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疫情期间歌德学院北京分院现场课程学员防疫须知 

版本：2021 年 12 月 14 日 

为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切实保护学员的健康安全，按照市北京市有关要求，自 2020

年 9 月 16 日起严格执行须知内容。 

学员须认真阅读，遵守相关规定。如不遵守，学院管理人员有权拒绝其入校，并报上级主管部门。 

 
 一、报名现场课程的学员，必须在报名前确认自己满足如下报名条件 

1. 从开课前 14 天起，至课程期结束，须全程只在低风险区域内活动过。 

2. 开课前 14 天内从中高风险地区返京或有旅行史的学员暂时不能报名参加现场课程。中高风险地区的界

定可在“国务院客户端”中“疫情风险等级查询”中获取。  

3. 学员及同住人员目前没有发热、咳嗽、流涕等不适症状。 

4. 学员同住人员没有被诊断为新冠病毒肺炎确诊病例或疑似病例。 

5. 学员及同住人员没有与新冠病毒肺炎确诊病例或疑似病例密切接触。 

6. 学员及同住人员过去 14 天没有去过疫情中高风险地区或有病例报告的社区。 

7. 学员及同住人员过去 14 天没有与来自疫情中高风险地区或有病例报告的社区旅居史的人员密切接触。 

8. 学员没有被留验站集中隔离观察或留观后已解除医学观察。 

9. 学员及同住人员 14 天内没有从境外进入中国。 

10. 请注意：鉴于目前国内疫情多变，所有现场课程的学员必须在开课报道时上交 48小时内的新型冠状

病毒检测阴性的报告。若报告为电子版的，请提前截图打印，我院将存档备查。 如果您希望提交检

测报告的复印件，请提前准备好，开课日我院无法提供复印服务。 

二、开课当日领书前，学员必须按照要求出示以下文件： 

1. “国务院客户端”中的绿色“防疫行程卡”，具体获取方式请查看下文附件说明，查询日期必须为开课当

日。 

2. 歌德学院北京分院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承诺书，模板和填写说明见下文附件，由学员使用蓝色签字笔亲

自填写，签字日期必须为开课当日，必须为纸质版原件，电子版无效，请提前打印并签署好。  

3. 课程确认函，纸质版和电子版均可。 

4. 身份证件，纸质版和电子版均可， 可为身份证或护照。 

5. 第一次报名我院现场课程的学员，并且在开课前14天内从外地进入或返回北京的，必须在开课日领取

教材时上交开课前7日内的新型冠状病毒检测阴性的报告。若报告为电子版的，请提前截图打印，我

院将存档备查。 如果您希望提交检测报告的复印件，请提前准备好，开课日我院无法提供复印服

务。 

 

上述文件缺一不可，如果学员在开课日有任何一项无法出示，视为自动放弃课程，学员必须立即离开我

院，课程不能做延期处理，课程费用不予退还。 

三、开课日流程 

1. 学员须在开课前 30 分钟到达上课地点。在进入电梯前，首先登陆“国务院客户端”，自行查看“防疫行

程卡”是否为绿色，绿卡方可进入电梯，若防疫行程卡并非绿色，则无法领取教材、无法参加课程。 

2. 任何陪同人员不得进入院区。 

3. 学员进入电梯前，提前打开“北京健康宝”中“本人信息扫码登记”选项，出电梯后立即进行扫码登记。 

4. 出示身份证件原件，登陆“国务院客户端”，主动出示 “防疫行程卡”，防疫行程卡绿色方可参加课程。

接受工作人员测温并登记，体温大于等于 37.3℃不得进入，并须告知身体健康状况。 

5. 通过检查后进行手部消毒，进入教室，之后在教室内等候发书。  

四、 上课期间的学员进出管理 



 

