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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您來到布蘭登堡應用技術大學（以下簡稱布蘭登堡大學或 FHB）的網站。我們很
高興您希望在我們的網站獲得您所需要的資訊。
布蘭登堡應用技術大學不斷地致力於發展成為一個國際性的大學，在不久的將來，所
有的專業將提供國際通行的碩士與學士學位，而且越來越多的課程將會以英語進行授
課。令我們感到高興的是，當前有來自超過 60 個國家的留學生在我們學校註冊學習，
同時我們希望並且鼓勵更多的外國留學生到我們學校來學習和研究。

1 具有現代化特徵的年輕大學
1992 年 4 月，隨著布蘭登堡應用技術大學（FHB）的開辦，Havel 河畔的布蘭登堡這座
有著 1000 多年歷史的古老城市終於成為了一座大學城。到 1997 年為止，校園主體建
設竣工，在曾經是布蘭登堡近郊軍營的校園裏，我們陸續改建了古典風格的主樓和新
建了現代風格的教學樓群。我們在技術工程系、經濟管理系和電腦媒體系等三個系中
陸續開設了許多有吸引力的、面向未來的分支專業。
在風景如畫的校園裏和現代化的教室、實驗室中，我們有超過 2800 名青年們在進行著
學習和研究活動。我們將不斷地努力提供更多的學習機會，其中將會包括更多的國際
學位專業（學士-碩士），如：電腦和媒體專業、技術與創新管理專業等等。不僅如
此，考慮到學生們對所學專業的實用導向性非常重視，我們在進行專業的設置時都是
要經過同我們大學在工業、商業、手工業以及管理領域裏的合作夥伴進行研究和論
證。通過這種方式，可以保證學生們能獲得在將來專業領域裏先進的並且實用的知識
與技術。與此同時，我們特別重視國際間的交流與交換項目，布蘭登堡大學與多所歐
洲或者海外的大學一直保持著緊密的合作關係。
1881 年建成的曾經是軍營的教學樓，改建後現在作為學校機關的辦公樓以及經濟管理
系的教學主樓；在曾經是馬場的位置上，我們興建了一座現代化的圖書館；當時作為
軍官俱樂部的建築，現在已經改建成為現代化的階梯教室樓。紅磚築成的古典建築與
黃色煉磚立面的現代建築群渾然一體，構成了德國最美麗的大學之一的布蘭登堡應用
技術大學。
2 布蘭登堡大學提供哪些專業？
系別

專業

經濟管理

微觀經濟學
宏觀經濟學
國際經濟學

專業方向





創新管理
國際管理
中小企業管理

畢業學位

限制專業*

學士（B.Sc.）
碩士（M.Sc.）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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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電腦

合作系統的資訊管理 學士（B.Sc.）
企業資源計畫
碩士（M.Sc.）
（ERP）
數位媒體市場行銷與
管理

否

技術與創新管理

碩士（M.A.）

否

安全管理

碩士（M.Sc.）

否

學士（B.Sc.）

否

高級資訊處理系統
碩士（M.Sc.）
網路及移動電腦技術
數字媒體
學士（B.Sc.）
碩士（M.Sc.）

否

軟體工程
複雜系統開發

學士（B.Sc.）

否

醫學信息工程

學士（B.Sc.）

否

Digital Media

碩士（M.Sc.）

否

機械製造

學士（B.Eng.）

否

微繫統和光學技術

學士（B.Sc.）

否

機械電子以及自動化

學士（B.Eng.）

否

IT-電子

學士（B.Eng.）

否

碩士（M.Eng.）

否

碩士（M.Sc.）

否






電腦與媒體 電腦技術
技術





電腦技術





線上大學課程媒體電
腦技術
電腦與媒體




技術工程

成像技術




智慧系統
網路電腦技術
數字媒體

光學技術
光學儀器製造

Energy efficiency of
technical systems
* - 限制專業，即只提供有限的學習位置

否

3 國際碩士專業-技術與創新管理（簡稱 TIM）
TIM 專業是由布蘭登堡應用技術大學以及布蘭登堡州科特布斯理工大學共同合作開設
的國際型碩士專業。
TIM 專業致力於工程技術與經濟管理之間的結合領域，專門培養已經擁有在工程技
術、自然科學或者電腦技術等工程專業的學士學位以及一年以上工作經驗並且能夠證
明其優良的英語及德語能力的學生。經過四個學期的學習，他們將獲得國際認證的碩
士學位(M.A.)。能夠被授予國際通行的學位對於學生，尤其是外國留學生來說是尤其重
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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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的申請人同時也可以申請德意志學術交流中心（DAAD）為 TIM 專業設置的專項
獎學金，獎學金的獲得者將會在學期開始前接受為期半年的免費語言培訓。
TIM 專業的教學以大課、研討課、練習課、實驗室實踐課、企業實習、實際專案、企
業參觀考察、個別輔導以及綜合授課等多種形式進行，授課語言為英語和德語。
TIM 專業包括以下五個單元，這五個單元的內容將在布蘭登堡市以及科特布斯市完
成：
- 企業管理理論
- 技術與創新管理理論
- 工程管理和技術理論加深
- 整合項目
- 社會交際能力

