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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标歌德考试 A2 培训班报名表 

考试日期:  2022 年 12 月 21 日 

 

欧标歌德考试A2培训班包含歌德证书A2考试。歌德证书A2考试以基础德语语言知识为基础。这个考试符合欧

洲语言共同参照标准六个级别中的第二个级别A2。根据上海锦创歌德德语培训的课程体系，从零基础要达到A2

级别，需要304至360课时（每课时45分钟），并很好得掌握所学知识。在上海锦创歌德德语培训参加歌德证

书A2证书考试需年满18周岁。 

考试结构：“歌德证书A2”由以下几部分组成： 

1. 阅  读  （30分钟） 

2. 听  力  （30分钟） 

3. 写  作  （30分钟） 

4. 口  试  （两人或单人，15分钟） 

考试日期：  2022年12月21日          

9:00 - 10:30 笔试；11:00-17:00 口试 

请考生们务必于考试开始前45分钟 (8:15) 到达考场！ 

 

考试地点：  上海市静安区胶州路 601 号（静安区业余大学校园内）。 

 

考试报名： 考试开始报名时间以及此表格参见官网 shanghai.goetheslz.com 的新闻栏 

 

注意事项: 

 所有报名材料仅接受电子版，请通过电子邮件发送资料给我们。报名材料：除了签好名的报名表扫描件

外，还需提供护照首页或身份证正反面扫描件，电子彩色免冠证件照，汇款凭证照片（现场付费，无需提

供汇款凭证）。疫情期间，考生还需签署《防疫期间歌德证书考试考生须知》及《考生健康调查承诺

书》，并发送扫描件至报名处； 

 考试前一周左右我们会以电子邮件方式发送一份考试确认函，请您在考试当天随身携带纸质考试确认函。 

 考试当天仅考生本人可以进入考场； 

 考试中作弊、使用禁止使用的辅助工具或容许别人使用，或有其他使考试无法正常进行等不当行为的考

生，即取消其考试资格。从取消考试资格当日算起，该考生至少三个月内不被允许参加歌德学院考试。 

 请不要将包及手机带入考场，随身物品可留在专门的教室进行保管； 

 考试前，我们将检查考生的身份证或护照，请考生务必携带身份证或护照原件，复印件或其他证件均无

效；为鉴定本人真实身份，我们会在考试前对考生进行拍照；考试期间请将身份证或护照正面朝上放置于

课桌上，以便我们随时核对； 

 笔试部分你将拿到一份试题册，一份答卷纸以及一份草稿纸；请不要忘记将所有答案填涂到答卷纸上，只

有答卷纸上的答案才会被判分； 

 请用水笔在答卷纸上填写答案，请勿用铅笔填写，勿使用修正液或修正带。 

 考试没有次数限制，可以重复参加。(歌德证书 A1 考试、A2 考试和 C1 考试只能全科考试；歌德证书 B1

考试、B2 考试和歌德证书 C2：GDS 考试可以全科考试或单科考试。) 

 在歌德学院的网站 https://www.goethe.de/ins/sha/zh/spr/deutschpruefungen/afs/ueb.html 上，您可以找到

一 套 考 试 模 拟 题 和 2 套 练 习 题 。 在 这 个 链 接 下

https://www.goethe.de/ins/sha/zh/spr/deutschpruefungen/afs/wei.html , 您可以找到考试规定，实施细则，

实施细则的补充：有特定需求的考生，有特定需求的考生的需知，考试内容手册以及词汇表。 

 

 

 

https://www.goethe.de/ins/sha/zh/spr/deutschpruefungen/afs/ueb.html
https://www.goethe.de/ins/sha/zh/spr/deutschpruefungen/afs/wei.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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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须知 
一、付费成功后，我们会邮件通知考生欧标考试培训班具体上课时间。进入 ZOOM 网课的链接，我们将在培训