1. 每天进入学院后主动使用“北京健康宝”中“本人信息扫码登记”选项进行登记，配合工作人员进行体温检

测，体温大于等于 37.3℃不得进入。 

2. 整个课程期中，如果学员进入了中高风险地区，必须主动告知歌德学院报名处，并立即停止上课。 

工作人员将不定期抽查“国务院客户端”中的“防疫行程卡”，学员有义务予以配合。一旦发现学员曾经

进入中高风险地区，将立即予以停课。因此造成的损失，由学员自行承担，课程不能延期，已缴纳的

课程费不能退款。 

3. 如果老师在上课过程中发现学员出现发烧、咳嗽等症状，必须立即将学员带至隔离室。并立即告知课

程负责人，联系定点医院的工作人员和北京市疾控中心。学员必须配合工作人员的安排。因此造成的

损失，由学员自行承担，课程不能延期，已缴纳的课程费不能退款。 

4. 学员课程结束后立即乘坐电梯离开学院，学院不设立自习教室，非上课时间学员不能够在学院逗留。 

 五、口罩佩戴指引  

1. 不戴口罩者不得进入学院， 在学院停留期间全程佩戴口罩。  

2. 学员应随身备用符合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标准或相当防护级别的口罩。 

3. 上课、课件休息过程中，需全程佩戴口罩。  

4. 特殊情况：过敏性鼻炎、皮炎、哮喘等特殊体质的学员，若在上课期间出现呼吸不适时要及时取下口

罩，须及时报告老师。  

六、遵守规章制度  

1. 学员须在开课日按时签署防疫承诺书，不得隐报、瞒报，未按时签署者，或违背承诺书者，将失去上

课资格。  

2. 课程期间未能提供绿色防疫行程码者，必须立即停止课程。 

3. 开课日无法出示课程确认函、无法出示个人证件原件者，不得参加课程。  

4. 从课程开始直到课程结束，学员均须配合工作人员执行歌德学院北京分院疫情防控相关规定。  

5. 如发现疑似病例，将启动应急处置流程，如发现确诊病例，一律执行北京市及疾控部门的相关规定。 

6. 如有因为学员违反本须知，而被取消课程的情况发生，课程费用不得延期，不予退费。  

七、其他规定沿用官网上 2021 年 8 月 27 日版《歌德学院课程学员须知》 

八、关于退换课的特别说明： 

1. 换班 

在您所申请的班级还有空位，且语言班与考试负责人同意的情况下，可以换班。换班申请需要以书

面方式提交，填写在线换班申请表、发送电子邮件或本人在语言办公室提交手写版换班申请。开课

之前，首次换班免费，之后每次换班须交 100 元手续费，剩余费用按照课程总价进行补缴或退还。

开课之后，换班只能在同一种课程形 式内进行，每次换班手续费 100 元，剩余费用按照退款申请提

交日期进行费用结算，在线讲授课程、在线小组课程和现场课程之间不能进行换班。 

 

换班时，如果教材保存完好并且未经使用，可退回或者更换。学员也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购买新的

教材。 

 

超级强化班和快班的教材费用为 300 元，周末班或者混合式语言班的费用为 150 元。 

 

儿童班和青少班不能进行换班。  

 

2. 退课 

学生的出勤情况和疾病不影响下述退款规定的执行。 

退课必须通过以下三种方式办理：1. 本人到歌德学院报名处提出，2. 通过电子邮件提出，3. 通过在

线退款申请表提出。总之，退课申请必须以书面形式明确提出。 



 

联系方式： vsp-peking@goethe.de 

在新冠疫情期间，退款只能通过汇款的方式执行。课程费将在收到退款申请的 30 个工作日内退回。

在上述期间内没有收到退款的学员，应该联系语言部报名处进行询问。  

退款规定如下： 

2.1. 学员在开课前提出退课，需要支付手续费 100 元，剩余课程费退回。 

2.2. 学员在课程进度的前 50%可以提出退课，退款金额为退款申请到达日期之后、所有未参加的课程

的课程费。学员提交退款申请后，不得再参加课程。如果再有出席，视为默认将退款申请日期顺

延至最后出勤日期之后。如果超过所报课程进度的 50%，则无法再进行退款。 

2.3. 考前培训开课后不再退还任何费用。 

2.4.分级测试无法退费。 

2.5. 每年 3 月或 9 月开课的为期 16 周的青少年和儿童班课程退款规定如下： 

学员在课程进度的前 50%可以提出退课，退款金额为总课程费的 50%。课程进度超过 50%后不再

退还任何费用。  

每年夏季开课的暑期儿童班和青少班的退课规定按照 6.1.和 6.2.项执行。 

 

