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dc.de
2020

在德國學習德語
德國博登湖畔的拉多夫采爾

德語課程

兒童和青少年培訓專案



在博登湖畔的拉多夫采爾市學習德語
卡爾•杜伊斯堡公益中心的語言學院是您在德
國值得信賴的優質培訓機構，例如距離瑞士不
遠的卡爾•杜伊斯堡公益中心拉多夫采爾語言
學院。我們的強化德語課程和多種多樣的培訓
專案幫助您以目標為導向習得語言知識與技
能。我們經驗豐富的工作人員將提供全面的輔
導與管理，讓年齡在11至17周歲的兒童和青少
年有機會參加我們豐富多彩的假期課程和幾個
月的德國學校學習。

Bildungsprogramme für Kinder und Jugendliche

博登湖畔的拉多夫采爾⸺ 擁有舒適氣氛和
極具吸引力的旅遊勝地
拉多夫采爾市是一個學習語言的理想之地：這
裡路途短，人們友善，我們來自世界各地的學
員在此都感到十分舒適。在這個僅有三萬居民
的小城，這樣的氛圍尤其適合學習和提高語言
知識能力，同時結識來自世界各地的青少年。

拉多夫采爾市濱臨博登湖畔，臨近瑞士、奧地
利和黑森林，因其優越的地理位置，利於進行
各種類型的郊遊和體育休閒活動。博登湖及
其周圍的優越環境是開展各種體育活動的理
想之地，在這裡您可以游泳、騎自行車、徒步
以及劃木舟。

卡爾•杜伊斯堡公益中心拉多夫采爾語言學
院
卡爾•杜伊斯堡公益中心拉多夫采爾語言學院
為學員營造一種親切、家庭般的氛圍。即使年紀
小的學員也能很快適應這裡的環境。

我們將竭力為年少的德語學習者提供全面的
照料與輔導，因為這對他們來說可能是第一
次出國經歷，所以我們理所當然會對他們進
行全面、精心的照料。
我們拉多夫采爾的語言學院位於老城區城市
花園附近的一座雅致的教學樓中。該語言學
院擁有9間授課教室、一間電腦室、一個小型
咖啡自助吧、一個可供聚會的地下室和一個
美麗的庭院。

您享受的優勢
•  以語言學習為重點的高品質假期專案
•  資深講師授課，並提供適合受眾群體的學
  習資料
•  在環境安全、舒適的小城中學習和生活
•  由我們經驗豐富的工作人員提供全面照
  料和輔導，給學員營造家庭般的氛圍
•  沒有父母陪同可以提高學員的自主獨立
  性和自信心

•  與來自世界各地的學員建立聯繫，促進社
  交和跨文化能力

在YouTube網站上您可以瞭解我們拉多夫采
爾語言學院的更多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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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情請參見: www.carl-duisberg-german-courses.com   +49 (0)7732/9201-0

兒童德語夏令營 

博登湖畔的拉多夫采爾語言學院的德語夏令
營為學員同時提供語言學習和享受假期的機
會！卡爾杜伊斯堡語言中心通過將德語課程
與豐富的業餘活動相結合，為11至14周歲的
兒童打造精彩的暑期專案。

語言夏令營以結合足球，都市編舞和娛樂活動
為重點，上午進行德語培訓，下午有趣的體育
運動項目讓學員動起來。在夏令營中使用的
語言大多為德語，這樣讓孩子所學的知識可以
在輕鬆的環境中得到運用和加深。豐富的活動
可以促進學員間互助合作，從而提高其社交能
力和團隊精神。

住宿和膳食
學員的膳食和住宿均安排在度假農場中。詳情
請參見第05頁。

德語課程
每週一至週五上午開展德語課程培訓。根據學
員已具備的德語知識劃分小組進行學習，每個
小組的學員不超過15人。在夏令營開始前會提
前進行一個小的語言分級測試。

業餘活動安排
下午的業餘活動（足球、街舞都市編舞或娛樂
活動）與來自世界各地以及德國的語言班學員
一同進行。業餘活動的體育項目適合所有有基
礎和零基礎的學員。週六會組織全天的郊遊。

•  地點：拉多夫采爾當地足球俱樂部
  (FC 03 Radolfzell）的訓練場地
•  教練：拉多夫采爾03足球俱樂部資深足球
  教練（德語為母語的人士）
•  活動安排：足球技巧方法學習，控球、傳球、
  運球、假動作和射門等 

