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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校简介

Welcome to Dresden.

德 累 斯 顿 工 业 大 学 (Dresde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创建于 1828 年，它是德国

十一所“Elite-Uni-精英大学”之一，也是德国九所卓

越理工大学联盟 TU9 成员之一。大学享有“德国三大

理工大学”的美誉，也是萨克森州最大的国际化高等

院校。

大学位于德国萨克森州州府，悠久的历史名城德

累斯顿市，该市位于萨克森州易北河畔，是著名的"

奥迪"轿车和德国第三大银行德累斯顿银行的创始地。

两德统一后，学校除了开设传统的工程科学以及自然

科学的各项专业以外，还开设有经济学、人文科学、

医学等领域的专业。

今天的德累斯顿工业大学拥有十分庞大的教学与

科研规模，教学领域广泛，涵盖了理学、工学、文学、

艺术学、历史学、哲学、经济学、管理学、法学、教

育学和医学等学科 14 个学院，126 多个专业，在校人

数 36500 多人，共分 7 个学科 14 个系，其中微电子、

电子信息工程、医学、心理学、材料科学、土木工程

这几个专业在德国有极高声誉。



为了让国际学生更好的了解德累斯顿工业大学的教学模式以及办学理念，尽

早接触国际课程，领略德国丰富多彩的文化，德累斯顿工业大学正式推出为期一个

月的国际暑期班项目，参与者在系统性的学习德语之外，还可以参观德累斯顿工业

大学的各类设施，同时领略德国的风土人情和名胜景点。

暑期班面向德累斯顿工业大学的合作院校开放，暑期班结束后，参与者可以

获得由德累斯顿工业大学语言/学术进修中心颁发的语言学时证明，学生可凭学分兑

换国内专业学分。

暑期班的主要形式：德语课程与休闲文化旅游相结合，其中包括小班制的德

语教学和城市游览、体验民俗、文化探索，课程的重点在于培养良好的沟通技能，

通过暑期班的语言学习使得参与者的德语水平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暑期国际课程



课程内容

基础德语：德语基本的语法规则，句型，听说读写、情景练习等其他训练，学生们将会根据德语水平列入不同的分组进行学习；

德累斯顿城市环游：新城区、老城区的赏玩，德累斯顿工业大学的参观和游览；

名胜参观：中世纪博物馆、大众汽车制造厂、德累斯顿宫等多样的文化和娱乐活动；

德累斯顿周边的城市游玩：捷克布拉格、柏林、波茨坦、慕尼黑、布拉格、维尔茨堡等；

Welcome to Dresden.



课程特色

◆纯德式课堂，徜徉在德语的海洋，学生在学习德语的同时深刻了解德国的历史、文化及社会风俗，为有留学德国计划的学生提前建立语

言及文化储备；

◆德累斯顿工业大学教授亲自讲解德国教育并介绍大学概况，为学生们解答关于德国教育体制、留学专业选择、大学优势专业等问题；

◆与德国学生同游德累斯顿，认识新朋友，加强语言能力和文化交流；

◆实地游览德国著名高校德累斯顿工业大学、柏林工业大学及柏林洪堡大学，感受高等学府浓厚的学习氛围；

◆游历德国著名城市柏林、波茨坦、德累斯顿、及慕尼黑等，深刻了解欧洲社会文明发展历程，实地学习欧洲历史、文化、艺术等。

开班时间

每年 7 月 22 日—8 月 5 日（以实际出行时间为准）

Welcome to Dresden.



费用价格

团费 26900 元人民币 RMB

以上价格包括：

1.一周学费

2.境外住宿费

3.境内外往返团体机票

4.签证代理费

5.境外保险费

6.德语学习期间早晚餐费

7.境外公共交通费

8.周末旅行食宿费

9.导游小费

以上价格不包括：

1.护照工本费

2.国内个人交通费

3.学习期间餐费

4.境外个人消费

申请条件及报名截止日期

有一定德语基础的学生，报名截止日期为每年 4 月 20 日。

Welcome to Dresden.



Welcome to Dresden.

