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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茵兰 - 普法尔茨州
的学校

如果您与家人一起从国外移民到莱茵兰 -
普法尔茨州，学校将为如何选择最适合孩
子的学校类型提供咨询。前往咨询时，请
携带学校的成绩单。

语言训练 

儿童、青少年和老师们在课
堂上用德语对话。学校开设 
DaZ 课程（DaZ 意为“德语
作为第二语言”），以便母语
非德语的孩子能够快速学习

德语。不会说、或只能说和理解少量德语的
儿童和青少年，每周在这里最多可以学习 20 
小时的德语，在其余时间参加正常的课堂教
学。 

许多学校使用 2P 计划。这能帮助他们了解
新移民学生已经掌握的技能。 

小学 (Die Grundschule)

小学生在负责其居住地范围的学校就读。孩
子们在小学阶段主要学习阅读、写作和算术
等基本的技能。 

孩子们在第四学年将收到关于升学的建议，
但是否升学将由家长决定。学校将为家长提
供咨询。

在莱茵兰 - 普法尔茨州，所有儿童都必须接
受教育（义务教育）。所有在每学年的 8 月 
31 日之前年满 6 岁的孩子都必须接受义务教
育。 

莱茵兰 - 普法尔茨州有不同类型的学校。
首先，所有 1 至 4 年级的孩子就读小学 
(Grundschule)。然后至少在 5 至 9 年级就
读中学（中等教育阶段）(Sekundarstufe  )，
接下来可以选择就读职业培训学校 (Berufs-
bildende Schule)，职业高级中学 (Fach-
oberschule) 学或高级文理中学的高年级阶段 
(gymnasiale Oberstu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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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 (Weiterführende Schulen)

莱茵兰 - 普法尔茨州共有三
种类型的中学：升级实科中
学、整合性综合中学 (IGS) 和
高级文理中学。如果课程对孩
子来说太难或太容易，那么中

间也可以改去就读其他类型的学校，对孩子
的成长也更有益。 

升级实科中学 (Die Realschule plus)

学生在升级实科中学可以尽早找到自己感兴
趣的专业（专业方向）。学生在完成 9 年级
后可以获得职业资格（普通中学毕业）；完
成 10 年级后可以获得中等教育阶段毕业证书
（中学毕业）；然后学生就可以学习一种职
业。学生以规定的平均成绩成功在 10 年级毕
业后，还可以选择入读职业高级中学 (FOS)、
职业培训学校 (BBS) 或高级文理中学的高年
级阶段。 

职业高级中学 Fachoberschule (FOS)

一些升级实科中学还会拥有一所职业高级中
学 (FOS)。在职业高级中学的 11 年级和 12 

年级，课程和专业实践
是结合在一起的。职业
高级中学有不同的专业
学科，例如经济与行政

管理、技术或卫生与社会事务。 

学生从职业高级中学毕业后，可以入读应用
技术大学（Fachhochschule）或者开始职业
培训（Berufsausbildung）。

整合性综合中学    
(Die Integrierte Gesamtschule (IGS)

在整合性的综合中学 (IGS) 可以获得所有类
型的中学学历。在完成 9 年级后获得职业资
格，完成 10 年级后获得中等教育阶段结业证
书，完成 12 年级后获得应用技术大学学校教
育部分的入学资格，或在完成 13 年级后可获
得一般高等院校入学资格（高级中学毕业考
试）。在 IGS，学生可以有很长的一段时间，
供他们考虑选择哪一种中学学历。 

课程和专业实践
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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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GS 的某些科目向学生统一授课，另外一些
科目则根据学生不同的水平分班授课。

高级文理中学 (Das Gymnasium)

高级文理中学的学生从一开始就掌握了深入
的技能和能力，以便未来能够进入综合性大
学学习，或参加职业培训。在莱茵兰 - 普法
尔茨州，大多数学生在高级文理中学就读 9 
年 (G9)。但是在多所高级文理中学，学生学
习 8 年 (G8GTS) 后即可参加高级文理中学
毕业考试。 

学生在高级文理中学就读的前几年将按班级分
班授课；而在高级文理中学的最后三年，他们
可以选择特定的专业领域，并参加高级文理中
学高年级阶段课程系统，从而获得普通高等院
校的入学资格（高级中学毕业考试）。 

职业培训学校  
(Die Berufsbildende Schule (BBS))

职业培训学校 (BBS) 为参加职业培训和获得
中学学历提供了许多机会。

如果学生在九年的中学学习后，还没有获
得任何学历，那么可以考虑在职业准备年 
(Berufsvorbereitungsjahr BVJ) 获得职业资
格。学生通过入读职业专科学校，然后考上
职业专科学校（Berufsfachschule），在获
得职业资格证书的两年后获得中等教育阶段
结业证书（der Qualifizierte Sekundarab-
schluss）。只要满足必要的前提条件，学生
可以在职业专科学校获得应用技术大学入学
资格或参加高级中学毕业考试。学校会为学
生提供适合他们道路的建议。

如果学生选择职业培训，则必须就读职业中
学（Berufsschule）。

职业培训毕业

职业培训提供 300 多种培训职业。学生将在
公司和职业中学进行二到三年半的学习。

双元教育是德国教育体系的特
色。学生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
获得职业资格，或者在一定的
前提条件下获得中等教育阶段
结业证书。获取职业资格并不

是参加职业培训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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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特殊教育需求的学生

我们可以为需要特殊教育支持的学生确定其
特殊教育需求。学生的家长可以选择融合教
育学校或特殊学校。在特殊学校和融合教育
学校，学生可以获得与升级实科中学相同的
学历或特殊中学学历（特殊的职业资格形式，
侧重于整体发展的中学学历）。

https://migration.bildung-rp.de

有关于所有学校类型的更多信息，请参阅以
下网址：https://bildung-rp.de/schularten.html 

这份手册可以下载以下语言版本：

 ■ Polski (Polnisch)
 ■ Português (Portugiesisch)
 ■ Руссĸий (Russisch)
 ■ Română (Rumänisch)
 ■ Српсĸи (Serbisch)
 ■ Español (Spanisch)
 ■ ትግርኛ (Tigrinya)
 ■ čeština (Tschechisch) 
 ■ Türkçe (Türkisch)
 ■ Magyar (Ungarisch)

 ■ Deutsch
(Arabisch)

(Dari)

 ■

 ■

 ■ Bosanski (Bosnisch)
 ■ Български (Bulgarisch)
 ■ 中文 (Chinesisch)

العربية

فارسی دری 
 ■ English (Englisch)
 ■ Français (Französisch)
 ■ Ελληνικά (Griechisch)
 ■ Italiano (Italienisch)
 ■ Hrvatski (Kroatisch)

(Paschtu) ■ پښت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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