班开始前三天内邮件告知。 

二、考前一周左右，我们会通过邮箱发送“考试确认函”，即准考证，上面会标明考试时间、地点。考试当

天，考生请务必携带自行打印好的确认函、身份证或护照原件参加考试。 

三、A1 考试通常在考后第一个工作日下午公布成绩；A2 成绩在考试后的大约 5 个工作日内公布；B1、B2、

C1 级别考试成绩在考试后的大约 15 个工作日公布；C2 成绩在考试后的大约 20 个工作日公布；学生可以

通过考号在我们的网站上进行查询 http://shanghai.goetheslz.com/zh/exam-results，成绩均为匿名。 

四、考试证书在成绩公布后的三个工作日制作完成。届时可凭本人身份证或护照至巨鹿路 628 号领取。如需请

他人代领证书，须出示考生身份证或护照的复印件，以及代领人身份证原件。 

五、若外地考生需寄证书，可在确认考试通过后，邮件告知我们地址。我们将发顺丰快递，费用到付。如需邮

寄证书，所有级别的证书（A1，A2，B1，B2，C1 和 C2）都将在公布成绩后最晚 2 周后陆续寄出。 

六、查卷、对考试结果或考试流程有异议，可参考歌德学院考试规则第 20 条和 21 条。更多有关查卷和/或申诉

的问题请联系我们 goethezertifikat.sh@goetheslz.com 或者致电 021-62897762。 

七、未携带纸质考试确认函及个人证件原件者，不得参加考试。不得携带字典以及自己书写的纸条等辅助工具

进入考场。辅助工具也包含技术类产品：如手机、智能手表、智能眼镜、电子书写笔或类似设备。违反上

述规则禁考至少 3 个月至 1 年。禁考期适用于全球范围内所有的歌德学院和歌德学院的检定考试合作伙

伴。 

请据实填写报名信息。报名材料：签好名的报名表（PDF），护照首页或身份证正反面扫描件（PDF），彩色

免冠证件照（JPG），汇款凭证照片（现场付费，无需提供汇款凭证，JPG）。疫情期间，考生还需签署《防

疫期间歌德证书考试考生须知》及《考生健康调查承诺书》，并发送扫描件（PDF）至报名处。上述报名材料

请发送邮件至 pruefungsanmeldung.sh@goetheslz.com，每份文件不得超过 1M。 

 

考生信息 

Familienname  姓  Vorname 名  

Faminlienname in 

Pinyin 姓拼音 
 

Vorname in Pinyin  

名拼音 
 

Geschlecht  性别 
 

Geburtsdatum  出生年月日 
 

Geburtsort  出生地（省份） 
 

Staatsangehörigkeit 

国籍 

 

Personalausweis-Nr. 

个人证件号码 

 

Adresse und Postleitzahl 

地址及邮编 

 

Telefon 

电话 

 

E-Mail 

电子邮箱 

 

Prüfungsstufe 

报考考试级别 

 Wunschtermin 

期望考试日期 

 

在此我签字确认，我已了解并接受相关的考试要求、规定及注意事项。 

日期：                                      签字： 

下一页有重要声明（交于德国慕尼黑的歌德学院中心） 

mailto:%E6%9B%B4%E5%A4%9A%E6%9C%89%E5%85%B3%E6%9F%A5%E5%8D%B7%E5%92%8C/%E6%88%96%E7%94%B3%E8%AF%89%E7%9A%84%E9%97%AE%E9%A2%98%E8%AF%B7%E8%81%94%E7%B3%BB%E6%88%91%E4%BB%ACgoethezertifikat.sh@goetheslz.com
mailto:%E6%9B%B4%E5%A4%9A%E6%9C%89%E5%85%B3%E6%9F%A5%E5%8D%B7%E5%92%8C/%E6%88%96%E7%94%B3%E8%AF%89%E7%9A%84%E9%97%AE%E9%A2%98%E8%AF%B7%E8%81%94%E7%B3%BB%E6%88%91%E4%BB%ACgoethezertifikat.sh@goetheslz.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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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声明 

 

同意声明（交于德国慕尼黑的歌德学院中心） 

 我以我下面的签名表示同意，允许将我在考试中心报名时所给出的个人数据（“数据”）送交给注册于德国慕尼黑的歌德学院

中心客户数据库，并且允许与我的其他已经存在的数据汇总。 

 

此外我同意，允许歌德学院和考试中心除了为履行合同外，还可以将我的个人数据，广泛地用于市场调研、以及广告和经销涉

及歌德学院提供的服务，特别是通过我所提供的通信地址或者-如果我希望的话-电话、传真、电子邮件和短信息发送关于歌德学院

和考试中心的语言课程等相关的广告和询问（“信息”）。 

 

我允许为了真实性控制和开具证书副本，将我所参加考试的相关资料送交歌德学院，在那里的考试总档案库中（最多十年）保

存和使用。如果这些数据将用于家庭团聚授权审查，那么允许歌德学院在德国官方机构对我所提供的证书的真实性进行询问时做出

确认。 

 

我的信息不得被考试中心和歌德学院用于上述声明所提及的目的之外使用或提供给除此之外的第三方，除非存在相关数据被盗

用的合理怀疑。 

 

□ (必填) 我已经了解，对将我的数据用于市场调研以及广告和经销，我可以随时提出异议。（此行必填） 

 

 

□（选填）是，我还希望通过电子邮件、短信息、电话、传真获取资讯。 

 

异议权：您可以从现在开始在以下部分或者之后的任意时间行使上述提及的异议权： 

□（选填）我不同意出于广告和经销的目的处理和使用我的信息。 

 

                                                                             

地点                 时间                          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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