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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通知 

第九届全国德语奥林匹克竞赛 
中国 – 苏州 

2020 年 3 月 20 日– 22 日 

 
尊敬的校长们， 

亲爱的老师和同学们， 

 

在“学校：塑造未来的伙伴”项目框架下，歌德学院与德国国外学校教育司(ZfA) 将于 2020 年

3 月 20 日 – 22 日为中国的 PASCH 项目合作学校举办第九届全国德语奥林匹克竞赛 (NDO)。

本次比赛将在北外附属苏州湾外国语学校举行，参赛学生将分成 A2, B1 和 B2 三个语言级别进

行角逐。 FIT 学校的学生仅参加 A2 和 B1 级别的竞赛。 

 
NDO 的比赛宗旨在于让中国优秀的德语学习者和彼此建立联系并进行交流。同时，每一届中

国赛区的比赛也是历届在德国本土举行的国际德语奥林匹克竞赛预选赛的一部分。 

 
本届全国奥林匹克德语竞赛设定三个语言级别，每个语言级别将产生两名优胜者，最终一共将

产生 6 位获胜者。他们其中的两位将代表中国参加 2020 年 7 月 26 日-8 月 8 日在德累斯顿举

行的国际奥林匹克竞赛，与来自全世界 60 个国家的 120 名最优秀的青少年德语学习者进行比

拼 （ 更 多 关 于 国 际 德 语 奥 林 匹 克 竞 赛 的 信 息 ， 请 查 看

https://www.goethe.de/de/spr/unt/ver/ind/i20.html）。其他 4 位获胜者也将获得奖学金，于

2020 年夏天赴德国参加为期数周的青少年德语夏令营。除此之外，所有参赛学生都将获得精

美有趣的奖品。 

 
报名参赛规则如下： 

 
参赛人数：每所学校需提名 1 位全校最优秀的德语学生作为参赛选手和 1 名候选学生。如参赛

总名额最终有剩余，在学生满足参赛条件和资质相当的情况下，主办方将在候选学生中进行抽

签，决定参赛选手。我们将于春节前向学校公布参赛学生的选拔结果。 

 
在学校老师提名参赛选手和候选学生之前，请您仔细阅读有关参赛资格的说明和报名表格，并

及时收集家长和校长签名的同意书并扫描。请注意，只有获得过歌德学院德语等级证书的学生

才具有参赛资格。 

 
请学校在报名表格中提名 1 位德语老师作为带队老师的候选人。比赛举办方将从提名的老师中

为每个城市的所有参赛学生选出一位 FIT 学校的带队老师（FIT 学校即由歌德学院支持的

PASCH 学校），他/她将在比赛期间陪同督导 FIT 学校的学生参加比赛。 

 
参赛资格： 

 出生年份在 2003 – 2006 年之间 （赴德参加竞赛和学生活动的学生在入德国境时，年

龄须在14岁至17岁之间） 

 
  已通过 Fit1/SD1, Fit2/SD2或B1德语考试并且成绩优异者，须提供语言证书的证明材料

（考试时间须在2017年--2019年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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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经在德国就读或居住 1 个学期或更长时间的学生，以及德语作为母语或父母中至少有

一方为德语母语者的学生不能报名参赛。 

 

注意：若学生故意选择报名参加更低等级竞赛或在报名时填写虚假信息，一旦发现，将被取消

参赛资格及取消名次。 

 
报名流程： 

 
报名资料包括以下文件： 

 填写完整的报名表格 

 德语语言等级证明（德语等级证书） 

 家长及学校校长亲笔签名的同意声明扫描件 

 
请各个学校的德语老师将填写完整的报名材料于 2019 年 12 月 31 日之前发送给张妍女士

yan.zhang2@goethe.de。老师和学生最迟将于 2020 年春节前获得最终的参赛通知。 

 
日程安排和费用： 

 
竞赛主办方，即歌德学院和 ZfA 将分别对其合作学校的参赛学生进行选拔并向各个学校公布选

拔结果。结果公布后，参赛学生和老师需自行安排往返苏州比赛地点的行程，并购买价格尽可

能优惠的火车票或飞机票。 

歌德学院为 FIT 学校的参赛学生和带队老师承担两晚的住宿费用（双人间）和比赛期间的餐饮

以及一笔现场一次性支付的差旅补贴（具体信息见附件 3）。 

 
比赛期间活动： 

 

作为 2020 年全国德语奥林匹克竞赛的亮点，一场由所有参赛学生献上的艺术展演，将于 3 月

21 日晚在北外苏州湾附属外国语学校举行。 

除音乐艺术展演外，白天比赛期间的艺术工作坊也将为参赛学生提供一个难得的零距离了解德

国音乐与文化的机会，学生们以及带队老师也可以借此机会深入交流。 

 

我们非常期待您的参与 ! 

