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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費用：

1) 公立課程 - 學費全免* , 只需生活費

*Baden Württemberg  收取國際學生 1500€ 

2) 政府贊助課程 - 每學期4萬港幣起

3) 私立大學 - 每學期10萬港幣起

生活費：

每年9萬到10萬港幣

德國大學學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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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大學的優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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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靈活的學習方式

2. 培養獨立思維

3. 大學、公司和工商界之間的密切合作關係

4. 學習期間有120天可以兼職

5. 學生畢業後有18個月的求職期

6. 畢業生可最快於工作兩年後申請永久居留權



DSE 收生要求：

申請德國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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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個科目（包括4主科）達至3級

● 自選科目必需是獨立科目

e.g. English and English Literature; Chinese 

and Chinese Literature; Economics and 

BAFS, etc

● 部分科目未必認可

e.g. BAFS, Tourism and Hospitality



GCE AL收生要求

申請德國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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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個科目（3科達AL級)

● 1科目語言最少AS (Literature 不被接受)

● 數學或自然科學

● 不接受Vocational Subjects

專科
● 人文學科 - 可以接受AL 歷史或地理

● 經濟學或社會科學 - 必須 AL 數學

● 技術，數學或自然科學課程，必須AL 的

數學及 1科自然科學

● 醫學必修 AL 化學，另外兩個AL 數學和

自然科學（生物學，化學或物理學）



IB 收生要求

申請德國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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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個科目最少 24 分

● 2科目語言（其中1科語言 HL)

● 數學 HL

● 歷史/ 地理/ 經濟學/ 心理學/ 哲學/ 社會人類學/ 

商業與管理/ 全球政治

● 生物學/ 化學/ 物理學

● 藝術&設計/ 音樂/ 戲劇/ 電影/ 文學和表演/ 現

代外國語言/ 拉丁語/ 古典希臘語/ 應用化學/ 環

境系統和社會/ 計算機科學/ 設計技術/ 世界宗教

或體育/ 運動和健康科學



IB 收生要求

申請德國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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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立免費課程 - 較嚴格及要求更高

2.   私立大學 - 取錄較有彈性

3.   課程取錄限制 -

收生限制/本地性限制/國家性限制

4.    注意申請截止日期

申請大學貼士



DSE申請貼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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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未能達到最低要求 --- 私立大學/Foundation

2) 公立大學

- DSE 6個科目達至3級 (德語授課, Non-NC)

- DSE 6個科目至少22 (英語授課, Non-NC)

- DSE 6個科目至少26 (英語授課, NC)



其他升學 - 大學基礎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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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合哪種類型的學生?

大學基礎課程適合已經獲得了離校證書 (12年教育)，

但沒有德國高等教育入學資格的學生。

學生完成課程後必須通過大學入學試

(Feststellungsprüfung) 才可以升讀大學。



其他升學 - 大學基礎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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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大學基礎課程為期一年，學生於一年內學習

德語及專科基本知識課程。

學生可以俢讀的專科分五種: 

第一種是修讀醫科、藥劑或生物學；

第二種是修讀MINT課程；

第三種是修讀經濟和社會科學課程；

第四種專修人文學科或德語；

最後一種是語言學。



其他升學 - 大學基礎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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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學費，只有行政費 10 - 20 萬港幣

任可大學 部分只可選指定大學

Public PrivateVS.

學費

大學

政府 非營利組織/ 私人組織

少而且有限學位數量 相對更多



其他升學 - 大學基礎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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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PrivateVS.

一年 半年到一年半

B2 0 (英語教學)

課程需時

德語要求

德語 德語或英語教學語言

入學考試 必須 取決於機構



其他升學 - 大學基礎課程

Public PrivateVS.

IB 少於24分合資格學生

入學條件 取決於機構取決於中央教育局

美國中學畢業

台灣中學畢業

少部份收DSE 學生

少部份收GCE AL 學生

IB 少於24分

美國中學畢業

台灣中學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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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升學」 服務計劃

www.thoss-study-in-germany.com

info@thoss-study-in-germany.com

Facebook: /ThossEducationService

http://www.thoss-study-in-germany.com
mailto:info@thoss-study-in-german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