(Uni)
先修班必修課

-KursT
技術、數學與理科（不含生物學）

-KursS
語言類（不含德語）

德語、第二外語、
歷史或社會/地理課

或德國文學

-KursM
醫學、生物學

-KursG
文科、藝術、德國語言文學

-KursW
經濟學、社會科學

德語、數學、國民經濟學、
企業經濟/管理學或英語、

歷史/地理/社會課、
資訊科學

Kurs WW

經濟類

德語、數學、國民經濟學
和企業管理學、資訊

技術與科學、英語

Kurs GD

設計、藝術類

德語、數學、設計、
物理、電腦設計 Kurs SW

社會科學類

德語、數學、社會科學
（教育學/心理學、社會學、

法學）、資訊技術與
科學、英語

Kurs TI
技術和工程類

應用科學大學
(FH)

先修班必修課

德語、數學、物理學/
化學、資訊科學

德語、生物、化學、
物理、數學、

資訊科學

德語、歷史、德國文學/
部分專業為英語、

社會/地理課

德語、數學、自然科學、
技術製圖或資訊科學

繳交文件
- 申請表（從學校網頁下載）
- 成績單與畢業證書（英文版）
- 語言證明（依申請學校科系要求，提出德語或英語

檢定證明）
- 其他（除上述三項基本文件外，學校還會要求下列

不等文件）：動機信/推薦信/履歷表/實習證明 ...
 *由於各校所要求的文件公證不一，請參考本手冊文

件公證說明
- 備齊所需文件後，於申請截止前將文件寄送至學校

指定收件地址（請注意部分學校要求先在線上申請
後，再寄送文件）

確認學校
-  選出您計劃申請的學校，並查詢學校網頁確認您的

學歷背景是否符合該所學校科系之申請資格。
-  學科查詢資料庫：

 www.hochschulkompass.de
 www.studienwahl.de
 www.study-in-germany.de
                www.myguide.de/en

4. 留學德國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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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費

德國大學院校絕大部分是由國家撥款資
助的公立學校，這些學校一般不收費。

德國16個邦政府中，只有Baden 

Württenberg邦收學費，每學期1500歐元。
收學費的課程為：（Bachelor, Master, 

Diplom, Staatsexamen），就讀博士或
交換學生不收學費。個別聯邦州對攻讀
第二個學位（Zweitstudium）或者學習
時間超長（Langzeitstudium）的學生收
取學費。一些特定的碩士課程，例如：
國際課程的MBA學程，有些是有可能需
要付較高的學費。德國的私立學校通常
也需繳付較高的學費。但相較於英美國
家，此學費還是很低廉。
在德國，學費的高低不能說明教學品
質。即便是免收學費的專業也具有良好
的品質。

學期雜費

在德國所有的學生每學期註冊都要繳交
學期雜費（Semesterbeitrag），其金額 

各學校不盡相同，一般來說每學期大約
為150 至350歐元。學期雜費是由大學來
收， 內容包括：

■ 社會福利費（ Sozialbeitrag /

  Studentenwerkbeitrag）：費用為支
付大學服務處的社會福利設施，如：
學生餐廳、咖啡廳、學生宿舍或體育
設施。

■ 學生會費：用來資助學生代表組織委
員會運作，與舉辦活動的費用（例
如：大學生議會）。

■ 學期優惠車票（並非每所學校都有這
項費用）：持學期優惠車票可以搭乘
所有的大眾交通工具，例如：公車、
地鐵、輕軌列車等，以及大學所在城
市周邊的郊區鐵路，不用再額外付
費。

舉例：波昂大學 學期雜費金額和項目

管理費 11.50 歐元

學生會費 100.00 歐元

社會福利費 6.21歐元

學期優惠車票 192.20 歐元

總計 309.91 歐元

4. 留學德國費用



26 

生活費用

如果與其他歐洲國家比較，德國的生活
費並不昂貴。

大學生在德國每月的生活費要多少，其
實很難一概而論。因為所在的城市不
同，需求也會不同。一般來說，在比較
小的城市的生活費會低於在較大城市的
生活費。當然，您所需的生活費也取決
於您個人的生活方式。