•  地點：語言學院附近的體育館
•  教練：專業舞蹈老師和編舞者（德語為母語
  的人士）
•  活動安排：爵士舞與現代舞、嘻哈舞步，
  小型表演和個人簡短舞蹈的編排 

•  地點：在周邊不同的地點，根據活動和天氣
  狀況而定
•  輔導老師：有經驗的、熱愛體育運動的輔導
  老師（德語為母語的人士）
•  活動安排：在博登湖畔開展各種活動，
  如游泳、沙灘排球、馬戲團表演、劃木舟、
  野生動物園和遊樂園、篝火晚會、造木筏和
  農場奧運會

內容和服務

兒童 德語夏令營課程 足球 
»30–002«

都市編舞  
»30–005«

活動  
»30–006«

2 周 1.500 € 1.500 € 1.500 €
延長一周 750 € 750 € 750 €

年齡
•  11–14周歲

時間
•  2020年8月3日—2020年8月28日
•  期限：2—4周
•  抵達日：課程開始前的周日，最好是下午
•  返程日：課程結束後的週六，最好是上午

語言水準
•  德語基礎：已接受過1年的德語學習或水準達
  到歐洲語言共同參考框架（GER）的A1級別

學員人數
•  上午每組最多15名學員，下午依照參與的夏
  令營每組最多25名學員

德語課程
•  每週20個課時，每個課時45分鐘，最多15名
  學員

不同夏令營下午的活動安排（週一到週五）》
•  都市編舞：每天下午120分鐘訓練時間
•  足球：每天下午90分鐘訓練時間
•  娛樂項目：每天下午2-4個小時

包含的服務
•  德語課程、分級考試、課程資料和學員培訓證
  明
•  集體住宿和膳食（培訓日提供三餐，週末供應
  兩餐）
•  週一到週五的業餘活動安排（包含門票）
•  短程公共交通票
•  全方位照料和緊急呼叫電話

不包含的服務
•  蘇黎世機場與艾格爾廷根（Eigeltingen）之
  間的接送以及上醫療保險、事故保險和賠償
  保險（詳情請參見第05頁。）
•  週末郊遊：歐洲主題公園（66歐元），邁瑙島森
  林與島嶼活動日（30歐元），康斯坦茨水族館
  和城市觀光（30歐元）

我們也提供英語夏令營。詳情參見： www.carl-duisberg-sprachcamps.de

娛樂活動夏令營

都市編舞

足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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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德語班

我們為世界各地15至17周歲的青少年提供強化
德語培訓，並結合豐富多彩的業餘活動安排。在
暑期培訓課程中學員們一起在博登湖畔進行各
種休閒娛樂活動，在寒假培訓課程中學員們可以
共同探索周邊地區，還能在天氣晴朗的日子在阿
爾卑斯山或黑森林體驗各式各樣的冬季運動。 

住宿
學員會入住卡爾•杜伊斯堡宿舍或寄宿在德國
家庭中。對於16歲以下的學員我們強烈建議選
擇寄宿在德國家庭。這樣學員可以得到更全面
的照料，讓年紀小的學員也能快速適應。詳細
資訊請見第5頁。

德語課程
我們資深的講師為國際班學員提供生動的課
程，並定期對學習成果進行反饋。青少年們與
來自世界各地、年齡相仿的學員和成年人一起
參加強化德語課程。根據網上的分級測試結果
和上課第一天進行的口試向學員提供相應的
課程。學員們將通過討論課（每週2個課時）以及
在有輔導老師的面授課強化加深習得的知識。 

業餘活動安排
每週變化的業餘活動可讓學員在下午和週末的
時候有機會更進一步認識瞭解德國和德國人，同
時在輕鬆的環境中運用德語知識。此外，我們還
會安排遊覽州首府斯圖加特或大學城弗萊堡，讓
整個業餘活動安排變得充實圓滿。 

暑假培訓班
我們的暑期活動安排讓學員可以盡情享受戶外
運動的樂趣：游泳、腳踏船、在博登湖立式劃槳，騎
自行車探險或在玩沙灘排球之余欣賞湖邊美景。

寒假培訓班
就算外面刮大風或下雪，學員也可以在滑冰或滑
雪橇、去電影院、參觀博物館、打乒乓球、保齡球
或（室內）沙灘排球的輕鬆氛圍中練習德語。特別
亮點：在雪況好的情況下會安排到奧地利或瑞
士進行一整天的滑雪活動（只限高級滑雪者）。

