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岛大学歌德语言中心 

地址：青岛市崂山区香港东路 9 号 青岛大学科技园 D 栋 西楼 5 楼             

电话: 0532-85950060  E-mail: info.qingdao@goetheslz.com  网址：www.qingdao.goetheslz.com       
 

Sprachkurs-Anmeldeformular  语言班报名表 
Persönliche Daten 个人情况 

Name, Vorname 姓名 Alter 年龄  Geschlecht 性别 

Geb. Datum 出生日期 Geburtsort 出生地 Staatsangehörigkeit 国籍 

Beruf 职业  

 

Passnummer 身份证号码 

Postleitzahl 邮编 Ort 省/市 地址 

Kontakt 联系电话 Schule/Universität 现任学校 Fach 专业 

E-mail  邮箱 

Für welchen Kurs bewerben Sie sich an? Bitte makieren Sie.     您想报哪个班? 请在您想参加的班级前打 

Sommer Standardintensivkurse 标准课程 

□ Sommerkurs  暑假班         

□A1  □ A2  □ B1.1  □ B1.2  □ B2.1  □ B2.2 

180 Unterrichtseinheiten  180 课时 

Preis ohne Rabatt: 4600 RMB 课程价格：4600 元 

Frühbucher-Rabatt für Externe: 4500 RMB 新学员预定优惠价：4500 元  

Frühbucher-Rabatt für Interne: 4400 RMB 老学员预定优惠价：4400 元 

 

Montag bis Samstag                     

周一至周六 
2014.07.27-2014.09.05  8:30-12:45  或者   13:15-17:30 

Jede Unterrichtseinheit enthält 45 Min. 每课时为 45 分钟 

＊Frühbucher——Am 17.07 endet der Rabatttag. 报名优惠时间: 2015 年 7 月 17 日之前 

＊在课程开始时我们会进行一次分级测试，并将根据您的实际情况为您选择课程。 

 

Angaben zur Lernergeschichte 学习情况说明 

Können Sie Pinyin? 您会拼音吗？     

□ Ja 是      □ Nein 否 

Können Sie Englisch? 您会英文吗？    

□ Ja 是  □ Nein 否 

Haben Sie Deutsch gelernt? 您学过德语么？    

□ Ja 是      □ Nein 否 

Wenn ja, wo und wie lange? 如果是，在哪里学的？学了多久？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Warum möchten Sie Deutsch lernen?   您为什么想学习德语？ □ Studium in Deutschland 赴德留学    □ Beruf 工作需要    

□ Andere Gründe? Wenn ja, welche? 有其他原因吗？如有，是什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Möchten Sie die Prüfung ablegen? 您想参加相应的德语水平考试吗？       □ Ja 是       □ Nein 否 

Wie haben Sie von uns erfahren? 请问您从何处获知我们的德语培训？ 

Internet 网络 Druckwerbung 折页 Zeitschrift/Zeitung 杂志/报纸 Freunde 朋友 Sonstiges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网络获知途径： 官网  新浪微博  人人网  腾讯微博  百度搜索引擎  Google 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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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大学歌德语言中心招生简章 

一、 报名条件 

参加语言班的学员须年满 16 岁，并具备基本的字母拼识能力。 

二、付费要求 

(一) 在申请报名和参加分级考试后，青岛大学歌德语言中心（以下简称中心）将会及时通知录取结果。被录取者应按时缴纳全额学费并报到上课，

否则取消录取资格。 

(二) 换班 

在该课程还有名额的前提下，学员允许在开课一周内选择同种形式的课程换班。 

（三）补课 

      如因个人问题造成的缺课，本中心没有义务为学员补课。 

三、解约 

如学员因故无法参加已注册的语言班，则按下列解约条件处理： 

(一) 如在语言班开课前的一周之前解约，需收取学费的 10% 作为管理费。如在语言班开课前的一周之内解约，需收取学费的 30%。在语言班开课

后，本中心原则上不予退费。  

(二) 必须由学员书面提出解约申请。具体处理以本中心收到您申请的时间为准。  

(三) 如遇重大自然灾害、重大疾病等特殊情况，由本中心与本人协商解决。 

四、语言班级别/一个班的学员人数 

(一) 本中心根据学员分级考试的成绩，安排学员具体的培训班级。 

(二) 不同的课程形式会有不同的人数限制。如果在新的一期语言班开课时，学员的人数低于最低人数，本中心保留取消或推迟开班的权利，并向学

员提出换班或退还所有学费的建议。 

五、学时证明 

学员的出勤率保证在 80%以上，就可以得到本中心开具的课时证明。学员们只有在拿到课时证明，且学业总成绩达到 60%以上，才可以继续参

加下个级别的课程。如果结业成绩低于 60%，则视为未完成这期课程，需要重修。有特殊情况则需要由教师决定是否举办补考，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补

考权利。 

六、学员的义务 

(一) 学员要严格遵守本中心的各项规定，以及授课地点——青岛大学敏行楼的管理条例。 

(二) 学员要自觉遵守中国法律法规，自行办理各种保险，承担相关责任。 

(三) 学员在上课期间不得使用笔记本电脑，并应将手机调节至静音状态，以免干扰授课。 

(四) 在本中心学习期间，学员需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妥善保管个人贵重物品。 

七、青岛大学歌德语言中心的责任 

(一) 本中心以及工作人员仅对于工作中的故意犯错和玩忽职守承担责任。对不可抗力造成的损失（如自然灾害，火灾、洪水、战争、官方的命令、

以及其它双方都无法控制的情况）本中心不承担责任。 

(二) 学员随身物品、贵重物品发生遗失，本中心不承担责任。 

(三) 学员在本中心办公及学习场所出现个人行为过失所造成的损失，需学员自行负责，本中心不承担责任。若学员对本中心的工作人员、其他学员

做出过激行为，或有意妨碍课堂秩序，本中心有权利视其情节严重性，终止其继续参加课程的权利，且不会退还课程费用。 

八、数据保护 

(一) 学员须同意本中心在日常的报名、换班及中途退学等工作环节中将其提供的个人资料记录在电脑中，以便登记和管理。 

(二) 报名时未作另行通知的情况下，学员须同意随时接受本中心的最新通知。 

九、本招生简章的最终解释权归青岛大学歌德语言中心。 

青岛大学歌德语言中心的员工已向我告知第三条，我已阅读并同意以上所有条款。 

Datum 日期: _____________  Unterschrift  签字: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