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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国学习德语
柏林 • 科隆 • 慕尼黑 • 博登湖畔的拉多夫采尔

德语课程

成人教育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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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杜伊斯堡公益中心在柏林、科隆、慕尼
黑和拉多夫采尔的语言学院提供欧洲语言共
同参考框架A1至C2六个级别的德语课程。
因此，参加我们课程的学员，其所掌握的语
言知识是可以进行客观测评、并按照国际
水平进行比较的。 

每期课程开课前，我们借助语言能力分级考试
和个人面谈确定您已具备的德语知识水平和
能力,然后，您从适合您的级别开始继续学习。

下图说明实现您个人的学习目标所需的时
间。

我们的课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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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教育课程

卡尔•杜伊斯堡公益中心语言学院的课程体系建
立在欧洲语言共同参考框架（GER）基础之上。有
效的分级考试和定期学习进度测试是我们德语
课程的固定组成部分。我们以此凭借质量、强度
和系统性引导学员走向成功。 

您享受的优惠
•  全年开设不同级别的德语课程
•  全年为初学者安排42个开课时间

•  非初学者的开课时间：每周一
•  报名、分级考试和课程材料均不另收费用
•  可组合多个上课地点和培训课程

除了优质德语课程，我们还为学员提供国际认
可的考试。根据愿望需要，我们可以为学员在
德学习期间安排精心挑选的住处——私人寄宿
家庭或合住房、我们的宿舍或公寓。我们安排
的丰富多彩的休闲、文化和体育活动能够让学

员了解德国和德国人民，同时学以致用练习新
学到的语言知识。我们也愿意在签证问题上为
您提供帮助，安排接机、送机。

在德国卡尔•杜伊斯堡公益中心语言学院学习德语
卡尔·杜伊斯堡公益中心语言学院是为您在德国提供高质量教育课程值得信赖的伙伴。我们
的德语强化课程帮助您在短时间内以目标为主导掌握语言。我们经验丰富的教育咨询专家和
讲师为您创造最佳学习条件，使您全力专注于自己的学习目标，推动事业发展更上一层楼！

卡尔·杜伊斯堡德语课程学员Giorg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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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情请参见：www.carl-duisberg-deyu-kecheng.com   +49 (0)221/16 26-269 

柏林
卡尔•杜伊斯堡公益中心柏林语言学院位

于首都柏林核心地带“市中区”，地处一座典型
的柏林内院中，非常安静。从这里，步行几分钟
即可抵达勃兰登堡门、宪兵广场或国会大厦等
名胜古迹。生机盎然的弗里德里希大街很适合
漫步；街拐角处就是汉斯•艾斯勒音乐学院和
洪堡大学。

由于地处公共交通枢纽地段，从各个城区均可
便捷舒适地抵达卡尔•杜伊斯堡公益中心柏林
语言学院。语言学院配备有20间教室、一个多媒
体学习中心（“Lernstudio”）和一个小型网吧。
还有一间休闲室，是深受学员喜爱的会面地点。

科隆
卡尔•杜伊斯堡公益中心科隆语言学院位

于科隆市中心，紧靠内城。步行几分钟就可到
达莱茵河、科隆大教堂、美丽如画的老城或购
物步行街。乘坐地铁或有轨电车便可很快到达
住处、火车总站或机场。

我们设在科隆的语言学院拥有17间教室，大部
分安装了空调。还有一个多媒体学习中心。我们
的咖啡厅配备了热饮、冷饮和零食自动售货机，
还有两个微波炉。周一至周四，我们的厨房每天
中午供应一道热餐。此外，学员还可以自己煮咖
啡或泡茶。除此之外，附近还有一间食堂以及多
家物美价廉的餐馆。

慕尼黑
卡尔•杜伊斯堡公益中心慕尼黑语言学院临

近内城乘坐公共交通很方便，步行就能到达。我
们的宿舍和语言学院在同一幢大楼里。语言学
院附近就是奥林匹克公园，里面矗立着雄伟的
奥林匹克体育场。学院距离慕尼黑综合大学、
施瓦宾格学生城和英国花园都不远。

语言学院配备有21间教室、一个多媒体学习中
心和学生会客室。饮料和零食自动售货机和以及
每天上午供应小吃和饮料的咖啡厅，以解决来自
世界各地的语言班学员的身体需要。