學校班級和團體的德語培訓項目
您想以團體的形式遊歷體驗德國嗎？卡爾•杜伊斯堡公益中心向學校班級、大學和其他學
習團體提供德語培訓，並為學員量身定制業餘活動，如郊遊或參觀博物館。讓學員可以認
識瞭解德國首都柏林、萊茵河畔的大都市科隆、啤酒節的舉辦城市慕尼克或風景如畫的博
登湖區！ 詳情參見：www.carl-duisberg-german-courses.com

青少年暑期班 »30–001«
1周（宿舍，單人間） 650 €
1周（宿舍，雙人床間） 610 €
1周（德國家庭，單人間） 680 €

青少年寒假班 »30–003«
1周（宿舍，單人間） 580 €
1周（宿舍，雙人床間） 560 €
1周（德國家庭，單人間） 620 €

年齡
•  15–17周歲

時間
•  期限：2周以上
•  抵達日：周日下午
•  返程日：週六上午
•  暑假班：
  初學者：2020年6月2日、2020年6月29日
  或2020年8月3日
  已具備一定德語基礎的學員：2020年6月
  2日至8月28日期間每週一
•  寒假班：
  初學者：2020年1月7日或2020年2月10日
  已具備一定德語基礎的學員：2020年1月
  7日至2月28日期間每週一

德語課程
•  每週24個課時(TE)，每課時45分鐘，
  小班授課 
•  每週2個課時的討論課
•  有輔導老師的線上教室
•  可無限訪問的線上數位化教室
•  每班最多15名學員

業餘活動安排
•  每週2–3次活動：體育、娛樂和觀光
•  週末出遊，例如去康斯坦茨、弗萊堡、黑森
  林、斯圖加特、斯特拉斯堡（法國）或者蘇
  黎世（瑞士）
•  暑假班亮點：例如去歐洲主題公園
  Europa-Park Rust（2020年8月8日，
  66 €）
•  寒假班亮點：阿爾卑斯山滑雪（在雪況良
  好的情況下，只限高級滑雪者，160 €）

包含的服務
•  德語課程，德語分級考試，課程資料和培
  訓證書證明
•  在卡爾•杜伊斯堡宿舍的單人間或雙人床
  間、或寄宿德國家庭
•  培訓日提供三餐，週末供應兩餐
•  週一到週五的業餘活動安排（包含門票）
•  短程公共交通票

兒童和青少年培訓專案

內容和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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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

根據培訓專案類型而定，我們在拉多夫采爾
提供不同形式的住宿。這些住所都是我們精
心挑選的，以讓學員住得舒適、有賓至如歸的
感覺。這對年紀小、首次離開父母出遠門的學
員來說尤其重要。

11-14周歲的兒童德語夏令營
度假農場
學員和輔導老師共同居住在距離拉多夫采爾
約17公里的洛赫米勒（Lochmuehle）度假農
場中。洛赫米勒農場提供豐富的活動項目並擁
有許多動物。男孩們和女孩們分開住在不同的
集體公寓中。兩層樓的公寓最多可提供15個床
位，公寓中設有單獨的浴室（包括浴室淋浴、衛
生間和盥洗池），並提供床上用品。

早晚在隔壁的餐廳就餐，中午的用餐地點位於
拉多夫采爾市。學員每天由輔導員帶領乘坐公
共交通到拉多夫采爾市上課。

15-17周歲的青少年德語班
參加寒暑假青少年德語班的學員住在卡爾•杜
伊斯堡宿舍或由我們精心挑選的德國家庭中。
在課程日提供三餐，週末提供兩餐。

為了讓學員能夠獲得更精心和更全面的照顧我
們強烈建議16歲以下的學員寄宿德國家庭中。

德國家庭
我們的德國家庭都是非常熱情的家庭，並歡迎
世界各地學員帶來的國際氛圍。生活在德國家
庭中的青少年很自然就融入到德國的日常生
活中。這裡指的德國家庭不僅包含傳統意義
上的家庭，也包括單身居住者、單親家庭或合
住公寓。當有多個客人住在一個家庭裡時，我
們將儘量不安排說同一種母語的人住在一起。

通常來說，學員與家庭共餐。週末的時候學員可
以自己做一些小菜，但大多情況是不提供廚房
設施的。可能會出現學員在飲食習慣和進餐時
間方面與寄宿家庭有所不同。德國的早餐和晚
餐有時是冷餐，如麵包、果醬，麥片和水果，以及
香腸、乳酪和沙拉。

