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ww.fuu-languages.eu 1

中文

语言课程
大学预科
公司培训

考试中心
特殊课程
住宿	

柏林

F+U Academy of Languages

2020

www.fuu-languages.eu

German Language
School

Winner 2017



www.fuu-languages.euwww.fuu-berlin-languages.eu2 3

Dorotheenstraße

Dorotheenstraße

Behrenstraße

Eb
er

ts
tra

ße
Eb

er
ts

tra
ße

Voßstraße

W
ilhelm

straße

W
ilhelm

straße

M
arkgrafenstraße

M
auerstraße

Mittelstraße

Unter den Linden

Unter den Linden

Französische Straße

Behrenstraße

Jägerstraße

Jägerstraße

Taubenstraße

Mohrenstraße

Kronenstraße

Kronenstr.

Zimmerstr.

Niederkirchnerstraße

Zimmerstraße

Schützenstraße

Krausenstraße

R.-Dutschke-Straße

Potsdamer Straße

Potsdamer Straße

Ben G
urion Straße

Ben G
urion Straße

Leipziger Straße

Leipziger Straße

O
berw

allstraße

G
linkastraße

Friedrichstraße
Friedrichstraße

Friedrichstraße

M
auerstraße

W
ilhelm

straße

C
harlottenstraße

Lindenstraße

Stresem
annstraße

Anhalterstr.

Hedemannstraße

W
ilhelm

straße

Reinhardtstraße

Friedrichstraße

    Georgenstraße

Albrechtstraße

   Landwehrkanal

Spree

Stresemannstraße

Scheidemannstraße

Paul-Löbe-Allee

Französische Straße

Hannah-Arendt Straße

Lennéstraße

Bellevuestraße

Alte
 Pos

tda
mer 

Str.

Kö
th

en
er

 S
tra

ße

Li
nk

st
ra

ße

Fl
ot

tw
el

lst
r.

Schöneberger S
tr.D

es
sa

ue
r S

tr.

Bernburger Straße

2

3

5

6

4

7

8

w

0

e
t

y

u i

o

=

-

9
q

目录 地处德国首都中心位置的F+U学院
地处德国首都中心位置的F+U学院	................................................ 3
柏林 – 德国的政治与文化中心	................................................... 5-7
F+U国际语言学校柏林分校.......................................................9-11
基本信息与规定	..................................................................... 13-15
业余文娱活动	..............................................................................15
语言能力分级 欧洲语言公共参考标准(GERS)	..............................16
F+U -国际考试中心......................................................................17

个性化课程
	 单人课程、	小班课程、公司培训	...............................................18
高级商业课程	..............................................................................18

网络课程-在线语言培训	..............................................................19

晚间课程
	 对外德语	.................................................................................. 20
	 英语	......................................................................................... 20

密集课程
	 对外德语	...................................................................................21
	 英语，英语+德语	...................................................................... 22

团体项目、大学体验课	...........................................................23-24

其他服务、特殊课程
	 巡回课程	.................................................................................. 25
	 公司语言培训（公司内培训）	................................................... 25
	 音乐高校备考	........................................................................... 25
	 自选课程（音乐、体育、	艺术、	设计）	..................................... 25
	 行政事务办理	(民政局登记地址、医保与银行业务等)		............. 25
	 大学申请咨询	........................................................................... 25
	 应用科学大学——经济、技术与文化学院（hwtk）就读咨询	.... 26
	 过渡性入学许可	......................................................................... 6
	 实习,	Erasmus+	项目	............................................................... 27
	 文化项目	.................................................................................. 27

住宿信息
	 位置图	(宿舍、公寓)	................................................................. 29
	 关于住宿的基本信息	...........................................................29-30
	 就餐	......................................................................................... 30
交通	........................................................................................... 30

Checkpoint
Charlie

1

F+U莱茵-美茵-内卡股份有限公司
语言学院
地址：Bernburger	Straße	24-25,	10963	柏林
电话：+49	30	2005977-10,	传真：+49	30	2005977-29	
F+U	周末入住服务:	+49	160	94718460
F+U紧急呼救电话（录入留言机的信息即使在办公时
间以外也会定期听取。）
电话：+49	30	2005977-10
languages.berlin@fuu.de
www.fuu-languages.berlin, www.fuu.de
	 facebook.fuu-languages.berlin
	 twitter.fuu-languages.berlin
	 instagram.fuu-languages.berlin

住宿价格
	 F+U	合租公寓（WG）、私人公寓	...............................................31
	 F+U	校园宿舍	.......................................................................... 32
	 F+U	学院柏林青年旅舍	............................................................ 34
	 F+U	寄宿家庭、外部住宿	.......................................................... 35

数据与事实	................................................................................. 36

国家认证的海德堡外语职业学院:	汉语、英语、	法语、日语、俄语、
	 西班牙语等	.............................................................................. 37

教育合作伙伴	........................................................................38-39
我们的理念	...........................................................................40-41

F+U学院2020年课程规划	.....................................................42-43

F+U集团各下属机构	................................................................... 44
	 国际考试中心
	 国家认证的外语职业学院
	 专科技术学校
	 academy	24学院
	 海德堡与达姆城的私立学校中心
	 国际职业学院
	 应用科学大学——经济、技术与文化学院（hwtk）

1
2
3
4
5
6
7
8
9
0
-
=
q
w
e
r
t
y
u
i
o
p

勃兰登堡门
德国联邦议院/	国会大厦
艺术学院
柏林喜剧歌剧院
杜斯曼文化商店
洪堡大学
商场“老佛爷”
柏林音乐学院（以作曲家	Hans	Eisler	汉斯·艾斯勒命名）(包括食堂)
御林广场(柏林音乐厅、德国大教堂、法国大教堂)
柏林商厦（商店、美食广场）
美国大使馆
俄联邦大使馆
蒂尔加藤公园Tiergarten	
邮局
波茨坦广场购物中心Arkaden（商店、饭店）
老国家艺术馆、画廊、工艺博物馆、乐器博物馆、柏林爱乐乐团
位于柏林的国家图书馆
德国间谍博物馆
马丁-格罗皮乌斯博物馆（	Martin-Gropius-Bau）
恐怖地形图（Topographie	des	Terrors）档案馆
藤普杜音乐广场	（Tempodrom）
F+U	学院柏林分校青旅，三岔口公园（Gleisdreieck	Park），
Brlo啤酒厂（Brlo	Brauerei）	

U55
Brandenburger Tor

S1 / S2
Brandenburger Tor

U2
Hausvogteiplatz

U2
Mohrenstraße U2/U6

Stadtmitte

U2 - Potsdamer Platz

S2 - Potsdamer Platz

S2
Anhalter Bahnhof

U2
Mendelsohn 
Bartholdy Park

r

p

	考试资质]

我们的语言学校位于F+U国际教育校园，在波茨坦广场附近，学校大楼为十
九世纪德国经济繁荣时期的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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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
自从冷战的铁幕轰然倒塌，柏林城被柏林墙一分为二的分裂终结
以来，柏林在建筑和文化上都经历了持续的繁荣发展，这座年轻、
国际化而充满活力的城市成为了二十一世纪世界之都的典范。同时
柏林又具有着深厚而丰富的历史底蕴。国会大厦（Reichtstag）上
的穹顶以及后现代化购物中心建筑的钢铁与玻璃上，映射着帝国时
期华美壮丽的历史建筑，以及战后各种追思怀念与警醒人们勿忘历
史的纪念碑。
普鲁士城市宫殿的重建，最贴切地表达了柏林历来对世界开放的传
统：隐匿在古老沧桑外墙后的、高度现代化的“洪堡论坛”，从今年
起将成为全世界各民族和文化的聚集地。柏林的创新、进取、创业
精神，从丰富的古今对比中汲取了灵感。自2006年起，柏林就被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冠以了“设计之都”的美誉。

柏林拥有150多个音乐厅和剧院，3座可以同时上演不同歌剧的歌
剧院，200余家博物馆、艺术品收藏馆以及440家美术馆，这些美术
馆拥有6000多位当代艺术家的作品。同时，柏林还有不少举世闻
名的流行俱乐部（比如Berghain和Prince	 Charles）。艺术博物
馆与这些俱乐部争相吸引着每年来自世界各地的1300万游客的青
睐。还较为年轻的“柏林电影节”(Berlinale)，每年以300多个放映
厅吸引着观众，已然可与历史悠久的威尼斯电影节和戛纳电影节相
媲美。音乐爱好者在这里可以欣赏到世界上最好的交响乐团或合唱
乐团的演出。由五座雄伟建筑（也是五家博物馆）组成的“博物馆
岛”，不仅是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也是最负盛名的“博物馆长夜”
的中心。“博物馆长夜”于1997年在这里诞生，从此便在全世界范
围内被多次模仿。多姿多彩的热门酒吧也成就了柏林的难忘之夜：
这些酒吧永不打烊。柏林有几乎5000家饭店，900家小酒馆和200
多家酒吧，无数长时间营业的便利店，比伊斯坦布还多的土耳其烤
肉（Döner）店。在文化多元丰富的各个城市区域（柏林人常把自己
常去的书店、咖啡馆前加上Kiez。Kiez不是行政“区”，而是人们用
来描述自己生活的附近区域），这些饭店酒馆深夜直至清晨都还在
吸引着客人的来访。圣诞元旦佳节期间，柏林比任何一个欧洲城市

都有更多的圣诞市场，而在元旦前夜，这里将是欧洲大陆最大的新
年派对的见证地，从胜利纪念柱到勃兰登堡门，会有约一百万人一
起辞旧迎新、欢庆新年。

夜晚的柏林活泼生动、觥筹交错，让人流连忘返。白天，这座德
国首都之城则是科学圣地。这里有40余所综合性大学和高等院
校——其中包括德国最著名的艺术、设计和音乐培训机构。柏林
比德国其他任何联邦州都吸引
了更多的学子。现在有19万多的
大学生在柏林注册学习。四所享
誉欧洲的大学教育机构：柏林
洪堡大学（1809年建校）、柏林
自由大学（1948年建校）、柏林
工业大学（1879年建校）以及柏
林夏里特（Charité）医科大学
（成立于1710年）——作为“柏
林大学联盟（Berlin	 University	
All iance）”，2019年在全联邦
德国范围内的杰出高校竞争中再
次捍卫了“德国精英大学”的荣
誉称号。柏林夏里特（Charité）
是欧洲最大的医学院。

国家图书馆位于柏林，是柏林84家公共图书馆之一，拥有千万余册
的印刷文本，是德语地区最大的科学综合图书馆。

柏林不仅是欧盟第二大城市（是巴黎的九倍），还是欧盟内植被
覆盖最密集、最绿色的城市。柏林城市面积的1/3被绿地、树林或
水域覆盖：围绕着柏林大街小巷的44万棵树、3万公顷市内林地、
无数的公园与公共绿地——如蒂尔加藤公园（Tiergarten）和位
于达勒姆区（Dahlem）的植物园共同创造了无与伦比、众所周
知的“柏林的空气”。在古纳森林（Grunewald）和施普雷森林
（Spreewald）这两座比邻的自然乐园中，人们可以漫步、宿营、
游泳或划船。

柏林的泰戈尔机场（Tegel）与舍讷费尔德机场（Schönefeld）提
供了便捷的国际航班连接，柏林长途汽车客运站(ZOB)也提供了频
繁、优价的、去往其他欧洲国家的国际长途汽车。

柏林————
德国最大、
最具活力的城市

柏林天际线：位于图片下方的建筑为柏林红色市政厅（建于1869年），
为柏林参议院和执政市长的官邸，图片背景为柏林电视塔(建于1969年)。

德国最美的广场之一：御林广场（建于1688年），以及法国大教堂
（Französischer	Dom）、德国大教堂（Deutscher	Dom）与柏
林音乐厅（Konzertha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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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280年以来，扬起爪子站立着的熊就是柏林城官
方的城徽动物和象征，在我们的宣传册中，小熊标
志代表着学校备受喜爱的服务项目和重要提示。

学校概况一览:
F+U 国际教育校园
地址：Bernburger Straße 24-25, 10963，柏林
• 校园位于十九世纪经济繁荣时期风格的历史建筑内，设有现代化
教室和机房

• 二楼（德国标记为1.OG）设咖啡休息区，有零食与饮料自动售货
机

• 管理有素的图书馆，可借阅多种书籍（语言、经济学）。图书馆内
有电脑-阅览室，可供学生自习使用，有打印/复印机（付费）

• 校园私密的内庭小花园，学生可在此休息或学习
• 位于学校大楼内的校园宿舍（有单人间、双人间以及多人间），请
参见第32页

• F+U学院青年旅舍（带私人浴室与电视机的学生宿舍），距离校园
仅15分钟步行距离，请参见第34页

• 由应用科学大学——经济、技术与文化学院（HWTK）的团队为国
际学生提供的免费职业咨询，请参见第26页

• 波茨坦广场（Potsdamer	 Platz）附近有众多的商场、咖啡厅与
餐厅。德国国会大厦，勃兰登堡门，弗里德里希大街，御林广场，
查理检查站，蒂尔加滕公园和Gleisdreieck公园都在步行距离之
内。

