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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你有我们	！

我们不辞千里，远到异国他乡，

也许为了实现心中那个小小的梦想，

也许为了呼吸另一片天空下的空气，

也许为了感受另一个国度的文化，

也许为了享受离开家的自由……

也许你胸怀大志而来，

也许你不知所措而行，

也许你高朋满地，

也许你茕茕孑立，

也许……

也许你有很多也许，

但是，

无论如何，你有我们！

柏林自由大学中国学生会
      2012 年 9 月

序 言



　　－生物 , 化学 , 医药学院	
　　－教育学和心理学学院
　　－地球科学学院
　　－历史与文化学学院
　　－柏林夏瑞蒂医学院
　　－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学院

　　－哲学与文学学院
　　－物理学院
　　－政治与社会学学院
　　－法律学院
　　－动物医学院
　　－经济学学院

　　柏林自由大学建于 1948 年。经历了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的学术界不再
自由，于是通过国际上的帮助 ( 主要来至于美国 ) 在柏林的西部当时的学术界的
精英建立了一所新的大学，标语为“Veritas,	Justitia,	Libertas”( 真理 , 公平 ,
自由 )。
				
　　至今大学还保持着和世界各地 105 所顶尖大学和 45个学术机构的合作，
外加	Erasmus	academic	exchange	network 含 339所合作大学。这样自由
大学提供了良好的学术交流平台。详情请参考柏林自由大学中文网站www.fu-
berlin.de/china 及新浪微博 :	柏林自由大学驻京代表处。
					
　　2007	年，七所自由大学的办事处开幕，位于北京，开罗，莫斯科，新德里，
圣保罗 ,	纽约和布鲁塞尔。2012 年自由大学再度被选为德国 11所顶尖大学之
一。自由大学是世界排名第 66的名牌大学，在全德排名第四。据洪堡基金会统
计数据，柏林自由大学是全德最受外国学者青睐的大学。
																											

柏林自由大学有以下学院

2. 校园生活

2.1 柏林自由大学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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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食堂享用柏林的政府补贴，加上每个学期交付的Semestergebühren
也有一部分补贴食堂，所以学生在食堂吃午饭还是最划算的选择。套餐的价钱
从 1.3 欧到 3.3 欧不等。标出的三个价格中，第一个，也就是最低的那个是给
学生的。柏林的学生食堂几乎全部由Studentenwerk 负责（另外还提供学生宿
舍，找工作等服务）。	确定自己想去的食堂后，所有食堂的地址和当天的菜单
都可以在 Studentenwerk 的网站查看。除此之外，当天的菜单也在食堂的内
部可见。在大部分食堂是不可以用现金付钱的，所以必须在食堂的大厅取得一
张MensaCard。在取卡的时候要付 1.55 欧的押金。退学时，此卡可以在 FUII	
Mensa 退还。MensaCard 可在充值机器上充值。使用MensaCard 时需要出
示学生证。MensaCard 在所有的 Studentenwerk 所提供的食堂通用 ( 包括其
他柏林大学的食堂 )。	

　　从2012年开始，食堂推出“饮食红绿灯”，每一个套餐都被分类为红色，
橙色或者绿色。
·	绿色代表健康的食物，益经常食用
·	橙色代表相对健康的食物
·	红色则是不建议常食用的食物，推荐与绿色食物混合食用

　　自由大学中心食堂的开放时间是 8:00 到 18:30。
　　用餐时间是 11:00 至 14:30。
　　另外食堂外还有个Coffeebar，提供点心和饮品。

2. 校园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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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食堂

　　MensaCard 可以在食堂旁的机器上充值，除
此以外，这张卡也是我们的打印充值卡，给自己的
Ausdruckkonto 充值是在 Zedat（计算机中心），第一
去充值如有不懂的可以询问 Zedat 工作人员噢！

４



　　在自由大学的图书馆借书需要出示学生证和带照片的证件。图书馆内可
以带书，电脑等学习用品以及透明瓶子装的水（有颜色的饮料都不可，物品
要用透明塑料袋装），但包，外套等要使用 1欧或者 2欧的钱币寄存在储物
柜。自由大学的主图书馆在Garystr.	39	（侧门 Ihnestr.	28）。可坐地铁U3
到 Thielplatz，或者公共汽车 110 路，M11 路 X10 路到 Bitscher	Str.	 或
者 Oskar-Helene-Heim.	开放时间在工作日的 9:00	–	19:00。此处的二楼有
Lehrbuchversammlung，收集了法律系 ,	自然科学系，心理学系，哲学系，
历史系，语言学系和医学系的大量教科书。有的书籍都共有多本。一次可借用
4个礼拜。4个礼拜后必须归还。自由大学最大的图书馆在Habelschwerdter	
Allee	45，	是语言学的图书馆。开放时间在工作日的 9:00	-	22:00	和周末的
10:00	–	20:00。坐U3到 Thielplatz 或者 Dahlem	Dorf，或者坐公共汽车。

语言学图书馆 ,	Habelschwerdter	Allee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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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书馆	Biblioth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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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学习顾问

　　如果你还不确定想要攻读的专业，Studienberatung 可以给你提供帮助。
离 Thielplaz 地铁站大概五分钟步行的地方，在	Brümmerstr.	50 号有工作
人员，可以帮你选择最适合的专业，或者帮你规划学业。此外还有专业的指导
员可以帮助你分析和克服压力或者其他的学业上的不顺利	（Psychologische	
Beratung）。
Studienberatung	的工作时间是周一至周三和周五 9:00	-	15:00，周四 9:00	
-	17:00。Psychologische	Beratung 除了当面的指导（需要约时间），也可
以通过电话或者邮件。请上该部门的网站查询。此外自由大学在开学期间给学生
准备了大量的演讲，来帮助学生克服开学时的困难。具体的演讲活动和时间请在
网上查询：
http://www.fu-berlin.de/vv/modul?id=60979&sm=11907

　　学校的注册办公室和发录取通
知书的部门位于 Iltisstr.	1，直接在
Dahlem	Dorf 的地铁站旁边。收到录
取通知书之后需要先到这里来报道，
为了取得学生证（会邮寄到家里）。
此外 Immatrikulationsbüro 也管理
换专业，修学，退学，交学费等事项。
工作时间
周二 9:30-12:30;
周四 14:00-17:00.

