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书山有路，为你掌灯； 

学海无涯，共济风雨。  

  

卡尔斯鲁厄 

新生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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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斯鲁厄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是于 2005 年在卡尔斯鲁厄

市法院正式注册成立的一个公益性组织。细至对当地同学们的日

常生活上的问题的帮助，大至历届卡鲁春晚、卡秀以及 2009 南

京论坛等多项大型活动的成功举办，只要是卡鲁当地的事宜，我

们都会去励精求治。 

企业宣讲——我们会与知名企业保
持合作，为大家带来更多的求职方面
的信息和机会 

文化交流——课业之余，我们也与德
国友人展开艺术文化上的交流 

娱乐休闲——为同学们举办各类聚
会活动，去认识更多同胞 

招商引智——推动中德两边政
府、工商企业、学术机构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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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新同学，你好! 

欢迎你来到卡尔斯鲁厄这座美丽的小城！卡尔斯鲁厄中国学生学者联合

会（VCSW-KA）代表所有中国同学祝贺你成为我们温馨大家庭的骄傲一员！真

诚地希望你在卡尔斯鲁厄，和我们一起享受生活，度过激情洋溢的美妙时光。 

KIT（Karlsruher Institut für Technologie）前身卡尔斯鲁厄大学（Universität 
Karlsruhe (TH)，又名 Fridericiana）创建于 1825 年，是德国历史上第一所理工

大学，2006 年 10 月同慕尼黑大学，慕尼黑理工大学一起入选为德国首批精

英大学。自 2006 年 1 月起与德国亥姆霍兹国家研究中心联合会旗下的卡尔

斯鲁厄研究中心合并，成为 KIT 的一部分，现有十二个院系，教授教职 200 余

位，学生两万余人。KIT 在历史上科研学术成果累累，在学术界和工业界都享

有崇高的声誉，1888 年，赫兹在赫兹讲演厅证明了电磁波的存在，1972 年，

成立德国第一个计算机系。由德国高校发展中心颁布的排名中，卡尔斯鲁厄

大学的计算机系在五项排名标准中的四项名列第一，物理系和化学系在五项

中的两项位列第一。历史上涌现过奔驰创始人卡尔·奔驰，运动学之父弗兰

茨·吕罗，蒂森克虏伯股份公司的创始人奥古斯特·蒂森，博世公司主席弗朗

茨·费伦巴赫，氢弹之父爱德华·泰勒的一大批著名校友，更曾有五位校友获得

过诺贝尔奖。 

为了帮助初来德国的你，在生活、学业和工作上完成一个顺利的过渡，

我们在老版《卡鲁新生指南》的基础上，根据亲身经验和体会做了进一步修

补和更新，希望在你想要知道的各个方面提供一些基本的信息资源以供参考。 

当然，其间疏漏和错误在所难免，欢迎大家及时指出。更希望不断有新

的同学参与到《卡鲁新生指南》的更新和修订工作中来，为后来者提供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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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准确的信息。同时，也非常欢迎你加入我们 VCSW-KA，一起来为大家服务，

以我们的热情让卡尔斯鲁厄华人社区变的更温暖! 

最后，让我们在此向参与《卡鲁新生指南》编写和校对工作的同学们表

示感谢！ 

我们真诚的希望在你到达后，你能够借助这些信息迅速地适应这边的生

活，拥有一个完美的起点！ 

 

卡尔斯鲁厄学生学者联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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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到达卡鲁 

欢迎你来到卡尔斯鲁厄，面对

即将开始的卡城生活，第一次到德

国的你也许还不知道该从何做起，

那么我们就先来看看初到卡鲁需要

办理哪些手续。 
 

1.1 Hauptbahnhof 

绝大多数的新生都是坐火车来到卡鲁。当你抵达卡鲁后，请在位于火车

站楼北侧（火车站门外）的车站选择线路。在卡鲁主城区的每一个车站都设

有电子信息板，上面会滚动更新线路的到达时间。 
卡鲁市区内经常因各种工程导致交通状况多变，S-Bahn, Straßenbahn 和

Bus 改道频繁。http://www.kvv.de/linien-netz/liniennetz-schiene.html 在这个

KVV 的网站上或者各个站台临时张贴的 Fahrplan 里可以找到卡鲁市区最新的

Linienplan，每个车站也都会贴有这样的交通图和改道的信息，请在到达卡鲁

之前确认好选乘的线路和开往方向。 
火车站外也有不少候客的 Taxi，如果你行李确实很多，行动不方便的话，

坐的士也是一种便捷的交通方式。如果有两三个伙伴同行的话，费用分摊一

下其实也不是很贵。 
 

1.2 Anmeldung + 领新生礼包 

在食堂的 International Student Center 可以找到 Studierendenwerk 的服务

台，凭 Zulassung 可以领取一份新生信息的资料夹，其中包括大学的一些简要

信息和一张卡鲁地图。对于初到卡鲁的你，地图相当重要，头一个月出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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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它指导了。 
 
如果你来德国之前就找好了房子，抄下来你的地址，带上护照、租房合

同和Wohngeberbestätigung(模板在Bürgerbüro的网站中找到，需要让房东，

或者 zwischenmieter 的原住户签字)到 Bürgerbüro 去 anmelden（报户口）。

拿到 Anmeldebestätigung 并且已经在学校注册的同时可以领取新生大礼包，

包括 KVV 学期票一张、50 欧 Gutschein、一本 Stadtbuch 和一个自行车抽奖的

机会。 
 

1.3 银行开户 

带着护照、Anmeldenbestätigung 和国内保证金证明到 Deutsche Bank 激

活账户，建议开通 Online-Banking，因为网上转账很方便。之后一周左右你会

分别收到银行卡、4 位数字的密码、TAN 码和 5 位数字的网银密码。在使用网

银时，如转帐、更改信息，会要求输入不同的随机号码（TAN 码），第一次为

100 个，用完之后可以向银行继续申请。 

另外还有手机银行和电话银行，分别对应通过短信和热线电话办理银行

业务。如有需要开通的话，还要向银行申请 iTAN 和 Telefon PIN。 

不少新同学可能因为来的时候没有找好住房或者只是找了短租的住房，

因此不一定能立刻 anmelden（视遇到的 Bürgerbüro 工作人员而定，要是遇到

的人办事严格，要细看你的租房合同，那就会不让你 anmelden 了）。但是不

将银行账户激活，来的时候带的现金用完了可就不好了。这种情况下你也可

以先来银行办理激活手续，在报地址的时候报其他朋友的地址（或者你的短

租地址），然后附注转收 c/o 你朋友的名字（或者短租原住户的名字）。等以

后找好房子了可以再来银行修改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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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大学注册 

注册时间是开学前两周，Zulassung 上的注册时间安排可以无视，带好

Zulassung 上要求的材料，尽可能早地去大学外办注册。注册的时候会要你拿

注册费的转账单来，转账成功 1-2 周以后才会收到学生卡。所以在那之前，

一部分需要学生卡执行的功能就受到限制了。如果等不及的话，注册完之后

几天可以再去外办看看，那里有时候会放着一台小推车，上面都是装着待寄

出的学生卡的信封，问下工作人员，如果当中有自己的那封的话，凭护照直

接取走也是可以的。 
 

1.5 保险 

来德国前我们办理的都是短期保险，在你的保险失效前应尽快去延保险

或者新办理公立保险。主街（Kaiserstraße）上大学对面分别有 AOK 和 TK 的

办事处，如果选择其他保险请参看各自的网站。如果是读语言班或者预科的，

可以先办一年私立保险，费用相对便宜一些。办理保险的时候需要带的材料

有护照、Anmeldungsbestätigung 和 Zulassung。 

公保的执行相对简单，只要在看病的时候，向医生出示公保的卡，费用

就会被结算在保险公司的名下。而私保则需要自己承担费用，然后在看完病

后将费用的明细邮寄给保险公司相应的办事处，过段时间你的账户上才会收

到退款。 
 

1.6 延签 

外国人在德国入境并在 Bürgerbüro 办理好 Anmeldung 后一段时间，就会

收到外管(Ausländerbehörde)办理延签的邀请。当你在大学或预科语言班成功

注册后，你就可以预约延签时间。一般情况下，可以亲自去 Ausländerbehörde
领取信息登记表，也可打电话 115 到 Ausländerbehörde 预约延签的 Ter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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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可以使用网上的 Online-Terminvereinbarung 
(http://otv.karlsruhe.de/terminmodul/live/index/index/dienststelle/36）。按照卡

鲁外国人管理局的规定，在签证到期的前一个月左右可以确定你的延签时间，

会自动的按照你 Anmelden 的地址给你寄一封邀请信。如果有特殊情况在那

天不能去，可以直接给负责的签证官打电话或发邮件联系，以确定合适的时

间。 
 
去 Ausländerbehörde 办理任何手续，都需要与工作人员先预约。如果事

先有在网上或是通过电话定了 Termin，那么你同时也会被安排到一个号码，

到时间时就会被叫到；如果是直接去，则工作人员会为你分配可能的 Termin
让你到时候再来。10 月和 11 月是延签的高峰期，所以请尽早办理。第一次

延签必要的材料有： 

-填写完整的申请表 

-护照 

-证件照片（35mm x 45mm，与中国护照要求的尺寸不一样） 

-Immatrikulationsbescheinigung（入学注册之后可以在 Studierendenportal
上 登 录 后 找 到 并 打 印 ， 如 果 还 没 有 入 学 注 册 ， 则 也 可 以 用

Zulassungsbescheinigung 代替） 

-银行账户 3 个月明细（作为个人资金的证明，如有奖学金或是其它资金

证明，可以携带官方证明前去） 

-Krankenversicherungsbescheinigung（签过保险之后就可以去保险公司的

任意办事处要） 

-延签手续费（65~110 欧之间，视延签期限的长短而定） 
如果延签 Termin 超过你的签证有效期，不用怕，可以管工作人员要一个

书面的说明。在延签四个星期后，便能收到一封通知你电子签证卡已经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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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的信，让你再去一趟 Ausländerbehörde 领取。如果在新延签 Termin 之前没

有从德国出境的需求，这段签证失效的时间不会有太大的影响。而如果是急

着需要出国，则需要在离境之前 2 天向工作人员申请一个 Notfalltermin，然

后带着机票去办理一个短期的居留许可，类似于最早的贴在护照上的签证，

可以保证你能正常再次入境。 
 
注意事项： 
德国人很信赖他们的邮局，银行卡，学生证都是邮寄给你，所以如果你

初到卡鲁没找到稳定住所，最好用一下朋友或者学长的地址，同时切记留地

址时加上“c/o 房主姓名”（相当于转收）。否则人家信箱上没有你的名字，信

就要被退回，这一耽误就要浪费很长时间。 

 

