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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国学习德语
德国博登湖畔的拉多夫采尔

德语课程

儿童和青少年培训项目



在博登湖畔的拉多夫采尔市学习德语
卡尔•杜伊斯堡公益中心的语言学院是您在德
国值得信赖的优质培训机构，例如距离瑞士不
远的卡尔•杜伊斯堡公益中心拉多夫采尔语言
学院。我们的强化德语课程和多种多样的培训
项目帮助您以目标为导向习得语言知识与技
能。我们经验丰富的工作人员将提供全面的辅
导与管理，让年龄在11至17周岁的儿童和青少
年有机会参加我们丰富多彩的假期课程和几个
月的德国学校学习。

Bildungsprogramme für Kinder und Jugendliche

博登湖畔的拉多夫采尔⸺ 拥有舒适气氛和
极具吸引力的旅游胜地
拉多夫采尔市是一个学习语言的理想之地：这
里路途短，人们友善，我们来自世界各地的学
员在此都感到十分舒适。在这个仅有三万居民
的小城，这样的氛围尤其适合学习和提高语言
知识能力，同时结识来自世界各地的青少年。

拉多夫采尔市滨临博登湖畔，临近瑞士、奥地
利和黑森林，因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利于进行
各种类型的郊游和体育休闲活动。博登湖及
其周围的优越环境是开展各种体育活动的理
想之地，在这里您可以游泳、骑自行车、徒步
以及划木舟。

卡尔•杜伊斯堡公益中心拉多夫采尔语言学
院
卡尔•杜伊斯堡公益中心拉多夫采尔语言学
院为学员营造一种亲切、家庭般的氛围。即使
年纪小的学员也能很快适应这里的环境。我

们将竭力为年少的德语学习者提供全面的照
料与辅导，因为这对他们来说可能是第一次
出国经历，所以我们理所当然会对他们进行
全面、精心的照料。

我们拉多夫采尔的语言学院位于老城区城市
花园附近的一座雅致的教学楼中。该语言学
院拥有9间授课教室、一间计算机室、一个小
型咖啡自助吧、一个可供聚会的地下室和一
个美丽的庭院。

您享受的优势
•  以语言学习为重点的高质量假期项目
•  资深讲师授课，并提供适合受众群体的学
  习资料
•  在环境安全、舒适的小城中学习和生活
•  由我们经验丰富的工作人员提供全面照
  料和辅导，给学员营造家庭般的氛围
•  没有父母陪同可以提高学员的自主独立
  性和自信心

•  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学员建立联系，促进社
  交和跨文化能力

在YouTube网站上您可以了解我们拉多夫采
尔语言学院的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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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情请参见: www.carl-duisberg-deyu-kecheng.com   +49 (0)7732/9201-0

儿童德语夏令营

博登湖畔的拉多夫采尔语言学院的德语夏令
营为学员同时提供语言学习和享受假期的机
会！卡尔杜伊斯堡语言中心通过将德语课程
与丰富的业余活动相结合，为11至14周岁的
儿童打造精彩的暑期项目。

语言夏令营以结合足球，都市编舞和娱乐活动
为重点，上午进行德语培训，下午有趣的体育
运动项目让学员动起来。在夏令营中使用的
语言大多为德语，这样让孩子所学的知识可以
在轻松的环境中得到运用和加深。丰富的活动
可以促进学员间互助合作，从而提高其社交能
力和团队精神。

住宿和膳食
学员的膳食和住宿均安排在度假农场中。详情
请参见第第5页。

德语课程
每周一至周五上午开展德语课程培训。根据学
员已具备的德语知识划分小组进行学习，每个
小组的学员不超过15人。在夏令营开始前会提
前进行一个小的语言分级测试。

业余活动安排
下午的业余活动（足球、都市编舞或娱乐活动）
与来自世界各地以及德国的语言班学员一同进
行。业余活动的体育项目适合所有有基础和零
基础的学员。周六会组织全天的郊游。

•  地点：拉多夫采尔当地足球俱乐部
  (FC 03 Radolfzell）的训练场地
•  教练：拉多夫采尔03足球俱乐部资深足球
  教练（德语为母语的人士）
•  活动安排：足球技巧方法学习，控球、
  传球、运球、假动作和射门等 

