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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去德國讀書並且居留不是遙不可及的事，家長們也不需要付
上難以負擔的高昂學費及生活費，盼望本次分享，能為大部
分香港老師、家長和學生帶來佳音！

升讀德國大學
1. 在德國讀大學學位或碩士真的是免學費嗎？免學費的院校可以同時申請獎
學金嗎?
★ 是的! 且入讀免學費之院校不影響獎學金申請!
★ 大部分德國的公立大學提供的學士及碩士學位都是免學費的 (有個別州
府之公立大學收取國際生學費, 每學期約 1500 歐元)
★ 公立大學沒有學費，學生每年需支付幾百歐元的行政費
(Semesterbeitrag)，此費用除涵蓋學校行政服務費外, 也包括學生在讀
地區及一定範圍内的公共交通費用, 在該範圍內學生可免費乘搭所有公
共交通工具, 包括火車、輕軌、巴士、電車等
★ 德國的私立大學須收取學費和其他雜費, 但學費高低與教學質量及申請
獎學金沒有直接影響, 一般來說, 私立大學的課程及訓練會更快配合市
場發展趨勢
★ DAAD 德國學術交流中心是德國政府設立的留學平臺，每年都會發放相當
慷慨的獎學金予國際留學生。這類獎學金是為相當有能力的申請人而
設，通常作爲生活費每月發放; 申請人同時還能從其他獎學金平臺（政
府機構、政治黨派基金等）申請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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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此之外，非歐盟區的留學生可以透過兼職幫補生活。德國政府規定留
學生不得全日工作超過 120 天，或半日工作不得超過 240 天

2. 在德國讀書畢業後可以留在德國工作且取得居留身份嗎?
★ 可以的! 留學生完成德國大學或碩士學位後*, 可以到當地領事館換取
18 個月的留德簽證尋覓工作; 若你獲得德國當地註冊的企業之受聘書且
符合當地的政策, 你便可以獲得德國居留權, 你和你的配偶和兒女(如
有)也可以移居德國
★ 請參考我們 PPT 裏面的學生分享, 當中有留學德國並定居德國的例子
*在此, 如你在香港成績平平, 你不一定赴德國讀學士或碩士, 你也可以
考慮赴德國讀預備課(詳見下文答問 5)或職業先修課程(如護理學),只要
符合相關規例,也可以有留德發展的機會

3. 德國大學在世界的排名如何？在德國讀大學有哪些優勢?
★ 德國大學在全世界享有盛譽，但它沒有官方排名, 偶爾有些坊間的非官
方評估排名, 這都是市場導向為主, 與學術水平或職業發展無關; 如果
你瀏覽各大學的官方網站, 你會發現每所院校有自己的特點及擅長的學
科
★ 德國大學是國際上創新和進步的重要推動力量, 世界上很多重大的發明
都源自德國, 科學與研究在德國也有很高的地位和悠久的傳統, 其自然
科學、醫學、工業、科技、建築、體育、藝術、音樂、哲學、歷史及文
學等方面的成就都蜚聲國際, 所以建議香港學生就自己的興趣選擇合適
的學科深造發展
★ 德國的大學院校和科學研究機構備有精良的設備，並會以培養未來科學
家的認真態度來照顧和指導學生, 且院校會提供很多優越條件來幫助留
學生順利完成學業
★ 香港人可以在德國學習第三門語言—德語。德國是歐洲第一大經濟體,
德語是非常重要的科學語言之一，有超過 1 億人使用, 如今英語已被視
為理所當然應該熟練的語言，如果能再掌握另一門外語, 將增加市場競
爭力, 提升就業機會，因此學習德語非常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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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申請德國大學是否一定要懂德語？
★ 不一定! 根據 DAAD 德國學術交流總署數據，德國有超過 400 所國家認可
的大學院校和超過 1 萬 9 千個學校專業, 當中有超過 1400 個學科以英文
為授課語言,香港學生若選讀以英文為授課語言的課程，即入學條件無德
語要求
★ 個別院校或學科要求學生申請入學前具備基本德文對話能力（A1）, 學
生可以於入學前參加當地學府附屬的德語學校或私立語言學校去學習德
語及適應當地生活
★ 選擇德語授課課程的同學，需按所申請院校的要求，提供德語檢定證
明。一般來說，針對外國留學申請者的德語能力鑑定考試為 Test-DaF
（簡稱德福測驗）
★ 同學在德國也有很多學習德語的機會, 有些大學會提供外籍學生附帶的
語言課程, 也可以參加當地私人的寄宿語言課程等, 同時, 德國各洲都
有舉辦許多暑期課程，學校或家長可以幫助學生利用這個機會為進入大
學做好充分的語言準備

