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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 学习
想要快速高效的学习一门语言，来到讲这门语言的国家生活和学习是
最好的方式。在那里，除了在教室之内上课学习，还可以在教室之外
获得很多练习语言的机会。但是对于初学者，去外国旅行也是一种有
效的途径。因此，我们卡洛斯五世语言学校针对这些不同的人群提供
了不同级别的语言课程安排，不论你是西班牙语的爱好者，还是想来
西班牙旅游。我们都会让你在这里体验到宾至如归的感觉，帮如你完
全融入到西班牙的文化当中。你一定会在卡洛斯五世语言学校度过一
段难忘的语言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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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语学校

西班牙语
学习西班牙语的理由

- 西班牙语是世界第二大语言，仅次于
汉语。与此同时，在美国讲西班牙语的
人口数量仅次于英语。

- 会说西班牙语会帮助你打开很多新世
界的大门，作为很多国家的官方语言，
这意味着很多的工作机会。

- 西班牙语在世界各大洲都有使用。当
你选择出国留学，做国际贸易或者去旅
游，如果你会讲西班牙语，你会更有信
心。

“我非常喜欢我的西班牙语课程，
因为都是小班授课，所以我们互相
之间有很多交流，这极大地提升了
我讲西班牙语的自信心”
卡希雅，波兰

第二大语言
世界

的人口使用
西班牙语沟通6,7%

西班牙语在世界范围内

商业
第二大用语

对世界GDP的贡
献是来自讲西班
牙语的人口

9,2%

第三大用语
网络

的人口使用西
班牙语交流7,9%

西班牙语在网络世界中@

$ 西班牙语在商务和经济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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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洛斯五世语言学校

经验

塞万提斯学院认证的
语言中心

完善的管理

近距离

任何人都可以提供语言课程， 我们提供的会更多:
卡洛斯五世语言学校，为我们的学生提供高效的方
法去学习西班牙语。始终关注学生的需要，保证让
他们处在一个良好的环境当中，帮助他们更快更有
效地取得进步。

距离塞维利亚历史中心仅有10分钟的路程，紧挨着
特里亚纳大区。在学校的位置区域交通便利，邻近
包含休闲，文化，餐饮，健身俱乐部，商业，住宿
等服务。

你100% 可以个性化在卡洛斯五世语言学校的住宿，
我们会适应你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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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们的学校你会发现:

• 关注每一位学生，提供我们组织的文化和休闲活动信
息。提供建议帮助更深入的感受这里的生活。

• 明亮的教室，配备了帮助学习西班牙语的音像设备。
还有学习语言需要的自由空间，图书室，活动室等设
施。

• 本地教师，毕业生和西班牙语课上分享的丰富经验。
与我们的老师们在一起，所有的学生都会再想回来。

• 语言的互相学习，与其他的学生进行语言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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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五周的课程，我感到非常的高兴，因为我可以流利的说
西班牙语，我的语言水平提升了很多”

玛格达莱娜，波兰

西班牙语学校



西班牙语学校

• 拥有吸引人的旅游和美食以及热情开放的塞维利亚人.

• 在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命名的世界文化遗产的塞维利亚,是西班牙最美
丽与古老的城市之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连串名胜古迹,公园正在等着
你去发现与探索.

• 在塞维利亚的旅游和品尝美食的成本要比西班牙其他城市经济的多,比
如巴塞罗那和马德里.

• 在这里,我们每年有超过300天的阳光以及平均温度在18摄氏度以上.

• 去到塞维利亚的交通也十分便利,不仅有铁路与火车,也有自己的国际
机场.这里离马拉加和赫雷斯也非常的近,也有很多仅花费很低的成本
就可以飞到那里的航班.

• 位于安达鲁西亚省的心脏,在塞维利亚周围可以找到很多非常美丽的城
市与目的地,包括阳光海岸,马拉加,科尔多瓦,格拉纳达,加迪斯等等.另外
与首都马德里也有高铁连接.