　　 每 个 专 业 都 有 自 己 的
Prüfungsbüro。如果修课方面有疑
问，可以到这里来咨询。此外可以在
这里取得成绩单和关于学业的证明。
属于你的 Prüfungsbüro 可以在以下
的连接查询：	

http://www.fuberlin.de/studium/
studienorganisat ion/pruefung/
pruefungsbueros.html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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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学校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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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考试办公室



　　 入 学 后 课 程 的 查 看， 选 择 和 开 课 之 后 课 程 的 应 用 均 通 过
Vorlesungsverzeichnis,	Campus	Management 和 Blackboard 来完成。这
三个系统在学习过程中十分重要。进入学校主页后点击 Studium下任何一栏如
Studienangebot 可在网页左边看到，下面将逐一进行介绍。

　　FU	每个学期初都会在网上公布本学期的各科必修和选修课的安排 ( 时
间 , 地点 , 授课老师 , 课程形式 , 相关内容及课程要求 )。各专业的课程可以点
击 Fachbereiche 查看。对于本科阶段的学生学校还设有一个 30学分的ABV	
(Allgemeine	Berufsvorbereitung) 选修模块，实习模块的学分也包含在ABV
中。除了各个系会开设相关的选修课程之外，学校的图书馆，语言中心，计算机
中心等其他服务和研究机构也会开设选修课程，如果想学这方面的知识可以点击
Zentraleinrichtungen 和Weitere	Einrichtungen 来选择相应的课程。

		课程单 Vorlesungsverzeichnis	

																				选课系统	
							Campus	Management	

　　在Vorlesungsverzeichnis 中确定的课程可以在Campus	Management
系统中选择。选课的时间通常从开学的第一周开始持续到当月的最后一周约 1
个月时间。
　　
　　通常 Vorlesung 的时间是固定的，但同一门课通常有多个内容不同的
Seminar，而且一般情况下参加人数都有限制，为了保证能拿到学习位置，在选
择的时候可以同时选择多个 Seminar 并在课程的右边选择相应的 Präferenz。
有位置限制课程的选择一般只持续两周时间，之后会在系统中显示位置的分配情
况。没有位置限制的课程在一个月的时间内都可以随时进行选课和退课。	

2. 校园生活

2.5 专业 & 选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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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选课阶段结束以后如果还需要选课和退课，则需要通过各系的
Studienbüro 进行。在选课的过程中要注意的是尽量精选而不是多选 , 保证每
门都能考试通过。关于选课的细节和操作学校网站有详细的介绍。

　　此外，并不是所有课程的选择都直接在Campus	Management 中进行，
像语言中心，计算机中心课程的选择有自己另外的程序，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在
各自的程序完成之后之后才能在Campus	Management中选课，请大家注意。

　　选课期间所有相关规定和通知都会显示在该系统的主页面上，请随时关注。

　　除了 Anmeldung 之外，Campus	Management 还有其他三项功能：
Stundenplan,	Bescheinigungen 和 Noten-	&Punkte.	在 Stundenplan 中会
自动生成本学期的课程表，可以按星期或学期查看。

　　Bescheinigungen 提供已选课程，已完结课程，已完结模块和已获得学分
的 PDF文件下载 ,	可在申请Werkstudent 或其他工作时使用。

																				选课系统	
							Campus	Management	

2. 校园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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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管理网络系统Blackboard

　　在 FU几乎所有的校园生活、课程组织，同学教授间的交流等都可以通过
在教学管理网络系统 Blackboard 直接实现。Blackboard 版面分为四大块：
我的校园 (Mein	Campus)、课程 (Courses)、社区 (Community) 和信息
(Information)。

　　我的校园 (Mein Campus)：
　　相当于国内高校的虚拟校园，是网络课程系统的主页面，里面包含有各种在
大学学习、生活期间的相关内容。	仅以工具栏为例，其中含有 E-mail 发送、地
址簿、个人信息	、日历、通知等子工具，非常方便。	如果谁的电脑无法在校园
内上网，需要找负责信息工作的部门Zedat，只要在此输入“Zedat”，即可找
到联系方式。

　　课程 (Courses)：
　　这对于师生来说都是最重要的板块，有关课程的阅读材料会上传到这
里。特别在 Seminar 中，除了阅读材料之外，各个演讲小组的课题，演讲
日期，分组情况，组员姓名等都会在此公布 .	 在每个 Course 下都有一个
Kommunikationsbereich,	根据名单组员可以在这里用E-Mail 互相联系进行演
讲的准备。每个演讲小组的Handout 和 PPT 也会由导师上传，这样在上课之
前就可以对于下一次课的内容有一个充分的了解，非常有用。

　　导师开通的课程会自动显示在该系统中，若没有显示，可以通过 Add	
Module 搜索并申请加入课程。

　　社区 (Community) 和信息 (Information)：
　　平时使用的相对较少，这里主要是一些学习以外的信息，包括衣食住行的，

2. 校园生活

2.5 专业 & 选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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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柏林大学学生中心（Studentenwerk	Berlin）是一个为柏林所有公立高校
的大学生提供支持和服务，其中包括咨询和辅导、经济援助、工作介绍、宿舍管理、
食堂和咖啡馆的餐饮服务的机构。

　　同中国的高校管理和运作的制度不同的是，德国的高校专注于学术活动，
而大学生中心则负责经济及社会方面的问题。虽然大学生中心独立于高校之外，
但他同高校紧密合作，共同满足大学生们的需求。如下是柏林大学学生中心提供
的具体的帮助和服务 :

　　－社会咨询	
	 	　Studentenwerk	Berlin	为有经
济困难的、碰到社会福利或社会权利
方面问题的大学生，以及怀孕的、抚
育孩子的大学生提供咨询。在特定条
件下，他们也提供贷款或津贴。

　　－咨询和辅导，经济援助
　　Studentenwerk	Berlin 最重要的
任务之一 ,	就是为包括留学生在内的所
有大学生提供咨询和支持。大学生在学
习和生活上的花销都特别大，尤其对留
学生而言。Studentenwerk	Berlin	在
多个方面为大学生们提供咨询服务，以
便他们能更轻松地融入大学生活 .

