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JD Elze 德国爱策一级文理中学
Gymnasium

Vorwort 前言

我校是CJD（德国最大的私立教育集团）第一家一级文理中学，1951年建立于下萨克森州爱策市。

目前学生900人。
我校是国家认证的私立高中。60多年以来，我们适应德国社会的需求和变化，形成了“不丢失任
何一个人”的教育理念。 这一理念是根植于基督教传统文化的背景。在德国传统文化中，我们认为
每个人都有天赋和能力，每个青少年都有各自的特殊兴趣和才能，每个学生都是独立的个体，培养年
轻人的自信心尤为重要。秉持这样的观念，我们发展出了独特的教学方法，开设了众多的兴趣课和选
修课。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进行选择，以保证每个学生都能够在校园生活中找到个性化发展的方
向，为学生营造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这样不仅可以使学生全身心投入学习，而且还可以参加体育运
动、音乐和外语，并在这一过程中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
该手册将向您 一 一呈现！
Matthias Casper
Schulleiter

...

我的孩子在CJD爱册读书，因为这所学校在整个教学领域还是一座“岛屿”，

远离众多的负面影响，并且拥有基督化的人性理念。
... 这所学校总是不断地自我反思，面对各种新事物，总是灵活对待，而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式管理。
... 我们知道CJD传授的知识为将来进入大学学习打下了良好基础。
... 学校认真对待每个批评，热烈欢迎家长和学生积极参与学校生活。
... 我们的大女儿已经在CJD顺利考上大学，读书期间她非常满意，在高中已经学到大学需要的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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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6 年级 学生在这个成长阶段的需要
小学结束时，很多家长开始考虑这样的问题：
哪所学校适合我的孩子？
回答这个问题时，不仅要考虑到学校的类型和擅长方向。更重要的是要考虑：学校如何
对待每个学生的天赋，兴趣以及个性发展。
学校的老师知道，正是低年级学生，需要给他们提供新鲜事物和氛围。

以下活动和方法，能够帮助新生在进入一级文理中学时有一个良好的开端：
•
•
•
•
•
•
•
•
•
•

班主任的照管
社会能力的训练Lions Quest/成长
5年级学生为学校设计大型活动 (发现日, 圣诞市场等等)
高年级学生带领5年级低龄学生
老师教学生们做放松练习
普及的音乐和体育要领知识
培养有天赋的学生
帮助学生找到正确的学习方法
线上数学测试
有吸引力的校园生活

Schwerpunkte 重点：兴趣班
Musik 音乐
（每周2小时音乐课或者3小时声乐课）
学校乐队
竖笛兴趣班
校交响乐队
在CJD音乐学校学习乐器和声乐
与汉诺威音乐戏剧和媒体学院合作，早期培养有音乐天赋
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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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ort 体育
• 田径
• 球类运动（比如足球，手球和室内足球）
• 体操
• 杂技
• 足球比赛
• 青少年奥林匹克比赛
• 运动会

• 校内的德甲汉诺威96足球学校

Perspektivklasse

尚未确定目标
的5-6年级
学生的选择

针对5年级和6年级学生，我们设置了观察班。
小学毕业时，家长和学生还不明确应该选择哪种类型的学校，就可
以进入观察班。如果还没有具备上一级文理中学的条件，也可以在
该班接受观察。最迟到7年级，符合条件的学生再正式升入一级文
理中学。

vklasse
Auf EINEN Blick! 确如眼见！
观察班要点:

•

每周增加主课的课时，数学5个课时，德语6个课时，英语5个课时

•

班级规模： 最多不超过20名学生

•

班级老师与家长紧密合作，使家长了解学生的表现

•

采用汉堡写作方法 (诊断和补习，为了提高语言学习能力)

•

计算障碍测试 (诊断和补习，为了提高理科学习能力)

•

与家长面谈，对学生成绩进行沟通，针对学生综合能力给出升学之路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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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0年级 全校学生可选课程
Mathematisch-technisches Profil 数学-技术类
数学技术方面的重点是信息工程，我们把数学和技术看得同等重要，也称为信息工程学科。尽管信息工程相对而言是较
为年轻的学科，但是它对我们日常生活的影响已经远远超过了其它学科。
学生们通过广泛的多种多样的课题，不仅了解基础的计算机结构以及0和1的算法和功能，而且也教他们如何有效的进行
操作并编程。

