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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堡 – 浪漫之城... 

...及科学之城 
海德堡——昔日普法尔茨选帝侯国的都城、加尔文主义的精
神中心、座落在景致优美的内卡河谷、气候尤其舒适宜人。
历史上、有许多诗人、画家和科学家都曾沉迷于海德堡的美
丽。十九世纪前期、这个坐落在内卡河畔的城市曾是德国晚
期浪漫主义最重要的中心。这一时期的主要代表诗人有阿尔
尼姆（Arnim）、布伦塔诺（Bretano）、歌德（Goethe）和埃
辛朵夫（Eichendorff）。 

海德堡大学（全名：鲁普莱希特-卡尔斯-海德堡大学Rup-
recht-Karls-Universitaet Heidelberg）建于1386年、是
德国最古老的大学。2019年7月、海德堡大学再次在德国大
学卓越计划（Exzellenzinitiative）中当选为德国“精英大
学”、并一如既往雄踞德国最优秀大学的顶尖前列。在多种
全球范围内高校的排名中（如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 
Times Higher Education World、 上海交大世界大学
学术排名 Shanghai Ranking、以及QS世界大学排名 QS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海德堡大学向来与慕尼黑
工大（TU）和慕尼黑大学（LMU）并称为德国最著名的三所
高校。

众多的文物古迹印证了这座内卡河畔大都市的悠久历史。海
德堡的地标建筑位于内卡河上70米处的国王宝座山上。海德
堡城堡遗址是德国最迷人的旅游景点之一、总能给人留下深
刻印象。（2019年海德堡城堡是最受国际游客欢迎的旅游
景点之一）。登上城堡后通过大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城
堡花园、即建成于17世纪前期的著名的 “Hortus Palati-
nus（宫殿花园）”。从城堡花园远眺可以看到海德堡的迷人
景致以及河对岸的哲学家小道。源于不同时期的建筑林立于
城堡的内院。选帝侯城堡的酒窖中陈列着世界上曾储藏过葡
萄酒的最大的贮酒桶！众人都为这只巨大的贮酒桶而感到震
撼、只有一个名叫佩克欧（Perko）的小矮人不以为然。身为
酒窖的看门人、每当有人问他能否把大酒桶里的酒喝光的时
候、他总会很泰然自若地回答“perché no（为什么不能呢?
）”、这也正是他名字的由来。
环游老城、巴洛克式建筑纹饰多样的墙壁和门窗引人注目。
老城区的中心是集市广场（Marktplatz）。广场上座落着基
督教新教的圣灵教堂（Heiliggeistkirche）和文艺复兴时期
风格的宏伟建筑“骑士之家”（"Zum Ritter"）。

圣灵教堂后面有许多古老的街巷、那里汇集了各类特色酒
吧和餐馆。横跨内卡河的老桥（Alte Brücke）是德国最美
丽的桥梁之一。离大学广场不远就是耶稣会教堂(Jesuiten- 
kirche)、建于18世纪早期、教堂中数量众多的玛丽亚像、圣
人像、是在经历了三十年战争以及普法尔茨王位继承战的混
乱之后、天主教重新在海德堡老城中站稳脚跟的象征。

海德堡四周茂林密布的葱郁山坡、使整个海德堡城沉浸在
赏心悦目的绿色中。海德堡的周边地区——内卡河谷古堡
悠悠、德国葡萄酒之路风光旖旎、上莱茵（Oberrhein）地
区人文景观丰富、欧登瓦尔特森林（Odenwald）和黑森林
（Schwarzwald）的山峰连绵——这一切可以丰富来自全
世界的游客的体验。

海德堡距离法兰克福、卡尔斯鲁尔/巴登巴登和斯图加特机
场都不远、无论从何方来访、都能轻松到达。

除了享有传统与浪漫盛名、海德堡也是享有国际盛誉的现代
化经济和科技之城。许多跨国公司和科研机构都座落在这
里、例如历史悠久的海德堡大学、科学院、德国癌症研究中心
（DKFZ）、四所马克思—普朗克研究院、欧洲分子生物学实
验室（EMBL）、亚洲与跨文化研究中心（CATS）、海德堡工
业印刷机公司的印刷媒体学院、SAS学院等。海德堡这样的
科技密度在德国城市中首屈一指、是以科学技术为导向的经
济发展的基础、并使人口仅为16万的海德堡进入德国一流
经济城市之列。

海德堡拥有为数众多的博物馆和歌剧院、是德国重要的文化
中心之一。文学在这座城市中随处可见。从2014年12月起、
海德堡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世界文学城市。连同莱茵
河-内卡河一带的其他都市化城市（最重要的如曼海姆、路德
维希港、施派尔、施韦青根、沃尔姆斯）、海德堡及其邻城的
各类跨地区文娱活动丰富繁多。

海德堡的耶稣会教堂(Jesuitenkirche)、建于1712-1759年

鲁普雷希特-卡尔斯大学的代表图书馆。 老桥与盘旋的徒步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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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学院-海德堡

从2021年起、语言学院还提供了ECL语言测试（欧洲现代语
言成就证书联盟）。ECL和telc证书由ALTE（欧洲语言测试
协会）认证、因此在申请签证时均被德国大使馆认可。 

我校全年开设密集课程和晚间课程、上课学员包括申请大学
学习的学生、来自世界各地对语言和文化感兴趣的人以及众
多知名企业的职员、如SAP、汉莎航空、海德堡工业印刷机
公司、海德堡水泥公司（HeidelbergCement）、西门子、
戴姆勒公司、日本电气(NEC)、Heipha、Brunel、巴斯夫化
学公司(BASF)、欧洲分子生物学实验室（EMBL）、海德堡
理论研究所（HITS）、德国癌症研究中心（DKFZ）、海德堡
大学以及其他公司与科研机构。另外、当地著名体育俱乐部
的外国体育明星、比如1899霍芬海姆队、莱茵-内卡狮队、
海德堡大学篮球队（USC Heidelberg）以及SV桑特豪森队
等、都曾在本校参加德语课程。

通过极具创新的混合课程、语言学习者可以体验到全新的、
面向未来的语言课堂。在混合课程的模式下、学生可根据自
己的需求、随时灵活更换上课方式 - 线下实体课或网络培
训。

不论在虚拟课堂、还是实体教室、都将是高资质的、经验丰
富的教师为学生授课。无论是个人还是团体、语言学院都能
根据客户需求调整上课时间及授课内容 。

具有特别意义的是国家认证的外语职业培训学校、学校提供
全日制教学、学员可获得外语秘书、欧洲秘书、世界贸易秘书
以及笔译员等资质证书。语言学院是德国南部地区唯一一所
提供国家认证的日语语言培训的学校。其它被国家认证的培
训语言还有：中文、英语、法语、西班牙语和俄语。

语言学院还承办Erasmus+计划内的实习生项目。在此欧盟
的教育计划中、年轻人可以在海德堡接受语言培训、然后进
入企业完成实习。

国际语言学校
F+U语言学院位于海德堡这座历史悠久的大学城城市中心、
距内卡河仅数米之遥。从学校教学楼远眺、海德堡老城区、
城堡及内卡河的美景尽收眼底。

每年参加德语课程的学生来自100多个国家。国际化的学校
使学生有独特的机会去结识不同语言与文化背景的人、并可
以在学校的走廊、休息室、在每周多次的文化体育活动中通
过会话深化所学语言知识。

我校拥有50间多媒体教室（夏季增至65间）、3间共计装有
50台电脑的计算机房、免费网络连接及无线网。语言学院优
越的地理位置、确保学生在海德堡的语言学习将成为一段独
特的经历。

我们有约320间寝室的学生宿舍、学校寄宿部、公寓、学校宾
馆以及众多家庭寄宿、可全年为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提供住
宿。

语言学院以对外德语为专业领域、在德语教学领域一直处于
世界领先地位、无论是全天上课的密集课程、在职人士可选
的晚间课程还是一对一课程。不能来当地参加课程的学员、
也可参加网络课程、以通过在线培训自己的提高语言能力。

作为国际考试中心、语言学院是举行国际认证考试的典范机
构。除了最著名的语言考试——托福TOEFL®（英语作为外
语能力考试）、雅思考试(IELTS)、德福TestDaF（德语作为
外语能力考试）、我校还具有举办以下考试的资格：TELC（
欧洲语言证书、如：高校C1、德语证书、职业德语证书）、托
业TOEIC®（国际交流英语测评）、LCCI（伦敦工商业联合
会认证考核）、ECDL(欧洲计算机操作执照)、TestAS（对申
请大学的外国学生学习能力的一项评估）、WiDaF（经济德
语考试）以及OnSet（德语和英语在线分级考试）。

选择F+U语言学院——最重要的原因:
• 教学实力雄厚、课程丰富：F+U集团旗下有大学（VICTO-

RIA）、两所国际职业学院（iba、ISBA）、双语学校（小学、
文理中学）、一所实科中学、职业文理高中以及多个职业与
外语类高等专科院校。自2017年9月起F+U集团为国际中
学生提供IB国际课程（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
及IB准备课程的英语高级中学阶段课程。

• 国际寄宿学校：为未成年长期学员（14岁以上）以及在7
月、8月青少年校园Jugendcampus24的学员提供住宿。

• 24小时电话服务热线——每周七天。
• 考试中心：托福(TOEFL®)、雅思（IELTS）、德福（Test-

DaF）、欧洲语言证书（TELC）、ECL（欧洲现代语言成就
证书）、TestAS、 托业（TOEIC®）、OnSet等。

• 国家认证的外语职业培训学校
• 是以下重要机构的会员以及合作伙伴：FaDaF（对外德语

专业协会）、FDSV（德国语言游学协会）、VDP（联邦德语
教育联盟）、EALTA(欧洲语言测试与评估协会)、AOK（地
方医疗保险）、Eurohodip（欧洲酒店培训）、DRV（德国
旅行社联盟）、莱茵内卡-奥林匹克基地（Olympiastütz-
punkt Rhein-Neckar e.V.）、德国青年旅社（德语es Ju-
gendherbergswerk）。

• 承诺所有课程全年开班 （详见第15页）
• 多种住宿选择：大学生宿舍、公寓、寄宿家庭或学校宾馆

Bayrischer Hof
• 国际化的氛围 (2019年来自超过115个国家的学生) 
• 地处德国最迷人城市的黄金地段
• 高性价比

所获奖项

German Language
School

Winner 2017

我校位于海德堡Hauptstrasse 1（主街1号、老城）上的
Darmstaedter Hof Centrum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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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学院2023年文化活动亮点
也请参考我们的文化活动项目安排，详见第30页。

文化项目亮点

2023年1月21日 黑森林（Schwarzwald）(雪山)徒步

2月中旬 施瓦本哈尔（Schwaebisch Hall）
的狂欢节Hallia Venezia

2023年3月25日 罗滕堡 (陶伯河) Rothenburg o.d. Tauber

2023年4月22日 斯特拉斯堡（Strassburg）

2023年5月20日 施韦青根宫殿 (Schloss Schwetzingen)

2023年6月17日 古罗马城——拉登堡
(Roemerstadt Ladenburg)

2023年7月8日、
7月22日、8月12日 沿内卡河（Neckar）游城堡

2023年8月19日 位于鲁斯特(Rust) 的欧洲公园
(Europapark)

2023年9月9日 迪克海姆的香肠市场
(Dürkheimer Wurstmarkt)

2023年10月14日 法兰克福（Frankfurt ）景仰歌德
(Goethe) 及购物

2023年11月11日 辛斯海科技博物馆
(Technik Museum Sinsheim)

2023年12月9日 纽伦堡的圣诞市场
(Nürnberg Weihnachtsmarkt)

3月 - 4月 海德堡之春音乐节
(Heidelberger Frühling)

4月 - 5月 海德堡戏剧节（Stückemarkt）

4月- 5月 施韦青根音乐节
(Schwetzinger Festspiele)

4月、5月 另类春天（Alternative Frühling）

6月、7月、9月 海德堡老桥-城堡灯光焰火节

6月 海德堡文学日
(Heidelberger Literaturtage)

