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请方式与入学条件

在德国就学

相关支出

萊比錫

入学条件

签证

预估生活成本

德国最有活力的大学城

_ 本校建议交换生一个学期内修读20学分。选课学分下限为
15学分、上限为30学分。 只有当该交换生的母校有特殊要
求时, 才允许多修或者少修。
_ 具备流利的英语能力 (必须)
_ 基础的德语能力 (非必须)
_ 本校为所有交换生提供三个等级的德语课程
(A1/A2, B1商务德语)

_ 需具备学生签证
_ 签证办理时间：德国领事馆办理签证的时间约为3个月

每个月预计约650欧元的生活成本一非欧盟国家学生在申请
签证时须提供每个月至少735欧元的生活费担保

莱比锡, 一个充满活力的国际化城市, 她有许多迷人的地方与
机会等着你去探索。2010年, 纽约时报 (The New York Times) 在 ”31个最值得去的城市” 排名中, 将莱比锡列入前十
名。事实上, 莱比锡正以其惊人的发展速度和极大的成长潜力
掀起了一股“莱比锡热”, 包括亚马逊、DHL、宝马 (BMW)、
保时捷(Porsche)等在内的国际品牌纷纷进驻。

房屋租赁: 200欧元至350欧元之间 / 月

住宿

申请方式

_ 学生宿舍: 可通过莱比锡学生联盟
(Studentenwerk Leipzig) 申请
_ 请直接联系莱比锡学生联盟
_ www.studentenwerk-leipzig.de/en/housing

必须由合作交换学校的对接人员进行交换学生的资格选取与
提名

_ 向莱比锡商学院的学生租借住处或私人宿舍: 如有需要,
将以电子邮件的形式发送租赁通知

申请期限
非欧盟公民的学生: 必须于交换学期开始的4个月前提出申
请。(欧盟 / 美国公民:3个月)

教材: 约50欧元 / 学期
娱乐: 依照个人喜好而定
学生联盟会费: 每学期193,50 欧元 (保留变更权)
交通: 已包含于学生联盟会费中、
可无限次使用莱比锡公共交通工具

网上申请: http://study.hhl.de
申请成功后, 莱比锡商学院将寄出一份材料予交换生的母校。
该材料包括交换生所需的所有信息与表格, 并含有一份莱比锡
商学院的正式录取通知书(用于申请学生签证)。
表格, 并含有一份莱比锡商学院的正式录取通知书(用于申请
学生签证)。

伙食费: 学生食堂午餐费用：每餐2.5欧元至4欧元

医疗保险
_ 学生必须出具由德国公共健康保险公司核发的保险证明
_ 从德国以外的国家所申请的保险也可以符合要求,
但它必须通过德国公共健康保险公司的认证
_ 若学生所在国与德国签有社会保险协议且已在本国办理医
疗保险, 则该学生必须提供欧洲健康保险卡(EHIC)

学费: 交换生仅需支付母校的学费即可

其他融资选择

莱比锡商学院
德国商学教育之首选

无论在莱比锡市中心或是在周边, 你可以从事的休闲活动相
当丰富：跑步、沿着河岸骑自行车、在Weiße Elster河上划
船、在Neuseenland湖畔休闲、或甚至是在Auenwald森林
中骑马, 你很容易就能在学习之余找到放松的方式。到了晚上,
或传统或前卫的酒吧与俱乐部通宵开放, 让你深深爱上莱比锡
这个魅惑之都。
对于近40,000名在莱比锡就读的学生来说，莱比锡是一个相
当适合居住的城市, 这里住宿选择样式众多、质量优良、价格
合理。这么一个开放且友善的环境能使国际学生或游客体验
到宾至如归的感觉。莱比锡商学院坐落于Weiße Elster河畔
旁, 周围环绕着迷人的公园以及丰富的运动设施, 距市中心只
有数百米的距离。

美籍学生:
HHL’s FAFSA-Code is G38183
HHL’s Facility Code at the US Dpt. of
Veterans Aﬀairs is 3-1-0003-80