传授信息技术的基础知识


了解电脑的硬件结构



学习常用的电脑软件知识 (比如数字处理，展示软件, 电子制表软件, 图片处理)



如何使用互联网

适合年龄的信息工程课题


使用Kara的终极自动处理器



采用Scratch和AGS编程



使用乐高NXT安装机器人

学生可以参加信息工程竞赛，信息工程勤奋赛，联邦德国信息工程竞赛以及英特尔莱布尼茨挑战(Intel Leibniz
Challenge)，这已经成为信息工程专业的固定组成部分。
另外，我们有一个合作项目Mobile Usability，是信息工程项目与希尔德斯海姆大学的信息科学和语言技术系合作
的，尤其适合高智商的学生。他们为平板电脑和智能手机开发App，制定操作方案并测试。
所有对信息工程学感兴趣的高中学生都可以选择信息工程课并将其作为高考的一门主课。

Das Musikprofil 音乐选项
音乐包括乐器课或者声乐课以及合唱团和音乐兴趣班等。学生们每周增加两节课学习乐器或者声乐，每个年级组成
一个歌舞团，7年级至10年级共同编排节目（包括舞台技术和歌舞）。
Unsere Ziele 我们的目标
 通过共同排练歌舞加强学生们的团队精神和社会能力
 在一个乐队里自信的演奏各自的乐器
 促进音乐天赋和表演天赋以及创造天赋
 为各种学校的大型活动做准备
音乐选项的内容（包括音乐表演），比如舞台节目，音乐指挥，设计道具以及各种表演形式（皮影，黑光剧，哑
剧，马戏表演等等）。音乐选项的学生每两年参加一次周末艺术节。
所有对音乐感兴趣的高中学生都可以选择音乐课并将其作为高考的一门主课。

Profile
Das Sprachprofil
语言选项

Mathematik/TECHNIK数学- 技术
SPRACHEN 语言选项

Musik 音乐选项
Sport 体育选项

¡Si!

从7年级开始加强英语教学的深度，同时用英语教授历史课。
从8年级开始，每周增加两节西班牙语课。主要学习西班牙语的口语和增加词汇量，并了解
西班牙的风土人情。
从9年级开始加深西班牙语的教学，学生们还可以选修俄语。西班牙语学习两年之后可以参
加DELE西班牙语定级考试 (A1级)。

尽管距离大学和职业培训的时间还很远，但是学生们学到的扎实的外语基础知识为
将来到国外求学以及为国际合作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7年级：用英语教授历史课
8年级：西班牙语（每周两节课）
9/10年级开始：深入学习西班牙语，或者新选俄语（每周两节课）

所有对外语学习感兴趣的学生都可以参加中文兴趣班学习简单的中文，甚至可以参加
HSK考试 (汉语证书)。同时，也可以选修用汉语教授历史课。

Das Sportprofil 体育选项
所有7-10年级学生都可以选择体育选项，主要以下列为重点：
7- 10年级体育科
• 足球
• 手球
• 室内足球
• 篮球
• 田径
• 娱乐体育运动(比如滑板运动, 巨石攀登等)
7-10 体育理论知识
•

热身的重要性

•

运动员的饮食健康

•

兴奋剂对体育运动造成的影响

•

长期训练对身体机能产生的积极影响

所有对体育感兴趣的高中学生都可以选择体育课并将其作为高考的一门主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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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e GYMNASIALE Oberstufe 高中阶段

中学的最后阶段尤其重要。目标已明确，能进入一级文理高
中读书的学生，最终目的是参加高考（Abitur）。高考准备
与有效的方法同等重要。CJD爱策一级文理高中具备这两
点，所以，也接收11年级和12年级转学的学生。

• 高考准备期间（1年）
这一年为高考准备打下坚实的基础。传授学生们必要
的学习方法并加以训练。授课方式采取班级制。

• 高考预选期间（4个学期）
这段时间根据每个学生高考的选项为高考做准备。授课方
式采取课程制（个人课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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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NF HRUNGSPHASE高考准备期
Für Schüler im 12-jährigen Bildungsgang (G8)
Eintritt in die Einführungsphase bis
einschließlich Schuljahr 2016/17

C

Fächer

Std.

