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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是誰？

德國學術交流中心（DAAD）是德國大學院校和學生團體的聯合組
織。我們的主要任務是透過學生與學者間的交流，促進全球的學
術合作。

您可從我們的手冊、德國總署網站 → www.daad.de、臺北資訊中心
網站 → www.daad.org.tw 獲得更多有關在德國學習與生活的資訊。

http://www.daad.de
http://www.daad.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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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家長

作為父母，我們當然希望提供給孩子最好的—不論是安全、生涯
及職涯上的發展機會、積極正面的人生體驗，或是珍貴的人際關
係與長遠的友誼，而這些都會是您的孩子在德國留學所能經歷
到的。

很高興您與您的孩子能共同考慮留學德國這個充滿前景的選擇。
即便我的孩子都還很小，我仍完全可以理解，在滿心期待地面對
這樣的規劃時，往往也會同時感到不確定、疑惑，甚至擔憂。這
本手冊將初步地回答世界各地的家長最常提出的問題。

德國作為留學國家能提供您孩子許多可能性。我們的大學在世界
各地皆享有盛譽並頒發國際認可的學位。這也是德國成為國際學
生間最受歡迎留學地點的原因。目前，有超過41萬1千多名來自
世界各國的年輕人在德國學習與研究。我們很開心看著我們的大
學越來越國際化和多元化。

我們歡迎您的孩子來德國留學。

我向您保證：這絕對是一個非常好的選擇！

 
德國學術交流中心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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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一個陌生國家可以拓展新的觀點，來自不同人群、背景、
價值觀與世界觀的交流可以激發出新的思維。

海外經歷能成為型塑人格的重要養分—終身受用

不論選擇的國家近在咫尺或遠在彼端，親身體驗並認識另一個國
家，都能拓展個人的視野。

在國外留學能同時培養孩子的獨立自主與自信心。而且在外語環
境中學習，往往能更快地提升外語能力。此外，留學期間與世界
各地的人們所結交的友誼，更是珍貴的人生資產。

國際經驗增加職涯競爭力

在全球化的環境下，無論對求職或職涯發展，海外留學或工作經
驗都是履歷上的一大亮點，這些經驗更是提供了接軌學術與專業
領域的重要機會。

在國外求學一段時間並不代表孩子的就學時間就必須延長，因為
絕大多數情況下，在德國大學所取得的學分與學位是國際所認可
的，在臺灣當然也是如此。

簡而言之，出國留學對您孩子的未來將會是一項非常有價值的
投資。

為什麼要出國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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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以信 
畢業於國立臺北大學法律學系， 
目前於慕尼黑大學攻讀法學博士。

德國：一個哲學家的國度

基於歷史原因，臺灣法制承襲德國體例。故我自法律系大一開始
學習德語，期盼有朝一日前往德國留學，一睹舉世聞名之法治國
家的風采。在德國留學的日子，也成為我生命中最美好的時光。

德國高等教育一向以其極高的品質及低廉的學費而聞名。德國留
學的經驗，大大地拓展了我的世界觀，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自由
學風，原來針對同一個問題、同一個世界，竟有如此多元的答案
與理解方式！

其次，在德國留學深化了我的德語能力，德語的文法結構，也在
在鍛鍊我的邏輯思考。而德國的生活一再教導我一個重要的準
則－「謀定而後動」。無論作任何事，若不能嚴謹地規劃並切實
地執行，即不能致，使我養成了正確的生活態度。

所謂哲學家，是指樂於揣想世界本質問題的思想家。德國的大學
不讓學生淪為考試的機器，而是將學生教育為一個擁有正確生活
態度並具備獨立思考能力的哲學家。現在我心目中的德國不再只
是個法治國家，它優良的高等教育，更使其成為當之無愧的「哲
學家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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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大學在全世界享有盛譽，同時也是國際上重要創新和進步的
驅動力量。

科學與研究在德國有很高的地位和悠久的傳統。

德國第一所大學於1386年在海德堡成立。德國的高等教育型態極
為多元，不同類型的大學有各自特殊的重點與方向，並提供豐富
多元的學習和研究機會。有這麼多的選擇，您的孩子一定會找到
適合他興趣與需求的課程。