• 便捷的公共交通连接：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可轻松抵达学校的校园
和宿舍（附近地铁站为：地铁轻轨站	 S	 /	 U	 Potsdamer	 Platz，
地铁站U	Mendelssohn-	 Bartholdy-Park,轻轨站	 S	 Anhalter	
Bahnhof。）

• 安全保障——校园内装有摄像头、报警系统，并配有安保人员。

威廉皇帝纪念教堂（Kaiser-Wilhelm-Gedächtniskirche，建于
1891年），位于柏林的夏洛滕堡区（Charlottenburg）的选帝侯路堤
（Kurfürstendamm，当地人称为Ku'damm，音译为库达姆大街）。在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严重受损的教堂废墟，今天是一座象征着和平与宽容
的纪念碑。新教礼拜仪式在教堂的“新塔楼”（建于1960年）内举行。 1各活动日期或有调整或变动。

2N.N：本宣传册付印时尚未确定

2020柏林节庆活动日历(重要活动节选) 1

1月15-19日 超声波现代音乐节（Ultraschall-
全世界现代音乐最佳阐释者系列演出）

1月17-26日 国际绿色周（世界上最大的食品、农业与园艺展览）

1月21日-
2月2日 电子音乐与视觉艺术节（CTM-Festival）

1月23-28日 第109届柏林自行车六日赛（世界著名的自行车赛）

1月28日-
2月2日 转译媒体艺术节（Transmediale多媒体-艺术-节)

1月其他活动
（N.N.）2

柏林时装周：冬季（国际高档展销会与时装秀)
蒙古包里的故事Geschichten	in	Jurten
(在蒙古包内的100场朗读会，波茨坦广场）

2月14日 柏林国际室内田径赛（ISTAF	Indoor）
2月20日-
3月1日 柏林国际电影节Berlinale

2月20日-
3月1日 eat!	berlin	（美食节）

3月4-8日 国际旅游节ITB（世界上最大的旅游展览）
3月20-29日 三月音乐节–现代音乐节
4月5日 第40届柏林半程马拉松（跑步和轮滑）

4月4日-12	日 柏林国家歌剧院庆祝日（一流古典音乐节，指挥
D.Barenboim）

5月1日 柏林克罗伊茨贝格区（Kreuzberg	in	Berlin）
街头音乐节“Myfest”（五月节）

5月8日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75周年纪念日（全柏林市的庆祝活
动）

5月17日 德国足协杯DFB决赛
5月29日-
6月1日

柏林文化狂欢节（色彩艳丽、奇异多姿的街头节日，
多种游行和音乐）	

5月其他活动
（N.N.）

注意柏林achtung	berlin-新电影大奖
XJazz	–柏林爵士乐音乐节	
戏剧汇演（当季十部“最值得关注”的戏剧表演）

6月6日	 科学长夜（了解实验室、档案馆、图书馆和教课室）		
6月21日	 Fête	de	la	Musique音乐节（街头音乐节）	
6月13日-
9月13日 柏林双年展（当地和国际艺术展览）

7月12日 欧洲杯总决赛，可在勃兰登堡门前的球迷大街
(Fanmeile）与众多球迷共同观看比赛

7月25日 克里斯托弗大街纪念日（Christopher	Street	Day）

7月其他活动
（N.N.）

露天古典音乐会,博物馆长夜	
Dahlem植物园之夜（植物园内的灯光与音乐节）			

9月13日 文物保护建筑开放日（不同寻常的了解历史场所）

9月其他活动
（N.N.）

柏林音乐节（柏林现代音乐会演出季）
IFA-国际电子消费品及家电展
(娱乐与通讯电子设备的最新产品展览）

10月3日 德国统一国庆，30周年大庆典
11月23日-
1月6日	 圣诞市场季

11月至来年1月
（N.N.）

柏林爵士乐音乐节	Dahlem植物园的圣诞公园
(圣诞气氛的灯光节，持续至1月）

12月31日 勃兰登堡门一带的新年派对——欧洲最大的跨年夜派对
位于政府区域的“国会大厅”(Kongresshalle)，现为世界文化之家，始
建于1956年，是美国送给德国的礼物。因为其未来主义风格的钢铁弧形
屋顶，柏林人把这座建筑昵称为“怀孕的牡蛎”(Schwangere	Auster)
或“Jimmy	Carter的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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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	语言学院
不仅仅是语言学校
F+U集团是德国最大的私立教育机构之一，在整个联邦德国境内以
及欧盟其他国家设有多处分支机构，并与全世界多所公立及私立教
育组织有密切合作。	 F+U位于德国首都柏林的分校，除了常见课程
外，还提供职业培训与进修，以及商务培训和资质认证等服务。

应用科学大学——经济、技术与文化学院（hwtk）的成功教育模式
包括双轨制本科教育，硕士教育采用最新技术的远程教育、全日制
教育以及双轨制教育。数年来，经济、技术与文化学院（hwtk）为
众多年轻学子提供了以实践为指导的培训学习机会，现在应用科学
大学也逐渐为国际学生敞开校门，近来甚至新开设了英语课程的国
际管理专业，学生可以获得本科学位。

F+U语言学院柏林分校自2013年起扩展了教育项目，增加了高学术
标准的语言、公司培训以及电脑培训课程，课程或在波茨坦广场旁
的国际教育校园，或在客户学员的公司内部，或在网上通过虚拟课
堂真人实时授课进行。柏林分校与时俱进的革新，遵循了1980年在
浪漫的内卡河畔建校的海德堡总部的优良传统。F+U语言学院的海
德堡总部，每年接收来自100多个国家的学生，参加课程的学生和
参考人数每年超过一万人，是德国最大、最成功的语言培训学校之
一。

柏林语言分校广泛的教育经验与培训资质网络，可以让所有客
户都有所受益：不论是志在把自己的德语能力提高到可以在德
国大学学习的水平或是准备“外国留学生大学入学资格鉴定考试
(Feststellungsprüfung)”的外国学生，还是想提高自己的外语能
力的本国人，比如学习经济英语、或为TOEFL（托福）考试备战，都
能找到合适自己的课程。公司和外交机构则首选我们去其机构内灵
活授课的培训项目。

柏林

胜利纪念柱(Die Siegesäule,建于1873年)–原为纪念普鲁士王国战胜丹
麦、奥地利及法国而建，现为可鸟瞰柏林最大公园Tiergarten与旁边的
美景宫（Schloss Bellevue 见第13页）的怡人风景的瞭望台。纪念柱
顶端镀金的维多利亚胜利女神雕像，被柏林人戏称为“金色的艾尔莎”
（Gold Else）。

柏林和德国国家最著名的标志：勃兰登堡门（Das Brandenburger 
Tor），这座古典主义的“和平之门” 由普鲁士人建造（始建于1789
年），如今象征着自由民主、和平统一的德国。在1989年之前，勃
兰登堡门正处于两德边界线上。

大桥Oberbaumbrücke连接起柏林的
Kreuzberg	和Friedrichshain城区。

1961-1990年东西德最著名的边境检查站:	
查理检查站Checkpoint	Charlie

自2017年一月起，柏林语言学校同时也是应用科学大学——
经济、技术与文化学院（hwtk)的国际交流办公室。这样我们
可以全程为国际学生申请大学服务，并为学生提供宝贵的一
手经验和建议，甚至在语言课程进行中就已经可以开始大学
申请的咨询服务。详情请见第24页与第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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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优势
• 位于市中心，紧邻波茨坦广场（Potsdamer Platz）：便利的中心
位置，便捷的公共交通系统（步行三分钟距离内有三个地铁/轻轨
车站：Potsdamer	Platz,	Anhalter	 Bahnhof,	Mendelssohn-
Bartholdy-Park，另外步行三分钟范围内有七条公交线路的三
个公交车站）。众多旅游景点与购物场所就在步行范围内：索尼
中心（Sony	 Center）、勃兰登堡门、政府办公区、蒂尔加藤公园
（Tiergarten）、查理检查站（Checkpoint	 Charlie）、柏林最
大最有人气的两家商场——柏林商厦（Mall	 of	 Berlin）与购物走
廊（Shopping	 Arkaden）。F+U国际教育校园的教学楼为有着
现代化设施的历史建筑，教室明亮舒适，校内设有无障碍设施、残
疾人卫生间、专门为轮椅使用者配备的独立电梯，附近有多个停
车位。

• 丰富的经验：多年的语言授课经验，高效且目标明确的考试准备
课程，公司培训，Erasmus+项目，语言游学安排，国家认证的海
德堡外语职业学院。

• 教学实力雄厚、课程丰富：F+U语言学院包括一所应用科学大
学——经济、技术与文化学院（hwtk），一所国际职业学院
（iba），双语学校（小学、文理高中），实科中学以及多个职业外
语类高等专科学校。自2017年九月起F+U开始为国际中学生提供
IB国际课程（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

• 考试中心：TOEFL©（英语作为外语能力考试）,	TestDaF德语作为
外语能力考试）,	telc（欧洲语言证书）,		
TOEIC©8托业考试——国际交流英语测评）	
等。自2017年柏林分校被评为telc	能力中心高校。

多次获奖证明

German Language
School

Winner 2017

• 会员及合作伙伴: FaDaF	 （对外德语专业协会）,	 FDSV	 (德国
语言旅行教育专业协会)，VDP（联邦德语教育联盟），AOK（
德国最大的法定医疗保险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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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lympiastützpunkt	 Rhein-Neckar	 e.V.），德国青年旅社
（Deutsches	Jugendherbergswerk）等。

• 语言课程全年开班承诺，确保规划的可靠性，已确认的课程不会
被取消。

• 巡回课程项目：柏林、海德堡两地语言课程完全相同。在不同的城
市体验学习生活很简单！

• F+U的专属住宿安排，学校校园内就有学生宿舍，此外还有私人公
寓、寄宿家庭、F+U	学生专属的青年旅舍	(旅舍设施:	电视机,	无线
网,	私人卫浴;	位置:离学校仅一站地铁，步行15分钟可达学校)	。
在个人请求下可介绍私人住宿（度假屋或酒店）。第29页起。

• 性价比高。
• 国际化的氛围（来自100多个国家的学生）以及丰富的与德国大学
生语言交换的机会（与应用科学大学——经济、技术与文化学院
（hwtk）共享居住区并共同举办活动）。

• 品质保证:	获得国际认证的质量监管体制(DIN	EN	ISO	
9001:2008)，保证持续遵循重要的质量标准。	

乘船游览施普雷河（Spree）或护城河（Landwehrkanal），
不同视角体验柏林城及周边地区的风光。

位于Kreuzberg区的热门酒吧、电子摇滚乐俱乐部-	Club	der	
Visionäre的室外区域，俱乐部仅在夏季开放。

国会大厦（建于1894年），
自1999年是德国联邦议会的办公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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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信息请见学校通知告示栏，

以及网页

news.fuu-languages.berlin

基本信息与规定
学校、课程与假期
• 学校办公时间:	周一和周四08:00-19:00;	周二、	周三、周五08:00-
18:00。

• 我们的语言课程为职业语言课程，或大学准备课程，顺利完成课
程后可获得国际认可的语言证书。

• 由经验丰富且高资质的教师授课。
• 一课时为45分钟。
• 最低年龄(团体课程): 16岁。网络培训中可例外，请参见第19页的
青少年网络培训“Online-Junioren”，其他可破例情况请详询(
电子邮箱：languages.berlin@fuu.de)，

• 班级规模：详见各课程的课程描述
• 开班承诺，最少上课人数：即使上课学生人数低于开班要求的下限
（4名学生），我校也保证开班，只是会因为参课学生人数减少而
提快授课进程，将实际授课数降低50%。在此情况下，学生可以参
加某一团体课程以弥补缺失的课时数，或领取相应减少课时的课
程代金券，代金券无失效期，可转移给他人使用。

• 停课的公共假期：1月1	日、4月10日、4月13日、5月1	日、5月8日、5
月21	日、6月1	日	 (所缺课时可以在课程结束时，通过晚间课程或
模组课程补上——学生需要最迟在各公共假期的前一天15:00前
提出书面补课申请。单人课程和晚间课程学校自动安排补课，不
需额外申请。)

• 学校假期：2020年12月21至12月25日。该时期内休假不需提交申
请，此期间课程将自动顺延一周。请学员留意是否需要申请延长
在F+U的住宿。假期内私人课程可单独咨询。

• 个人“假期”：（所选课程将根据书面申请并由学校批准的假期
时长而延长），唯一适用于请假的学校邮箱地址：languages.
berlin@fuu.de
 - 密集课程：每课程阶段（12周）允许最多2周的“假期”（周一至
周五）；最晚请在假期开始前的周四16:00前提交申请。须至少
申请一个完整课程星期的“假期”（周一至周五）。	 如需要，请
留意申请延长在F	+	U的住宿。

 - 晚间课程：最晚在课程当天16:00前申请。
 - 单人课程、封闭式小班课程、公司培训：最晚在上课前一天15
：00之前提交申请可免费取消。若课程在周一，则需最晚之前
的周五的15:00前申请。