Deutsch

3

Deutsch

3

Englisch

3

Englisch

3

2. Fremdsprache

4

2. Fremdsprache

3

Musik

2

Musik

1

Kunst

2

Kunst

1

Geschichte

2

Geschichte

2

Erdkunde

2

Erdkunde

1

Politik

2

Politik-Wirtschaft

3

Religion

2

Religion

2

Mathematik

4

Mathematik

3

Biologie*

2

Biologie*

2

Chemie*

2

Chemie*

2

Physik*

2

Physik*

2

Informatik*

2

Informatik*

2

Sport

2

Sport

2

A

B

* davon 3 gewählt
Wahlunterricht

Aufgabenfeld

Aufgabenfeld

Pflichtunterricht

B

Std.

Pflichtunterricht

A

Fächer

Für Schüler im 13-jährigen Bildungsgang (G9)
Eintritt in die Einführungsphase
ab Schuljahr 2018/19

C

* davon 3 gewählt

3. Fremdsprache

4

Sporttheorie
(2. Halbjahr)

(2)

Wahlunterricht

3. Fremdsprache

4

Sporttheorie
(2. Halbjahr)

(2)

Im Schuljahr 2017/18 wird es in Niedersachsen wegen der Umstellung
von G8 auf G9 keine Einführungsphase geben.

Auf EINEN Blick! 真如所见！
•

高考准备期三个选择方向：

–
–
–

增加一门新的外语 (拉丁语, 法语或者俄语)
可以用信息工程代替一门自然科学学科
体育理论课作为体育选项的预备课程

• 可以获得实科高中的毕业证
• 德语，数学和外语等主课作为必修课
• 去国外的交流学生顺利回归学校
• 准备年选出的高考方向可以修改
同时，给学生和家长提供高考选项的全面咨询。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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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e GYMNASIALE Oberstufe 高中阶段
PROFILEN – große Wahlfreiheit Maximale ANZAHL AN PROFILEN – große Wahlfreiheit Maxima

高考选项最大化 – 提供最完备的选择
CJD爱策一级文理中学给高中学生提供了高考方向的所有科目。除了最重要的三个高考选项(语言方向, 自然科学, 社会
科学), 我们还有音乐选项和体育选项。在高考备考阶段，学校就对每个学生的高考选项科目进行个性化的教学和考
核。

Auf EINEN Blick!
• 高考选项最大化
• 科目选择性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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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为每个高考的方向都提供了各种各样校内和校外的选修课
给学生提供众多的信息
为高中学生的家长提供信息咨询
为每个学生单独提供有关高中选科和高考(Abitur)选项的咨询

QUALIFIKATIONSPHASE
高考预选期

le ANZAHL AN PROFILEN – große Wahlfreiheit Maximale ANZAHL AN PROFILEN – große Wahlfreiheit

Derzeitig gültig für Schüler im 12-jährigen Bildungsgang (G8)
Sich ergebende Änderungen für den 13-jährigen Bildungsgang (G9) sind noch nicht veröffentlicht
und können deshalb noch nicht angegeben werden.

Prüfungsfächer auf
erhöhtem Anforderungsniveau (eA)

Prüfungsfächer auf
grundlegendem
Anforderungsniveau
(gA)

Ergänzungsfächer

Sprachliches
Profil

Musisches
Profil

Gesellschaftswissenschaftliches Profil

Naturwissenschaftliches
Profil

Sportliches
Profil

P1

Fremdsprache

Musik

Geschichte

Physik

Sport

P2

2. Fremdsprache
oder Deutsch

Deutsch
oder
Mathematik

Deutsch,
Fremdsprache,
Mathematik,
Physik oder
Biologie

Biologie
oder
Mathematik

Biologie
oder
Physik

P3

Deutsch,
Mathematik,
Biologie
oder Physik

Mathematik
oder Fremdsprache

Erdkunde
oder
Politik

Deutsch,
Fremdsprache
oder
Mathematik

Deutsch
oder
Fremdsprache

P4

Die Prüfungsfächer P4 und P5 ergeben sich aus den festgelegten Auflagen der
Abiturprüfungsordnung:
• Unter den Prüfungsfächern müssen alle drei Aufgabenfelder vertreten sein.
• Unter den Prüfungsfächern müssen zwei der drei Kernfächer Deutsch,
Fremdsprache und Mathematik sein.