•  地点：语言学院附近的体育馆
•  教练：专业舞蹈老师和编舞者（德语为母
  语的人士）
•  活动安排：爵士舞与现代舞、嘻哈舞步，
  小型表演和个人简短舞蹈的编排 

•  地点：在周边不同的地点，根据活动和天
  气状况而定
•  辅导老师：有经验的、热爱体育运动的辅导
  老师（德语为母语的人士）
•  活动安排：在博登湖畔开展各种活动，
  如游泳、沙滩排球、马戏团表演、划木舟、
  野生动物园和游乐园、篝火晚会、造木筏和
  农场奥运会

内容和服务

儿童
德语夏令营课程

足球 
»30–002«

都市编舞  
»30–005«

活动  
»30–006«

2 周 1.500 € 1.500 € 1.500 €
延长一周 750 € 750 € 750 €

年龄
•  11–14周岁

时间
•  2020年8月3日—2020年8月28日
•  期限：2—4周
•  抵达日：课程开始前的周日，最好是下午
•  返程日：课程结束后的周六，最好是上午

语言水平
•  德语基础：已接受过1年的德语学习或水平达
  到欧洲语言共同参考框架（GER）的A1级别

学员人数
•  上午每组最多15名学员，下午依照参与的夏
  令营每组最多25名学员

德语课程
•  每周20个课时，每个课时45分钟，最多15名
  学员

不同夏令营下午的活动安排（周一到周五）》
•  都市编舞：每天下午120分钟训练时间
•  足球：每天下午90分钟训练时间
•  娱乐项目：每天下午2-4个小时

包含的服务
•  德语课程、分级考试、课程资料和学员培训证
  明
•  集体住宿和膳食（培训日提供三餐，周末供应
  两餐）
•  周一到周五的业余活动安排（包含门票）
•  短程公共交通票
•  全方位照料和紧急呼叫电话

不包含的服务
•  苏黎世机场与艾格尔廷根（Eigeltingen）
  之间的接送以及上医疗保险、事故保险和赔
  偿保险（详情请参见第5页。）
•  周末郊游：欧洲主题公园（66 €），迈瑙岛森
  林与岛屿活动日（30 €），康斯坦茨水族馆
  和城市观光（30 €）

我们也提供英语夏令营。详情参见：www.carl-duisberg-sprachcamps.de

娱乐活动夏令营

都市编舞

足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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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德语班

我们为世界各地15至17周岁的青少年提供强化
德语培训，并结合丰富多彩的业余活动安排。在
暑期培训课程中学员们一起在博登湖畔进行各
种休闲娱乐活动，在寒假培训课程中学员们可以
共同探索周边地区，还能在天气晴朗的日子在阿
尔卑斯山或黑森林体验各式各样的冬季运动。  

住宿
学员会入住卡尔•杜伊斯堡宿舍或寄宿在德国
家庭中。对于16岁以下的学员我们强烈建议选
择寄宿在德国家庭。这样学员可以得到更全面
的照料，让年纪小的学员也能快速适应。详细
信息请见第5页。

德语课程
我们资深的讲师为国际班学员提供生动的课
程，并定期对学习成果进行反馈。青少年们与
来自世界各地、年龄相仿的学员和成年人一起
参加强化德语课程。根据网上的分级测试结果
和上课第一天进行的口试向学员提供相应的
课程。学员们将通过讨论课（每周2个课时）以及
在有辅导老师的面授课强化加深习得的知识。 

业余活动安排
每周变化的业余活动可让学员在下午和周末的
时候有机会更进一步认识了解德国和德国人，同
时在轻松的环境中运用德语知识。此外，我们还
会安排游览州首府斯图加特或大学城弗莱堡，让
整个业余活动安排变得充实圆满。

暑假培训班
我们的暑期活动安排让学员可以尽情享受户外
运动的乐趣：游泳、脚踏船、在博登湖立式划桨，骑
自行车探险或在玩沙滩排球之余欣赏湖边美景。

寒假培训班
就算外面刮大风或下雪，学员也可以在滑冰或滑
雪橇、去电影院、参观博物馆、打乒乓球、保龄球
或（室内）沙滩排球的轻松氛围中练习德语。特别
亮点：在雪况好的情况下会安排到奥地利或瑞
士进行一整天的滑雪活动（只限高级滑雪者)。