在德國的大學生平均每月的生活費約
850歐元（包含食、衣、住、行）。

房租在大學生每月的生活花費中占的比
例最高。但是，各地的租金差價很大， 

根據城市不同，在漢堡、慕尼黑、科隆
和法蘭克福等一些大城市的房租遠高於
平均水準。如果您希望能節省生活費，
您可以選擇住在學校提供的學生宿舍。

但大學生享有很多優惠。例如：電影
院、戲劇院、歌劇院、博物館等文化設
施都提供減價門票。學生訂閱報紙和雜
誌也有優惠。在大學所在的城市或區域
搭乘大眾交通工具，也有優惠。

關於學生生活各方面的更多資訊，請參
考下列網頁：www.study-in-germany.de 

下圖為海德堡大學校友所提供每月生活
支出明細參考 （交通費已包含在學期雜
費中）。

醫療保險

在德國留學必須要參加醫療健康保險。 

如果沒有出示相關證明，則無法註冊。 

德國有兩種醫療保險：  法定醫療保險  

GKV（ Gesetzliche Krankenversicherung）
和私人醫療保險 PKV（Private

 Krankenversicherung）。

如果您入學時的年齡不超過30歲，或者
就讀時不超過第14個學期，您就可以在
法定的醫療保險公司以學生身份投保，
這項保險對大學生提供優惠的價格。目
前醫療保險費每月大約為110歐元。但如
果您超過30 歲，還是可以投保法定醫療
保險，但沒有學生優惠。

生活費參考

房租 199 €

學生醫療保險 110 €

飲食餐點 300 €

電信費 10 €

日常用品與雜支 50 €

休閒娛樂 100 €

總計 769 €

4. 留學德國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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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在德國以外的一些私人保險在德國也
有可能有效，具體的情況請您需向您的
保險公司詢問。如果您的醫療保險在德
國獲得承認，您需要在德國大學註冊時
提供一份證明，表明您被免除在德國法
定保險的義務，但是這樣您今後在德國
大學學習階段就無法再參加德國的法定
醫療保險。因此請務必在出發赴德國之
前清楚地向您的保險公司詢問相關問
題。因為您在註冊時就需提出醫療保險
的證明。

如何證明我留學費用有來源的保障？

您在赴德國留學之前必須證明您有能力
負擔留學期間所需的費用，也就是說您
需要提供一份財力證明。這是在辦理簽
證時需要提出，目前依照德國在台協會
辦理簽證的規定，財力證明是以辦理德

國銀行的限制提領帳戶為依據，有關財
力證明與限制提領帳戶的資訊，請參考
德國在台協會網頁說明：
 http://www.taipei.diplo.de/

在德國允許外國學生打工嗎？是否可以
作為生活經濟來源？

在德國大學正式註冊的學位學生是可以
合法打工，但每星期不得超過20小時，
每年不得超過120天。如果是在語言學校
學習語言的學生和交換生，是不可以打
工的。但初到德國的學生需要大量的時
間和精力適應學校課程並安頓生活，因
此，並不建議學生以打工來賺取生活費
用，以免顧此失彼。而且打工機會並不
是到處都有，若是要以打工來維持生計
並非易事，且容易荒廢學業。

4. 留學德國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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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AD德國學術交流中心、教育部與科
技部等機構，每年提供短期或長期赴德
就讀學位或學術研究等多項獎學金。大
部分的德國學校不收學費，所以獎學金
的資助則是提供生活費用的補助。