我们成功的真正秘诀是源于橙花的味道和深蓝色天空对大脑的强烈刺激.

塞维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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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维利亚是我见过最美丽的城市”
卡特琳，德国



卡洛斯五世语言学校的环境非常好.它的位置让你不需要坐公
交,地铁等交通工具.自从在这里开始学习,我的西班牙语水平进
步了很多.当初在我看到这里的照片之后,我就决定来到这座城
市.我热爱这里的古迹,广场,另外,我也想了解安达卢西亚的其他
城市,如果你想近距离的探索,那塞维利亚就是最好的选择.

我在这所学校度过了一段非常美丽的经历。我的老师，玛利亚，是一个非常
专业的老师，讲课讲的非常好。在刚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一点西班牙语都不会
说，仅仅过了三个星期，我就发现自己进步了非常多！
我非常爱这座城市，它有非常多的运动区域，文化古迹，很大的公园等等。
塞维利亚是一个非常棒的城市，事实上我觉得这里是整个欧洲最棒的的城
市！

我非常喜欢在这所学校学习。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出国学习，所以
每个人都很帮助我。卡特琳是一个非常有耐心与好相处的人，她
帮助了我很多，多亏了她，让我可以很快地集中精力去学习。她
更多的是我的好朋友而不是一个员工。我的西班牙语老师人也非
常的好，他专门为我制定特殊的课程因为我学习西语很费力。我
非常庆幸自己当初决定在这里学习，因为我真实的感受到这所学
校为我所做的一切。我相信明年我还会在这里继续我的学习。

多米尼加 (波兰)多米尼加 (波兰)

凯文 (法国)凯文 (法国)

玉林 (中国)玉林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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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语学校

课程 我们的课程分为不同的级别并且
以周为单位来安排

• 在任何时候你都可以加入我们
除非你另有特殊情况，正常情况下我们的课程从每周
一开始。
如果周一有法定节假日，那么课程将会从周二开始。
              

• 课程时间表
每周一至周五共20课时，每个课时为50分钟，它们包
括语法，词汇，书面表达，口头表达，听力。

• 可选择的1课时或者2课时附加课程
准备考试，语音，语法，会话等。

• 一对一授课
个人授课，分为3个课时，每课时2小时，和5个课时，
每课时1小时。

• 活动
文化参观，走访有意义的地方，展览，美食，语言交
流，都是为了更好地进行语言培训。

课程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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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注册的西班牙语的强化课程十分的丰富，帮助我获得了非常
大的进步和丰富的语言知识”

贝雅特丽斯，意大利



每周20课时，每天上课时间为9.00-13.00。持续时间
取决于所选择的目标等级，可从任意一周开课。

每周10课时，每天上午开课，包含所有等级。适合于
互惠生，大学学生或是实习生，可以将自己的事情和
西班牙语课程结合起来共同开展。

为了更加深入地学习，每天会添加一到两小时的标准
课程。

语言留宿，非常密集的课程安排，周期一般为一周或
两周，每天为七个课时。除此之外，还有了解文化，
具体场景的沟通交流等培训。

每周合计10课时，授课时间为下午，主要是为DELE
考试或者是其他类似的官方考试做准备。

课程为8-42周，每周20课时，目的是改善语言和获
得进入大学所需要的语言水平认证。针对于那些想要
在西班牙念大学的学生。

强化课程，充分利用假期学习新的语言，同时获得休
闲和旅游的机会，在这些过程中，深入的理解和收获
相关的知识。

强化语言和学习文化知识的课程，周期为一周，面向
14-18周岁的学生，有来自原籍国的老师陪同。

为我们的学生专门设计的课程，根据需求为他们提供
对应的内容，授课方式，具体的活动等等。

一周两课时，每课时90分钟，帮助提升你西班牙
语，同时也不会影响你的生活，学习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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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西班牙语教学

