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KICKEASY is committed to building a platform between Germany and Hong Kong:
- We bring in training programs for students in Hong Kong and China
- We arrange football and cultural activities for promoting German football and culture
- We copewith German Institutions / Youth organization to organize study programs

Contact:
Irene Chiu 

T: 852 6619 9178 
E: irene.chiu@kickeasy.de 

WeChat ID: KICKEASY_GmbH
A : Parkalle 117, 2209 Bremen, Germany



你所認識的德國



德國香腸?
德國啤酒?

德國足球?

你所認識的德國



•工業製造領域

•通信、軟體及科技互聯網領域

•零售消費領域

•生物製藥領域 •航空領域

你所認識的德國制造



• 歐盟創始成員國、歐元區主導國家

• 歐盟理事會輪值主席

• 歐洲第一大經濟體、貿易順差多年全球排名第一

• 2019 年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全球

十大競爭力國家

• 2019年世界清廉指數報告(Corruption Perception 

Index) 全球十大國家

• 面積：357,167平方公里 (≈323個香港)

• 人口：8267萬人 (≈11x香港總人口)

• 人口密度: 228/平方公里 (香港為6777/平方公里、高於德國30倍)

德意志聯邦共和國



你或許認識的隱形冠軍



德國作家、商業領袖、資深市場顧問Herrman Simon 在《隱形冠軍:誰是全球最優秀的公司》

一書中首次提出 “Hidden Champions”的概念, 他定義「隱形冠軍企業」為:

- Number one, two, or three in the global market, or number one on the company's 
continent, determined by market share

- Revenue below $5 billion
- Low level of public awareness

在20多年的調查中, Herrman Simon 在世界各地收集了在產品品質、種類、技術、公司年收

入、市場份額等範疇的企業優勢者為「隱形冠軍企業」, 分析研究發現,  在2734家隱形冠軍公

司中, 德國擁有1307家、美國是366家、日本是220家。
(資料圖片: http://hermannsimon.com/)

隱形冠軍Hidden Champions



你或許知道的優質生活水平



§ 根據聯邦統計局統計顯示：在歐盟28中，德國消
費品物價只是略高於歐盟水平

§ 過去十年德國物價平均漲幅為2%左右

§ 只有波蘭和捷克共和國比德國生活成本更低



§ 德國是世界上食品安全監管最嚴的國家，健康與有機食品被全球推崇！

§ 參考網站: NUMBEO (https://www.numbeo.com/cost-of-living/)

Item Hong Kong Berlin 
Cost of Living Index 78.70 69.64
Quality of Life Index 103.68 166.81

Salary after tax 2,542euro 2,527euro
Mortgage Interest Rate 2.56 1.82

You would need around 5,345.02€ (48,783.88HK$) in Hong Kong to maintain the same standard of life that you can have with 3,600.00€ in Berlin (assuming you rent in both 
cities). This assumes net earnings (after income tax). 

https://www.numbeo.com/cost-of-living/


你或許有留意的德國教育





• 當年6月30日前滿六歲的兒童皆須進入小學就讀

• 此為義務性教育不可拒絕

• 在大部份的聯邦州裡，小學為四年制

• 只有柏林與布蘭登堡為六年



1. 基礎職業中學（Hauptschule）

• 以職業先修為主，重視實踐和方法操作，同時兼顧科學導向

• 學生通常完成9年班並獲得畢業證書

• 畢業生多繼續進入雙元制職業培訓 (Duales Ausbildungssytem）完成學徒訓練

2. 實用專科中學（Realschule）

• 為德國教育體系的特色，僅次於文理科高中，以較高等的職業教育及發展為主

• 學生通常完成10年班畢業，並獲得畢業證書

• 畢業生可進入文理科高中完成2至3年的高中課程、或參加職業先修學校、或可以做學徒



3. 文理中學（Gymnasium）

• 與英美的學校制度相似，強調學術學習為主，學生之學習及理解能力程度相對較高

• 學生通常完成8或9年的學程，於12 年級或 13 年級參與高中考試 Abitur，學生以考

畢Abitur 升大學為主要出路

4. 綜合中學 (Gesamtschule)

• 結合以上三種中學的原素，以提供均等的教育機會與適當的學習環境為目標，避

免過早決定學生的學習模式，讓學生充分發展

• 學生可選擇完成9或10年班後畢業，或10年班畢業後，學生可以繼續升讀高中，或

轉讀專業培訓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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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伐利亞的一間高中(Gymnasium)十年級上課時間表

時間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08.00–08.45 英語 物理 生物 物理 希臘語

