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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帕德博恩生活
飞机场接机
从中国出发您们将到达德国的法兰克福或慕尼黑机场，然后可以转乘汽车，火车或者从慕尼
黑搭乘小型飞机到达位于帕德伯恩市西方约 20 公里的 Paderborn-Lippstadt 机场。如果您们
能及时的通知“帕德伯恩学生学者联合会”郑志龙先生, zzhilong1988@gmail.com 您们的到达
时间，他会安排在帕德博恩或者法兰克福的机场接机。学生会工作人员将会带领您们乘坐大
巴直接抵达您们在帕德伯恩的住处。
请大家注意，如果您们人数很多，由于在慕尼黑换乘的小型飞机整体行李容量有限，部分行
李可能会在第二天才送达帕德博恩您们的住处，对于这点大家并不用担心。我们建议大家出
发前将行李拍照，以便到达后进行核查。
另外值得大家注意的是，乘坐飞机赴德之前请务必了解相应的行李规定。入关时很多物品比
如食品或香烟有着严格的控制规定，您们的行李可能将在海关接受检查。如果您携带了违禁
物品，将会带来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具体信息可以查看：
http://www.zoll.de/DE/Privatpersonen/Reisen/Als-Tourist-nach-Deutschland/Zoll-undSteuern/Reisefreimengen/reisefreimengen.html

办理各种手续
到达帕德博恩后，您们将要首先办理大学注册等一系列的手续。我们建议您们选择在“帕德
伯恩学生学者联合会”主席郑志龙先生, zzhilong1988@gmail.com 的协助下进行，以便更加快
捷地完成这些手续的办理。
学生会将提供以下服务：
- 提供住房信息（如果您需要）。这个过程大约需要两个星期的准备时间。
- 接机
- 尽早注册医疗保险。他们可以帮助您们办理手续，确保您落地德国时保险就已经生效。
- 银行开户。
- 在外办及帕德博恩市户口管理处和移民局注册。
- 在帕德博恩大学通过外事办办理机械专业本科或硕士的入学手续
- 在大学图书馆注册
- 在大学计算机中心（IMT）办理上网手续，利用大学网络您可以：
- 免费利用学校电脑上网，以便查收或发送邮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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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 PAUL 和 koaLA 获得重要的课程信息及资料
- 私人笔记本电脑免费上网
购物
德国超市的开放时间通常是周一到周六的 9.00-18.00 Uhr 。部分超市会开到 20.00 Uhr。比
较经济的超市有比如 Aldi 和 Lidl。通常来说周日所有超市不开放。
许多饮料在德国装在在押金瓶中销售，比如矿泉水，汽水或者啤酒。 当您把空瓶子退回商店
里，即可得到退还的押金。对于饮料筐可以在超市自动退瓶机处退还。当您把押金瓶放入自
动机后，您会收到一张押金退款单。购物时在结账之前出示押金单后可以抵消相对应的购物
金额。每瓶的押金 0.08 欧至 0.25 欧不等。详情请点击一下的链接：
http://www.helpster.de/pfandflaschen-sammeln-so-geht-s-dezent-und-erfolgreich_27294
http://de.wikipedia.org/wiki/Flaschenpfand

住房
如果您刚来到帕德博恩还没有找到合适的住房，我们建议您可以暂时住在旅馆“Haus
Paderborn”，地址是：Kurt-Schumacher Str. 10, 33102 Paderborn。房东：Frau Iris
Immig，电话号码：004905251 1845628，E- Mail: info@gaestehaus-paderborn.de 更多详细的
信息如价格，请参考 http://www.gaestehaus-paderborn.de
旅馆有公共厨房，可以做饭。坐车 30 分钟到大学。请仔细阅读并严格遵守租房合同中的规
定，比如禁止在房间中做饭，若果您们可以遵守其中的条款，将给您们省去很多不必要的麻
烦。
与在国内大学不同，这里的大学不提供统一住房，您们必须在租房市场上自行解决住房问
题。在德国的最初几天，您也可以选择住青年旅行社，多人间含早餐大约需 18,70 欧元每人
每天从 12 月到 2 月，22,10 欧元每人每天从 3 月到 11 月，也可以提前预订。
需要准备的现金
刚到帕德博恩需要的费用包括：
-