• 主要课程：课程根据欧洲语言公共参考标准（见第16页）分为不
同的水平等级。课堂授课中注重培养所有的语言输出与接受技能
（听、说、读、写）以及语法的直观介绍。从B2中级起，德语课程
除了标准语言课程还提供专门的备考课程。

• 模组课程：模组课程加深、提高某一方面的语言技能（如语法、词
汇、对话、语音、应试技巧等），并训练真实生活场景中所需的语
言知识（如大学学习中的报告与演示、职场求职或谈判等）。这些
模组课程补充、巩固了主要课程中所学的知识，为学员日后的职业
生涯或大学生活做好充分准备。可在各模组课程中相互更换。

• 国际考核中心：您可以在我校参加各种全世界认证的考试：托福
（TOEFL©），德福（TestDaF）,欧洲语言证书（TELC），高校学习
能力考核（TestAS）等。

• 学校有无障碍通道，有从底楼到夹层的单独电梯，学校的教学区
和生活区均有可以进轮椅的卫生间。

壮观的三人造型雕塑“分子人”（Molecule	Man，建于1999年）
标志着柏林三个地区——Kreuzberg、Alt-Treptow与Friedrichshain
的交接，同时象征着人类之间的分子联系与平等。

柏林博物馆岛（建于1830年）是欧洲最重要的博物馆群之一，在1999年
被评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	在2018年，博物馆岛的老博
物馆Altes	Museum、	新博物馆Neues	Museum、	老国家艺术画廊
Alte	Nationalgalerie、	博德博物馆Bode-Museum	和佩加蒙博物馆
Pergamonmuseum共吸引了大约250万游客。

美景宫（Schloss	Bellevue，音译为“贝尔维尤宫”	Bellevue是法语，
意为“美丽的景致”），曾是王室的行宫（建于1785年），位于斯普雷河
岸边，现为德国国家元首——联邦总统的办公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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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信息请见学校通知告示栏，

以及网页

news.fuu-languages.berlin

换课、更换上课地点或退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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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处书面申请。请注意，多数情况下必须与任课教师协商并重新
测定分级后，才可改上其他语言等级的课程。

• 学校地点更换：在我们的“巡回课程”项目下，可在海德堡和柏林
之间更换上课地点（参见第25页）。若没有在课程开始前事先预
定，想更换至我校海德堡校区上课，需支付€100。必须在更换地
点前至少两周申请。

• 退课：最迟在课程开始两星期以前申请，可免费退课。之后将收取
如下费用：课程开始前一星期——€50；课程开始之前的最后一
个周五12:00前——€100；在此之后，但是课程开始之前：扣留报
名费用，以及一星期或一个月（晚间课程）的课程费，单人课程收
取两节课的课时费。

• 课程开始之后，取消或减少课程只有特定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可行
（参见一般合同条款AGB）

• 取消在F+U租赁的房间：遵循四星期通知期的前提下可行。（参见
一般合同条款AGB，及本宣传册第30页）

费用与优惠
• 报名费（首次报名）：€40（两人：€25/每人；三人：€20/每人；四
人及以上：€15/每人）

• 课程优惠：必须同时报名，方可享用优惠。各类优惠不可叠加使
用。不同课程的优惠信息参见各课程介绍。

• 价目表中所列较大课程单元（优惠级别）的价格优惠，需预付全部
课程费方可享用。

• 若无额外说明，课程学费指的是每人费用，房间租金指每个床位。
• 已含免费服务：分级水平测试，期中考试，校内免费无线网连接，
上课证明（最后一天上课时在学校领取），有关行政当局的证明，
学生证，校内科学图书馆（大量馆存与可外借书籍，包括领域：经
济、法律、信息学、数学、大学学习准备、心理学与各种语言），图
书馆阅览室内的电脑，介绍语言交换，不同的业余时间课外活动
安排，F+U应用科学大学——经济、技术与文化学院（hwtk）专业
团队的免费大学申请咨询服务（详见第26页）。

• 教材资料：德语约每语言级别€35（教材与练习册），英语每语言
级别约€55（教材与练习册），也可在支付押金和一定借书费用的
前提下租借教材。

• 该册所列价格与相关服务在新价目表发行之前有效。不排除偶有
更改或错误。

• 德语、英语价目表为准。所有其它语种的翻译仅做参考。
• 公益性教育机构：F+U的大部分服务均免增值税。

F+U全年每周至少组织一次文化和休闲活动，7月和8月的夏季每

博物馆岛（Museuminsel）对面，施普雷河（Spree）岸边的舞蹈与欢庆。

业余文娱活动

周至少两次。活动丰富多彩，比如：带导游讲解-游览柏林市
中心（免费），定期聚餐（免费），骑自行车游览柏林最美丽
的地区（免费），乘船游览施普雷河，参观德国联邦议院，
参观博物馆和参加音乐会，体育活动（攀岩，施普雷森林
Spreewald的皮筏舟之旅等），参观公司，下午的语音课程，
大学学术论文指导，大学申请指导（例如Uni-Assist），面试
和考试讲座；全天或半天的波兰、波茨坦、莱比锡、汉堡或德
累斯顿郊游（在满足最低参与人数的前提下），活动费用与
报名截止日期根据活动类型而定。
最新信息请见第27页，以及网页
news.fuu-languages.berlin

德国统一日（10月3日）国会大厦的灯光与视频放映。

柏林大教堂（der Berliner Dom，建于1894-1905年），
是柏林最大的教堂，也是博物馆岛最著名的地标，
其历史可追溯至中世纪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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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考试中心
重要信息: F+U语言学院各分校的考试席位占据情况不均衡。欢迎详询可选择的考试地点和可预定的考试席位。

考试名称 语言 考试说明 2020年考试日期 费用1

TestDaF
德福考试 德语 申请德国大学入学的必要语言证明,

等同DSH
2月13日、4月22日、6月3日、	
7月22日、	9月10日、	11月10日 €	195

telc	
欧洲语言证书

德、英、法、意、俄、西班牙
及其它语言

外语水平证明
A1-A2,	B1;	B1/B2+职业

德语水平测定A1-B2，B1/B2+职业
以及其它语言：
详询约定考试时间

€180	起
(支付额外费
用可加急评测)

telc欧洲语言证书
B2
C1高校

德语
外语水平证明
德语C1高校证书与	DSH和	
TestDaF	具有同等高校入学资格
认证

1月22日、2月19日、3月18日、4月
15日、	5月13日、5月27日、	6月24
日、	7月29日、	8月26日、	9月23
日、	10月21日、	11月4日、11月18
日、	12月9日
其他考试日期：详询约定考试时间

telc欧洲语言证书
B1／B2护理
B2／C1医疗

德语
考试可证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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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stAS
高校学习能力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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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3日、4月	25日、	6月6日、
10月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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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18日、2月15日、3月14日、
4月25日、	5月16日、	6月20日、	
7月18日、	8月15日、	9月19日、	
10月17日、	11月14日、	12月12日

€	22.5
（至少3位参加者)

Test	WiDaF®	
经济德福 德语 考核测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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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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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月11日、	18日；二月1日、	15日；
三月7日、	14日、28日；四月4日、
25日；五月16日、30日；六月13日、
20日、27日；（其他考试日期在本宣
传册出版时尚未公布）

$	245（美元）

TOEFL	Junior®
青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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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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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力与阅读，口语与写作	

考试时间详询 加急评测各€180

LCCI 
伦敦工商业联合会 英语 职业英语测试 考试时间详询

€135起
（加付€100可自己
选定考试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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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4日、2月1日、2月8日、5月30
日、6月6日、6月13日、8月29日、9
月5日、12月12日、12月19日

€	226

外语秘书 德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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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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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开始 每种语言€150，
秘书考试€150

欧洲秘书资格考试 英语、西班牙语、法语

世界贸易秘书 英语、西班牙语、法语+
日语、俄语或中文

笔译员资格考试 英语、西班牙语、
法语等

ECDL
欧洲电脑操作执照 电脑数据处理(EDV) EDV七个模组的技能认证 详询考试时间 每个模组€30，

+	技能卡€60

本校内语言考试 Deutsch a)F+U	学生€75起
b)外校学生€150（含报名费）

1	此价格表更新于2019年7月。

语言能力分级

初
学者

基本语
言能力

中级语言能力

中高级语言能力

高级语言能力

杰出的语言能力

A1

B1

C1

A2

B2

C2

GERS
级别

每级别
学时

语言证书1

课程持续时间
（每级别）英语 德语 汉语、法语、意大利语、

俄语、西班牙语、日语 

A1 160
英语A1

LCCI-初级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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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自律课后复习课上
所学内容的前提下，
根据所选课程的密
集程度在六至八周内

完成。

一对一授课：
所需的总课时比小班
课少大约50%。

A2 160
英语A2

LCCI-初级2,
TOEIC®	120-2251

入门德语2
法语	A2,

意大利语A2,	俄语A2，
西班牙语A2

B1 160
英语B1，商务B1，	
LCCI-1,	TOEIC®	

226-5501,
TOEFL®	57-86

德语证书，
外来移民德语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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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商务，

LCCI-2,	
TOEFL®	87-109，
TOEIC®	551-7851

德语B2，	
B2职业德语，

B1/B2护理，德福
DaF	3	(B2.1-B2.2),	

DSH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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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CCI-3,	
TOEFL®	110-120，
TOEIC®	786-9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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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语C1	,
西班牙语高级文凭C1

C2 400
笔译员,英语C2

LCCI-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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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FS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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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知中最重要的信息

可以阅读简短的文章(
如私人信件)

在日常生活情境中用
几句句子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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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就某个熟悉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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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阐述自己的某个观点，
如作文、报道或信件

C1
可以不费力地理解较
长的演讲、电视节目
和影片

可以阅读较长的、复
杂的专业文章及文学
性文章

可以自发、流利、灵活
并精准地表达

可以清晰并有结构地表
达较复杂的事实

C2
可以不费力地理解口
语，即使是说得较快时

可以轻松阅读所有
文章

可以轻松参与到所有
会话和讨论中去

可以撰写要求较高的，
较复杂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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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名费（首次报名）：€40（两人：€25/每人；三人：€20/每人；四人及以上：€15/每人）
• 家庭优惠（兄弟姐妹，父母）：每人课程费用的10%
• 每课时为45分钟。
• 详细信息请参阅第13页与第15页
• 关于职业专业公司课程，详见第25页（公司语言培训）
• 优势概览：

 - 您可以先试听三课时，试听不需交报名费（第四课时需补缴报名费）
 - 预约课时前一天的15:00前书面方式通知:	sprachen.Berlin@fuu.de，可免费取消该课时。	
若课时安排在周一，需最晚在上一周五15:00前取消。

 - 上课时间：周一到周五：8:00-20:00。额外交付课程费，也可在周末上课。
 - 上课进度与上课内容可按学生意愿，在与授课老师讨论下安排。
 - 您可以与德语课程的国际学生进行语言交换：学生来自英国、美国、中国、日本、俄国、意大利、西班牙、巴西、法国等
其他国家，还可以与我们的应用科学大学——经济、技术与文化学院（hwtk）的大学生进行语言交换。参见第9	页。

• 针对较大团体的课程：我校对此有特别项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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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威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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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语言请询问)

• 语言分组：
 - 语言组1：德语，英语，法语，意大利语，波兰语，俄语，西班牙语，土耳其语
 - 语言组2：保加利亚语，希腊语，克罗地亚语，葡萄牙语（非巴西葡萄牙语），捷克语
 - 语言组3：所有其他语言

• 专业语言I：经济、文学、准备考试、翻译训练
• 专业语言II：医疗、护理专业、科技、成本效益评估、资产负债表等
• 其他专业语言课程价格请详询

单人课程、小班课程、公司培训

网络课程-在线语言培训个性化课程

适应时代新挑战与新要求：快速冲关、与职业专业相联系，所有语言级别课程：中文*,	德语,	英语,	法语，意大利语，日语*,	波兰语，俄语或西班牙。	
(*中文和日语:	加收额外费用	25	%.)

高级商业课程

一名学生 每周老师人数 1 周 2 周 3 周 4 周 午餐 语言考试

20	课时／每周 1-2 €	560 €	1120 €	1620 €	2160

可以和老师共
同就餐:	
€60每餐

如果学员希望，可以在课程结束时在
我校参加以下国际认证的考试	(TELC,	
TOEFL，TestDaF	或	TOEIC,:	本校自己
的考试费用在	€135至€220之间，通
过考试后颁发F+U证书，快速评卷需多

交€75的加急费).

