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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erman university summer and winter camps have many advantages with 
their relatively low course fees, abundant scholarships and beautiful natural 
environment. In this paper, through the survey of Chinese university students 
and the study of German university summer and winter camps, we summar-
iz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German university summer and winter camps with 
various themes, excellent location and reasonable curriculum. It also com-
pares with the current status of summer and winter camps in Chines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puts forward the references of actualizing the theme, ra-
tionalizing the scale, diversifying the lectures, and transparent information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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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国际高校夏冬令营是一种教乐结合的假期游学课程，让学生在感受名校

的课堂氛围和参加专业学术课程的同时体验国外的留学生活，在短期留学项

目中越来越受到学生的关注，拥有着不可忽视的地位，其申请也在国内掀起

了一阵热潮。英美国家作为最受欢迎和最广为人知的留学目的国已经有相对

庞大数量的论文对其进行研究，而德国相对英美的数据和资料较少，人们对

其了解也大多很浅或者不全面，之前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也并没有专门涉及对

德国高校的系统分析。本论文研究是在问卷调查和数据分析的基础上进行的，

具有真实性和有效性，意在让读者了解德国夏冬令营的教学现状和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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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为中国高校提供了进步思路，为教育工作者给予一定的启示。 

2. 德国夏冬令营背后的中德对外交流基本国情 
2.1. 中国教育对外合作交流近况 

根据《2020 中国留学白皮书》统计，约有 89 万中国学生在海外留学。自

2016 年以来，中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留学人口输出国，中国留学生的数量在一年

比一年地增加，在各国际生中的占比也越来越高。而同样不可否认的，中国的

经济及教育发展也与留学生的现状和未来留学的趋势息息相关。目前中外教育

的合作交流模式诸多，有留学生交流，如夏(冬)令营、体验跨文化游学和长期

留学等，除此之外还有师资交流、科研合作、教育代表团和学者交流、中外合

作办学等项目。夏、冬令营就是其中一种性价比较高的选择，为国内学生提供

了体验国际教育文化的平台，在短期内收获一定的专业知识的同时作为跳板，

为有进一步留学意向的学生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提供了良好的考察体验机会。

相比较于前些年，越来越多的人在长期留学前就会去丰富自己在国外学习的经

历，更多的意向留学生会选择参加“冬令营夏令营”“短期交换项目”“游学

营”等等活动来积累海外学习的经验。通过这种方式有意向留学的学生也可以

在参加专业课程的同时借此熟悉留学环境，体验原汁原味的德国大学生活。 

2.2. 德国高校留学现状 

德国高校与其他国家高校保持着大量的合作。这些合作协议促进了学生

和教授之间的学术交流，同时也推动了联合科学项目的实施。然而，目前在

各种科学领域开展新合作的潜力其实仍然很大。从全球范围来看，德意志联

邦共和国目前仍旧是最具吸引力和最受留学生青睐的国家之一。德国的大学

是公认的强有力的合作伙伴，特别是他们的创新潜力，丰富的传统，并且他

们对国际化的关注尤为突出。德国的高校系统极为多样化。多数大学由公共

资金资助，并受联邦政府的监督。在 2019/20 年度的冬季学期，德国大学注

册学习的人数达到了约 32 万，相较于前一年新增了约 1.8 万名新生，增长的

幅度达到了 6%。德国留学生的数量在近十年来一直在呈现着上涨的趋势，这

也侧面表现了了德国作为留学国所具备的高教学质量和吸引力。德国学术交

流中心(DAAD)和德国高等教育与科学研究中心(DZHW)在最新发布的第 20
版《科学大都会 2020(Wissenschaft Weltoffen 2020)》一书中写到，自 2010 年

以来，国际学生的数量共增长了 76%。而德国许多高校为了吸引和招收国际

生也在原有的教学大纲和课程设置基础上进行了一些改进，有些专业为此开

设了用英语或英、德双语授课的国际课程。夏冬令营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它作为德国短期留学课程是德国各大学正在积极推广的一项假期授课项目，

目的在于让各国优秀的青年大学生在大学课堂里亲身体验德国高等教育，在

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也了解德国这个国家。 

3. 德国夏冬令营的概况 

3.1. 目标群体 

德国夏冬令营的主要目标人群是高校学生。以城市风貌考察研究和德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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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为主题的文化交流类项目对申请者的主修专业没有严格限制。以人文学