6月 曼海姆国际席勒节（Internationale  
Schillertage Mannheim）

6月 – 7月 海德堡城堡戏剧节
(Heidelberger Schlossfestspiele)

7月 曼海姆之夏（Mannheimer Sommer）

7月 – 8月
路德维希港的国际街头戏剧节 
(Internationales Strassentheaterfesti-
val Ludwigshafen)

7月 尼伯龙根节（Nibelungen-Festspiele） 
-沃尔姆斯（Worms）

8月 - 9月 德语电影节

9月 海德堡文学之秋 
(Literaturherbst Heidelberg)

9月底 海德堡之秋（Heidelberger Herbst）

10月 法国周（Franzoesische Woche）

10月 - 11月 国际爵士乐节Enjoy Jazz-海德堡

10月 - 11月 海德堡戏剧日
(Heidelberger Theatertage)

10月 - 12月 路德维希港戏剧节
(Festspiele Ludwigshafen)

12月 海德堡圣诞市场

推荐：莱茵-内卡都市圈节庆活动

时间安排可能会有变动。

位于海德堡市集广场的圣诞市场

内卡河上的哲学家小花园（Philosophengaertchen) 
-可俯瞰城堡与内卡河 可看到古老的大学的主街侧路Grosse Mantelgasse街景

海德堡城堡烟花秀下的老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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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能力分级

GERS
级别

每级
别学
时

语言证书
课程持续时间
（每级别）英语 德语 法语、意大利语、日语、

俄语、西班牙语 

A1 160
英语A1、  

TOEIC® 10-1201 入门德语1
法语 A1、意大利语 A1、 
俄语A 1、西班牙语 A1

每语言级别需160课时、
在学员规律上课并课后自
律大量复习的前提下、根据
所选课程的密集程度在六

至八周内完成。

一对一授课：
完成一语言级别所需的总
课时大约可降低50%。

A2 160
英语 A2、 

TOEIC® 120-2251 入门德语2、ECL
法语 A2、意大利语A2、 
俄语A2、西班牙语A2

B1 160

英语 B1、 
商务英语B1、 

TOEIC® 226-5501、
TOEFL® 57-86、

笔译员

德语证书、外来移民德语考试、
ECL

FSK2（汉、日、俄语）
法语B1、意大利语B1、 

俄语B1、
西班牙语初级文凭B1

B2 160

英语 B2、 
商务英语B2、 

TOEIC® 551-7851、
TOEFL® 87-109

德语B2、B2职业德语、
B1/B2护理、德福DaF 3 

(B2.1-B2.2)、 DSH 1、ECL

FSK2（法语+西班牙语）
法语 B2、意大利语B2、 

俄语B2、
西班牙语中级文凭B2

C1 160
FSK2 英语 C1、 

TOEIC® 786-9451、 
TOEFL® 110-120

德语C1、C1高等院校、C1职业、
B2／C1 医学、德福DaF4

(B2.2-C1.1)、 德福DaF5(C1.1-
C1.2)、 DSH 2、 ECL

法语C1 、
西班牙语高级文凭C1

C2 400
笔译员、英语C2

TOEIC® 946-9901 DSH 3、德语C2
笔译员

法语C2、西班牙语高级文
凭C2

1 此处显示的托业TOEIC®考试结果指听力与阅读。
2 FSK为国家认证的外语秘书、欧洲秘书、世界贸易员的培训。

GERS
级别 听 读 说 写

A1 可以理解简单的句子 可以看懂简单的句子 用有限的单词量表达 可以写简短的明信片

A2 可以理解简短清楚的消息中的
主要信息

可以阅读简短的文章(如私人
信件)

在日常生活情境中用简单句
子表达

可以写简短的记录、通知和私
人书信

B1 可以理解关于工作、学习、业
余时间等话题中的主要信息

可以阅读理解日常文章
可以参与到关于家庭、爱好、
工作的谈话中

可以就熟悉的话题写简单的、
有逻辑结构的文章

B2 可以听懂较长的谈话或演讲、
可以看懂大多数的电视节目。

可以阅读报刊和文学性散文 可以自发并流利地自我表达
可以写一些具体的文章阐述
自己的观点、如作文、报道或
信件

C1 可以不太费力地理解较长的
演讲和电视节目

可以阅读复杂的专业文章及
文学文章

可以自发、流利、灵活并精准
地表达

可以清晰并有结构地表达复
杂的事实

C2 可以理解语速很快的复杂
演讲

可以轻松阅读所有文章
可以轻松参与所有的会话和
讨论

可以撰写并谈论高标准的、
复杂的文章

欧洲语言公共参考标准（德语缩写GeRS）

A1

A2

语言入门

语言基础

B1

B2

中级语言能力

中高级语言能力

C1

C2

高级语言能力

杰出的语言能力

海德堡城堡是德国最著名的景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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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考试中心国际考试中心

考试名称 语言 考试说明 2023年考试日期 费用1

Test WiDaF® 
经济德福

德语
评测相关从业人员德语水平的标
准化考试 (A2-C2) 

详询约定考试时间 180 €

TOEFL iBT®
新托福

英语

高校入学证明、尤其针对各专业
学士、硕士（文科、工程学、理科、
商科等）学习、以及工商管理学
硕士等

考试日期在本宣传册出版时尚未
公布

245 US$
（美元）

青少年TOEFL® 英语
中小学生英语能力测试与证书：
一些中小学国际交流项目的录
用条件

详询约定考试时间 180 €

TOEIC®
国际英语交流测试

英语 世界上最通用的商务英语考试 听力&阅读 及 口语&写作：
详询考试时间

180 € 各
(至少3名考

生)

IELTS
雅思

英语
就读大学、移民或工作具有足够英
语语言技能的证明

详询约定考试时间 226 €

外语通讯员
德语作为外语、英语、
西班牙语、法语、日语、
中文、俄语等

国家认证的语言能力：中文、英
语、法语、日语、俄语及西班牙
语。
本校正在申请对德语（作为外语）
语言能力的资格认证。

德国工商联合会(IHK)也提供其他
语言的考试。

详情请具体咨询。

培训于2023年9月11日开始

每种语言
150€、
秘书考试

150€

欧洲秘书 英语、西班牙语、法语

世贸通讯员 英语、西班牙语、法语+
日语、俄语或中文

笔译员 英语、西班牙语、法语等

本校内部语言考试 德语、英语 a) F+U 学生75起€  
b)外校学生€115（含报名费）

考试名称 语言 考试说明 2023年考试日期 费用1

TestDaF
德福考试

德语
德国大学入学注册的必要语言证
明、等同DSH

网上考试：2月14日、4月11日、
6月13日、七月后的考试时间请
详询
传统纸质考试：3月9日、 
5月11日、10月11日

195 €

ECL 
A2-C1

德语
在签发签证时、德国大使馆承认
该证书作为语言能力证明

2月4日、6月10日、8月16日、
9月30日、11月25日

160 €

telc 
欧洲语言证书

德、英、俄语（其它语言
请详询）

外语能力证明：A1-A2、B1、
B2、B1/B2/C1 + 职业

详询约定考试时间 160 € 起

telc
A1-C2 
C1 高校

德语
外语水平证明、

telc高校德语C1 与 德福考试
Daf和DSH具有同等效力

1月14日、2月4日、3月11日、
4月1日、5月13日、6月10日、 
7月8日、8月5日、9月30日、
10月14日、11月25日、12月2日 

160 €

telc
B1／B2护理
B2／C1医学

德语
考试可证明相关认证机关单位和
医疗机构对医护人员所要求的专
业德语能力

详询约定考试时间 160 € 起

DTZ 
移民德语考试

德语
通过考试可证明A2-B1语言能
力、在办理永居（Niederlas-
sungserlaubnis）时受官方认可

详询约定考试时间 100 €

职业德语考试 
A2-C1 (DTB)

德语
DeuFOEV（德国政府补助德语
课程）结业考试、此证书可证明与
工作世界相关的语言技能

详询约定考试时间 100 €

TestAS
德适考试

德语或英语
对外国学生就读大学能力的评
估、尚未列入大学入学必考项目

网络考试：3月15日、6月3日、
11月30日；
传统纸质考试：2月23日、
4月22日、10月21日

135 €

onSET
在线德语／英语分
级考试

德语或英语
在线测试（A2 – C1）、可全球随
时查询成绩

详询约定考试时间
22、50 €

（至少3位参
加者)

1 截至2022年7月

1 截至2022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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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信息

• 报名费（首次报名）：50€（两人：30€/每人；三人：25€/
每人；四人及以上：20€/每人）

• 家庭优惠：课程费的10%
• 免费服务：分级水平测试、中期测试、使用学生电脑（三间

电脑房内的50台电脑）、无线网络、上课证明、有关行政当
局的证明、学生证、介绍语言交换、帮助新生了解、融入环
境。

• 教材资料：
 - 网络课程/或线上参加课程：每语言级别50€、电子教材。
 - 实体课程/参加实体课程：每语言级别35-60€、印刷或复
印教材。 

• 该册中提供的价格与相关服务在新价目表发行之前有效。
（不排除偶有错误）

• 德语与英语的价目表为准。所有其它语种的翻译仅做参
考。

• 公益性教育机构：F+U的大部分服务免增值税。
• 语言等级：A1-C2（若课程介绍未作其他说明）
• 最多上课人数：实体课：15名学生；线上网课及混合课

程：20名。
• 最少参课人数：6人。
• 开班承诺：若学生也有意愿、即使上课学生人数低于开班

要求的下限（6名）、也可开课。一班为3-5名学生时、实际
授课课时数则减少25%；1-2名学生、课时数减少50%。 

• 通常上课时间: 周一至周五：07:15-20:00； 周六：10:00-
16:00；（详情请见第17页）

• 校行政管理工作时间：周一至周五：07:30-19:00、周
六：10:00-16:00

• 由高资质、经验丰富的教师授课。
• 一课时为45分钟。
• 最低年龄限制：团体课程：16岁；儿童班（德语与英语课）

：6岁。
• 停课的公共假期：1月1日、4月7日、4月10日、5月1日、5月

18日、5月29日、6月8日、10月3日、11月1日、12月25日与
26日(所缺课时可以在课程结束时补上——学生需要最迟
在各公共假期的前一天14:30前提出书面补课申请) 。

• 学校假期：密集课程以及单人课程全年开班、学员可自行
申请“假期”。夜间课程学员假期为2023年12月25日至
2024年1月1日（请参考“个人假期”）。

• 个人“假期”：密集课程以及单人课程全年开班、学员可自行
申请“假期”。（所选课程的课时、将根据书面申请并由学
校批准的假期时长而延长）：
 - 密集课程：每课程阶段（12课程周）允许最多2周的“假
期”（周一至周五）；最晚于假期开始前的周四16:00前提
交申请。休假时长为至少整一周(周一至周五)。必要时、请
不要忘记延长房间租赁。
 - 夜间课程：最晚在课程当天16:00前申请。
 - 单人课程、封闭小班课程、公司培训：最晚在上课的前一
天的14:00之前提交申请可免费取消。若课程在周一、则
需最晚之前的周六的14:00前申请。

• 如需更换课程等级、课制、请最迟在前一周的周四16：00
前在秘书处申请。

• 退课：在课程开始的三个星期以前申请、可免费退课。之后
将收取如下费用：课程开始前一个星期：100€；课程开始
前的周五12:00前：150€；在此之后、但是课程开始之前：
扣留报名费用、及两星期的课程费、单人课程另收取两节课
的课时费。

• 在课程开始后退课或减少课程、只有在在法律规定的情况
下可行。（参见一般合同条款AGB）

• 取消在语言学院租赁的房间：遵循整六星期通知期的前
提、并支付100€取消手续费。（更多规定见第46页、及我
们的一般合同条款(AGB)  

• 国际考试中心：可在我校参加各种全世界认证的考试：托
福TOEFL®、雅思（IELTS）、德福TestDaF、欧洲语言证书
telc、ECL（欧洲现代语言成就证书）、德适考试TestAS、
托业TOEIC®、OnSet（德语和英语在线分级考试）等。