30	课时／每周 2-3 €	840 €	1680 €	2430 €	3240
40	课时／每周 2-3 €	1080 €	2160 €	3120 €	4160
50	课时／每周 2-4 €	1350 €	2700 €	3900 €	5200
60	课时／每周 2-4 €	1560 €	3120 €	4680 €	6240

1以上价目表中所列为每课时费用（每课时为45分钟）。
2免收报名费
3可与处于同样语言水平的朋友或同事一起报名，相互分担费用。
附加费用计算方法：周末上课加收30%；去公司或机构内培训（Inhouse-Training–不在F+U校园，但是在柏林公共交通A/B圈内）40%	；去公司或机构内
培训（Inhouse-Training，公共交通柏林C圈及以外）40%	+	每千米€0.70（包含路上所用时间的交通费）

“我的孩子们在这里学到了很多，
感谢你们杰出而卓有成效的工作！

真的非常推荐!”
Irina,	格鲁吉亚,	双人课程	

网络语言培训课程-全球实时真人授课 

借助最先进的科技，我们的海德堡网络培训中心可以在全世界范围内为团体或个人提供在线语言课程：	
德语、英语与西班牙语（其他语言请详询）。我们的教师在虚拟课堂的互动授课中帮助学生学习语言。
可商定任何开始课程的时间，具体上课时间我们可根据学生的意愿灵活安排。
只需稳定的宽带互联网连接、一台有摄像头和耳机的电脑、笔记本或平板电脑，便可参加课程。
详情请咨询：online.languages@fuu.de

德、英、西班牙语 标准语言课程 备考课程 专业培训：经济、护理、医学

1-3	课时	 4-30	课时	 31-99	课时	 	100	课时	 1-3	课时	 4-30	课时	 31-99	课时	 	100	课时	 1-3	课时	 4-30	课时	 31-99	课时	 	100	课时	

单人课程 €	30 €	28 €	26 €	25 €	34 €	32 €	30 €	28 €	36 €	33 €	31 €	30
双人课程 €	35 €	33 €	31 €	30 €	40 €	38 €	34 €	35 €	42 €	39 €	37 €	36
3-5	学生 €	40 €	38 €	36 €	35 €	46 €	43 €	41 €	40 €	48 €	45 €	43 €	42
6	名学生起 €	45 €	43 €	41 €	40 €	51 €	49 €	47 €	46 €	54 €	51 €	49 €	48

每语言级别所需课时 课堂上1名学生 课堂上2名学生 课堂上3-5名学生 课堂上6名学生及以上

A1,	A2,	B1,	B2,	C1	 80 100 120	 180	
C2 250 300 350	 400	

• 报名费（首次报名）：€10
• 教材费：每语言级别	€40	-	€60（电子教材或打印版教材）

其他语言课程20%的附加费:法语、汉语、俄语、意大利语、葡萄牙语、日语等	
推荐课程时长：
若要达到一定的语言水平（A1、A2、B1、B2、C1和C2），所需学习时间取决于课堂学生人数和每周课程数，以及学生在课外与德语的接触程度。有良好学习
习惯的学生平均使用以下时间：

封闭团体及一对一培训

针对儿童与青少年的德语、英语和西班牙语课

课时数(每课时45分钟)	 10	课时 20	课时 30	课时	 50	课时	 100	课时	起
每人费用 €	50 €	95 €	135 €	210 €	400

• 报名费（初次报名）：€10
• 教材费：每语言级别	€40	-	€60（电子教材或打印版教材）
• 全年开课，报名后两周内可选到课程，也可在假期期间报名。
• 本课程针对封闭团体。
• 最少上课人数：6人

其他语言课程20%的附加费:法语、汉语、俄语、意大利语、葡萄牙语、日语等	

青少年网络课程

• 包括：教材、报名费
• 授课方法：我们的语言教师在虚拟教室以互动授课协助学生的语言学习。
• 开课承诺：无论一堂课参与的学生人数多少，我们保证开课。
• 停课节假日：4月10日、4月13日、5月1日、5月21日、6月1日、6月11日
• 假期：2020年12月21日	–	2021年1月1日
• 节假日所停的课会补上，课程期限相应延迟。

开放团体课程

1其它语言级别的课程请另外详询，并参考本页的“封闭团体及一对一培训”。
2每周一可加入课程，课程费相应计算。

德语 语言级别1 课时/每
课程

课时/每
周

上课时间
周一 至 周五

课程持续时间2

课程费2

密集课程I
A1

180

15
12:30-15:00 1月13日至4月3日，4月6日至7月3日，

7月6日至9月25日，9月28日至12月18日
€	975	

密集课程II 15:00-17:30
密集课程I A2 15 12:30-15:00 7月6日至9月25日，9月28日至12月18日

超密集课程 A1 30 08:00-13:30 1月13日至2月28日（包括一周假期），
7月13日至8月21日

一对一课程1
语言组 I 语言组 II 语言组 III

标准语言课程 专业语言	I 专业语言II 标准语言课程 专业语言	I 专业语言II 标准语言课程 专业语言	I 专业语言II

1-3节试听课2 €	30 €	32 €	35 €	32 €	35 €	37 €	35 €	37 €	42
4-30	课时 €	26 €	28 €	34 €	28 €	30 €	36 €	30 €	36 €	40
31-99	课时 €	25 €	27 €	33 €	27 €	29 €	35 €	29 €	35 €	39
100	课时及以上 €	23 €	25 €	31 €	25 €	27 €	33 €	27 €	33 €	38

双人课程1，3
语言组 I 语言组 II 语言组 III

标准语言课程 专业语言	I 专业语言II 标准语言课程 专业语言	I 专业语言II 标准语言课程 专业语言	I 专业语言II

1-3节试听课2 €	35 €	37 €	40 €	37 €	40 €	42 €	40 €	42 €	48
4-30	课时 €	30 €	32 €	38 €	32 €	34 €	40 €	34 €	40 €	46
31-99	课时 €	29 €	31 €	37 €	31 €	33 €	39 €	33 €	39 €	45
100	课时及以上 €	27 €	29 €	35 €	29 €	31 €	37 €	31 €	37 €	44

小班课(3-6人)1，3
语言组 I 语言组 II 语言组 III

标准语言课程 专业语言	I 专业语言II 标准语言课程 专业语言	I 专业语言II 标准语言课程 专业语言	I 专业语言II

1-3节试听课2 €	40 €	42 €	46 €	42 €	45 €	48 €	45 €	48 €	54
4-30	课时 €	37 €	39 €	45 €	39 €	41 €	47 €	41 €	47 €	52
31-99	课时 €	36 €	38 €	44 €	38 €	40 €	46 €	40 €	46 €	51
100	课时及以上 €	34 €	36 €	42 €	36 €	38 €	44 €	38 €	44 €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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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名费（首次报名）：€40（两人：€25/每人；三人：€20/每人；	
四人及以上：€15/每人）

• 家庭优惠（兄弟姐妹，父母）：每人课程费的10%
• 每课时为45分钟
• 详细信息参阅第13、15页

英语

1循环开课。零基础学员开课时间请详询。
2单人课程的时间与授课教师商定。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课程描述及语言能力分级
每月
课时

学员人数
上课日期

18:30-20:00

每月学费 可能的
入班时间1

1-5个月 6个月及以上

5
主要课程
标准英语

为同水平学员班级教授，直至C1
水平的各项语言能力。 8 4-10 周一 €	100 €	80 每周一

6
主要课程+
模组课程 模组课程作为主要课程的补充 16 4-10 周一+周四 €	150 €	120 每周一

7
模组课程
标准英语

加深主要课程所学得的语言技能
与知识，语法（A1-A2），对话练习
（B1至C1）。

8 4-10 周四 €	100 €	80 每周四

8
密集课程
标准英语

单人课程作为主要课程和模组
课程的补充，可灵活安排上课时
间，A2起2

16	+	
16	单人
课程

4-10	+	
单人课程

周一+周四
以及可灵活安排的单

人课程
€	475 €	420 每周一

对外德语

1循环开课。零基础学员开课日期：	1月6日，2月3日，3月2日，4月6日，5月4日，6月2日（周二），7月6日，8月3日，9月7日，10月5日，11月2日，12月7日。
2单人课程的时间与授课教师商定。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课程描述及语言能力分级
每月
课时

学员
人数

上课日期
18:30-20:00

每月学费 可能的
入班时间1

1-5个月 6个月及以上

1
主要课程
标准德语

为同水平学员班级教授从A1到C1的
各项语言能力。 16 4-15 周一	，周四 €	125 €	95 每周一

2
主要课程+
模组课程

作为主要课程的补充，模块课程加强
和深化已学知识。 24 4-15 周一	，周三	，周四 €	175 €	130 每周一

3
模组课程
语法／对话

加深主要课程所学得的语言技能与
知识，语法（A1-A2），对话练习（B1
至C1）。

8 4-15 周三 €	100 €	75 每周三

4
密集课程
标准德语

单人课程作为主要课程和模组课程的
补充，A1起

24	+	
8	单人
课程

4-15	
+	单人
课程

周一、周三、周四以及
灵活的单人课程2 €	350 €	325 每周一

夜间的索尼中心（Sony	Center），波茨坦广场（Potsdamer	Platz）

密集课程晚间课程

“这里的人、老师，这座城市
都很有魅力！我愿意再来这里。”

Fernando,	墨西哥，	
9号课程学员	

“我尤其喜欢这里高资质的老师。
所有的老师都有独特的、
全新的授课方法与技巧。”

Yahia,	突尼斯,	10号课程学员
对外德语

• 报名费（首次报名）：€40（两人：€25/每人；三人：€20/每人；四人及以上：€15/每人）	
家庭优惠（兄弟姐妹，父母）：每人课程费的10%

• 每课时为45分钟
• 详细信息参阅第13、15页

开课时间：全年每周一；
零基础学员：1月6日，2月3日，3月2日，4月6日，5月4日，6月2日（周二），7月6日，7月20日，8月3日，8月17日，9月7日，10月5日，11月2日，12月7日。

1TestDaF德福考试准备课程，在以下考试日期的四个星期前开课，即：1月13日，3月23日，5月4日，6月22日，8月10日，10月12日。非这些日期入学，请选择我
	们的标准德语课程。有足够生源时，会开设telc	C1	高校德语的备考课，课程于考试前两个星期开课。(详见第17页以及第42、43页)。
2TestDaF	德福考试备考课和telc	C1	高校德语备考课，可能会超过最高人数限制。
3单人人课程的上课时间可与教师商定灵活安排。

课程
编号

课程概要 课程描述 课时 / 每周 学员人数
时间

(周一 – 周五)

灵活安排课程长度(按周收费)

1-4周 5-11周 12 -24周 25-30周 40 周及以上

9

主要课程
标准德语，或语言
考试准备（德福
考试DaF；	telc	
C1	高校）1

为同水平学员班级教授
从A1到C1的各项语言
能力；从B2开始可选备
考课程。

20 4-152 09:00-12:15 €	150 €	135 €	115 €	110 €	105

0
主要课程+
模组课程

模组课程	I	或II	作为主
要课程的补充

20	+	
10 4-152 09:00-12:15

13:00-14:30 €	195 €	175 €	145 €	140 €	135

-
超级密集课程
主要课程+模组课
程+单人课程

密集团体课程与精准匹
配的单人课程相结合

20	+	10	+		
5	节单人
课程

4-15	+		
以及单人
课程

08:00-08:453
09:00-12:15
13:00-14:30

€	350 €	320 €	310 €	305 €	300

=
模组课程	I
标准德语

以语法与口语对话为重
点的加强课程，A1至C1 10 4-15 13:00-14:30 €	110 €	95 €	85 €	80 €	75

q
模组课程	II
考试备考1

加深课程，备考德福考
试Test	DAF，telc	C1	
高校德语，B2水平以上

10 4-15 13:00-14:30 €	110 €	95 €	85 €	80 €	75

w 小班课程
主要针对30岁以上学
员，集中、针对个人的
辅导学习，课程年龄混
搭，A2-C1水平。

20 4-6 09:00-12:15 €	310 €	290 最多11周

e 教育假期培训I 根据巴符州、不来梅、
黑森州及莱法州（其他
联邦州请详询）的教
育假期相关法律制定
的语言课程,语言水平
A1	–	C1

30 4-15 09:00-12:15
13:00-14:30 €	255

最多2周

r 教育假期培训II 40	(包括单
人课程)

4-15	+	
单人课程

09:00-12:15
13:00-16:153 €	550

“非常棒的经历！学校的工作人
员都热情友好，乐于助人，授课教师很优秀，
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我很享受在这里的

生活和学习！“
Edward,	美国,	10号课程学员	

“同学都很棒，每个人都很友好。
氛围真的非常好，学校的地理位置很中心。

杰出的工作人员！非常感谢！”
Emilio,	智利,	9号课程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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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信息请见学校通知告示栏，

以及网页

news.fuu-languages.berlin

团体项目，大学体验课
英语，德语+英语 班级旅行、集体游学

开课时间：6月29日，7月6日，7月13日，7月20日，7月27日，8月3日，8月10日，8月17日，8月24日（其他开课日期请详询）。
17号课程：德语零基础者：7月6日，7月20日，8月3日，8月17日（其他开课日期请详询）。

1单人课程的上课时间可与教师商定灵活安排。
2TOEFL®托福，telc，TestDaF德福考试可以在本校校内参考。(详见第17页)。

课程
编号

课程概要 课程描述
课时 / 

周
学员
人数

上课时间
(周一-周五)

灵活安排课程长度
(每周学费)