魏娜和张妍 

 
附件包含:  1.  比赛考试流程  

2.（暂定）第九届全国德语奥林匹克竞赛日程安排 

3. 2020 年全国德语奥林匹克竞赛差旅补贴（只适用于 FIT 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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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比赛考试流程 

 
考试内容： 

 
A2 级别 

1).  听力 (30 分钟) 

2).  阅读 (30 分钟) 

3).  口语交流 ： 

预赛和决赛：对于一个以 A2 语言水平为标准的特定主题进行演讲展示（例如，主题

报告，讨论，角色扮演，戏剧情景展示，脱口秀），以小组方式进行（每组 2-4

人，60 分钟准备时间，8-10 分钟展示时间） 

笔试备考材料请登录下方网站获取： 

https://www.goethe.de/de/spr/kup/prf/prf/ft2.html 

 
B1 级别 

1).  听力 (40 分钟) 

2).  阅读 (65 分钟) 

3).  口语交流 ： 

预赛和决赛：对于一个以 B1 语言水平为标准的特定主题进行演讲展示（例如，主题

报告，讨论，角色扮演，戏剧情景展示，脱口秀），以小组方式进行（每组 2-4 人, 

60 分钟准备时间，8-10 分钟展示时间） 

 
笔试备考材料请登录下方网站获取： 

https://www.goethe.de/de/spr/kup/prf/prf/gb1.html 

 
B2 级别 

1).  听力 (40 分钟) 

2).  阅读 (65 分钟) 

3).  口语交流 ： 

预赛和决赛：对于一个以 B2 语言水平为标准的特定主题进行演讲展示（例如，主题

报告，讨论，角色扮演，戏剧情景展示，脱口秀），以小组方式进行（每组 2-4 人, 

60 分钟准备时间，8-10 分钟展示时间） 

笔试备考材料请登录下方网站获取： 

https://www.goethe.de/de/spr/kup/prf/prf/gb2.html 

 

 
比赛评委会： 

预赛和决赛中的评委由歌德学院和德国国外学校教育司人数相当的专家组成。主办方学校的老

师将作为监考人被分配在各个级别的笔试中进行监考工作。 

比赛为 6 位获胜者的评选特别设定了单人评分标准，同时也为团队比赛中的每个小组设定了小

组评分和实物奖励。 

 

 

 

 

https://www.goethe.de/de/spr/kup/prf/prf/ft2.html
https://www.goethe.de/de/spr/kup/prf/prf/gb1.html
https://www.goethe.de/de/spr/kup/prf/prf/gb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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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第九届全国德语奥林匹克竞赛 - 日程安排（暂定） 

2020 年 3月 20 日 - 22日 

 

时间 日程安排 

周五，3 月 20 日 

17:00 -20:00 
所有参赛人员到达酒店，在酒店大堂签到 

晚餐：学校食堂（17：30-19：00） 

周六，3 月 21 日 

9:00 – 09:45 开幕式 

10:00 – 12:00 

笔试 

                   A2 级别: 60 分钟 

B1 级别: 105 分钟 + 10 分钟休息 

B2 级别: 110 分钟 + 10 分钟休息 

12:00 – 13:00  午餐：学校食堂 

13:00 – 17:30 
分组进行的口试预赛 

同时进行：学生在口试前后参加音乐艺术工作坊 

10:00 – 17:30 带队老师活动：城市参观 

17:30 – 18:30 晚餐：学校食堂 

19:00 – 20:00 
工作坊成果展演 

地点：北外附属苏州湾外国语学校 

周日，3 月 22 日 

8:30  公布决赛名单 

8:45 – 09:45 

决赛选手准备时间 

学生表演（苏州 PASCH 学校） 

德国国情有奖问答 

09:50 – 11:15 A2、 B1、 B2 级别的决赛  

11:30 – 12:30 评委评分//午餐 

12:30 – 13:00 集体照 

13:00 – 14:00 颁奖仪式 

 

 

 

 

 



                                                    

5 

 

 

 

 
      附件 3: 2020 年全国德语奥林匹克竞赛差旅补贴（只适用于 FIT 学校） 

 

 

Reisekostenpauschale für TN von NDO in Suzhou 2020 (RMB) 
2020 年全国德语奥林匹克竞赛差旅补贴（人民币） 

 

Die teilnehmenden Schüler*innen und Begleitlehrkräfte von FIT-Schulen erhalten eine 

Reisekostenpauschale, die nachträglich vor Ort ausgezahlt wird. Für alle 

Teilnehmenden wird eine umweltfreundliche Anreise (Anreise per Zug oder CO2-

Kompensation bei Flugreisen) empfohlen.  

所有参加该竞赛的学生和带队老师都将在比赛现场获得一笔路费补贴，我们建议大家采

取更加环保的出行方式，例如乘坐火车，一起为生活减碳。 

Schulregionen 
 学校地区 

Pauschale (RMB) 
差旅补贴（人民币） 

Suzhou 

苏州 
50 

Wuxi, Taicang 

无锡,    太仓 
80 

Shanghai 
上海 

150 

Nanjing, Zhenjiang, Hangzhou 

南京，      镇江,           杭州  
260 

Ningbo 
宁波 

450 

Wuhan, Yueyang 

武汉,       岳阳 
850 

Beijing, Tianjin, Qingdao 

北京，   天津，  青岛 
1250 

Dalian, Shenyang, Xi'an 
大连，  沈阳,       西安 

1350 

Foshan, Zhongshan, Guangzhou, Quanzhou, Shenzhen 
佛山，   中山，           广州，       泉州，         深圳 

1500 

Zhuzhou, Chongqing, Mianyang 

株洲，         重庆，     绵阳    
16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