学校班级和团体的德语培训项目
您想以团体的形式游历体验德国吗？卡尔•杜伊斯堡公益中心向学校班级、大学和其他学
习团体提供德语培训，并为学员量身定制业余活动，如郊游或参观博物馆。让学员可以认
识了解德国首都柏林、莱茵河畔的大都市科隆、啤酒节的举办城市慕尼黑或风景如画的博
登湖区！ 详情参见：www.carl-duisberg-deyu-kecheng.com

青少年暑期班 »30–001«
1周（宿舍，单人间） 650 €
1周（宿舍，双床间） 610 €
1周（德国家庭，单人间） 680 €

青少年寒假班 »30–003«
1周（宿舍，单人间） 580 €
1周（宿舍，双床间） 560 €
1周（德国家庭，单人间） 620 €

年龄
•  15–17周岁

時間
•  期限：2周以上
•  抵达日：周日下午
•  返程日：周六上午
•  暑假班：
  初学者：2020年6月2日、2020年6月29日 
  或2020年8月3日
  已具备一定德语基础的学员：2020年6月
  2日至8月28日期间每周一
•  寒假班：
  初学者：2020年1月7日
  已具备一定德语基础的学员：2019年1月
  7日至2月28日期间每周一

德语课程
•  每周24个课时(TE)，每课时45分钟，
  小班授课 
•  每周2个课时的讨论课
•  有辅导老师的在线教室可无限访问的在
  线数字化教室
•  每班最多15名学员

业余活动安排
•  每周2–3次活动：体育、娱乐和观光
•  周末出游，例如去康斯坦茨、弗莱堡、黑森
  林、斯图加特、斯特拉斯堡（法国）或者苏
  黎世（瑞士）
•  暑假班亮点：例如去欧洲主题公园
  Europa-Park Rust（2020年8月8日，
  66 €）
•  寒假班亮点：阿尔卑斯山滑雪（在雪况良
  好的情况下，只限高级滑雪者，160 €）

包含的服务
•  德语课程，德语分级考试，课程资料和培
  训证明
•  在卡尔•杜伊斯堡宿舍的单人间或双人床
  间、或寄宿德国家庭
•  培训日提供三餐，周末供应两餐
•  周一到周五的业余活动安排（包含门票）
•  短程公共交通票

儿童和青少年培训项目

内容和服务



5

住宿

根据培训项目类型而定，我们在拉多夫采尔
提供不同形式的住宿。这些住所都是我们精
心挑选的，以让学员住得舒适、有宾至如归的
感觉。这对年纪小、首次离开父母出远门的学
员来说尤其重要。

11-14周岁的儿童德语夏令营
度假农场
学员和辅导老师共同居住在距离拉多夫采尔
约17公里的洛赫米勒（Lochmuehle）度假农
场中。洛赫米勒农场提供丰富的活动项目并拥
有许多动物。男孩们和女孩们分开住在不同的
集体公寓中。两层楼的公寓最多可提供15个床
位，公寓中设有单独的浴室（包括浴室淋浴、卫
生间和盥洗池），并提供床上用品。

早晚在隔壁的餐厅就餐，中午的用餐地点位于
拉多夫采尔市。学员每天由辅导员带领乘坐公
共交通到拉多夫采尔市上课。

15-17周岁的青少年德语班
参加寒暑假青少年德语班的学员住在卡尔•杜
伊斯堡宿舍或由我们精心挑选的德国家庭中。
在课程日提供三餐，周末提供两餐。

为了让学员能够获得更精心和更全面的照顾我
们强烈建议16岁以下的学员寄宿德国家庭中。

德国家庭
我们的德国家庭都是非常热情的家庭，并欢迎
世界各地学员带来的国际氛围。生活在德国家
庭中的青少年很自然就融入到德国的日常生
活中。这里指的德国家庭不仅包含传统意义
上的家庭，也包括单身居住者、单亲家庭或合
住公寓。当有多个客人住在一个家庭里时，我
们将尽量不安排说同一种母语的人住在一起。