1.7 留学生登记 

 所有来到德国留学的同学都须在驻德使馆教育处完成报到登记，以便将

来各宗手续的办理。当你以后完成在德国的学业准备回国发展时，会需要在

使馆或者领馆开具《留学回国人员证明》，这会需要你在报到登记系统中留下

的档案信息。 

 完成报到登记须登录驻德使馆教育处网站（http://www.de-moe.edu.cn），
在“驻德使（领）馆教育处（组）留学人员报到登记系统”填写个人留学基

本信息，生成《留学人员报到登记表》。已经在德国居住一段时间，来德时没

有立即进行登记的同学也可以随时补登。 

 对于公派留学生，领馆方面有具体规定，相关信息都以驻法兰克福总领

馆教育组的链接为准： 
 
·国家公派（费）赴德留学人员报到须知 

http://frankfurt.china-consulate.org/chn/jywh/t120079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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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公派留学人员在德期间办理各类手续须知 
      http://frankfurt.china-consulate.org/chn/jywh/t1200799.htm 

 

·留学生常见问题解答 
http://frankfurt.china-consulate.org/chn/jywh/t117868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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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办理《留学回国人员证明》 
http://frankfurt.china-consulate.org/chn/jywh/t34197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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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住房 

 
你是否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想到你即将在异国露宿街头？你是否曾对着显

示器一边刷租房信息一边抓头？你是否在走出机舱的时候还在盘算今晚到底

该睡公园还是睡火车站？你是否…… 
 
相信对于每个初到或者将要到卡鲁的同学来说，找房都会是件很头疼的

事，即使是在卡鲁呆上过一段时间的同学也会觉得找房不容易。没错，在卡

鲁，住在哪里，是个问题。作为一个大学城，卡鲁永远缺房子。好了，如果

你感觉到了胸闷气短紧张，那希望我下面的文字能缓解你的症状。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房子肯定会找到的！ 

在卡鲁， 房源大体分为三类： Studierendenwerk 下属的公立学生宿舍（相

当于学校宿舍）、私人学生宿舍、普通私房。 
 

2.1 公立学生宿舍 

Studieredenwerk 的宿舍相比较当

下卡鲁租房市场可以说价廉物美，且

可选地址比较多，有的宿舍就在学校

对面，图书馆简直就是你的书房啊，即

使远一点的宿舍选址周边设施都相对

比较完善，可以保证你的基本生活需

要。不仅有单人间，还有情侣宿舍可以

申请，而且情侣宿舍相对好申请一些。 
 
缺点就是，基本上，你很难住进去，因为要排队等空房。一直以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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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宿舍的房源都远不能满足卡鲁学生的需求量。而且对于分配给外国学生的

宿舍比例 Studierendenwerk 还另外有所控制，在近几年卡鲁的中国学生人数

显著上升的趋势下，获得宿舍的机会愈发困难也在所难免。 

具体申请时，你要先到 http://www.sw-ka.de/de/wohnen/wohnheime_ka/ 
上注册，然后提交申请。之后能做的就只有漫长的等待了。Studierendenwerk
分配学生宿舍时会考量学生的各种具体情况，国籍也是其中因素之一，并不

完全是按照先来后到的顺序。申请的结果会通过邮件得到回复，在那之前最

好不要过多地去 Wohnableitung 办公室询问索要宿舍，这不仅对得到房子没

有帮助，反而会导致对方对中国学生不好的印象。 

毕竟入住学生宿舍的可能性不是你自己能左右的，最好不要把希望全寄

托在这里。在递交了申请之后，还是得继续去其他地方寻找房源。而找到其

他的住房之后，你可以去 Wohnableitung 询问一次得到宿舍的进展——毕竟

你的申请还在他们的 Wartelist 中，以后你可以选择继续等入住的机会，或数

月或数年都有可能，而被分配到宿舍了之后如果你不搬入的话，会和申请上

写的一样，会被处以罚款，以及失去再以后得到宿舍的机会；而如果觉得现

有的住处满意，也嫌再搬家麻烦，则可以考虑这时候收回申请。 

 

2.2 私立学生宿舍  

在卡鲁，私人学生宿舍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而且选择很多。这些宿舍

基本都在学校 10 分钟车程范围之内，一般周围都是鸟语花香的环境，宿舍里

的配套设施比较完善， 比如修理东西用的 Workshop， 方便的洗衣房，活动

室，酒水间等等。这些宿舍的价钱也很公道，申请起来也相对容易些，毕竟

私人宿舍是为了赚钱嘛，不会很苛刻。基本流程是，先到网站上提交申请，

与负责人邮件或电话交流后，大部分宿舍需要去面试（德语或英语皆可），通

过之后就可以入住了。  
 
在卡鲁最闻名的私人宿舍当属 HaDiKo (http://www.hadiko.de/ )特点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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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流动比较大， 房源相对充足，周围是森林，空气好，但是屋子大多比较老，

房子看起来不如其他新修的宿舍敞亮， 周末 party 比较多，住低楼层的同学

要多忍受一些噪音。 
 
推荐新生来这里尝试的原因是，这里可以短租，这是一个不错的缓急选

择，因为短租不需要面试，运气好的话发一封邮件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当

你在宿舍住过一段时间跟同楼层的室友搞好关系之后，想要长租就不是什么

难事了。（短租负责人邮件地址：fv@hadiko.de ）  
 
一般来说申请短

租的话你会收到如下

图的回复，然后你把

名字性别生日等情况

回复给他即可。当然，

发邮件的方式永远是

不保险的，如果你身

在卡鲁，最好的办法

是在 office hour（周四

19:30-20:00）亲自去 HaDiKo 申请。 

这里还有其他私人学生宿舍的网址，你可以都发发邮件或者打打电话试

试看。  

1. http://www.hek.uni-karlsruhe.de/  

2. http://www.abh.uni-karlsruhe.de/index2.php  

3. http://www.kha.uni-karlsruhe.de/  

4. http://www.kbteutonia.de/  

5. http://hfk-online.de/  

6. http://www.friso-cheruskia.de/  



 

18 

7. http://www.z10.info/  

8. http://www.franconia-karlsruhe.de/  

9. http://www.studentenheim-oberrhein.de/  

10. http://www.zollern-breslau.de/  

11. http://www.familienheim-karlsruhe.de/immobilien-mieten/fuer-studenten/index.html  

12. http://www.weechstrasse.de/  

13. http://www.cimfid.de/  

14. http://www.vdst-karlsruhe.de/wohnen/ 

 

2.3 私房  

第三种渠道就是私房了，价格偏高，但是灵活性比较大。近年来卡鲁地

区的房价有持续上扬的趋势，价格便宜的好房也能淘到，不过需要你有足够

好的口才和表现力，在和众多德国求房者的竞争中胜出抢到房子。WG
（Wohngemeinschaft）是德国年轻人中最受欢迎的合租方式，一般德国人都

会找同学和好友一起合租。不过找私房当然要先去藏经阁（www.kaforum.de）
看看，上面不定期会有要撤走的同学留下好房给各位，都是同胞，很多事情

都很好商量，不过毕竟资源有限，狼多肉少。  

http://www.wg-gesucht.de/  

http://www.sw-ka.de/de/wohnen/zimmervermittlung/privatzimmer_suchen_karlsruhe/  

http://karlsruhe.studenten-wohnung.de/  

http://www.studenten-wg.de/  

http://www.kit.edu/mark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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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wg-liste.de/karlsruhe/  

http://www.zwischenmiete.de/wg-zimmer.Karlsru he.html  

 

此外卡尔斯鲁厄报纸上也会刊登租房广告  

Sperrmüll（周五刊登）  

Karlsruhe Anzeiger （周三和周五刊登）  

BNN（周三和周六刊登） 

 
或许，在寻找私房的竞争中，你还是难求一胜， 同时你可能还在为刚入

学的各种琐事所累。这种情况下，你若是实在不堪这样的压力，那可以向租

房的中介寻求帮助。中介手上总归还是会有房源的， 而且也房子的条件也不

会太差。只是毕竟人家是专业做这个生意的，通过他们租到房子，还需要额

外支付他们手续费(Provision)的，价位一般为该房 2 个月的冷租费用。 
 

 注意事项：    

签合同的时候一定要仔细看看，Kaution，Übernahme，水电暖怎么算，入

住时房内设施的损坏状况都要仔细确认清楚，比较繁琐，德国人的合同基本都

是好几张写得满满的条款。所以对初来乍到的新同学，笔者不推荐单独签德国

人的私房。总之，一切小心，不是所有的德国人都像你想的那么善良。 

 

如果情况紧急，可以找青年旅社应急几天（www.jugendherberge-
karlsruhe.de）。还不行？ 厄……那只能找周围的中国人帮忙了，肯定会有好

心人收留你的。在卡鲁论坛上也有一个由学联发起的收留同胞的帖子，可以找

一下相关信息。  

 

总之，找房不容易，这会是你来德国要经历的第一个考验。不过不用太担心，

有大家互相帮助， 你一定能在卡鲁找到舒适的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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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饮食  

不管房子找没找到，总是要填饱肚子的。在德国，特别是卡鲁这种不算大

城市的地方，想要吃得舒心可得要花一番心思了。  

 

3.1 当地饮食  

说到吃的，就不得不提到随处可见的土耳

其店的Döner和Yufka，价廉物美，大部分的土

店里还有免费的红茶喝，是肉食动物不错的选

择。提醒一下，如果不是吃完了就回家睡觉的

话，最好说一句 ohne Zwiebel。  

 

关于 Uni 和 FH 的 Mensa，有 iPhone 和

iPad 的 同 学 ， 可 以 在 AppStore 上 搜 索

UNIverse 这个软件，每天的菜谱上面都会写，

很方便。如果不想挤 Mensa，食量又足够大， 可

以试一下学校南大门对面的 Oxford，里面有号称

全城最大的汉堡和足够分量的 Pasta。德国店一

般都很早打烊，过了 12 点又想找地方吃东西怎

么办？除了 McDonald 和 Burger King，你还可

以去 Karlstraße 的 Vapiano 吃面，或者去

Marktplatz 的 Kofflers Wiener Beisel 吃烤肠。 

 

3.2 中餐馆  

卡鲁的中餐馆很多，既有物美价廉的 Imbiss， 也有环境优美的高档餐厅，

更有极具中国特色的火锅和烧烤。藏经阁上有个的帖子,介绍的很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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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kaforum.de/forum/viewtopic.php?t=48 001 
 

3.3 超市  

 

如果自己做饭的话，下面是卡鲁主要超市：  

1 ）最常去的买菜和日常用品的超市是 LIDL http://www.lidl.de/ 和 ALDI 
http://www.aldi.de/ 它们在卡鲁有多家分店，如果你不知道离家最近的在哪，

直接到超市的主页上输入邮政编码搜索吧。 
 
2）REAL http://www.real.de/ 是东西最全的超市， 食品、日用品、体育用

品、服装等等都有，不去个两三次想找需要的东西还是要费一番波折。  

 

3）NETTO http://www.netto.de/ ：跟ALDI 和LIDL 类似的平价超市。  

 

4）REWE http://www.rewe.de/ ：菜和肉很新鲜，价格稍贵，营业时间长，

Europaplatz 的那家能开到晚上12 点。  

 

5）DM http://www.dm-drogeriemarkt.de/ ：主要卖化妆品、日用品和厨房卫生

间用品，健康保健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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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ROSSMAN http://www.rossmann.de/ 各类东西都有卖的。  

