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马克思-西尔文理高中学习——外国学

生通往德国文理高中毕业考试之路 
 
马克思-西尔高中是史建于 1938 年的私立寄宿高

中。它坐落于巴伐利亚州慕尼黑以南的历史城堡

中， 拥有 130 名左右的学生，是巴伐利亚州以

及德国国家承认的最小的寄宿高中。正因为如此，

学校和寄宿部的老师认识和了解几乎每一位学生， 
由此因材施教，在生活和学习上针对不同的学生

提供与众不同的辅导与帮助。我校的老师负责编

写整个巴伐立亚州的文科专业教材和学习计划。

我们曾因为出色的社会贡献而获得世界公益组织

的嘉奖。  
学校每年只录取一定数量的外国学生，以便于他

们能够成功的融入到班集体中去。 

 
校长 Mendez 女士曾在耶那大学英语

系任教。 她带领的慕尼黑高中排列在

德国最好的前 20 名高中之中。 她还

参与编写德国高中英语教材。寄宿部

负责人 Marszalek 女士有着丰富的教

育和社会经验。  她曾在德国著名的 
EON 和西门子公司人事部任职。  

 
 

进入德国文理高中的条件 
 
在我校学生可以获得国家以及世界许多大学都承

认的德国文理高中毕业考试成绩。作为能够进入

德国高中并通过德国高考的外国学生须具有以下

的能力与条件： 
 拥有接受高于平均水平的高等教育的能力和

学习的潜力， 
 优秀的德语和英语知识水平， 
 适应社会的能力和对其它文化、思想的接受

能力， 
 能够多年在德国生活和学习的经济基础。 
 
 

 
对于语言水平没有达到要求的外国学生，通常需

要一年的语言学习。学生可以在其它的语言学校

学习语言，也可以在我校就读语言预科班。在正

式入学前，学生在语言能力上必须至少达到欧洲

统一对语言的要求: B2 水平。 
 
我校的语言预科班每年最多只招收 12 名外国学

生。为了使学生能够尽快地融入到集体当中，学

生住校，并且统一参加学校的各项活动。预科班

结束后，根据学生的成绩状况进入 9 年级或者

10 年级， 为进入高年级以及高考做准备。 
 

外国学生学习计划 

语言预科班 加强语言学习，为进入正式班级

做准备。 

9 年级 正式进入 9 年级班级学习 

10 年级 预科班成绩优异者，可进入 10 年

级。为进入高年级做准备。 

11 年级 正式学生，成绩计入高考 

12 年级 正式学生， 成绩计入高考并参加

高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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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名的话剧演出 
 

语言预科班  
 
在一年的预科班里，我们不仅给学生提供语言加

强训练，还提供英语以及其它专业课程。为学生

正式进入班级学习打好坚实基础。 
 
语言预科班于 9 月中旬开课，到第二年 7 月 31
日学期结束。每周 5 天，共 40 个小时课时。 周
六会有格外 8 个小时德语课。 
 
预科班学习计划 
 

 
我们会根据专业情况安排授课时间。因为英语的

重要性在高考中仅次于德语和数学，所以在授课

时间上占有很大比例。在学生的德语水平达到

A1-A2 时，我们会开始其它专业课程的语言学习，

例如历史、法律和社会学。 
 

 
在跨文化教育中，我们会引导学生相对于中国文

化的不同，了解和学习德国的文化和思想品质。 
 
为了使中国学生更快地融入到德国学生当中去，

我们要求学生参加每天课后的各项文体活动。我

们提供的文体活动有： 
 
 体育类：各种球类运动、攀岩、乒乓球、健身、

瑜伽、潜水、骑术、划船、羽毛球 
 文化类：话剧表演、合唱团、各种乐器、乐队、

爵士乐 
 经济和手工制作类 ：咖啡厅、厨艺、木工    
 
 

融入普通班级 

 
在一年的预科班之后，学生将会根据成绩状况进

入到 9 年级， 成绩特别优秀者可以进入 10 年级。

在 10 年级学生将会为升入高年级做准备。11 年

级和 12 年级的成绩将会被计入高考成绩。在整

个学习期间， 学校都会安排格外的德语加强课 。  
 

德语加强课安排 

德语预科班  德语强化训练和专业课、专业术

语训练  

9年级 
 

每周 4 个小时德语强化学习， 1

个小时德国文献学习，周六 6个

小时德语学习   10年级  

11和 12年级  每周 4个小时德语强化学习， 周

六 6个小时德语学习  

  