P5

Ergänzungsfächer entsprechend den Bestimmungen der
Oberstufenverordnung vervollständigen die Prüfungsfächer
Aufgabenfeld A: Deutsch, Englisch, Französisch, Latein, Russisch, Musik, Kunst
Aufgabenfeld B: Geschichte, Erdkunde, Politik, Religion
Aufgabenfeld C: Mathematik, Physik, Biologie, Chemie, Informatik
Sport, Seminarfach

Eine Broschüre mit weitergehenden Informationen zur gymnasialen Oberstufe kann über das Schulsekretariat
angefordert werden. Zu gegebener Zeit ist eine aktualisierte Tabelle über das Schulsekretariat erhältl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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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日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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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e OFFENE GANZTAGSSCHULE

CJD爱策一级文理中学是学生们学习和生活的地方。除了正常的教学，我们还为510年级的学生提供了各种兴趣班。从周一至周五，13:30 – 15:00 学生可以自愿
参加任何兴趣班。学生们可以在新学期开始，就选出自己喜欢的科目和上课时
间。

兴趣活动还包括以下范围：
家庭作业辅导
每天两个班级，每班最多12名学生
练习班
对所有主课课程进行复习和预习，观察学生们德语和数学能力
艺术教育
学校合唱团，交响乐团，竖笛歌舞团以及校乐队和艺术设计
体育和健身
包括乒乓球，足球、羽毛球，田径和骑马，霹雳舞和伦巴舞（拉丁舞）
高智商学生的培养
数学，自然科学，信息工程和语言领域（为数学奥林匹克竞赛做准备，参
加“联邦德国外语竞赛”, 参加信息工程勤奋赛，探险科学，汉语和中国
文化，App 编程）
加强学校的各种组织
积极参与学生企业 “Collect for future“、学生小卖部和学校医务室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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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Start
5. Klasse

1

2

3

Du hast
dein Sportzeug
zuhause vergessen
und kannst im
Sportunterricht
nicht mitmachen.

Durch Hilfen in der OGTS
kommst du gut voran.
Rücke zwei Felder vor.

4

Die Paten haben deiner
Klasse und dir wertvolle
Tipps gegeben.
Du springst 1 Feld vor.

5

Du hast am Schüleraustausch teilgenommen.
Da kommt man mit
großen Schritten
(4 Felder) voran.

17

18

19

Zeitstrafe:

2
0

Das gute Essen in der
Mensa hat dir prima
geschmeckt.
Vor Freude rückst du
4 Felder vor.

1
6

1x
aussetzen!
Die individuelle
Förderung in den Profilen
beflügelt dich so, dass du
einen Sprung von 2
Feldern vorwärts machst.

22

21

23

40
Du hast
den Sprung in
die zweite Runde
der MathematikOlympiade geschafft.
Rücke 1 Feld vor!

3
9

25

24

Im Sportprofil hast
du eine Sportart
kennengelernt, die
dir auf die Sprünge
hilft.
2 Felder vor.

38

36

37

Die Mitarbeit im
Christophoruschor
bringt nicht nur Freude
sondern bringt dich auch
vorwärts – 2 Felder.

42
ABI

ZIEL

4
4

43

Du hast die Hausaufgaben wiederholt
vergessen. Das wirft
dich zwei Felder
zurück.

59

58

57

4
5
Der in den
Fremdspra- chen
eingesetzte elektronische Translator
ist eine große Hilfe
für dich. Du darfst
noch einmal würfeln.

56

8
Du hast dein
Unterrichts- material
vergessen.
Dadurch kommst du
etwas langsamer voran
(1x aussetzen).

In einer Vertretungsstunde
hast du von einem anderen
Lehrer neue gute Tipps
erhalten, die dich zwei Felder
voran bringen.