DAAD 德國學術交流中心獎學金

■ 博士生暨年輕學者獎學金
 （適合台灣碩士畢業、博士生、博士
後研究者申請）

■ GSSP建構式博士班推甄獎學金
 （適合已申請且註冊建構式博士班的
學生，由學校推選方式申請）

■ 再度邀請前DAAD獎學金得主回德研
習獎助（適合曾得過DAAD獎學金的
學者申請）

■ 大學暑期課程獎學金
 （適合大學二年級以上、已取得德語
能力B1證明的在學學生申請）

■ 藝術工作者獎學金
 （適合音樂藝術類科畢業赴德進修深
造者申請）

■ 音樂藝術類科大學院校教師進修研習
獎助金（適合任教於大學院校音樂藝
術類科教師申請）

5. 留學德國獎學金  

■ 藝術家駐點柏林獎學金
 （適合文學、音樂、雕塑繪畫、電影
方面的藝術家申請）

■ 學生團體赴德遊學資助辦法
 （適合大學院校學生團體申請）

各項獎學金申請截止日期與詳細申請方
式，請參考本中心網頁說明：
 https://www.daad.org.tw

德國研究機構與基金會提供多項目的獎
助機會，資料查詢：
https://www.stipendienlotse.de

德國博士與博士後研究職缺獎助資料庫

■ PhD Germany 資料庫  

 http://www.phdgermany.de

 提供德國大學與研究機構博士與博士
後研究的職缺搜尋，部分研究職位有
提供獎助金。

■ International Doctoral Programmes 

建構式博士課程搜尋資料庫
 http://www.daad.de/idp

 部分建構式博士課程也有提供獎學
金。 

 

5. 留學德國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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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德國大學研究機構提供的 
獎助機會

部分德國大學或研究機構，不定期的
會提供博士的研究獎助，相關資訊將
會在我們的網頁與Facebook上提供最
新訊息。

宗倬章教育基金會碩士進修獎學金

DAAD台北德國學術交流資訊中心與宗
倬章教育基金會合作，提供台灣優秀學
士畢業生，赴德國進修碩士獎學金。
（適合在台灣就讀理工、自然學科大學
畢業生申請）
以上獎學金詳細內容與申請資格與期
限，請參考本中心網頁說明：
 http://www.daad.org.tw

DAAD與科技部MoST合作之獎助金

■ 研究人員交換計畫
 （臺德雙邊科技合作）
■ DAAD / 科技部MoST博士三明治計畫
 （國內博士研究生赴德國研究）
■ 科技部MoST與德國國際合作人員交
流PPP計畫

 （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執行者、助理
教授以上之專任教職人員、具博士學
位之研究人員，赴德研習）

■ 研究生暑期研究計畫
 Summer Institute Programme

 （碩、博士生赴德國參訪、專業實習） 

以上獎學金詳細內容與申請資格與期
限，請洽詢：科技部國際合作司
李蕙瑩 女士 02-2737 7150    

Email: vvlee@most.gov.tw

臺德MoST/DFG雙邊科技合作協議補助

德國研究協會（DFG）與科技部 

（MoST）科技合作，補助短期訪問、雙
邊訪問、雙邊研討會等項目。
詳細內容請洽詢 科技部國際合作司： 

李蕙瑩 女士 02-2737 7150   

Email: vvlee@most.gov.tw

教育部公費留德獎學金項目

■ 碩、博士公費獎學金
■ 學海計畫系列獎學金（研習、海外實
習）

■ 教育部歐盟獎學金（由獲得歐盟碩、
博士獎學金初選入選者報名申請）

以上獎學金詳細內容與申請資格與期
限，請洽詢：教育部國際與兩岸教育司
查詢網址：http://www.edu.tw/

5. 留學德國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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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ASMUS MUNDUS 歐盟獎學金

Erasmus Mundus 碩、博士獎學金獎學
金詳細內容，請洽詢：
歐盟經貿辦事處 聯絡人： 葉恩旬 小姐  

02 -27577211

歐洲留學獎學金

臺灣歐洲教育推廣協會提供歐洲碩士獎
學金，詳細資訊請參考：
https://eef-taiwan.org.tw

Alexander von Humboldt-Stiftung 
AvH 亞歷山大－洪堡基金會

亞歷山大－洪堡基金會是由德國設立的
公益組織，以資助國際學術研究為目
的，使世界各國的優秀學者能在德國做
長期的學術研究，並資助因此而建立的
學術聯繫與交流。提供博士後學者研究
資助。詳情請洽： 

https://www.humboldt-foundation.de

5. 留學德國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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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辦理簽證