报名程序

-填写项目申请表，确定报名

-按照项目老师要求准备材料

-缴纳团费，预约办理签证

-准备行李，赴德学习

签证申请

-中国国籍学生统一在北京项目办公室办

理短期申根因私护照签证；

-申根签证需要赴京采集指纹；

签证材料总结：
∙护照原件
∙照片 4 张(彩色 2 寸白底照片,35*45mm)
∙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
∙本人户口本全本复印件
∙在读证明原件
∙父亲/母亲在职证明英文原件
∙父亲/母亲名下储蓄卡近 6 个月的流水单原件
∙电子简历表
∙邀请函
∙申根地区医疗保险
∙申根签证申请补充表
∙往返机票证明复印件
∙住宿证明原件



课程安排（以每年到校实际课程安排为准）

Montag 23.07.2018 Dienstag 24.07.2018 Mittwoch 25.07.2018 Donnerstag 26.07.2018 Freitag 27.07.2018 Samstag 28.07.2018 Sonntag 29.07.2018

9:30-10:30 Anmeldung

Einstufungstest

10:00 13:00

注册、分级考试

Deutschunterricht Deutschunterricht Deutschunterricht Deutschunterricht 参观柏林工业大学和柏林

洪堡大学。柏林工业大学，

柏林地区唯一一所理工科

大学。创建于 1770 年，该

校约有 26800 多名学生，

是德国最大的工业大学之

一，大约 30%的学生来自

于国外，使该校相比德国

其他高校更具国际化色

彩。柏林洪堡大学 2012 年

6 月入选为 11 所德国“精

英大学”之一。

前往历史名城波茨坦，参观

波茨坦大学。

之后游览德国皇帝的宫殿、

皇家园林、波茨坦协定签署

地的庄园、并观赏原东西方

的分界-著名的克里克大

桥，之后返回柏林。

Pause 德语课程 德语课程 德语课程 德语课程

11:00-13:30

13:30-14:00 MittagsPause 午休 MittagsPause 午休 MittagsPause 午休 MittagsPause 午休 MittagsPause 午休

15:00-16:30

Kulturpaket

德国文化讲解课

Meißen

Deutsches

Hygienemuseum

科学博物馆游览

Stadtführung

Altstadt

旧城区游览

Stadtführng

Neustadt

新城区游览

出发前往布拉格，游览小

城广场，著名的查理大

桥，古老的犹太人社区，

参观犹太人教堂。

17:00
Welcome Dinner

欢迎晚宴

Montag 30.07.2018 Dienstag 31.07.2018 Mittwoch 01.08.2018 Donnerstag 02.08.2018 Freitag 03.08.2018 Samstag 04.08.2018 Sonntag 05.08.2018

全天

乘车前往杜塞尔多夫。

途中游览汉诺威，汉诺

威是工业制造业高度发

达的城市，是德国的汽

车、机械、电子等产业

中心。沿途还会经过众

多老城。抵达杜塞尔多

夫后参观市政厅，市内

森林区，马斯湖等。

前往德国博览会城市—

科隆。游览著名的科隆

大教堂，参观这座世界

上最美的哥特式建筑。

著名的霍亨索伦桥也在

教堂旁，大桥上五彩斑

斓的爱情锁形成一道独

特的风景线。然后可以

接着参观市中心商业区

等。前往法兰克福。

前往海德堡，市内参观

加冕教堂，罗马人广场，

老歌剧院，市政厅，证

券交易所等。游览大学

城海德堡。俾斯麦广场，

这里是海德堡著名的交

通中心，广场上有 19 世

纪德意志帝国首相俾斯

麦铜像。沿着主街走 10

分钟左右就是海德堡大

学，如今在海德堡街头

看到不少学生的身影。

斯图加特是德国两大汽车

集团奔驰和保时捷集团的

总部所在地。代表了当今汽

车和机械制造工业的最高

水平。参观奔驰总部和世界

上最著名的奔驰汽车总部

博物馆，收藏了很多过去使

用的和豪华的车辆，以及很

多赛车和破纪录的车辆的

引擎。下午游览王宫广场，

卡尔斯广场，玫瑰石公园。

上午前往富森，游览新天

鹅堡。新天鹅堡是德国的

象征，由于是迪士尼城堡

的原型。也有人叫它灰姑

娘城堡，它建于 1869 年。

这座城堡是巴伐利亚国

王路德维希二世的行宫

之一。下午乘车返回慕尼

黑，在室内参观市政厅、

奥运村、玛利亚广场等。

上午自由活动。

下午返程，乘坐航班返回

国内。

抵达国内北京机场。



报名及咨询

欢迎到德累斯顿！

中国办公室

中国北京市东城区崇文门外大街新怡商务楼 A 座-710

联系人 刘老师

Tel：18610492722，QQ：1632082131

E-mail：yuqing.liu@dcba-edu.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