4 歐洲學分計算換算及累計系統（ECTS）
什麼是 ECTS?
ECTS，即歐洲學分計算轉移及累計系統是由歐盟委員會引入的，用以保證不同國家間
的學分得到相互的承認，使在不同國家和機構間學習成果的衡量、比較以及轉移得以
實現。
ECTS 學分
ECTS 學分是用來表示學生用於某一科目的學習時間的系統，它反映了每個科目的必要
學習量。通過對比某一科目整個學年期間的大課、實習、研討課、自習（在圖書館或
家裏）以及考試等所需的學習時間，得出此科目的相對 ECTS 學分指標。
通常每個全日制的大學學年包含 60 個 ECTS 學分，每個學期分配 30 學分。只有完整的
參加課程並且通過考試才能獲得此科目的學分。
ECTS 學分-評分等級
ECTS
A
B
C
D
E
FX
F

各分數段的學生數占考試合格學生總數
定義
的百分比
優秀：突出的成績以及最少的錯誤
10
優良：超出平均水準，有一些小的錯誤
25
良好：成績良好但有一些錯誤。
30
中等：剛好令人滿意，有較多的錯誤
25
及格：勉強達到及格水準
10
不及格：需要提高成績使之獲得承認
不及格：需要很大的提高

5．在布蘭登堡大學（FHB）學習（全日制）
5.1 大學錄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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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蘭登堡大學的所有專業不收取學費，錄取通知書只給冬季
學期入學申請者發放。限制專業申請期限截止至 7 月 15 日，非限制專業申請註冊期截
至 9 月 20 日。在此我們建議，由於通過 UNI-ASSIST 申請時，辦理的過程會被延長，
所以請儘量提前提出申請（至少截止日期前 4 個星期），這樣才能夠保證在缺材料的
情況下有補交材料的時間，避免由此引起的麻煩。
自 2004 年 3 月 1 日起，所有的 Diplom 學位專業以及學士學位專業的申請人必須通過
UNI-ASSIST 審核材料，以保證其完全符合入學要求。詳細資訊請流覽 www.uniassist.de ，請將完整的申請資料郵寄到如下位址：
Fachhochschule Brandenburg
c/o UNI-ASSIST e.V.
Helmholtzstr. 2-9
10587 Berlin.
通過 UNI-ASSIST 審核的材料將會被轉交到布蘭登堡大學，然後由布蘭登堡大學決定
錄取通知書的發放。注意：UNI-ASSIST 的材料審核是收費的。
申請錄取通知書時請將下列材料翻譯成德語或者英語，並且經過官方公證後，遞交給
我們：
 留学生入学申请表（可在布兰登堡大学的网站上下载）
 高中畢業證（要求附有單科的畢業成績）
 高考成績證明
 目前為止的大學在讀證明
 大學畢業證明（畢業證書、學位證書、成績單）
 語言能力證明
 碩士學位專業 TIM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smanagement) 的申請人須遞交英語語
言能力證明以及工作經歷證明。
在布蘭登堡大學註冊時，必須出示以下材料：
 護照和有效的簽證
 參加德國法定保險的證明
 已交註冊費證明
德語語言能力
如果想被布蘭登堡大學錄取，必須出示通過下列某一項德語考試的證明：
 DSH 考試 www.fadaf.de/pruef/ (DSH2, 目前有特定的專業只要求 DSH1)
 TestDaf 考試 www.testdaf.de (TestDaF 15 分, 目前有特定的專業只要求 TestDaF 4x3)
 歌德學院的小語言證書或者大語言證書 www.goethe.de/dll/prf/de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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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德學院的 Zentrale Mittel- oder Oberstufenprüfung 考試
www.goethe.de/dll/prf/deindex.htm
Kultusministerkonferenz 的語言考試，2 級 www.kmk.org/ausland/home1.htm