　　－心理咨询 
	 	 	　Studentenwerk	Berlin	还为
患抑郁症的、恐惧症的、有交际障
碍的、怀疑自我价值的、心理负担
超负荷的、有学习障碍的以及患考
试恐惧症的大学生提供单个的或者
小组的心理辅导。此外，他们还提
供关于伴侣关系、孕期冲突以及危
机管理方面的咨询。

　　－为残疾学生提供咨询	
　　Studentenwerk	Berlin	也为残疾
或患慢性病的大学生就社会权利方面、
在与行政部门打交道中碰到的困难、解
决个人问题等提供咨询服的，给予困境
中的大学生以支持。

2. 校园生活

2.6 大学学生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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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辅导员（Chinatutor am Studentenwerk）
		
　　由于近年来柏林学习的中国学生越来越多，中国学生也渐渐成为留德的外
国学生里一个较大的群体。为了帮助在柏林高校学习的中国学生更快更好地适
应在德国的学习和生活，在柏林大学中心从 2012 年的 8月开始有了一位专门
负责中国学生的辅导员。他代表柏林大学中心为在柏林高校注册的中国学生提供
帮助。同学们有关于申请柏林大学中心提供的一切服务像经济补助，学生理财，
心理咨询，申请宿舍等等一切问题都可以直接向他提问，这里是他的新浪帐号：
										http://www.weibo.com/u/3918576745

　　柏林大学中心提供服务和帮助的对象是柏林地区注册的高校学生。柏林地区
外的高校学生，以及在柏林地区的自由学者，博士学者以及项目学者原则上是不
在帮助范围之内的。

－工作介介绍（Arbeitsvermittlung Heinzelmännchen ）

Heinzelmännchen 是大学生中心的一个非商业机构，为大学生介绍柏林
的雇主。大多数工作是临时的，有些只是一天。这样大学生们既可以打工挣钱，
又不会耽误学习。

－宿舍管理（Wohnheimverwaltung）详情参见 3.1.1

－食堂和咖啡馆（Mensen und Cafeterien）详情参见 2.1.1
		

大学生中心在柏林经营 12家食堂和 28家咖啡馆，分布在各个高校附近。
食堂供应热餐。一般来说有三份主食可供选择，其中一份是素食。此外还有汤品、
沙拉、甜点以及绿色食品。咖啡馆则供应咖啡、三明治、点心。人人都可以在
食堂和咖啡馆用餐，不只限于学生，教授甚至商人也在食堂用餐。但学生价最低。
有几个食堂每天接待多达 4000人次。

2. 校园生活

2.6 大学学生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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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言中心（Sprachenzentrum）
　　
　　提供各种外语班，德语，英语，法语等等。大家可以安排在自己的ABV课
程里去学，或者是其他形式。ABV是 Bachelor 课程中的必修课，即为职业做
准备的各种扩展技能的课程。语言是其中一种。而学习语言中值得推荐的一种快
捷方式是寻找语言伙伴，即 Tandem	Partner，如果你想学习德语，而德国学
生想学习中文，这样你们便可以组成语伴一起进步。在 Sprachenzentrum的
网页上可以提交申请表，他们为你配对。请看链接：
http://www.sprachenzentrum.fu-berlin.de/slz/tandem/index.html

　　－孔子学院

　　在自由大学的同学还有一个优势便是我们和孔子学院有着很强的联系，因为
孔子学院属于自由大学名下。不言而喻，这里提供很多中国文学课程，以及汉语
课程。因此同学们如果想从外国人的角度来理解中国文学，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机
会。此外，大家也可以在这里结交学习汉语的德国学生。
											http://www.konfuziusinstitut-berlin.de/

　　－中国研究 & 汉语言课程（Chinastudien/Sinologie）

　　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对我们的政治，经济，
文化感到兴趣。除了孔夫子学院以外，也有很多学校开设了中国研究这门学科。
这里大多都是外教授课，我们可以从他们的角度来了解中国。更多的信息请看网
址
											http://www.geschkult.fu-berlin.de/e/oas/sinologie/

柏林自由大学 Silberlaube 的 Raum KL 26/225 是自由
大学的语言学习室，有非常丰富的语言学习资料！

2. 校园生活

2.7 学习德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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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柏林自由大学的博士论文需要进行登记注册，在达到柏林并且与导师敲定题
目之后，博士生需要将自己的博士论文题目以及一份较为完整的研究报告递交
到Prüfungsbüro备案。需要注意的是，研究报告中必须包裹的一个部分是“时
间计划”，也就是整个研究的具体时间安排，Prüfungsbüro 的老师会专门检
查这一部分是否较为合理。当然这个程序并不需要急于完成，有很多同学在来到
柏林注册大学之后一个学期甚至一年才将自己的题目敲定，并得到教授的许可进
行论文注册。当然，由于研究的不确定性，如果最后所做的题目以及论文结论与
最初上交的论文计划有所出入，并不会影响毕业，所以大家也不用过于担心和着
急进行这一步注册。重要的是要与导师沟通，完全征得导师对题目的支持和许可。

		

　　柏林自由大学对博士生的学分没有要求，因此选课对博士生来说就是一种自
由，而非“必须”。博士生参加课程无需报名，只需进入教室选听即对于选课，
有以下几个建议可供参考：
每学期开学初始，可以去选听与自己论文相关的科目，第一个星期作为试听，老
师一般会在第一周将课程书目以及学期安排发给大家，尝试之后如果觉得不合
适可以选择下次不来。对博士生来说重要的是得到相关书目，然后完全可以自
主阅读需要的部分。因此据了解，大多数博士生每学期选课不会超过三到四门，
以保证自己有大量的时间进行阅读。不同的导师会定期召开Kolloquium，也就
是博士生研讨课。自己的导师召开的研讨课一定要参加，以便了解学科动态。同
时可以选择相关专业导师开的研讨课旁听，并多接触熟悉几位本专业教授，并可
以和不同的教授请教以及讨论论文题目。这样做的目的有助于最后答辩阶段邀请
评审团，并让评审团对你的题目提前有所了解。

		2.8.1	论文注册

		2.8.1	与导师交流和选课

2. 校园生活

2.8 博士生的神秘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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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与导师的交流将是论文写作中最为重要的一个环节。德国的教授一般较为繁忙，
加之学生较多，一般情况下不会主动联系学生。因此，博士生主动与教授交流就显得极
其重要。博士生应了解教授的 Sprechstunden，并预约 Termin，准备相关的材料，与
教授交流题目和论文进展。与教授的频率每个人都不同，有的一周一次，有的几个月一次，
这个按照论文进度和研究阶段自己控制即可。但需要注意的是，如果论文有重大的方向
性改动或者遇到困难，务必要及时联系教授，以免在研究中出现重大偏差。德国教授总
体来说非常尊重研究者个人的意愿和研究方向、方法，采取引导建议的方法，不会强加
干涉研究，所以在见教授的时候将自己的思路表达清晰以及完整，一般情况下会得到教
授的支持。

　　-- 图书馆的使用
		
　　图书馆可以说是博士生奋斗的“战场”，特别是文科博士生朋友几乎每天都必须与
图书馆打交道。博士生注册之后便可以用学生证享受与普通学生不同的借书待遇：对
本科以及硕士生不能外借的书籍对博士生是可以外借的。柏林三所大学的图书馆 FU，
TU，HU，均对博士生开放借书。但是每个图书馆的规则不尽相同，不能一一详尽，请
各位在第一次借书的时候务必问清相关事宜，以免造成不必要的费用。此外值得一提的
是柏林国立图书馆，其中藏书丰富，环境优雅，不失为读书学习的好去处。但是国立图
书馆的阅览室以及借书证需要花钱，每年每位 30欧。需要的同学需带着自己的护照以及
Bürgeramt	Anmeldung 到窗口办理。
		Stabi 的主页：	http://staatsbibliothek-berlin.de