 

7）EDEKA http://www.edeka.de ：跟LIDL 类似但价格稍贵，离校园最近的超

市。  

8）Scheck-in-Center http://www.scheck-in-center.de/ ：东西好而贵。  

 

9）Kaufland www.kaufland.de 也是一个比较大比较全的超市，离REAL 远觉

得不方便的话去这家也可以。位于城西，最近的车站是Entenfang。  

 

10）Maxikauf：俄罗斯超市，3 路坐到Heidehof， 食品和日用品很齐全，尤

其是肉类，这里卖肉跟国内菜市场类似，要多少店员给你切多少，夏天有卖二

三十斤的大西瓜。  

 

11）土耳其店：Kronenplatz 附近的 Zähringerstraße 上有几家。 

 

3.4 亚超  

金乐福：市中心往西到Yorckstr.下车往西走200 米左右。中国人经营的超市，

可以买到基本的中国食品、调料、餐具、地方特产。  

 

Asia Land：泰国人开的亚超，Europaplatz 下车向西走100 米左右，REWE 
超市对面。这家店很大，不过中国来的东西少，大多是东南亚进口的调料、食

品。  

 

韩国金店：在Zähringerstraße 上，位于Marktplatz 和Kronenplatz 之间。  

 

兄弟亚超：2018年新开的中国超市，主要的货品和金乐福差不多，在

Kronenplatz桥下的车站旁，入口在EDEKA旁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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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日常生活  

4.1 银行业务  

德国有二种最基本的开户类型：Girokonto 可以转帐／利息通常较低 (或
无利息)，像一般的房租，电话费，水电费等，都能从这种户头扣缴。

Sparkonto 无法转帐／利息通常较高，多半用来生利息。我们在Deutsche 
Bank 的保证金账户是Girokonto，若有多余的钱，不妨另开个Sparkonto，利息

会高一些，急需时也能随时存取。当然另一种利息更高的，还是定存，而定存

利率的高低，依年度景气会随时更动。  

 

在德国同一银行异地提款是没有手续费的，跨行提款收手续费，但是

Deutsche Bank 的卡在Postbank 的柜员机上取款是没有手续费的，学校附近

最近的Postbank 柜员机在Kronenplatz 附近的邮局。推荐再办一个Postbank的
Girokonto 和VISA 卡（额度为500 欧），Postbank 网点多，而且对于学生办

上面2 张卡全部是免费的。 

 

·SEPA-Überweisung  
这是欧元区自 2008 年开始实行的一种转账方式，相比用 Konto-Nr.和 BLZ 执

行的传统转账方式， SEPA-Überweisung 将不同国家、不同金融机构下的账户信

息全部统一成了一个标准下的 IBAN(International Bank Account Number) 和 BIC 
(Bank Identifier Code)，简化了跨行跨国的转账手续，目前也已逐渐被各个公司机

构甚至个人所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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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AN 整合了国家、银编和账号，在德国所有 IBAN 都为 22 位。虽然现

在包括 Deutsche Bank 在内的银行卡上还是以 Konto-Nr.和 BLZ 为主要的身份

信息，但一部分卡的背面已经开始印上了 IBAN 码，如果没有的话，想要了解

自己账户的 IBAN 以及 BIC 可以在 http://www.iban.de/ 上分别用 IBAN-
Rechner 还 有 BIC/SWIFT Suchen 计 算 得 出，或 者 也 可 以在 自 己的

Kontoauszüge 中找到。 
 

4.2 手机  

如果你从国内带来了手机，只需要选择一份适合自己的手机合同；如果你

没有带手机，这里也提供了很多附送手机的手机合同。  

 

在德国具有 4 大手机网络运营商 T-mobile,O2,Vodafone,E-plus,而使用这四大

网络的各个手机卡品牌非常的多，有点眼花缭乱的感觉。每种卡都有自己特定的

目标客户，运营公司在制定卡的时候充分考虑了目标客户，费率，目的地等等各

因素，制定了品种繁多的手机卡品牌。正因为手机卡是伴随我们日常生活中非常

重要的物品，因此我们在这个陌生的国度，结合自己的需要和特点选择一款或者

几款手机卡是很实际的，从而达到省钱，省力的目的。 

 

德国的手机服务主要是通话、短信和流量3个方面，不同的手机合同大致也

是在这3个方面配比上有所区分，供不同手机使用习惯的用户选择。在网络日趋

发达的现在，不少社交App都已经支持聊天和语言通话的情况下，前两者的使用

都有所减少。而德国的手机流量使用完后是会被限速，类似国内的无限流量卡

的原理。 

 

最后提个醒，德国手机是单向收费！之所以在这里选择介绍 O2 的手机卡，

是因为这里的大量学生都选择了 O2，在 O2 的网内相互通话是免费的。这可是一

个相当大的优势了，选择其他的手机卡当然可以，只是你的朋友可能会向你抱怨，

因为给你打电话还得另付费...如果需要更换手机合同，在不改变运营商的情况下

可以不用遵守合同上的需提前多少时间提出终止合同的要求。自己打热线等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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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会比较长，推荐让营业厅帮你写 Kündigung 的信，然后过段时间运营商方面

会主动打进电话来帮你办理。 
 

4.3 手机应用 

来中国的外国人对中国人有一个比较普遍的印象，就是总是看着手机。太依

赖手机确实不是好事，但不能否认的是手机的确提供了我们太多的便利。到了德

国，手机的用处大致相似，只是需要换几款 App 了。 

 

Google Map 

初来乍到去哪儿都需要问路，一款导航 App 不可或缺。谷歌地图的

使用习惯和国内的高德基本相同，开车、坐公共交通、步行皆可。

餐厅、博物馆、银行等公共设施的照片、联系方式、营业时间也都

可以查到。 

 

Google 翻译 

应该不用多说了吧…… 

 

Deutsche Bank Mobile 

不一定特指 Deutsche Bank，只要是你常用的账户所在的银行，都可

以找到他们的手机端。汇款、更改信息更灵活，同时每月的流水单

也可以在手机上确认，以免因为忘记在网页端点开确认，以致银行

邮寄未被确认的流水单产生费用。 

 

UNIverse-Studierendenwerk 

Studierendenwerk 官网的手机版，内容相同。可以查每天每个食堂

的菜谱，刷租房信息、兼职信息以及学生相关的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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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sApp 

德国人之间目前最常用的通讯软件，在中国人看来应该算是精简版

的微信吧。文字聊天、群聊、语音、视频、保留 24 小时的动态，主

要的功能就是这些。另外 WhatsApp 账号是和手机号绑定的，通讯

录可以同步。一般情况下主要是用于和外国人联系，中国人之间其

实还是更习惯微信的。 

 

KVV.mobil 

用于 KVV 交通体系的导航软件，坐车出行时可以用来查现有能坐的

车和需要等待的时间，也可以在这里查看最新的 Network plan，以

免被临时发生的改道所耽误。需要购票乘车的情况下还可以在 App

内购票。 

 

Ka-news 

专门发布卡鲁本地新闻的 App，关注卡鲁本地治安、交通、民生等方

面。 

 

以上 App 都在 Google Play 商店或 AppStore 中找到并免费使用，部分国产

手机可能限于和谷歌的协议没有内置 Google Play，需要先自己通过浏览器寻找

并安装谷歌的服务框架。 

4.4 网上购物  

在德国网上购物的价格大多比实体店的价格便宜，所以很多生活用品以及

电子产品都可以通过网上选购，在下面两个网站你可以对比同一个商品在各个

网店的价格，以及买家的评价，很实用  

www.Preisvergleich.de  

www.billiger.de/Preisvergleich  
比较著名的网购的网站有eBay 和Amazon, 类似国内的淘宝网，几乎什么

都有。其他还有商场或专卖店会有自己的网店，他们的商品也可以在eBay上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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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但在他们的网店里可能能享受到优惠活动。  

 

基本的操作流程和在国内网购类似，只是没有微信和支付宝，这里网购平

台或网店的账户一般是通过邮箱或手机号互联的。通用的支付方式是信用卡支

付，德国的信用卡或国内有银联标识的信用卡都可以。其他的支付方式有账单

转账、PayPal、各平台专门的支付账户等，支付金额有时候会因不同的支付方

式产生不同的手续费。 

 

最后是收货，下单后一般可以选择一个预期的收货时间，如果没有可以联

系卖家商量。如果送货时你不在家，快递员可能会将东西放在你附近的取货点

需要你自己去取，也可能会找你的室友或邻居代收。 

 

相比实体店消费，网购使卖家能缩小经营成本，使买家购物更为便捷。因此

如今大多数商店， 不论是 REWE, Edeka24 这样的超市，还是 Saturn, Karlstadt 
这样的商场，都开设了网店。所以只要不是像每天做饭需要的新鲜食材、家里已

经用完急需补充的牙膏洗发液等等必须是现货的东西，其他东西完全可以在网上

下单，然后等它送货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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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就医  

这里针对的是一般情况下的伤病，

相当于在国内医院的“门诊”。 在中国，

病就该上医院；到了德国，情况不大一样

了，看病需要拜访的，是 Hausarzt。 
 
用Google map 搜索Allgemeinarzt 

Karlsruhe 可 以 查 到 附 近 所 有 诊 所

（Arztpraxis）的位置和相关的信息，然

后你可以选一所你看着顺眼的，打电话

约一个合适的 Termin。去的时候记得带

着保险卡。AOK 或者 TK 的公立保险与

卡鲁城内 95%的诊所都签有合同，他们

的卡基本都是适用的。其他保险的适用

范围多少会小一些， 但选好一家适用的

Hausarzt 之后以后都去那里看病的话

执行起来也是一样的。 
 
最后如果医生要给你开药，会给你一张抬头为你被保险的公司的账单，你

只需要带着账单去给任意一个药店（Apothek）就可以换药了。  

 

如果你能大概了解自己的病状也知道如果去医院该挂哪一科的号，那也可以

改搜索某一特定科的医生，比方说，Orthopädie Arzt （骨科医生），Zahnarzt 
（牙医），innere Medizin（内科）……  

 
如果是比较严重的或者紧急的病，等不及约 Termin 的可以直接上市立医院

（Städtisches Klinikum, Moltkestraße），坐 S-Bahn 2E, S1, S11, 6 可以到。实

在严重的就打 112 叫救护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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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突发事件的应对  

先要知道的两个电话号码：报警电

话：110； 急救电话：112。遇到突发事

件时首先想到的必然是找警察，需要交

待的是 5 个 W-Fragen：谁（wer）， 在
哪里（wo），什么时候（wann），发生

了什么（was），有多少（wieviele）。

如果你有受伤了的话，警察也会帮你叫

救护车。 

 被卷入民事纠纷、刑事案件、合法

权益受到侵害或遭遇不测需要救助时，

作为中国公民你还可以向中国驻法兰克

福总领事馆的领事官员反映情况和有关

要求，寻求领事保护。 

 