布蘭登堡大學不提供針對語言考試的語言班以及語言考試。
5.2 入境及簽證
在布蘭登堡大學註冊時您需要一張有效的學生簽證。
需要注意的是，學生簽證的審批通常要幾個月的時間。
具體有關簽證的資訊您可以在這裏找到：www.auswaertigesamt.de/www/de/willkommen/einreisebestimmungen/index_html
注意：簽證必須以相符的居留目的簽發，只是旅遊簽證是不夠的。入境以後變更居留
目的也是不可能的。
德國在國外的機構所簽發的為期最長為 3 個月以留學為目的簽證，期滿之後可以在布
蘭登堡的外國人管理局申請延期。請務必注意簽證的有效期限。
5.3 尋找住房
學生宿舍
在布蘭登堡大學的校園裏就有位學生準備的宿舍，用來申請學生宿舍房間的宿舍申請
表會連同錄取通知書一起，由大學的外國學生辦公室郵寄給您。關於學生宿舍的詳細
資訊您可以在這裏找到：http://www.studentenwerk-potsdam.de/wohnen.html
書面的宿舍位置的通知將會由大學生生活管理處（studentenwerk）及時地郵寄給您。
大學生生活管理處是專門負責宿舍房間分配的管理機構，負責布蘭登堡學生宿舍的大
學生生活管理處位於波茨坦市，同時他們也提供私人的住房出租給學生。
地址：
Studentenwerk Potsdam
Abteilung Studentisches Wohnen
Babelsberger Straße 2
D-14473 Potsdam (im HBF Potsdam, Eingang Lange Brücke)
私人住房
我們要提醒所有不想或者沒能在學生宿舍得到房間的學生，請及時在學期開始前到達
布蘭登堡並尋找私人提供出租的住房。學生會（Asta）也有相關的部門負責提供幫
助。
Email: astasoziales@fh-brandenburg.de
在大學的附近（步行約 15 分鐘）有一所公寓式旅館“Caasi“（Apartmenthaus“Caasi“）。
Caasi 旅館除提供普通的賓館客房外還特別的為學生提供單人或雙人的公寓套房
（Apartment）。所有的公寓套房都是由單人或雙人的房間、廚房、衛生間以及浴室組
成。具體資訊在這裏可以找到：www.caasi.de，您也可以通過這個網站線上諮詢或預訂
房間。

6

6 抵達德國後的必要手續
在抵達德國以後，您應在 2 周之內到布蘭登堡市戶籍管理處註冊。
地址：Am Nicolaiplatz 30（電話： 03381 581351）
如果您在布蘭登堡市內搬家，您同樣有義務通知戶籍管理處。如果您不居住在布蘭登
堡市內，請到當地的戶籍管理處註冊。註冊時請攜帶護照以及租房合同。
大學的外國人辦公室（Akademische Auslandsamt）很樂意幫助您，在學期開始的時候
會組織統一的時間解答疑問並且幫助填表。
醫療保險
按照規定，在德國的大學註冊學生必須參加法定的醫療保險。在特定的情況下，您也
可以參加私人的保險，這個保險在疾病情況下的覆蓋範圍必須是無限制條件的。
居留許可
所有在德國的外國留學生都需要居留許可（包括不需要簽證的留學生），來自歐盟國
家的學生需要一種特殊的居留許可。居留許可必須在簽證到期之前在外國人管理局申
請。
外國人管理局地址：
Katharinenkirchplatz 5, 3. Etage, 14476 Brandenburg（電話：03381 - 58 33 0）
辦公時間： 週二 7.30 - 12.00 ，13.00 - 18.00 ；週四 7.30 - 12.00 ， 13.00 - 15.00
必要的材料：
 完整填寫的“居留許可申請表“ (Antrag auf Erteilung der Aufenthaltsgenehmigung)
 有效的護照
 簽證
 1 張護照相片（歐盟國家公民需要 2 張相片）
 布蘭登堡大學註冊證明
 符合條件的醫療保險證明（德國法定醫療保險證明）
 戶籍管理處註冊證明（在戶籍管理處註冊後得到的證明文件）
 預定居留期間的資金證明。（歐盟成員國公民以及瑞士，可以憑藉例如父母、兄弟
姐妹的書面聲明；獎學金通知書等。其他國家的公民需要擔保人的資金擔保或者銀
行的資金證明等）
7．學習在布蘭登堡應用技術大學
學期票
所有在籍註冊的學生都會得到學期票，憑此可在布蘭登堡州和柏林地區無限制的乘坐
近程的公共交通工具。
學生食堂和自助咖啡廳
校園裏的學生食堂和自助咖啡廳從週一至週五開放，自助咖啡廳從 8 點起營業，提供
一些小吃和早點。食堂從 11 點到 14 點提供午餐，每日 4 種套餐價格為€ 1,20 - € 2,30.
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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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和體育
學生會（Asta）負責組織公眾體育活動（如：排球，足球，水上運動等）
學生酒吧 IQ 位於學校主樓 WWZ 的地下室，在那裏經常舉行 Party 和展覽。IQ 是學生
們和教師們交流的場所。
電子信箱
每個布蘭登堡大學（FHB）的學生都會分配到一個 Email 帳號和一定的硬碟空間。學生
宿舍裏裝有寬頻局域網。
圖書館
布蘭登堡大學的圖書館提供給所有使用者寬敞的閱讀廳以及電腦房。接駁在互聯網上
的圖書目錄可以在世界的任何地方通過網路訪問，讓您不用到圖書館來就可隨時隨地
查找需要的圖書。（網址：www.fh-brandenburg.de/bibliothek/www.htm）
人文關懷
為了幫助您儘快適應在布蘭登堡的生活，大學外國人辦公室（Akademische
Auslandsamt）提供一系列的資訊諮詢活動。學生工作人員將會幫助您完成行政上的手
續，整理課程表，指點附近的超市等等。
學年
每年 9 月中旬為新生提供的入學引導周標誌著新學年的開始。
冬季學期的正式上課時間為 9 月底至 1 月底，考試周在 2 月中旬結束；夏季學期正式
上課時間為 3 月底至 6 月底，考試周在 7 月中旬結束。
資助
在布蘭登堡的生活費大概每個月要 500-600 歐元，大學本身並不提供獎學金或者類似的
資金幫助，但是在德國有很多種申請獎學金的途徑供您選擇，詳細資訊您可以流覽：
www.daad.de/deutschland/de/2.4.7.html