• 我校语言课程为职业相关、或为申请大学做准备、课程结
业后取得国际认证语言资格证书。

• 我校备有无障碍通道和残疾人士专用洗手间

文娱活动
我们定期在下午为学生安排活动。文娱活动包括海德堡市区
观光、郊游、短途旅行、体育活动以及共同的游戏之夜。可在
秘书处办公时间报名。（参见第30页）

圣人山山塔（der Heiligenbergturm）是位于内卡河右岸的观景塔、就在圣斯蒂芬修道院(Stephanskloster)  露天圆形剧场（Thingstaette）的不远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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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费（首次报名）：50€（两人：30€/每人；三人：25€/每人；四人及以上： 
20€/每人）

家庭优惠：课程费的10%

我校可根据不同的个人需求与标准、为学员量身制定课程——无论是想要获得
某种语言的基础知识、深化某行业的专业语言技能、还是想在国外度假时彰显外
语技巧。学员可灵活选择语言课程的形式：在我们学校的课堂、在公司内部、抑或
在全球范围内随时随地、无任何限制地实时在线上课。

在位于俾斯麦广场的语言学校上实体课
语言学院拥有50个多媒体教室和三个共有50台电脑的计算机房、提供免费互联网连接及无线网链接、逾100位经验丰富的高
资质教师。这些使F+U语言学院可以满足有效、成功组织符合不同需求的语言课程的所有前提条件。得益于语言学院在海德
堡中央交通枢纽俾斯麦广场（Bismarckplatz）的中心位置、可以通过各种交通方式轻松到达学校

全球随时随地可以参加的语言课程、真人实时授课
在虚拟教室中、我们的老师通过实时互动课程协助学生们的语言学习。可协商任何开课时间、具体上课时间可根据学生的意愿
灵活安排。在最新的技术与经验丰富的老师的支持下、学生可深化外语及专业语言技能。
我们可为中小学生提供各门学科的课后辅导课。只需稳定的宽带互联网连接、一台有摄像头和耳机的电脑或笔记本、平板电
脑、便可参加网络课程。也可使用智能手机参加网络课程、但出于教学法的考虑、我们建议学生仅在紧急情形下使用手机参加
课程。

公司内部培训
您的员工需要与行业相关的语言课程、他们应该能够在国际舞台上自信地交流？我们可提供20多种语言的定制语言培训、例
如德语、英语、中文、日语、西班牙语或法语。
可选单人课程或小组课程：在我们的语言课程中、从入门级别到高级语言技能、您的员工都能接受有效的课程。通过个性化的
教学计划、我们将迎合课程参与者及其应用领域的需求。

德语、英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 1 学生 2 学生 3-7 学生

1-49课时 32 € 40 € 50 €

50课时起 27 € 35 € 45 €

俄语、波兰语 1 学生 2 学生 3-7 学生

1-49课时 35 € 43 € 53 €

50课时起 30 € 38 € 48 €

阿拉伯语、汉语、法语、日语、土耳其语言 1 学生 2 学生 3-7 学生

1-49课时 38 € 46 € 56 €

50课时起 33 € 41 € 51 €

所有其他语言 1 学生 2 学生 3-7 学生

1-49课时 42 € 50 € 60 €

50课时起 37 € 45 € 55 €

以上费用为每课时费（每课时45分钟）。
5人以上团体课程的费用参见第25页和第26页

定制课程（实体课-网课-公司内部课程）定制课程（实体课-网课-公司内部课程）

优势概览
• 可试听一课时、试听前不需交报名费、在第二课时缴纳报名费。
• 预约课时的前一工作日14:00前书面通知 languages@fuu.de、可免费取消该课时。
• 上课进度与上课内容根据学生需求设定、保证灵活的课程设置及活跃互动的课堂氛围。
• 我校的德语课学员来自世界各地：英国、美国、日本、中国、法国、意大利、俄罗斯、巴西、西班牙等、极易进行免费语言交换。
• 其他语言课程: 阿拉伯语、巴西葡萄牙语、保加利亚语、中文、德语、英语、法语、格鲁吉亚语、希腊语、意大利语、日语、克罗

地亚语、荷兰语、波兰语、葡萄牙语、罗马尼亚语、俄语、瑞典语、塞尔维亚语、西班牙语、捷克语、土耳其语、乌克兰语、匈牙
利语 (其他语言请详询)

通常上课时间：周一至周五：07:15 – 20:00；周六：10:00 - 16:00 

附加费：
• 非通常上课时间（见上）：加收25%     
• 专业语言I：经济I：基础；文学；考试准备I（德福考试TestDaF、DSH、telc、ELC）；翻译培训：加收15％
• 专业语言II：医学I：基础；护理专业；技术；考试准备II（雅思、托福、托业TOEIC）：加收25％
• 专业语言III：经济II和医学II：专业语言、加收50%
• 专业语言IV：考试准备III（GMAT、TestAS、IHK笔译员考试）：60€/每人/每课时。（团体课请另询）。

公司内部培训：
• 海德堡市区内附加费为30％（每天上课至少2课时 ）*
• 海德堡市外附加费为50％（每天上课至少3 课时）* 
*再加从学校到授课地往返每公里0.30€交通费

考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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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心所愿学语言：实体课、网课或混合课
想提高语言技能并体验德国最美丽的城市之一吗？那我们的实体语言课是最合适的！在
海德堡、让语言课程成为全方位的独特体验。
在保持向来的高质量的同时、我们的混合课程还极具灵活性。通过混合课程的模式、学员
可自己选择参加线上或实体课程：依赖最新技术、线上课和实体课的学生可共同学习、并
与授课教师互动。

报名费（首次报名）：50€（两人：30€/每人；三人：25€/每人；四人及以上：20€/每人）
教材资料：网络课程/或线上参加课程：每语言级别50€、电子教材；实体课程/参加实体课程：每语言级别35-60€、印刷或复印教材。 
家庭优惠：课程费的10%。单人课程（标准德语）：团体课时费加25€/45分钟。
语言等级：A1-C2（若课程介绍未作其他说明）
最多上课人数：实体课：15名学生；线上网课及混合课程：20名。
最少参课人数：6人。
开班承诺：若学生也有意愿、即使上课学生人数低于开班要求的下限（6名）、也可开课。一班为3-5名学生时、实际授课课时数则减少25%； 
1-2名学生、课时数减少50%。 

成人德语课 

经典课程
开课日期: 课程1-8: 所有级别、零基础学员除外、全年每周一。零基础学员: 1月9日、2月6日、3月6日、4月3日、5月8日、6月5日、7月3日、 
7月17日、8月7日、8月21日、9月4日、10月2日、11月6日、12月4日。课程9-11: 请详询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课堂形式 课程描述 课时 / 

每周
上课时阿

周一至周五

灵活的课程持续时间
(每周学费、预付可享受优惠)

1-4 
星期

5-15 
星期

16-23 
星期

24星期
及以上

1 密集课程20 课堂形式 标准德语 20 09:00-12:15 95 € 90 € 80 € 75 €

2 密集课程20 线上网课
标准德语、从 C1水平可选  

备考课程、或从 B2水平可选
经济德语 

20 09:00-12:15 190  € 170 € 145 € 135 €

3 优选课程 30 实体课 标准德语、从 C1水平可选 
结合 备考课程 30 09:00-12:15

13:00-14:30 245 € 225 € 195 € 185 €

4 密集课程20 + 
模组课程10 实体课

标准德语、可选 结合 备考
课程

20 
+ 10

09:00-12:15
13:00-14:30 245 € 225 € 195 € 185 €

5 密集课程20 + 
模组课程10 实体课 20 

+ 10
09:00-12:15
13:00-14:30 245 € 225 € 195 € 185 €

6 超密集课程40 线上网课
标准德语、从 C1水平可选  备
考课程、或或从 B2水平可选
经济德语或申请（学校）训练

40

08:00-
08:45

09:00-12:15
13:00-14:30
14:45-15:30

320 € - - -

7 模组课程10 实体课 深化课： 标准德语 10 13:00-14:30 95 € 90 € 80 € 75 €

8 模组课程10 混合课 深化课：德福 TestDaF- 或
telc C1 高校-  或DSH-备考 10 13:00-14:30 95 € 90 € 80 € 75 €

9 TestDaF 15 线上网课 线上网课 15 13:00-15:30 95 € 90 € - -

10 密集课程15 线上网课 B1起 - 标准德语 15 13:00-15:30 95 € 90 € - -

11 密集课程30 线上网课 B1起 – 夏季课程 30 09:00-12:15
13:00-14:30 145 € 140 € - -

套餐选择：密集课程20 + 住宿 

密集课程20 (2号课程)

语言课程
A1

8 星期
1.360 €

语言课程
A2

16 星期
2.320 €

语言课程
B1

24 星期
3.240 €

语言课程
B2

32 星期
4.320 €

语言课程
C1

40 星期
5.400 €

密集课程20 (2号课程) + 住宿

首次报名语言课程收取 50欧元注册费。
申请宿舍或寄宿家庭、收取 95 欧元管理费和 150 欧元的押金（可退还）（12 周的租金：400 欧元押金）。
语言课程根据欧洲语言共同参考标准设置、详情参见第 12-13 页。
住宿优惠参见第 40 页及后几页。

语言课程+
住宿A

A1
8 星期

2.520 €

语言课程+
住宿D或E

A1
8 星期

3.560 €

语言课程+寄宿
家庭及半餐饮A

A1
8 星期

3.480 €

语言课程+
住宿A

A2
16 星期
4.400 €

语言课程+
住宿D或E

A2
16 星期
5.760 €

语言课程+寄宿
家庭及半餐饮A

A2
16 星期
6.400 €

语言课程+
住宿A

B1
24 星期
6.120 €

语言课程+
住宿D或E

B1
24 星期
8.280 €

语言课程+寄宿
家庭及半餐饮A

B1
24 星期
9.360 €

语言课程+
住宿A

B2
32 星期
8.160 €

语言课程+
住宿D或E

B2
32 星期
11.040 €

语言课程+寄宿
家庭及半餐饮A

B2
32 星期

12.480 €

语言课程+
住宿A

C1
40 星期

10.200 €

语言课程+
住宿D或E

C1
40 星期

13.800 €

语言课程+寄宿
家庭及半餐饮A

C1
40 星期

15.600 €

对申请人的
最高优惠

如果您被我们的大学或者和我们有合作的职业学院 (iba和ISBA | University of Cooperative 
Education合作教育大学、 Victoria维多利亚大学 |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应用科学大
学)录取、在成功入学后、您将获得25%的语言课程费用后续优惠。

混合教学 面对面教学与线上直播教学相结合（详情可见第18页描述）

考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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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德语课

特殊课程
开课日期: 课程12-16及22：1月9日、2月6日、3月6日、4月3日、5月8日、6月5日、7月3日、8月7日、9月4日、10月2日、11月6日、12月4日
课程17-21：请详询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课堂形式 课程描述 课时 / 

每周
上课时阿

周一至周五

灵活的课程持续时间
(每周学费)

1-4 
星期

5-15
星期

16星期
及以上

12 商业信函I

实体课

商业交流 5 08:00-08:45 60 € 55 € 50 €

13
教育培训代金券I
兼职课程1

标准德语结合专业德语 - 经济

25
08:00-08:45
09:00-12:15

课程由联邦就业局资助
14

教育培训代金券 II
全日课程1 40

08:00-08:45
09:00-12:15
13:00-14:30
14:45-15:30

15 教育假期 302

标准德语

30
09:00-12:15
13:00-14:30

275 € - -

16 教育假期 402 40

08:00-08:45
09:00-12:15
13:00-14:30
14:45-15:30

325 € - -

17
医学德语3 
或护理专业德语4

开放班级、B2起 20 09:00-12:15 295 € - -

18 封闭团体、最多12人、B1起
课程时间、持续时间和

强度协商安排
80 € 每课时

19 德语教师培训
混合课

教学法指导、并可旁听、
观摩经验丰富的老师授课5

20 + 
20

13:00-16:15
(+ Hospita-
tionen von 

09:00-12:15)

295 € - -

20 TestAS 备考 讨论课 10 14:45-16:15
485 € 

(课程为4周)