4.7 失物招领  

如果在城市里不小心丢失了东西自己找不回来

了，那要去 Fundbüro 询问。被别人捡起来的东西一

般都会被送到 Fundbüro 或者 Polizei 那里。要是丢

的是钱包，里面有你的名字或者是身份证明之类的

证件，他们还会主动和你联系，甚至把钱包送回到你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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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关于护照  

我们的护照主要是在办理个人手续，签订合同以及出国会需要出示。所有关

于护照的业务，包括护照的换发、补发、新发，在这里均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驻

法兰克福总领事馆受理。 

 

这是领馆业务的页面 http://frankfurt.china-consulate.org/chn/lsyw/，遇到关

于护照的问题的时候请按照领馆给出的相应的应对步骤解决。 

 

4.9 关于德国人  

走在星期天的卡尔斯鲁厄大

街上，商家关门闭户，人丁稀

少， 而想必同一时间的中国购

物街上，肯定人声鼎沸吧！中德

两国的生活方式是如此的不同。

以下总结出中国人和德国人的几

点区别，希望能对大家今后与德

国人的交流起到帮助。当然，这

些都是对大多数人而言，个别情

况例外。 

 
1. 首先说最大的不同点，中国人一日三顿都是热的； 德国人则是面包，主菜，

面包，三顿中几乎两顿是冷的。他们还很自豪自己有各种各样的面包，香肠和奶

酪。 



 

31 

 
2. 在餐馆吃饭的时候，德

国人都是很安静的，吃东

西也从不发出声音；中国

人呢， 高谈阔论，什么吸

面条声啦，啧嘴声，此起

彼伏。  
 
3. 大家聚会时，中国人往

往喜欢成群结队，德国人

往往是熟悉的，聊得来的在一起，端个酒杯，三三两两。  
 
4. 中国人出去旅行肯定要带相机，而且要不停的拍，如果不巧相机坏了，肯定很

懊恼。德国人出去旅行是用眼睛看，未必要拍照，更不会三连拍。 
 
5.中国人以白为美，怕被太阳

晒。德国人以小麦色为健康色， 

只要有太阳他们就跑外面去晒！

在德国也很难买到美白精华之类

的产品，他们的防晒霜，还经常

有加黑元素。所以有需要防晒用

品时，最好从国内带，或者网购

亚系防晒。另外，出门打阳伞，

也会引起德国人的好奇哟。 

 
6. 德国人脑袋大多是方的。中国人表达意见观点喜欢转弯抹角，提意见前往往

要扯些别的，所以中国人的思维都比较复杂，也可能别人没那意思，我们也这

么琢磨了。德国人提意见喜欢直来直去。所以他们很难适应中国人的思维，他

们的观点多半只有ich stimme zu, oder ich bin nicht dafür. 所以当你们意见相左

时，也不要觉得德国人不通情达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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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在德国公共场所，最好保持安静，说话时声音要小一点。中国人习惯热闹，

刚来德国时可能会无意识地大声说话，要提早适应哦。 
 
8. 都说德国人守时，不过实际上只是针对于“公事”。他们的公共交通都是精

确到分钟的，基本上提前两分钟到车站就能准点赶上车。如果约了Termin，最

好一分钟也别迟到。另一方面，德国人约你去参加party，如果说8点开始的话，

基本上10点左右到就可以了。  
 

总得来说，大多数德国人还是比较好相处的。只要你主动些，上去多交流攀

谈，他们是愿意和你亲近的。但如果中国人只把自己封锁在一个中国的圈子里，

不去对外交流的话，他们也不会主动来找你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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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出行  

 
2007年起，市政府向第一次来卡鲁的学生赠送一张学期票（2016年9月起

价格为151,10欧）。有了学期票和学生卡Studentenausweise、学生证明

Studienbescheinigung（官方说法注册证明是必须的，但是通常查票的只看前

两个）就可以在KVV范围内免费坐Tram、S-Bahn、Bus和火车慢车了。学期票

凭每学期的KVV-Bescheinigung在KVV各个营业点以及学校的

Studierendenwerk可以购买。  

 

另外，我们的 KVV-Bescheinigung 配上学生卡可以在每天 18 点至次日 5 
点，周末以及法定节假日作为学期票使用，所以很多住在学校附近的人都没有买

学期票。那么，如果你没有学期票，在卡鲁还有哪些出行方式呢？ 

 

5.1 KVV  

卡尔斯鲁厄地区的公交系统。当外地的朋友来玩的时候，就要买 KVV 的公

交票了。KVV 分为很多 Waben（像蜂巢一样一个挨一个的区块儿）， 根据行

程所经过的区块数目不同，票价也不同，经过的越多价格越高。最便宜的是单程

票，偶尔乘车可以买 4 人票或天票，经常乘车就要买月票了，如果出行范围更大

就需要州票和周末票了。下面的表格列举了以上几种票的价格： 

名称 Waben 价格 人数 有效期 

 
 

单程票 
Einzelfahrkarten 

1 1,90  
 

1 
 
 
 

60 分钟 

2 2,40 90 

3 3,40 180 

4 4,10 180 

5 4,70 180 

6 5,70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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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7,10 1 240 

 
四次票 

4-er-Karten 

1 7,20  
 

1*4 

 
 

同单程票 
2 9,50 

3 12,00 

4 15,20 

5 18,20 

 
 
 

天票 
Tagskarten 

<=3 
Citysolo 

6,20  
1 

 
 

打票起至第

二天凌晨 3
点 

KVV+VPE 
Regiosolo 

10,80 

<=3 
Cityplus 

10,10 <=5 

KVV+VPE 
Regioplus 

19,10 

 
 

月票 
Monatskarten 

<=2 58,00  
 

1 

 
 

自打票起 30
天 

3 77,00 

4 93,50 

5 112,00 

6 130,50 

>=7 164,00 

 
Baden-

Württemberg-
Ticket 

 
 
 
 

巴符州慢车 

 
 

23+5x 

 
1+x 

x<=4 

平时 9 点至

次日 3 点；

周末及节假

日 0 点至次

日 3 点 

 
Baden-

Württemberg-
Ticket-Nachts 

 
 

20+5x 

 
1+x 

x<=4 

周日到周四

18 点至次日

6 点；周五

周六 18 点至

次日 7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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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önes-
Wochenende-

Ticket 

 
全德国慢车 

 
40+4x 

1+x 
x<=4 

双休日 0 点

至次日 3 点 

 
近年来KVV的票价一直呈稳定上涨趋势。如果你有BahnCard的话，买单人

票时可以享受优惠价，当然遇到查票时也得连BahnCard一起出示。  

最 新 的 车 票 信 息 以 及 更 多 的 票 种 请 查 阅 KVV 的 官 网 

http://www.kvv.de/fahrkarten/fahrkarten-preise.html 

 
KVV 有专门的查票员，比较集中的查票区域是 Tullastraße、Durlacher Tor、

Marktplatz、Europaplatz，后三个在主街上人流量最大，第一个则是 KVV 的总部所

在地。查票员一般会避开高峰期，在晚上甚至凌晨查票。即使你住得很偏僻也不

要逃票，否则 Schwarzfahren 中了大奖可就是 40 欧的罚款和一条不良记录。如果

是忘带了车票或是证件，也会被处以 7 欧的轻罚。 

 

5.2 自行车  

在国内骑惯了自行车，来了卡鲁你也想拥有一辆自行车了吧，尤其是住在

学校附近的同学没有自行车出行很不方便。德国的自行车都比较贵，很少有2位
数的，所以我们更多的是买二手车。主要途径有四个：藏经阁的私人交流市

场、大学的信息版、跳蚤市场Flohmarkt还有Facebook群Flohmarkt Karlsruhe，二

手车一般在30-100欧之间，新旧和车型差异很大，能不能选到满意的车就看运

气了。卡鲁哪有跳蚤市场呢，在google.de搜一下Karlsruhe Flohmarkt就OK啦！  

另外随着近年来网购的流行，也有人会把出售自行车的信息发布在Ebay或
者Amazon上。 

 

注：Studierendenwerk会定期的在Mensa举行二手货拍卖，主要是自行车，但

是一般竞拍者需提前在Studierendenwerk的网站上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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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了车回来保养就是个问题，在德国可没有老大爷摆的路边修车摊儿，自

行车配件专店的费用相当相当贵，能自己修好是最好的。修车的工具和自行车

配件在Real有卖的，至于怎么修车，大家可以参考一下藏经阁的这个帖子： 

http://kaforum.de/forum/viewtopic.php?t=22321  
 

另外大家可能也会注意到，卡鲁的街道远没有国内城市那样的宽，专门的自

行车道都不一定有。有些地方路面上划了线，中间标了自行车标志，那样只要在

划线范围内骑行就可以了；有些地方则是完全没有标记，只有 S-Bahn 的铁轨、机

动车道和人行道，这种情况下按照交通规则的要求，自行车应该在机动车道上靠

右行驶，路上车多的时候，自行车只能和排队一样在前一辆自行车后面跟着前行，

不能多辆并排行驶或者超车。 
 
这里对于自行车并没有特别严的交通规则，不影响交通的情况下，稍微变通

一下也没什么。大多数情况下，当街上人和车很少的时候，骑在路中间、人行道

上也没什么，只要有人或者车来的时候避让就行。只是有时候被一些老年人看到

了，可能会被他们训斥。 
 

5.3 火车  

德国的火车系统极其发达，卡鲁又是在西南德的交通节点上，火车是我们

出行的很好选择。由于ICE的价格比较高，所以我们最常买的票还是州票和周末

票，好友一起出游或者和别人拼票出行性价比非常高。不过缺点是只能做慢车

（RE、RB、IRE、S），停站多，转车次数多。比如从卡鲁到柏林需要转3-5次
车，11个小时左右。如果经常单人出行并且赶时间，可以买张Bahncard 25， 

学生价39欧，或者Bahncard 50，二等舱学生价一年118欧，火车50%折扣（含

IC、ICE、EC），并且可以在大城市（如斯图加特，慕尼黑）的Reisezentrum
免费喝咖啡等车。  

 

在 DB 的官网 http://www.bahn.de/ 可以查询车次和订票，其中交通工具

Verkehrsmittel 中“nur Nahverkehr”对应的就是慢车。一般越早订票越有可能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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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德国境内 29 欧的特价票，以及其他跨国列车的特价票。在 DB 网上订票需要

信用卡支付， 完成订单和支付后会生成一个 PDF 文件的车票， 乘车验票时必

须出示打印好的车票和注册卡（参见车票），注意车票上 Barcode 区打印地一定

要清晰， 确保读票机能够扫描出车票信息。 
 

5.4 飞机  

一般去欧洲其他国家游玩会选择廉价航空公司的飞机，赶上淡季提早订票

可能有1 欧的机票， 当然加上税和燃油费等等往返可能会20-40 欧，不过这个

价格是非常低了！以下列举几个廉价航空公司 

穷游网：www.go2eu.com  
Vueling（西班牙）http://www.vueling.com  
Airberlin（德国）http://www.airberlin.com  
瑞安航空（爱尔兰）http://www.ryanair.com  
Germanwings（德国）http://www.germanwings.com  