　　－签证以及奖学金

　　柏林自由大学的很多博士生为国家公派留学生，根据不同的专业有不同的奖学金年
限。一般情况下，文科博士生多为 4年，多数同学从外管局处得到的签证为两年，两年
后需要续签。如果大家自己去外管局定 Termin 续签，则要注意早约 Termin，特别是签
证在9到11月到期的同学，需提前三个月左右进行网上预约，否则则需要去外管局排队，
非常麻烦。同时，FU的外国留学生办公室（位于 Thielplatz 地铁站旁边不远处）负责为
大家办理签证延签手续，需要的同学可以到办公室咨询办理。

　　此外，公派留学生博士需要注意大使馆发出的消息以及动态，及时更新自己的留学
信息，并按时在网上按照相关要求递交研修报告和论文进度。

2. 校园生活

2.8 博士生的神秘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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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3	柏林华人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会

　　柏林华人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会是柏林地区人文社会科学专业的华人学者组成的学
术团体，2012 年 7月成立。研究会前身是“柏林悦读”学习小组，2012 年 1月由柏
林自由大学和洪堡大学的几位博士生和访问学者创建。研究会的宗旨在于建立柏林地区
人文及社会科学方面华人学者的学术共同体，推动柏林华人学术界的团结和繁荣发展，
并加强德国华人学界和国内学界的联系与合作。
研究会下设几个不同的读书小组，其工作主要是定期组织读书会，阅读经典文献，在博
士生中形成讨论的氛围。这对人文及社科博士生极有帮助。对于各位感兴趣的同学，可
以关注研究会主页
　　研究会主页：http://bolinyuedu.fyfz.cn/

2. 校园生活

2.8 博士生的神秘生活

　　柏林大学生中心经营遍布全市的 36所大学生宿舍。许多留学生都住在学生宿舍里，
因为这里的住宿费相对便宜。宿舍申请一律都要经过 Studentenwerk	Berlin 的网站网
络申请。申请流程如下 :	
　　1.	进入Wohnheimportal 的网站
　　2.	根据网站上的指示申请一个帐号，填入个人信息
　　3.	选择自己理想入住的宿舍
　　4.	提交申请之后就自动排入Warteliste。
　　一旦在填入的三个选项里有了空房（注意：是其中任意一个，选项的顺序在这里不
起作用）Wohnheimverwaltung 的工作人员会主动电邮联系申请者，并相应的附上房屋
信息已经合同。申请提交之后Wohnheimportal 里面是不会显示任何信息的。申请了之
后请耐心等待，申请的时间不同，等待时间的长短也不同。开学前一般来说申请者比较多，
等待的时间相应也比较长。
　　申请网址 :
http://www.studentenwerkberlin.de/cn/wohnen/wohnheimportal/index.html

2. 校园生活

2.8 博士生的神秘生活

3. 社会生活

3.1 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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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学生公寓



　　私房相比较学生公寓有着较为安静的生活环境，但这也是由于邻居的要求一般更为
苛刻。有些私房是不提供家具的，完全需要自己去置办，离开的时候也需要自己负责处理。
房租的价格起伏不定，不一定比学生公寓贵，有明显的地域性特征。由于学生身份一般
没有稳定的收入，而且租房时间也不如工作的求租者稳定，所以总体来看，租私房的成
本以及稳定性不如学生公寓。入住时候所签订的合同一定要字字句句读懂明晰，否则押
金被扣留不说，还有可能被追加罚款，当然，房东的为人也是至关重要的。私房信息可
以从报纸或下列网站上的相关信息获得：Berliner	Morgenpost,	Zweite	Hand,	http://
www.studenten-wg.de 等。但是做为Nachmieter（in）交接工作请一定要仔细。在学
校食堂以及主要教学楼的广告栏里也能够找到大量的租房信息。也有中国留学生网站如：
www.kaiyuan.de,	www.ouline.com	等上面也有租房信息

　　根据规定 , 外国人必须在取得住房合同的 14天之内去柏林的任何一个Bürgeramt	
登记 ,	当场就能拿到居住证明，此登记服务是完全免费的。如果是从别的城市搬到柏林
在填写表格时需注明原居住地址 , 这样就能自动地把你先前的登记注销。
登记所需证件 :	- 护照	- 有效的住房合同	- 登记表格（可在网上下载或当天去
Bürgeramt 领取填写）- 如果需要保留其他城市的房子还需要一张附表（Beiblatt	zur	
Anmeldung) 表格下载：
								http://www.berlin.de/verwaltungsfuehrer/dienstleistung/120686/
　　为了避免长时间的等待，最好事先网上或电话预约。预约网址：
								http://www.berlin.de/verwaltungsfuehrer/dienstleistung/120686/

　　柏林市政府为了吸引学生就读 , 对于初次到柏林并且Hauptwohnung 在柏林的学
生给予 50欧的问候金 (Begrüßungsgeld), 在报到注册时凭Bürgeramt 的证明就可以
在学校领取。表格下载：
							http://www.berlin.de/verwaltungsfuehrer/dienstleistung/120686/

3. 社会生活

3.1 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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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	私房

		3.1.3	居住登记



3. 社会生活

3.2 饮食

　　在柏林上学的同学们有口福啦，美食杂志《Feinschmecker》等机构 2013 年选出
了 4691 家德国好餐馆 . 柏林以 139 家列全德美食城市第一名。除此之外这里还汇集了
来自各个国家的美味佳肴，有待同学们日后慢慢发现。不过，要说留学生们最怀念的，
当然还是正宗的家乡味。身为德国最大城市的柏林当然也是吃中餐的好地方。这里云集
了上百家中式餐馆，上至八大菜系，下至街头小吃，那熟悉的味道绝对会让你流连忘返，
一解乡愁。小编整合了柏林几家比较著名的中餐馆，综合了饭菜口味，价位以及地理位
置等考虑因素，先给大家推荐几家价格适中，交通便利，而且具有美食特色的餐馆。

景阳饭店 

地址：Albrechtstr.	125,	12165	Berlin	
Tel.:	030	7925763
美食定位 :	地道家常湘菜	“麻雀虽小	五脏俱全”

