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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國學習德語
柏林 • 科隆 •慕尼黑• 博登湖畔的拉多夫采爾尔

德語課程

成人培訓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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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爾•杜伊斯堡公益中心在柏林、科隆、慕尼
黑和拉多夫采爾的語言學院提供歐洲語言共
同參考框架A1至C2六個水準級別的德語課
程。因此，參加我們課程的學員，其所掌握的
語言知識是可以進行客觀測評、並按照國際
水平進行比較的。

每期課程開課前，我們藉助語言能力分級考試
和個人面談確定您已具備的德語知識水平和 
能力，然後，您從適合您的級別開始繼續學習。

下圖説明實現您個人的學習目標所需的時
間。

我們的課程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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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教育課程

卡爾·杜伊斯堡公益中心語言學院的課程體系
建立在歐洲語言共同參考框架（GER）基礎之
上。有效的分級考試和定期學習進度測試是我
們德語課程的固定組成部分。我們以此憑藉質
量、强度和系統性引領學員走向成功。

您享受的優惠
•  全年開設不同級別的德語課程
•  全年為初學者安排42個開課時間

•  非初學者的開課時間：每週一
•  報名、分級考試和課程材料均不另收費用
•  可組合多個上課地點和培訓課程

除了優質德語課程，我們還爲學員提供國際認
可的考試。根據願望需要，我們可以為學員在
德國學習期間安排精心挑選的住處——私人寄
宿家庭或合住房、我們的宿舍或公寓。我們安
排的豐富多彩的休閑、文化和體育活動能夠讓

學員瞭解德國和德國人民，同時學以致用練習
新學到的語言知識。我們也願意在簽證問題上
爲您提供幫助，安排接機、送機。

在德國卡爾•杜伊斯堡公益中心語言學院學習德語
卡爾·杜伊斯堡公益中心語言學院是為您在德国提供高質量教育課程值得信賴的夥伴。我們
的德語强化課程幫助您在短時間内以目標為主導掌握語言。我們經驗豐富的教育咨詢專家和
講師爲您創造最佳學習條件，使您全力專注於自己的學習目標，推動事業發展更上一層樓！

卡爾·杜伊斯堡課程學員Giorg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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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情請參見：www.carl-duisberg-german-courses.com   +49 (0)221/16 26-269 

柏林
卡爾·杜伊斯堡公益中心柏林語言學院位

於首都柏林核心地帶“市中區”，地處一座典型
的柏林内院中，非常安靜。從這裏，步行幾分鐘
即可抵達勃蘭登堡門、憲兵廣場或國會大廈等
名勝古跡。生機盎然的弗里德裏希大街很適合
漫步；街拐角処就是漢斯·艾斯勒音樂學院和
洪堡大學。

由於地處公共交通樞紐地段，從各個城區均可
便捷舒適地抵達卡爾·杜伊斯堡公益中心柏林
語言學院。語言學院配備有20閒教師、一個多媒
體學習中心（“Lernstudio”）和一個小型網吧。
還有一間休閑室，是深受學員喜愛的會面地點。

科隆
卡爾·杜伊斯堡公益中心語言學院位於科

隆市中心，内城。步行幾分鐘就可到達萊茵河、
科隆大教堂、美麗如畫的老城或購物步行街。
乘坐地鐵或有軌電車便可很快到達住處、火車
總站或機場。

我們設在科隆的語言學院擁有17閒教室，大部
分安裝了空調。還有一個多媒體學習中心。我們
的咖啡廳配備了熱飲、冷飲和零食自動售貨機，
還有兩個微波爐。周一至周四，我們的厨房每天
中午供應一道熱餐。此外，學員還可以自己煮咖
啡或泡茶。除此之外，附近還有一間食堂以及多
家物美價廉的餐館。

慕尼黑
卡爾·杜伊斯堡公益中心慕尼黑語言學院

臨近内城乘坐公共交通很方便就能到達。我們
的宿舍和語言學院在同一幢大樓裏。語言學院
附近就是奧林匹克公園，裏面矗立著雄偉的奧
林匹克體育場。學院距離慕尼黑綜合大學、施
瓦賓格學生城和英國花園都不遠。