8 生活在布蘭登堡
有著千年歷史的城市布蘭登堡市坐落在 Havel 河畔。蜿蜒的河流穿過市區形成了數條
寬窄不一的水道，同時將整個城市切割成了三個部分：老城、新城和大教堂島。城市
的每一個角落、每一個塔門、每一段城牆甚至每一處殘垣斷壁都在時時刻刻提醒著人
們這座哥特式古城的悠久歷史。
位於新城的 St.Katharinen 教堂建成於 1401 年，它是當時北德磚砌技術的典範之作。St.
Gotthardt 教堂位於老城區，同樣是由磚砌而成的它只比 St.Katharinen 教堂稍小了幾
歲。而 15 世紀末建立的高達 5 米的 Roland 塑像現在依然作為布蘭登堡城市的象徵屹立
在老城市政廳的門畔，接受人們的瞻仰。
在原始的市中心-大教堂島上，聳立著這個城市最古老的建築-始建於 1165 年的 St.Peter
und Paul 大教堂。超過 400 個的類似古跡建築集中在古老的內城中，憑此布蘭登堡市是
其所在聯邦州古建築最密集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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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蘭登堡的城市面貌與 Havel 河緊密地聯繫在一起，城市周圍的森林、綠地以及數不
清的湖泊吸引著大量的體育愛好者和療養者。如果在冬季，人們可以在結冰的湖面上
溜冰或者在 Marien 山上駕雪橇飛馳。
天氣轉暖時，人們更有了大量的選擇：駕駛帆船、開摩托艇、划艇、釣魚或者游泳。
湖泊吸引的不只是那些喜歡水上運動的人士，人們同樣可以在森林裏散步、騎車；騎
馬、飛行以及高爾夫球愛好者也能在這附近找到自己的位置。
許多在德國的人不知道的是：布蘭登堡市和其所在的布蘭登堡州有著同樣的名字。
人們在布蘭登堡能夠從事那些活動？
在布蘭登堡有許多有趣的博物館供人們參觀，像工業博物館、大教堂博物館、犯罪與
刑具博物館、Ostalgie 博物館以及航空展覽館等等。
布蘭登堡極具魅力的自然風光，是十分值得去租借一輛自行車、獨木舟或者帆船進行
一番深入探索的。
又或者，乘坐遊艇環遊 Havel 河能夠使您有機會從另一個角度來瞭解布蘭登堡這座美
麗古老的城市。
同樣，布蘭登堡還擁有一個設施齊全的游泳館（附帶桑那浴、衝浪浴、水上滑梯
等）、一個劇院、兩個電影院以及各式各樣的迪斯可舞廳等娛樂場所。

進一步有關布蘭登堡市的資訊：
www.fvv-brandenburg.de
www.stadt-brb.d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