通常来说，学员与家庭共餐。周末的时候学员可
以自己做一些小菜，但大多情况是不提供厨房 

设施的。可能会出现学员在饮食习惯和进餐时
间方面与寄宿家庭有所不同。德国的早餐和晚
餐有时是冷餐，如面包、果酱，麦片和水果，以及
香肠、奶酪和沙拉。

宿舍
我们的宿舍位于拉多夫采尔城郊，环境安静、但
交通便利。来自世界各地的德语学习者住在一
起。宿舍房间简单实用，每个住房单元都设有
集体共享的洗手间（浴室、卫生间、盥洗池）和
厨房。我们提供床上用品和餐具，此外还有一
台洗衣机和一台烘干机。

接送服务 »60–001«
机场 单程，每人价格
从瑞士苏黎世机场到拉多夫采尔
从肺特烈港机场到拉多夫采尔
从斯图加特机场到拉多夫采尔

从瑞士苏黎世机场到艾格尔廷根
（语言夏令营的所在地）

160 €
140 €
300 €

180 €

拉多夫采尔火车站到艾格尔廷根 40 €

医疗保险、事故保险和赔偿保险  »60–002«
1周 20 €

特快专递费用 »60–004«
用特快专递寄送文件和数据 70 €

附加服务
根据需要我们还为我们的培训项目提供以下附加服务：

详情请参见: www.carl-duisberg-deyu-kecheng.com   +49 (0)7732/9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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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读德国中学项目

该项目让学生有机会在德国逗留较长时间，并
且借此机会学习德语。这不论是对年轻人的个
性发展还是其学业发展都是一个巨大的优势。

通过为期半年或一年的停留让学员完全融入德
国的日常生活。卡尔•杜伊斯堡公益中心拉多夫
采尔语言学院通常会安排学员进入德国中学9
年级或10年级。一个学年包括两个学期，上半学
期开始于八月和九月间，这取决于各联邦州的
规定，下半学期始于一月和二月间。

学校的选择
根据学员的个人和学业情况，卡尔•杜伊斯堡
公益中心将为其挑选合适的学校。公立和私立
（需交纳学费）学校均可供选择。每个学校都
有不同的特色和重点。

地理、历史、生物、物理、数学和社会学等学科
的课程均为德语授课，因此我们建议学员的德
语水平应达到欧洲语言共同参考框架（GER）的
B2等级，至少达到B1等级。我们的伙伴学校主
要集中在博登湖区。但也可以根据学员需要安
排到其他区域入学。

在当地的照管
卡尔•杜伊斯堡公益中心经验丰富的工作团队
负责学校与家长之间的所有事先交流。学员在
德国学习期间，我们乐意解答所有问题，并提
供精心的管理和照料。在项目进行期间，学员
住在德国家庭中。我们认识所有的寄宿家庭，
这些家庭都是经过精心挑选后才被选入在我
们项目中的。

博登湖区的学校 »30–101«
一学年（约11个月） 9.980 €
半学年（约6个月） 5.850 €
4个月 4.700 €
3个月 4.000 €

其它地区的学校 »30–101«
一学年（约11个月）/半学年（约6个月）4个月/3个月 请询价

儿童和青少年培训项目

学员要求
•  年龄：15周岁以上
•  德语水平：至少达到欧洲语言共同参考框
  架（GER）的B1等级, 建议：B2等级
•  在本国还没完成学业

持续时间
•  一个学年：8月/9月至来年的6月/7月
•  半学年：1月/2月至6月/7月，或8月/9月至
  来年的1月/2月
•  短期停留请另讯（3-4个月）

申请截止日期
•  一个学年：三月底
•  半学年：三月底或八月底
•  短期停留：在开学前至少提前4个月

包含的服务
•  在一所学校注册，安排到适当的年级
•  在一个德国家庭中寄宿，开学期间提供早
  餐，周末和假期提供早午餐
•  协助办理签证
•  保险套餐（医疗保险、事故保险和赔偿保
  险）

附加服务
•  根据需要提供机场接送服务

内容和服务

我在德国中学一学年的经历比我最初想的还要好很多。我真的很爱我的学校，我也
爱说德语，当然还有我的寄宿家庭！这一学年我真的十分开心！来德国学习是我至今
最明智的决定。虽然我也非常期待回到我的国家墨西哥，但是我真的很不想离开这
里。
Abril，参加德国中学项目的学员

请登陆我们的网站浏览更多的学员体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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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中学预备项目