1-4周 5周及以上

t
德语（主要课程）+
英语（主要课程）

以密集课程同时学习德语（9号课程）
和英语（18号课程），国际认可的结业证书	/
(telc，TestDaF,		TOEFL®)2		

20	+	15 4-15 09:00-12:15
13:00-15:30 €	245 €	230

y 主要课程——标准英语 为同水平学员班级教授从B1到C1的各项语言能力		 15 4-10 13:00-15:30 €	135 €	125

u
专业课程
标准英语作为主要课程+
私人课程英语课

集体课程与有个性化的单人课程相结合，准备托福
TOEFL®考试。2

10节单
人课程
+15

单人
课程
+4-10

10:30-12:151
13:00-15:30 €	365 €	350

希望在德国最具吸引力的都市提升外语知识、体验德国文化的集体外语学习者——无论是整个班级，还是自发集
合的团体（至少7人），我校全年提供团体课程。我校还提供丰富多彩的文化项目作为学习之余的调节，并可提前与
参课团体协商，量身定做符合学生兴趣爱好的文化活动。学生可以选择在学校宿舍或寄宿家庭留宿，在寄宿家庭可
选是否包含就餐。舒适的住宿和便捷的交通方式，使您的语言学习之旅轻松完美！

团体领队可享用的免费服务
• 德语或英语语言课程（根据具体语言课程的空位情况而定）。
• 住宿：学校合租公寓中的一间房间（寄宿家庭、青年旅舍、校园-与公寓住宿须支付价目表所列费用。）

相关信息

• 每团体一次性管理费：€100
• 免费服务：分级考试、中期考试、上课证明、使用学校图书馆、阅览室及电脑、无线网。
• 特殊优惠：7月26日至11月28日期间订课的团体，可获得所有模组课程10％的特别优惠（不包括住宿和交通）。

教材费(复印资料):€10／每学员。想要自己购买原版教材的学生，可单独在学校购买。根据不同的语言级别与语
种，两本教材大概价格为€30至€60。
德语	(A1-C1)课程确保分配到国际语言班。英语课程请详询。

青少年（14岁+）和成人德语-英语课程

语言 每周课时数 上课时间(周一至周五) 每人每周课程费

德语 20 09:00-12:15 €	140

德语 30 09:00-12:15
13:00-14:30 €	175

英语 15 09:45-12:15	oder	
13:00-15:30 €	125

德语加英语 20	+	15 09:00-12:15	(德语)
13:00-15:30	(英语) €	225

住宿与就餐

入住时间为周日12:00之后，退房时间为周六	10:00前。支付附加费可预定有私人浴室的单人房或青旅的房间。一般
住宿安排为双人房或多人房。关于住宿详情请参见第29页及之后。
就餐（周日晚上至周六早上）：一日所有就餐都在学院或住宿地的附近，即在校园内、在与学院有合作关系的餐馆
或在住宿家庭。	在短途旅行期间，或不在学院的时间，团队自己负责餐饮。	就餐可选服务及费用参见第30页。

*房间数量有限，夏季尤为紧张。建议尽量提前预订。
关于住宿的详情请参见第29页及后几页。酒店或青年旅舍的特殊住宿请详询。请联系：languages.berlin@fuu.de

住宿类型
(双人或多人间) 房间设施 膳食 每人每周费用

F+U合租公寓
与几个其他的房间共用卫生间和
厨房，乘坐公共交通最多需要
50分钟。 无

（可加订就餐选择，
参见上文）

€	75

F+U校园内宿舍*
在位于市中心位置（波茨坦广场
旁）的学校大楼内住宿。与F+U
各年龄阶段的学生共用宿舍的淋
浴、卫生间与厨房等设施。

€	115

F+U寄宿家庭
与柏林的寄宿家庭共同使用厨房
与卫浴，乘坐公共交通最多需要
50分钟。

半食宿（寄宿家庭提供早
餐和晚餐） €	200

位于波茨坦的无忧宫（Schloss	Sanssouci，Sanssouci为法语，意为“无
忧”）宫殿与公园，近邻柏林（建于1745年），由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
世（Freidrich	II，又译腓特烈二世，史称腓特烈大帝或弗里德里希大帝）亲
手起草设计的洛可可式夏季行宫，现在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定的世界文
化遗产，被称为“普鲁士的凡尔赛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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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服务、特殊课程

F+U语言学校在柏林和海德堡两地提供德语密集课程。无需额外费用，学员可以选择在这两个城市完成语言
培训。只需在注册时告知学校，想在哪个城市的分校完成多长时间的哪个课程。F+U语言学院的所有语言课程
结构设计相同，确保了可随时更换上课地址继续学习。
若在课程开始后才决定参加巡回课程项目，需要提前两周告知，并支付100欧元的额外费用（住宿有空位的前
提下。）

巡回上课学校与住宿地之间的交通

入住时间为周日12:00之后，退房时间为周六 10:00前。1 

1在工作日期间，仅为个别特殊情况例外提供以上交通服务，并需支付15%附加费。
2会面地点为欧洲广场Europaplatz的北出入口。
3事先商定会面地点。
4仅团体预订，相同时间达到或出发，方可享用价格优惠。

交通路段
每人的费用4

7-15 名学生 16名及以上

柏林总火车站2
单程 €	20 €	20
往返 €	35 €	30

Tegel机场3	/	广播塔附近的汽车站
(ZOB)3

单程 €	40 €	30
往返 €	70 €	60

Schönefeld机场3
单程 €	60 €	45
往返 €	95 €	80

文化项目目、短途旅行

除了学校提供的一般为免费的文化和休闲活动外（参见第15页和第27页），还可额外付费组织专属
活动。	组织活动的团队将由F	 +	 U工作人员或专业人员（如导游或教练）陪同。活动范例：比如去施
普雷森林（Spreewald）进行体育活动，参观公司，汉堡、莱比锡、甚至哥本哈根的一日游，观赏音
乐会或观看露天电影，骑自行车或乘船游览。	我们很乐意为您的团队提供符合您的兴趣或学习目标
的个性化服务：languages.berlin@fuu.de

大学体验课  aol@hwtk   

课程表示例

作为对个人课程与团体课程的补充，F	+	U语言学院柏林分校与本集团旗下的应用科
学大学——经济、技术、文化学院（HWTK，网址www.hwtk.de）合作，提供专属、
个性化的大学专业入门课程，课程涵盖以下专业及其相邻相关学科：
• 经济	 •	数学
• 国际管理	 •	体育管理
• 营销与数字媒体	 •	经济信息学
• 酒店管理与旅游管理	 •	法律
课程既可以于下午或晚上在柏林培训学院的校内进行，也可以通过我们现代化虚拟课堂Flow	
Studios在线进行。	
教学语言为：德语、简单德语、英语。也可在学科入门课程与辅助语言培训课程（例如商务英语或大
学德语）之间进行交替（参见以下课程表示例）。在课程结束时，可获得所上课程的上课证明。价格
与具体信息请详询：languages.berlin@hwtk.de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09:00-12:15	Uhr 德语公开课	A2	(每周20课时)

13:00-15:30	Uhr
单人课程
商务英语

B2	(每周6课时)
大学体验课

aol@hwtk	编程入门
单人课程
商务英语

B2	(每周6课时
大学入门课程

aol@hwtk	营销学基础 F+U	专属课余活动，
例如去波茨坦郊游

16:00-17:30	Uhr	 F+U	的免费公
共课余活动（比如参观博物馆）

自2013年以来，F	+	U语言学院柏林分校便在国际外交代表处、联邦政府机构、全球运营的房地产及保险公司、
高奢旅行机构、创新金融科技（FinTech）初创公司等提供培训课程。我们的公司语言培训课程包括20多种语
言，为企业和组织提供量身定制的语言培训，包括英语，德语，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中文和俄语。我们
的模组课程结构可以根据行业或商业领域的特定需求进行个性化定制。课程形式为团体课程、一对一课程、日
间研讨会或周末研讨会，可在我校校内或客户公司内授课。
公司语言培训项目涵盖以下侧重点：
• 行业术语	 •	电话通讯
• 商务信函、电子邮件或报道	 •演示演讲、主题演说
• 会议与谈判	 •跨文化理解与交流战略
• 语法与专业词汇	 •交流策略
详见第18页。

公司语言培训（公司内培训）

与我们的合作伙伴INKLANGART音乐学院携手，我校现可介绍音乐高校水准的一流钢琴课（由柏林汉斯·艾
斯勒音乐学院Hochschule	für	Musik	Hanns	Eisler	Berlin以及柏林艺术大学Universität	der	Künste的讲师
提供一对一培训），推介位于时尚的Prenzlauer	Berg区的排练室，排练室内配备优质的乐器（钢琴，音乐会三
角钢琴），音响效果绝佳。培训课每课时€110起。排练室每小时€6至€11。
密集课程学员出示我校学生证，可在INKLANGART享受专属的10%优惠。
介绍费：€35

音乐高校备考  

“自2017年以来，
我们一直在F	+	U语言学院为我们的

员工订购语言培训课程。	
我们对F+U的教学质量和组织灵活性非常满意。”

世邦魏理仕	CBRE，柏林办公室租赁部	
Office	Leasing	Berlin董事及联席主管

Marc	Vollmer,	公司语言培训	

密集语言课程进行的同时，我们会与当地的体育协会、公司、社区大学及其他当地机构合作安排各种特别课
程，课程包括体育、音乐、艺术和设计。
课程可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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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多少由所订购的课时与活动类型决定。大部分体育项目需要支付给各体育
协会较低廉的月费。
一次性介绍费：	€250（不能保证一定成功。在不成功的情况下退款€150）

自选课程 (音乐、体育、 艺术、设计)

有签证义务的学员抵达学校后，可以享受以下服务：几乎与所有德国相关政府机关的交涉的咨询与指导，便捷
地在民政局登记修改住址，银行开户或激活账户的咨询与时间预约，签订德国医疗保险合同，审查交付柏林外
管局的材料，申请签证延长的一般信息。
前提：至少在本校上12周以上的语言班。
费用: €275	(可以订购单项服务，比如民政局登记住址，单项服务为€85）

行政事务 (民政局登记地址、 医保与银行业务等)

对于意愿在本校德语课结业之后申请德国大学的学员，我校提供大学申请的咨询服务。该服务包含材料审核、
向学生推荐适合的大学和专业，帮助学生申请至多3所高校，修改申请书和简历。
参加条件:在本国获得大学入学资格
费用: €300

大学申请咨询



www.fuu-languages.euwww.fuu-berlin-languages.eu26 27

16岁以上的年轻人可以在我校进行无薪实习,这些实习项目也是我们的德语密集课程之外产生积极作用的文化项目之一，可以让学生收获国际语言学校日
常行政工作的经验，实习结束后学生将获得双语（德语或英语）的实习证书。非欧盟国家的学生可能需要工作许可（比如工作假期签证	 Working-Holiday-
Visum）。所有申请人必须证明实习是以职业为导向（定向实习）、学习或职业培训所要求的；在大多数情况下提供注册证书、培训合同或教育合同即可。请
将求职动机信和由Europass生成的简历发送至以下（唯一有效）邮箱languages.berlin@fuu.de	
介绍费:	€200.	
Erasmus+ 实习：请在学校管理处咨询，请提早申请，并提交有说服力的申请材料（实习岗位有限）。不需中介费。

实习，Erasmus+
我们的语言学校同时也是国家认证的、下属F+U集团的柏林应用科学大学（hwtk经济、技术与文化学院）
的国际办公室。hwtk应用科学大学提供英语和德语的本科及硕士课程，重点为经济学方向，仅在工商管
理专业就有十个专业方向——例如酒店与旅游管理、营销传播和数字媒体等。大学就读方式有三种：
双元制学习、全日制在校学习及远程学习，使学生有大量空间灵活规划自己的大学学习方式。最新设立
的本科专业“国际管理”进一步完善了大学的院系专业设置，该专业为英语授课，包括一段海外交换学习，
如在纽约或都柏林。
我们的语言学校可免费协助学生申请hwtk应用科学大学。
我们的语言培训课程与F+U的专属语言证书（特别优惠：€75)，可以作为申请hwtk应用科学大学的证明。
详情参见第9页，或咨询international.support@hwtk.de

应用科学大学——经济、技术与文化学院（hwtk）就读咨询

在我校预定至少12周的密集课程，并为申请签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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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们为学生最多在两所高校进行申请，检查申请文件，修改申请书、动机信、简历，递交申请以及与大学交流。请申
请人在申请时注意，向大学递交申请书可能会有多至八周的等待时间。
被大学录取的先决条件:在本国获得大学入学资格
管理费:	€550，以及各大学可能收取的费用。
（我们并不保证一定会被某所大学成功录取。倘若申请被拒，我们将退回管理费中的€200。各大学所收取的工
作费不可退还。）

过渡性入学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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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费和人工费。具
体活动的实时信息请参阅学校通知告示栏，以及学校网页：news.fuu-languages.berlin。各最少参
与人数在网页上有说明。

