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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言班报名表                       学费 □ 教材 □   
     个人情况 

姓 名 性别 

出生日期（日/月/年） 出生地（省份） 国籍 

身份证号码*（必填） 省/市 地址 

学历                  小学                  中学                 大学及以上 

职业                  商务                  学生                 家庭 

电话 

邮箱 

     请正确填写您希望报名的班级_____________________ 
      请在您想参加的班级前打√ 

级别 A1 渐进式学习班  216 课时＊ 

 周一至周五 9:00-15:00 2018.2.26-2018.4.18 

 超级强化班 180 课时 

 周一至周五 8:30 – 12:45; 或 
13:15 – 17:30 

2018.2.26-2018.4.18 

 超级强化周末晚间班 152 课时 

  
周二至周四晚及周六周日下午 

3x18:30  - 21:00 
2x13:15  - 17:30 

2018.2.10-2018.4.22 

 周末强化班 80 课时 

 周六及周日 13:15  – 17:30 2018.2.10-2018.4.22 

 强化业余班 80 课时 

 周二、周四晚及周六上午 2x18:30 – 21:00 
09:30 – 12:45 

2018.2.10-2018.4.21 

 混合式课程 80-82 课时     

 现场授课周六下午+在线学习                
(第一天上课 2 月 25 日为周日！) 

13:15-17:30 2018.2.25-2018.4.21 

 私人个性化或公司课程 学员人数：     

 期望上课时间（如：周一和周五） 期望上课时间（如 9:00-11：30） 期望期数 

＊ 每课时为 45 分钟 
＊ 停课日: 2 月 11 日，2 月 14 日-21 日，2 月 24 日，4 月 5 日-8 日，停课不影响课时和课程进度 

     学习情况说明 
您学过德语么？     
□ 是      □ 否 

如果是，是多久？ 
..................................... 

您为什么想学习德语？ 
□ 赴德留学    □ 工作需要         □ 家庭团聚    □ 有其他原因吗？如有，是什么？.................................................... 

请问您从何处获知我们的德语培训？ 

□ 德国领事馆   □GOOGLE   □BAIDU    □亲朋好友  □ 其他渠道（请说明）：............. 

（背面还有“参加培训的条件”） 



 

Goethe-Jinchuang Sprachlernzentrum Shang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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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培训的条件            （以下内容自 2015 年 12 月 14 日起实行） 

 
1. 一般的报名条件 
参加语言班的学员须要年满 16 岁，未满 16 周岁建议参加儿童班或者青少年课程。参加语言班的学员应具备基本的字母拼识能力。  
2． 付费要求 
2.1 零基础学员请报读 A1 或者 A1.1 课程。非零基础者请预约参加分级测试，测试后我们会通知被录取的报名者，并告知交费日期。 
2.2 请务必在课程开始前付清全部学费。  
2.3 学员可以现场用现金或者银联卡缴费，或至银行/网银转账。自 2015 年 12 月 14 日起，我们实施新的现场收费规定。上海市静安区巨
鹿路 628 号收费时间仅限于每周三、周五和周六下午 13:00-16:30。上海市静安区胶州路 601 号仅针对内部学员收费，时间仅限于每周六
下午 13:00-16:30 。学员也可汇款，汇款后学员须以传真（号码： 021-62897762 ）或以电子邮件形式（邮件地址：
kurse.shanghai@goetheslz.com）将报名表和汇款凭证提交给我们。我们以收到凭证的时间，作为缴费成功的时间。 
3. 费用    3.1 按照合同，学员通过我们网站得知的学费是应交的学费。  
3.2 学员报名时，须报名我们的整期课程，仅在个别情况下可以在课程开始后插班。如插班，学员须支付整期课程费用；或者在支付剩余
课时的费用之外，额外支付 500 元管理费。上海市静安文化进修学校拥有最终决定权。 
3.3 第一次报名付费不享受折扣，之后连续报名，享受 5%的折扣。（连读的两期课程间最多只能间隔三周。）如老学员在开课前三个工
作日之后付费，将无法享受到任何折扣。 
4. 换班   如学员要求换班（仅限当期），想换的班级尚有位置且上课老师同意，可以换班。第一次换班无需缴费，需至语言办公室写书面
申请。若继续换班，每次要收取 100 元作为换班费。 
5． 解约 
5.1 如学员因故无法参加已注册的语言班，则按下列解约条件行事： 
如在语言班开课当天之前解约，我们将退还学费的 90%；如在语言班开课当天至课程进度完成三分之一课时前解约，我们将退还一半的
学费；如在语言班开课后课程进度完成三分之一课时之后解约，我们将不退还学费，也不会出具任何相关文件或者证明。80 元报名费一
律不退还。 
5.2 学员无法亲自来办理解约手续，请在 5.1 中规定的时间内提出书面解约声明（传真：021-62897762， 邮箱：
kurse.shanghai@goetheslz.com）。  
5.3 以上解约规则同样适用于因疾病原因提出解约。请学员理解。 
5.4 自 2015 年第一期课程开始，不再实行延班。 
6． 语言班级别/一个班的学员人数 
6.1 上海市静安文化进修学校将根据学员分级考试的成绩，安排相应的课程级别。 
6.2 内部学员若没有通过随堂测试，则无法就读下一级别的课程。 
6.3 各个语言班最低学员人数一般为 14 人，最多为 23 名学员（某些班级由于场地原因最多为 16 人）。若在报名截止日前，班级报名人
数低于最低人数，我们保留取消或推迟开班的权利，或将向学员提出换班或退还所有学费的建议。 
7. 学时证明   学员须达到 70%以上的出勤率，才能获得本机构出具的相关学时证明。 
8. 学员的义务  学员有义务遵守上海市静安文化进修学校的各项规定，尤其是有关使用内部教学及信息多媒体设备的规定。 
9. 上海市静安文化进修学校的担保责任/不可抗拒的外力 
上海市静安文化进修学校以及工作人员的责任担保仅限于故意犯错和粗暴的玩忽职守。上海市静安文化进修学校对不可抗拒的外力也不承
担责任（如自然灾害，火灾、洪水、战争、官方的命令、以及其它双方都无法控制的情况）。 

我已阅读并同意以上所有条款。 
 
 
 
日期: _____________                                      签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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