如果您收到德國大學的入學許可或是您
先申請了語言學校之後再申請大學，在
您繳交語言學校的費用，收到語言學
校的證明通知後，都需先辦理簽證。各
簽證類型需準備之文件，與簽證申請方
式，請您先參考德國在台協會網頁說
明，先做準備，並上網預約面談時間。

德國在台協會
11049臺北市信義路五段7號33樓
簽證組電話：02 8722-2820    

https://taipei.diplo.de

6.2. 準備尋找在德國期間的住處

德國大學生可以住在學生宿舍或是私人
住宅。請注意，您在德國大學註冊時， 

學校一般不會自動為您安排學生宿舍。
您需要自己尋找住處。

由於學校所在城市與每個人的需求不
同，有時想要找到合適滿意的房子並非
易事。因此，建議您最好在您到達德國
之前就開始尋找。

您可以在德國大學的外事處獲得關於租
房很多實用的訊息。

6. 出國前準備  

如何申請學生宿舍？

德國各大學城內均建有許多學生宿舍。
住學生宿舍通常是最經濟的住宿方式。
建議您一收到德國大學的入學通知書
後，立刻就提出宿舍申請。申請方式是
向學校當地的大學生服務中心提交申
請。但有些學校會要求必須是正式的註
冊學生才可以提出宿舍的申請，因此建
議您註冊後立即提出宿舍的申請， 以減
少等待的時間。

德國學生宿舍的管理方式與台灣不同： 

在德國的學生宿舍您可擁有個人的房
間，衛浴廚房與其他的學生共用，而費
用的分擔也依情況而定。您可以選擇您
要住單人套房（Apartment）或是分租
的雅房（Wohngemeinschaft）。有些住
處配有家具，並提供網路。很多住處還
有起居活動室，可供居住的學生一起使
用，通常也配有投幣式洗衣機。

除此之外，當然您也可以分租私人公寓
的房間，或是承租一間公寓。

6. 出國前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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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裡可以找到房屋出租廣告？

許多德國大學生喜歡租私人的住宅來解
決住宿的問題。通常是幾個學生合租一
層公寓（Wohngemeinschaft, WG），
各自有自己的房間，衛浴廚房共用，一
起分攤房租、水電和電話網路等費用。
或者您也可以選擇租一個單獨的套房。

一般來說，德國的租屋無論是擁有各自
房間的WG或是單獨的套房，常需先經
過房東或室友的面試才可承租。也就是
說，如果租此類房屋，您幾乎是必須到
達德國後才能具體的挑選。但是您可以
在出國前就先做好準備，例如在網頁上
搜尋相關資料，或者也可以提前與房東
預約看房時間。另外德國當地也有許多
房仲公司有提供尋找租屋的服務，經由

他們的幫忙可以不用經過面試就租到房
屋，但通常必須支付三個月的房租做為
佣金。建議留學生還是先試圖和海外留
學生連絡，詢問是否有能租讓之房子。

有關租屋資訊您可以參考下列網頁：
■ www.daad.de/wohnen

■ www.studentenwerke.de

■ www.wg-gesucht.de

■ www.studenten-wohnung.de

如在出發時還沒有找到固定的住處，初
到德國的第一夜要在哪裡度過？
如果您在抵達德國前還沒有找到固定的
住處，或是抵達德國後才開始找房子， 

那您有幾種選擇。
■ 可先加入德國台灣同學會臉書社團， 

與當地台灣學生會聯絡，詢問是否有
同學剛好有空房可以暫住。

■ 您可以暫住收費較低的青年旅館 

（www.jugendherberge.de）。雖然入
住青年旅館的前提您必須是國際青年
旅社的會員，但您可以在任何一家青
年旅社繳納很低廉的會費，即可立即
成為會員。

6. 出國前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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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初到德國的第一步