提前在语言和跨文化能力方面作好充分的准备
会让学员在德国中学学习事半功倍。卡尔•杜伊
斯堡公益中心高质量的中学预备项目分别包括
德语强化课程、数学和自然科学的专业用语课
以及英语培训。学生会通过在线教室得到个性
化的辅导支持。入学前我们建议学员的德语达
到欧洲语言共同参考框架（GER）的B2等级，英
语达到B1（GER）的等级。

德语课程
中学预备项目的学生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其他
同龄和成年学员共同在小班制的强化培训班
中学习德语。我们资深的讲师会定期对学员的
学习进步情况进行反馈。学生可以依照自身情
况在在线教室巩固加深自己所学的知识。经验
丰富的辅导老师陪同学生小组课以外的学习
过程并且解答学生的各种问题。除此之外，我
们每周为学生提供不同的讨论课以及不受访
问限制的在线资料。

专业用语培训和英语培训
尤其在自然科学领域存在许多专业术语。水
平在B1（GER）级别以上的预备项目学员会在
小班中学习数学和自然科学的术语和专业语
言结构。除此之外学员还将参加每周两次的
小班英语课，用于巩固其英语水平。

业余活动安排
为了提高学员的交流能力，我们每周会安排不
同的业余活动。这样参与培训的学员就能在轻
松的环境中与世界各地的年轻人锻炼自己新掌
握的语言能力。

住宿与照管
在中学预备项目期间，学生住在我们精心挑
选的位于拉多夫采尔和周边的德国寄宿家庭
中。这样学生就有机会体验德国家庭的日常
生活，在入学前就对这个国家及其人民有更
好地了解。寄宿家庭还有卡尔•杜伊斯堡公益
中心的工作团队都乐意解答学员在逗留期间
的所有问题。

德国中学预备项目 »30–102« 价格/周
对15岁以上学员的集体授课 640 €
15岁以下学员的单人教学课程 1.490 €

真是一个美好的经历！我将把我在拉
多夫采尔度过的时光永远珍藏在记
忆中。居住在德国家庭的那个月对我
来说非常重要。日常的生活，每一天
在卡尔•杜伊斯堡公益中心的学习，
以及与世界各地的学员的交流互动，
这一切都是我人生中美好的礼物。 
Luca，德国中学预备项目学员

请登陆我们的网站浏览更多的学员
体验报告！

详情请参见: www.carl-duisberg-deyu-kecheng.com   +49 (0)7732/9201-0

内容和服务

时间
•  整年
•  持续时间：取决于已具备的知识水平

每周课程
•  德语强化课程，24个课时(TE)，每课时45分钟
•  讨论课每周2个课时
•  有老师辅导的在线学习室
•  无限制访问的数字化学习室
•  英语小班课程，4个课时
•  数学和自然科学小班课程（德语级别在B1以
  上的学员），每周2个课时

包含的服务
•  上述课程
•  每个课程结束后的成绩汇报
•  在精心挑选的德国家庭中入住（单人间或双
  床间）
•  一日三餐，包括课间饮料
•  公共短程交通票
•  保险套餐（医疗保险、事故保险和赔偿保险）
•  学校外的管理和照料，例如看病预约



在卡尔•杜伊斯堡公益中心语言学院学习德语

成人德语课程
不论是为学习还是为工作，卡尔•杜伊斯堡公益中心都可
为您提供高质量的德语课程。我们经验丰富的教育咨询
专家和讲师为您创造最佳的学习条件，这样您就可以百
分百地专注于您的学习目标，推动您的事业向前发展！

•  德语强化课程
•  德语一对一的教学培训
•  德语考试和考前准备
•  大学学习咨询，大学介绍以及进行入学准备

cdc.de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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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杜伊斯堡公益中心拉多夫采尔语言学院
Carl Duisberg Centrum Radolfzell • 地址：Fuerstenbergstrasse 1 • 78315 Radolfzell • 电话：+49 (0)7732/9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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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llow Us!

图片来源: Fotolia, Thekla Ehling, Stanko Petek, Eva Olbricht, Corbis, Paul Hoffmann

通过访问以下网址可以找到各种语言版本的关于我们培训课程、授课地点和一般商业条款的详情，
以及学员体验报告： 

www.carl-duisberg-deyu-kecheng.com

一般说明 
为了方便阅读我们在文章中决定通用男性化称呼。所有
男性名称也同指女性和其他各种性别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