6. 插班 

如果目标班级还有空闲学位，学员可以经过分级测试后，插班正在进行中的课程。 

如果学员在课程期未过 50%时插班，则需缴纳整期课程的费用。 

如果学员插班时课程期已过 50%，则需缴纳整期课程费的 50%。 

 

7. 课程延期 

若因重大原因需要进行课程延期，最迟须在课程开始前第 5 个工作日提出，所报课程只能延期到下

一个课程期，所有课程均只能延期一次，延期手续费见本须知第 10 项。 

但我院无法保证所延课程一定会开班，有可能出现所延课程取消这一情况。若所延期课程被取消，

课时费可以 100%退还，延期手续费不予退还。 

儿童班和青少班课程无法延期。 

 

免责声明： 

如果因歌德学院北京分院无法影响的因素而必须停课，如北京市政府出台新的现场课程复课规定，歌德学院北

京分院保留通过提供适当的在线课程代替现场课程的权利。  

*以上疫情期间学员须知为暂行版，歌德学院北京分院保留随时更改和调整的权利。 

  



 

附件一  如何使用“国务院客户端”，查看“防疫行程卡”？ 

1. 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以下二维码。 

 
输入手机号、验证码进行登录。                                则马上可以查看“防疫行程卡”。  

 

                                 



 

 

2. 防疫行程信息也可以使用短信方式进行查询： 

电信用户发送“CXMYD#身份证号码后四位”到 10001，授权回复 Y 查询；  

移动用户编写 CXMYD 发送到 10086，依据回复短信输入身份证后四位查询；  

联通用户发送“CXMYD#身份证号码后四位”至 10010 查询。 

 

附件二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承诺书 

承诺书填写说明： 

1. 请学员提前打印，用蓝色笔签署承诺书。签字日期必须为第一个课程日。 

2. 开课当日由学员亲自提交签署好的纸质版承诺书原件后，方可参加课程，电子版无效。 

3. 如果开课日学员无法或拒绝提交签署好的纸质版承诺书原件，视为学员自动放弃课程，工作人员将请

学员立即离开学员，课程不能做延期处理，课程费用不予退还。 

4. 承诺书模板见下页。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承诺书 

学员姓名 
（中国籍学员用中文填写，其他国籍学员填写护照上的姓名。） 

 

身份证号/护照号 
（中国籍学员填写身份证号码，其他国籍学员填写护照号码。） 

 

课程日期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课程级别和班型 

（如：A1 上午班、A2 快班、A2.2 周末上午班） 
 

学员 

手机号码 
 紧急联系人 

手机号码 
（未成年学员请填写法定监护人联系方式） 

 

 
学员现住址 
 

（如果在北京停留则填

写北京地址，如酒店地

址。若不在京停留则填

写实际住址。） 

                              省                               市                              区 

详细地址：                                                                                   .    

     

 
1. 从开课前14天起，至课程期结束，须全程只在低风险区域内活动过。 

2. 开课前14天内从中高风险地区返京或有旅行史的学员暂时不能报名参加现场课

程。中高风险地区的界定可在“国务院客户端”中“疫情风险等级查询”中获

取。  

3. 学员及同住人员目前没有发热、咳嗽、流涕等不适症状。 

4. 学员同住人员没有被诊断为新冠病毒肺炎确诊病例或疑似病例。 

5. 学员及同住人员没有与新冠病毒肺炎确诊病例或疑似病例密切接触。 

6. 学员及同住人员过去14天没有去过疫情中高风险地区或有病例报告的社区。 

7. 学员及同住人员过去14天没有与来自疫情中高风险地区或有病例报告的社区旅

居史的人员密切接触。 

8. 学员没有被留验站集中隔离观察或留观后已解除医学观察。 

9. 学员及同住人员14天内没有从境外进入中国。 

 
请注意：鉴于目前国内疫情多变，所有现场课程的学员必须在开课报道时上交48小时

内的新型冠状病毒检测阴性的报告。若报告为电子版的，请提前截图打印，我院将存

档备查。 如果您希望提交检测报告的复印件，请提前准备好，开课日我院无法提供复

印服务。 

 
本人承诺：对以上提供的健康相关信息以及所上交的核酸检测结果的真实性负责，如

因信息不实引起疫情传播和扩散，愿承担由此带来的全部法律责任。 

 
学员签字：              

  学员法定监护人签字： 
（未成年学员须由法定监护人签字）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