在抵達德國後，需要辦理的事項順序如下：

7. 留學生活  

2 確立申請計畫
確認uni-assist申請流程，以確
認清單與截止日期資訊來規劃
申請期程。請同時確認是否有
額外條件，如VPD預審文件
（Vorprüfungsdokumentation）。

4 線上申請
申請註冊My assist帳
號。針對欲申請科系
個別建立一份申請表
格，並上傳所需的文
件。

6 線上申請
將所有所需文件郵寄
至uni-assist，並留意
審核進度與後續系統、
學校的通知。

1 事前準備
確認申請學校所需條
件為該大學自行收件
或透過uni-assist。

3 文件準備
備齊所有必要文件影本
與須公證的文件（並注
意是否須翻譯）。

5 繳納費用
繳納所有申請項目之手
續費，uni-assist在收到
費用與申請文件後才會
進入處理程序。

5

1

2

3

4

6

7

辦理居留簽證
(更換簽證)

辦理學校
註冊手續

銀行開戶

確定住處

辦理居住
登記手續

辦理學生
保險

選課安排

生活費用
住宿、飲食、服裝、
書籍、交通、通訊、
休閒娛樂 ...

學費
大部分公立學校不收
學費，私立學校則須
繳納學費。

學期雜費
社會福利費
學生會費
學期優惠車票 ...

醫療保險
在德國留學必須參加醫療
健康保險，若未出示相關
證明，將無法註冊。

1

2

3
4

5

6

1

2

綜合大學
(Uni)
先修班必修課

-KursT
技術、數學與理科（不含生物學）

-KursS
語言類（不含德語）

德語、第二外語、
歷史或社會/地理課

或德國文學

-KursM
醫學、生物學

-KursG
文科、藝術、德國語言文學

-KursW
經濟學、社會科學

德語、數學、國民經濟學、
企業經濟/管理學或英語、

歷史/地理/社會課、
資訊科學

Kurs WW

經濟類

德語、數學、國民經濟學
和企業管理學、資訊

技術與科學、英語

Kurs GD

設計、藝術類

德語、數學、設計、
物理、電腦設計 Kurs SW

社會科學類

德語、數學、社會科學
（教育學/心理學、社會學、

法學）、資訊技術與
科學、英語

Kurs TI
技術和工程類

應用科學大學
(FH)

先修班必修課

德語、數學、物理學/
化學、資訊科學

德語、生物、化學、
物理、數學、

資訊科學

德語、歷史、德國文學/
部分專業為英語、

社會/地理課

德語、數學、自然科學、
技術製圖或資訊科學

繳交文件
- 申請表（從學校網頁下載）
- 成績單與畢業證書（英文版）
- 語言證明（依申請學校科系要求，提出德語或英語

檢定證明）
- 其他（除上述三項基本文件外，學校還會要求下列

不等文件）：動機信/推薦信/履歷表/實習證明 ...
 *由於各校所要求的文件公證不一，請參考本手冊文

件公證說明
- 備齊所需文件後，於申請截止前將文件寄送至學校

指定收件地址（請注意部分學校要求先在線上申請
後，再寄送文件）

確認學校
-  選出您計劃申請的學校，並查詢學校網頁確認您的

學歷背景是否符合該所學校科系之申請資格。
-  學科查詢資料庫：

 www.hochschulkompass.de
 www.studienwahl.de
 www.study-in-germany.de
                www.myguide.de/en

7. 留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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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居住登記

如果您已經找好了住處，就必須前往當地
所屬的居民登記處（Einwohnermeldeamt） 

辦理居住登記手續。在一些大城市您
需要前往您居住城區所屬的區辦事處
（Bezirksamt）或者居民事務辦公室
（Bürgerbüro）辦理。具體的位置您可
以在大學外事處查詢。您在居民登記處
辦理居住登記手續時需要提供：護照
（包含簽證）、租屋合約或相關租屋證
明，有可能還需要提交其他文件資料，
您最好先向大學外事處瞭解需要哪些文
件。