拉多夫采尔
卡尔•杜伊斯堡公益中心拉多夫采尔语言

学院紧邻美丽的城市公园，正对名胜老城。这
座小城仅有三万居民，非常适合年轻的语言班
学员和那些想在舒适、简洁环境中学习的人。
路很近，所有地方都可以步行到达。

拉多夫采尔位于博登湖畔，临近瑞士、奥地利和
黑森林，优越的位置为在美丽的大自然中郊游
和进行休闲活动提供了丰富的机会。语言学院
设有9间教室、一个小型咖啡自助吧、一个多媒
体学习中心和一间设在地下室的聚会活动室。

以下服务包含在德语课程费用中：

  报名费
  为申请签证提供课程预定和支付确认
  分级考试
  开学礼包
  教材、获取网上及其它学习材料
  定期测验及对学习进展的反馈
  业余活动和文化活动（部分费用需自付）
  就行政管理问题或在紧急情况下提供帮助

 和支持
  免费上网，无线网络
  听课证书

四所卡尔·杜伊斯堡公益中心语
言学院 
我们的语言学院分布在德国四个截然不同、却各
具特色的地区：即柏林、科隆、慕尼黑和博登湖畔
的拉多夫采尔等城市。每所语言学院都有其特殊
的魅力和优势。 

长期班学员可以挑选一座城市的语言学院在同
一地点学习四周后转换语言学院继续学习，以便
完整了解德国多样性。

请您来认识德国首都柏林、莱茵地区大都市科
隆、巴伐利亚啤酒节之都慕尼黑和温馨安逸的博
登湖地区吧！

在YouTube网站上您
可以了解我们语言中

心的更多信息！ 

柏林 科隆 慕尼黑 拉多夫倸爾

cdc.de/youtube

慕尼黑

柏林

科隆

拉多夫倸爾

漢堡

法蘭克福
波恩

杜賽爾多夫

斯圖加特

蘇黎世/瑞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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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教育课程

德语强化班

在我们的语言学院，您在德语强化班中学习职
业、大学或私人交际德语。在一周以上的短期
班，您可以学习德语基础知识或有针对性地提
高已掌握的知识。我们的长期班主要帮助大学
生或准备在德国接受职业培养的学员,在可预
见的时间里,有保障地、系统地、有透明度地掌
握所必需的语言技能。

除了小班强化课程，我们为您提供有关各种主题
的研讨课。您练习语言技能，深化语法知识，扩大
词汇量，了解文化与社会方面的最新主题。对每
个级别，每周都至少安排一次适宜的研讨课。 

在我们的面授和数字化多媒体学习中心，您复习
和深化所学过的内容。为此，为您提供了多样化
的线上和线下资料。在授课期间，您得到数字化
多媒体中心没有限制的使用权，可以不受时间和
地点限制扩展您的德语知识。

我们安排的丰富多彩、轻松愉快的课外活动补
充了课堂学习。

参加德语强化班的最低年龄是16岁，在拉多夫采
尔语言学院为15岁。具备德语基础知识的学员可
以每周一开始德语课程。初学者开课时间、法定
节假日以及语言学院跨年关闭时间（冬季休息）
请参见下表。节假日及冬季休息期间不授课。所
停课程不安排补课。

学习时间越长，越优惠！
16周：3.040 €
32周：5.120 €

德语强化班 »10–001«
小班授课（TE /周） 24
研讨课（TE /周） 2
每班学员人数 最少5人，最多15人
短期班（11周以内） 每周价格
1周 280 €
2–4周 230 €
5–11周 210 €
旺季（2020年6月29日—2020年8月28日）每周加价 30€
长期班（一周以上可享受优惠价格） 每周价格
12–19周 190 €
20–40周 160 €
旺季（2020年6月29日—2020年8月28日）每周加价 30 €

2020年初学者开课时间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柏林 06. 03. 02. 06. 04. 02. 06. 03., 31. – 05. 02., 30. –
科隆 06. 03. 02. 06. 04. 02. 06. 03. 07. 05. 02., 30. –
慕尼黑 07. 03. 02. 06. 04. 02. 06. 03., 31. – 05. 02., 30. –
拉多夫采尔 07. – 02. – 04. 02., 29. – 03., 31. – – 02. –

柏林
1月1日，3月8日，4月10日，4月12日–4月13日，
5月1日，5月8日，5月21日，5月31日，6月1日，
10月3日，12月24日–12月26日，12月31日
冬季休息 2019/2020 年12月23日–年1月5日
冬季休息 2020/2021 年12月24日–年1月3日

科隆
1月1日，2月24日，4月10日，4月12日–4月13日，
5月1日，5月21日，5月31日，6月1日，6月11日，
10月3日，11月1日，12月24日–12月26日，12月31日
冬季休息 2019/2020 年12月23日–年1月5日
冬季休息 2020/2021 年12月21日–年1月3日