1足球联赛、轮滑、骑行、迷你高尔夫等
2德国历史博物馆，柏林墙博物馆,	恐怖地形图，柏林犹太博物馆，柏林新博物馆,	柏林墙纪念馆,	德国技术博物馆,	东德博物馆,	国家新美术馆，自然博物馆，
柏林霍恩施豪森纪念馆,	柏林画廊,	国家老美术馆,	柏林地下世界博物馆等
3波茨坦，矿山高空绳索公园,	萨克森豪森纪念馆，	Babelsberg电影公园等
4施普雷森林、汉堡、莱比锡、德累斯顿等。

文化项目

活动示例 活动时间 费用

柏林市中心以历史发现之旅 约2小时 免费
规律的	F+U聚餐 约2小时 免费
柏林最美城区自行车之旅 约2小时 免费
体育活动1 约2-3小时 免费
施普雷河游船（包括语音讲解） 约2-3小时 	€16起
参观博物馆2 约2-3小时 €2起
电影院/露天电影院 约2-3小时 	€7起
柏林动物园/	动物园公园 约2-3小时 	€15起
郊游	(半天)3 约5小时 	€20起
郊游(全天)4 约8小时 €30起柏林语言分校已经身处柏林分校的学员申请F + U集团旗下的应用科学大学——经济、

技术、文化学院（hwtk）完全免费。申请硕士课程的学员，在国外也可免费申请hwtk大
学的过渡性入学许可。

大教堂（Berliner D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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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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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讷费尔德机场Schönefeld
柏林总火车站
长途汽车客运站	(ZOB)

F+U	学院青年旅舍
F+U	语言学校以及校园内
宿舍		
合租公寓以及私人公寓示例

停车场
F+U青年旅舍的住客可以将车停在旅舍的内院停车场，停车场无监
督措施，但是与马路分开封闭的内院，每周停车费€25。
F+U其他住宿类型附近的停车问题请详询。

电脑使用、无线网、打印复印机
• 所有F+U宿舍都提供互联网连接。请您注意，这是学校提供的自
愿免费的服务，但是技术条件限制而造成的网络覆盖不稳或出于
运营商方的原因偶尔短暂断网难免发生。夏季或是较大规模团体
来上课时，我们会租用其他地方的房间，这些房间的网络设备详
情请额外咨询。

• 有些寄宿家庭，只需酌付附加费用也可使用他们的电脑和无线
网，进一步详情可向学校询问.

• 在学校办公时间（见第13页），学生可免费使用图书馆一楼（EG）
阅览室内的电脑，并可免费上网。整栋教学楼都有宽带无线网连
接，无需额外付费。

• 请时刻注意遵守德国的互联网相关法规，以及本校的IT使用守
则。

• F+U教育校园一楼（德国标记为EG，意为“底楼”）的学生复印机
可用于复印或打印（通过USB连接）。	若使用此服务，须首先学校
图书馆的一楼（德国标记为EG）购买并设置复印份额。

房间与公用区域的清理
在整个住宿期间，学生须负责清洁自己的房间或私人公寓。退宿交
房时，房间和私人公寓必须保持整洁干净。请注意厨房和卫生间的
清洁。请务必定期清理厨房垃圾。非学校配备的家具/大型物件，学
员在退房时必须自行搬走。校方推荐所有室友之间明确公平规定轮
流定期清理职责。F	+	U每周至少清洁一次公共区域。

衣物洗涤
• 寄宿家庭住宿：每周一到两次免费使用洗衣机。
• F+U青年旅舍和F+U校园宿舍：仅限旅舍房客以及宿舍留宿生免
费使用洗衣机和烘干机。

• 合租公寓和私人公寓的洗衣机和烘干机均可使用，需付费。
• 床单和毛巾：入住时提供一次床单。请自己携带毛巾。
• 炊具、餐具（刀叉碗碟等）：合租公寓大家共享炊具和餐具。	 在青
年旅社和校园宿舍内，餐厅内有可以上锁的个人柜子供学生存放
自己的餐具。在退房时，个人所用的餐具及餐具柜必须保证清洁。

• 洗衣粉、餐具洗涤剂、卫生用品：肥皂，沐浴露，洗碗液和卫生纸
等消费品请自行购买。

入住与退房
关于住宿的最新信息请查阅我们学校的网站：
zimmer.fuu-languages.berlin

入住时间: 周日(10:00-21:00)
只有例外情况可以21点后入住，必须最晚在入住前的星期五
（14:00前）与学校协商确认，并加收€50。周六入住(13:00-
18:00)	 必须事先与学校商定，并支付“额外天”费用，详见第
31页及之后。
退房:	周六(12:00	前).
周日才离开(最晚10:00	点)	，必须事先与学校商定，并依照账
单支付“额外天”费用，详见第31页及之后。

• 请最晚在您入住前的周五14:00前告知我们您具体的到达时间。
如果您太迟告诉我们具体信息，我们无法保证在您希望的时间交
给您钥匙

• 如果您将迟到超过半小时，请电话通知接管钥匙的联系人或者您
的寄宿家庭。

• 租金根据宿舍和出租公寓的位置（距离学校的距离和地段）以及
房间设施而有所不同。需要注意的是，我们所有的宿舍和公寓，即
使是较高级的类别，也是“学生宿舍”性质的。

夏洛滕堡宫(Schloss	Charlottenburg，修建于17/18世纪，
是腓特烈二世(即腓特烈大帝)以及其他普鲁士君王的府邸)，
备受爱戴的王后索菲·夏洛特在1705年去世后，这座宫殿和
附近的村庄Lützenburg	被改名为“夏洛滕堡”，沿用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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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餐、美食广场 
• 所有的住宿都配有公共厨房或私人厨房。居住在寄宿家庭的学
生，根据相应订购的服务。

• 合作饭店(周日到下周周六)	就餐，使用优惠卷:	早餐每周€70，	午
餐每周€110.	晚餐每周€145。

• 学校四周有很多饭店和小餐厅。我们推荐学校附近的柏林购物中
心（Mall	 of	 Berlin），商场内有超过30家饭店和选择丰富的美食
广场，以及波茨坦广场上的商场购物走廊Shopping	Arkaden（
见第3页）。

住屋守则（摘要）
• F+U提供的所有住宿地点，包括在房间、阳台、露台以及校园内庭
严禁吸烟。

• 厨房和卫生间使用后必须保持清洁。餐具在使用后必须马上清洗
干净，收放整齐。

• 依法律规定，22点至清晨6点必须保持安静。在此期间，所有居民
必须减少任何噪音。

• 我们所有的住宿地点，访客只可以待到22点。所有在22:00后被宿
管发现的访客，都当作未登记住客对待（参见下文）。

• 如果您想邀请朋友在宿舍过夜，必须告知住宿管理室。过夜费用
每人€10。擅自留客人过夜将收取至少一个星期租金的罚款。住
宿人员必须为自己的访客负责。

• 如违反住屋守则将予以罚款；对屡次违规者，我们有权利立刻取
消租赁协议并终止语言课程。

• 具体的住房守则规定以及相应的费用规则将于入住时分发给学
生。

• 寄宿家庭的住屋守则将由寄宿家庭主人告知。
在入住时会收到完整的住屋守则。

延长租房，搬家，退房

(青年旅舍、	校园内宿舍、合租公寓、私人公寓、寄宿家庭)
需要延长租房合同请在合同到期前四个星期进行申请。
不能保证一定可以延长租赁合同。如果申请者于合同结束
至少四个星期前提出了申请，而现住房已被预订，我们保证
为学生提供相似类别的其他宿舍，这种情况下不收取搬家费
用。在合同结束前少于14天内递交的续租申请，我们将收取
€50的服务费。
搬家（因本人意愿）：€60
租房合同的取消：根据德国民法第542条第二款的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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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周（周
日至下周六），并支付€75取消费。

c. 管理费不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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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须在教
务处（学校大楼，六楼（德国标记为5.OG））的办公时间内书
面取消。
改订住宿地址：在寄宿家庭和宿舍间改订住宿方式，需提前
两星期申请，若有空房，则可改订。

住宿价格
• 管理费: €80;	押金:	€150	(关于退还押金，请最晚在离校前的周三16:00前联络我们。
• 寄宿家庭或其他住宿地点的名字与地址，入住两星期前，最迟在入住前的周一，予以通知。在预订住宿时请先只预定住宿和寄宿家庭的类型。
• 双人间预订：两人必须同时预订并同时入住。
• 含有2-3个床位的多人间，对18岁以上的学生开放，可个人单独预订。如在混住大寝室里常见的，男女学生并不分开住宿。几个人同时预订多床房的床位时，
我们会尽量安排在同一个房间，同一个住宿区，但不保证一定能做到。因此我们推荐几人同时订房间时预订私人公寓。

• 女生宿舍: 交纳附加费	(25%)	的情况下，我们保证将女生分到只有女生合住的公寓，女生公寓里有仅供女生使用的卫生间。
• 推迟入住，签证问题：若因无法预料的状况导致入住会延迟，例如由于签证签发推迟，您不必有任何担心。若之前预订的宿舍类型满房时，我们会为您提供
其他类型的住宿。若不得不为您提供较便宜的住宿类型，价格差额会全额退还，若为您升级到了较贵的住宿类型，您则不必支付差价。在入住后24小时内
提出退房，可获得预付房租的全额退款。

• 关于我们所提供的住宿——合租公寓、私人公寓、青年旅舍以及校园宿舍的详细信息，请参见网页:	zimmer.fuu-languages.berlin

1仅在例外情况下可在非周末时间使用以上接送服务，支付15%附加费。
2会面地点为总火车站北门出口的欧洲广场Europaplatz。
3事先商定会面地点。
4到校园的距离。
5团体预定，相同的到达/出发时间，可享用该价格优惠。
已订好的周末接送服务可在服务发生前的星期五14:00前（德国时间）免费取消。我们破例安排的非周末时间的接送服务，可在服务发生前一天的14:00前
(德国时间）免费取消。如果免费取消预订的截止日期是学校放假日期（参见第42、43页），则该日期相应提前。逾期不可取消，将收取全额的接送服务费用。

柏林总火车站2 Tegel机场3 / 广播塔附近的汽车站(ZOB)3 机场 Schönefeld3

距离4 4	km 11	km	/	9	km 22	km
行程 单程 往返 单程 往返 单程 往返
1	人5 €	50 €	90 €	80 €	150 €	95 €	170
2	人5 €	40 €	75 €	65 €	120 €	80 €	140
3	人5 €	35 €	65 €	50 €	90 €	70 €	125
4人起5 €	30 €	55 €	40 €	70 €	65 €	115

您可以选择柏林机场到市区间的公共直达交通工具。在到达柏林后，您可以在柏林交通协会（BVG）的信息窗口咨询详细信息，或在网页www.bvg.de查
询具体信息。此外，在周末我们为您提供专属接机/接车服务(最迟在出发或达到之前的周四14:00	前预订)。	其他柏林城内地点（酒店或私人地址）请详询。

住宿地与校园之间的交通 F+U合租公寓的房间示例	 F+U合租公寓的房间示例	

合租公寓 (WG)

我们的非精装宿舍设有全套厨房装置，需要与F+U的其他房客共用卫生间，洗衣机投币可用。多数时可免费连接无线网。步行距离范围内有多种购物选择。
所有的合租公寓距离学校都在50分钟车程内。1

每床位每周租金2, 3

额外天4

每床位每天租金1-4星期 5-11 星期 12 星期起

单人房 双人房 多床房 单人房 双人房 多床房 单人房 双人房 多床房 单人房 双人／多床房
€	135 €	110 €	70 €	120 €	100 €	65 €	110 €	90 €	60 €	45 €	35

私人公寓

私人公寓一般有一个卧室，最多有三个卧室，备有全套设施的厨房，以及私人卫生间。通常可以免费连接无线网。附近有投币可用的洗衣机。只有当几个人同
时入住并同时退房时，才可以预定多房间的私人公寓。一般情况下，两人及以上的人同时预定，房型也主要为双人房。乘坐公共交通最多50分钟到学校1。	
房源有限，我们建议尽早订房。

以上注释见第32页

每床位每周租金 额外天4

每床位每天
租金时间 1-4	星期 5-11星期 12星期起

人数 1 2 3 4 5 1 2 3 4 5 1 2 3 4 5 1-2 3-5
每人租金 €	180 €	145 €	120 €	110 €	100 €	170 €	135 €	110 €	100 €	90 €	160 €	125 €	100 €	90 €	80 €	45 €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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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	校园宿舍的房间示例

F+U校园宿舍

宿舍就在学校大楼内：宿舍与语言学院和大学在同一屋檐下。	步行距离内有：政府区，德国国会大厦，勃兰登堡门，弗里德里希大街，御林广场，蒂尔加滕公
园和三岔口公园（Gleisdreieck	Park），柏林最大的购物中心（柏林商厦	Mall	 of	 Berlin），德国最大的IMAX影院等等。交通便利：乘坐轻轨和地铁等公共
交通很容易达到学校。校园内大楼的五楼和六楼（德国标记为4.OG，5.	OG）上设有小型的单人间（约8平方米），两间共用厨房，厨房设施完备，并有餐厅。
餐厅内有共用冰箱，私人餐具橱柜以及公共卫生间与淋浴间。洗衣房和无线网可免费使用。