在居民登記處您需要填寫一張登記表
格，辦理結束後您會得到一張居住登記
證明（Meldebestätigung）。您應妥善保
管好這張證明。

請注意：所有在德居住並更換了住所的
人都需要在一個星期之內前往居民登記
處辦理居住登記手續及變更。對於離開
德國而不打算回來繼續學習的人，在離
開德國前必須去居民登記處註銷戶口
（Abmeldebestätigung）。

辦理居留簽證
（Aufenthaltserlaubnis）

您在德國在台協會辦理的簽證為臨時短
期的簽證，在您到達德國後，必須於簽
證有效期前，到您註冊學校當地的移
民局（Ausländerbehörde）辦理居留簽
證。辦理居留簽證需在您辦好居住登
記、以及學校註冊手續，取得相關證明
後再去辦理。

您在德國遇到各種問題時，在哪裡可以
獲得協助？

大學外事處
（Akademisches  Auslandsamt）

對於外國留學生來說最重要的聯繫部門
應該是大學的外事處（Akademisches 

Auslandsamt，縮寫為 AAA）或者國際 

事務辦公室（International O�ce）。每
一所德國大學均開設此類服務部門，主
要負責大學的國際合作事務，也為外籍
學生提供初到德國時可能需要的各類資
訊，例如：如何在大學註冊，以及在德
國租房的實用資訊。
 

7. 留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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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學生服務中心（Studentenwerk）

德國大學的學生服務中心為學生提供一
系列服務。例如：
■ 分配學生宿舍
■ 管理學生餐廳
■ 辦理文化活動與出遊訪學活動
■ 協助您參加法定或私人保險公司提供
的醫療保險

部分學校的大學生服務中心還開設運動
與語言課程。有些學校還為外籍學生提
供服務，協助留學生更容易融入德國學
習的生活。

更多資訊請參考：
www.internationale-studierende.de

大學同專業學生聯合會（Fachschaft）

如果您對您所學的專業有任何問題，您
可以向大學同專業學生聯合會尋求幫
助。他們是由學生選舉出的各專業或院
系的學生團體，代表某一個專業領域內
大學生的利益。每學期開學時，他們會
向新生舉辦資訊介紹活動，在活動上您
將瞭解如何安排自己的專業學習。透過
這樣的活動，您也可以結識其他同學。

7.2 準備上學去 ― 課業的安排

如果住處安定了，各項必須辦理的手續
也已辦妥，您就應該可以開始規劃您的
德國的課業學習。

7. 留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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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大學課程有哪些類型？

根據學科專業與學校類型，授課的型式有下幾種：

課程種類 授課形式

講座課（Vorlesungen）
由教授依特定的主題所做的專題報告演講。通常課
堂上並不進行討論，對於前來聽課的學生人數也沒
有限制。

研討課（Seminare）
系列課程（Kurse）

主要是各學生與教授和其他學生之間進行互動討論
且需於課堂上做口頭報告，並於期末時繳交書面的
報告。參與此課程的學生人數通常會有限制。

輔導課（Tutorium）
練習課（Übungen）

此課程主要任務是深化講座課或討論課教授的知識
內容。由大學高年級學生擔任輔導員（Tutoren）進
行上課。與此有別的是， 如果此類課程是由大學教
師、講師、助教來帶領主持，則通常被稱為練習課
（Übung）。

工作小組（Arbeitsgruppen）
學習小組（Lerngruppen）

在一些專業領域內多名學生聚在一起複習學過的內
容或一起進行考試前的準備。

學術討論課（Kolloquien）
通常指的是針對已進入畢業考試階段的學生所開設
的課程，學生可以進行相互之間的交流。此課程大
多是為博士生設立的，由教授來指導。

7. 留學生活

德國的學業結構如何組成？

各專業學科的學習條例（Studienord- 

nung）具體規定了各專業學科學習的組
成結構。其中規定了該學科的授課內容

以及學生需要完成哪些課程才能取得畢
業資格。通常在您就讀的院系網頁上可
以查到該學系的專業學習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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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種類 要求形式