慕尼黑
1月1日，1月6日，4月10日，4月12日–4月13日，
5月1日，5月21日，5月31日–6月1日，6月11日，
8月15日，10月3日，11月1日，12月24日–12月26日，
12月31日
冬季休息 2019/2020 年12月23日–年1月5日
冬季休息 2020/2021 年12月24日–年1月3日

拉多夫倸爾
1月1日，1月6日，4月10日，4月12日–4月13日，
5月1日，5月21日，5月31日–6月1日，6月11日，
10月3日，11月1日，12月24日–12月26日，12月31日
拉多夫采尔语言学院在跨年期只在节假日关闭

2020年法定节假日提供課程

我已经在卡尔•杜伊斯堡中心语言学院
参加过三次语言班培训。可以在此认识
新朋友，了解不同文化，真的很棒！我更
喜欢我们生动有趣的课程及老师的授课
方法。所以，今年我还会继续在卡尔•杜
伊斯堡中心语言学院学习德语！
– Natalia，德语强化班学员

您从这里了解学员对
我们的评价！

*TE = 课时（45分钟一课时）

卡尔·杜伊斯堡语言课程学员Ning-Hsin 

 24个TE*小班授课 
 每周2个TE的研讨课

 有辅导的多媒体学习中心面授课 
 无进入限制的数字化多媒体中心 

cdc.de/youtube

卡尔·杜伊斯堡语言课程学员Rodri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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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情请参见：www.carl-duisberg-deyu-kecheng.com    +49 (0)221/16 26-269 

其它德语课程和考试

德语速成班
速成班结合了小班授课的优势和单独授课的
特殊机会：您可利用小班学习中的多样化交流
机会，而在单独教学中专注个人学习重点。您
可以选择5个课时和10个课时的通用语言或专
业用语单独授课课程。

德语一对一单独培训课程
一对一的个人培训课程是至少 4课时以上的
通用语言或专业语言课程。课程尽可能照顾到
开课前通过个人需求分析所了解到的您的学
习需求和目标。根据您的愿望，我们还可以将
您自己的材料（例如从您职业生活中提取的素
材）融入到课程中。

德语考试
在课程培训期间，您可以在卡尔•杜伊斯堡公益
中心各语言学院参加国际认可的德语语言考试，
例如欧洲语言认证（telc）德语考试，欧洲语言认
证（telc）大学德语C1级别考试（telc Deutsch C1 
Hochschule）或德福考试（TestDaF）。此外，我
们也提供备考这些和其它考试的有针对性的
备考课程。

中学班级和团体德语培训课程
针对想在德国一起学习德语、了解德国和德国
人的团体，卡尔•杜伊斯堡公益中心将在十月
至次年五月期间,分别在柏林、科隆、慕尼黑或
拉多夫采尔的语言学,院为年龄在14周岁以上
的学员提供为团体量身定制的语言培训课程，
并结合多种多样的文化活动。

每周量身定制的课程：
 根据咨询定价格
 20个课时的德语课程，每班最多15名学员 
 住宿，膳食，文娱活动

德语速成班 5 »10–003« 10 »10–004«
小班授课，每班最少5人，最多15人（TE/周） 24 24
研讨课（TE/周）                      2                  2
单独授课课程（TE/周） 5 10
一周课程时，每周价格 490 € 730 €
两周以上课程时，每周价格 450 € 690 €
旺季（2020年6月29日—2020年8月28日）每周加价 30 € 30 €

德语一对一单独培训课程 »10–005«
每课时单独教学课程（至少4个课时） 52 €

德福考试（TestDaF）备考课程 »10–008«
小班授课，下午上课，每班最少8人，最多20人 80个课时
4 周 490 €
2020年开课日期：1月13日 — 2月7日/3月23日 — 4月17日/5月4日 — 5月29日/6月22日 — 7月17日
8月10日 — 9月4日（不包括科隆语言学院）/10月12日 — 11月6日 拉多夫采尔小班课程请咨询