 

至于回国机票，一般都是通过德国的华人旅行社（具体 Google 之！）订购，

淡季能拿到 400-500 欧的往返机票，价格么每天都可能有变动，这就需要你一

家一家打电话问了。汉莎航空或者国航（只能网上订票并用信用卡支付）偶尔也

会出一些回国的特价票，可以随时关注一下它的主页。 

5.5 大巴 

 除了火车之外，城市之间的交通还可以坐大巴车(Fernbus)。价格相对于火

车便宜很多，当然相应的坐车时间会比火车更长。 

 

最主要的大巴客车经营者是 Flixbus (www.flixbus.de,手机端也有免费的

APP)，订票在网上完成。订票时间提前，价格会更便宜。如果定错了票，退票时

会扣去一部分手续费，余下的部分会以 Gutschein 的形式退还。上车前需要提前

将票打印出来或者在手机上展示。 

http://www.flixbus.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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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汽车  

如果在国内有驾照，认证后可以换取在德国半年的临时驾照。如果想长期

在德国开车，建议重新考取驾照。将中文驾照翻译公证以后，到驾校报名。

Umschreibung 没有最低驾驶练习限制，理论课也不用去上，但是理论和实际

驾照考试都必须正常重考。在德国考取驾照费用较高，一般要至少两千欧。

Umschreibung 的价钱根据个人的水平（基本费用和Fahrstunden 费用）会有

所不同。  

 

在德国租车非常方便，Stadtmobile 是比较受欢迎的形式。当你一个人长

途旅行又没有Bahncard 时， Mitfahren 就很划算。Mitfahren 也就是搭便

车，在德国很流行，搭车者只要付很低廉的费用（相比火车），

http://www.mitfahrgelegenheit.de/是个很大的找Mitfahren 的网站，信息很

全！搭便车不仅可以在德国境内， 甚至可以到境外。另外Stadtsmobile 也提

供租车服务，对于有驾照而没有自己的车的同学来说，是个不错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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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 学习  

 

一直以来德国大学都采用 Diplom 学制，而近年来，考虑到 Diplom 学制过

长，无法顺利获得学位的风险较大， 各大学都开始引进 Bachelor+Master 学制，

与国际上的英美学制逐步接轨。卡大也不例外，很多专业几乎完成了学制转换，

新生分为了 Bachelor 和 Master；同时也有部分传统专业的还是采用 Diplom 学
制，新生依旧面临着免课的难题。 

 

6.1 预科(Studienkolleg)  

Studienkolleg 其实也算是Uni 中
的一个Fakultät。正式进入预科的学习

之前， 预科会先安排1 个星期的时

间，来帮所有新生完成一切需要办的

手续，比方说私立保险的办理，注册

费的转账， Kursverteilung(分班级)…… 
最后则是Einschreibung。  

 
Einschreibung之后的下一个星期

学习生活就正式开始了。 预科内有D-
Kurs和K-Kurs两种班。前者是专门学德语，准备考DSH的。后者则除了德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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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数学，物理，化学 (或者Informatik) 等课程，一年后需要通过预科的结业

考试Feststellungsprüfung。  

 

K-Kurs 每学期每种课有两次 Klausuren，德语水平达到泛欧语言标准 C1 或

以上水平的学生可以在学期初评相应的语言证书免去德语课及其所有 Klausuren。
K1(K-Kurs 第一学期的)相对轻松些，每门课的平均成绩(即所有 Klausuren 成绩

平均一下)都前于 4.0 即可，没达到的话得补考，还是没过的话就得重读一个学期

了。到了 K2 平时每种课的两次 Klausuren 都会算进最后的毕业成绩中，然后关

于结业考和毕业成绩结算的资料在这儿 http://www.stk.kit.edu/pruefung_ft.php ，
上面还有每门课的样卷。不过与大学里不同，每次出卷的 Dozenten 的都不一样，

样卷或者往年的试卷参考价值并不大。 

 

还有个很重要的部分，关于毕业之后申请大学的事。预科毕业的同学是可以

申请德国任意的大学的。毕业成绩出来之后，就可以去有意向的大学网上填写申

请 了 。 想 留 在 卡 鲁 上 KIT 的 同 学 去 这 里 https://movein-uni-
karlsruhe.moveonnet.eu/movein/portal/studyportal.php 填完资料确认后打印出

来交给外办即可。8 月初左右就可以收到 Zulassung 了；而如果是想去其他城市

的大学，就请按照那个大学的网站上的说明来完成申请，一年前 Einschreibung
交过的资料都被保存在外办，去取出来复印之后再和申请表(如果需要的话)一起

邮寄给大学就是了。 
 

6.2 语言班  

在进入KIT开始正式的专业课学习之前，通过德语的语言等级考试是必须的

（国际课程则需提供英语成绩）。如果在国内没有语言成绩或者语言成绩没有

达标（即TestDaF4*4或者DSH2），就必须参加KIT的DSH考试或者DSH-
vorbereitende Kurse（语言班）。 

 

在进入语言班学习之前，会有Aufnahmetest（入学考试），如果在国内有

TestDaF Stufe3 或者DSH1的成绩是可以免试进入语言班学习的。根据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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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语水平语言班可以分为A2水平的DA220，B1水平的DB120，B1-B2水平的

DB110，以及B2-C1水平的DB210和DB220。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班级比较特

殊，DB3**是studienbegleitende Kurse, 多数为德语水平较高但没有参加过语

言等级考试的学生，他们已经在专业注册，并且可以开始边进行专业课的学

习，边学习语言，但这需要亲自跟Studienkolleg的负责人协商，如果语言水平

真的很好而且该班尚有空位，可以尝试申请下，毕竟可以节省半年读语言的时

间。  

进入语言班学习的学生，也需要注册成为KIT的正式学生，并且会享受一切

学生待遇，包括新生大礼包、可以申请学生宿舍等。  

需要注意的是，当在语言班的德语学习结束后希望能在 KIT 继续学习专业的

学生，必须在下学期申请截止之前，重新申请下学期本专业的 Zulassung。只需

要 Online-Bewerbung 和递交申请表，不必再次递交申请材料。接下来会收到新

学期的 Zulassung，这才是通过语言考试后入学时所必须的入学通知书。 

如果 KIT 的 DSH 考试不幸没有通过，也不必惊慌，在巴府州乃至整个德国

的很多大学都有自己的 DSH 语言考试，可以报名参加。很多学校的 DSH2 的等

级证书，KIT 都是承认的。 
 

6.3 Bachelor  

为了Bachelor新生能够更快的了解大学的学习和生活，各系的Fachschaft
在开学前都会举办为期数天的Orientierungsphase，期间会有对课程设置、上课

考试、选课排课的介绍，以及参观卡大校园、实验室，新生Party等等一系列活

动。如果你是Bachelor新生，通过O-Phase以及拿到的宣传手册，可以对大学

的学习生活有一个很好地了解。  

进入大学生活后，一般所有的科目第一节课上都是在讲关于本课程的设置

(Vorlesung, Übung, Tutorium, Workshop...)，还有作业和考试的安排。KIT 官方



 

42 

的学习平台 ILIAS (https://ilias.studium.kit.edu/)是很重要的，大部分课的作业和

信息都是从这里发布的。 用 SCC-Account(u 开头的那个账号)登录后，在自己的

Fakultät 下找到每门课的链接然后 beitreten 就行了。不过也有些课在 ILIAS 上还

没有链接，需要到教授给的他自己的 Institut 的网上才能找到他发的资料。 

当然德国人都很有想法，为了能方便大家找到需要的资料他们还动用了功

能更为强大的软件Dropbox。收到已在Folder中的朋友的邀请后就可以使用其中

的资源了，总会有勤快的德国同学，将网上有用的资料第一时间放到Dropbox
里共享给大家，免去了大家每门科的网站一个个点进去下载的麻烦。  

需要注意的还有自己的Campusmanagement (在https://campus.studium.ki 
t.edu上用自己的u-Account登录)，每个学期的Rückmeldung，重要的

Bescheinigung的下载，考试的报名以及成绩查询等等手续都在这里进行。如果

Studierendenportal的功能出了问题，最好尽快去Studienbüro询问。  

学期中的 Lernveranstaltung 大致分为 Vorlesung(教授亲自讲授的大课)，
Übung(复习前一节 Vorlesung 的内容，并且讲一些相对应的练习题，相对于

Vorlesung 学生有更多的机会在课上直接向教授提问)，Tutorium(由前一届的学

长作为 Tutor 组织的小组交流，专讲作业上的内容，然后对组员提些问题测试

[Kollquium]，同时他也负责作业的批改，最后给予评分)。个别专业可能还会有其

他形式的，例如 Praktikum,Workshop 等。 

各个系的情况略有不同，基本上前三到四个学期的课程是每个专业都是安排

好的，一般有几门 Orientierungsprüfung 作为资格考试，一定要在特定的学期数

之前通过。后面几学期的课程开始分方向，有选择的空间。一般 Bachelor 要求

有至少 8 周的实习。详细的需要查看各系的要求，需要 fachliche Beratung 时可以

向各系的 Fachschaft 寻求帮助。 
 

6.4 Master  

Master新生虽然没有了免课之忧，但是部分专业的学生需要补课，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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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收到的Zulassung上面会有明确的要求，机械、经济和计算机的学生基本不需

要补课，相反电子系的学生则基本都需要补一些专业基础课。然而补课的课程

由于不计入最后的总成绩，所以只需要及格就可以，相对来说，压力也不大。  

Master的学生入学后马上就要进入专业课的学习，同时有可能在Vorlesung
开始前要选择专业方向，以便能够选课排课。由于德国的硕士阶段仍然是非导

师制的，教育制度也比较自由，给了同学很多选择的空间，所以也容易造成迷

茫和混乱。所以建议学生在开学前，更多地咨询前辈，参加学联组织的迎新活

动，问一下前辈的经验，然后最好找各自专业的Berater做一个面谈，规划一下

自己的整个学业，他们非常有经验，可以给出你很好的建议。  

电子系（ET）转换学制比较早，现在ET的Master越来越多，我们以ET系为

例，讲一下Master新生如何选专业方向：  

1）同ET系负责Master学生的Frau Dr. Brueckner-Nieder预约时间面谈，确定自

己的专业方向，从而确定本专业方向的Studienberater(in)，以后对课程有问题

就向他来咨询。 

2）在HPA（Hauptprüfungsausschuss）领取Modulplan，表格中包含学生需要

上的必修课，还要自己填写上满足学分要求的选修课。  

3）根据网上提供的本专业的Studienplan选出要上的课程，并填写到自己的

Modulplan中。选课时可以根据Studienplan里提供的课程编号寻找自己想要上

的课程，或直接在ETIT的主页上选择各个所的主页一一查看。每个所的主页最

上面一般都有Studium und Lehre 或者Lehrveranstaltung链接，点击进入就可

以看到这个所里提供的所有课程及课程的详细信息。选课时的首要原则是必修

课（Pflichtmodule）优先，而选修课（Wahlmodule）的选择就很灵活，完全可

以根据个人喜好和剩余的时间来选择不同的课程。选修课会分为几个类

（Schwerpunkt），最好偏重一个来选择，这样可以学的有侧重点，当然这不

是绝对的，只要Studienberater同意这份你自己的Studienplan就可以。  

4）完成自己的 Studienplan 后必须要交给自己的 Studienberater，只有其签名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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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之后，这份 Studienplan 才可以正式生效，学生可以按照自己的 Stundenplan
开始修课。在修课过程中也可以改动自己的 Studienplan（当然只限于选修课），