筆試（Klausuren） 書面考試，內容為課堂所學之事。

課堂報告（Referate） 做關於某一主題的報告。

書面報告（Hausarbeiten） 就某一個題目完成一篇書面論文報告。

口試（mündliche Prüfung） 就上課的主題內容做問答。

在瞭解德國課程的安排後，您可以開始
安排您的課表了，每個「課程總目錄詳
細註釋」（ Kommentiertes Vorlesungs-

verzeichnis 縮寫為KVV）， 可以提供很
多的協助。KVV對該學期所開設的每門
課程均有詳細的介紹。通常，您還可以
在裡面找到為新學期的課程做預習所需
的參考書目。

德國大學成績評分方式
在台灣學校成績給分標準是以100分為
滿分， 60分為及格，與德國以1 – 5 給分
等級方式不同。

德國評分方式 台灣評分方式 GPA

1,0 - 1,3 sehr gut 100 - 90 A

1,7 - 2,3 gut 89 – 80 B

2,7 - 3,3 befriedigend 79 – 70 C

3,7 - 4,0 ausreichend 69 – 60 D

4,3 - 5,0 nicht bestanden 59 - 0 E

* GPA換算方式請以各校規定為準

7. 留學生活

德國與台灣分數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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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 ECTS 制定的學分數 
（Credit Points）

學士（Bachelor）和碩士（Master）學
位課程的成績依據歐洲學分折算、轉換
和累加系統（European Credit Transfer 

System，縮寫為ECTS）來評定。ETCS

根據完成學業所必須付出的努力折算出
學生的總負荷，其中包括預習和複習各
類課程、獲取各類成績證明和準備考試
所需的學習時間。一個學分數（Credit 

Points）相當於25至30個學習小時。德
國大學的專業學位課程通常設計為每學
生每學期必須累計30個學分，才能夠在
標準學習年限之內完成大學學業。

注意：此學分數的計算方式與台灣不
同，不能直接對等換算。

7.3 在德國完成學業後可以在德國就
業嗎？

德國聯邦議院通過歐盟人才引進實施辦
法：允許外籍學生畢業後，在德國找工
作的居留時間由12個月延長為18個月。

德國由衷地歡迎國際專業人士與其家人
來到德國！www.make-it-in-germany.com 

網站提供德國各專業機構的人才需求資
訊，以及須具備的背景條件，來自國外
的專業人士能瞭解如何在德國生活與發
展事業。

7. 留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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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訊

www.daad.org.tw 

留學德國中文網頁
www.daad.de

德國高等教育相關資訊
www.study-in-germany.de 

在德國學習與生活的資訊網
www.daad.de/idp

尋找以英語授課的學士、碩士、博士課程
www.studienwahl.de   

課程選擇和搜尋
myguide.de/en

通往德國大學指南
www.studienkollegs.de 

大學先修班資訊
ranking.zeit.de/che/en/

CHE University Ranking

申請入學條件及準備

www.daad.de/admission 

www.uni-assist.de

8. 實用網頁連結 

關於德語學習

www.testdaf.de 

TestDaF 德福測驗中心
www.summerschools.de

德國大學暑期課程 （不只提供德語學習
課程，也有專業領域的進修課程） 

www.goethe.de/taipei

Goethe-Institut Taipei 台北歌德學院
www.deutsch-uni.com

Online Deutschkurs DUO 線上德語學習
www.dw.de

Deutsche Welle 德國之聲
www.fadaf.de

德國語言學校搜尋

在德國讀博士或研究

www.research-in-germany.de 

尋找德國研究機構
www.phdgermany.de 

尋找博士研究職位
www.academics.com

研究機構與研究職位搜尋
www.avh.de 

亞歷山大洪堡基金會

8. 實用網頁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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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AD 台北德國學術交流資訊中心
台北市100和平西路一段20號11樓
Email: info@daad.org.tw
Website: www.daad.org.tw
諮詢時間：每週一  16 : 00 - 19 : 00
   每週四  10 : 00 - 17 : 00

DAAD Information Center Taipei
留學德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