7

6

9

Die gute
Klassengemeinschaft in deiner
Klasse bringt
dich voran. 3
vorrücken.

10

Die
Internetrecherch
e im LIBA war
erfolgreich.
1 Feld vor.

14

15

3

1

Du hast dich für die eigene
Klasse eingesetzt und so
eine tolle Erfahrung
gemacht.
Rücke die gleiche Augenzahl
noch einmal vor.

Im Rahmen der Begabtenförderung machst
du gute Fortschritte, so
dass du noch einmal
würfeln darfst.

26

12

27

28

35

47

33

30

31

Das attraktive Schulgelände
beflügelt dich. Über die Römerbrücke kürzt du den Weg ab.
Springe vor auf Feld 35.

Du hast die Tafel
nicht geputzt.
Gehe 3 Felder
zurück.

48

46

55

Die
Konfliktlotsen
haben einen guten
Weg aufgezeigt.
Noch einmal
würfeln.

32

34

Da alle Oberstufenschwerpunkte
anwählbar sind, ist
auch was für dich
dabei. 3 Felder vor.

29

1
1

Du kommst zu spät
zum Tagesausflug
nach Kalkriese.
Die Gruppe muss auf
dich warten und
du setzt 1x aus.

49

Du hast dich
nicht an die Regelungen der Schulverfassung gehalten. Gehe 3 Felder
zurück und lies sie
noch einmal durch.

50
Du hast freiwillig
eine dritte Fremdsprache gelernt,
die dich 2 Felder
voranbringt.

54

53

52 51

Soziale KOMPETENZ 社会能力
•
•
•
•
•
•
•
•

„Lions Quest – 成长“, „Lions Quest – 成熟“
积极争当学生代表
学生共同负责学校宪章的实施
学生企业，学生组织筹集捐款，管理学生小卖部
班级值日
收集媒体信息
9年级学生带5年级学生
班委会

由于学校不仅仅是学习的地方，也是学生们生活的地方，所以，学生的相互关系成
为日程生活的重点。我们的项目„Lions Quest – 成长”和 „成熟”已经成为教学
大纲的组成部分。从5年级开始教育学生们独立自主学习，与同学友好相处。
2012/2013学年开始实行的学校宪章正好强调了这点。
由学生和老师以及家长们组成的委员会共同制定学校规章制度。其要领是学生自
我监督实施。出现冲突时由学生值日协调解决。小的冲突不需要老师和家长的介
入，学生可以自行解决，但是老师和家长们可以随时提供支持。
„学生帮助学生“项目是9年级学生带5年级低龄学生，帮助他们顺利进入一级文理
中学的校园生活。
积极争当学生代表、班长或者其它班委以及下萨克森州历史最悠久的学生企业代
表，这些都对培养学生的自主能力和团队精神具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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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与生活
校园学习和生活同等重要，教学和舒适性并存，因此学校的环境起到了不可磨灭
的作用。下面介绍三个主要景点：
古罗马桥和古罗马大街。这是课间休息最受学生喜爱的地方。其形成历史值得一
提。它是来源于学生拉丁语课程中一个大胆创意。当时，学生们在阅读一份拉丁
语建筑规划文章时，产生了浓厚兴趣，在一个历时二周的项目周里，学生们做出
了模型，并制定了实施计划。最终在2012年夏天建成。
低空缆索园。位于音乐大厅后面，是低年级学生在课间休息喜爱的场所。同时，
也常常作为老师训练学生们团队合作的练习场地。

和平屋。位于CJD爱策校园的上部边缘，其地理位置和建筑结构成为学生们喜爱的
休息场所，扮演角色和热烈讨论之后，学生们都可以到这里来享受一份宁静并重
新获得灵感。
校园内还给学生们提供了其他场所：马厩，教学楼，足球场，攀援和赤足小道等
等，给学生们提供了各种运动、实验和休息的场地。