語言學院配備有21閒教室、一個多媒體學習中
心和學生會客室。飲料和零食自動售貨機和以及
每天上午供應小吃和飲料的咖啡廳，以解決來自
世界各地的語言班學員的身體需要。

拉夫多倸爾
卡爾·杜伊斯堡公益中心拉多夫倸爾語言

學院緊鄰美麗的城市公園，正對名勝老城。這
座小城僅有三萬居民，非常適合年輕的語言班
學員和那些想在舒適、簡潔環境中學習的人。
路很近，所有地方都可以步行到達。

拉多夫倸爾位於博登湖畔，臨近瑞士、奧地利和
黑森林，優越的位置為在美麗的大自然中郊游
和進行休閑活動提供了豐富的機會。語言學院
設有9閒教室、一個小型咖啡自助吧、一個多媒
體學習中心和一間設在地下室的聚會活動室。

以下服務包含在德語課程費用中：

  報名費
  為申請簽證提供課程預定和支付確認
  分級考試
  開學禮包
  教材，獲取網上及其它學習資料
  每周的定期測驗及對學習進展的反饋
  業餘活動和文化活動（部分費用需自付）
  行政管理問題或在緊急情況下提供幫助

 和支持
  免費上網，無線網路
  聽課證書

四所卡爾·杜伊斯堡公益中心語
言學院 
我們的語言學院分佈在德國四個截然不同、卻各
具特色的地區：即柏林、科隆、慕尼黑和博登湖畔
的拉多夫倸爾等城市。每所語言學院都有其特殊
的魅力和優勢。

長期班學員可以挑選一座城市的語言學院在同
一地點學習四周后轉換語言學院繼續學習，以便
完整地瞭解德國的多樣性。

請您來認識德國首都柏林、萊茵地區大都市科
隆、巴伐利亞啤酒節之都慕尼黑和溫馨安逸的博
登湖地區吧！

在YouTube網站上您
可以瞭解我們語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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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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語强化班

在我們的語言學院，您在德語强化班中學習職
業、大學或私人交際德語。在一周以上的短期
班，您可以學習德語基礎知識或有針對性地提
高已掌握的知識。我們的長期班主要幫助大學
生或準備在德國接受職業培養的學員在可預見
的時間裏有保障地、系統地、有透明度地掌握所
必需的語言技能。

除了小班强化課程，我們爲您提供有關各種主題
的研討課。您練習語言技能，深化語法知識，擴大
詞匯量，瞭解文化與社會方面的最新主題。對每
個級別，每周都至少安排一次適宜的研討課。

在我們的面授和數字化多媒體學習中心，您復習
和深化所學過的内容。爲此，多樣化的綫上和綫
下資料為您提供參考。在授課期間，您得到數字
化多媒體中心沒有限制的使用權，可以不受時間
和地點限制擴展您的德語知識。

我們安排的豐富多彩、輕鬆愉快的課外活動補
充了課堂學習。

參加德語强化班的最低年齡是16嵗，在拉多夫倸
爾語言學院為15嵗。具備德語基礎知識的學員可
以每周一開始德語課程。初學者開課時間、法定
節假日以及語言學院跨年關閉時間（冬季休息）
請參見下表。節假日及冬季休息期間不授課。所
停課程不安排補課。

學習時間越長，越優惠！
16周：3.040 €
32周：5.120 €

德語强化班 »10–001«
小班授課（TE /周） 24
研討課（TE /周） 2
每班學員人數 最少5人，最多15人
短期班（11周以内） 每周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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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加價 30 €
長期班（一周以上可享受優惠價格） 每周價格
12–19周 190 €
20–40周 160 €
旺季（2020年6月29日–2020年8月28日）每周加價 30 €

2020年初學者開課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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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拉多夫倸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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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多夫倸爾語言學院在跨年期只在節假日關閉

2020年法定节假日提供課程

我已經在卡爾•杜伊斯堡中心語言學院
參加過三次語言班培訓。可以在此認識
新朋友和不同的文化，真的很棒！除此之
外，我更喜歡我們生動有趣的課程及老
師的授課方法。所以今年我還會繼續在
卡爾•杜伊斯堡中心語言學院學習德語！
– Natalia，德語强化班學員

