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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刺班規則

歡迎來到由 Lingoda GmbH (「Lingoda」、「我們」、「我們的」)舉辦的語言衝刺班™(「衝刺班」)，其註冊辦
事處位於 Zimmerstraße 67/69, 10117 Berlin, Germany。

衝刺班是訂閱制課程，讓客戶(「客戶」、「您」、「您的」) 能夠在入讀衝刺班兩個月內使用資訊、工具、特點
和功能，包括我們在 www.lingoda.com 的語言課程 (合稱「服務」)。在衝刺班結束後，您可以收到您已支
付的訂閱費用的退款，但須符合以下條件。

衝刺班受衝刺班的條款及細則 (「衝刺班規則」) 約束。除此處所提供的一般條款和細則外，衝刺班規則還
適用：[Link] (「 Lingoda 一般條款」) 。如果衝刺班規則與 Lingoda 條款之間存在矛盾，則以衝刺班規則
為準。

客戶同意在衝刺班結束後按照 (i) 衝刺班註冊、(ii) 衝刺班規則第 7 條和 (iii) Lingoda 一般條款，每月
重覆訂購服務（「續訂」）。 客戶有權根據第 7 條取消續訂。

簽訂合同的語言為英文、德文和法文。衝刺班規則亦有西班牙文和中文版本。

購買後，我們將為您提供 PDF 格式的合同副本。您可以隨時向我們索取合同副本。

1. 衝刺班一般規則

1.1客戶可以在 2022 年 12 月 15 日 23:59 (中歐時區)  (「報名截止日期」) 前報名參加衝刺班。

1.2衝刺班的開始日期為 2022 年 12 月 26 日 00:00 (「開始日期」) 。

1.3衝刺班的結束日期為 2023 年 02 月 23 日 23:59 (「結束日期」) 。

1.4為期兩個月的衝刺班時段為：

第一個月： 2022 年 12 月 26 日 ( 00:00 ) 至 2023 年 01 月 24日 ( 23:59 )

第二個月： 2023 年 01 月 25 日 ( 00:00 ) 至 2023 年 02 月 23日 ( 23:59 )

1.5客戶有權從以下兩個選項進行選擇：

第一選項： 超級衝刺班 (每月 30 節課)

第二選項： 常規衝刺班 (每月 15 節課)

1.6 Lingoda 應在以下日期向客戶提供預訂課程所需的電子學分(「學分」)，而每個學分應使客戶有權參
加一節課：

第一個月： 2022 年 12 月 18 日

第二個月： 2023 年 01 月 17 日

http://www.lingoda.com
https://www.lingoda.com/en/te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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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註冊衝刺班後，客戶無權更改語言或選項。

1.8通過使用本網站，客戶同意接受本條款的約束，並確認他們至少年滿18歲，能夠簽訂具有法律效益
的合同。

1.9语言冲刺班只适用于在活动开始前至少60天没有在Lingoda订阅课程的客户。

2. 付款

2.1客戶在成功註冊衝刺班後須繳付 49 歐元的首付或者 59美元的首付（「首付」），以確保他／她參與
衝刺班。

2.2除了首付外，客戶還必須支付以下費用（「費用」）才能參與衝刺班：

第一個月 第二個月

超級衝刺班 (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 - 331 歐元
或者 381 美元

超級衝刺班 (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 - 380 歐元
或者 440 美元

超級衝刺班 (商務英文和德文) - 371 歐元或者
421 美元

超級衝刺班 (商務英文和德文) - 420 歐元或者
480 美元

常規衝刺班 (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 - 141 歐元
或者 161 美元

常規衝刺班 (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 - 190 歐元
或者 220 美元

常規衝刺班 (商務英文和德文) - 161 歐元或者
181 美元

常規衝刺班 (商務英文和德文) - 210 歐元或者
240 美元

2.3在衝刺班註冊時，即同意 2 個月訂閱費用會在以下日期到期：

第一個月： 2022 年 12 月 18 日

第二個月： 2023 年 01 月 17 日

2.4所有款項均應以首付時使用的相同貨幣進行。

3. 現金退款

3.1 100 ％ 完整地參加超級衝刺班或常規衝刺班所需課程，並滿足衝刺班規則條件的客戶，即有權獲得
衝刺班規則第 3.4 條規定－已付費訂閱費的現金退款 (「現金退款」) 。

3.2根據衝刺班規則第 5 條，客戶必須參加達以下數量的課程，方可獲得超級衝刺班的現金退款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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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個月 30 節課

● 第一個月 30 節課

3.3根據衝刺班規則第 5 條，客戶必須參加達以下數量的課程，方可獲得常規衝刺班的現金退款資格：

● 第一個月 15 節課

● 第二個月 15 節課

3.4現金退款應具有以下金額：

● 超級衝刺班： 已支付費用的 100%

● 常規衝刺班： 已支付費用的 50%

4. 取消現金退款資格

在下列情況下，客戶將被取消現金退款資格

4.1在開始日期前使用課程學分；

4.2未經授權與第三方共享他／她的用戶帳戶，或 Lingoda 確定多人在使用同一 Lingoda 帳戶；

4.3多次註冊衝刺班（例如：通過多個 Lingoda 帳戶）；

4.4未能按時支付費用，但若在付款部分提及的任何付款日期中付款遭拒絕，Lingoda 應在 2 個工作天
內再嘗試獲得付款，並通知客戶付款不成功；

4.5未能在拒付後 48 小時內撤銷客戶的支付服務供應商或銀行機構所發出的拒付;