科背景中的论题，如犹太文化、欧洲政治、电影、宗教、哲学为主题的项目

则要求申请者需要对主题有兴趣了解或是能初步了解和课程主题相关知识。

理工相关的假期项目如建筑设计、程序设计、通信工程、机器人技术要求相

关学生必须具有专业背景。一些进阶课程只接受本科高年级学生以及硕士、

博士和从业人员的申请。如果假期学校包含了相关的实习项目，则会要求申

请者必须年满十八周岁。商科类项目通常要求申请者具有相关学科背景。艺

术类项目需要申请者掌握专业技能。2021 年，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影响下，

德国大学仍然提供了近 160 多个假期学校项目。纵览概况，德国夏冬令营为

来自不同国家、不同专业的高校学生提供了丰富且个性化的选择。 

3.2. 教学安排 

以 2021 年 DAAD 页面提供的假期学校信息为基础计算，大多数德国夏

冬令营项目的持续时间为四周，平均周学时约 25 小时。班均人数在主要在

18~30 人之间。前两周学校会提供语言和专业基础课，后两周会进行专业进

阶课、学习成果展示、实习、结业考试等。以“短学期”为主题的假期课程

会提供不同类型的学分课供学生修读，学程设置更接近一般的大学课程安排。

受疫情影响，线上的假期课程也逐渐增多。此类课程学程较长，使学生能在

更宽松的时间范围内借助线上课程灵活学习。 

3.3. 申请要求 

3.3.1. 语言 
所有的夏冬令营都要求非本国申请者具备一定的外语交流能力(如图 1)。

大多数暑期项目需要申请人有最低达到英语 B1 的语言能力。在与德国文化、

商业强相关的项目中，申请人至少应该达到德语 B2~C2 的语言水平。在大多 
 

 
图 1. 2021 德国夏冬令营授课语言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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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假期课程中，学生只需要具备英语能力即可。因此，对中国本科学生而言，