21
商业信函II/申请
(学校/工作)训练

实体课

深化课程: 商业交流 5 14:45-15:30 60 € 55 € 50 €

22 作业辅导 深化课程: 标准德语 5 15:00-15:45 免费

38 青少年项目 详情见第28页及后几页

1 课程经“认证和许可条例-就业促进-AZAV”认证；课程持续时间为4或8周。
2课程受巴登-符腾堡州、黑森州和莱茵兰-法尔茨州的教育休假法认可；时间为1或2周。
3为了获得在德行医执照、必须通过B2普通语言考试和C1医学语言考试。除医学术语外、用德语与病人进行无错交流尤为重要。课程时间为 
 4周
4护理专业德语、在职业准备和职业培训及工作中均可参加、适用于养老院、医院或门诊的日常护理工作。时间和强度协商安排。
5近在参加实体课时可观摩教学、为期4周。

密集课程30 (3、4、5号课程)

语言课程
A1

6 星期
1.350 €

语言课程
A2

12 星期
2.700 €

语言课程
B1

18 星期
3.510 €

语言课程
B2

24 星期
4.440 €

语言课程
C1

30 星期
5.550 €

首次报名语言课程收取 50欧元注册费。
语言课程根据欧洲语言共同参考标准设置、详情参见第 12-13 页。

密集课程30 (3、4、5号课程) + 住宿

首次报名语言课程收取 50欧元注册费。
申请宿舍或寄宿家庭、收取 95 欧元管理费和 150 欧元的押金（可退还）（12 周的租金：400 欧元押金）。
语言课程根据欧洲语言共同参考标准设置、详情参见第 12-13 页。
住宿优惠参见第 40 页及后几页。

套餐选择：密集课程30 + 住宿

语言课程
+住宿A

A1
6 星期

2.220 €

语言课程
+住宿A

A2
12 星期
4.440 €

语言课程
+住宿A

B1
18 星期
5.850 €

语言课程
+住宿A

B2
24 星期
7.320 €

语言课程
+住宿A

C1
30 星期
9.150 €

语言课程
+住宿D或E

A1
6 星期

3.000 €

语言课程
+住宿D或E

A2
12 星期
6.000 €

语言课程
+住宿D或E

B1
18 星期
7.380 €

语言课程
+住宿D或E

B2
24 星期
9.480 €

语言课程
+住宿D或E

C1
30 星期
11.850 €

语言课程+寄宿
家庭及半餐饮A

A1
6 星期

2.940 €

语言课程+寄宿
家庭及半餐饮A

A2
12 星期
5.880 €

语言课程+寄宿
家庭及半餐饮A

B1
18 星期
8.100 €

语言课程+寄宿
家庭及半餐饮A

B2
24 星期

10.560 €

语言课程+寄宿
家庭及半餐饮A

C1
30 星期

13.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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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课堂形式 课程描述 课时 / 

每周
课程日

18:30-20:00

灵活的课程持续时间
(每周学费)

1-4 
星期

5-15
星期

16星期
及以上

23 主要课程

混合课程

标准德语 4 周一 + 周四 35 € 30 € 25 €

24 主要课程+
模组课程 主要课程与深化模组语法与对话 6 周一 + 周三 + 周四 50 € 45 € 40 €

25 模组课程 深化模组课程 2 周三 25 € 22 € 18 €

开课日期: 所有级别、零基础学员除外、全年每周一。
零基础学员：每季度一次A0 夜间课程开课：2月6日、5月8日、8月7日、11月6日

夜间课程-德语

单人课程（标准德语）：团体课时费加25€/45分钟。

生源国：德语课程、2022年上半年（约2.750学员）
国家 比例 国家 比例 国家 比例 国家 比例

土耳其 9、40% 瑞士 4、60% 波兰 2、70% 俄罗斯 1、50%

墨西哥 8、20% 乌克兰 4、50% 巴西 2、20% 韩国 1、50%

意大利 8、10% 中国 4、20% 美国 2、10% 叙利亚 1、20%

突尼斯 6、90% 西班牙 3、50% 哥伦比亚 1、80% 伊朗 1、10%

日本 6、50% 巴拿马 3、50% 厄瓜多尔 1、70% 印度 0、80%

以色列 5、10% 法国 2、90% 塞浦路斯 1、60% 53个其他国家 14、40%

总计 100%

组合课程 德语 + 英语
报名费（首次报名）：50€（两人：30€/每人；三人：25€/每人；四人及以上：20€/每人）
教材资料：
 - 网络课程/或线上参加课程：每语言级别50€、电子教材；
 - 实体课程/参加实体课程：每语言级别35-60€、印刷或复印教材。 

家庭优惠：课程费的10%。
单人课程（标准德语）：团体课时费加25€/45分钟。
语言等级：A1-C2（若课程介绍未作其他说明）
最多上课人数：实体课：15名学生；线上网课及混合课程：20名。
最少参课人数：6人。
开班承诺：若学生也有意愿、即使上课学生人数低于开班要求的下限（6名）、也可开课。一班为3-5名学生时、实际授课课时数则减少25%； 
1-2名学生、课时数减少50%。 

开课日期：所有级别、零基础学员除外、全年每周一。
零基础学员：1月9日、3月6日、4月3日、5月8日、6月5日、7月3日、8月7日、9月4日、10月2日、11月6日、12月4日（其他时间请详询）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课堂形式 课时 / 

每周 课程日 课程时间

灵活的课程时间
(课程费用按周决定)

1-4 
星期

5-15
星期

16星期及
以上

26 密集课程 20 (德语) +
模组课程10 (英语)

实体课
20 + 10

周一 至 周五

09:00-12:15
13:00-14:30 245 € 225 € 195 €

27 密集课程 20  (英语) +
模组课程10 (德语) 20 + 10 09:00-12:15

13:00-14:30 245 € 225 € 195 €

夕阳中的海德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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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费（首次报名）：50€（两人 30€/每人；三人：25€/每人；四人及以上：20€/每人)
教材资料：
 - 网络课程/或线上参加课程：每语言级别50€、电子教材；
 - 实体课程/参加实体课程：每语言级别35-60€、印刷或复印教材。 

家庭优惠：课程费的10%。
单人课程（标准德语）：团体课时费加25€/45分钟。
语言等级：A1-C2（若课程介绍未作其他说明）
最多上课人数：实体课：15名学生；线上网课及混合课程：20名。最少参课人数：6人。
开班承诺：若学生也有意愿、即使上课学生人数低于开班要求的下限（6名）、也可开课。一班为3-5名学生时、实际授课课时数则减少25%； 
1-2名学生、课时数减少50%。 

成人英语课程

特殊课程
开课日期: 1月9日、3月6日、4月3日、5月8日、6月5日、7月3日、8月7日、9月4日、10月2日、12月4日（其他时间请详询）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课堂形式 课程描述 课时 / 

每周
上课时阿

周一至周五

每周学费

1-4 星
期

5-15
星期

16星期
及以上

29c 商业信函I

实体课

商业交流 5 08:00-08:45 60 € 55 € 50 €

30a
教育培训代金券I
兼职课程1

标准英语结合经济专业英
语深化

25
08:00-08:45
09:00-12:15

课程由联邦就业局资助
30b

教育培训代金券 II
全日课程1 40

08:00-08:45
09:00-12:15
13:00-14:30
14:45-15:30

31 教育假期 302

标准英语

30
09:00-12:15
13:00-14:30

275 € - -

32 教育假期 402 40

08:00-08:45
09:00-12:15
13:00-14:30
14:45-15:30

325 € - -

33
商业信函II/申请
(学校/工作)训练

深化课程: 商业交流 5 14:45-15:30 60 € 55 € 50 €

39 青少年项目 详情见第28页及后几页

1 课程经“认证和许可条例-就业促进-AZAV”认证；课程持续时间为4或8周
2课程受巴登-符腾堡州、黑森州和莱茵兰-法尔茨州的教育休假法认可；时间为1或2周。

经典课程
开课日期: 所有级别、零基础学员除外、全年每周一。
零基础学员：1月9日、3月6日、4月3日、5月8日、6月5日、7月3日、8月7日、9月4日、10月2日、11月6日、12月4日（其他时间请详询）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课堂形式 课程描述 课时 / 

每周
上课时阿

周一至周五

每周学费

1-4 
星期

5-15
星期

16-23
星期

24星期
及以上

28 密集课程 20

实体课

标准英语、 B2  起可选
经济英语/申请
（大学/工作）

20 09:00-12:15 190 € 170 € 145 € 135 €

29a 密集课程 20 + 
模组课程10 

20 
+ 10

09:00-12:15
13:00-14:30 245 € 225 € 195 € 185 €

30 超密集课程 40 40

08:00-08:45
09:00-12:15
13:00-14:30
14:45-15:30

320 € - - -

29b 模组课程10 深化课程 10 13:00-14:30 110 € 100 € 95 € -

套餐选择：密集课程20 + 30

密集课程20 (28号课程)

语言课程
A1

8 星期
1.360 €

语言课程
A2

16 星期
2.320 €

语言课程
B1

24 星期
3.240 €

语言课程
B2

32 星期
4.320 €

语言课程
C1

40 星期
5.400 €

密集课程30 (29号课程)

首次报名语言课程收取 50欧元注册费。
语言课程根据欧洲语言共同参考标准设置、详情参见第 12-13 页。
住宿信息详见第40页及以后

语言课程
A1 

6 星期
1.350 €

语言课程
A2

12 星期
2.700 €

语言课程
B1 

18 星期
3.510 €

语言课程
B2 

24 星期
4.440 €

语言课程
C1 

30 星期
5.550 €

考试中心

对申请人的
最高优惠

如果您被我们的大学或者和我们有合作的职业学院 (iba和ISBA | University of Cooperative 
Education合作教育大学、 Victoria维多利亚大学 |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应用科学大
学)录取、在成功入学后、您将获得25%的语言课程费用后续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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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源国：英语课程

生源国：英语课程、2022年上半年（约495学员）
国家 比例 国家 比例 国家 比例 国家 比例

德国 36、90% 哥伦比亚 2、90% 法国 2、10% 叙利亚 1、60%

日本 9、80% 乌克兰 2、90% 匈牙利 1、90% 俄罗斯 1、50%

土耳其 7、80% 沙特阿拉伯 2、80% 巴西 1、80% 伊朗 1、40%

巴拿马 6、50% 西班牙 2、50% 厄瓜多尔 1、80% 韩国 1、20%

格鲁吉亚 3、50% 瑞士 2、50% 智利 1、80%

 意大利 3、10% 波兰 2、10% 中国 1、60% 总计 100%

海德堡老桥（Alte Brücke）的塔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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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假期：紧凑课程 中小学生与成年人团体课程

报名费（首次报名）：50€（两人： 30€/每人；三人： 25€/每人；四人及以上： 20€/每人）
教材资料：每语言级别35-60€，印刷或复印教材。 
家庭优惠：课程费的10%。
单人课程（标准德语）：团体课时费加25€/45分钟。
最多上课人数：实体课：15名学生；线上网课及混合课程：20名。
最少参课人数：6人。
开班承诺：若学生也有意愿、即使上课学生人数低于开班要求的下限（6名）、也可开课。一班为3-5名学生时、实际授课课时数则减少25%； 
1-2名学生、课时数减少50%。 

德语课程-开课日期：所有级别、零基础学员除外、全年每周一。
零基础学员：1月9日、2月6日、3月6日、4月3日、5月8日、6月5日、7月3日、7月17日、8月7日、8月21日、9月4日、10月2日、11月6日、12月4日

英语课程-开课日期：所有级别、零基础学员除外、全年每周一。
零基础学员：1月9日、3月6日、4月3日、5月8日、6月5日、7月3日、8月7日、 9月4日、10月2日、11月6日、12月4日

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课程-开课日期：（A2+B1）：8月7日（其他日期及其他级别课程请详询）