时间 语言水平 其它专业 

9 月到 11 月

共 11 周 

A1 到 A2 水

平， 共 350 
学时 

英语：60 学时 
跨文化教育：20 学时 
 

12 月到 2 月

共 10 周 
B1 水平，

共 300学时 

英语：40 学时 
历史：20 学时 
跨文化教育：20 学时 

3 月到 7 月 
共 17 周 

B2 水平，

共 510 学时 

英语：60 学时 
历史：15 学时 
经济、法律、社会学：

15 学时 
跨文化教育：15 学时 

每周六 120 学时 德语文献阅读 

                                      学校走廊一角 



 

我校的高中专业课程安排 
 

按照德国教育部统一规定， 我校的专业课程安

排如下：  
 主专业： 德语、数学、英语 
 自然科学类： 生物、物理、化学 
 社会科学类： 经济与法律、历史、地理、社

会学 
 宗教类： 天主教、新教或者伦理学 
 体育、艺术、音乐 
 选修课：话剧或者电影表演、合唱团 

 
我校的学生在毕业考试中能够一再取得优异的

成绩。 几乎所有的学生都能通过毕业考试。 在 
2014 至 2015 学年， 一名 学生连跳两级， 16 岁

便通过毕业考试。  
 

 
毕业典礼： 德国学校传统的仪式-德国学生在小学入学时会得到
一份和高中毕业时相同的礼物袋。  
 
为了使学生能够顺利地过渡到大学生活， 在 12 

年级学校会安排大学专业和就业方向指导。 我

们会带领学生去不同的大学参观， 例如慕尼黑、

柏林、奥格斯堡、因斯布鲁克、耶拿、海德堡、

萨尔茨堡。 学生会在毕业前认识 12 到 15 所不

同的大学，以便于学生能够在完成学业时选择适

合自己的大学与专业。  
 
您的孩子将会在我们学校被培养成为： 
 掌握各学科的专业知识， 可以胜任大学中各

专业的学习 
 学会自立和自主学习的能力  
 具有创造性，学会寻找新途径的能力，能够独

立自主的解决问题，  
 学会在公众面前的自信 
 有团体合作精神和能力， 具有能够完成各种

工作项目的能力  
  

寄宿生活  

我校近一半的学生都是寄宿生。 男生和女生分

别在不同的宿舍楼。 学校一般提供双人间， 

配有公用的先进的淋浴和卫生设施。每个宿舍

区都拥有自己的厨房、休息室、小组学习室和

无线网。 每个房间都配有纯木制家具。 

 

除此之外学校还配有： 室内体育馆、室外网球

场、沙滩排球场、健身房、图书馆、话剧表演

礼堂、乐器练习室、洗衣房、食堂、学生咖啡

厅和礼堂。  

我们的餐厅由米其林星级厨师领导，为学生和

学校的工作人员提供各种餐饮。 周末学生可以

在各自宿舍楼里的厨房自己做饭。  

                                                                   

学校的老师和教育工作人员都拥有良好的职业

教育和培训资质。我们提供全天的辅导和照顾。 

老师和学生同吃同住， 辅导孩子学习，组织孩

子们各种娱乐活动。女生宿舍配有女老师，男

生宿舍配有男老师和女老师。   

学校配有中国老师，会与中国家长一直保持联

系，定期开家长会。 我校的刘杨女士已经在德

国 12 年，有着丰富的经验。 我们同一些在德

国的中介也有合作。   



 

报名信息 

学生可以直接在我校报名 

学校网址：www-max-rill-gym.de 

联系方式：   
校长 ：Mendez 女士  邮箱( 英文或德文) ： 
Carmen.mendez@max-rill-gym.de  
 
 
刘杨女士  邮箱（中文或德文）： 
Yang.Liu-Weinert@max-rill-gym.de  
QQ: 1470759567 
微信：lynn_tara79  或者 0049017641653513  
 
 
报名事项：  
 预报名可通过学生报名表格和 QQ 面试， 详

细情况可咨询刘杨女士 
 一年学费转账 
 学校出具邀请函、保险和责任担保 
如果没有获得签证， 学校返回学费。  
 
费用：  
每年学费： 34100 欧元, 包括学费、住宿费、辅

导费、各种活动费用。  
每年零花钱费用:3000 欧元，包括额外的支出或

旅费， 学校会每年结算，给出明细账单 
一次性押金： 8400 欧元， 毕业时返回 
  
如何找到我们：  
从北京或上海直飞慕尼黑，然后乘火车大约 80

分钟就可抵达学校。 学校提供校车接送。  

照片 由上而下：物理试验室、寄宿部学生活动室、圣诞节合唱、
阿尔匹斯山下学校一角 、艺术教室和电脑室、学生的生活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