德國能提供您的孩子優質教育的良好條件。

德國擁有現代化且設備齊全的大學院校與科研機構，並極為重視
國際化，與全球150多個國家超過5,400個機構有合作關係，提供
了全球性的交流網絡。

在德國，每個學生都會被認真地視作未來的學者與研究員，獲得
積極培養與支持。這也說明了為何德國是國際學生選擇非英語系
留學國家第一名的原因。

學習德語是非常值得的！

德語是一門重要的科學語言，同時也是主要的世界語言。在現今
英語能力被視為理所當然的情況下，廣泛了解第二種外語將能顯
著提高就業機會。

德國留學有什麼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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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去哪個國家，有越好的語言能力，就能越快融入與適應當
地的生活。因此，若您的孩子能在赴德國前就先學一點基本的
德語，當然是較為理想的。學習德語有多種方式，例如在當地
的歌德學院或大學上實體課程，或是參加如德國之聲（Deutsche 
Welle）或Deutsch-Uni Online等網站所提供的線上課程。

在德國當地也有很多學習德語的機會。

有些德國大學會提供外籍學生附加的語言課程以學習德語。除了
大學以外，也還有很多提供德語學習的機構，例如歌德學院、社
區大學以及私立語言學校等。

德國大學並不會期望國際學生必須說非常流利的德語。

您的孩子在德國學習所需要的語言能力程度，完全取決於他所選
擇的課程：

• 選擇國際課程的學生，首先需要的是良好的英語能力，因為授
課語言一般以英語為主。目前德國大學共提供約1,700項英語授
課的國際學程。

• 選擇德語授課課程的學生，則需依申請的學校科系要求，提供
德語檢定證明。為此，有許多不同的標準化測試，例如針對外
國留學申請者的德語能力鑑定考試Test-DaF（簡稱德福測驗）。

我的孩子需要學習 
多少德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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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勞迪亞·芬娜
Claudia Finner 

達姆施塔特工業大學亞洲辦事處主任， 
曾擔任DAAD新加坡資訊中心主任五年。

具領先地位的德國工業大學之一

達姆施塔特工業大學被許多國際學生和學者這麼認為。這是可以
理解的，因為達姆施塔特工業大學的畢業生有很好的就業機會。
畢業後十八個月內，百分之 96的畢業生找到了合格的工作。

我們擁有110多個學位課程，包含工程學、自然科學、人文科學
和社會科學等，課程範圍廣泛。其中英語授課的碩士課程，例如
認知科學等，特別受到國際學生歡迎。

自從 2019年5月起，達姆施塔特工業大學拓展在亞洲的據點，成
為第一所不僅在中國大陸，同時也在臺灣設立代表處的德國大
學。

如果您有關於達姆施塔特工業大學的問題、或對學位課程有興
趣，或是想了解自己就讀的學校和達姆施塔特工業大學之間的交
換計畫，還是尋求科研合作與交流，都歡迎直接與我們聯繫，或
拜訪我們在臺南國立成功大學的辦公室。

→ https://www.tu-darmstadt.de/index.en.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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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能會想知道，您的孩子是否能符合申請德國大學的要求。在
這方面，德國大學也能夠提供協助。

德國大學有許多專門為德國留學做準備的課程。

如果想要更進一步了解在德國學習的要求，可以先參加例如暑期
課程。暑期課程是一個能初步體驗德國大學生活的好方法，此類
課程通常在夏季（六月至九月）於德國各地的大學舉辦，除了語
言課程以外，也會提供許多學科類的短期課程。 
（→ www.summerschools.de）

此外，有些德國大學還會有自己的大學先修班（Studienkolleg）
或準備課程（Studienvorbereitende Propädeutika）等專門為國際
學生所設計的特殊課程。這些課程為協助學生進行語言與專業
上的準備，並讓學生逐步認識德國教育體系和學術領域的重要
技能。

請注意：德國大學的大學先修班（亦稱預科）與準備課程不同，
準備課程是提供給已經取得該大學入學許可的外國學生，為能盡
快熟悉德國大學學習而做準備的課程；而大學先修班則是提供學
歷未能達到申請德國大學要求的外國學生就讀，須以德語修習各
專業學科的基礎課程一年，並通過「入學資格鑑定考試（Fest-
stellungsprüfung）」後，才具備申請德國大學的資格。