住宿: 比如月租（200 到 300 欧元每个月）外加押金

-

生活费大约 300 欧元每月

-

大学注册费/学费：263,61 欧元左右每人每学期，其中已含学期票，您可以在一定区域内
免费乘坐公车，火车

-

医疗保险：大约 77,01 欧元每月，具体点说从 23 岁开始每月 78,50 欧元

德国驾驶执照
中国驾照的在德认证需要您驾照的翻译公证件。然而您的驾照必须接受德国驻中国大使馆的
驾照认证。您可以在国内进行驾照的翻译公证。此外，您必须在德国的驾校继续学习并通过
理论和实际驾驶考试（路考）。在驾驶学校登记时请出示您的中国驾照及其翻译公证件。通
过考试后您将得到德国驾照。您的中国驾照会被道路交通处暂时没收。当您回到中国后在退
还给您。驾校注册费，驾驶费及考试费用总计约为 800 至 1000 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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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和笔记本电脑
在德国购买带合同的手机会比在中国相对便宜一些，合同一般是两年，每月需交相应的月
租。笔记本电脑可能在中国便宜一些。
复印
在图书馆和餐厅地下层的 Asta 复印室内您可以找到学生会的复印机和打印机。为了使用这些
机器您需要有一张 Asta 打印卡。在 Asta 复印店或者店内的自动机上花十欧元就买到这张
卡，其中六欧元可以店内消费，四欧元为打印卡押金，押金在退卡时会退还。有些复印机也
可以使用零钱。复印要相对贵一些。详细信息请看: http://asta.uni-paderborn.de/service/copyservice/
餐厅
在学生会的服务设施内（餐厅，咖啡厅，Gownsmen 酒吧，小超市）消费可以非现金支付。
您只需要办一张 Delicard（校园卡）。在服务处交五欧元押金就可以得到一张 Delicard。您可
以在食堂下的门厅处充值。由于作为学生可以比员工以更低的价格在餐厅用餐，因此您必须
在学期初出示您的学生证。押金可以在 Delicard 退还后取回。更多信息请访问下面的链接：
http://www.studentenwerk-pb.de/gastronomie/
租房合同
在跟房东签订房屋合同时，请认真仔细的阅读合同内容，这样会避免很多问题，比如说，在
房间内做饭是不允许的。
垃圾分类
在德国法律规定实行垃圾分类。 在住房里生活中产生的垃圾要被分类弃置在三个不同垃圾箱
里。有机垃圾要被丢入绿色垃圾桶里，比如水果和蔬菜。对于纸张，纸壳和报纸要被放入蓝
色的垃圾桶内。灰色的垃圾箱内通常为用过的剃须刀，牙刷或者损坏的餐具的等家居卫生用
品。塑料包装比如酸奶盒，锡纸或者罐头盒放入黄色袋子内。果酱或者蔬菜玻璃罐要被丢入
路边的玻璃回收箱内。具体的垃圾分类方法请点击下面的链接：
http://www.paderborn.de/microsite/asp/abfallentsorgung/sp_auto_11512.php?p=2,1

校园向导
在帕德伯恩大学校园内有很多设施。在帕德伯恩大学的主页上可以查到一个概览，您可以查
到校园内的援助和服务设施，在哪里寻求帮助。详细信息请点击下面的链接，观看视频。
http://zsb.uni-paderborn.de/info-videos/， http://io.uni-paderborn.de/campusfuehrung/， http://www.unipaderborn.de/studium/wegweiser/

无线电广播费
在德国收音机和电视的使用需要交纳一定的费用，此征收费用单位叫 GEZ，所以使用前必须
注册。从 2013 年开始将执行新的收费标准。无线电广播费每人每月 17,98 欧元，具体点说
是每户。当您与别人合租时，整个住房的费用只用交一个人的费用。费用概况以及使用注册
表等可以在 GEZ 的主页 www.rundfunkbeitrag.de.上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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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期票
注册后您将得到帕德博恩大学的学期票。在一定范围内凭此票可以免费乘坐汽车和火车等交
通工具。这样您们不仅可以免费的从您们住的地方坐车到学校，也可以在闲暇时间游览帕德
伯恩周围的地方。关于学期票详细的信息请看 http://asta.uni-paderborn.de/index.php?id=195 und
http://www.fachportal.nahverkehr.nrw.de/index.php?id=tickets_ticketkauf#c2021 .