08.45–09.30 歷史 英語 化學 數學 化學

09.30–09.40 休息

09.40–10.25 拉丁語 希臘語 數學 拉丁語 經濟學

10.25–11.10 德語 地理 宗教研究 希臘語 德語

11.10–11.30 休息

11.30–12.15 音樂 數學 地理 德語 生物

12.15–13.00 宗教研究 公民教育 經濟學 英語 拉丁語

13.00–14.00 休息

14.00–14.45 美術 密集課程
Intensive course

14.45–15.30 密集課程
Intensive course 希臘語

15.30-16.15 體育

16.15–17.00 體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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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題"Seminarfach" 是學生要進行自己的研究報告課程(必修), 該課程主要教導學生有研究能力，以便在大學時使用
• 德國16個州之間、以及私立學校的課程不完全相同



1. Universities 綜合大學 (Universität)
- 以教學和科研為主，強調專業理論和知識

- 可授予本科、碩士及博士學位

- 全國約107所，畢業生都有較強的獨立工作和科研能力

2.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應用科學大學(Fachhochschule)
- 以培養應用人才為主，強調解決生產中各實際問題

- 可取得高等專業學院畢業文憑

- 全國約213所，畢業生除掌握理論知識外，還具備很強的實踐能力，深受企業歡迎

3. Music, Arts, Film Colleagues or Academies 音樂、藝術、電影學院（Kunsthochschule）

- 以培養和發展個人藝術發展及創意為主，全國約52所

高等教育 (Tertiary Education)



分享: 德國畢業後的職業發展



薪酬最高城市 /  薪資最高職業



LOK Yi, 九龍塘àGiessen吉森, 21歲

分享 :  我在 的日子

來德時間/年齡 2017年起, 19歲

德國院校及專業 Bachelor of Arts, Universität Giessen 
(in Hesse)

在德生活費 每月約700~800歐元, 已包括食宿、交通、保險、普通娛樂費用

目前工作 在讀生, 課餘時在法蘭克福Eurex Exchange或法蘭克福展覽館兼職, 
時薪約11-13歐元?

教育/工作背景 香港DSE成績22分à 升讀BU European Studies 2年à
參加exchange program à來德國Giessen University完成Bachelor

赴德原因 高質的學術水平、優美且低成本的學習及生活環境、當地的歷史及文化

對香港同學的勉勵 相較於香港多姿多彩的上莊等學生活動、急促快捷的商業氛圍,來德國的同學
要更多耐性, 接受有步驟、預約、等候, 做好時間管理; 且一般商場晚上8時就
關門, 同學要懂得獨處。
想來德國的同學們, 雖然學校會以英語授課, 但是若更好融人入當地人, 就一定
要學好德語!

Hallo! Ich bin 
Lok Yi.  我越住越
鐘意德國, 也希望
在德國見到大家 ! 



Ryan Li, 馬鞍山àBerlin柏林, 32歲

分享 :  我在 的日子

來德時間/年齡 2016年起, 28歲

德國院校及專業 Master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 Universität Augsburg 
(in Bavaria)

在生活費 每月約500~600歐元, 已包括食宿、交通、保險、普通娛樂費用

目前工作 於柏林某大Digital Marketing 公司作 data sourcing

教育/工作背景 香港當時Band 5 學生à 升讀IVE + high dip 4年 à
英國院校遙距課程1年à近6年的銷售員à

赴德國Augsburg Uni修讀碩士課程2年à畢業後12個月找到工作機會

赴德原因 免費而優質教育、平等的學習機會、尋求突破及出路

對香港同學的勉勵 雖然年青時讀書成績不好發展有些迂迴曲折, 但我好幸運選擇去了德國並定
居此地,比起同界的中學同學, 我目前的收入、發展及生活明顯比他們好。
想來德國的同學們, 請預備自己能不怕悶、獨立及少有美食的日子, 最最重要
的是, 要堅持學習德語!

Hallo! Ich bin Ryan. 我都係過來人, 
我曾經都覺得聽呢 D升學資訊好悶, 
但係, 現在我終於明白老師們的悉
心安排和心意! 總之, 積極面對, 總

有出路! 同學仔加油 !! 