下列德语考试和DSH考试的备考课程 »20–204« 
单独教学授课，下午授课（TE/周） 4
每周价格 196 €
课程具体信息请咨询

德语考试
telc B1* / B2* / C1（欧洲语言认证B1* / B2* / C1
级别德语水平考试） »70–003«/»70–004«/»70–005« 160 €/160 €/175 €

telc Beruf B1-B2* / B2-C1* / C1（欧洲语言认证
B1-B2* / B2-C1* / C1级别职业德语水平考试） »70–012«/»70–013«/»70–014« 160 €/175 €/175 € 

telc Pflege B1–B2*（欧洲语言认证B1–B2*级别护理专业德语水平
考试） »70–010« 220 €

telc Medizin B2–C1*（欧洲语言认证B2–C1*级别医学专业德语水
平考试） »70–011« 220 €

telc C1 Hochschule（欧洲语言认证大学德语C1级别考试） »70–009« 175 €
TestDaF 德福考试 »70–006« 195 €

欧洲语言认证（telc）大学德语C1级别考试（telc Deutsch C1 Hochschule）备考课程 »10–011«
小班授课，下午上课，每班最少8人，最多20人  80个课时
4 周 490 €
课程具体信息请咨询

各考试时间请咨询，或在以下网站查询：www.carl-duisberg-deyu-kecheng.com
考试至少有3名报名者才能开考。

* 如果同时预订一门德语课程，将对以上考试给予40 €优惠。

卡尔·杜伊斯堡语言课程学员
Rebe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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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和额外服务

卡尔•杜伊斯堡公益中心各语言学院不仅为您
提供一流的德语课程，——如果您希望——，还
可为您提供精心挑选的住所。您可以选择入住
寄宿家庭的私人房间、合住房、公寓、宿舍或酒
店。所有住处都是我们亲自为您挑选的。住处周
围交通便利，您可以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轻松到达
卡尔•杜伊斯堡公益中心各语言学院。

私人住所
您可入住德国寄宿家庭（单身/夫妻——有孩子
或无孩子的家庭）或者合住房。您将拥有一间
家具齐全的单人间，部分房间配备了电视和网
络。卫生间和厨房是您和他人共同使用的。如
果有多名学生一起居住，我们会注意不安排说
同一种母语的人住在一起。住在寄宿家庭，根据
愿望，您还可以预订早餐或早晚两餐。

宿舍
在卡尔•杜伊斯堡公益中心语言学院的宿舍里，
您可以享受到独一无二的国际氛围。我们为您配
备了简洁、功能齐全的单人间和两张床的房间。
您与室友共用卫生间、浴室和厨房。

在慕尼黑，我们的宿舍和语言学院在同一幢大
楼里。在柏林，我们安排学员入住不同宿舍楼
的单间。这些地方以及拉多夫采尔语言学院的
宿舍都位于交通便利地带。

公寓
如果您预订的是家具齐全的公寓，那么您可以
享受最大的独立性。除了居室，还有供您单独
使用的厨房和卫生间。 

酒店
根据您的愿望，我们愿意为您预订酒店房间。房
价因地理位置、房间级别和季节不同而有所差
异。请咨询我们，我们愿意为您提供帮助！ 

私人住所（每周价格） 柏林 科隆 慕尼黑 拉多夫倸爾
不含餐的单人间 »50–001« 190 € 190 € 190 € 160 €
含早餐的单人间 »50–002« 225 € 225 € 225 € 195 €
含早晚两餐的单人间 »50–003« 275 € 275 € 275 € 245 €
入住12周后：不含餐的单人间 »50–001« 150 € 150 € 150 €    140 €
入住12周后：含早餐的单人间 »50–002« 185 € 185 € 185 € 165 €
入住12周后：含早晚两餐的单人间 »50–003« 235 € 235 € 235 € 215 €
宿舍（每周价格）
不含餐的单人间 »50–005« 250 € – 250 € 140 €
不含餐的有两张床的房间 »50–006« 220 € – 220 € 100 €
入住12周后：不含餐的单人间 »50–005« 230 € – 230 € 130 €
入住12周后：不含餐的有两张床的房间 »50–006« 200 € – 90 €
公寓（每周价格）
不含餐的单人公寓 »50–007« 350 € 250 €

200 € 

250 € 320 €
各类住宿的附加费
旺季（2020年6月28日 – 2020年8月29日）每周加价 30 €
机场接送 »60–001«
卡尔•杜伊斯堡中心语言学院 机场 单程，每人价格
柏林 柏林舍内费尔德机场，泰格尔机场 75 €

科隆 科隆/波恩机场
杜塞尔多夫机场

70 €
180 €

慕尼黑 慕尼黑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机场 95 €

拉多夫采尔
瑞士苏黎世机场
腓特烈港机场
斯图加特机场

160 €
140 €
300 €

医疗、事故和第三方责任险 »60–002«
1 周 20 €

特快专递费用 »60–004«
用特快专递寄送文件和资料 7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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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在所在国获得的毕业文凭符合在德国大学就
读的资格。您只要证明具备所需要的语言知识，
就可以申请读大学。