欧盟伊拉斯谟 (EU Erasmus):
HHL’s Erasmus Code is D Leipzig09

奖学金:
Database of the German Academic
Exchange Service
www.daad.de | Information for Foreigners | Support

交换生须知

莱比锡商学院一瞥 (HHL)

学位与课程

管理硕士 (M.SC. PROGRAM)

工商管理硕士 (MBA PROGRAM)

关于莱比锡商学院

你能够在莱比锡商学院所获得的学位

课程
_ 综合管理
_ 经济学
_ 财务
_ 会计学
_ 企业战略
_ 领导技巧
_ 商业道德与公司治理
_ 市场营销管理
_ 物流与供应链管理
_ 创新管理与创业
_ 经济学高级教程
_ 综合管理高级教程

课程
_ 软技巧
_ 企业战略与组织
_ 人员管理
_ 商务会计
_ 公司及商业财务
_ 商务经济学
_ 国际商务基础
_ 客户关系及供应链管理
_ 创业管理

创立于1898年

与多所国外大学合作的双学位计划

本学位学制
24个月

双学位计划

入学条件（对希望获得本学位的学生）
_ 工商管理学士学位或相关学科, 修满至少180ECTS学分
_ 至少三个月的实际工作经验

入学条件（对希望获得本学位的学生）
_ 任意学科学士学位，修满至少180ECTS学分
_ 三年以上的实际工作经验
_ TOEFL / GMAT
_ 老师、教授或是雇主的推荐信

(所有学位已经过 AACSB认证)

管理硕士学位

Master Program in Management (M.Sc.)

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Master Program in General Management (MBA)

全球高层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
Global Executive MBA (MBA)

欧洲工商管理硕士

Euro*MBA (MBA)

博士计划

Doctoral Program (Dr. rer. oec.) – similar to a Ph.D.

特许任教资格 － 博士后

Habilitation – Postdoctoral lecture qualification
Double degree programs with various universities abroad

莱比锡商学院是一家跻身于国际顶尖商学院之列、具有
大学水平资质的机构。这家欧洲德语地区最古老的商学
院致力于培养务实且富有使命感和企业家精神的领导
者。在瞄准国际商业活动的同时, 莱比锡商学院注重理论
与实践的结合。它以优异的师资、明确的科研方向以及
联系理论与实际的教学作风, 为学生提供顶尖的服务。

交换到莱比锡商学院的学生可以获得MSc管理硕士（春季和
秋季入学）或MBA工商管理硕士学位（限一月份入学）。参
与此双学位计划的学生必须满足莱比锡商学院的一般入学要
求, 并且其母校与莱比锡商学院要有合作协议。

本学位学制
21个月

资质：
经国家认可的具有大学资质的私立机构
能够颁发博士学位和特许任教资格
专业认证:
AACSB, ACQUIN
学生数量:
约650位 (其中有40%为国际学生)
校友:
目前已有近2,000位校友从本校毕业
由HHL毕业校友所创立的公司:
已超过150间、创造了3,000个以上的工作机会
具有合作关系的姊妹校:
超过130间

_ TOEFL / GMAT
更多关于莱比锡商学院请参考:
www.hhl.de/faculty

授课语言: 英语

联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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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ederike Solga 女士

交换生计划：
MBA: 秋季学期 (只有第一年的课程)、冬季学期、春季学期
MSc: 秋季学期、春季学期

Manage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comings)
电话: +49 341 985-1745
电邮: friederike.solga@hhl.de
莱比锡商学院 (HHL Leipzig Graduate
School of Management)
地址: Jahnallee 59, 04109 Leipzig,
Germany

请务必在正式开学之前到校。此外, 在学期正式开始之前, 新入学的交换生必须
参加学校安排的入学指导介绍。

www.hhl.de/international

秋季学期：八月底－圣诞节
冬季学期：一月－三月中旬
春季学期：三月中旬－六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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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期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