他们无需担忧在德国夏冬令营中因为不会德语而无法参加项目。 
对于平均四周的课程时间，文化研究类课程所需费用在 650~1100 欧元之

间。商科、法律课程与部分工科课程费用在 1200~2800 欧元之间。和欧美国

家相比，文化研究类课程的价格优势明显。在一些课程中，此类收费还包含

了住宿和活动费用。DAAD 也会对部分课程的申请者进行资助，但是申请者

必须进行两个学年的大学学习并且选择德语授课的项目。 

3.3.2. 申请时间 
如果学生想要申请受资助的夏冬令营，应该从年末开始在 DAAD 官网上

搜索相关项目信息，并在官网提示的截止日期(通常是 12.31)之前提交申请。

各大学提供的项目申请截止日不同，但通常在每年六月份之后，暑期课程的

注册截止。每年九月份后，冬季课程的注册截止。如果在递交申请后学校无

法提供足够的位置，那么学生将被安排至等候名单中，直到有学生放弃申请

机会顺延为止。 

3.4. 德国夏冬令营申请渠道 

如果德国高校和中国高校之间有合作关系，那么学生可以从中国高校教

务处网站中获得德国夏冬令营信息并进行申请。其他学生可以借助 DAAD 等

德国学术交流机构网站查找信息，通过邮件与高校联系并申请假期课程。通

过对上海高校本科学生的调查，在 1423 份有效问卷中，71.75%的学生曾通过

本校网站和相关讲座获得德国夏冬令营的信息。相比之下，只有 43.43%的学

生主动浏览德国高校网页来寻找合适的假期项目。在参加德国夏冬令营之前，

67.81%的学生没有了解过德国的假期项目。因此，虽然德国夏冬令营有着成

熟的自主申请渠道，本科学生仍然因为对德国假期项目的不了解而较为依赖

高校合作获得德国夏冬令营申请渠道的相关信息。 

4. 中德两国高校夏冬令营比较 

中国高校夏冬令营按照目的可以主要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保研夏令营，

为了更客观选拔全面优秀的硕士研究生；第二类为学术交流夏冬令营，旨在

各地学者对某一主题进行学习交流。此文中讨论的为中国高校第二类夏冬令

营与德国高校夏冬令营的比较以及带给中国高校的启示。 

4.1. 主题设置 

在我们研究调查的一百余个德国高校夏冬令营中，主题丰富多彩，从历

史人文跨越到工业 4.0，从欧洲艺术跨越到国际贸易；主题繁多且涉足了各个

领域，且大部分主题深刻富有内涵，具有国际化视野：如柏林洪堡大学 2021
年开设的“德国的犹太叙事-探索过去和现在的记忆”主题夏令营以及柏林

自由大学开设的“全球挑战-可持续的未来”主题夏令营。这些体现了德国教

育中对于历史的反思以及对于全球化的重视。而中国更多则侧重于针对某一

领域的掌握或针对性提高某一方面的技能：如“高级英语听力能力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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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感器技术及应用实践”等等，相对于德国高校夏冬令营的主题设置，中

国高校的主题设置更偏向于实践、更具有针对性，同时也稍欠缺国际化视野，

略微缺乏深度思考。 

4.2. 时间安排 

德国高校夏冬令营时长从 1 周到 12 周不等，且时间跨度也较大，比较灵

活；如柏林洪堡大学就提供 11 天、15 天、25 天和 28 天等数种时长不同的夏

令营；弗莱堡大学开设的“生物医学科学冬令营”时间从 2020 年 11 月跨度

到 2021 年 4 月。而中国高校夏冬令营时间由于学期学制设置的原因，主要集

中在 7 月和 8 月。 

4.3. 课程设置及授课方式 

大部分中德高校都会聘请对其夏令营课题具有一定权威性的老师与专家

进行开课讲座。中德高校都会开展关于其主题的课程导论、专业领域课程等

等，开设的课程种类都比较丰富，能满足大部分参与人群的需要；但德国高

校更多地将课程重心放在研讨课上，授课形式为互动授课，包含小组讨论、

课题研讨等；中国主要还是以教师授课的方式为主。 

4.4. 收费情况 

中国大部分高校所开设的夏冬令营寒暑期学校及寒暑期国际化课程，对

注册学生均为免费开放，如北京大学 2017 及 2018 年的夏令营。学员除了按

年度向学校缴纳学费外，不需要额外缴纳夏令营暑期课程学习费用。授课期

间所发生的外聘教师国际旅费、住宿费、授课费等费用，均由相关项目进行

支撑，参与人员的食宿交通费用需要自理。而德国高校大部分夏冬令营课程

都为收费课程，除去部分线上课程外，且极大一部分德国高校的收费中除去

课程费还包含了活动费用：如参观博物馆、鉴赏音乐会等费用。还有一部分

德国高校安排住宿，住宿费因住宿条件不同而不同。总的来看，由于中德经

济水平和社会发展的情况不同，中国夏冬令营费用相对德国较低，更偏向公

益性质，但德国高校夏冬令营和其他欧美国家高校夏冬令营相比也是性价比

极高的选择。 

5. 德国夏冬令营突出特点以及对于留学的重要意义 

5.1. 德国夏冬令营突出特点 

5.1.1. 选择多样化 
德国夏校为想要前来短期留学的学生提供了丰富的选择空间，不同的大

学其主题涵盖的范围十分广阔，从专业领域的知识到兴趣方面的拓展都有涉

猎。在 DAAD(德国学术交流中心)的网站信息中可以看到德国各个大学紧跟

时事和需要开设的多种主题，有从文化历史到科学机械，从企业文化到社会

关注点，从商业金融到创业形势等等，学生们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或者兴趣

来选择相应的课程进行深入的了解。而即使是同一所大学也会有不一样的课

程供学生进行挑选，比如柏林洪堡大学在 2020/2021 的短期课程中，既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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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欧盟的危机和未来”的政治性主题，也有关于“柏林墙与冷战时代”的