4.6在衝刺班期間更改其 Lingoda 帳戶中的時區設置，因為這可使客戶每天參加多於一節課（衝刺班開
始時的時區，將在衝刺班活動期間具決定性作用；若客戶需在不同時區之間旅行，客戶有責任相應地

預訂他／她的課程;    或

4.7 (i) 要求向其所位於俄羅斯的銀行賬戶付款和/或 (ii) 使用了因現有的金融制裁而無法進行退款的支
付方式 。

5. 課堂計算

只有當客戶每一節課都符合此部分所列的條件時，該課才能計入超級衝刺班或常規衝刺班內：

5.1客戶必須完整地參加課堂，才能算作完成衝刺班。Lingoda 不保證能在客戶所期望的時間內提供課
堂。對於一個完整的課堂，必須滿足以下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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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戶須全程參加課堂，並在課堂結束（ 60 分鐘 ）之前沒有離開，而 Lingoda 將根據課程日誌提供
的系統信息和老師提供的信息來衡量出勤率。

5.2客戶每天只能參加一節課。 每天參加超過一節課將被取消現金退款資格。

5.3常規衝刺班的客戶每週最多只能參加 5 節課。 每週參加超過 5 節課將被取消常規衝刺班的現金退
款資格。就此活動而言，一周是指由星期一開始，到星期日結束。

5.4參加私人課（一名教師，一名學生）將不被納入現金退款的選項； 只有小組課才可。

5.5如果客戶因非 Lingoda 責任，例如：健康、工作、技術、網絡收訊不良、麥克風、揚聲器或網絡攝像
頭、個人、天氣相關或任何其他問題）而未能參加課堂，客戶將被自動被取消退款資格。

5.6客戶在課堂上的任何不當言行都可導致客戶被取消退款資格，包括但不限於任何形式的辱罵、無禮、
色情或其他騷擾他人行為。 教師有權將違規客戶從課堂上移除。

5.7如因 Lingoda 的技術問題而未能進行課堂，該課學分將於 72 小時內退還，客戶當日亦無需參加其
他課堂。有關課堂將計入現金退款內。

5.8客戶可在課堂開始前，至少提前 7 天預訂他／她的課堂。如欲取消已預訂的課堂，客戶可在課堂開
始前至少 7 天內（ 168 小時 ），或立即於預訂後 30 分鐘內於他／她的 Lingoda 帳戶視窗中辦理。

5.9客戶有權隨時更改他／她的學習程度，且不限次數。此舉將不影響其現金退款資格。

5.10 客戶只能使用專門用於衝刺班的學分。 Lingoda 其他課程的學分並不符合現金退款資格。在店
內購買額外學分或使用這些學分是不被允許的。

6. 衝刺班後

6.1 Lingoda 應在活動結束日期起 45 個工作天內通過電話、電子郵件或信函通知客戶客戶是否獲得現
金退款資格。

6.2 Lingoda 應在活動結束日期後的最晚 3 個月內以客戶用於支付費用的相同貨幣和支付方式進行現金
退款。

7. 衝刺班後的續訂

7.1客戶同意在衝刺班結束時進行續訂，但須遵守 (i) 此部分的規定，(ii)衝刺班的註冊，包括結帳頁面和
(iii) Lingoda 一般條款。Lingoda 亦會在您購買後的確認電子郵件中，向客戶提供有關續訂的詳細資
訊。

7.2續訂應具有以下價格：

超級衝刺班後的「堅持跑」套餐 - 每月 16 節課，每月費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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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 159 歐元

法文和西班牙文 169 歐元

德文 189 歐元

商務英文 219 歐元

常規衝刺班後的「堅持跑」套餐 - 每月 8 節課，每月費用如下：

英文、 89歐元

法文和西班牙文 99 歐元

德文 109 歐元

商務英文 129 歐元

7.3 Lingoda 一般條款下的 7 天退款保證並不適用於續訂。

7.4客戶有權於第二個月至結束日期前取消續訂。客戶可以通過 Lingoda 個人帳戶、郵寄或電子郵件將
終止續訂通知發送至： [Link]

8. 最後條款

8.1衝刺班規則受德國法律管轄。然而，作為慣常居住在歐盟成員國的消費者，任何客戶都將受益於客戶
居住國法律的強制性規定。這些衝刺班規則中的任何內容，均不影響客戶作為消費者依賴當地法律

的此類強制性規定的權利。

8.2 Lingoda 將根據此處提供的隱私聲明處理與客戶有關的任何個人資料： [Link]

https://lingoda-students.elevio.help/en/articles/157-contact-us
https://www.lingoda.com/en/privac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