宿舍
我們的宿舍位於拉多夫采爾城郊，環境安靜、但
交通便利。來自世界各地的德語學習者住在一
起。宿舍房間簡單實用，每個住房單元都設有
集體共用的洗手間（浴室、衛生間、盥洗池）和
廚房。我們提供床上用品和餐具，此外還有一
台洗衣機和一台烘乾機。

接送服務 »60–001«
機場 單程，每人價格
從瑞士蘇黎世機場到拉多夫采爾
從肺特烈港機場到拉多夫采爾
從斯圖加特機場到拉多夫采爾

從瑞士蘇黎世機場到艾格爾廷根
（語言夏令營的所在地）

160 €
140 €
300 €

180 €

拉多夫采爾火車站到艾格爾廷根 40 €

醫療保險、事故保險和賠償保險 »60–002«
1周 20 €

特快專遞費用 »60–004«
用特快專遞寄送檔和資料 70 €

附加服務
根據需要我們還為我們的培訓專案提供以下附加服務：

詳情請參見: www.carl-duisberg-german-courses.com   +49 (0)7732/9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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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讀德國中學項目

該專案讓學生有機會在德國逗留較長時間，並
且借此機會學習德語。這不論是對年輕人的個
性發展還是其學業發展都是一個巨大的優勢。

通過為期半年或一年的停留讓學員完全融入德
國的日常生活。卡爾•杜伊斯堡公益中心拉多夫
采爾語言學院通常會安排學員進入德國中學9
年級或10年級。一個學年包括兩個學期，上半學
期開始於八月和九月間，這取決於各聯邦州的
規定，下半學期始於一月和二月間。

學校的選擇
根據學員的個人和學業情況，卡爾•杜伊斯堡
公益中心將為其挑選合適的學校。公立和私立
（需交納學費）學校均可供選擇。每個學校都
有不同的特色和重點。

地理、歷史、生物、物理、數學和社會學等學科
的課程均為德語授課，因此我們建議學員的德
語水準應達到歐洲語言共同參考框架（GER）的
B2等級，至少達到B1等級。我們的夥伴學校主
要集中在博登湖區。但也可以根據學員需要安
排到其他區域入學。

在當地的照管
卡爾•杜伊斯堡公益中心經驗豐富的工作團隊
負責學校與家長之間的所有事先交流。學員在
德國學習期間，我們樂意解答所有問題，並提
供精心的管理和照料。在項目進行期間，學員
住在德國家庭中。我們認識所有的寄宿家庭，
這些家庭都是經過精心挑選後才被選入在我
們項目中的。

博登湖區的學校 »30–101«
一學年（約11個月） 9.980 €
半學年（約6個月） 5.850 €
4個月 4.700 €
3個月 4.000 €

其它地區的學校 »30–101«
一學年（約11個月）/半學年（約6個月）4個月/3個月 請詢價

兒童和青少年培訓專案

學員要求
•  年齡：15周歲以上
•  德語水準：至少達到歐洲語言共同參考框
  架（GER）的B1等級, 建議：B2等級
•  在本國還沒完成學業

持續時間
•  一個學年：8月/9月至來年的6月/7月
•  半學年：1月/2月至6月/7月，或8月/
  9月至來年的1月/2月
•  短期停留請另訊（3-4個月）

申請截止日期
•  一個學年：三月底
•  半學年：三月底或八月底
•  短期停留：在開學前至少提前4個月

包含的服務
•  在一所學校註冊，安排到適當的年級
•  在一個德國家庭中寄宿，開學期間提供早
  餐，週末和假期提供早午餐
•  協助辦理簽證
•  保險套餐（醫療保險、事故保險和賠償保
  險）

附加服務
•  根據需要提供機場接送服務

內容和服務

我在德國中學一學年的經歷比我最初想的還要好很多。我真的很愛我的學校，我也
愛說德語，當然還有我的寄宿家庭！這一學年我真的十分開心！來德國學習是我至今
最明智的決定。雖然我也非常期待回到我的國家墨西哥，但是我真的很不想離開這
裡。
Abril，參加德國中學項目的學員

請登陸我們的網站流覽更多的學員體驗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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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中學預備項目