II. 住宿

卡洛斯五世语言学校拥有塞万提斯学院的认证，为学生提供不同的授课
模式，从每周3个课时到强化课程的每周20课时，与此同时，可供选择
的课程周期从一周至全年。每周从周一开始上课，每个班的学生人数都
在10人以内，并且根据每个学生现阶段的水平为其提供对应的课程，这
些都是为了保证学生能够更好地适应并且学习语言。

卡洛斯五世语言学校提供多种安全舒适的住宿选择，比如西班牙人寄宿
家庭，学生宿舍，单人间或者双人间的学生公寓。
可供选择的住宿期限从一周至全年，学生可以根据自身的的具体需求选
择不同的时长。学校会根据每一位学生的要求提供最好的选择。

III. 交通

IV. 专业实践和参观培训

每一位学生都会得到我们为其提供的交通方面的帮助和咨询。同时，我
们自己也会组织和联系一些交通方式，带领学生去进行文化参观和去其
他城市的郊游活动。

我们为外国学生提供机会让其在塞维利亚能够丰富他们的学术生涯或者是
进行一些专业实践。
我们会根据每位学生的特点选择不同的公司，帮助修改和翻译简历，并且
派出相同国籍的陪同人员去进行面试。
我们会在学生开始实习时进行陪同，在他们实习的过程中也会进行持续的
跟进，管理必要的文件，以便对其进行认证和评估。
我们还为学生组织培训，参观公司，教育中心和与培训领域相关的其他地
方。这些我们都会根据学生的需要提前进行安排。

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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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志愿者活动

VI. 文化活动

学校与不同的社会实体签订了协议，在不同的时期会承接志愿者活
动，学生会在开始这个志愿活动之前和在活动的过程中获得相关人员
的陪同和建议。在一年当中的不同时期这些志愿者活动类型也是不相
同的。

塞维利亚拥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因此学生在塞维利亚停留期间，学校
的活动部门会协调和组织日常的文化活动，比如参观不同的博物馆和名
胜。
旅游，郊游，舞蹈，烹饪，戏剧或舞蹈，以及体育活动，这些都是我们
为学生提供的选择。

VII. 陪同人员

VIII. 文化交流

IX. 等级测验和官方考试

我们团队由具有多年在不同工作领域拥有专业经验的人员组成，对于
我们的学生，无论何时他们需要我们，帮助他们解决日常面临的方方
面面的问题，比如银行，通信，行政部门与大使馆的咨询，等等。我
们都会根据每个人的需求采取对应的帮助。

我们与大学，普通教育中心和职业培训机构的关系使我们能够将外国学
生与当地学生联系起来，交流在各自的城市和国家的经验和知识。这些
都会通过聚会活动或者联欢活动来进行。

作为塞万提斯学院认证的语言中心，我们提供DELE官方考试和对应课
程。同时，我们免费为我们的每一位学生进行西班牙语水平测试，然后
再为他们安排对应水平的课程。

服务



活动内容
每周卡洛斯五世语言学校都会组织各种各样的活动，除了学习语言
之外，还能够更好的了解塞维利亚这座城市和西班牙的文化。

• 参观，塞维利亚是一个拥有百年历史的城市，我们可以参观大教堂，黄金塔，阿尔卡萨雷斯皇
宫，古遗迹等等。

• 活动，骑自行车游览城市，乘坐小船游览瓜达基维尔河，骑马或者参加许多城市体育活动等等。
这些都是我们的学生所拥有的选择。

• 聚会，我们的学生可以参加弗朗门戈舞蹈教学，吉他，品尝美食或者是学习特色烹饪方法。

• 短途旅行，以小组的形式，组织学生参观附近的城市，比如: 加迪斯，科尔多瓦，龙达等等。在
那里游览重要的古迹和享受海滩或山脉。

• 交流，我们与大学或者其他的教育机构都拥有相关的协议，帮助学生们互相之间进行文化交流并
建立友谊。

旅游沙滩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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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第一次来西班牙，很喜欢在这里的体验，特别是在加迪斯海滩
的活动让我最难忘”

伊迪可 匈牙利



塞万提斯学院
认证中心
塞万提斯学院于1991年创立，作为西班牙的公共机构，旨在
促进西班牙语的教学并且宣传西班牙的文化。通过认可的学
校遍及五大洲四十三个不同的国家的九十个城市，其质量均
由塞万提斯学院明确认证。

学校取得该项认证，确保了学生所接受教育的质量。

为什么要选择一所拥有塞万提斯学院认证的学校?