营业时间 :	
周一至周日 :12:00-22:00

推荐理由 :	作为 FU学生会聚餐的御用厨房 , 景
阳饭店以其绝佳的地理位置 , 地道的口味和平
易。Albrechtstr.	 位于 Steglitz 区市中心 , 坐
车至Rathaus	Steglitz	下车步行 5分钟即可。
从 FU	Dahlem-Dorf	出发 , 乘 Bus	X83	11 分
钟即可到达目的地。	是平日学习就餐和周末娱
乐休闲的好去处。饭菜以香辣酸为主 , 具有浓郁
的山乡风味 , 腴滑肥润 ,	兼具香、嫩、清、脆的
特点 ,特色菜有剁椒全鱼、沙煲牛腩、豆豉蒸鱼、
辣子鸡丁、梅菜扣肉、口味螃蟹、农家小炒肉
等等。店主服务很好 , 对待学生尤为亲切。学生
聚餐 , 人均 8欧左右尽享家乡美味。

柏林自由大学学生持学生证来就
餐满 30 欧立减 3 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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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社会生活

3.2 饮食

金鱼 Golden Fisch 
美食定位：物美价廉，广式小食
强推：皮蛋瘦肉粥，干炒河粉，锅贴饺
Adr.:	Robert-Lueck-Str.1/Ecke	Albrechtstr.	(U9/S-bahn	Steglitz, 下车走
2-3 分钟	)
Tel.	:		030-81827823	

营业时间：
周一至周日：12:00	-	22:00

推荐理由：来到这里吃饭有一种在家乡楼下的早点店吃早饭的感觉。各式各样的
美味粥，皮蛋瘦肉粥，牛肉粥，滑鸡粥，海鲜粥，鱼片粥，各式粥都带油条一份。
除此之外还可以品尝到不同的小点，萝卜糕，糯米鸡，广式粽子，芋头糕，烧卖，
小笼包，	凤爪，虾饺等等，与大餐馆不同的是，同样的小点你可以用更低的价
格品尝到同样的美味。且都是手工现做。如果你想来点主食，你还可以点上一份
干炒河粉。一盘干炒牛河中的鸡肉嫩滑爽口。招牌皮蛋瘦肉粥可谓是十分正宗。

在价格已经非常实惠的情形下，柏林自
由大学的同学来吃，满 30 欧就立减 3
欧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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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ssWu 私房菜
地址：Königin-Luise-Straße	7114195	Berlin
								(Ecke	Im	Gehege	11)

美食定位：私家江南菜	价格适中	是距离 FU最近的吃货必去餐馆

营业时间：周一至周日：12:00-23:00	
强推：鱼香茄子，风味牛肉，泡椒凤爪，爆炒脆鸭，无锡排骨
推荐理由：离 FU非常近，非常适合大家放学后或者宿舍聚餐。餐厅内部装潢清新典雅。
老板人特别友好！

Kantstraße 33
10625 BerlinKantstraße 33

龙门面馆 
Lon Men's Noodle 

美食定位：台湾小吃，道地的台湾牛肉面！

推荐理由：如果喜欢台湾小吃的同学绝对不
能错过的一家店。在柏林能吃到一笼热腾腾
的蒸饺或者小笼包？是不是想象就觉得幸福
感爆棚？小编吃过好几家不同的面，唯独这
家龙门面馆带给小编不同的美食感受，因为
他们家的辣椒够爽快！牛肉够筋道。除了面
你还能吃到新竹炒粉，和各式各样的你想都
想不到的凉菜，还没有去过台湾的同学可以
在柏林的这家面馆来个预热哟。最终的是，
龙门面馆家的价格真是太照顾我们学生党
了！大家有机会一定要来试试看！

3. 社会生活

3.2 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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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aniu's House of Noodles 
                                           傻妞面馆
地址：
Pariser	Straße	58	10719	Berlin（地铁至 u9线 Spichernstraße 站下车）

美食定位：中式韩式	各式美味餐点	学生价

推进理由：小编第一次去傻妞面馆吃饭是看到微博的学生特价活动：所有菜一律
6元。小编独自前去，点了碗打卤面，面汤入肚，却一股暖意涌上心头。如果你
对餐馆的就餐环境和服务要求较高，那么傻妞或许符合你对一家好餐馆的想象。
整个餐馆的装潢温馨典雅，光是盛着菜品的碟子碗筷就值得你端详许久。店面虽
然不大，但是经常会有些新朋旧友在这里举办生日聚会甚至婚宴。老板以茶会友，
只要你学生，无论你消费多少，只要想喝茶，想喝多少都是一元一杯。在傻妞面
馆吃完小菜和朋友在此喝着茶聊着天想来也是极好的。

傻妞面馆周二一般不营业，大家
去之前最好电话询问以下哟！

3. 社会生活

3.2 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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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再粗略地按照各大菜系给大家简单介绍几家其他的中餐馆：
东北菜												
大家乐
Goebenstraße,	23	10783	Berlin
	美食定位：柏林正宗东北风味菜馆			
推荐理由：绝对是柏林最正宗的东北菜了！小编第一次一进餐厅就被老板那嘎达
的口音震住了，挨妈啊，老亲切了！

川菜：
天府酒店	
1.Uhlandstr.	142.10719	Berlin		（吃炒菜）
			Tel.:	030/861	30	15	
2.Berliner	Straße	15（自助火锅）
美食定位：麻辣火锅“一菜一格，百菜百味”
想吃川菜，想吃火锅，天府酒店是个不错的选择。价格适中，口味纯正。自助火
锅人均 15欧，不加酒水。
			
唐记			
Dieffenbachstr.	18	10967	Berlin
美食定位：柏林正宗川菜，四川厨师掌勺
推荐理由：地处kreuzberg区柏林几大美丽街区之一的graefer	kiez，价格适中。
拌面是非常正宗的四川味。爱吃辣的朋友不要错过哟！

粤菜
老友记烧腊饭店
Kantstr.	30	10623	Berlin
美食定位：广东菜，海鲜丰富，柏林最出名的中餐馆之一。
推荐理由：想吃粤菜，想吃名火烧腊，首推位于闹市区的老友记。柏林相当知名
的粤式风味，常有明星光顾的中餐馆，价位中高档也在情理之中啦。特色菜烧腊、
烧鹅、清蒸鳕鱼。人均消费 22欧元左右。

3. 社会生活

3.2 饮食

21



大明酒家

适于中高端聚会宴请。地道上海点心和四川风味小吃，供应各种菜系菜
肴。适合节庆举办酒席提供团餐服务。在大明酒家四号店和五号店还能
品尝到精美点心和面食。午餐自助15欧元，点餐人均消费25欧元左右。

兵马俑饭店
Fuggerstr.20，10777	Berlin		+49(0)30	23631788
美食定位：自制点心、住家小菜、明炉烧腊、各式粉面。

阿里郎韩国餐馆
seestr	106，12353	berlin
美食定位：韩国烤肉，泡菜等。

闽南菜
Berliner	Straße	15
多得利饭店		
推荐：特色系列包括过桥米线、温州小菜，自制面食，红焖羊肉。

小食类
wok	show		
Greifenhagener	Str.	31		10437	Berlin	
美食定位：面食出众		
推荐理由：柏林正宗北方饺子仅此一家，价格特实惠！

comebuy	珍珠奶茶店	
推荐理由：台湾人经营的正宗奶茶店

3. 社会生活

3.2 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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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品类