Auf EINEN Blick! 感受现场！
这是校园的一角：
• 食堂
• 小卖部
• 咖啡馆
• 印第安人的圆锥形帐篷
• 各种类型的休息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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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MDSPRACHEN外语角
学习外语是一个充满吸引力的跨文化过程，同时也为将来的职业生涯提供核心
“能力”：
--“古代的烹调”的活动，把学生们带到罗马和曾经发生瓦卢斯战争的卡尔克里
泽。
-- 法语日活动，是法语母语者参观France-Mobil。
-- 英语周活动（„Lingua Projects“），是通过表演外语剧和中国功夫的扇舞提
高学生们学习外语的兴趣。

我们这样给学生们打开一扇通往其它文化的窗口。

Auf EINEN Blick 放眼望，更精彩！
语言学习的顺序
• 从5年级开始英语是第一外语
• 从6年级开始法语或者拉丁语是第二外语
• 从7年级开始选修西班牙语，历史用英语教学
• 法语，拉丁语和俄语作为高考准备期间的补充外语
• 所有外语作为高考课程的基础课

交换生项目
• 与法国为期10天或者几周的学生交流
• 与美国为期3周的学生交流
• 与中国为期14天的学生交流(Beijing)

其它项目
• DELF 培训学生们参加法语定级考试
• DELE 培训学生们参加西班牙语定级考试
HSK培训学生们参加汉语定级考试（中国学生可以把汉语作为其中的一门语言免修）
•

传统优势课程，比如：法语文学和英语文学

• 参加外语竞赛
• 参加莱比锡图书展举办的Prix des Lycéens，选拔青年作家，获胜者可得5000欧元奖金

国际项目

参加各种类型的欧盟项目，比如：柯米尼亚斯（Comenius）

学校项目 “Casio” 公司的实验学校，实验使用电子字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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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教学的所有语言

精英计划—
培养高智商学生

培养有天赋、高智商的学生
学校如何对待有天赋、高智商的学生？ 对很多学生和家长来说这是选择学校的一个关键问题。学校专门针对每个孩子
的特殊兴趣和天赋进行培养，发现他们的优势和能力，并进行提升和拓展，塑造专业化人才。这些专业人才的培养除
了针对有音乐和体育(已有专页介绍)天赋的学生以外，还对在数学，语言，自然科学和艺术领域有天赋的学生提供了各
种各样的培养方案。
最好的证明如下：
数学/自然科学/信息工程
• 数学兴趣班为参加奥数竞赛做准备
• 与汉诺威大学合作 (高斯兴趣班, 爱因斯坦孙女班, Club Apollo 13, Intel-Leibniz-Challenge, 少年大学班)
• 心算竞赛 (学校5年级和6年级心算比赛)
• 探险科学（I 和 II）兴趣班
• 青少年做实验 / 青少年搞科研
• 信息工程勤奋赛
• App编程 (与希尔德斯海姆大学合作)
语言

•
•
•
•

社会
•
•
•

•

培养学生编辑 (与莱勒-戴斯特报社合作, 与格罗瑙合作)
法语定级考试或者DELI，联邦德国外语竞赛
汉语兴趣班
英语阅读课
/ 经济
学生企业
学生小卖部
高中学生的政治教育
高中毕业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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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ort体育
Dima Ovtcharov ehemaliger Schüler zu Besuch

游戏和运动是青少年最基本的需求。游戏和运动对健康和
舒适有积极的影响，同时也促进精神运动，情感和社会能
力的升华。
当今的社会缺乏运动日趋明显，并且得到多方证明，这不
仅仅严重影响身体健康，而且也严重妨碍学习和工作中的
注意力以及行为表现。在一个健康的身体里才能住一个健
康的精神。足够的运动对学习越来越重要，甚至它能提高
智商。同时，学校里的各种体育运动不仅能增强身体的灵
活性和协调性，而且还能加强学生之间的团结，成为学生
终身热爱的运动，促进学生社会能力和自信心的发展。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校设置了适合不同年龄的提高健
康意识和健身的项目。
体育课作为必修课直至高中毕业。
5年级和6年级几乎所有学生每周有4节体育课 (合唱班除
外)。