历史性主题等等。而德国夏校的选择之所以具有多样性的特点，有一定的原

因是因为他们的受众人群广泛，不仅限于相关专业的本科生才能参加，也鼓

励同学根据自己的兴趣来报名。 

5.1.2. 自然和人文环境占优势 
在上百份针对参加过国际留学项目的同学的问卷调查中我们发现，德国

高校良好的自然和人文环境是受学生满意程度最高的两项。德国的高等院校

大部分坐落在人文环境良好、自然环境优美的城市，如柏林、慕尼黑、海德

堡和法兰克福等等。高素质的教学水平、精密的科研设备和人性化的生活设

施也在客观条件和物质要求上为学生顺利完成本科学业给予了保障。德国许

多大学均有数百年的历史，文化底蕴十分深厚。以创办于 1810 年的柏林洪堡

大学为例，它是这座城市最古老的大学，坐落于柏林市中心的菩提树下大道

街道上，学校不设围墙，对外也是呈开放状态，具有古朴气息的校园建筑与

整座城市融为一体，附近有著名的勃兰登堡门和博物馆岛，都是各具特色的

优秀历史建筑。柏林洪堡大学的创校者威廉·冯·洪堡作为德国著名的教育改革

家赋予了这所新制大学“研究教学合一”的新理念，作为世界上第一所具有

现代意义的大学，在二战前它可以说是德国最高学府和世界学术中心，并在

两百多年的时间里孕育了 57 个诺贝尔奖获得者，这样悠久和辉煌的历史无疑

为学校更增添了浓厚的人文色彩。 

5.1.3. 课程设置安排科学合理 
德国夏校在为学生提供丰富主题选择的同时，也会针对相应课程提前为

学生介绍一些基本信息，以及总体教学安排，这些都可以在官方的相关留学

网站上清晰地了解到。我们在 DAAD 网站中总结了 2020/2021 年度德国 159
所大学短期课程(包括语言类课程和专业类课程)的概貌，其中目标夏校的持

续时间、报名条件、教学使用语言、课程费用及其具体包含对象和学分转换

等基本信息都会在概况中一一列出。除此以外，学生也可以从中直接获取对

应相关主题的学习内容和课程设置，如每周上课的平均时长、每个小组/课程

平均参与人数等教学安排，这些背景了解可以帮助学生对不同大学进行比较

和衡量从而选出最适合自己的课程。而根据我们的问卷调查显示，课程内容

在学生参加夏令营过程中满意点中排在第三位(前两位分别是人文和自然环

境)。德国夏校的课程设置安排科学合理，是在于它不只是一味地在课堂上进

行单一且单向的输出授课，而是设置了讲座课、讨论课和参观游学等多元化

的教学形式，在保证有师生之间有生动的课堂交流和互动教学的同时，也会

走到课堂以外的地方，让学生们通过亲身的实践体验从而更深入地掌握知识，

提升了学生在课堂中的主动参与度，那么学生们自然也不会因为一味在教室

里面对白纸黑字而觉得课程枯燥乏味。 

5.2. 德国高校夏冬令营对于留学德国的重要意义 

5.2.1. 德国高校国际教育概况 

德国是一个科技经济高度发达的传统强国，工业实力雄厚，是欧洲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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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教育、文化中心，尤其在机械制造、电气工程及自动化、化工制药等