您的孩子也可以自我檢測。

藉由Test for Academic Studies考試（TestAS → www.testas.de/en），
申請者可以簡單地評估自己的基礎與專業學科能力是否足夠在德
國大學進行學習。

我的孩子該如何 
準備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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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大學的選擇非常多元：全德國約有420所國家認可的大學院
校，除了柏林、漢堡、慕尼黑和科隆等大城市以外，它們還遍布
在整個德國約180個大大小小的城市中(請參考第36頁的德國大學
地圖)。

德國高等院校分為三種不同類型：

• 綜合大學（以學術/理論為導向）

• 應用科學大學（以實務為導向）

• 藝術、電影和音樂學院（以藝術創作為導向）

絕大部分的大學為國家所資助。

超過百分之90的學生就讀於公立大學，與其他約120所的私立大
學相比，公立大學的學生大多不須繳交學費。

無論是公立或私立大學，都具備良好的教學品質。

在尋找適合自己的大學時，可以參考CHE大學排名 
（→ www.universityranking.de）提供初步的指引。同時您還可以
考慮參觀一些國際教育展，許多德國大學和DAAD的代表們會在
此類活動中介紹他們的課程，像是每年於臺灣舉辦的歐洲教育展
（→ www.eef-taiwan.org.tw），都有相當多的德國學校參展，建
議您到現場並直接與學校代表面談，獲得進一步的資訊。

另外，您孩子所就讀的臺灣學校也可能有與德國的大學簽訂交換
學生計畫，參加這類交流項目也可以讓出國的行程與安排更為
容易。

我的孩子適合 
哪一種大學？ 



15



16

#HelloGermany

請掃描

留學 
同時開啟國際化 
的職業生涯 
就在德國 
向擁有豐富課程的優秀大學說聲
HELLO，並獲得國際認可的學位

study-in-germany.de

http://study-in-germany.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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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依據您孩子的個人需求及興趣，可攻讀的學科選擇也非常多。

德國大學針對各階段的高等教育皆提供合適的學位課程。

可能的選擇有：

• 申請德國學士課程，成為大學新生。

• 在臺灣就讀學位期間，透過交換或短期計畫獲得留學經驗。

• 在臺灣取得學士學位後，赴德國深造申請碩士課程。

• 繼續攻讀博士學位。

眾多課程針對特定學科和特殊主題而量身定制。

德國的大學共有將近21,000門具吸引力的學位學程可供學生選
擇，其中約有一半的課程是針對研究生，並有將近1,800門的國
際學程。

參訪下列網站可以協助您選擇適合學科 → www.myguide.de

DAAD臺北德國學術交流資訊中心也提供您免費的專業諮詢  
→ www.daad.org.tw

我的孩子要念 
哪一個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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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父母來說，孩子選擇在德國留學是一個重大的決定，您可能不
確定在國外長期生活對您的孩子是否合適。

但是，留學並不一定要是長時間。

即使在德國短期學習也可以深化並加強孩子在國內既有的學業。
就算只有幾個月或幾週，仍能帶來顯著的正面效果，不單僅是履
歷上的優勢。

德國大學很歡迎學生參加短期學習，像是語言與短期課程，或由
國內就讀學校所規劃的交換計畫，學生透過這些計畫可以到德國
進行為期數月的學習。短期實習也會是一種可能。

線上學習也可能是個有趣的選擇

越來越多大學提供線上課程，甚至有完全以線上課程為主而設計
的學程。透過這種方式，即可不受地域限制在德國大學學習，並
透過虛擬的方式體驗德國大學文化，同時與來自世界各地的學生
進行交流。

留學時間應該多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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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孟麟、金郁夫、董佩蘭 
DAAD臺北德國學術交流資訊中心，
很樂意回答德國學習的相關問題。