您從這裏瞭解學員對
我們的評價！

*TE = 課時（45分鐘一課時）

卡爾·杜伊斯堡語言課程學員Ning-Hsin 

 24個TE*小班授課 
 每周2個TE的研討課

 有輔導的多媒體學習中心面授課
 無進入限制的數字化多媒體學習中心

cdc.de/youtube

卡爾·杜伊斯堡語言課程學員Rodri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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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情請參見：www.carl-duisberg-german-courses.com    +49 (0)221/16 26-269 

其它德語課程和考試

德語速成班
速成班結合了小班授課的優勢和單獨授課的
特別機會：您可利用小班學習中的多樣化交流
機會，而在單獨教學中專注個人學習重點。您
可以選擇5個課時和10個課時的通用語言或專
業用語單獨授課課程。

德語一對一單獨培訓課程
一對一的個人培訓課程是至少4課時以上的通
用語言或專業語言課程。課程盡可能照顧到開
課前通過個人需求分析所瞭解到的您的學習
需求和目標。根據您的願望，我們還可以將您
自己的資料（例如從您職業生活中提取的素材）
融入到課程中。

德語考試
在德語培訓期間，您可以在卡爾·杜伊斯堡公益
中心各語言學院參加國際認可的德語語言考試，
例如歐洲語言認證（telc）德語考試，歐洲語言認
證（telc）大學德語C1級別考試（telc Deutsch C1 
Hochschule）或德福考試（TestDaF）。此外，我
們也提供備考這些和其它考試的有針對性的
備考課程。

中學班級和團體德語培訓課程
針對想在德國一起學習德語、瞭解德國和德國
人的團體，卡爾·杜伊斯堡公益中心將在十月
至次年五月期間分別在柏林、科隆、慕尼黑和
拉多夫倸爾的語言學院為年齡在14周歲以上
的學員提供為團體量身定制的語言培訓課程，
並結合多種多樣的文化活動。

每周量身定制的課程
 根據咨詢定價格
 20個課時的德語課程，每班最多15名學員
 住宿，膳食，文娛活動

德語速成班 5 »10–003« 10 »10–004«
小班授課，每班最少5人，最多15人（TE/周） 24 24
研讨课研討課（TE/周）                      2                  2
單獨授課課程（TE/周） 5 10
一周課程時，每周價格 490 € 730 €
兩周以上課程時，每周價格 450 € 690 €
旺季（2020年6月29日 — 2010年8月28日）每周加價 30 € 30 €

德語一對一單獨培訓課程 »10–005«
每課時單獨教學課程 52 €

德福考試（TestDaF）備考課程 »10–008«
小班授課，下午上課，每班最少8人，最多20人 80個課時
4 周 490 €
2020年開課日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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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包括科隆語言學院）/10月12日–11月6日拉多夫倸爾小班課程請咨詢

下列德語考試和DSH考試的備考課程 »20–204« 
單獨教學授課，下午授課（TE/周） 4
每周價格 196 €
課程具體信息請咨詢

德語考試
telc B1*/B2*/C1（歐洲語言認證B1*/B2*/C1級別
德語水平考試） »70–003«/»70–004«/»70–005« 160 €/160 €/175 €

telc Beruf B1–B2*/B2–C1*/C1（歐洲語言認證
B1–B2*/B2–C1*/C1級別職業德語水平考試） »70–012«/»70–013«/»70–014« 160 €/175 €/175 € 

telc Pflege B1–B2*（歐洲語言認證B1–B2*級別護理專業德語水平
考試） »70–010« 220 €

telc Medizin B2–C1*（歐洲語言認證B2–C1*級別醫學專業德語水
平考試） »70–011« 220 €

telc C1 Hochschule（歐洲語言認證大學德語C1級別考試） »70–009« 175 €
TestDaF 德福考試 »70–006« 195 €

歐洲語言認證（telc）大學德語C1級別考試（telc Deutsch C1 Hochschule）備考課程 »10–011«
小班授課，下午上課，每班最少8人，最多20人  80個課時
4 周 490 €
課程具體信息請咨詢