课程
编号 语言 课堂形式 受认可的联邦州 每周

课时 上课日期 上课时间 每周学费

12 德语作为外语

实体课

在考虑线上课的
可能

巴登-符腾堡州、黑森州、
莱茵兰-普法尔茨

截至 2021 年 8 月

30

周一至周五

09:00-12:15
13:00-14:30 275 €

13 德语作为外语 40

08:00-08:45
09:00-12:15
13:00-14:30
14:45-15:30

325 €

31 英语 30 09:00-12:15
13:00-14:30 275 €

32 英语 40

08:00-08:45
09:00-12:15
13:00-14:30
14:45-15:30

325 €

36 法语、西班牙语、
意大利语 30 09:00-12:15

13:00-14:30 430 €

37 法语、西班牙语、
意大利语 40

09:00-12:15
13:00-14:30
15:00-16:30

570 €

德语与英语课程
对于想共同提高外语能力、并在德国最美的城市之一体验德国文化的团队（至少8人）、不论是游学团体还是专门学习语言的团体、我们全
年提供各种团体项目优惠。团队成员可参加国际化的班级、也可自己作为封闭班级（至少15人）上课。可事先根据团体的需求个性化定制各
种文化项目、以使语言学习生活更为丰富多彩。住宿选择有学校宿舍和寄宿家庭（可选择在寄宿家庭用餐或不用餐以及选择交通方式）。我
们力求让学员的语言学习之旅美满丰盛！
*七人及以下团体参见第17页

团体领队可享用的免费服务：（每15个学员）:
语言课: 德语课程 -（英语需详询）
住宿：学校宿舍中的房间（选择留宿寄宿家庭或酒店、需支付价目表所列费用。）

信息概要
每团队的管理杂费总价：195€
服务包括：等级测试考试、中期考试、上课证明、 使用学校图书馆、大教室以及电脑和无线网。

教材费：25€/每人/每周。 也可将团队成员分配到国际语言班。

语言 每周课时 上课时间
(周一 至 周五)

每人每周学费

8-14 人* 15-24 人 25  人及
以上

德语 20 09:00-12:15 150 € € 140 130 €

德语 30
09:00-12:15
13:00-14:30

195 € 180 € 170 €

英语 20 09:00-12:15 150 € 140 € 130 €

英语 30
09:00-12:15
13:00-14:30

195 € 180 € 170 €

德语主课和英语模组课程 20 + 10
09:00-12:15 (德)
13:00-14:30 (英)

195 € 180 € 170 €

英语主课和德语模组课程 20 + 10
09:00-12:15 (英)
13:00-14:30 (德)

195 € 180 € 170 €

住宿类型
(双人间)1

浴室/卫
生间 厨房 餐饮 每人每周住

宿费

宿舍类型A 或B2、3 位于走廊 自己负责
（见注释3）

130 €

宿舍类型 E2、3 房间内 220 €

寄宿家庭 A、B 与寄宿家庭共用 半食宿 270 €

酒店 (单人间: 60 %附加费用) 间内 无 见注释3 695 €

青年旅舍 (多床房、4人起订) 间内 无 半食宿 420 €

住宿与就餐

1单人间：可支付额外费用预定。请详询。
2住宿类别信息、参见第39页及以后
3就餐：在学校附近的合作餐厅就餐：早餐50€、午餐125€、晚餐150€（每周每人费用；每餐包括一杯软饮料 
 或一杯茶或咖啡）

也可在海德堡大学食堂就餐、每餐约7€。海德堡大学食堂离我校仅10分钟步行路程。郊游时自己负责就餐。

*七人及以下团体参见第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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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活动项目
参见第八页“文化活动亮点”

交通与文化活动项目

交通
学校可提供从机场或火车站到住宿地的接送服务。具体接送服务交通费用参见第45页。

活动 时长 参加人数 每次活动费用/每人

海德堡老城区参观 约 2 小时

8人起

15 €
徒步( 圣人山Heiligenberg、哲学家小路、海德堡城堡等) 约 3 小时

体育活动（在内卡河沿岸或学校体育馆内） 约 3 小时

定期举行聚会 约 2 小时

日本研讨会（会后有聚餐、不含酒水。） 约 2 小时 20 €

内卡河畔的烧烤派对(包括酒水食物) 约 2 小时 25 €

参观博物馆 ( 德国药房博物馆、普法尔茨博物馆等。) 约 2 小时 25 €

乘船游内卡河；海德堡城区地区 约 1 小时 35 €

欢迎派对 (包括酒水食物) 约 2 小时 35 €

参观博物馆 ( 技术劳动博物馆、曼海姆艺术馆、曼海姆天文馆) 约 4 小时 40 €

郊游 (半天)1 约 5 小时

12人起

85 €

郊游 (全天)A2 约 8 小时 105 €

郊游 (全天)B2 约 8 小时 145 €

1 附近普法尔茨Pfalz的德国葡萄酒之路、斯派尔（Kaiserdom）、曼海姆（Luisenpark、Bad Wimpfen（中世纪古城中心）、Schwetzingen 
 施韦青根城堡。 乘船前往四古堡城——内卡尔斯泰纳Neckarsteinach 、拉登堡Ladenburg（包含门票）。
2法兰克福（美因河畔）、莱茵河畔的莱德海姆、斯图加特（奔驰或保时捷博物馆、包括门票）、黑森林（比如：特里贝格瀑布Triberger Wasser- 
 faelle、或布谷鸟钟博物馆。）
3斯特拉斯堡、位于Rust（卢斯特）的欧洲公园（包括门票）、罗腾堡、纽伦堡、巴登-巴登（包括温泉浴场Caracalla Therme的门票) 、博登湖。

海德堡老桥、智慧女战神米娜瓦(Minerva、对应希腊神话雅典娜女神)的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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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与青少年项目 儿童与青少年项目

暑期德语、英语课程（6-17岁）
暑假期间在德国最美的城市之一、为儿童与青少年（6-17岁）开办的语言课程！
服务概览
• 来自世界各地的儿童青少年一起小班学习德语或英语。（最多15人一班）
• 住宿：精心挑选的寄宿家庭。16岁以上的青少年可在我们的宿舍入住（参见第40页及其后)
• 就餐、丰富的课余活动、交通服务
以上服务模块均可单独或组合预订。

语言课程
报名费（首次报名）：50€（两人：30€/每人；三人：25€/每人；四人及以上：20€/每人）
亲子优惠：优惠课程费的10%。孩子参加青少年课程、家长参加至少每周10课时的密集课程。
在宿舍、公寓或寄宿家庭住宿。
多人优惠：同时报名青少年课程与补充模组课程：两位青少年5%、三位青少年10%、四位及以上15%。

课程
编号 语言 年龄组 语言级别1 每周

课时 人数 课程时间
（周一至周五）

每周学费（含教材费）
开课时间 课程结

束时间1-3 周 4周起

38 德语 6-9; 
10-13;
14-17 岁3

A1、A2、
B1、B2  

20 6-15 09:00-12:15 225 € 195 €
7月3日至8月7日的

每个周一2

8月11日
39 英语 A2、B1、B2 20 6-15 09:00-12:15 225 € - 7月31日或8月7日2

1C1级别课程请详询。额外的单人课程（标准课程）每45分钟25€。
2零基础学员开课时间：7月3日和7月31日（德语）；英语课程请详询。
316岁以上的青少年也可参加成人语言课程。

服务选项 

1 若选择在寄宿家庭住宿、则41与42项服务为必选项、因为一般情况下寄宿家庭在17:30后才可以照料青少年儿童。英语寄宿家庭、附加费 
 100 € 每周 。
2 每周支付附加费用50€，可预订满足个人喜好的用餐。
3 周六为12:30 – 16:00

课程
编号

住宿、午餐、课余活动 日期 时间
每周费用

1-3 周  4周起

40 寄宿家庭(半食宿: 周一 - 周五； 全食宿: 周六+ 周日)1 周日 – 周六 - 325 € 305 €

41 在学校午餐2 周一 –周五 12:30-13:30 105 € 100 €

42 课余活动 周一 – 周六 13:30-17:003 195 € 180 €

服务套餐与额外服务模块

1 每周支付附加费用50€，可预订满足个人喜好的用餐。
2 所包含的服务：每次活动内的看管、门票和交通费。

课程
编号 套餐价格/每周费用 1-3 周  4周起

43 语言课程 + 住宿+ 午餐1+ 课余活动2 770 € 695 €

44 语言课程 + 午餐1+ 课余活动 2 475 € 430 €

45 语言课程 + 课余活动 2 385 € 340 €

课程
编号 附加服务-护送 1-3 周  4周起

46 陪送至学校以及回住宿家庭 (周一 至 周六) 275 € 250 €

课程
编号 附加服务  交通

交通服务费用参见第45页47 法兰克福（美因河）国际机场、团体接送

48 法兰克福（美因河）国际机场、卡鲁/巴登巴登和斯图加特 、专程私人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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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青少年课程的信息概要
课程设置
• 德语课：学生按年龄划分、分别为6-9岁、10-13岁和14-17岁组。完全零基础的学

员可以在7月3日或7月31日入学。有德语基础的学生可以在课程期间的每周一入
学。课程为A1-B2级别（C1课程请详询）。16岁以上的参加者也可参加成人C1与
C2级别（16+）的课程。入学前可在本校内参加分级考试。儿童青少年课程项目
截止于8月11日。

• 英语课：学生按年龄划分、分别为6-9、10-13和14-17岁组。课程级别为A2-B2
（C1课程请详询）。16岁以上的参加者也可参加成人C1课程（16+）。7月31日到8
月7日周一可入学开课。课程于8月12日结束。

• 分级考试在课程的第一天进行。
• 课程安排及授课内容根据各年龄段分别设置。所有课程均在我校现代化而明亮的教室内进行、并将由资质高、经验丰富的语

言老师授课。
• 每个班级最多15人。

课余活动
我们的课余活动丰富多彩、既包括体育运动、也有众多文化项目、比如：内卡河游船、海德堡发现之旅、参观海德堡动物园、植
物园、王座山上的童话乐园、海德堡城堡、海德堡普法尔茨博物馆；各种体育活动、内卡草地上野餐、以及F+U校园运动馆内的
游戏或体育运动、迷你高尔夫、桌游之夜、一起做饭、在海德堡的露天泳池游泳、在圣人山徒步、参观位于自然风景区的养鹰基
地Falknerei Tinnunculus、参观Thingstaette——纳粹时期的露天剧场等等。我们还会为青少年学员组织参观大学校园。
服务包括: 指导陪护、课余活动范围内的交通和门票费用。 
所收费用不包括: 路上饮食。

午餐
我们的午餐、由专业从事幼儿园及学校饮食供给的供应商提供、严格遵守关于食品卫生、可持续性、食品配料来源可追溯性等
的最新标准。如有食物过敏、素食或清真食品（参见上文价目表）等特殊饮食要求、请在报名时告知。

住宿
• 若我们精心挑选的寄宿家庭还有空位、12岁以上的青少年可寄宿于这些家庭。出于监护义务的考虑、选择寄宿家庭住宿的同

时、必选午餐和课余活动。寄宿家庭的住宿包含平时半食宿以及周末的全食宿。
• 参加相关项目的青少年和儿童的父母或其他陪同人员、我校可提供不同的住宿选择、如我校宿舍或公寓、即使陪同家长/监护

人不报读我校语言课程也可以。

机场交通、公共交通
• 关于从附近机场或火车站到达学校的交通费用、请参见第41页。
• 除学校组织的课余活动外、平日的公共交通费不包括在内。海德堡市区的周票一般为40€（公交车与有轨电车）、海德堡及

近郊周票为50€、月票为80€（截止2022年8月的票价）
• 因疫情、不组织从法兰克福（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机场到学校的团体或私人接送。

重要信息

青少年（12-17岁）冬季德语课 
冬季在德国最美的城市之一、为12-17岁的青少年开办的语言课！
课程概览
• 来自世界各地的儿童青少年一起小班学习德语。（一班级最多15人）
• 住宿：精心挑选的寄宿家庭或寄宿部（寄宿部只对有辅导、陪伴人员的青少年团体开放）
• 就餐
• 丰富的课余活动
• 交通服务
以上服务模块均可单独或组合预订。

儿童与青少年项目

语言课程 
报名费（首次报名）：50€（两人为30€/每人；三人为25€/每人；四人及以上20€/每人）
亲子优惠：10%的课程费。孩子参加青少年课程、家长参加至少每周10课时的密集课程。在宿舍、公寓或寄宿家庭住宿。
多人优惠：同时报名青少年课程与补充模组课程：两位青少年5%、三位青少年10%、四位及以上15%。

课程
编号 语言 年龄阶段 语言级别1 每周课

时数
班级
人数

上课时间
(周一 – 周五)

每周学费
(包括教材) 课程开始日期 课程时长3

50 德语
12岁与13岁、
14-17 岁2

A2、 B1、 
B2

20 6-15 09:00-12:15 225 €
2022年12月12日 
2023年12月18日

1 星期

1 A1 与C1 级别课程请额外咨询。
2 16岁以上的青少年也可参加成人课程。 
3 可延长课程、请详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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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选项 

1 若选择在寄宿家庭住宿、则52与53项服务为必选项、因为一般情况下寄宿家庭在17:30后才可以照料青少年儿童。英语寄宿家庭、附加费 
 100€ 每周。
2 每周支付附加费用50€，可预订满足个人喜好的用餐。
3 我们的课余活动丰富多彩、既包括体育运动、也有众多文化项目、比如：海德堡发现之旅、参观海德堡城堡、海德堡圣诞市场；滑冰、攀岩、 
 滑雪/单板滑雪、参观蹦床公园、看电影、烘焙和手工课。我们还会为青少年学员组织参观大学校园。
 服务包括: 指导陪护、课余活动范围内的交通和门票费用。 
 不包括: 路上饮食。
4 周六为12:30 - 16:00. 