　　在德国有众多超市品牌，柏林常见的有 Aldi，Lidl，Kaufland，Real，
EDEKA，Kaisers，REWE，Netto 等。一般来说，Aldi 和 Lidl 的价格相对便
宜，时常也会有特价出现，Kaufland 和 Real 的规模类似于国内的大型超市，
物品种类繁多，不仅包括日常用的柴米油盐，也有锅碗瓢盆花卉器材，价格公
道但质量一般。EDEKA及 Kaisers 相对价位稍高，但质量有保障。大多数超市
周日都不营业，但是柏林作为大城市，周日你也可以在部分超市采购生活用品，
如在 Zoologischer	Garten 的 S-Bahnhof,	Ostbahnhof 就有周日营业至晚上
10点的大超市。

　　-药妆店，日用品类	

　　日用品连锁如 Rossmann，DM，Schlecker 和 Mueller 出售保健品、护
肤彩妆、香水、护发和护齿等个人护理用品（价格一般比国内低）。

　　-电子产品类

　　Saturn 和MediaMarkt 都是比较大的电子商品卖场

　　-大型的综合性购物商场：Einkaufszentrum,	Kaufhaus

　　柏林作为首都，有着非常成熟的购物环境。在每个城区都有自己的购物中心，
除了大家耳熟能详的“裤裆大街（kurfürstendamm）”，kadewe。还有如柏
林 2014 年下半年新开的Mall	of	Berlin,	Alexanderpaltz 的 Alexa,	Steglitz
区的几大购物中心。喜欢逛街的同学们可以在柏林继续你们的 shopping 啦！

				3.3.1	德国超市 , 商场

3. 社会生活

3. ３购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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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不得不推荐的便是土耳其人市场，他们通常也遍布在每个生活区，特
别是土耳其人集中居住的地方如Wedding，Neukölln,	各有各的规定，有的规
定是周二和周六有这样的新鲜集市，有的每天都有，大家需要自己摸索。在这里
你可以买到便宜而新鲜的蔬菜水果，比一般的超市便宜很多。小编推荐一个规
模比较大，品种齐全的土耳其人集市：Türkischer	Markt	am	Maybachufer,	
Maybachufer	,	12047Berlin。大家可以去看看哦。

		3.3.3	土耳其市场

　　每周六在柏林各个停车场，广场会有跳蚤市场 (Flohmarkt)，里面为各种
临时搭建的小摊儿或是帐篷，从日用品到老唱片，二手货及工艺品，应有尽有，
不乏有些蕴含德国文化的物件，喜欢淘宝的朋友一定不会失望的。链接：
											http://blog.19lou.com/13659248/viewspace-6225230

		3.3.4	跳蚤市场

　　柏林主要的亚超是东方行和荣利，值得一提的是东方行凭借学生证可以
享受 9.5 折优惠，并且可以刷卡消费。东方行在 Kantstraße	101,	10627	
Berlin	 交通：Bus	M49/	X34	 到 Kaiser-Friedrich-Str.	 下车 .	S-Bahn 到
Charlottenburg，下车步行约 5分钟。而荣利则有好几家分店，在 Kadewe
附件就有一家。另外随着电子购物的不断发展，现在也有了网上亚超，常常会
有一些特价活动，另外购满一定数额可免邮费。

		3.3.2	亚洲超市

3. 社会生活

3.3 购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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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柏林的市内交通非常便利，由地铁（U-Bahn），高速区域列车也叫轻轨
（S-Bahn），有轨电车（Straßenbahn 也叫 Tram）巴士（Bus）以及出租车
（Taxi）组成。柏林的交通网由内向外环状共分为A、B、C三个区，以环线（S	
41 和 S	42 等）为A区和B区的分界线。当乘车路线跨越各分界线时，票价一
般也会有相应的变化，请大家多多注意。凭学生证（包含学期车票）和有效证件（附
有肖像照片）便可免费乘坐柏林市内绝大多数交通工具。值得注意的是，晚上都
有通宵的N	Bus，也就是通宵夜巴士，周末的 S-Bahn 也是通宵的。出租车不
像国内随处可见，一般需要打电话预约，或是直接去 Taxi 停车点。语言生可以
享受Azubis	&	Schüler	同样的优惠。

　　每月总有几天会有查票员在柏林的各个交通工具上出没，没有有效票据的
（包括有票但没打票的）罚款 40欧元。查票时一般出示学生证即可，个别查票
员要求出示带肖像的证件，否则罚款 7欧元。可以选择在手机中下载柏林市公
交公司的手机应用VBB或者德国铁路的手机应用DB来获取最新乘车信息。

　　德国的铁路是Deutsche	Bahn( 简称 DB),	与中国高铁相似的城际高速列
车 ICE			往往票价比较高昂，一般车票可以提前三个月购买，会有特价，比如可
以以 29欧的价格买到原价一百多欧的单程票。DB还有一些固定的活动，比如
Europa-Spezial，从德国境内的任何一个城市出发前往欧洲国家的特定城市，
最低票价 39欧，还有 Länder-Ticket，是德国全境一天的优惠票，可以和同伴
一起共用。详情参见DB官网：
											http://www.bahn.de/p/view/index.shtml

3. 社会生活

3.4 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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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德国注册的大学生接触到的保险一般分为公立保险和私立保险，建议大家
购买德国公立保险，只有少数情况下（如未注册大学的在德攻读语言班）才可凭
借私立保险证明办理延签等事宜。公立保险保费大约在每月 80欧左右，各大公
立保险公司（KKH,	AOK,	DAK,	TK,	BKK）视各自情况确定但大致相当，值得
注意的是各公立公司除日常按月扣取保费外，每年还提供返款、查体、保险优惠
等活动，返款额度在每年100欧左右，具体返款条件及优惠信息请大家留意官网，
入保后可享受和德国人几乎一样的权利。另外，对于 30岁以上的学生，国家保
险的金额将会大幅提升。

　　以下小编向大家推荐学生会的赞助商之一的KKH保险公司：

　　来到德国，既想同德国同学联络，又想和国内的家人朋友保持联系，选择什
么样的手机合同还有网络最好呢？小编给大家的建议是，可以参看以下萍聚论坛
上的关于一些特惠手机或网络的合同介绍，论坛上常常会更新一些特价活动而且
还会有一些网友写的使用心得。以下是论坛网址：
											http://www.dolc.de/forum-296-1.html