服务中心
当学业上有问题时您首先可以求助的就是服务中心。除此之外在那里您还可以通过填写表格
获得帮助支持，索要额外的注册证明。在那里还可以检查您的注册申请的完整性并提交。关
于服务中心的更多信息请参见：http://www.zv.uni-paderborn.de/dez3/3-3/servicecenter/

体育运动
帕德博恩大学为学生和工作人员提供各种各样的体育运动设施。具体课程信息见
http://unisport.upb.de/ahs/ . 需要报名的课程可在网上注册。
学费
现在在帕德博恩大学上学不需要交学费。
更多的为学生解决问题的机构有
- 大学生公共委员会 (AStA)
http://asta.uni-paderborn.de/

- 外国留学生代表处 (ASV)，如果您有下列困难，比如签证问题，无线电广播收听费
（GEZ）的问题，关于银行冻结账户的问题或者想要寻找一个语言伙伴，外国留学生代表处
可以给您帮助。http://asv.upb.de
- 机械专业咨询处 (Fachschaft Maschinenbau)提供关于机械专业讲师，教授，论文以及考
试的咨询外还组织相关的参观活动。http://www.fsmb-upb.de/
- 帕德博恩学生学者联合会 http://asta.unipaderborn.de/aktive/hochschulgruppen/?tx_astapbgrouplister_pi1%5BshowUid%5D=285&cHash=8f7c192610
a35a06055c447efc22ea70 以及目前的主席郑志龙先生 zzhilong1988@gmail.com

意外保险
作为学生在高校学习期间针对意外所造成的损失进行保险。但不适用于处于高校入学许可，
具体是在 DSH 语言版学习的阶段。
签证:
请您按时到帕德博恩的外国人管理局延签。详情及相关下载见
http://www.paderborn.de/vv/oe/Auslaenderabteilung.php

延签需要的材料：
- 注册证明
- 医疗保险证明
- 银行帐户冻结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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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您超出规定学期数，还需要您的成绩单或外办的学业进程证明
第一次签发签证要 100 欧，之后的延签需要大约 80 欧。第一次去延签时您需要带一张护照照
片（保险起见最好是在德国拍摄的护照照片）。
建议：为了节省等待时间，您可以和签证官电话预约时间。
重要：住址更改通知
许多同学经常是在来德国的第一个月更换他们在帕德博恩市的住址。请您及时将新地址通知
到下列机构：
- 帕德博恩市的居民户籍管理处
- 银行
- 健康保险公司
- 帕德博恩大学的学生秘书处
您要确保能收到这些机构发出的重要信件、信息或者证明。如果您正在申请实习的过程中，
请将新住址通知到您申请的德国公司。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不这样做，您会收不到一
些很重要的信息比如说实习合同等。
来德国要带的东西
这些要带的东西是采纳了许多已经来到帕德博恩的学生的建议后总结出来的：
- 照相机（如果手头上有的话请带上）
- 足够的衣服，因为在德国买衣服比较贵，而且尺码也比较大
- 雨伞 （帕德博恩经常下雨）
- 汉德字典和汉英字典（这些字典在中国购买更加便宜）
- 中国调料
- 烹饪用具，比如筷子，菜刀（请将菜刀放到您的托运行李里，不要放到手提行李里）
- 内衣和春秋衣
- 如果需要的话，请多带一副眼镜
- 牙刷以及药品
- 电子产品的转换插座
- 喜爱的 CD 光盘
- 护照以及多张护照照片
- 录取通知书以及 TestDaF 证书的复印件
- 在国内做过的实习证明以及实习报告;请参看下面的段落“实习报告”
- 您在 CDTF 所取得的基础课程的成绩证明

租房：
许多初到帕德博恩的中国学生都在之前到的前辈帮助下找到合适的住房。
帕德博恩大学的大学生服务部（大学的一个管理机构，负责经营大学的食堂，咖啡厅；给学
生分配住房并管理学生宿舍等等。）提供在大学附近的学生宿舍，每人、每月 200-300 欧元
不等。这些学生宿舍供不应求，所以请及时的申请。相关信息：http://www.studentenwerkpb.de/wohne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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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也可以在帕德博恩日报的广告栏找到合适的私人租房信息。有时候您也可以在报纸的网站
主页找到相关的租房广告，比如说下列网站：
http://www.neue-westfaelische.de/ 或者 http://www.westfalen-blatt.de/startseite/

特别针对大学生的租房交易网站：
http://www.studenten-wohnung.de, http://www.studentenwohnungsmarkt.de

在大学食堂的门厅前有一个信息板，在上面也贴了很多租房信息。
合租房（WG）在德国是很常见的
几个人共用厨房和浴室，但是房租也相对的便宜。
在租房广告中经常会使用一些简写词，比如说：2ZKB = 两间卧室+厨房+浴室卫生间，或者
3ZKBB = 三间卧室+厨房+浴室卫生间+阳台

2. 学习的建议
我们建议您在开始在德国的学习前，先阅读“机械专业本科和研究生学习
学习向导“，在 CDTF 的图书馆就可以得到，也可以在网站上下载:
http://fam.upb.de/Studienberatung/Maschinenbau%20Internetseiten/downloads/
MaschBau_BaMa_WEB.pdf .