课程
编号 住宿、午餐、课余活动 日期 时间 费用

51 寄宿家庭（半食宿：周一至周五；全食宿：周六加周日）1 周日– 周六 - 325 €

52 在学校吃午餐2 周一– 周五 12:30-13:30 105 €

53 课外活动3 周一– 周五 13:30-17:004 195 €

服务套餐与额外服务模块

1 每周支付附加费用50€，可预订满足个人喜好的用餐。
2服务包括: 指导陪护、课余活动范围内的交通和门票费用。 

课程
编号 服务组合 及 每周价格 费用

54  语言课 + 住宿+ 午餐1+ 课余活动2 （纯素食品：附加费20%） 770 €

55 语言课 +午餐1+ 课余活动2 475 €

56 语言课 + 课余活动2 385 €

课程
编号 附加服务-护送 费用

57 陪送至学校以及回住宿家庭（周一至周六） 275 €

Nr. 附加服务-交通

交通服务费用参见第45页58 至法兰克福（美因河）国际机场的交通、团体接送

59 至法兰克福（美因河）国际机场、卡鲁/巴登巴登和斯图加特的交通 、专程私人接送

儿童与青少年项目 儿童与青少年项目

俄语儿童学院（1-14岁）
在促进孩子们的全面发展之外、我们的课程还为儿童与青少年介绍俄语和俄罗斯文化。课程重点是向孩子们介绍并加深适宜其年龄的俄语
语言知识、促进孩子的音乐技能及逻辑数学思维能力和创造力。此外、还通过丰富的游戏与科学授课手段的结合、使儿童以后更容易适应
小学学习。

课程开始时间：每个星期六(八月与法定假期不开课)  
最少参加人数：4名儿童 
多子女家庭优惠：2名儿童优惠5%、3名儿童及以上10%

1可能需额外支付教材费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课程方式 年龄组 上课时间 课时时长 1 课时1  

78 音乐(单人课程) 实体 3+ 岁 协商约定 每个月120分钟 75 € 每月

79 俄语(3-5 名儿童) 

线上

6+ 岁 协商约定 1 课时= 60 分钟 15 €

80 俄语(单人课程) 6+ 岁 协商约定 1 课时= 60 分钟 26 €

81 阅读（(3-5 名儿童） 6+ 岁 协商约定 1 课时= 60 分钟 15 €

1可能需额外支付教材费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课程形式 年龄组 课程时间 每月学费1 

62 俄语(亲子课) 

实体课

1-2 岁 09:30-10:30 50 €

63 俄语(亲子课) 2-3 岁 09:15-10:45 50 €

64 俄语+ 音乐 3–4 岁 10:30-13:00 | 12:30-15:00 60 €

65 俄语+ 音乐 4-5 岁 09:15-12:15 | 12:30-15:30 60 €

66 俄语+ 音乐 5-6 岁 09:30-12:30 | 13:15-16:15 60 €

67 俄语+ 音乐 6-7 岁 09:15-12:15 60 €

68 俄语 7-8 岁 09:30-12:30 65 €

69 俄语 8-9 岁 10:00-11:30 | 12:45-14:15 35 €

70 俄语 10+ 岁 10:00-11:30 | 13:00-14:30 35 €

71 英语 4+ 岁 12:30-13:15 | 13:30-14:15 35 €

72 英语 6+ 岁 11:30-12:30 35 €

73 艺术 7+ 岁 11:30-13:00 | 12:30-14:00 40 €

74 文学+ 历史 7+ 岁 11:45-12:45 35 €

75 健身+ 舞蹈 4+ 岁
09:15-10:00 | 11:40-12:25
12:30-13:15 | 13:20-14:05

35 €

76 戏剧 4+ 岁
11:30-12:30 | 12:40-13:30

13:40-14:30
35 €

77 逻辑 6+ 岁 11:30-12:30 | 12:45-13:45 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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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选课程 
除密集课程外、我们和当地的体育协会、组织和音乐学校合作安排了各种特别课
程。
可选课程：足球、手球、乒乓球、网球、篮球、曲棍球、冰球、橄榄球和其他运动或音
乐课、插花课。
请注意、练习课额外计算费用、费用由所订购的活动类型和课时决定。大部分体育
项目需要支付给各体育协会较低廉的月费。
行政代办费用：345€（不保证一定成功。在不成功的情况下退款225€）

钢琴练习 
可使用学校自己的钢琴练习：12€/60分钟

语言课程+公司实习 
实习（若非与大学专业相匹配的实习、最多三个月）须在实习开始前至少8周申请。
前提条件：至少参加两周的密集课程和一定的德语能力（B1 程度；本校短期实习A1也可）。
第三方国家的申请人必须申请德国的工作许可、比如Working-Holiday 假期工作签证。所有申请人必须出示证明、证明实习
目的是为了未来的职业入门或者大学专业的相关实习。职业培训合同或者大学及其他教育机构的入学证明文件均可作为此证
明。
介绍费: 495€ 。我校不保证一定可以成功找到实习单位。若未成功、将退回50% 的中介费、或提供在F+U集团的实习机会。

语言课程与文化训练 
该项目适合在德语课外还想积极参与我校文化项目的年轻人。尤其推荐学生参加我校日本和中国中心的项目。
介绍费：295€ 

文化项目 
参加文化活动的小组由学校工作人员陪伴。除非有额外说明、所收费用一般只包括门票、路费和陪同工作人员的报酬。每次活
动需至少有8人参加。（半天、全天活动最低参与人数为12）
学校所有班级均可参加我校的公开活动、在收取额外费用后也可组织特别活动、对此具体信息请详询。更多信息请参见第30
页 

儿童托管 
家长参加密集课程时、可将孩子交于我们托管：每45分钟25€（两个孩子、每人20€。三个孩子：每人15€）

大学申请咨询 
在我校德语课结业后、有意愿申请德国大学的学员（在德国的学员）、我校为其提
供大学申请的咨询服务。该服务包含材料审核、指导选择大学和专业、修改申请书
和简历、协助申请大学。
参加条件: 学员在本国获得大学入学资格
注意：对申请材料会进行预审核。若资料不全、或认为申请成功的希望不大、校方
可能拒绝提供该服务。
费用: 每一所大学250€

过渡性入学许可 
在我校预定了至少12周的密集课程、并且为了申请签证而需要短期入学证明的学
生、在申请大学时会得到我们的帮助：最多在两所高校进行申请、并检查申请文
件、在大学递交申请、修改申请书、动机信、简历、以及与大学交流。
大学申请过程可能会长达十周。
被大学录取的前提条件: 学员在本国获得大学入学资格
管理费: 550€（包括各大学可能收取的管理费）。
)我们并不能保证一定会被大学成功录取。若申请被拒、我们将退回管理费中的200€。各大学所收取的管理费不可退还。)

在德国各政府机关办事 
有签证义务的学员抵达学校后、可订购以下服务：指导学生与几乎所有德国相关政府机关的交涉、比如民政局登记或修改住
址、银行开户与账户激活等信息、签订德国的医疗保险合同、检查外管局签证申请的材料、签证延期的一般信息。
前提：至少预定12周的语言课。
费用: 295€ (可以单项收费、比如民政局登记住址、此单项服务为95€）

其他服务、特殊课程、文化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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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莫尔肯疗养院（Molkenkur）

u 国王宝座山

i 电视塔

o 纪念墓地

a Bierhelderhof

s 贝尔格墓地（Bergfriedhof）

d 哲学家小径

f 市政厅

g 市中心市民管理局

h 外国人管理局

j F+U巴伐利亚花园酒店

q Concordia

w Schmitt

e Maerz

r F+U 校园(宿舍、寄宿学校) 

t 酒店 Denner

y 语言学院

u Turner

q 老桥

w 城堡

e 大学图书馆

r 圣灵大教堂

t 耶稣会教堂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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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宿家庭价格

寄宿家庭住宿
管理费：80€；押金: 200€（关于押金退还事宜、请最晚在周三16:00前联系我们。）
附加费用：各项附加服务分别为30%——无线网保证；英语寄宿家庭；全食宿（在住宿家庭中享用早餐、晚餐以及可带到学校的午餐）。
使用寄宿家庭厨房而不跟住家吃饭：附加费用20%
住宿家庭的名字与地址在搬入前两周可以获知。
在寄宿家庭住宿：衣物清洗-每周一到两次。
与寄宿家庭的租赁合同可在提前六星期通知下取消。
入住：周日11:00 - 18:00。离开：周六10:00 - 18:00 (在预先商定、并支付€35附加费时、可在此规定时间外入住或离开)。若迟到、请通
知寄宿家庭。 

类别 距离学校的距离 食宿 

每周租金 / 每个房间 额外天1

每日租金/
每个房间1-4 周 5-19 周 20 周起

单人间 双人间 单人间 双人间 单人间 双人间 单人间 双人间

寄宿家
庭A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2-30分钟2

半食宿 315 € 550 € 265 € 455 € 255 € 435 € 55 € 100 €

早餐 265 € 465 € 240 € 410 € 230 € 390 € 50 € 90 €

无 220 € 400 € 210 € 370 € 200 € 350 € 45 € 80 €

寄宿家
庭B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不超过
50分钟2

半食宿 245 € 425 € 230 € 400 € 220 € 380 € 50 € 90 €

早餐 215 € 370 € 200 € 340 € 190 € 325 € 45 € 80 €

无 195 € 330 € 185 € 315 € 175 € 295 € 30 € 75 €
1 “额外天”：如果在星期六（入住时间仅限15:00 - 20:00）就已经达到寄宿家庭、或者周日才离开（最晚中午12点前）、则计算“额外天”。
（以上情况必须事先由语言学院批准）。
2 使用公共交通到学校的时间。步行到车站的时间未计算在内。大多数情况只需步行5到10分钟、即可达到住处附近的公交车站。具体信息 
 请详询。

宿舍价格

宿舍 
管理费: 95€ 、押金: 200€ （12周及以上的住宿：400€）
双人间预定：两人同时到达方可预定、双人间为上下床
群体优惠: 参见第29页
宿舍内的烹饪设施：在宿舍Concordia（A类）、Schmitt（A类、B类）、Turner（B+）Maerz（C类）有有公用厨房。在 Maerz（E类）和校
园Campus（E类）宿舍、所有房间都有一个小厨房。
Denner宿舍（D类）不设厨房、但所有客房均配有微波炉、冰箱和水壶。
租赁合同可在提前整六周通知并支付€125取消费时取消（参见第47页）。