根据需求，给学生们提供有一定难度的掌握平衡技巧的体
育课 (比如滑雪)。
学校给学生们提供各种类型的校内和校外体育比赛：年
级田径赛；年级足球赛和手球赛；参加手球、足球、乒
乓球以及网球“少年奥林匹克”赛以及众多的足球和手
球比赛 。
下午给学生们提供多种体育活动 (足球, 乒乓球, 羽
毛球等等)， 深受学生欢迎的人造草坪足球场整天
（休息时间和放学后）都熙熙攘攘。
每学年结束时学校都要举办运动会，选拔出体育最佳班
级。也为高水平的竞技运动领域选拔手球和足球的精英人
才。

体育选项的学生从7年级到10年级每周4节体育课。

与埃特拉赫特·希尔德斯海姆体育俱乐部的手球部合作，

高中学生的体育课要求更高。

每年挑选后备人才。
作为德甲足球俱乐部汉诺威96的伙伴学校，该俱乐
部的后备球员在我校读书和寄宿。我校的体育老师
参加德甲足球俱乐部举办的培训活动。CJD爱策一级
文理中学的体育老师可以培养初级足球教练。

Musik 音乐
音乐概览
音乐在CJD爱策一级文理中学一直占据重要的位置。
关键是给不同年龄的学生提供相应的课程。
合唱团前期准备（5 / 6年级）
• 为加入克里斯托弗合唱团做准备（或者上音
乐课）
• 声乐教育
• 加强理论知识
• 加强音乐培养

音乐选项（高考预选阶段）

• 音乐实际练习，对音乐进行分析、理解并反思
• 听音乐会和观赏音乐戏剧
• 演奏乐器和练习声乐的学生可以将其作为高考的
一门主科

音乐进阶（7- 10年级）

• 了解不同时期和不同风格的音乐作品
• 给没有乐器知识的学生教授如何使用奥尔夫
乐器和电子琴

• 根据学生的个人能力进行个性化指导
• 每二年一次的舞台剧
适合对乐器和声乐以及克里斯托弗合唱团或者音乐兴
趣班感兴趣的学生。

培养有音乐天赋的学生
• 与汉诺威音乐和戏剧及媒体学院合作进行早期培养
有音乐天赋的学生

• 成为大学预备生（实科高中毕业文凭，专业高中毕
业文凭或者本科高中毕业文凭）

• 大学预备生在我校寄读，汉诺威音乐学院预备班在
我校的校园内
根据所有学生的需求不断改进学校的教学项目。
包括：课余时间（建造攀登墙）和教学范围（购买高
品质的教学材料）或者给个别学生提供援助（班级出
游补贴）等等。
校园协会每年免费发给每名学生一本学生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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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VENTION & GESUNDHEIT预防与健康的教育
这是学校教育方案的组成部分。5年级和6年级学生每周有一节课训练社会能力，7-10年级进行深化，目的是
向学生们传输健康风险，跟健康有关的课题，并参加比赛，以及学校外面的专家举办的各种预防性活动和项
目（医生，警察，咨询机构，协会）。我校也是一所无烟学校。

Auf EINEN Blick! 防患于未然！
沿用„成长”/„成熟”的原则发展学生的社会能力 (所有年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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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丛林中辨识方向 (6年级)
吸烟信息 (7年级)
Facebook 以及Co. (7年级)
预防吸毒和酗酒 (8年级)
网络歧视 (8年级)
吸毒/上瘾/犯罪 (9年级)
身体语言 – 饮食障碍 (9年级)
HIV/艾滋病 (10年级和11年级)
电脑游戏和上瘾 (10年级)
聪明 – 不要开始: “无烟教室”项目 (6年级和 7年级, 自愿参加)
希尔德斯海姆/汉诺威青少年电影日
有关性、艾滋病、酗酒和尼古丁的电影 (8-10年级, 自愿选择)

BERUFSORIENTIERUNG 升学就业指导
为了帮助学生回答这个问题，我校从 9 年级开始为学生提供各种咨询和信息。

辨认职业方向 (9 年级) 学生开始接触如何辨认职业方向
企业实习 (10-11年级)
学生们在这个阶段通过几周到企业实习继续积累辨认职业方向的经验，并且在理论课上做准备和总结。实习结束后，学
生们通过反思找出各自实习职业的优缺点。
学生们写实习报告并且与同学分享其经验。
接着去参观希尔德斯海姆职业培训中心。