選擇德國作為留學地點， 
近年來在臺灣越來越受歡迎！

自 2016年開始，只要符合入學條件的規定，臺灣的高中畢業生
也可以直接申請到德國唸大學。德國被認為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國
家之一，學術教育更是國際公認具有非常高水平與有利的學習條
件，取得德國大學學位代表著良好的職涯前景。然而，德國的高
等教育與東亞教育體系有顯著不同，國際學生必須適應異國文化
與新的語言，有時也會遇到德國行政機關作業繁複的困擾。

因此，臺灣學生對德國留學和獎學金計劃的諮詢需求也很高，每
年有上千名對德國有興趣的學生向 DAAD臺北德國學術交流資訊
中心尋求協助，經常也由父母陪同，在諮詢時間現場詢問或是透
過電子郵件和Facebook與我們的團隊聯繫。

目前約有 2千多名臺灣學生在德國學習，並在德國度過了他們年
輕歲月中最重要的時光。每當我們再次見到從德國完成學業回臺
的校友們，都很高興地看到這些年輕人在德國學習期間所增加的
自信和國際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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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立大學通常受國家補助，一般來說本地或國際學生在攻讀學士
和多數碩士學位時無需繳納或僅需繳納很少的學費。但學校所在
地的聯邦州政府有權決定學生是否需繳納學費，例如巴登符騰堡
州規定非歐盟學生須繳交每學期1,500歐元的學費。相對地，私立
大學則會收取較高的學費。

所有學生都需要繳學期雜費 “SEMESTER FEE”。

學期雜費的金額因學校而異，每學期（半年）約介於150至400歐
元間。多數情況下學期雜費中包含了學校當地的學期交通票，可
以免費乘坐大學周圍市鎮的公共交通工具。

德國的生活費大約是歐盟國家的平均。

一般來說，居住在小城市的花費會比在大城市少。在德國，學生
平均每個月的花費大約為950歐元。

申請簽證時，國際學生必須出示財力證明，一般來說，您的孩子
需要提供能負擔一年留學期間費用的證明。有關財力證明的相關
資訊，請參考德國在臺協會的網頁 → www.taipei.diplo.de

國際學生在德國的工作時數有法定限制，雖然兼職工作可以賺取
額外的零用錢，但若想要在求學的同時僅靠打工來維生是不太可
能的。

在德國留學需要 
花多少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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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短期還是長期留學，DAAD德國學術交流中心都有獎學金可
供臺灣學生申請。

許多機構都有提供國際學生的獎學金。

獎學金的種類非常多元，舉凡語言課程、短期課程、實習、學碩
博課程、訪問研究等皆能得到資助。

透過DAAD的獎學金資料庫 → www.funding-guide.de  可以輕鬆地查
詢獎學金資訊，您不僅能查到DAAD的獎學金項目，還能查詢其他
研究機構或基金會提供的獎學金。

然而請特別注意，許多德國獎學金機構並不會資助所有學位階
段，且通常不會將學士新生列為資助對象。

除DAAD之外，臺灣教育部也提供碩、博士赴歐留學公費獎學金，
相關資訊請洽詢教育部國際與兩岸教育司 →www.edu.tw，短期交
換獎學金資訊則可向您孩子在臺灣就讀的大學詢問。

德國大學也會提供各自的獎學金。

舉例來說，共有310所德國大學提供德國獎學金（Deutschland- 
stipendium），該項獎學金同時也開放國際學生申請，因此建議
您與孩子可以向欲申請的大學詢問有關獎學金的資訊。

有提供哪些獎學金或 
經濟資助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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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馥真 
畢業於斯圖加特大學資訊科技碩士學程，主修通訊與
媒體工程。 現就職於新竹科學園區的啟碁科技擔
任工程師，負責行動網路相關產品開發。

大四的交換生活開啟了 
我和德國的緣分

德國相較臺灣吸收了很多外來人口，那時每天出門都會體驗到新
鮮的事物，不管是德國還是世界哪個地方的文化都很有趣。我第
一次感受到世界是這麼的大、包含著這麼多我從沒想過的事情，
同時也很驚訝文化差異這麼大的人們卻和我有著同樣的理想。