1乘坐公共交通前往轻轨/地铁站波茨坦广场（S	 /	 U	 Potsdamer	 Platz），轻轨站（标记为S）	 Anhalter，地铁站（标记为U）	 Mendelssohn-Bartholdy-	
	Park的纯乘车时间。去公共交通车站的步行时间不包含在内，但通常只有5-10分钟的步行路程。	 请留意，柏林的面积是巴黎的九倍，员工和学生使用公共	
	交通通勤时间较久并不罕见。具体信息请详询。
2必须在提前预付5或12周的住宿费时方可享受价格优惠。
3可以提前四周取消住宿合同（见第30页）。
4“额外天”在周六入住或周日退房时计算（额外天必须事先由F	+	U确认）。

每床位每周租金2, 3 

额外天4

每床位每天租金1-4 星期 5-11星期 12星期起

单人房 双人房 多床房 单人房 双人房 多床房 单人房 双人房 多床房 单人房 双人／多床房
€	165 €	130 €	110 €	150 €	120 €	100 €	140 €	110 €	90 €	55 €	40

F+U	校园宿舍的房间示例

F+U	校园宿舍的房间示例

柏林洪堡大学（Humboldt-Universität，简称为HU）前的旧书摊。洪堡大
学建于1809年，是柏林四所综合性大学中最古老的一家，从此走出过29位
诺贝尔奖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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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住宿

F+U学院柏林分校青年旅舍距离位于波茨坦广场附近的学校仅一站地铁，步行约15分钟。每个房间都配有独立卫生间、电视机和小冰箱，与餐厅连在一起的
公共厨房，舒适而宽敞。地下室有可以存放个人餐具用品的可锁保管柜。免费使用无线网和洗衣机。内院停车场每周€25。青年旅舍紧挨着新建的三岔口公园
（Gleisdreieck	 Park），可以进行体育锻炼或休闲消遣，公园内可免费打篮球，沙滩排球，兵乓球等等，优美环境适合慢跑，轮滑。柏林最著名的啤酒窖饭
店Craft	Beer	也近在咫尺。若有亲朋好友来访，附近也有很多宜人且物美价廉的酒店。

我们在柏林精心挑选的寄宿家庭多是小家庭和夫妻，他们拥有多年的接待寄宿学生的经验，喜欢跨文化交流，喜欢接待国际学生，并向学生介绍柏林丰富多
彩的城市生活。如果学生有任何偏好，过敏或疾病，请尽早通知我们。我们尽力为学生找到符合学生要求的完美寄宿家庭。可选附加服务（附加费25%）：保
证有无线网；英语寄宿家庭。

我们也愿意帮助您预定客栈，度假房，酒店或其他青年旅舍。
服务费：€150。具体请单独咨询。房费根据房间大小，在城市的地理位置，
设施和季节而不同，价格范围在€200	 到€2000。所有价位的宾馆都在学校
附近。我们也可以在其他柏林的青年旅舍和私人青旅为您介绍住处。

1相关优惠只有在预先支付5或12星期租金时才可享用。
2可以提前四周取消住宿合同（见第30页）。
3“额外天”在周六入住或周日退房时计算（额外天必须事先由F	+	U确认）。

类型 简单描述
每人每周租金1, 2 

额外天3

每人每天租金1-4星期 5-11 星期  12 星期起

单人房 双人房 多床房 单人房 双人房 多床房 单人房 双人房 多床房 单人房 双人／多床房

I
F+U 青年旅舍标准房
较小的单人房，私人卫生
间位于走廊，在学校附近

€	185 - - €	170 - - €	160 - - €	55 -

II
F+U 青年旅舍舒适房
房间较大，卫生间在房间
内，在学校附近

€	195 €	140 €	110 €	180 €	130 €	100 €	170 €	120 €	90 €	60 €	45

1半食宿包括早餐和晚餐，有些寄宿家庭可以每周额外收取€80，提供全食宿（中午打包盒饭和一杯软饮）
2乘坐公共交通前往轻轨/地铁站波茨坦广场（S	/	U	Potsdamer	Platz），轻轨站S	Anhalter，地铁站U	Mendelssohn-Bartholdy-Park的纯乘车时间。去	
	公共交通车站的步行时间不包含在内，但通常只有5-10分钟的步行路程。请留意，柏林的面积是巴黎的九倍，员工和学生使用公共交通通勤时间较久并不	
	罕见。具体信息请详询。
3“额外天“:	如果在星期六（最晚22点）就已经达到，或者周日才离开。（必须事先由F	+	U确认）。

类型 到学校距离 就餐1
每周租金 / 每个房间 额外天3

每日租金/每个房间1-4星期 5-11 星期 12 星期起

单人间 双人间 单人间 双人间 单人间 双人间 单人间 双人间

B 乘坐公共交通最多50分钟2

半食宿 €	205 €	385 €	190 €	360 €	180 €	340 €	45 €	80
早餐 €	175 €	330 €	160 €	300 €	150 €	285 €	40 €	70
无 €	155 €	290 €	145 €	275 €	135 €	255 €	35 €	60

A 乘坐公共交通最多30分钟2

半食宿 €	265 €	500 €	215 €	405 €	205 €	385 €	50 €	95
早餐 €	215 €	405 €	190 €	360 €	180 €	340 €	45 €	80
无 €	185 €	350 €	170 €	320 €	160 €	300 €	40 €	70

F+U学院柏林分校青年旅舍 F+U寄宿家庭

F+U	青年旅舍的照片示例

“我很喜欢这里的组织方式。
公寓设置很舒适，一切都正好。

课程很吸引人，练习方式多种多样。”
Iryna,	31岁,	乌克兰

9号课程,	住宿类型——青年旅舍

三岔口公园（Gleisdreieck-Park）中人们在体育锻炼或休闲消遣，公园就在F+U学院青年旅舍前，可步行到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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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与事实
我们的密集课程，全年上午和下午均开课，同时有200至270学员在上课。这些学员的平均年龄为22岁，他们专注而勤奋地学习德语，多数是
为日后在德国大学的学习做准备，比如在我们的应用科学大学——经济技术与文化学院（hwtk，参见第9页）。夏季的几个月，我们的学生则
更加多样化，年龄跨度更大，学习兴趣也各不相同。我们的晚间课程的学员主要是25-35岁的在职工作人员，他们白天忙于工作，晚上来充实
提高自己。公司培训课程主要提供给30-45岁的在职业者，一般是我们的教师到学员的办公场所授课，主要培训课程有德语，英语或者其他
富有异族风情的语言，比如汉语或阿拉伯语。

2018年学生就读课程种类百分比2018年学生来源地百分比

最受欢迎的课程来自全球各地的学生

语言课程学生的年龄段 最受欢迎的考试

主要课程标准德语(13号课程) 50

主要课程+模组课程标准德语
(14号课程) 30

个性化课程（公司培训、
单人课程、双人课程等） 12

其他(英语课程、晚间课程等) 8

亚洲 40 非洲 5

欧洲 38 北美洲 5

中南美洲 10
澳大利亚及大
洋洲其他地区

2

16岁及以下 1 26-30 岁 16

17-21岁 30 31-40 岁 13

22-25 岁 34 41-60 岁 6

德福考试
TestDaF 

40
托福考试
TOEFL ®

25

欧洲语言证
书TELC 

25 F+U证书  10

2018年学生参加考试种类的百分比2018年学生的年龄分布百分比

40%

30% 40%

50%

12%

8

38%

16% 25%

10%

13%

6%

34% 25%

30%

外语职业学校	

培训项目/语言 费用1 课程长度 开始时间 每周课时

外语秘书 (单语)
英语 €	3257 1	年 九月 25

外语秘书（双语) 
英语	和		法语或西班牙语 €	5134 1.5	年 九月 30

外语秘书 (双语)
英语	和	中文，德语作为外语2，日语	或	俄语 €	7728 2	年 九月 30

外语秘书 (三语)
英语	和	法语或西班牙语	+	中文，德语作为外语1,日语	或	俄语	 €	8722 2	年 九月 35

欧洲秘书 (三语)
英语	+	法语	+	西班牙语														 €	8280 2	年 九月 35

世界贸易秘书 ( 四种语言)
英语	和	法语	和	西班牙语	+	中文，日语	或	俄语 €	9936 2	年 九月 40

国家认证的职业外语专业学校——位于海德堡的全日制教育

以德语作为外语的预科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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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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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贸易秘书培训尤其值得注意，学员将学习四种外语，两年后具备至少从B1到C1的语言技能。

报名费：€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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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它语言推荐以下结业考试：IHK=工商业协会，TestDaF德福考试，TELC	C1	或C1	高校,	TELC	C2,	德语DS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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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föG、教育贷款、儿童金、分期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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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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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每个月的第一个周一都可以插班入学。
学费：€	4050（不含教材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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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情参见海德堡总部的宣传册。

时间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09:00-10:30 德语 德语 德语 德语 德语
10:45-12:15 德语 德语 德语 德语 德语
13:00-14:30 德语 德语 德语 德语 德语

时间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08:00-08:45 写作技巧 写作技巧 写作技巧 写作技巧 写作技巧
09:00-10:30 德语 德语 德语 德语 德语
10:45-12:15 德语 德语 德语 德语 德语
13:00-14:30 商贸信函 经济德语 经济德语 商贸信函 经济德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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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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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每个月的第一个周一都可以插班入学。
学费：€	2775（不含教材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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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情参见海德堡总部的宣传册。

1可分期付款，具体信息请详询。
2德语作为外语，附加模组课程，机构测试。

海德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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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合作伙伴	

www.fuu.de ww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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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带有独立卫浴的宽敞的双人间住宿 •  互联网连接 
•  丰富多彩的课余活动 •  每周七天全天候24小时服务热线 

•  参加F+U语言学院的语言课以及在海德堡私立学校中心上课

• 从11年级开始两年的学习计划 
• 从9年级起的IB准备课程(IB Prep Years) 

• 国际认可的毕业证书是通往国际名校的门票 
• 授课语言为英语 • 国际课程 • 项目作业与论文写作 

• 全面的大学学习与职业咨询

• 双语小学 • 实科中学 • 职业文理高级中学 
• 双语文理高级中学 • 职业学院 • 国际IB文凭项目 

• IB准备课程（IB Prep Years）

Tel. +49 6221 912035 • Fax +49 6221 23452 • boardingschool.hd@fuu.de • boardingschool.fuu.de

Tel. +49 6221 7050-4124 • Fax +49 6221 23452 • ibdp.hd@fuu.de • international-baccalaureate.fuu.de

Tel. +49 6221 7050-4038 • Fax +49 6221 7050-341 • heidelberg@fuu.de • www.hpc-schulen.de

F+U国际寄宿学校	

国际中学IB

海德堡私立学校中心

hwtk | Bernburger Str. 24-25 | 10963 Berlin | Tel. +49 30 206 176-70 | info@hwtk.de

商业管理文科学士  
十个深造专业方向，比如:酒店与旅游管理，营销沟通与公共关系，
会展、活动与会议管理等
国际管理文科学士 
信息科学与管理理科学士
工商管理与发展文科硕士
机构发展&商业教练文科硕士
双元制培训／全日制学习／远程学习

信
息

www.hwtk.de

• 德语语言基本能力--A2水平即可入学
• 双元制培训不必自付学费*
• 丰富的合作企业配套双元制培训大学学习
• 个性化私人辅导，职业发展服务
• 在德国的首都柏林上大学，紧邻波茨坦广场，与语言学校就在同一屋檐下  
*一般情况下由合作企业担负学费

 +49 162 2933320
international@ibadual.com

ibaDual.com

每周学习的同时工作
学生自己不需付学费，
学费一般由实习合作企业承担

学习/工作/事业有成
双元制本科教育
为国际学生提供

企业经济学*/

跨文化资质的企业经济学
13个专业深化方向

社会教育学&管理学

社会教育学、

管理学&商业教练**

工程学&管理学*

心理咨询

应用治疗科学-职能治疗学为重点

*基础德语能力（A2）可入学
**尚在审批中

Tel .  +49 6221 7050-4131    •    info@fuu.de    •    www.fachschulzentrum.de

专科技术学校中心
护理- 健康- 教育学- 社会工作

•	老人护理员、老人护理员助理			•	专业护理人员
•	劳作教育员/教师	•	社会教育学为期一年的职业预科班
•	教育员1	•	青少年与教养院教育为重心的教育员工1

•	治疗教育师1	•	治疗教育护理师1	•	理疗医师1	•	作业治疗师1

1全新!	四年内读取两个文凭:
技术学校培训+	大学本科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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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理念

自1995年以来，F	+	U语言学院就是公益性组织F	+	U集团公司在全
德国运营的语言培训机构，其目标是为个人和企业提供个性化的培
训课程，通过小班强化语言课程和职业资格认证语言课程为语言学
习者开启通往新领域的大门，拓宽个人及职业视野。

在我们的教学中，我们时刻用可以评测我们的工作的指导方针监督
着自己——不仅是根据DIN	EN	ISO	9001（自1999年起）和AZAV（
自2005年起）等外部质量认证，而且是通过每一位客户、每一名学
生的检验。