汉语版本: http://cdtf.unipaderborn.de/dokumente/Studienfuehrer_MB_BA_MA_chin.pdf.

德语学习
几乎所有中德科技学院的学生在开始了他们在帕德博恩大学的专业课程的学习之后，都跟我
们说，他们的最初几堂课听的很辛苦。此外我们也从一些有中德科技学院学生实习过的公司
得知，一些中国学生的德语水平并没有达到要求。
从这些反馈中我们最后决定，所有即将来德国的中德科技学院同学都必须强化改善他们的德
语水平。请抓住您身边一些可以进行语言练习的良机，比如说：
Simone Derlich 提供的科技德语，这门课必须在 PAUL 上报名并最终得到 3 个学分。
帕德博恩大学外办提供的语言课程，不同等级的语言班是为了 DSH 的准备。学习时间的长短
根据个人的语言能力。在课程的开始有一个分级考试。根据现有能力在 B2 水平或者 C1 的水
平需要 3 个月的语言学习。每一级的语言班都有一个中期考试。通过这个考试就可以继续下
一级的语言班学习。详细信息请登陆网站 http://io.unipaderborn.de/incoming/vollzeitstudierende/sprachkurs/

使用帕德博恩大学 Mediathek 提供的在机房的语言学习软件,详情请登陆网站：http://www.unipaderborn.de/en/fakultaeten/kw/institute-einrichtungen/zfs/mediathek/

寻找语言伙伴
从帕德博恩大学的语言学习中心寻找语言伙伴；详情请登陆网站：http://www.unipaderborn.de/en/fakultaeten/kw/institute-einrichtungen/zfs/tandem/

帕德博恩市在 ASV 与外事办联合举办外国学生与帕德市民交流活动，详情请登录网站：
www.paderborn.de/marktplatz-ehrenam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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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网上学习软件 DUO Deutsch Uni Online
特别推荐：Modul Fach-Deutsch TECHNIK;
相关信息：http://www.deutsch-uni.com/duo_webshop/portal/Interessierte/interessierte.jsp
此外我们建议您利用任何机会跟德国学生进行交流：
-比如说在大学的聚会或者在大学食堂
-看电影以及看舞台剧
-学校提供的体育活动
以我们的经验看，那些和德国学生接触比较早，比较多的同学会比较快的毕业。
最后请您吸取那些没有通过的考试或者不是很成功的实习面试经历同学们的教训，来改善提
高您的德语水平。否则您在德国的学习将会遭遇危机。
与课程紧密相关的 office 软件：Word， Excel 以及 PowerPoint
在德国的学习能够熟练掌握 office 软件的应用是非常重要的。帕德博恩大学会定期开办一系
列重要的电脑工具软件应用课程。另外，学校还会届时开办一些 workshops，内容主要围绕
论文格式，如何引用注解，如何划分目录等。这些课程对于我们都是免费的。更多相关信
息：http://doit.uni-paderborn.de/info/programme.php

本科专业
为了能更容易进入在帕德博恩大学的学习，您必须首先做出以下决定:
a.

延伸方向选定

如能源和过程技术，塑料加工工艺，机电一体化，产品研发以及机械加工技术等。详见手册
的第11页。
b.

义务选修模块选择

如应用过程技术，制造工艺学，机械设计系统学等。每个义务选修模块都由主修和辅修课程
组成。
c.

任选课程选择

您可以任意选择在帕德博恩大学所提供的所有课程。
在报名五个专业方向的主修课考试时，所学的专业方向也就相应的确定下来，报名相应的义
务选修模块时专业也会相应的确定下来，专业方向的更改只有通过向考试中心递交相应的申
请才可以实现。
专业方向只允许更改一次。
PAUL 和 KoaLA
请提前在 PAUL 上报名所选课程。详细信息请登陆网站 http://www.uni-paderborn.de/fileadmin/paulinfo/Formulare/PAUL_Anleitung_Studierende.pdf