我很喜歡德國自由自在的生活，也突然間發現自己思想有各種發
展的可能性，所以決定要繼續留下來在德國念研究所。

不過念研究所時期又體驗了和交換學生完全不同的生活形態，不
只課業壓力，找實習和找租房也是一項重大的挑戰。我慢慢調整
自己的心態，不只需要努力爭取自己的權益，還要有越挫越勇的
信心。

整體而言我覺得在德國唸書除了增進專業知識外，最大的收穫應
該是變得更獨立堅強，更珍惜自己擁有的生活而不再把一切視為
理所當然，同時也更加積極的面對自己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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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孩子是否需要簽證，視其國籍和德國居留期間長短而定。

簽證相關的問題，請您務必以德國在臺協會公布的資訊為主。

短期留學（3個月以內）：

如果您的孩子是申請大學暑期課程，且在德國停留時間不超過3
個月，則不需申請簽證。因德國為申根國家之一，臺灣護照持有
人不須簽證即可前往申根會員國短期觀光或商務旅遊，但不得工
作。6個月內最長可停留90天。臺灣護照持有人需有身份證字號
且須持有效護照。

長期留學（3個月以上）：

不論您的孩子到德國是交換學生、語言學習或是攻讀學士、碩
士、博士學位，只要在德國居留時間超過3個月，都需要先辦理
簽證。簽證類型與辦理簽證所需的文件，您可以參考德國在臺協
會的網頁說明 → www.taipei.diplo.de，赴德國簽證業務由德國在
臺協會辦理。

請注意，若您的孩子具備以下國籍：

國籍為澳洲、英國、以色列、日本、加拿大、紐西蘭、南韓以及
美國者不需要簽證即可入境，但必須在德國申請居留許可。同樣
的規定亦適用於並沒有計畫於德國工作、國籍為安道爾、薩爾瓦
多、宏都拉斯、摩納哥和聖馬利諾者。

去德國留學需要辦簽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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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是一個開放好客且國際化的國家，有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們一
起在這塊土地上生活，超過百分之16的德國人口具有移民背景。

自由、尊重與包容是民主的基石。

在社會的各個領域 - 尤其是在德國大學中，多元和機會平等都是
重要的核心價值，此外，氣候保護與永續性則是社會關注的中心
議題。

在國際評比上，德國是一個安全的國家。

您不需要太擔心犯罪的問題。無論是在大城市還是在鄉村，人們
都可以在沒有特殊安全措施的情況下自由行動。

警察是可靠且值得信賴的。

如果遇到緊急狀況，德國的任何電話皆可免費撥打110聯繫警
方。

同時，臺灣在德國的柏林、漢堡、法蘭克福、慕尼黑皆設有駐外
辦事處，遇到問題也可以與駐德國臺北代表處聯絡。

若您的孩子遇到任何私人或安全的問題時，都可以隨時向德國大
學的國際處人員尋求協助。

德國是什麼樣的國家？ 
治安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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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東毅
1995年於RWTH Aachen大學取得博士學位，現為國立高
雄大學化材系教授、曾任高雄大學化材系系主任、研
究發展處處長、科技部駐德國科技組組長 （負責台德

科技合作業務），女兒也在德國完成學業。

要是重來一次我還是會選擇去德國留學

在德國讀書與生活的經驗對我的人生有很大且正面的影響，這段
時間裡我學習到金屬材料相關的專業知識與應用，返國後我的工
作就天天用到當時所學到的知識與經驗，那也是我事業的基礎所
在；在德國生活時我很努力學德語，學會德語幫我融入德國的社
會與生活、結交了許多德國的好朋友，這些朋友分佈在德國各
地，去拜訪他們就是一趟愉快的旅程，雖然回到台灣多年了仍經
常聯繫，尤其在節慶與紀念日彼此問候、倍感溫馨。

在德國時有許多機會到歐洲其他國家旅行，旅行中享受歐洲的美
麗風景、異國美食、各個國家的綿長歷史、豐富的地理與文化，
也增加許多趣聞及閱歷，這些旅行都十分令人回味，也是留學德
國的附加價值；在德國留學與工作的經驗豐富了我的人生，要我
再選擇一次我還是會去德國留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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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又容 
林東毅教授的女兒，RWTH Aachen大學材料科學碩
士、物理學博士候選人，目前任職於台灣應用材