提前在語言和跨文化能力方面作好充分的準備
會讓學員在德國中學學習事半功倍。卡爾•杜伊
斯堡公益中心高品質的中學預備項目分別包括
德語強化課程、數學和自然科學的專業用語課
以及英語培訓。學生會通過線上教室得到個性
化的輔導支援。入學前我們建議學員的德語達
到歐洲語言共同參考框架（GER）的B2等級，英
語達到B1（GER）的等級。

德語課程
中學預備項目的學生與來自世界各地的其他
同齡和成年學員共同在小班制的強化培訓班
中學習德語。我們資深的講師會定期對學員的
學習進步情況進行反饋。學生可以依照自身情
況在線上教室鞏固加深自己所學的知識。經驗
豐富的輔導老師陪同學生小組課以外的學習
過程並且解答學生的各種問題。除此之外，我
們每週為學生提供不同的討論課以及不受訪
問限制的線上資料。

專業用語培訓和英語培訓
尤其在自然科學領域有存在許多專業術語。水
準在B1（GER）級別以上的預備項目學員會在小
班中學習數學和自然科學的術語和專業語言結
構。除此之外學員還將參加每週兩次的小班英
語課，用於鞏固其英語水準。 

業餘活動安排
為了提高學員的交流能力，我們每週會安排不
同的業餘活動。這樣參與培訓的學員就能在輕
鬆的環境中與世界各地的年輕人鍛煉自己新掌
握的語言能力。

住宿與照管
在中學預備項目期間，學生住在我們精心挑
選的位於拉多夫采爾和周邊的德國寄宿家庭
中。這樣學生就有機會體驗德國家庭的日常
生活，在入學前就對這個國家及其人民有更
好地瞭解。寄宿家庭還有卡爾•杜伊斯堡公益
中心的工作團隊都樂意解答學員在逗留期間
的所有問題。

德國中學預備項目 »30–102« 價格/周
對15歲以上學員的集體授課 640 €
15歲以下學員的單人教學課程 1.490 €

真是一個美好的經歷！我將把我在
拉多夫采爾度過的時光永遠珍藏在
記憶中。居住在德國家庭的那個月
對我來說非常重要。日常的生活，每
一天在卡爾•杜伊斯堡公益中心的學
習，以及與世界各地的學員的交流
互動，這一切都是我人生中美好的
禮物。 
Luca，德國中學預備項目學員

請登陸我們的網站流覽更多的學員
體驗報告！

詳情請參見: www.carl-duisberg-german-courses.com   +49 (0)7732/9201-0

內容和服務

時間
•  整年
•  持續時間：取決於已具備的知識水準

每週課程
•  德語強化課程，24個課時(TE)，每課時45分鐘
•  討論課每週2個課時
•  有老師輔導的線上學習室
•  無限制訪問的數位化學習室
•  英語小班課程，4個課時
•  數學和自然科學小班課程（德語級別在B1以
  上的學員），每週2個課時

包含的服務
•  上述課程
•  每個課程結束後的成績彙報
•  在精心挑選的德國家庭中入住（單人間或雙
  床間）
•  一日三餐，包括課間飲料
•  公共短程交通票
•  保險套餐（醫療保險、事故保險和賠償保險）
•  學校外的管理和照料，例如看病預約



在卡爾•杜伊斯堡公益中心語言學院學習德語

成人德語課程
不論是為學習還是為工作，卡爾•杜伊斯堡公益中心都可
為您提供高品質的德語課程。我們經驗豐富的教育諮詢
專家和講師為您創造最佳的學習條件，這樣您就可以百
分百地專注於您的學習目標，推動您的事業向前發展！

•  德語強化課程
•  德語一對一的教學培訓
•  德語考試和考前準備
•  大學學習諮詢，大學介紹以及進行入學準備

cdc.de
2020

即刻報名
卡爾•杜伊斯堡公益中心拉多夫采爾語言學院
Carl Duisberg Centrum Radolfzell • 地址：Fuerstenbergstrasse 1 • 78315 Radolfzell • 電話：+49 (0)7732/9201-0
傳真：+49 (0)7732/9201-92 • 電子郵件：radolfzell@cdc.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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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llow Us!

圖片來源: Fotolia, Thekla Ehling, Stanko Petek, Eva Olbricht, Corbis, Paul Hoffmann

通過訪問以下網址可以找到各種語言版本的關於我們培訓課程、授課地點和一般商業條款的詳情，
以及學員體驗報告： 

www.carl-duisberg-german-couses.com

一般說明 
為了方便閱讀我們在文章中決定通用男性化稱呼。所有
男性名稱也同指女性和其他各種性別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