　　需要注意的是，德国手机或者网络的合同一旦签订，就是两年，如
果中途想取消，是要提前告知运营方，并且需要支付余下的费用哒。大
家选择合同时，一定要多多比较各家通讯公司的优劣喽！适合自己的才
是最好的嘛！

3. 社会生活

3.5 电信 网络

3. 社会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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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KH	Kaufmännische	Krankenkasse	是德国最大的全国性保险公司之一。除
了提供与其他所有保险公司相同的服务以外，长期进行体育锻炼（Unisport 或
者健身房），保持健康生活习惯的你还可得到额外 100 €的特殊 Bonus。详细
信息请与我们的负责人联系：

Jingjing	Wu	(jingjing-wu@outlook.com)	oder	
Antonia	Hildebrand	(antonia.hildebrand@kkh.de)	

Sie	helfen	dir	bei	den	Anträgen	und	dem	100,- €	Sonderbonus.
她们将帮助你申请保险以及获得这 100 €的 Bonus

基本信息请参见我们的官方网站 :	
https://www.kkh.de/versicherte/kkh-erleben/ihre-mehrwerte/
studierende	

                                    Sonder-Bonus 100,-€ *
Sportlich und gesund wird ganz einfach belohnt

扫一扫！

健康的你，会有回报！

3. 社会生活

3.6 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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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桶（Gelbe	Tonne）和黄袋 (Gelber	Sack)
　　专门收集带有绿点标志（Der	Grüne	Punkt）的轻型包装。其中包括，例如：
空饮料罐、塑料包装或者利乐砖饮料包装（Tetrapacks）等。这种黄袋可以到
市政厅 (Rathaus) 免费领取或从超市购买垃圾袋。

　　－废纸回收箱	
		　废纸和废纸板被收集到小型或大型的蓝色废纸桶（Papiertonne）中。废纸
的范围包括报纸、杂志、产品广告宣传单、书籍以及纸质包装或纸板盒。近来有
越来越多的回收站收购废纸和废纸板，每公斤废纸可以换取一定金额。
	
　　－玻璃制品回收箱
		　废玻璃通过玻璃回收箱（Glascontainer）进行回收。同时有白色玻璃、
绿色玻璃和棕色玻璃之分。有两点事项需要注意：第一，请勿将多用途包装瓶
(Mehrwegflaschen)，即带有押金的包装瓶 (Pfandflaschen) 丢入回收桶中；
第二，玻璃瓶在丢弃前要去除瓶盖，因为瓶盖属于黄桶废弃物。
	
　　－含有押金的瓶子及可循环使用瓶

　　可循环使用瓶均以这一标识标注。包装瓶带有押金，所以也称为押金瓶。例
如啤酒瓶，虽然为玻璃瓶身，但属于押金瓶，所以不应丢入玻璃回收箱内。
	
　　－生物垃圾

　　这种棕色垃圾桶仅回收有机的、可制成堆肥的垃圾。其中包括剩饭菜、蔬果
皮、鸡蛋或干果壳、咖啡滤纸、茶叶袋，但也包括花园废弃物例如树叶和剪下的
草坪。液体、烟蒂或纸尿布不可丢入这种棕色垃圾桶中。

　　－其它杂类垃圾
　　黑色的残余垃圾桶（Restmülltonne）专门回收所有既不包含有害物质，
又不包含可重复利用成分的垃圾。这一类别包括烟灰、吸尘袋、烟蒂、橡胶废料、
妇女卫生用品、纸尿布、皮革和人造皮革。
	
　　－废旧电池和蓄电池
　　包含有害物质的垃圾必须另行回收。例如废旧电池和蓄电池，因为其中包含
有毒成分，所以必须在这种小箱子中进行回收。这种回收箱在商店或超市可免费
获得，可以装满后再交回商店或超市，以便对其进行专业报废处理。

　　(文字资料引自：http://www.study-in-chemnitz.com/cn/__6299.html）

3. 社会生活

3.7 垃圾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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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大学一刻钟 : 典型的德国大学时间表。通常官方的是	10	点上课 , 但是大部分约定
俗成的是	10:15	开始 , 教授和学生都是	10	点后陆续而来。而有一些早上	8:00	上课则
是	8:30	才开	始 , 希望大家事先打听清楚。

　　2.	教授和学生的关系通常只维系在课堂上 : 教授只负责上课 , 做研究 , 出书以及其他
兼职 , 而	学生有问题通常都是交给助教回答。

　　3.	Tutorium: 大学课程通常都是一个 2	小时的讲课	Vorlesung	加	2	小时的练习课	
Übung.	教授的讲课时间是规定好的 , 而练习课由多个助教或上级学生来讲 , 会有不同的
时间 , 大家可	以根据自己的时间表来选择哪天去上练习课 , 或根据助教质量来选择上谁的
课。但是有些专业如	Politik, 心理学 , 艺术类等则是由	Vorlesung	和	Seminar	组成 , 希
望大家要自己咨询。

　　4.	自学能力和团队合作 : 除了上课以为 , 大部分时间都要自学。而很多课程都设
有小组作业 ,	这时候大家就需要和其他同学组成小组来完成作业 , 并且上交一份共同作
业获得小组分数 ,	即每个小组成员都获得相同分数。如 Statistik,Mathe 通常要小组作
业 ,Marketing	等通常要小组做演讲	Präsentation.

4.2.1	啤酒，足球，咖啡

　　德国人的最爱：足球，啤酒，咖啡，相信大家很快就会体会到。
特别提示：喜爱打篮球的朋友可以在每周三下午16：30	–	19：30来 Hauptbahnhof
的 TU篮球馆打球，位置如下：Poststadion	Berlin（	Lehrterstraße）

		

　　Kika 即桌上足球。柏林最受欢迎的酒吧地带：一个是 Ostkreuz 一带，		 包括
Sonntagstraße,	Wahrschauerstraße,	 因为这里算是比较地道的东柏林区酒吧，
价格优惠，客流量非常大，从周五晚上开始到周末都会尤其热闹。其他的地方如
Mehringdamm	Platz,	Neukölln,	Wilmersdorf/Charlottenburg 等都是各有特点，还
希望大家体验后来这块进行补充。

4.2.2	泡吧，玩 kika

4. 德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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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运动健身

4.2.4	旅游

　　我们的大部分学习生活都由蹲图书馆和对着电脑屏幕组成，所以很多同学
忽略了运动的重要性，导致颈椎、腰椎疾病以及胃病成为学生群体的高发疾病。
因此，定期以及定量运动就成为一个必须引起重视的问题。下面有几个深受柏林
自由学生们喜爱的运动方式，可供参考：