料公司，擔任製程研發工程師。

在德國求學的6年半是改變我 
人生最重要的階段

身為出生在德國的台灣人，也托父母的福，我小學和中學的暑假
期間有幸時常造訪德國。對我來說，德國就是個美麗的天堂，風
光明媚，氣候舒適，小時候的我心中卻也清楚，這種美好來自幫
我付旅費的父母和盛情招待我們的爸媽友人。究竟自己隻身在德
國的的生活會是如何呢？我一直都很好奇。因為如此，我大學時
就立志碩班要到德國留學，不只是體驗德國的生活、增加自己的
國際視野，也同時學習如何經濟自主。

2017年自RWTH Aachen Materialwissenschaften Master畢業後，幸
運地進到Forschungszentrum Juelich的Peter Gruenberg Institut 3 開
始博班的研究，將近4年的時間裡學到了今生都受用的研究方法
和態度。在德國的6年半，可以說是改變我人生最重要的一個階
段，我認識了許多來自世界各地的人、認識了可以維持一輩子友
誼的好朋友、參加了Aachen的業餘女子排球隊，也不小心發現自
己對台灣的眷戀，我決定回到台灣，用自己在兩邊不同文化中成
長的經驗回饋給這兩個養育、教育我的故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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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的醫療體系非常好，高素質醫生遍布全國，被認為是世界上
最好的系統之一。如果您的孩子需要醫療護理，那麼在德國將會
比在其他國家都好。

所有在德國留學的學生都必須購買醫療保險。

在抵達德國之前，確認您的孩子是否有醫療保險是非常重要的。

取得德國大學的入學許可後，則可以在德國投保學生健康保險，
公立保險每月約為100歐元，若沒有出示相關保險證明，則無法
在學校註冊。相關的事項也可以向各大學的國際處諮詢。

被保險人在德國可以享有免費的醫療服務。

發生緊急狀況時，醫院亦有提供急救服務與急診室，全天候皆可
撥打免費電話112獲得醫療協助。

需要注意的是，在德國只能在藥房買藥。某些藥品或許在其他國
家是非處方藥（例如抗生素），但在德國則必須憑醫生的處方才
能購買。

德國的醫療體系如何？ 



29



30

每所大學皆設有國際處（Akademisches Auslandsamt），他們是
您孩子的第一聯繫人，會協助外國學生處理有關留學準備方面的
具體問題，在您的孩子抵達德國後，他們也會提供所有必要的
資訊。

您的孩子在學校遇到問題時都可獲得相應的支援。

許多德國大學都設有學伴計畫（Buddy Program），其中有經驗
的學生會陪伴首次入學的新生並提供幫助和指導。

大學學生服務處（Studierendenwerk）也會為外國學生提供重要服 
務，像是醫療健康保險以及住宿膳食等資訊，讓外國學生更容易
適應他們的德國留學生活。

每個大學的學生會及學校社團也會為新生安排各式活動。

當然，遇到課程與專業方面的問題時，各系所的老師也很樂於提
供協助。

學生應表現出一定程度的獨立自主能力。

舉例來說，學生應該要為自己的學習負責。更具體而言，大學提
供了許多服務與協助，但學生也必須在需要幫助時能主動積極地
尋求與利用這些資源。

我的孩子在德國會 
得到怎樣的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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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若玄
目前就讀於德國包浩斯大學媒體建築學系，2020年獲得DAAD優秀外
籍學生獎、媒體建築雙年展學生獎，2021年透過Erasmus計畫，赴

芬蘭阿爾托大學媒體實驗室交換學生。

因為多元性，世界變得多采多姿， 
這才是DAAD獎項的核心價值

2019年時，我錄取包浩斯大學媒體建築學系，一個跨越傳統建築
以及新媒體藝術的跨領域科系，班上同學除了德國人以外，還
有來自世界各地的學生。在不同語言、文化以及大學背景的碰撞
下，除了學習到精實的專業知識，對於他人的理解、尊重與包容
更是我們國際生的一大課題。