每次改动都要经过 Studienberater 的许可。 

有些专业例如计算机系是不需要和Berater签订自己的学业计划的，所以也

可以一边就读一边转自己的方向，但是这样往往会造成时间上的拖沓，需要同

学自己去平衡取舍。  

以计算机为例，如果不需要签订计划的专业，往往会有一本非常全面的

Modulhandbuch，里面详尽介绍了所需学分需要划分在哪些课程上。计算机的

Master学生，需要修够2个Vertiefungsfach，1个Ergängzungsfach,各至少15
分，以及6分的SQ；专业课除了Vertiefungsfach以外还可以选修一些不是自己

的方向的课程作为Wahlfach，Wahlfach不多于39分；在Vertiefungsfach和
Wahlfach中必须包含至少3个Stammmodul，以及12分的Seminar或者

Praktikum的成绩；其中Seminar至少3分，Praktikum至少6分，两者之和又不能

大于24分。  

新生往往会对手册内很多的规定无法参透，需要及时咨询前辈，当然最保

险的方式就是和Frau Ioana Gheta (E-Mail: 
beratunginformatik@informatik.kit.edu)联系。  

另外，MHB 每个学期都会有更新，需要及时关注，有的 Modul 如果你修了

一半突然被关闭了，也需要尽快和 Frau Ioana Gheta 联系。 

 

6.5 Doctor  

硕士结束后，愿意深造的同学可以进行博士阶段的学习。  

博士生新生也是可以领取新生大礼包的。博士生可以自由选择是否在大学

注册成学生。非欧盟博士生注册学生需要在向外办提出申请，一般几天之内就



 

45 

会被批准。交完每学期100多欧的注册费，就可以享受各种学生优惠。比如凭学

生证和KVV证明在晚上或者周末坐车，或者买学生票等等。一个小提示，有职

位的博士生会有工作证，注册成学生后会另发学生证，工作证和学生证都可以

在图书馆和食堂使用，但是工作证在食堂买菜会比学生证贵很多。博士生会从

网络中心获得学校的邮箱和无线网账号，用该账号在rzlx1.rz.uni-karlsruhe.de上
使用SSH登陆，可以使用网络中心的打印机打印A4，A3 文件甚至A0 的海报，

而打印费用则不需个人承担而是由自己的中心每学期和学校结算。另外使用该

账号可以在学校软件商店可以免费下载很多工具软件，如Matlab，Labview等。  

一般来说在博士生阶段就没有课程与考试了（教授有特殊要求的除外），博

士生的主要工作就是科研任务，如阅读文献，实验，编程，处理数据，讨论结果，

撰写论文，参加学术会议等等，而学习的主要途径就是阅读文献和听取学术报告。

阅读文献除了去图书馆借书外，更重要的途径是自己上网搜索。使用校园网络的

时候，如果学校购买了杂志相应的版权，那么你搜索到的文献就可以直接下载，

学校图书馆网页上也有文献搜索引擎。博士生要注意主动和导师（教授或者负责

指导你的博士后）保持经常的联系，最好是面对面的交流，讨论自己的科研课题，

因为很多教授都很忙，他一般不会主动来找你，要靠你见缝插针地主动去找他。

一旦有了新的科研想法，阶段性的成果，或者难以逾越的科研上的问题，要及时

和导师交流。总的来说和博士之前的学习生涯相比，博士阶段的学习有较大的自

由度和较少的约束，工作时间和论文发表都没有硬性的要求，个人的主动性非常

重要。 

同时博士生也要注意和组里的其他成员经常交流，一些日常性的问题或者

不太成熟的想法都可以和同事先讨论讨论。导师不在，又需要帮助的时候，主

要就是要靠自己的同事了。其他一些事务性的问题，可以找中心的秘书咨询。  

一般来说，读博士只用英语就够了，但是很多时候，同事还有导师会用德语交

流，所以对博士生来说学学德语还是有好处的，放心，德国同事都非常乐意教

你德语的。  

一般情况下，博士生的工作时间早晨9点到下午6点，不过弹性很大。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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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生是没有寒暑假的，而是每年会有二十余天的休假可以自己自由支配，想

休假的时候去秘书那里填写休假申请，再有导师签字就可以了。另外博士生在

学期中一般会承担部分教学任务，比如指导本科生与硕士生的习题课，实验课

或者批改作业和考卷。教学任务的量与专业有关，每个学期任务也会不一样，

一般在每星期半个工作日到两、三个工作日不等。  

博士生一般是有收入的，这里有两种情况：奖学金或者是职位。拿奖学金的

博士生一般不算大学职员，没有工作证，不用交养老保险和个人所得税，但是需

要自己另外买学生医疗保险。拿职位的博士生一般拿工作签证，算大学职员，个

税、保险等会自动从工资中扣除。由于牵扯到毕业之后是否能获得 18 个月找工

作签证的问题，请博士生注意自己的签证状态。 

博士学习的最后阶段就是撰写博士论文，然后毕业答辩，博士学习总时间一

般是三到五年不等。究竟什么时候可以开始写毕业论文，准备毕业都是导师说了

算。毕业答辩后，导师和其他教授会根据你的科研，论文和答辩的综合情况给出

一个毕业成绩。 

6.6 高年级入学的免课事宜  

如果你收到的是 Bachelor 或者 Master 高年级的 Zulassung，无论你是国内

已经读过还是在德国从其他学校转学而来，你都有免课的资格。具体各个专业的

免课事宜需要咨询相关的负责老师，每个专业规定各不相同，但是免不了需要和

教授再次面谈。 

 

6.7 英语授课（国际生）  

国际课程，顾名思义是国际化的专业课程，教学与交流使用的是英语，这是

KIT 与世界接轨，输出优秀学术成果的最佳例证。KIT 的国际课程隶属于

International Department，就是大家口中常说的 ID，位于 Herrenstrasse。它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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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有四个 school，分别是 HECTOR School of Engineering & Management
（Master program），Carl Benz School of Engineering（Bachelor program），

Karlsruhe School of Optics and Photonics（Master program 和 PhD program）

和 Helmholtz International Research School for Teratronics（PhD program）。

网址是 http://www.idschools.kit.edu/。这些开设的国际课程都是KIT 的名牌专业，

课程讲师大部分是从其他院系聘请的大师级人马，可谓是实力雄厚。 

HECTOR School of Engineering & Management相当于MBA项目，学费不菲。

不过此项目标榜的是“more than normal MBA”，因为它的课程中也包含技术

类，因此毕业后应算是技术类管理人才了。  

 
Carl Benz School of Engineering是机械工程专业，为期三年，每年需要缴

纳1万多欧元的学费，之后可衔接德语的Machingenbouw。  

Helmholtz International Research School for Teratronics是今年五月新开

设的PhD项目，主要是研究a new generation of researchers and developers 
with expertise across the electromagnetic spectrum from the fields of 
electronics, photonics and in micro-and nano-technology。  

Karlsruhe School of Optics and Photonics 是 KIT 非常出名的一个国际项目，

而且其中的中国人比例特别大，一直保持在 20%。这个项目的师资来自 LTI，IPQ
和 IMT 等院系，他们都是院长级别的大牛级人物，国内国外都长享赞誉。而 KSOP
另一个吸引的地方是它是为数不大提供奖学金的项目，大概 40%的人能拿到奖

学金，这可以涵盖个人在卡鲁的所有月支出。 

接下来，总体谈谈国际课程的一些方面吧。国际课程是冬季入学，在萧瑟的

10 月来到一个陌生的国度，更加上语言不通，确实会让人茫然不知所措。不过无

须过于忧心，开始的 Orientation week 会有专人带领你解决诸如入学注册，银行

开户，图书馆注册，购买保险等问题，所以请勿错过。而国际课程的学生也享有

KIT 德语学生的同等权利，所以当学习或生活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时，均可向学

校求助。而且，还可以从 ID 寻求帮助，对于 ID 的学生，ID 的老师总是关怀备至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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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学之后就迎来人生的新阶段了，然后德国的学习氛围与国内确实大不相同。

无论是德国学生还是从世界各地过来的学生，大家对于知识的获取都非常热衷，

特别是 master program 中，大部分学生曾工作一两年，他们很清楚自己的方向，

用功程度惊人。所以首先，一定要摒弃在国内浮躁的心态，静下心来踏踏实实学

习。其次，要多与自己的同学交流，这对于起初快速适应国外生活是很有帮助的，

可能第一个月与他们一起的时候，你只能听懂他们话中一些词。不过请相信，习

惯就好，之后等你熟悉他们的口音，自然就畅通无阻了。最后，多留意华人社团

的一些活动，德国的娱乐生活很少且乏味，玩乐还是找中国人才是王道。适度的

玩乐对于调整心情，恢复状态是很有帮助的。  

对于课程学习，第一，可以到图书借阅该门课程讲师推荐的英文教材；第二，

请教上一届的师兄师姐；第三，利用 facebook 和 dropbox 等进行讨论与共享。

至于考试，就中国人而言，英语课程的闭卷考试基本没有什么问题，很多时候出

的是前几年的原题。但开卷考试和口试就比较麻烦了。一般来说，开卷考试的题

型与平时练习题和历年试题相差颇大，灵活性强，因此出现往往考试时间不够用。

而口试则是与任课教授约定时间，然后面对面交谈，旁边还会有一个 PhD 学生

监考。口试内容总体来说偏简单，不过很多人在口试过程中，拿捏不准教授的问

题点，因此提供的答案往往不能使教授满意。然而，教授不会就此放下此题目，

他会从其他方面再问，一步一步引导你得出答案。看似教授耐心很好，但是很可

能你就会一直被此题目拖住，俗称卡壳。最后的成绩也就可想而知了。不过，也

不用过于惧怕，只要之前认真准备，从理解入手，不死记硬背（这是教授最讨厌

的，一旦被认定为死记硬背，分数会好低），对照历届 protocal（师兄师姐的口试

题目）进行准备，口试还是很容易拿到高分的。 

最后，说说国际课程的前景以及毕业去向问题。窃以为只要美帝不倒，英语

在国际上还将继续占有很大优势。因此，毕业回国寻找一份好工作问题不大。但

如果想留在德国，那么就必须在毕业前能进行德语的日常交流，当然涉及专业技

能的还是可以应用英语的。而毕业到底是找工作还是读博呢？这就要根据个人职

业规划，不能一概而论。在德国就业，工作压力比国内小很多，并且假期也多，

的确是不错的选择。但是，我想说的是在德国读博也没有在国内时听说得那么恐

怖，要读个 10 年 8 年的，其实一般也就只需 3 到 5 年。而且半职 PhD 的工资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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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有 1500 欧左右，全职的更甚。对比国内的读博生涯，这里简直是天堂般的存