其他关于 PAUL 的问题，我们会在学前报告上为您解答。同时我们的学生助手会用汉语给您解
答:
-

姜林 – qiujl2003@163.com

少数课程还是需要在 KoaLA 上报名，以便下载课件: https://koala.uni-paderborn.de/。您是否需要
使用 KoaLA，一般情况下您会在第一堂课时从讲师那得到消息。
对来德同学的建议 150910_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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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机械专业本科和研究生学习学习向导“第十页上你将会看到您在本科的专业学期阶段下
学期必须完成的课程积分:
-

控制学

4ECTS

-

机械动力学

5ECTS

-

必修学科

12ECTS

-

义务选修课

12ECTS

-

课题讨论课

2ECTS

-

选修课

10ECTS

一共 45 个学分。（这些学分差不多平分到 11 门课上。还有一些基础课，也需要再补充学
习。每学期请不要超过 44 个学分，因为多余的学分将会自动从 PAUL 上被删除。
我们建议您，在德国学习的第一学期尽量不要选超过四门课，以便您能更好的慢慢适应德国
的学习环境，同时有时间去提高您的德语水平。

DSH 语言班和本科或者研究生的学业衔接
DSH 语言课程结束后，注册帕德博恩大学的本科或者研究生您需要以下这些文件：医疗保险
证明，护照照片，签证，护照复印件，学期费汇款单。
录取通知书的申请表和申请材料清单您可以到 International Office VO.105 房间处找
Schramm 先生领取，办公时间周一和周四 13:30—15:00，周二 10：00—11:30。此后您把填
好的申请表及相关材料交给 Schramm 先生。
DSH 成绩单您可以从 Andrea Didier 女士（办公室 H 7.319）那里领取。Didier 女士是我校
语言班的组织者，办公时间为周一和周三 13：00—14：00 在 C 3.329。
如果您在读语言期间投保了私人医疗保险，请您确保在正式入学前转为法定医疗保险，此过
程保险公司需要您的录取通知书复印件。但是如果您在就读语言班期间已经在法定医疗保险
投保了（比如 TK 或者 AOK），你只需要向保险公司提供一份注册证明。
本科以及研究生学业的申请表以及所需的材料清单您可以在互联网上下载：https://io.unipaderborn.de/incoming/vollzeitstudierende/formulare-downloads/

本科和研究生的学业衔接
如果您想在本科毕业继续研究生课程的学习，需要您要先申请研究生课程。其申请表和申请
材料清单您可以到 International Office VO.105 房间处找 Schramm 先生领取。办公时间为
周一和周四 13.30 - 15.00 和周二 10.00 - 11.30。填好的表格请您送到招生办公室（B
0.317）Patrick Moll 先生处，开放时间为周一至周四 10:30—11:30 及周二和周四 13:00—
14:00。
您将通过邮政信件收到您的录取通知书。注册时请您向 Schramm 先生出示您的录取通知书，
学期费汇款单及通知书上列出的所需文件。硕士注册表及材料清单您可以点击下面的链接下
载：http://io.uni-paderborn.de /incoming/ vollzeitstudierende/formulare-downlo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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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和研究生的学业衔接（研究生课程的学分认证）
如果您之前申请并经过 Kullmer 先生的同意，那么您可以在本科最后的阶段考研究生的课程。请您
将同意书交给 Schiller 先生（工作时间，每周三下午 1 点到 2 点，在 E3.116），他会帮您在 PAUL
上做相应的记录。

建议与帮助
目前在帕德博恩大学已经有超过 100 名来自青岛的注册大学生。您可能在新学业开始时有很
多问题和困难，有些困难您可以通过与其它同学进行交流来解决。在 E3 楼（E 教学楼，3
层）的信息栏里我们会不断更新相关信息。
如果有问题的话您们也可以通过电子邮件的形式咨询我们（包括还在青岛时）：
 用中文请咨询
- 姜林– qiujl2003@163.com
 用德语请咨询
- Karina Rohlfing – karina.rohlfing@upb.de
- Dr. Josef Noeke - josef.noeke@upb.de
专业咨询
机械学院里主管咨询的是博士工程师Gunter Kullmer先生。电话：05251—605320，邮箱：
kullmer@fam.upb.de。他非常原意解答同学们学习安排上的问题。如有问题请您事先与Kullmer
先生预约时间。详见http://fam.uni-paderborn.de/personen_kullmer.php
关于学习的问题您也可以私人的跟学生咨询顾问联系，在P1.2.19教室，工作时间贴在教室门
口上。您也可以通过邮箱跟他们联系studienberatung@fam.upb.de.
对于第一次的学习计划在专业方向上或者对于本科论文或者学期论文，会有机械学院的专业
指导老师提供帮助，详见http://fam.unipaderborn.de/Studienberatung/Maschinenbau%20Internetseiten/kontakt.htm