2020年我的作品有幸獲得DAAD優秀外籍學生獎的青睞。疫情時代
下，我將親身經歷的歧視現象，結合互動投影技術、設計成一個
展覽空間。參與者透過遊戲的方式探索與反思不同族群間，因種
族、宗教、文化產生的差異，而正是因為這樣的多元性，我們的
世界才變得多采多姿，我認為這才是DAAD獎項的核心價值。

在德國留學，是一場收穫滿滿的冒險，無論是多學了一種語言、
建立了自己的生活方式、結交來自世界各地的朋友，都幫助我們
看見世界不同的樣貌，也為我們的未來開啟無限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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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的大學生通常住在學生宿舍或是私人公寓。

與其他國家不同的是，德國大學不會自動分發宿舍給學生。

大多數德國大學並沒有一個完整的校區或校園，學生宿舍通常不
會在校園裡，而是分散在城市不同的區域。

但是，每個大學所在的城市都會有學生宿舍，學生宿舍通常是最
划算的選擇，不僅如此，更是迅速認識其他學生的理想機會。您
可以透過DAAD的宿舍搜尋資料庫了解情況。  
→ www.daad.de/accommodationfinder 

另外一個選擇是私人公寓。德國租屋市場非常多元，不論是空房
間或是傢俱齊全的公寓都是可能的選擇。

合租公寓很受德國大學生歡迎。

合租公寓（Wohngemeinschaft，WG）是類似家庭式租屋的一種
形式，由數位室友共用廚房和浴室，每個人都有一間個人房間。
它的優點是，合租的費用相對便宜，還可以很快認識其他學生，
而共同生活更是學習德語的最佳方法。

各大學的國際處通常都會提供在當地尋找住宿的實用資訊。

我的孩子將住在哪裡？



33

您或許有考慮到德國去探望孩子，這絕對是個好點子。

德國是一個風景迷人的國家。

在這裡，您會發現北海和波羅的海沿岸由美麗沙丘環繞的海灘和
島嶼，而南部地區則有非常適合滑雪與健行的阿爾卑斯山脈。您
還能看到原野、連綿起伏的丘陵和風景如畫的河谷。

令人驚豔的特色建築隨處可見。

半木結構房屋、中世紀城堡、羅馬式和歌德式教堂、19世紀的住
宅，當然還有超現代建築。在文化方面，不僅在柏林、漢堡、慕
尼黑和科隆等大城市，在較小的城鎮也有許多值得探索和體驗的
風貌。

全年都有地區性的節慶活動。

其中包括萊茵河地區的狂歡嘉年華、法爾茨的葡萄酒節以及舉世
聞名的慕尼黑啤酒節等。

德國的美食料理也豐富多樣 -- 從傳統的地方菜餚、多樣化的民族
美食，再到米其林星級餐廳的創意料理，應有盡有。

德國高度現代化的交通網絡，能確保便捷舒適的旅行體驗。

德國位於歐洲的心臟地帶，使其成為探索其他歐洲國家的理想
地方。

快來親自看看吧！

德國有哪些地方值得旅遊？



34

在您與孩子規劃留學事宜時，建議您可以與當地的機構或人員聯
繫，尋求個人諮詢與協助：

• DAAD臺北德國學術交流資訊中心

提供德國學術和教育等相關資訊與諮詢服務

→ www.daad.org.tw

地址：臺北市100和平西路一段20號11樓

電子郵件：info@daad.org.tw

諮詢時間：星期一 16:00–19:00，星期四 10:00–17:00

• 臺北歌德學院

• 德國在臺協會

除此以外，您也可以向位於波昂的DAAD總部諮詢。

→ www.daad.de/contactform

更多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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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學德國資訊
→ www.daad.de/deutschland
→ www.daad.de/publications-germany
→ www.study-in-germany.de 

科系課程資訊
→ www.myguide.de
→ www.daad.de/international-programmes
→ www.daad.de/study-programmes
→ www.universityranking.de
→ www.studienwahl.de

簽證資訊（德國在臺協會）
→ www.taipei.diplo.de 

獎學金資訊
→ www.funding-guide.de
→ www.deutschlandstipendium.de

學習德語資訊
→ www.summerschools.de
→ www.goethe.de/ins/tw/cn/index.html
→ www.deutsch-uni.com
→ www.dw.de
→ www.testdaf.de