各考試時間請咨詢，或在以下網站查詢：www.carl-duisberg-german-courses.com
考試至少有3名報名者方能開考。

* 如果同時預訂一門德語課程，將對以上考試給與40 €優惠

卡爾·杜伊斯堡語言課程學員
Rebe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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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和額外服務

卡爾·杜伊斯堡公益中心各語言學院不僅為您
提供一流的德語課程，——如果您希望——，還
可為您提供精心挑選的住處住所。您可以選擇
入住寄宿家庭的私人房間、合住房、公寓、宿舍
或酒店。所有住處都是我們親自為您挑選的。
住處周圍交通便利，您可以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輕鬆到達卡爾·杜伊斯堡公益中心各語言學院。

私人住所
您可入住德國寄宿家庭（單身/夫妻——有孩子
或無孩子的家庭）或者合住房。您將擁有一間
家具齊全的單人間，部分房間配備了電視和網
絡。衛生間和厨房是您和他人共同使用的。如
果有多名學生一起居住，我們會注意不安排說
同一種母語的人住在一起。住在寄宿家庭，根據
願望，您還可以預定早餐或早晚兩餐。

宿舍
在卡爾·杜伊斯堡公益中心各語言學院的宿舍
裏，您可以享受到獨一無二的國際氛圍。我們爲
您配備了簡潔、功能齊全的單人間和兩張床的房
間。您與室友共用衛生間、浴室和厨房。

在慕尼黑，我們的宿舍和語言學院在同一幢大
樓裏。在柏林，我們安排學院入住不同宿舍樓
的單間。這些地方以及拉多夫倸爾語言學院的
宿舍都位於交通便利地帶。
 
公寓
如果您預訂的是家具齊全的公寓，那麽您可以
享受最大的獨立性。除了居室，還有供您單獨
使用的厨房和衛生間。

酒店
根據您的願望，我們願意為您預訂酒店房間。房
價因地理位置、房間級別和季節不同而有所差
異。請咨詢我們，我們願意為您提供幫助！

私人住所 (每周價格） 柏林 科隆 慕尼黑 拉多夫倸爾
不含餐的單人間 »50–001« 190 € 190 € 190 € 160 €
含早餐的單人間 »50–002« 225 € 225 € 225 € 195 €
含早晚两餐的單人間 »50–003« 275 € 275 € 275 € 245 €
自12周起：不含餐的單人間 »50–001« 150 € 150 € 150 €    140 €
自12周起：含早餐的單人間 »50–002« 185 € 185 € 185 € 165 €
自12周起：含早晚两餐的單人間 »50–003« 235 € 235 € 235 € 215 €
宿舍（每周價格）
不含餐的單人間 »50–005« 250 € – 250 € 140 €
不含餐、有兩張床的雙人間 »50–006« 120 € – 120 € 100 €
自12周起：不含餐的單人間 »50–005« 230 € – 230 € 130 €
自12周起：不含餐、有兩張床的雙人間 »50–006« 200 € – 200 € 90 €
公寓（每周價格）
不含餐的單人公寓 »50–007« 350 € 250 € 250 € 320 €
各類住宿的附加費
旺季（2020年6月28日 —— 2020年8月29日）每周加價 30 €

機場接送 »60–001«
卡爾·杜伊斯堡中心語言學院 機場 單程，每人價格
柏林 柏林捨内費爾德機場，泰格爾機場 75 €

科隆 科隆/波恩機場
杜塞爾多夫機場

70 €
180 €

慕尼黑 慕尼黑弗朗茨約瑟夫施特勞斯機場 95 €

拉多夫倸爾
瑞士蘇黎世機場
腓特烈港機場
斯圖加特機場

160 €
140 €
300 €

醫療、事故和第三方責任險 »60–002«
1 周 20 €

特快專遞費用 »60–004«
用特快專遞寄送文件和資料 7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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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在所在國獲得的畢業文憑符合在德國大學就
讀的資格。您只要證明具備所需要的語言知識，
就可以申請讀大學。