考试准备
我们建议大家在考前建立多人的学习小组，如果可能的话邀请德国同学加入，这样不仅能促
进学习也能提高德语。有助于在考试时能更好的表达。

网络
请您在来到大学的最初几天起，就尝试着到大学图书馆入口处的网吧与工作人员联系，您将
得到一个可在学校电脑上使用的免费用户名（IMT 帐号）http://nbc.uni-paderborn.de，有了这
个帐号您就可以使用学校的无线网了。那里的工作人员也会帮助您在您的笔记本中安装无线
网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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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
在 CDTF 您已经结束了多周的基础实习。请携带您的用德语书写的实习证明以及实习报告。
相关信息以及样本文件您可以在第三部分找到。如果您将上述材料递交给了帕德博恩大学机
械专业的实习管理处，您在青岛实习的周数可以被算做总共需要的 16 周实习期中的一部分。

更改专业和就读学校
驻北京的德国大使馆 APS 审核处已经就交流项目向您发出了来帕德博恩大学机械专业学习的
邀请函，也就是说您要更改专业或就读学校是不可能的。

由机械专业转至工程管理学专业
在机械专业的本科学业结束后想转成工程管理学专业继续研究生课程是不可行的， 因为缺少
了大量经济学课程内容，这些在工程管理学专业里占了很大比重。但是仍有机会申请工程管
理学本科课程。在这种情况下您的机械专业课程成绩将会被折算进入技术类模块。详情请咨
询工程管理学教学顾问：http://groups.uni-paderborn.de/wing/kontakt.htm

本科论文
按照相关考试规则，您们在本科学业最后的一项考试分数将是本科论文。如果您们打算实习
后在该德国公司写论文，请提前联系一位在学校的导师。一定要避免在取得大学导师辅导您
论文同意之前就已经和公司约好。同样的，也适应学术论文，课题论文和研究生毕业论文。

大学学籍的注销，退学
在德国大学学习中如果某一门必修课的考试在第二次的补考中仍然没有通过，就被最终认定
为此门考试不及格。按照德国大学课程考试的规定，您的学籍将自动被注销。继续学习相同
的专业在德国的任何一所大学都是被禁止的。在这种情况下您可以转学到德国应用技术大学
（FH）。请咨询您想要转到的那所应用技术大学（FH）的外办，必须符合什么样的条件才
可以入学。按规定您必须更换签证，并参加德国驻北京大使馆组织的 APS 考试。
引用文献的著作权
对于所有在学业中独立自主撰写的论文，如果文中有引用别人的文献或者网站上的词和内
容，必须清楚明确的标明引用的出处。请跟您的导师讲明这些引用段落的标号。对于引用别
人的资料文献但是没有给出出处的行为，在德国被视为欺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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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考试证明
为了得到以后由帕德博恩大学颁发的学士证书，您要上交在中德学院完成的基础课成绩证
明。帕德博恩大学考试中心会在确定录取后收到您在中德学院的成绩证明。请您在到达帕德
博恩后的几天内务必进行核实，以便您的成绩被正确记录在案。负责本科的主管人员是
Sandy Klaholz 女士，负责研究生的是 Petra Guzinski 女士。答疑时间和更多详细情况请见
http://www.uni-paderborn.de/zv/3-2/

当您通过所有考试科目后，考试中心会尽快给您颁发毕业证书。这期间需要整理很多数据，
填写很多表格，最后签字领取证书。请您谅解，因为同时会有很多毕业生，因此需要一定的
时间才能拿到证书。如果您急需拿到毕业证明，请向考试中心说明并提出申请。

我们希望您能够完满愉快的完成您在帕德伯恩的学业。请利用您的外国学期尝试着在德国和
整个欧洲旅行。我们期待着看到您在德国期间既能够学到知识也可以体验欧洲的文化。
以上所有建议只是一些重要的方面，但远远不能解决您在新的学业阶段中所遇到的所有问
题，这些建议也将不断完善。我们欢迎您的宝贵的修改和补充意见，请写信到
josef.noeke@upb.de.

其它信息
Dr. Josef Noeke
Universitaet Paderborn, Geschaeftsstelle der CDTF,
Fakultaet fuer Maschinenbau, Lehrstuhl fuer Partikelverfahrenstechnik – PVT ,
Warburger Str. 100, 33098 Paderborn.
josef.noeke@upb.de , Tel. 0049 (0) 5251- 602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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