对于某个宿舍类型的预订:请先预定一个您喜欢的宿舍类型。在入住前的两个星期、最迟在您到达前的周一、我们将告知您具体宿舍的名
称。 

确保某类房型的担保费: 若预定时您所希望的房型尚有空房、且一次性支付300€附加费、我们保证分配该类房间。

延迟到达：如果由于例如签证延误而导致到达学校时间推迟、务必与学校商定新的入住日期。原预订的房间类型及保证可能将无法实现。
此情况下、校方有权将学生分配到其他宿舍甚至其他类型的宿舍、若重新分配入了较便宜的宿舍类型、学校退回全部房屋差价、若重新分配
到较贵的房间、校方不再收取额外费用。仅当在原计划入住日已预付房费的情况可以例外。

类型

每个房间每周租金 额外天1 
每个房间每天租金1-4 周 5-15 周  16-23 周起 24周起

单人房 双人房 单人房 双人房 单人房 双人房 单人房 双人房 单人房 双人房

A 160 € - 145 € - 130 € - 120 € - 50 € -

B 175 € 265 € 170 € 235 € 155 € 215 € 145 € 205 € 55 € 75 €

B+ 230 € - 210 € - 170 € - 160 € - 65 € -

C 280 € 420 € 235 € 350 € 180 € 270 € 170 € 260 € 65 € 70 €

D 325 € 510 € 275 € 445 € 215 € 335 € 210 € 325 € 75 € 100 €

E 325 € 510 € 275 € 445 € 215 € 335 € 210 € 325 € 75 € 100 €

1 “额外天”： 如果在星期六已经到达、或周日才离开。（必须由F+U事先批准）。
广播电视费（Rundfunkgebühren）不包含在租金中、需租户自己再行支付。
仅含有两个房间的公寓:最在位于Maerz的宿舍（D类）有两室公寓、必须至少三人同时入住。第三人支付150欧元/每周、第四人支付125欧
元/每周。

海德堡市集广场（Marktplatz）与市政厅(Ratha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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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舍类型

类型 名称 描述 位于海德堡的具体城区

A
Schmitt

卫生间与淋浴位于走廊、公共厨房
Kirchheim (距离学校2、5 km)

Concordia Südstadt (距离学校1、5 km)

B Schmitt 淋浴在房间内、卫生间在走廊、公共厨房 Kirchheim (距离学校2、5 km)

B+ Turner 室内卫生间与淋浴、公共厨房 Rohrbach (距离学校2、5 km)

C Maerz 宿舍位于海德堡老城、每两个房间公用一套淋浴、
卫生间和简易小厨房 Altstadt (老城、距离学校500 m)

D F+U 酒店 Denner 极佳的地理位置、紧邻俾斯麦广场（ Bismarckplatz）、
距离学校200米 Stadtzentrum (市中心、距离学校200 m )

E
F+U Campus 地理位置佳（Bergheim 和老城)、带有独立淋浴、

卫生间和小厨房的小公寓。
Bergheim (总火车站附近、距离学校1 km)

Maerz Altstadt (老城，距离学校500 m)

备注：学生宿舍可全年出租。因需求巨大、建议尽早预订、并直接预订整个语言课程期间的住房。在预订已满的情况下、我校有权安排学员
在标准相同的外部宿舍入住。

房间变更：在团体抵达、装修、签证签发延误情况或其他原因下、并且在合同中未作相应担保时、可能无法在语言课程期间提供所预订的房
间。若我们不得不在上述情况下为您提供相同类型宿舍的另一个房间、还望谅解。在此也提醒、我们确认住宿时仅指宿舍类型、而非特定的
宿舍或房间。

客栈、酒店、交通及停车

旅馆、度假住宅、酒店、青年旅社
介绍费: 175€ 

旅馆和度假住宅：请详询；租金根据房间大小、地段、配置和季节为300€至1500€。

F+U巴伐利亚花园酒店***、三星级：巴伐利亚花园酒店是海德堡市内最具传统的酒店之
一、位于市中心俾斯麦广场（Bismarckplatz）、距离学校与老城仅150米。（单人间100€/
天起、双人间130€/天起)。

学校附近有各种价位的酒店。也可在条件良好的海德堡青年旅社住宿。

到住宿地的交通 
住宿地的交通信息(最迟出发或到达前的周四14:00 点预定).

两人及以上的交通服务价格请详询。

停车*
在学生宿舍“Concordia”的无人看管停车场可停车、每周25€。
学校大楼内设有公共付费停车场、每月约150€。
*价格可能会有变动。

F+U巴伐利亚花园酒店

每人价格 海德堡火车总站 曼海姆火车总站 法兰克福机场 斯图加特机场 / 
巴登巴登 -卡尔斯鲁厄

 Hahn 机场/
Strassburg / 
Saarbrücken 

距离 2 千米 20 千米 80 千米 120 千米 / 95 千米
160 千米 / 140 千米 

/ 160 千米

路段 去 + 回 去 + 回 去 + 回 去 + 回 去 + 回

1 人 30 € 55 € 75 € 145 € 150 € 295 € 300 € 590 € 300 € 5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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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舍、公寓 - 住宿信息

24小时服务热线
7天*24小时热线电话：+49 6221 9120-38

入住与离开
入住：周日10:00到22:00。多支付一天的费用、并事先约定、也可周六（13:00到18:00）入住（详情参见第39页）。请最晚在
入住前的周五14:00通知学校具体到达时间。若未及时通知、不能保证按时交接钥匙。若将晚到、请电话通知我校周末值班人
员、电话号码：+49 162 29333-26。（仅可在入住日当天拨打本号码）
离开：周六12:00前。事先约定好、并多支付一天的费用、也可周日退房（最晚至上午10:00）。（详情参见第39页）

宿舍设施为“学生宿舍”标准
住宿费根据宿舍和公寓的位置（距离学校的距离和在城市中所处地段）以及房间设施而有所不同。无论如何、学校的宿舍和公
寓、即使是分类为较高级别、也是“学生宿舍”性质的。

网络、电脑使用
大多数学生宿舍和公寓都有网络连接、可免费使用。请注意、学校的互联网并非高速连接。住宿需求量有时远超我们所有的
270间宿舍、我们还需额外租用客房和公寓。关于具体住宿地的互联网设备信息、请向学校详询。请注意遵守德国互联网法
规。不排除偶有网络故障。 

也可以免费使用校内3个电脑房中的50台电脑。无线网络免费：周一至周五07:30至19:00、周六10:00-16:00。

若不小心将自己反锁在房间外、交付一定押金可借用学校的备用钥匙。请注意、此服务只有在办公时间可享用：周一至周五
08:30 - 18:30。若办公时间外需要此服务、只能请专业锁匠、根据具体情况、费用为120€起。

在F+U Campus（校园）学生宿舍居住的学员可使用洗衣房、活动室和一间小健身房。

房间与公用区域的卫生
请在住宿期间对自己房间的卫生负责。离开退房时房屋状态必须整洁卫生。非学校原配置的家具与杂物、必须在退房前由住
宿学员自己清理出房间。厨房和卫生间等公共空间务必保持清洁。公共区域由语言学院一周清洁一至两次。

衣物清洗与厨房用品
除Denner外、所有宿舍/公寓的洗衣机（投币）和烘干机均可使用。Denner的住宿学员会收到附近洗衣房的名单。
床单和毛巾：学校在入住时提供床单、请自己携带毛巾。
厨房用品：如有需要、在有库存的情况下、支付40€押金及40€服务费可借用料理用具和锅碗瓢盆（所有用品完整无损并清洗
干净归还后退回押金）

延长住宿、更换宿舍、取消与改订

延长住宿、更换宿舍、取消与改订（宿舍、公寓、寄宿家庭）
请注意、我们不能保证一定可以续签宿舍、所以推荐之计直接预订整个课程期间的住宿。
更换宿舍（搬家）（因本人意愿）：80€
租房合同的取消：根据德国民法第542条第二款规定、有时限的房屋租赁合同原则上不能提前取消的。我校出于友好允许学员
在遵守以下时限的情况下取消房屋租赁合同：
a. 在入住后的周二15:30之前、收取费用：一星期的房租。
b. 在此时间后、提出取消合同的期限为至少提前整六周（周日至下周六）、并支付€125取消费。
c. 管理费不予退回。
d. 每周的房间租赁费、会在取消后根据实际租赁长度而调整。
如果F+U确认取消、学员已预付的租金将从新约定的合同终止日起、减去a、b和c下列出的费用、退回给学员。房间租赁合同的
取消必须在住宿部门的办公时间内以书面形式进行（10号房间、周一至周五12:15 - 15:30）。
改订住宿地址类型：在寄宿家庭和宿舍之间改订住宿方式、需提前两星期申请、若有空房、则可改订。

Concordia 宿舍、类型A

F+U 酒店 Denner、类型D

Maerz宿舍、类型D + E

F+U 酒店 Denner、类型D

Concordia 宿舍、类型A

F+U 酒店 Denner、类型D

Maerz宿舍、类型D + E

F+U 酒店 Denner、类型D

F+U校园Campus宿舍、类型E F+U校园Campus宿舍、类型E F+U校园Campus宿舍、类型E F+U校园Campus宿舍、类型E

Marietta Leitinger
Hervorheb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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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合作伙伴教育合作伙伴

fachschulzentrum.de
optional

Tel.: +49 6221 7050-4131 | E-Mail: info@fuu.de

• 14岁以上的青少年 • 24小时监护 • 促进个人发展 

• 地理位置中心 • 教育学专业人才 

• 共享浴室的单人间宿舍

 • 互联网连接 • 丰富多彩的课余活动

 • 每周七天24小时服务热线 

 • 参加语言学院的语言课程以及在海德堡私立学校中心

（HPC）上课。

Tel. +49 6221 912035    •    boardingschool.hd@fuu.de    •    hpc-international.de

HPC国际寄宿学校

isba-studium.de

 

• 双语小学
• 实科中学
• 全新！综合学校（1到10年级）
• 双语文理中学
• 8年级与11年级起的职业文理中学
• 国际中学IB（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文凭项目

Tel. +49 6221 7050-101 heidelberg@fuu.de hpc-schulen.de

HPC Schulen

建设中——计划于2022/23学年开学时开始

护理 - 健康 - 教育学 - 社会学 您允许自己领先多少？
• 老年人护理 • 专业护理人员 • 工作教育者/教育学家 • 社会教育学

为期一年的职业学院 • 教育工作者1 • 重点为青少年与福利教养院教

育为重点的教育工作者 • 社会教育助理 • 药学技术助理 • 疗愈教育者 

• 特殊医疗教育护理 • 理疗医师 • 职业治疗师 • 言语治疗师

▪	缩短的学习时间 (须在护理专业或社 

 会工作方面接受过专业培训)

▪	职业培训/工作与学习的最佳兼容

▪	理论与实践紧密联系

融合职业的本科学习-
为国际专业人才而备

▪	组织与社会教育学

▪	医师助理

电话：+49 6221 7050-2402
电子邮箱：
beratung@isab-studium.de

ibaDual.com

基础课程项目 

„工作 & 学习在德国“ 

面向国际学生

在德国学习
双学士学位课程

管理 社会 卫生 技术

你在德国各地的双元制学习计划
11个学习地点

 +49 162 2933320

international@ibadual.com

    Bernburger Str. 24 – 25 | 10963 Berlin
   电话：+49 30 206176-63
 电子邮箱： info@victoria-university.de

学士专业及硕士专业,
进修, 语言
学习模式: 传统|双元|远程

提供13个不同专的业工商管理学士学位 
国际管理学士学位

商业管理与发展硕士学位

商业心理学硕士学位  
商业辅导 | 商业咨询

 通过我们的三种学习模式实现最大的灵活性
 在双元学制中，有许多合作企业可供选择
个人咨询、职业服务、国际办公室

VICTORIA | 国际大学

victoria-hochschule.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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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景1: 为具有同等高校入学资格（HZB）学员开设的准备课程 您希望在德国读大学吗？在F+U集团旗下的大学——国际职业学院（iba）、国际教育
职业学院（isba）及VICTORIA国际大学 、在为学生提供传统的全日制大学和远程教育
模式外、还有丰富的双元制本科专业可选。

在双元制本科学习中、学生不仅在大学课堂上接受理论教育、还会在我们的合作企业接
受连续的实际技能培训、大学毕业获得国家认可的学士学位。

为进入大学做准备、国际学生可以参加我校为期6至10个月的网上资质认证课程、德语
零基础者也可以参加此准备课程、前提是在来源国已获受认可的中学毕业证书。对于中
学毕业证书不被等同认可为德国高中毕业（Abitur）的学生、通过此准备课程可代替大
学预科班。