领域，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属于世界顶尖水平。德国高校整体教育水

平高，与其它欧美国家相比，留学德国所需的费用低廉，文凭含金量高，就

业前景好。 
21 世纪初期以来，德国政府制定了适应国际留学市场激烈竞争的留学政

策，实施了一系列高校国际教育改革，加快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随着联邦

政府多边化合作性措施的实行，国际化教育策略的制定，以及宽松的留学移

民政策的出台，德国近二十年来国际教育发展迅速，留学生人数连年攀升，

德国已成为欧洲最大留学输出国。[1]与此同时，随着中德两国贸易往来的不

断深化，中德双方在众多行业领域的合作不断加强，赴德留学的中国学生数

量也展现出逐年增长的趋势。根据留德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和德国高等教育

与科学研究中心共同发布的《科学大都会 2020》报告，我国 2019 年赴德国留

学的学生数为 39,871 人，占外国留学生总数 13.2%，每年赴德留学人数平均

增长率达 8.4%，中国已成为德国第一大留学生来源国 

5.2.2. 德国夏冬令营对于长期留学德国的参考意义 
夏冬令营作为短期留学的一种重要模式，虽然周期较短，但也为广大中

国学生提供了体验德国办学模式、专业课程、语言环境和文化环境的平台，

不仅性价比较高，还能作为参加德国长期留学项目的重要跳板，为有赴德留

学意向的学生提供重要的考察机会。 
1) 体验语言环境提高德语水平 
按照德国高校的要求，学生须通过德国驻华使馆文化处留德人员审核部

(APS)的审核，才能向德国高校递交申请，国内申请人需递交学历等材料并参

加审核面谈或 TestAS 测试。赴德留学的学生需掌握扎实的德语基础知识并具

备一定的听说读写能力，须通过德语语言考试方能申请入学。据统计，APS
面试审核通过率不足 30%，其主要原因为德语语言运用能力不足及德国文学

历史相关知识欠缺。[2]即使对一些本科为德语专业的学生来说，因为国内大

学的课程学习缺乏语言环境，德语实践应用机会较少，口语能力也可能相对

较为薄弱。 
德国夏冬令营无疑是一个提供语言环境和语言运用机会的良好平台，除

了符合夏冬令营主题的专业课程外，部分高校还会为基础较弱或零基础学生

专门提供德语语言课程，以帮助他们提高德语语言水平。除此之外，大部分

夏冬令营课程都设置有丰富的小组讨论、参观访谈等实践活动，能为语言水

平提升提供较大的帮助。 
2) 体验高校课程获得专业技能 
我国学生赴德留学所学的专业统计占比：工程科学约为 42%；经济学、

社会科学和法学约为 20%；数学、自然科学约为 17%；语言学、文化学和体

育约占 12%；艺术类专业约占 5%；医学、健康学约为 2%；农业、林业、营

养学、兽医约为 2% (如图 2)。 
根据 DAAD 网站上的信息，2020 年和 2021 年德国高校夏、冬令营约有

25%与工程科学有关，22%为语言学、文化学，43%与经济学、社会科学和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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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中国学生赴德留学所学专业 

 
学有关，3%与数学和自然科学有关，4%为艺术类，2%为医学、健康学，

1%属于农业、林业、营养学、兽医类。(如图 3)德国高校夏冬令营的主题丰

富新颖，课程设置基本能满足我国留学生未来选择专业的需求，与我国赴德

留学所学专业基本对应。对于有留德意愿的学生来说，夏冬令营是体验德国

高校课程的最直接和最便捷的途径，能收获一定的专业知识技能，有利于规

划未来长期留学计划。 
 

 
图 3. 德国 2020-2021 夏冬令营学科统计 

 
3) 适应教学模式树立留学信心 
德国高校的类型主要有：① 综合大学：重在系统传授理论知识和学术方

法，往往将科研与教学结合起来，培养具有独立研究能力的科学人才；② 应
用科技大学：重在实践与教学的紧密结合，除了培养学生必要的专业理论知

识外，还注重培养学生对于知识的实际应用；③ 艺术、电影和音乐学院：培

养发展学生的艺术才能。 
德国高校的教学模式注重于学生的学习主动性，设置有讲课、练习课、

研讨论和实习课。讲课即由教授或讲师对专业课程进行讲解，类似于我国高

校的课堂教学。练习课是基础阶段的一种课程类型，学生通过完成作业对所

学知识进行练习。研讨课在德国高校教学环节中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

讨论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表达观点的能力。实习课也是德国高校教学中重要

的一环，尤其对于工程科学类的专业，重点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3] 
夏冬令营的课程设置与德国高校教学极为相似，除了教授和讲师的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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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专业课程、练习课程之外，德国高校夏冬令营还设置了研讨课，组织学生