您在所在國獲得的畢業文憑不符合直接進入德國大學就讀的資格。在可以申請讀大學之前，您
必須先在德國上一年的預備課程（“預科”）。

進入德國大學的途徑

就讀德國大學

直接進入大學 間接進入

預科預備課程
 »10–009«
2020年課程日期：
• 1月/2月和8月/9月詳細信息請咨詢
• 期限：4周

包含的服務：
下午小班課程（課時/周）: 24
其中：
• 德語： 20課時/周
• 數學： 4課時/周
每班學生人數最少6人，最多20人

介紹大學 – 大學或預科 »20–103«
（只有結合預訂至少12周德語强化課程才享有此服務）

日期：
• 全年
• 大學各學期開學時間，通常在3月/9月
• 語言班期限：取決於已具備的基礎知識，但至少12周

包含的服務：
• 個人學業咨詢
• 準備簽證申請資料
• 審核證書和入學前提條件
• 規劃時間，約定期限
• 語言準備和語言證書方面的咨詢
• 幫助申請最多3所大學
不包括: 認證/翻譯費，uni-assist e.V. 申請平臺、語言證書等

介紹大學價格
德語强化班課程12–17 周時 1.000 €
德語强化班課程18–23 周時 900 €
德語强化班課程24–29 周時 800 €
德語强化班課程30周以上時 700 €

基本課程：針對有間接進入大學資格的學員，進一步信息請咨詢： internationalsales@cdc.de 

免費審核所有文件

報名登記

申請簽證

3–8個月的語言班

telc B2

報名登記

申請簽證

3–8個月的語言班

telc B2

介紹到預科（非必選）介紹到一所大學 介紹到預科

免費審核所有文件 免費審核所有文件

就讀德國大學—您享受的優勢

• 在高科技國家讀大學
• 國家資助的大學不收學費，或只收很低的學費

預科預備課程價格
4 周 590 €

申請簽證

報名登記

3–10個月的語言班 

telc C1 Hochschule/TestDaF

公立大學預科入學考試備考課程

介绍大學 介紹預科 預科預備課程

• 學術標準高
• 大學與經濟界聯係緊密

• 非常多樣化的學習專業和學習地點
• 國際認可的畢業文憑



在卡爾·杜伊斯堡公益中心語言學院學習德語

我們的兒童和青少年德語課程
卡爾·杜伊斯堡公益中心語言學院是爲您提供高質量教育課程
值得信賴的夥伴。我們經驗豐富的團隊通過全面細緻的輔導讓
年齡在11至17周歲的兒童和青少年有機會參加豐富多彩的假期
課程和幾個月的德國學校學習。

• 兒童德語夏令營
• 青少年德語班
• 就讀德國中學
• 中學班級和團體德語培訓

一般性説明
爲便於更好閲讀，我們決定使用通用的男性稱謂。因此，所有男
性稱謂自然而然也指女性和各種性別的人。

cdc.de
2020

報名聯係方式
卡爾·杜伊斯堡公益中心柏林語言學院
Carl Duisberg Centrum Berlin
Jaegerstrasse 64 • 10117 Berlin
Tel. +49 (0)30/20 88 644-0 • Fax -29
berlin@cdc.de

卡爾·杜伊斯堡公益中心科隆語言學院
Carl Duisberg Centrum Koeln
Hansaring 49–51 • 50670 Koeln
Tel. +49 (0)221/16 26-213 • Fax -314
koeln@cdc.de

卡爾·杜伊斯堡公益中心慕尼黑語言學院
Carl Duisberg Centrum Muenchen
Pfaenderstrasse 6–10 • 80636 Muenchen
Tel. +49 (0)89/12 66 46-0 • Fax -46
muenchen@cdc.de

卡爾·杜伊斯堡公益中心拉多夫倸爾語言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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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 +49 (0)221/16 26-269 • 傳真 -337 • internationalsales@cdc.de 
www.carl-duisberg-german-courses.com

Follow Us!

其它有關我們課程、地點、通用商務條款以及學員體驗報告等信息，請訪問我們的多語言網站

www.carl-duisberg-german-courses.com

圖片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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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