在。而相比美国的 PhD，这边的毕业要求不是以死死的论文数量为准，只要你所

做的项目能得出些成果，教授同意了，你就可以毕业了。 

 

6.8 自习  

不论你在卡鲁攻读的是什么专业和学位，一个方便而合适的自习的位置绝

对是少不了的。理论上讲，这个位置的最佳选择应该是自家的书桌前。但是基

于众多前人学习时遇到的效率问题考虑，这个结论最终还是停在了理论上……  

那么，再到校园里来找找学习气氛积极的地方吧。KIT的校园还是挺开放的，大

多数图书馆、机房、讨论室以及教室，即使非本专业甚至非KIT学生也能使用。  

 
1）KIT Bibliothek：Geb. 30.50  

来卡大读书不可能没进过的地方，每天24小时开放的大学图书馆全德国独此

一家哦（晚上7点以后还有周末时进入需要学生卡）。WLAN，讨论室以及各专业

的文献基本都能满足任何学生的要求。  

考试季的时候位置会比较紧张，有时候每天早上8点前就得去占位子，白天

人满的时候WLAN连接会非常困难。另外夏天Neubau 的几层Lesesaal 里会很

热，怕热的同学记得要优先挑Altbau的位子。  

 
2）Chemie-Bib：Geb. 30.26  

一般在图书馆转了一圈没找到位置的人会来这儿再看看，开放时间是周一至

周五的 9:00-19:00，进去时要把包寄放在门口的柜子里，只能带必要的文件和设

备到座位上。既然是化学系的图书馆，能提供的文献也只限于本专业的了。 

3）Physik Bibliothek, Physik Hochhaus-Foyer: Geb. 30.22, Geb.30.23  

物理系的图书馆，位于楼内的2楼。内部的硬件条件不错，有讨论室、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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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电脑、投币式的复印机。开放时间周一至周五的9:00-19:00以及周六9:00-
12:30。  

4）Geb 10.23, vor Nusselt 1. OG：  

机械楼的1楼也有一些桌子提供，名义上是个不让大声说话的地方，但是很

多时候来这里的同学都是为了组队讨论的，只要旁边的同学不介意也没什么。

周末进机械楼需要刷卡，而且只有在读机械系的才可以。  

5）Geb 10.23, 4. und 5. OG:  

机械楼的4楼和5楼都是机房，不过电脑需要用ipek的edu-账号登录。可以讨

论，里面也有圆桌，桌与桌之间还有隔板分开。只要有机械系同学的学生卡，

周末半夜也能进去。  

6) Informatikbibliothek: Geb. 50.34  

在Fasanengarten穿过Adenauerring之后的那块地方了，有可以讨论的

Gruppenarbeitsraum和机房。平时9-22:00，周六9-12:30开放。夏天天气热时去这

里自习不错。  

7）Wirtschaftwissenschaftler Bibliothek: Geb. 20.11  

经济系图书馆，位于靠近 Schlossgarten 入口的那块区域。条件也很不错。不

过似乎因为和周围的几栋楼外形一样以至于这里的存在感比较低，它前面那几栋

楼的底楼都有沙发和桌子，那里倒是经常有人使用。 

开放时间是周一至周五的9-20:00。  

8）Kollegiengebäude Mathematik: Geb. 20.30  

2015年夏季学期新建成并开放的一栋楼，位于SCC的正对门。自习用的房间

在楼的西北侧以及地下，由于是玻璃墙结构，自习的房间在外面的路上就能看



 

51 

到。里面和化学系图书馆一样，需要把包寄存在入口的柜子里。  

另外，其他楼层也有不少房间是作为讨论室向所有学生开放的。可能是因

为刚建成的关系，去的人一直比较少。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五9:00-19:00  

9）SCC UG:  

这里也是个组队学习的好地方，外面的讨论室和里面的机房只要里面没有

人在上课就都可以自由使用。需要打印东西的话这里也非常方便，机房内的空

调会开得有点冷过头。  

平常晚上8点以后、周六下午1点以后进机房需要学生卡，SCC的楼门只能出

不能进；平常晚上12点以后、周六下午7点以后、周日全天机房不开放，楼门也

只出不进。  

10）Lernzentrum am Fasanenschlösschen: Geb 30.28 1. OG/2. OG 

最早是 2014 年夏天开放的，1 层和 2 层各有一部分自习用的区域。自习用

的地方和图书馆 Neubau 差不多，有一部分是 3 层楼贯通的。所以虽说自习室是

要求安静的，但当底楼大厅里有人吵闹时，声音也会传到上面去。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五 7:00-22:00 

11）Mensa, Curry Queen, Cafeteria: 在吃饭时间之外，这里其实也是可以进行自

习的，不过这里的 WLAN 信号相对不稳定。开放的时间在门口都有贴出，学期内

和假期里的开放时间都不一样。 

KIT 图书馆还有专门的手机 APP，出门去学校前可以通过手机查看

空座位的情况。同时也有管理查找和借阅书籍的功能。 

APP 可以在 Google Play 应用商店中找到，也可以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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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bibliothek.kit.edu 在浏览器中打开，功能是相同的。 

 

6.9 考试  

之前也有提到过了，KIT现行的报名方式是在各人的Studierendenportal上
执行的。具体的操作步骤如下： 

  

 打开学生用的Campus Management主页

（https://campus.studium.kit.edu/）  

 在左上点选ANMELDEN  

 输入自己的u-Account和密码登录  

 选择左侧的Prüfungen ->Prüfungsan- und -abmeldung  

 勾选Ich akzeptiere后Weiter  

 点开这个菜单，下面的就是自己这门专业所有的课程以及相应需要通过的

考试  

 选中要报的考试，里面会有考试的内容、日期、语种，报名时间段  

 确认之后便可完成报名了。要注意的是报名时请尽量确保所处的网络环境

够好，因为这里服务器处理报名信息的时间只有15秒，要是网速不够的话，15
秒之内报名完成不了，进程就会被迫中断。  
 

报考完之后再次确认前面的菜单，发现这科考试前面的标注已变成了“an”
的状态，表示报名（angemeldet）已经成功。等考试审评结束之后，如果这个

标注再变成“be”，就表示这门考试已经通过(bestanden)。  

由于 Studierendenportal 的系统经常会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如果你无

法即使 anmelden 考试，或者需要 abmelden 考试，需要亲自去 Studienbüro 联

系相关负责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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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 Schwerpunkt 下的考试，则需要将选好课后的 Schwerpunktplan 打印

出来并交到 Studienbüro，等过一周之后可以去那里取回签过字的各门课的

Prüfungszulassung，当你想报名参加某一门考试时，在这门考试的报名时间之

前将对应的 Prüfungszulassung 交到负责这门课的所里即可。 

 

口试：  

笔试只要在网上anmelden并且通过之后，就有了参加考试的资格，然而口

试在网上anmelden之后，还需要联系教授或者教授的秘书确定具体的考试时

间。一般教授的可选时间分为三种，一种是每个学期会有固定的一个礼拜用来

考试，一种是每个礼拜或者每个月都有固定的时间考试，还有一种教授你可以

随便约他空闲的时间来考试。但无论哪一种，都尽量提早至少两个礼拜去沟通

具体的考试时间，以便得到一个自己理想的考试日期。当然，口试比较宽松，

也可以先和教授约定了日期以后再上网anmelden。在发邮件约定termin的时

候，除了告知对方需要考的科目以外，注意提供自己的姓名，学号，专业以及

相应的学制等基本信息。  

复习准备考试时可以在各系的Fachschaft买到这门考试的Protokoll，这是以

往历届考试之后考生自己写的考题汇总、复习心得、笔记等等。另外有些课程

的网站上还会提供以往历年考试的真题（Alte Klausuren）。以上这些都是对于

复习考试非常重要的材料，因为很多考试的历届考题都是相关性极大。尤其是

口试，最好把所有Protokoll出现的考题汇总，全部准备充分，这样就很容易拿

到理想的分数。一般来说口试相对笔试来说更容易拿到高分，但因为语言上的

限制和考试时心态把握不好（直接和教授面对面交谈，比较容易紧张），所以

口试成绩也往往容易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往往最高分和最低分都来自于口试，

而笔试成绩一直中庸。  

另外考试前还需要清楚该门考试是闭卷还是开卷的，允许带哪些

Hilfsmittel，部分考试可能会要求自备答卷纸和草稿纸。这些信息一般会在每门

科目学期最后的一节课上说明。还有每场考试必须带的是自己的学生证，有的

考试甚至需要考生携带订书机或者回形针（用来装订答卷）。一般情况下，口

试的时候考生只需要带学生证即可，教授会提供笔和草稿纸。  



 

54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进考场找到自己的座位坐下，先把学生证放在桌子的最

前端，然后调整好状态，正常发挥就行了。 

Viel Erfol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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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部分 校园生活FAQ  

F1：语言班的种类、特点及如何申请  

A1： 1)预科D-Kurs，即大学语言班，需有Zulassung和相应语言成绩，根据德

语水平不同分3个等级，申请时间等参见预科网页http://www.stk.kit.edu.de/；  

2)UStA语言班，学生和非学生都可参加，参见

http://www.usta.de/standard.php/Service/deutschkurs.html;  

3)Sprachenzentrum语言班，提供多语种多级别的课程，各课程名额有限，需

开学时今早报名交费，课程安排及费用参见http://www.spz.uni-karlsruhe.de/  

F2：如何寻找语言伙伴，提高德语交流水平？  

A2：在学校的International Student Center填写资料，或者上网页  

http://www.Studierendenwerk-karlsruhe.de/de/internationales/tandem/  

F3：哪里可以买课本这和书?  

A3：书店或网上商店，课本通常在几十欧至上百欧，还是去图书馆借书吧。除

了大学图书馆以外，还有市中心的市图书馆 Stadtbibliothek，第一学期可以凭

Studierendenwerk 发的小黄册子，免费借书半年，之后每半年 5 欧；州图书馆

Landesbibliothek 可以免费借书。 

F4：卡鲁的运动设施有哪些？（如篮排足球、游泳池、保龄球馆、网球场）  

A4：足球、篮球、羽毛球每周有定期的活动时间，位置参见藏经阁“卡大体育版

块”， 其中大学附近的足球场及篮球场位置在足球版和篮球版有详细的说明； 

游泳、网球等场地可以参见 http://buchsys.sport.uni-
karlsruhe.de/angebote/aktueller_zeitraum/index.html，这里可以找到每个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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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开设的体育课程和各个场地的使用信息。  

 

F5：学校附近哪里打印复印便宜?  

A5：Mensa底层的打印室，1000张的复印卡25欧，1000张的打印复印卡30
欧；Rechenzentrum里最便宜的是双面打印3.5Cent/张，但是需要等半个小时

左右才能在大厅的架子上取到（RZ一进门的Info那里的“Druck”小册子有打印的

详细介绍）。 

F6：学生学期票，以后如何购买?  