國際學生測驗資訊
→ www.testas.de/en

德國大學教育展資訊
→ www.study-in-germany.de/events

線上課程及學程資訊
→ www.daad.de/online-programmes
→ www.hochschulkompass.de/en/study-in-germany.html 
（搜尋"distance studies"）
→ www.coursera.org

住宿資訊
→ www.daad.de/accommodationfi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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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gmaringen
 Freiburg

 Friedrichshafen

 

 Kempten Konstanz

 Neubiberg

 Ravensburg  Rosenheim Trossingen  Weingarten

 
Zittau

 Görlitz

SCHLESWIG- 
HOLSTEIN

MECKLENBURG- 
WESTERN POMERANIA

BRANDENBURG

BERLIN

HAMBURGBREMEN

LOWER SAXONY

SAXONY

SAXONY-ANHALTNORTH RHINE-
WESTPHALIA

HESSE

THURINGIA

BAVARIA

BADEN- 
WÜRTTEMBERG

RHINELAND
PALATINATE

SAARLAND

 Berlin

 Hamburg

 Bremen

 Aachen

 Aalen

 Albstadt

 Alfter

 Amberg Ansbach

 Aschaffenburg

 Augsburg

 Bad Homburg

 Bad Honnef

 Bad Liebenzell

 Bad Sooden-Allendorf

 Bamberg  Bayreuth
 Bernkastel-

    Kues

 Biberach

 Bielefeld

 

 Bochum

 Bonn

 Brandenburg
 Braunschweig

 Bremerhaven

 Brühl

 Buxtehude

 Chemnitz

 Clausthal-Zellerfeld

 Coburg

 Cottbus

 Darmstadt

 Deggendorf

 Detmold

 Diepholz

 Dietzhölztal

 Dortmund

 Dresden
 Duisburg

 Düsseldorf

 Eberswalde

 Eichstätt

 Eisenach

 Elmshorn

 Emden

 Erfurt

 Erlangen

 Essen

 Esslingen

 Flensburg

 Frankfurt a.M.

 

 Freiberg

 Freising

 Friedensau

 Fulda

 Fürth

 Furtwangen

 Geisenheim

 Geislingen

 
 Gelsenkirchen

 Gera

 Gießen

 Göttingen

 Greifswald

 Hachenburg

 Hagen  Halle

 Hameln

 Hamm

 Hannover

 Heide

 Heidelberg
 Heilbronn

 Herford

 Hermannsburg

 Hildesheim

 Hof

 Holzminden

 Idstein

 Ilmenau

 Ingoldstadt

 Iserlohn

 Ismaning

 Jena

 Kaiserslautern

 Karlsruhe

 Kassel

 Kiel

 Kleve

 Koblenz

 Köln

 Köthen

 Krefeld

 

 Landshut

 Leer

 Leipzig

 Lemgo

 Lippstadt

 Lübeck

 Ludwigsburg

 Ludwigshafen

 Lüneburg

 Magdeburg

 Mainz

 Mannheim

 Marburg

 Merseburg
 Mittweida

 Mülheim/ Ruhr

 München

 Münster

 Neubrandenburg

 Neuendettelsau

 Neuruppin

 Neu-Ulm

 Nordhausen

 Nürnberg

 Nürtingen

 Oberursel

 Offenbach

 Offenburg

 Oldenburg

 Osnabrück

 Ottersberg

 Paderborn

 Passau

 Pforzheim

 Potsdam

 Regensburg

 Reutlingen

 Riedlingen

 Rostock

 Rottenburg

 Saarbrücken

 St. Augustin  Schmalkalden

 Schwäbisch Gmünd

 Schweinfurt

 Senftenberg

 Siegen

 Speyer

 Stendal

 Stuttgart

 Stralsund

 Trier

Tübingen  
 

 Vallendar

 Vechta

 Wedel

 Weiden

 Weimar

 Wernigerode

 Wiesbaden

 Wildau

Wilhelmshaven

 Wismar

 Witten

 Wolfenbüttel

 Worms

 Wuppertal

 Würzburg

Wustermark

 Zwickau

Frankfurt/ O.

 Landau

 Ulm

Bin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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