我们的价值观
我们的信仰是语言学习者、教师和学校管理者之间宽容且开放的相
处互动。语言不仅是为了人们相互交流，更是为了促进对其他的人
和文化的理解。优越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是我们的梦想和教育目标。
我们信奉努力与奋斗原则。高强度的、目标明确的语言习得不仅要
求学习者具有很高的自主能动力，而且要求学校为此设置完美的学
习条件。通过聘选专业能力强、经验丰富的教师，选择实用性强的
教学材料，我们可以提供不受干扰的，专注的学习环境，并在课上
学习以外提供个人咨询服务。

因此，我们时刻铭记以服务和学生/顾客为中心。我们与人合作，为
人工作，我们关注每一位客户的需求，为每一个学员倾注时间与精
力。我们不仅帮助学生确定个人学习目标、完成培训与学习（获得证
书，大学申请等），还协助学生完成行政事务或住宿安排。

我们的顾客
来自全世界一百多个国家的各个年龄段的人们，全年都会参加我们
的德语和英语课程，为他们的大学学习或职业做准备。如果您有兴
趣学习新语言，并且同时有雄心壮志想在最短的时间内学最多的知
识，热烈欢迎您来参加我们从早到晚的强化课程，在这里您的愿望
将能得到满足。

公司，外交使团和政府机构信任我们灵活的、为他们量身定制的公
司内部培训，也会将员工送到我们校园的无干扰环境中学习。语言
不仅是一种交流方式，更是个人及其所代表的机构的名片——认识
到这一点的人，欢迎来参加我们的个性化课程。

并非每个人都愿意墨守陈规或跟随大众。除了英语，德语，法语，西
班牙语，俄语，中文和日语的标准语言及专业课程（例如考试准备
或商务语言），我们还在选择丰富的个人课程中灵活提供更具异域
风情的语言。我们的语言教师均为母语者，期待有动力的学生个人、
夫妻或朋友小团体来参加我们物美价廉而高质独特的私人课程。

每一次培训都应该获得证书作为见证。不满足于我们的免费上课证
明的人，可以在我们的学校直接参与最重要的、国际认可的语言能
力考试。

我们的目标
在开启我们共同的旅行前，定位必须尽可能清楚与现实，明确我们
要实现的目标是什么，并使您在旅程的终点能够完全满意——对
您自己的学习满意，也对我们满意。因此，您的目标，就是我们的目
标！

我们的服务
• 丰富的语言课程选择：上午强化课程，下午加深课程，晚间课程，
公司培训，单人、双人和小班课程，考试准备课程等

• 多样的住宿选择：学生专属的F	 +	 U学院青年旅舍，F	 +	 U合租公
寓，寄宿家庭

• 多种语言考试，例如德福TestDaF，欧洲语言证书TELC，托福
TOEFL

• 广泛的补充服务，例如计算机课程，教育假期培训，音乐课，体
育，大学申请咨询，行政服务助理，过渡性录取

• F+U应用科学大学——经济、技术与文化学院（hwtk）就位于同
一座学校大楼，与语言学校联系密切

• 高素质、经验丰富、历经考验的教师
• 各种休闲和文化项目
• 位于波茨坦广场（Potsdamer	 Platz）和地铁站Anhalter之间，
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

• 性价比高
• F+U分校之间的转换上课地点的灵活性（“巡回课程”）

语言是通往世界的钥匙
外语是通往大千世界的钥匙

我们的能力
我们在组织在国外语言求学方面有二十多年的经验，陪伴了无数年
轻人前往德国就读大学，为众多私人和商务人士培训了语言和相关
专业技能。	 二十多年来，我们清楚我们要做什么，我们热爱我们的
工作。	我们把经验和热情投入到对每一位客户的服务中。

我们的资源
F+U语言学院柏林分校最重要的资源就是由教师，行政和后勤人员
组成的主动积极的团队。我们将自己视为一个团队，并欢迎顾客成
为我们团队的新成员。我们没有繁文缛节的官僚主义和等级制度，
公开透明的政策为学校和住宿地点融洽友好、充满尊重的相处气
氛奠定了基石。

F+U的各个语言中心和世界各地的合作伙伴——中介、学校和政府
机构——是我们的另外一笔财富。我们柏林团队通过这样的关系
网络，在德国和国际上都受到了广泛的支持。
我们的教室位于充满活力而历史悠久的波茨坦广场附近的柏林校
区，是一个静谧的、适合专心学习的城中绿洲。F	 +	 U集团下属的应
用科学大学——经济、技术与文化学院（hwtk）学校就在同一屋檐
下，我们的课程与活动也因此“近水楼台先得月”：大学和语言学校
双方拥有着相互密切渗透的网络，有利于语言学习者与大学生、语
言教师和教授、以及双方活动和课程之间的交流。

成功的学习
近40年来，F	+	U集团凭借着旗下各个学校，大学和学院实现了各个
年龄段和不同教育水平上扎实、成功的学习。	在这一传统下，F	+	U
语言学院柏林分校在各年龄人群、不同专业领域和知识梯度上的语
言学习，都获得了优异、顺利而持久的成效。

西班牙阶梯和“联邦的纽带（Band	des	Bundes）”一瞥——这是一座轻盈而开放的建筑，
位于政府和国会区域，既代表了东西方的民主交融，也代表了政府与人民之间的联系。 Tina，Christopher，Steffi，Lars，Miriam，Fan	以及所有其他工作人员、

教师与讲师欢迎您来到F+U柏林国际教育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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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nuar Februar März April Mai Juni Juli August September Oktober November Dezember 
01 Mi
Neujahr 01 Sa 01 So 01 Mi hwtk应用科学大

学2020年夏季学期开始
01 Fr
Tag der Arbeit

01 Mo
Pfingstmontag	 23 01 Mi 01 Sa 01 Di 01 Do  hwtk应用科学大学

2010/2021年冬季学期开始 01 So 01 Di  

02 Do 02 So 02 Mo 10 02 Do 02 Sa 02 Di  02 Do 02 So 02 Mi 02 Fr 02 Mo 45 02 Mi

03 Fr 03 Mo 6 03 Di 03 Fr 03 So 03 Mi  03 Fr 03 Mo 32 03 Do 03 Sa
Tag der Dt. Einheit 03 Di 03 Do

04 Sa 04 Di 04 Mi 04 Sa  04 Mo 19 04 Do 04 Sa 04 Di 04 Fr 04 So 04 Mi 04 Fr

05 So 05 Mi 05 Do 05 So 05 Di 05 Fr F+U 聚会 05 So 05 Mi 05 Sa 05 Mo 41 05 Do 05 Sa

06 Mo
Heilige Drei Könige 2 06 Do 06 Fr F+U 聚会 06 Mo 15 06 Mi 06 Sa 06 Mo 28 06 Do 06 So 06 Di 06 Fr F+U 聚会 06 So

07 Di  07 Fr F+U 聚会 07 Sa 07 Di 07 Do F+U 聚会 07 So 07 Di  07 Fr F+U 聚会 07 Mo   37 07 Mi 07 Sa 07 Mo 50

08 Mi 08 Sa 08 So 08 Mi 08 Fr
Tag der Befreiung 08 Mo 24 08 Mi 08 Sa 08 Di  08 Do 08 So 08 Di

09 Do 09 So 09 Mo 11 09 Do F+U 聚会 09 Sa 09 Di 09 Do 09 So 09 Mi 09 Fr F+U 聚会 09 Mo 46 09 Mi 

10 Fr F+U 聚会 10 Mo 7 10 Di 10 Fr
Karfreitag 10 So 10 Mi 10 Fr F+U 聚会 10 Mo 33 10 Do  10 Sa 10 Di  10 Do  

11 Sa 11 Di 11 Mi 11 Sa 11 Mo 20 11 Do 11 Sa 11 Di  11 Fr F+U 聚会 11 So 11 Mi  11 Fr F+U 聚会

12 So 12 Mi 12 Do 12 So 12 Di  12 Fr 12 So 12 Mi 12 Sa 12 Mo 42 12 Do 12 Sa

13 Mo 3 13 Do 13 Fr 13 Mo
Ostermontag 16 13 Mi 13 Sa 13 Mo 29 13 Do 13 So 13 Di 13 Fr 13 So

14 Di  14 Fr 14 Sa 14 Di  14 Do 14 So 14 Di  14 Fr 14 Mo 38 14 Mi 14 Sa 14 Mo 51

15 Mi 15 Sa 15 So 15 Mi 15 Fr  15 Mo 25 15 Mi 15 Sa 15 Di 15 Do 15 So 15 Di

16 Do 16 So 16 Mo 12 16 Do 16 Sa 16 Di  16 Do 16 So 16 Mi 16 Fr 16 Mo 47 16 Mi

17 Fr 17 Mo 8 17 Di 17 Fr 17 So  17 Mi 17 Fr 17 Mo 34 17 Do 17 Sa 17 Di 17 Do

18 Sa 18 Di 18 Mi  18 Sa 18 Mo 21 18 Do 18 Sa 18 Di 18 Fr 18 So 18 Mi  18 Fr

19 So 19 Mi 19 Do 19 So 19 Di 19 Fr 19 So 19 Mi  19 Sa 19 Mo 43 19 Do 19 Sa

20 Mo 4 20 Do  20 Fr 20 Mo 17 20 Mi  20 Sa 20 Mo 30 20 Do 20 So 20 Di 20 Fr 20 So

21 Di 21 Fr 21 Sa 21 Di 21 Do
Christi Himmelfahrt 21 So  21 Di 21 Fr 21 Mo 39 21 Mi 21 Sa 21 Mo 52

22 Mi 22 Sa 22 So 22 Mi 22 Fr 22 Mo 26 22 Mi 22 Sa 22 Di  22 Do 22 So 22 Di  

23 Do 23 So 23 Mo 13 23 Do 23 Sa 23 Di  23 Do 23 So 23 Mi  23 Fr 23 Mo   48 23 Mi  

24 Fr 24 Mo   9 24 Di 24 Fr 24 So 24 Mi  24 Fr 24 Mo   35 24 Do 24 Sa 24 Di  24 Do
Heiligabend

25 Sa 25 Di 25 Mi 25 Sa 25 Mo 22 25 Do 25 Sa 25 Di  25 Fr 25 So 冬令时调整: -1 h 25 Mi  25 Fr
1. Weihnachtstag

26 So 26 Mi 26 Do 26 So 26 Di  26 Fr 26 So 26 Mi  26 Sa 26 Mo 44 26 Do 26 Sa
2. Weihnachtstag

27 Mo 5 27 Do 27 Fr 27 Mo 18 27 Mi 27 Sa 27 Mo 31 27 Do 27 So 27 Di 27 Fr 27 So

28 Di 28 Fr 28 Sa 28 Di 28 Do 28 So 28 Di 28 Fr 28 Mo 40 28 Mi 28 Sa 28 Mo 53

29 Mi 29 Sa 29 So 夏令时调整：+1h 29 Mi 29 Fr 29 Mo 27 29 Mi 29 Sa 29 Di 29 Do 29 So 29 Di  

30 Do 30 Mo 14 30 Do 30 Sa 30 Di  30 Do 30 So 30 Mi 30 Fr 30 Mo 49 30 Mi

31 Fr 31 Di 31 So 31 Fr 31 Mo   36 31 Sa 31 Do  
Silvester 

开始德语课程A0
(零基础)

开始德语课程
A1、A2、	B1、B2、C1 开始英语课程 德福考试TestDaF

准备课程
德福考试TestDaF
考试日

Telc（欧洲语言证书）
考试日

F+U	内部加急语言测试：
A1-C2

活动提示
(见第7页) 周末、	节假日、学校假期图例:

F+U学院2020年课程规划 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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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日中的柏林：从胜利柱远眺蒂尔加藤（Tiergarten）和夏洛蒂腾堡方向的汉莎区域（Hansaviertel）

柏林的语言课程
阿拉伯语，保加利亚语，巴西语（巴西葡萄牙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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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EFL®（托福），TOEIC®（托业）,	LCCI
(伦敦工商业联合会认证考核），ECDL（欧洲计算机操作支招），	
OnSet（在线德语英语分级考试），TestAS（对申请大学的外国学
生学习能力的评估）等

国家认证的外语职业专业学校
外语秘书，欧洲秘书，世界贸易秘书，笔译员

专科技术学校中心
老人护理，治疗护理，作业治疗法等

academy24学院24
在职深造

海德堡私立学校中心
高级文理中学，实科中学，双语小学，双语文理中学，职业预科，国
际课程IB

国际职业培训
双元制大学本科学习

应用科学大学——经济，技术与文化学院
大学本科，硕士学习，学习模式为双元制，全日制以及远程教育

F+U 莱茵-美因-内卡有限公司

语言学院

地址：Bernburger	Straße	24/25
D-10963	Berlin	柏林
电话:	+49	30	2005977-10
传真:	+49	30	2005977-29
F+U	周末入住服务:	电话:	+49	160	94718460
F+U 紧急求救电话(录入留言机的信息即使在办公
时间以外也会定期听取)	
电话:	+49	30	2005977-10
languages.berlin@fuu.de

www.fuu-languages.berlin, www.fuu.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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