5. 香港學生升讀德國院校的基本要求
★ 香港學生的 DSE 成績獲德國院校認可，學生以 4+2（4 主科加 2 科選
修），且成績每科達到 Level 3 的成績就可申請德國的大學, 其他受認可
的文憑包括 IB/HKALE/HKCEE
★ 香港學生成績或學歷如不符合德國院校官方要求, 但若有其他特別專長,
也可嘗試升讀當地的藝術院校或職業學校
★ 另一種途徑提供給不符合入讀德國院校資格的香港學生是, 可以先入讀
德國大學的先修班, 該類先修班須以德語修習各專業學科的基礎課程最
少一年，並通過「入學資格鑑定考試（Feststellungsprüfung）」後，即
具備申請德國大學的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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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申請大學時，住宿如何安排？
★ 位於大城市的院校通常會安排宿舍給學生。值得注意的是，國際學生在
申請宿位時並沒有優先權，而且僧多粥少，申請後不一定能獲得宿位,
所以建議同學一收到大學的取錄通知後盡快申請宿位
★ 若未能獲得大學宿舍提供的宿位，學生需要自己在租屋網站或地產公司
尋找公寓/共享單位，又或嘗試尋求學校辦事處協助，請他們幫忙尋找可
以租住的學生公寓，住宿費約 200 至 500 歐元
★ 由於租屋手續及時間較長，同學未確認住處時, 可先找短期出租的公寓
以作登記住址之用

7. 德國留學生的基本生活費如何？
★ 與歐洲其他國家比較，德國的生活費相對較低，撇除申請留學所需的各
樣雜費，每月基本支出大約是 700 至 800 歐元, 包括:
(1) 必須支出的公共保險費用約 90 歐元
(2) 學校行政費(包含當地的交通學期票，可免費乘坐大學周圍的公共交
通工具): 每學期大約是 150 至 350 歐元
(3) 租金: 200-500 歐元不等, 視乎個人要求及所在城市
(4) 娛樂消費: 因個人消費習慣不同, 在德國, 大部分博物館、藝術館、
學校音樂演奏會都是免費的, 在戲院看電影、去戲院聽音樂會看話戲
都比香港便宜; 外出用餐也與香港相若
★ 每個國際學生都必須證明他在德國求學期間的經費來源是有保障的，因
此, 在辦理留學簽證時須出示足夠一年生活費之財務證明

8. 德國的治安如何？
★ 與世界各國相比，德國是一個很安全的國家, 而且不論人們身處在城市
或是在鄉村，不論在白天或是夜晚，都可以在沒有特殊安全措施的情況
下自由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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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人如遇到緊急狀況，可從德國的任何一部電話撥打免費號碼 110 來
聯繫警方, 若遇到任何問題, 也可以致電(+852) 1868 與香港入境事務
處或當地中國駐德國大使館(+49) 173 6171 063 聯繋
★ 除此之外，學生在遇到任何有關私人或安全的問題, 都可以隨時到所讀
大學的外事處或國際處尋求協助

10. 聽說德國大學 “易入難出”, 是真的嗎？
★ 比較香港的大學, 德國院校或許如是! 由於德國院校及學科眾多, 只要
滿足基本入學要求並尋找到合適的學科, 學生通常獲得取錄
★ 德國院校沒有硬性的修業期, 一方面給學生很大的空間發揮及享受校園
生活, 另一方面, 由於在德國院校學習講求個人的自主性、獨立思考和
學習自覺性, 對於欠缺個人紀律的學生，很容易一讀便是十年八載，畢
業無了期
★ 因此，想順利畢業，學生必須要自律及計劃周詳，不能依賴家長或學校
★ 能從德國大學畢業的學生, 必定是學有所成, 也是被塑造為獨立、自
主、有條理的人, 香港畢業生做事靈活，語文及表達能力佳，相信在德
國不難找到工作, 且能選擇定居德國或回港發展

升讀德國中學
1.香港學生升讀德國中學有什麼條件嗎？
★ 如香港的家庭已移民到德國或已有居留權，學生可以升讀當地的公立中
學（主要以德文授課）, 且學費全免
★ 如以留學生身份到德國，香港學生只能夠報讀私立的寄宿中學（主要是
IB 制度, 以英文授課, 德語需達 A2 水平）, 課程視乎不同城市, 一般
來說, 除德語和英語外, 還須學習第三種語言
★ 私立中學學費連寄宿費每年約 2.5-4.5 萬歐元不等, 視乎不同的地區和
學校 (詳細請參考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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