求职培训 (从10年级开始)
我们每年为10年级以上的学生提供一整天的求职培训。一个专业咨询团队给学生提供单独的咨询，如何提高求
职成功的几率。

“校园招聘” (12-13年级)
职业咨询每年的高潮是为高考预选阶段的学生安排的校园招聘。届时我校邀请来自大学，企业和其它机构的代
表到我校给学生介绍大学的专业以及各种职业类型。这些代表很多曾经是我校学生，他们详细介绍各种职业的
分类，并给学生提出个性化的建议。学生们直接跟专家沟通交流，得到比通常的人才市场更精确的信息。

校外合作
希尔德斯海姆联邦劳动局定期到学校给学生进行一对一咨询。通过CJD爱策一级文理中学与哥廷根私立大学的
合作，学生们能够参加大学举办的各种信息活动，了解文科专业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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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JD教育集团每年为155,000名
青少年提供面向未来的机会。
有9,500名全职和兼职人员遍布在
全德国150个教育基地中工作。
我们的原则是：给孩子们最好的教育，
不让一个学生从我们手中流失。
以基督教传统文化为背景，
秉承“不丢失任何一个人”的教育理念
版权所有：德国CJD爱策一级文理中学
地址：73061 Ebersbach • Teckstr. 23 •
网址：www.

cjd.de

邮箱：carsten.soeffker-ehmke@cjd.de
邮

附录一：ＣＪＤ爱策一级文理中学校内LLC语言中心
课程类型：


零基础德语班：25 学时/每周 目标：3-6 个月，达到 A2。



9 年级学生德语班：（A1-A2-B1）25 学时/每周 目标：3-6 个月，达到 B1。 主要
学科：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达到与 9 年级德国学习进度同步。



10 年级学生德语强化班：（B1-B2.2）25 学时/每周 目标：3-6 个月，达到 B2.2 主
要学科：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达到与 10 年级德国学习进度同步。



高中专业学科德语提升班：（高考预备）对专业词汇和语法进行训练，主要针对历
史，地理，政治，宗教，心理学，法学，医学等学科。高中四年全程德语强化。



德语入学语言等级及已学的学时：
 Ａ1－Ａ2（欧洲语言共同参考框架／1200 单词量）
 Ａ２巩固学时：１００学时
 Ａ２－Ｂ１：５００学时
 Ｂ１－Ｂ２：７００学时



各级别所需学时（欧洲语言共同参考框架）：
 Ａ1：８０－２００学时
 Ａ２：２００－３５０学时
 Ｂ１：３００－６５０学时
 Ｂ２：６００－８００学时
 Ｃ１：８００－１０００学时
 Ｃ２：至少１０００学时

收费项目表
总费用（第一年）
其中：学校申请费（一次性收取）

币种：欧元

€ 39,358
€350

零花钱备用金（也可以由家长决定）

€1,500

担保金（由政府下属部门保管，高中毕业后退还）

€5,000

学习生活费用

€32,508

费用包括：
学费/学杂费
德语强化学费
住宿费用
餐费
课后和周末活动
全天生活管理
学生保险
学习辅导

附录二：ＣＪＤ爱策一级文理中学校内寄宿学校
管理项目：


检查课后作业： 检查作业完成情况，不能完成作业的学生，通知老师单独辅导



课后作业辅导：课后一对一，或一对二辅导



学生生活作息管理



接受与德国学生一样的品格教育



跨文化冲突的协调解决



周末活动组织和管理



假期寄宿学校不关闭，没有额外费用



每周餐厅提供中餐热食



第一年一位生活老师管理 4 名学生，第二年一位生活老师管理 8 名学生

作息时间表

假期活动表

Ja
CJD Elze
Dr. Martin-Freytag-Str.1
31008 Elze
Tel: 05068/466-122
CJD Elze
Fax:05068/466-149
E-mail: cjd.elze@cjd.de
Dr.-Martin-Freytag-Str.
www.cjd-elze.de
31008 Elze

fon 05068/466-122
fax 05068/466-149
cjd.elze@cjd.de
www.cjd-elze.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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