　　散步：FU周围的森林以及草坪是读书间隙散步的好去处。在图书馆奋战几
个小时之后缓步于宁静的绿色小路之上，思考一下所学所得，既缓解了腰背，也
放松了眼睛，不失为一种良好的放松方式。

　　游泳：在柏林的每个区都有自己的 Stadtbad，即市游泳馆，喜欢游泳的同
学可以用学生证购买优惠票，约 2.50 欧就可以在那里畅游一整天。BBB游泳
池遍及柏林，在 FU的附近便有Hüttenweg 和 Heidelberg 两处游泳好去处。
有些同学选择早晨进入学习状态之前游泳提神，有人选择一天的学习之后晚上游
泳放松，每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定期游泳。

　　Uni	Sport：柏林很多高校有统一的高校运动项目，你可以报名参加各种各
样的班，选择性强，价位便宜，每个学期以及假期都有不同的项目，并且有很多
极其有趣且在国内不容易接触的项目，诸如射箭、骑马、划船等等。但须注意，
课程热门，报名需趁早。	
　　具体信息请看网址：
http://www.hs-sport.fu-berlin.de/index.aspx?ID=33&AspxAutoDetectC
ookieSupport=1

　　有些同学们也喜欢参加一些健身俱乐部，每个星期有规律得去做锻炼身体。
每学期开学前Mensa门口都会有很多Unisport介绍活动 ,大家可以多多关注。

4. . 德国文化

4.2 业余娱乐生活

　　在德国上学每年圣诞节都会有假期，在德国上学的同学们往往会选择旅游
作为假期休闲的方式，除了自己在网上搜索机票和定酒店之外，现在也有不少
留德华们选择通过旅行社来定酒店，车票。这样一来节省了时间又节省了金钱。
好好地规划一下你的假期，走遍欧洲并不难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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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诺旅游 (德国 ) 股份责任有限公司是德国最具竞争力的华人旅游公司，是德国旅游
企业协会ASR和国际航空运输协会 IATA的官方成员，具有中国国家旅游管理总局官方
认可的ADS资质。五大业务 :	欧洲环游、自由行 /小团定制、国际机票、高端商务服务
和中国签证将您的出行武装到每一个细节。
		
　　无论是穷游背包客，还是高端私人定制，飞诺都会给您带来真正价格最实惠的旅游
体验。此外，年轻的团队也热衷于参与各种形式的学生活动，与大家共同乐在其中的同
时也提供诸如免费回国往返机票和免费旅游等大奖。

Feel Now 
感受现在
飞诺带给您的不仅仅是一个旅程，更是一段难忘的回忆。贴心、细致、责任、品质是我
们的口号，跟着年轻朝气的飞诺团队一起体验不一样的欧洲。

柏林总部
Franklinstr.11		10587	Berlin		
旅游部		030856166-52,-53			
自由行		015253255278	

杜塞分部
Hüttenstr.	7		40215	Düsseldorf
机票部		030639640-77,-78	
官方 Q群 :	106408841

 报名时出示下方抵金券，立减 10 欧哟！

4. 德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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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支撑学业，许多留学生都打工。需要注意的是：在德国留学生没有工作
许可证，一年只允许打工 120个整天，或者 240个半天。
（从 2012年 8月 1号起实施的新规定）请看链接：
http://www.bundesregierung.de/Content/DE/Artikel/IB/Artikel/
Arbeitsmarkt/Anerkennung_Abschluesse/2012-07-25-blaue-Karte.

	5.1	打工限制

5.2	打工机会

　　－ABCDV:www.abcdv.net
　　专业的德国留学网站论坛，德国留学材料准备，德语集训，德语工具，留学
德语学校，留学德国签证动态，德国留学生活等方面的信息等都非常详尽。
　　－德国热线（萍聚社区）：http://www.dolc.de/portal.php
　　－开元网 (南德的信息比较多 )http://www.kaiyuan.de
　　－欧洲新报论坛：http://forum.xinbao.de/forum.php
　　－因为在德国使用	P2P	工具算作违法 , 所以不提倡大家使用	BT	或者
eMule 等相关工具下载	.

　　自由大学有自己的网页提供不少的在大学内的兼职机会。
Studentenwerk	也提供一项服务帮助学生找不同临时工作。需要注册，打完工，
拿到工资后只需付一小部分的介绍费。具体的工作可以在官方网站查询。
　　强烈推荐的网页还有：
　　http://www.jobmensa.de/，专门给学生推荐在公司里的兼职
　　https://www.mylittlejob.de/，提供可以在家里做的兼职
　　http://www.studentjob.de/
　　http://www.studentenjobs24.de/
　　另外每个系的公布栏上和主页上常常也会出现找学生工的广告。

实用中文网

5. 学生理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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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中国学生会介绍

　　柏林自由大学中国学生会是一个专门为所有的中国学生而建的社会
团体，我们的目标是为广大在校中国学生提供学习，生活，工作多方面
的信息咨询；组织策划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活动，使同学们能够劳逸
结合，全面发展 ;	加强异国文化，学术交流，扩展视野。让大家能够更好
的适应在德国的生活。

　　我们在一起 , 逢年过节你分享制作家乡美食的喜悦 , 你畅游欧洲 ;	你
有了“过来人”帮你排忧解难 ; 你走上街头为祖国呐喊 , 去迎接	习大大和
彭麻麻 ; 你参加中德文化活动 , 和汉学系的德国同学结交	语伴 , 传播着中
华文化 ; 你参加更多好的讲座 , 聆听大师的声音 ;	你走进中欧企业招聘会 ,
获得更多的工作机会 ; 你团结协作和同伴取得球队的胜利。
		
　　我们是一个不断壮大和成长的群体。
		
　　我们需要你 , 你的任何好的有关活动的点子都有可能付诸实践。
　　我们需要你 , 你的任何经历的分享都能够帮助影响到更多人。	　
　　欢迎来到柏林 , 欢迎加入我们的大家庭 !

6. 关于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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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cnfuberlin@gmail.com
Facebook：China	Fuberlin	
新浪微博：柏林自由大学中国学生会
学生会QQ群号：20680788
德国热线（萍聚网），德国中文网，开元社区请搜：柏林自由大学

内容撰写：荣淼，胡伟彦，高林，吴瑶瑶，杨楠，潘晓菲，高艺文
文字校对：全体编写人员
封面设计 /排版：吴瑶瑶，高艺文
审稿：牛昊，吴瑶瑶
策划：吴瑶瑶

如果你对新生手册有更好的建议或意见，欢迎通过QQ或邮件联系我们，让我们为自由大学的同学

们提供更多更好的信息和建议。

			6.3	手册编写人员

			6.2	我们的联系方式

6. 关于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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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有你，所以精彩！

柏林自由大学中国学生会(版权所有)

QQ群：20680788

E-Mail: cnfuberlin@google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