Justin, 彩虹àHumburg漢堡, 26歲

分享 :  我在 的日子

來德時間/年齡 2016年起, 22歲

德國院校及專業 目前工作中, 預備在柏林修讀Master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在德生活費 租金每月約700歐, 其他雜費約每月約500-600歐元

目前工作 於柏林某大科技公司作IT及marketing相關

教育/工作背景 香港第一届DSE成績(25分)à HKUST Computer Science 畢業 à
畢業前一年(2015年)已獲聘à已取得Blue Card居留à

本年到柏林升讀碩士

赴德原因 舒適且安全的居住環境、穩定且可觀的收入、平衡的生活及工作時間

對香港同學的勉勵 如果你是內向、沒有目標及規律、怕悶又愛美味的人, 德國不適合你; 若你是
外向又喜歡結交朋友, 在課堂上你會很容易接受這裏 “表現自己”的氣氛, 且能
更快結交當地朋友。當然, 德文一定要學好, 否則怎樣融入當地人的圈子和生
活呢? 我好開心能在德國定居下來, 暫沒有回港發展的想法。
值得一提的是, 這裏的人有時感覺不友善,但你要有好的心理質素去冷靜面對, 
樂觀與主動是你在外地生存的必要條件!

Hallo! Ich bin Justin!
我覺得自己選擇去德國工作呢條路係又
幸運又正確的, 現在我已拿到永久居留
了, 呢邊的發展勢頭好好, 所以有好大的
發展潛力和空間, 我唔考慮回港, 希望響

德國見啦!



去德國升學我需要知道的．．．．．．



DSE成績 6科3分
以上可以嗎? 

德文難學嗎?
der…die…das

B1, B2,
TestDaF3-4級等同

IELTS 5.5-6.5

畢業之後可以
移民嗎? 住學校宿舍、

host family 還是租
屋?

我需要升學
中介嗎? 

每年雜費加生
活費10萬元港
幣足嗎?

去德國讀書
全部都免費嗎? 
中學都免費嗎? 

在香港學德語好
還是去德國先學?

在香港哪間機構
學德語? 可以在德國

part-time嗎? 

我幾時開始
著手申請好? 



我需要知道的．．．．．．

勝敗

享受

預備

團隊



https://www.daad.de/en/

https://www.studying-in-germany.org/

https://www.numbeo.com/cost-of-living/

https://www.stepstone.de/en

https://www.glassdoor.com.hk/index.htm

補充資料: 實用鏈結

https://www.stepstone.de/en
https://www.stepstone.de/en
https://www.stepstone.de/en
https://www.stepstone.de/en
https://www.glassdoor.com.hk/index.htm


- 由德國聯邦教育及研究部和德

國科學基金會自2006年發起

- 旨在提高促進德國大學科技研

究和學術創新的計劃

- “精英大學”的稱號並非終身

制，每5~7年重新評選

- 2019~2026年間，有13所大學擁

有此頭銜：

1. 慕尼黑工業大學

2. 慕尼黑大學

3. 德勒斯登工業大學

4. 亞琛工業大學

5. 卡爾斯魯厄理工學院

6. 柏林洪堡大學

7. 柏林自由大學

8. 柏林工業大學

9. 海德堡大學

10. 漢堡大學

11. 圖賓根大學

12. 康斯坦茨大學

13. 波恩大學

補充資料：德國精英大學



補充資料：德國大學聯盟

- 德國理工大學九校聯盟TU9

亞琛工業大學、柏林工業大學、布倫瑞克工業大學、達姆施塔特

工業大學、德勒斯登工業大學、卡爾斯魯厄理工學院、慕尼黑工

業大學、斯圖加特大學

- 德國U15大學聯盟

柏林自由大學、柏林洪堡大學、波恩大學、法蘭克福大學、弗萊

堡大學、哥廷根大學、漢堡大學、海德堡大學、科隆大學、萊比

錫大學、美茵茨大學、慕尼黑大學、明斯特大學、圖賓根大學、

維爾茨堡大學

- 院校及著名學系參考

柏林洪堡大學：任教師資包括物理學家愛因斯坦、生物化學之父

費歇爾、20世紀最偉大數學家之一馮．諾伊曼，化學家拜耳、哲

學家黑格爾、叔本華，地理學家李希霍芬、李特爾等等

哥廷根大學：法律（俾斯麥）、哲學（叔本華）

柏林自由大學、海德堡大學：文科

曼海姆大學、慕尼黑大學：商科

ＴＵ9：工科









聞名不如一見！



KICKEASY is committed to building a platform between Germany and Hong Kong:
- We bring in training programs for students in Hong Kong and China
- We arrange football and cultural activities for promoting German football and culture
- We copewith German Institutions / Youth organization to organize study programs

Contact:
Irene Chiu 

T: 852 6619 9178 
E: irene.chiu@kickeasy.de 

WeChat ID: KICKEASY_GmbH
A : Parkalle 117, 2209 Bremen, Germany



Vielen Dank !

Contact:
Irene Chiu 

T: 852 6619 9178 
E: irene.chiu@kickeasy.de 

WeChat ID: KICKEASY_GmbH
A : Parkalle 117, 2209 Bremen, German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