进行小组讨论、课题研讨等互动环节，注重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提升学

习积极性，锻炼学生的观点表达能，部分项目还包括实习环节。因此参加德

国高校夏冬令营能帮助我国学生感受其教学模式，适应其教学活动的方式，

跳出固有的思维模式，为未来留学树立信心。 
4) 体验文化生活提高适应能力 
出国留学对于很多学生来说是不小的挑战，学生不仅需要培养自己独立

生活的能力，克服语言和专业课程上的难关，更需要让自己了解当地的文化

生活，努力融入学校和社会生活，才能让自己的留学进程更为顺利。夏冬令

营作为短期留学项目，为留学生提供了重要的缓冲地带，学生不仅有机会体

验德国的文化生活，适应中德文化差异，还能提高自己独立生活的能力，有

利于为未来长期留学做好心理准备。 

6. 德国高校夏冬令营带来的启示与思考 

6.1. 结合本国国情及世界发展，开设紧跟时事与局势的主题 

中国高校夏冬令营目前开设的主题大多不够具有国际化视野，可以适当

开设一些紧扣时事、针对全球化的主题，如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

所与世界银行和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教育研究所于 2017 年联合举办“教育

与发展”的国际夏令营就是一个正面的例子。这样类似的主题可以引发参与

者的深度思考，使他们具有更开阔更深邃的国际化视野，从而更容易同国际

接轨。同时开设这样的主题更容易吸引全球各地的学者，给其他国家地区提

供丰富的参考，分享普世的经验。 

6.2. 优化夏冬令营的时长与规模 

在我们调查的数百位参与过中国高校夏冬令营的人员中，有接近一半的

人群认为夏冬令营 3-7 天的时长对他们而言显得略微过短，没能更深入探讨

主题并充分开展各项活动，与其他同伴以及教师的交流也不够深入。但从主

办方的角度来看，参与者人数越多，时间越长，活动管理难度就越大，不安

全不可控因素就越多。因此，主办方在确定夏冬令营的规模与时长之前应当

多方面广维度去考量影响因素：如果以扩大影响为主要目的，则保持较大招

生规模，同时控制好活动时间，认真筛选相关活动；如果以深入学术研究为

主要目的，则控制整体招生规模，适当延长举办时间，做好前期策划。 

6.3. 将授课形式多样化，提升学员课堂参与度 

中国高校夏冬令营授课形式大多为教师单向讲授，这样的授课形式对参

与者而言显得有些单调与枯燥，同时参与者不能够及时地了解自己知识的欠

缺与实践能力的不足。因而中国高校也可效仿德国高校开设一些研讨课，采

用启发式教学，提升学员的语言表达能力，尤其是针对想提升中文水平的国

际学员而言，这样既提升了学员的自信心，又转变了传统的教学模式，同时

对教师教学模式也是一种创新，增进各个个体的互动、沟通与交流。[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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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促进信息与管理更加透明化与系统化 

德国高校夏冬令营的规模较大，开设的课程也名目繁多，同时学生来自

世界各地，背景各不相同。但 DAAD(德国学术交流中心)官网上可以根据需

求搜索出各类德国高校夏冬令营信息，地点、费用、时长、活动内容等等一

目了然。学员可以通过网络进行注册、报名、缴费、退费等等一系列操作。

同时如果有其他疑问还可以直接联系到高校发邮件进行提问。中国高校夏冬

令营官方信息只能通过高校官网查询，且容易被不良中介机构钻空子，但在

德国高校绝大部分夏冬令营是不需要中介的，可以自己报名申请，如有合作

机构也会在各类学术交流网站上以及学校官网上公布，避免不法中介钻空子。

同时各高校可以成立管理夏冬令营的小组或者办公室，已有的可将其更为规

范化，将各人员的职责更为明确化，以免出现由于人员混乱而造成的工作不

到位：如负责回答咨询的人员、负责联系安顿外聘教师的人员、负责经费管

理的人员等等，要分工明确到位，以便统筹策划协调各项事宜。[5] 

7. 结论 

本研究表明，德国夏冬令营是具有较强实践性、较高学术水平的留学体

验平台，对于长期留学和我国提高教育对外开放水平，优化夏冬令营模式有

着重要的参考价值。本文研究了德国夏冬令营的现状及其对于我国教育对外

开放的参考意义，开展了有关德国夏、冬令营的基本信息的全方位调查，梳

理了当下中德两国教育对外交流的基本情况，对中德夏令营进行对比，进一

步总结得出德国短期游学项目主题多样、自然人文环境优势、课程设置合理

等特点，分析指出参加德国短期留学项目对于我国有留德意向学生体验语言

环境和高校课程，提高德语水平并获得专业技能，以及适应教学模式、树立

留学信心，体验文化生活、提高适应能力有着重要的积极意义。分析得出德

国夏冬令营的模式对我国夏冬令营未来发展的启示：应进一步贴合世界时事、

结合本国国情，合理设置时长与规模，采取多样化形式教学、提升学员课堂

参与度，将信息与管理更加透明化与系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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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Abstract and Keywords in Chinese) 

德国高校夏令营及冬令营现状调查及思考 

摘  要：本文通过对中国高校学生的调查和德国高校夏、冬令营的考察研究，

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等研究方法，通过大规模数据收集总结出德国高校夏冬

令营主题多样、区位优异、课程设置合理的特点。并与中国目前高校的夏冬

令营现状对比，提出主题实事化、规模合理化、授课多样化、信息管理透明

化的参考意见。 
关键词：德国游学、夏冬令营、教育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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