A6：持学生证，Studienbescheinigung和KVV-Bescheiningung在
Marktplatz、Europaplatz或Hbf的KVV客服中心或者学校的Studierendenwerk的
International Student Center购买。以上两个证明在每学期Rückmelden后在Uni
的Campusmanagement站点可自行下载打印。  

F7：在哪里能进行下载注册证明、查考试成绩等网上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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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7：Uni的Campusmanagement站点可下载各种证明，及进行成绩查询。  

F8：如何Rückmelden?  

A8：登陆Campusmanagement站点，选择“Bezahlen und Rückmelden”，按照

里面的说明操作即可，其实只是个注册费转账的操作，可以选择在网上直接执

行Lastschriftaufträgen，也可以记下学校的账户信息以及

Verwendungszweck后自己转账，了解SEPA-Überweisung的话就没什么了。

夏季学期Rückmeldung时间为2月15日之前。  

F9：如何报名参加学校给外籍学生组织的旅游活动？  

A9：旅游活动开始前一个月开始报名，地点是食堂的International Student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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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部分 关于领事保护 

领事保护是指中国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在所在国受到侵害时，中国驻当地

使、领馆依法向驻在国有关当局反映有关要求，敦促对方依法公正、妥善处理，

从而维护海外中国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这里的合法权益主要包括：人身安全、

财产安全、合法居留权、合法就业权，法定社会福利、人道主义待遇等，以及当

事人与我国驻当地使领馆保持正常联系的权利。只要您是中国公民，无论是定居

国外的华侨，还是临时出国的旅行者；无论是大陆居民，还是香港、澳门和台湾

同胞，都可以在需要维护自己权益的时候请求使领馆的领事保护。 

领事官员可以提供的保护措施包括： 

一、当您的合法权益在所在国受到侵害，或与他人发生民事纠纷，或涉及刑

事案件，中国驻外使、领馆可以应您的请求推荐律师、翻译和医生，帮助您进行

诉讼或寻求医疗救助。 

二、可以在所在国发生重大突发事件时，为您撤离危险地区提供咨询和必要

的协助。 

三、可以在您被拘留、逮捕或服刑时，根据您的请求进行探视。 

四、可以在您遭遇意外时，协助您将事故或损伤情况通知国内亲属。 

五、可以在您遇到生计困难时，协助您与国内亲属联系，以便及时解决费用

问题。 

六、可以协助您寻找失踪或久无音讯的亲友。您提出请求时须提供被寻人员

的详细信息。 

七、可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和法规为在国外合法居留的中国公民

颁发、换发、补发旅行证件及对旅行证件上的相关资料办理加注。 

八、可以为遗失旅行证件或无证件的中国公民签发旅行证或回国证明。 

九、可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法规和相关国际条约为中国公民办

理有关文件的公证、认证；在与所在国的法律规章不相抵触的情况下办理中国公

民间的婚姻登记手续（注：不能直接认证中国国内公证机关出具的公证书，也不

能为中国国内有关机关出具的其他证书或文书办理公证）。 



 

59 

卡尔斯鲁厄地属巴登符腾堡州，归于中国驻法兰克福总领事馆所负责的领

区。领馆的联系方式： 

【地址】Stresemannallee 19-23, 60596 Frankfurt am Main 

电话：069-75085545（非签证等领事业务咨询电话）， 

应急手机：0049-(0)15117129745（只限紧急情况拨打） 

传真：069-75085510 

在寻求领事保护时，也有不少需要注意的地方，寻求和获得领事保护的权

利同时，也应承担相应义务和法律责任。主要有： 

1、要求中国驻外使、领馆实施领事保护时，必须提供真实信息，不能作虚

假陈述； 

2、在主观上有接受领事保护的意愿。使领馆在实施领事保护时必须遵循当

事人自愿原则，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愿； 

3、要求不超出所在国国民待遇水平。使领馆在实施领事保护时必须遵循国

民待遇原则，可以保障当事人获得与当地人平等的对待，但不能帮助获得更好

的待遇； 

4、不能干扰外交部或驻外使、领馆的正常办公，应尊重外交、领事官员； 

5、依法交纳办理各种证件、手续的相关费用； 

6、严格遵守当地和中国的有关法律法规。 

 

报警和领事保护电话： 
德国报警电话：110 或急救电话：112 
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呼叫中心热线电话：+86-10-12308 或+86-10-
59913991 
驻德国使馆领事保护电话： 0049-30 27588551 
驻汉堡总领馆领事保护电话： 0049-40-81976030 
驻慕尼黑总领馆领事保护电话： 0049-1755452913 
驻法兰克福总领馆领事保护电话：0049-69 6953 8633 
驻杜塞尔多夫总领馆领事保护电话：0049-17681264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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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部分 关于学联  

我们卡鲁学联，是在法院正式注册的一个公益性组织，全称是卡尔斯鲁厄

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VCSW-KA）。顾名思义，我们的工作服务的便是在卡鲁

学习深造的所有华人朋友，为大家在学习、工作、生活、交流等各个方面提供

信息和帮助，旨在促进大家能尽可能好地适应在德国的生活，增进与社会各界

的交流，融入德国社会。  

为此，我们还会在学期间为大家组织各式各样的包括文艺、体育、学习、学

术、就业等许多方面的活动，从华人群体的联谊，到与德国政府、工商业企业、

学术机构的交流合作―― 

 

迎新活动：为刚到卡鲁不久的同学提供必要的信息，咨询和相互认识的机会，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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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能尽快地融入卡鲁这个新鲜而又陌生的环境。我们每年的迎新形式都在不断

的改进中，争取更有效的帮助到更多的新生。 

德语班：2013年冬季学期启动的一项计划。为帮助在德时间尚短的同学能在德

语交流上更加顺利，学联利用现有的条件安排了教室和德语具有母语水平的同

学，每周定期进行免费的德语课程。每期的报名和课堂气氛都颇为火热，前来

参加的同学对这个也都对这种形式的练习德语方式感到满意。预期这个项目将

会长期进行下去，向每一届来到卡鲁的华人开发。  

招聘宣讲活动：和像罗兰贝格、博世力士乐、华为科技、三一重工这样的国际

知名企业合作，主办招聘宣讲活动，和大家共同建立学习和工作之间的桥梁。

这些公司每次前来都会给我们带来关于公司的重要信息以及其相关领域的行

情，还有招聘的职位。我们将与这些公司保持合作，并继续商讨参观学习等后

续活动。不仅如此，还有更多的企业在与我们学联联系，希望举办类似的活

动。  

传统的春晚：作为卡鲁的传统节目，春晚是一个在德国乃至全欧洲的华人圈里都

有一定影响力的文艺活动，一个享受视觉听觉的盛会。卡鲁一小群热爱文艺和表

演的人孕育了它，更多的卡鲁人会因它走到一起，并一步步地让它绽放更多的精

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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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umni Erzählen（校友讲述）：相信每一位身在德国的同学，都会一直对脚

下的留学之路存有各种各样的疑惑。留德“校友讲述”论坛活动由我们卡鲁学联携

手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DAAD）共同举办。我们邀请到的嘉宾，也是曾经就

读于卡尔斯鲁厄大学各个专业的华人。他们有的踏入职场不久，有的已经毕业

多年，也有的已经功成名就。现在他们愿意与我们分享自己的独特经历和关键

时期的选择，为大家各自的疑问提供其独到的经验和见解。  

超级卡秀：德国华人范围内规模最大的品牌娱乐节目之一，是以歌唱比赛为载体、

旨在为全德华人充分展示自我风采提供华丽舞台的年度音乐盛典。自2005年开赛

以来，“卡秀”同时也得到了中国驻法兰克福总领馆及教育组的大力支持，已逐渐

成为德国华语音乐爱好者期盼与关注的娱乐焦点。 

 

除此之外，我们还希望可以定期组织AKK聚会，满足同学们的K歌欲望，或者

只是为了热闹一下，支持各类体育活动，丰富大家的课余生活。和各大社团增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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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和学校组织增强联系，以便获得更多的资源，举办更好的活动。 

 

联系我们：  

【订阅官方微信平台】  

名称：卡鲁学联  

微信号：vcswka  

 

【关注官方微博】  

http://www.weibo.com/vcswka  

@卡尔斯鲁厄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  

【邮箱】  

info@vcsw-k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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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重要机构  

 
Bürgerbüro/Ausländerbehörde  
地址：Kaiserallee 8，坐到Mühlburger Tor或者Schillerstraße  
开门时间：周一、三，8点-15点；周二、五，8点-12点；周四，8-12点及14点-
17点  

 
Deutsche Bank  
地址：Kaiserstr. 90，坐车到Herrenstr.，下车即是  

柜台营业时间：周一至周四，9点-18点；周五9点-14点，自动柜员机24小时开

放  

 
青年旅社 Jugendherberge  
地址：Moltkestraße 24，坐车到Europaplatz，下车走过去比较复杂，最好问一

下路人  

电话：072128248  
http://www.jugendherberge-karlsruhe.de/  
 
International Student Center  
地址: Studierendenwerk Karlsruhe, Mensa-Foyer der Mensa Am Adenauering, 
Adenauerring 7, 76131 Karlsruhe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五 10-14 点  

电话: 0721 6909-204  
邮箱：isc@Studierendenwerk-karlsruhe.de  
 
外办 AAA  
地址：Gebäude 50.20，Adenauerring 2， 1.0G 
开放时间：周一，周三至周五，9点-12点，注：各办公室开放时间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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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nbüro  
地址：Gebäude 10.12，以后会经常去的学生办事处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三，9点-12点；周四9点-12点，13点-16点 

 

中国驻法兰克福总领事馆 
地址：Stresemannallee 19-23, 60596 Frankfurt am Main 
【领事保护】 
电话：069-75085545（非签证等领事业务咨询电话）， 
应急手机：0049-(0)15117129745（只限紧急情况拨打） 
传真：069-75085510 
【领事部】 
领事部对外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 9：00－12：00（节假日除外） 
1、普通签证咨询电话：请拨打法兰克福中国签证申请服务中心服务电话 069-
26919130，每周一至周五上午 9 点至下午 4 点，签证咨询邮箱：

frankfurtcenter@visaforchina.org  
2、特殊签证咨询电话：069-75085534（每周二、四，下午 3 点至 4 点） 
3、护照咨询电话：069-75085548（每周二、四，下午 3 点至 5 点） 
4、公证认证咨询电话：069-75085549（每周二、四，下午 3 点至 5 点） 
传真：069-75085540 
电子邮件：frankfurt_konsular@mfa.gov.cn 
网站：http://frankfurt.china-consulate.org/chn/lsyw/ 
微博：@美茵中华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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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发送邮件至 info@vcsw-ka.de 主题为“申请加入卡鲁学联”并简单介绍下自己 

我 
们 
招 
新 
 啦 

只要你有热情， 

只要你敢想， 

只要你敢做， 

我们就会给你一个 

施展自我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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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鲁学联感谢以下 

合作伙伴的友情赞助 

也感谢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法兰克福总领事馆

对学联一直以来的鼎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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