可选专业*：具有14个可选深化方向的企业经济学（BWL）（例如酒店和旅游管理、餐饮
业管理等）、计算机科学与管理、工程与管理、社会教育学与管理、医师助理。

可能的学习地点*：海德堡、柏林、开姆尼茨、汉堡、慕尼黑、科隆、达姆施塔特、弗莱堡等（若尚有空位）

• 毕业后拥有杰出的职业前景。
• 每月获得报酬、一般可覆盖生活费所需。
• 合作的实践公司负责支付大学学费。学生只需承担语言学习及专业准备课

程的费用。
• 针对语言学院学生的顶级优惠：若被本集团的大学或职业学院录取、在大

学注册后、可获得后期为学业做准备的语言课程的25%的课程费优惠（参
见第18页、德语密集课）

• 没有与德国高中毕业“Abitur”相当的高校入学资格（HZB）的申请者、在
语言学习过程中即可获得入学资格、不必上预科班。

• 可为有签证义务的学生提供有条件的录取证明。

在F+U下属高校就读双元制大学的优势

98%

85%80%

双元制学习需求急剧增长 双元制大学生在合作培训公司的受雇佣率=公司对学生及学习模型的高度认可与满意

双元制大学学习的相关数据 

40.982

2004 一般受雇接收率 F+U集团下属高校
的受雇接收率

我们的学生最迟在毕业六个月后
找到固定工作的比例

2019

元制大学生人数
108.202

来源：AusbildungPlus-Datenbank 
(数据日期：2019年1月)

来源：Verbleibstudie der iba 
(数据日期：2017年5月)

合作企业

德语A2水平-在德就读大学双元制大学本科

筑基项目 学习&工作德国（WORK&STUDY GERMANY）

第一阶段
三月 -  五月

九月 -  十一月

第二阶段
J六月 -  八月
十二月 - 二月

第三阶段
九月/三月

从10月/4月开始

初
级

德
语

课
程

A
0

-A
2

德语课程（B1-B2.1）
20小时/每周、12周

德语课程（B2.2-C1）
20小时/每周、12周

在工作基础上
的语言学习、
在德国公司

(可选)

双元制、工作-学
习同时进行的大

学本科

工商管理/信息
技术 与管理

(180 ECTS)

纳米学位：数字化商业（Digital Business）*

最新数字化技术、
管理信息系统

（5CP）
5小时/每周、12周

洞见人工智能
（5CP）

5小时/每周、12周

为实践做准备
(研讨会 “学习&工作 – 

职业教练”)

为实践做准备
(寻找合作公司、虚拟招聘会展览)

*可能会有变化。

情景2: 无同等高校入学资格（HZB）的准备课程 （可取代大学预科班） 
筑基项目 学习&工作德国（WORK&STUDY GERMANY）

第一阶段
三月 -  五月

九月 -  十一月

第二阶段
六月 -  八月
十二月 - 二月

第三阶段
九月/三月

从10月/4月开始

初
级

德
语

课
程

A
0

-A
2

德语课程（B1-B2.1）
20小时/每周、12周

德语课程（B2.2-C1）
20小时/每周、12周

在工作基础上
的语言学习、
在德国公司

(可选)

双元制、工作-学
习同时进行的大

学本科

国际管理

(180 ECTS)

纳米学位：商业精髓（Digital Business）*

互动语言训练、
职业德语
（10CP）

10小时/每周、12周

商业&管理原则、
商业数学
（10CP）

10小时/每周、12周

为实践做准备
(研讨会 “学习&工作 – 

职业教练”)

为实践做准备
(寻找合作公司、虚拟招聘会展览)

*可能会有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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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认证的职业外语专业学校——位于海德堡的全日制教育 – 现可使用教育
培训代金券 
外语职业教育将为您打开丰富的、有趣的、最重要的是、面对未来有更保障的工作前景。我们不仅能为您提供扎实的外语资质培训、还可以
为您提供商业、IT/电子数据处理、管理等课程。这样的复式人才资质认证在经济领域、国内与国际协会、科学机构以及服务行业都越来越
炙手可热。
世界贸易通讯员培训尤其值得注意、在学习三种欧洲主要语言：英语、法语、西班牙语外、还会学习第四语言：俄语、汉语或日语。
国际学生可以将有英语和德语作为外语来完成该受国家认可的学业、将获得并可以证明职业相关的德语C2水平。
报名费：200€。考试费用与上课材料费用不包括在内。
以下语言拥有国家认证：中文、英语、法语、日语、俄语、西班牙语及德语作为外语。

其它结业证书：工商业协会（IHK）所颁发的英语、法语、西班牙语证书、汉语HSK证书、日语JLPT证书、俄语TRKI证书、德语作为外语的
TELC或TestDaf证书。

培训开始时间：2023年9月11日 

获得国家认证资质的前提条件：中等教育毕业、德语水平C1、英语水平B1。(语言水平证明在培训课程开始时尚未超过两年。)
教育支持：学生德国联邦助学金 BafoeG、教育培训代金券、教育贷款、儿童金、分期付款1等。

外语职业学院

培训项目/语言 费用1 课程长度 开始时间

外语文员 (一种语言) 英语 3.257 € 1 年 九月

外语文员 (双语)
英语  和  法语、西班牙语或德语作为外语

6.846 € 2 年 九月

外语文员 (双语)
英语 和 中文、日语 或俄语

7.728 € 2 年 九月

外语文员 (三语)
英语 和 法语或西班牙语 + 中文、日语 或 俄语 

8.722 € 2 年 九月

欧洲秘书 (三语) 英语+ 法语 + 西班牙语              8.280 € 2 年 九月

世界贸易通讯员 ( 四种语言)
英语 和 法语 和 西班牙语 + 中文、日语 或 俄语

9.936 € 2 年 九月

1可分期付款、请详询。

以德语作为外语的预科学习
若学员的德语能力不到C1以及/或者英语能力不到B1、可在参加以上职业培训前先进行预科学习、来达到培训所需的语言需求（德语C1 以
及/或者 英语B1）。

第一预备学期：德语作为外语
入学语言要求：A1、目标B2 ；课程时长：30星期、每周30课时；开课时间：每年9月的第一个周一
若学员已经有一定德语基础、全年每月的第一个周一都可以插班入学。
学费：在我们位于海德堡的学校上实体课4.500€ ； 在家舒适地线上参与混合课程2.800€——无论住在哪里都可参与。若插班入学、
学费将会根据已有的语言能力以及所减少的课时相应削减、详情请见第18 页及19页的价目表。（教材费未包含在内）

德语课：周一至周五、09:00 - 10:30 + 10:45 - 12:15 + 13:00 - 14:30

预备学期第二学期：德语作为外语+ 专业语言 
入学语言要求：B2 / C1； 课程时长：16 星期、每周30 课时；开课时间：每年5月的第一个周一
若学员已经有一定德语基础、全年每个月的第一个周一都可以插班入学。
学费：在我们位于海德堡的学校上实体课2.480€ ； 在家舒适地线上参与混合课程1.800€——无论住在哪里、都可参与。若插班入学、
学费将会根据已有的语言能力以及所减少的课时相应削减、详情请见第18 页及19页的价目表。（教材费未包含在内）。

德语课：周一至周五、09:00 - 10:30 + 10:45 - 12:15 
贸易文书课：周一 + 周四 13:00 - 14:30
德语课：周二 + 周三 + 周五13:00 - 14:30  

使英语达到B1水平的学习、请参见第22页与第23页的课程列表。

海德堡-内卡河（全长362千米）河风光 - 老城与宫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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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上半年 - 学员数据

3.405人接受培训、945人参加考试、来自76个国家 
2022年上半年、平均每个星期有650名学生参加我们的语言课程（主要课程、模组课程、夜间课程以及单人课程）以及我们的
外语职业学校所提供的课程与企业培训。

半年内有3.405人参加了我们的语言培训、平均课程持续时间为6.2周、大约945名学生参与了语言考试。在2022年上半年、
约有来自76个国家的4.350名学生完成了我们语言学校的课程和考试。

冬天的海德堡老城美景

最受欢迎的课程 热门考试
对不同考试的描述参见第12-13页

欧洲语言证书telc  33%

德福考试TestDaF       22%

雅思IELTS                   18%

托福考试TOEFL 14%

TestAS(德适)  8%

TOEIC（托业） 3%

DTZ （德语） 2%

总计 100%

密集德语课程 51%

密集英语课程 11%

单人课程 10%

夜间课程（德语） 7%

儿童与青少年课程* 5%

混合课程 5%

教育培训假期 4%

外语职业培训 4%

夜间课程（英语） 3%

总计 100%

*俄语儿童学院

生源国：德语课程、2022年上半年（约2.750学员）
国家 比例 国家 比例 国家 比例 国家 比例

土耳其 9、40% 瑞士 4、60% 波兰 2、70% 俄罗斯 1、50%

墨西哥 8、20% 乌克兰 4、50% 巴西 2、20% 韩国 1、50%

意大利 8、10% 中国 4、20% 美国 2、10% 叙利亚 1、20%

突尼斯 6、90% 西班牙 3、50% 哥伦比亚 1、80% 伊朗 1、10%

日本 6、50% 巴拿马 3、50% 厄瓜多尔 1、70% 印度 0、80%

以色列 5、10% 法国 2、90% 塞浦路斯 1、60% 53个其他国家 14、40%

总计 100%

生源国：英语课程、2022年上半年（约495学员）
国家 比例 国家 比例 国家 比例 国家 比例

德国 36、90% 哥伦比亚 2、90% 法国 2、10% 叙利亚 1、60%

日本 9、80% 乌克兰 2、90% 匈牙利 1、90% 俄罗斯 1、50%

土耳其 7、80% 沙特阿拉伯 2、80% 巴西 1、80% 伊朗 1、40%

巴拿马 6、50% 西班牙 2、50% 厄瓜多尔 1、80% 韩国 1、20%

格鲁吉亚 3、50% 瑞士 2、50% 智利 1、80%

 意大利 3、10% 波兰 2、10% 中国 1、60% 总计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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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语言学院
F+U 莱茵-美茵-内卡 股份有限公司

Hauptstrasse 1
D-69117 海德堡

电话: +49 6221 7050-4048
传真: +49 6221 23452

languages@fuu.de
www.academy-languages.de/en

全天（24/7）服务电话: 
电话: +49 6221 9120-38

海德堡的语言课程
阿拉伯语、巴西葡萄牙语、保加利亚语、中文、德语、英语、法语、希腊
语、意大利语、日语、克罗地亚语、荷兰语、波兰语、葡萄牙语、罗马尼
亚语、俄语、瑞典语、西班牙语、捷克语、土耳其语、匈牙利语等

国际考试中心
TestDaF（德福考试）、TELC（欧洲语言证书）、ECL(欧洲现代语言
成就证书)、TOEFL®（托福）、TOEIC®（托业）、IELTS（雅思）、 
OnSet (在线测试德语作为外语水平的考试）、TestAS（德适考试-对
申请德国大学的外国学生学习能力的评估）等

国家认证的外语职业专业学校
外语文员、欧洲秘书、世界贸易通讯员、笔译员

专科技术学校中心
老人护理、特殊医疗教育护理、作业治疗法等

academy24学院24
行业专业经营者、企业经营者等

海德堡私立学校中心
文理中学、实科中学、双语小学、双语文理中学、职业学院、国际文凭
课程IB® 

国际职业学院（iba）
双元制大学本科学习、备考“外国留学生大学入学资格鉴定考试” 
(Feststellungsprüfung) (W-课程)

国际大学
大学本科、硕士学习、可选双元制学习、全日制学习或远程学习

A
o
L
_H

D
_P

L
2

3
_c

h
in

_0
3

-1
0

-2
0

2
2

_保
留

更
改

权
力

我校位于海德堡Hauptstrasse 1（老城 - 主街1号）上的Darmstaedter Hof Centrum购物中心内

www.academy-languages.de/e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