您在所在国获得的毕业文凭不符合直接进入德国大学就读的资格。在可以申请读大学之前，您
必须先在德国上一年的预备课程（“预科”）。

进入德国大学的途径

就读德国大学

直接进入大学 间接进入

预科预备课程 
 »10–009«
2020年课程日期：
• 1月/2月和8月/9月详细信息请咨询
• 期限：4周

包含的服务：
下午小班课程（课时/周）：24
其中：
• 德语：20课时/周
• 数学：4课时/周 
每班学生人数最少6人，最多20人

介绍大学 – 大学或预科 »20–103«
（只有结合预订至少12周德语强化课程才享有此服务）

日期：
• 全年
• 大学各学期开学时间：通常在3月/9月
• 语言班期限：取决于已具备的基础知识，但至少12周

包含的服务：
• 个人学业咨询
• 准备签证申请资料
• 审核证书和入学前提条件
• 规划时间，约定期限
• 语言准备和语言证书方面的咨询
• 帮助申请最多3所大学
不包括: 认证/翻译费，uni assist e.V. 申请平台、语言证书等

介绍大学价格
德语强化班课程12-17 周时 1.000 €
德语强化班课程18-23 周时 900 €
德语强化班课程24-29 周时 800 €
德语强化班课程30周以上时 700 €

基本课程：针对有间接进入大学资格的学员，进一步信息请咨询： internationalsales@cdc.de 

免费审核所有文件

报名登记

申请签证

3-8个月的语言班

telc B2

报名登记

申请签证

3-8个月的语言班

telc B2

介绍到某预科（非必选）介绍到一所大学 中介介绍到预科

免费审核所有文件 免费审核所有文件

就读德国大学—您享受的优势

• 在高科技国家读大学
• 国家资助的大学不收学费或只收很低的学费

预科预备课程价格
4 周 590 €

申请签证

报名登记

3-10个月的语言班 

telc C1 Hochschule/TestDaF

公立大学预科入学考试备考课程

介绍大学 介绍预科 预科预备课程

• 学术标准高
• 大学与经济界联系紧密

• 非常多样化的学习专业和学习地点
• 国际认可的毕业文凭



在卡尔•杜伊斯堡公益中心语言学院学习德语

我们的儿童和青少年德语课程
卡尔·杜伊斯堡公益中心语言学院是为您提供高质量教育课程
值得信赖的伙伴。我们经验丰富的团队通过全面细致的辅导让
年龄在11至17周岁的儿童和青少年有有机会参加丰富多彩的假
期课程和几个月的德国学校学习。

• 儿童德语夏令营
• 青少年德语班
• 就读德国中学
• 中学班级和团体德语培训

一般性说明
为便于更好阅读，我们决定使用通用的男性称谓。因此，所有男
性称谓自然而然也指女性和各种性别的人。

cdc.de
2020

报名联系方式
卡尔·杜伊斯堡公益中心柏林语言学院
Carl Duisberg Centrum Berlin
Jaegerstrasse 64 • 10117 Berlin
Tel. +49 (0)30/20 88 644-0 • Fax -29
berlin@cdc.de

卡尔·杜伊斯堡公益中心科隆语言学院
Carl Duisberg Centrum Koeln
Hansaring 49–51 • 50670 Koeln
Tel. +49 (0)221/16 26-213 • Fax -314
koeln@cdc.de

卡尔·杜伊斯堡公益中心慕尼黑语言学院
Carl Duisberg Centrum Muenchen
Pfaenderstrasse 6–10 • 80636 Muenchen
Tel. +49 (0)89/12 66 46-0 • Fax -46
muenchen@cdc.de

卡尔·杜伊斯堡公益中心拉多夫采尔语言学院
Carl Duisberg Centrum Radolfzell
Fuerstenbergstrasse 1 • 78315 Radolfzell
Tel. +49 (0)7732/9201-0 • Fax -92
radolfzell@cdc.de

Carl Duisberg Centren 
International Sales • Hansaring 49–51 • 50670 科隆 • 電話  
电话 +49 (0)221/16 26-269 • 傳真 -337 • internationalsales@cdc.de 
www.carl-duisberg-deyu-kecheng.com

Follow Us!

其它有关我们课程，地点、通用商务条款以及学员体验报告等信息，请访问我们的多语言网站

www.carl-duisberg-deyu-kecheng.com

图片来源：Fotolia, Thekla Ehling, Stanko Petek, Eva Olbricht, 柏林、科隆和慕尼黑市旅游局, Corbis, Carl Duisberg Centren, Paul Hoffman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