这个认证表明了:

-学校符合塞万提斯学院的法律和质量要求，有资格教授西班
牙语。

-学校进行的广告和宣传和实际提供的两者一定是相符的。

-学校的教师队伍拥有相应的资质。

-学校拥有一套帮助学生取得进步的教学计划。

-学校提供课程的价格标准，条件和补充服务，这些信息都是
清楚明确的。

-学校具有适当的教学资源。

塞万提斯学院定期对上述所有问题进行检查，并且根据检查
结果，每两年更新一次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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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卡洛斯五世语言学校我们为您安排宽敞的
单人床或者双人床,无论是宿家庭还是学生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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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维利亚的住宿
西班牙家庭:
将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就是你必须在家的时候都说西班牙
语，另外你也会沉浸在当地传统家庭和文化氛围中。这是
唯一的经历让你知道西班牙家庭如何生活，如何表达。

公寓:
主要优势是可以自由安排自己的时间，能与室友共度美好
时光，同时也互相分担房租所带来的经济压力。您可以与
其他学生，教师或拥有单人或双人卧室的房屋业主共用公
寓。
只要我们有多余的空房，您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而选
择。

学生宿舍:
单人间或双人间设有带私人浴室的客房，拥有学术氛围。 
如果你想保护自己的隐私，这是理想的。 没有时间表或公
司，所以你可以组织，而无需任何人。

旅馆:
这是让学生团体以便住在一起的另一个选择。不同房间可
容纳 4人，6人，8人或10人，可选择私人浴室或共用浴
室，以及是否备有共用设施，如厨房，起居室等。

酒店:
学校和附近的酒店有协议，会提供给我们的学生
最好的住宿条件和优惠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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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维利亚大教堂1 马埃斯特兰萨大剧院8 教会广场15 特里阿纳区22

塞维利亚王宫2 黄金塔9 车辆博物馆16 弗拉门戈学院23

王宫花园3 斗牛场10 特里阿纳大桥17 玛丽亚路易莎公园24

西印度群岛综合档案馆4 校长办公室11 特里阿纳市场18 圣十字区25

政府5 艺术展览厅12 水手教堂19

萨尔瓦多教堂6 圣特尔莫馆13 圣安娜教堂20

造船厂7 西班牙广场14 安塞尔玛之家(弗拉门戈)21

塞维利亚 
25 个景点

步行十分钟就可以从我们学校到这些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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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维利亚
西班牙

加迪斯: 
海滩和内陆
123公里
可以参观:
赫雷斯，卡萨雷马
山脉，塔里法，萨
阿拉，科尼尔。

马拉加:
海滩和内陆
206 公里 
可以参观:
马贝拉，巴努斯港
口，阳光海滩，米
哈斯，龙达。

科尔多瓦:
内陆
140 公里
可以参观:
清真寺，大教
堂，波萨达斯，
莫雷纳山脉，五
月十字架。

格拉纳达:
内陆和山脉
248 公里
可以参观:
阿尔罕布拉宫，山
坡城区，阿尔普哈
拉斯区，内华达山
脉，学术花园。

马德里:
内陆
534 公里 
可以参观:
格兰比亚大街，
丽池公园，华纳
公园，托莱多，
普拉多博物馆。

法罗:
海滩
200 公里 
可以参观:
法罗教堂，阿尔加
斯，萨格雷斯，圣
文森特角，阿尔布
费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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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语学校

位置
塞维利亚，Los Remedio大区，距离市中心步行十分钟。学校处在一个得天独厚的位置，十分
有利于学生的出行和了解伊比利亚半岛南部的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