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习·旅游·认知
都说，学习一种语言最有效率的方法就是来到母语国家生活和学习。

在那里，课堂之余，就连日常生活也充满着练习这门语言的机会， 这就好比呼吸的空气般的，练

习的机会也无处不在。

而且，特别是对于初学者与年纪尚小的学生来说， 这次的跨国体验无疑是给予他们模仿这门语言

最正宗的语音语调的一次特别的机会。

由此而言，在卡洛斯五世语言学校，我们多语种的团队在让您感到宾至如归的同时会让您沉浸在西

班牙的文化里。

学校提供组织完善及不同等级的西班牙语及其他四国语言的课程。

根据学生各自的目标，所提供的课程也各有千秋。无论您是想准备一门考试、继续进修以提高您的

职业竞争力、在国外继续进修您所学到的语言，又或者是只是希望尝试一下一次不一样的旅行，我

们学校都会有适合您的选择。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怎样开启这段在卡洛斯五世的奇妙之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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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语言学校

西班牙语
出于各种理由，让人们总是说
学习西班牙语是一个不错的选
择。

- 经统计，在世界范围内，西班牙语是继中文普通话后

的第二大语言。不仅如此，在美国，它也被当作是第二

最常使用的语言。

- 在职场上，会说西班牙语可以为您打开更多的通路。

在众多以西语作为官方语言的国家，懂得这门语言的人

便是如鱼得水般，在职场与商场上都会所向披靡。

- 西班牙语是门在各大洲都有应用的语言。无论您是选

择在海外学习或者从事跨国工作，还是到国外旅行，能

自信且流畅的运用西语，您所得到的机会必定会比其他

人多。

“我十分喜欢我的西语课程，由于
它是小班制的，这允许我们练习更
多，正因如此，我说西语时变得更
自信了。.”
-Hannah（汉娜），英格兰-

这是西语使用者对全球
GDP的贡献6,9%

这是用西语交流的用
户总数8,1%

$ 经济领域中的西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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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世界上用西语作为
沟通桥梁的人口百分比7,6%

全球范围内的西语

全球第二大语言

网络上的第三大用语

网络上的第三大用语

线上世界的西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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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语言学校

卡洛斯五世语言学校

经验丰富

塞万提斯学院认证的
语言中心

完善的管理

地理位置优越

任何人都可以提供语言课程
但我们可以给予的更多：

在卡洛斯五世语言学校，我们为学生量身订造高效及有趣的西域学习

法。我们始终将学生放在首位，并进我们所能的去满足学生们的所

需，如此一来，一方面可以帮助他们适应国外的生活，且更重要的是

让他们在学业上飞速的进步。

我们学校在塞维利亚设有塞万提斯学院认可的西班牙语教学中心，距

离塞维利亚市中心只有10分钟的步行路程，并且毗邻著名的Tirana社

区。而且，我们在临近马德里市中心拥有一个建筑面积超过1.000平

方米、设施完善且交通便利的教学空间。不仅如此，我们在Tenerife

岛上也设置了一栋3成高的建筑作为我们的基地。

根据您的需求，我们可为您提供百分之百量身定制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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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语言学校

西班牙语言学校

塞万提斯学院作为西班牙国家的公共机构，从1991年创立至今一直致力于

促进西班牙语的教学与传播西语国家的文化。塞万提斯学院的学校网络遍

布于五大洲的43个国家中的90座城市，因此，被认证的中心的教学质量均

经由塞万提斯学院严格监管。

我们在塞维利亚的学校就获得了该项认证，以便确保我们的学生接受与其

水平相等的教育的同时在保证课程质量之外也确保了他们能得到快速的提

升。

为什么要选择一所拥有塞万提斯学院认证的学校?

拥有这项认证能：

• 保证学校不论从法律层面还是教学质量上都符合了塞万提斯学院的要

求。

• 保证公众所看到的关于学校的推送与广告是经过严格审查，其内容不

会含有虚假成分。

• 保证学校的老师会给因应学生的水平与需求选择合适的教学方式。

• 保证学校方面会于同老师们一起为学生量身订造他们的学习计划。

• 保证课程信息的完整性与清晰度，无论是课程的价钱、等级、长度，

还是学生能够选择的与课程相关的其他服务。

• 保证学校拥有合格的教学资源。

塞万提斯学院也会定期的去到各个认证学院进行仔细实地筛查，并根据筛

查结果而决定是为给该学校办法新的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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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语言学校

• 热情好客且风趣幽默的人们可以说是这里最亮眼的招牌之

一。也正因这里的开朗的居民，塞维利亚拥有了引人入胜的

旅游景点以及美味的当地饮食。

• 这座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收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城市，她是集合了西

班牙风情及历史的见证。在这里，被完整保护的古老建筑，公园还

有各种节庆就等着您来体验。

• 就算是跟马德里和巴塞罗那比较起来，塞维利亚的旅游与餐饮业也

并不会逊色，而且相较起来还更加的经济实惠。

• 一年里有300天的阳光普照，18 摄氏度的平均气温，哪儿还能找到

如此绝妙的气候。 

• 塞维利亚作为大区首都，交通极为方便：完善的公路网、火车

站，距离市中心30分钟的国际机场都任君选择。不仅如此，在邻市

Jerez de la Frontera 和马拉加的国际机场，您可以找到价格实

惠的廉价航班。

• 位于整个安达卢西亚的正中心，塞维利亚也很靠近一些被誉为西班

牙最美的城市与小镇，就像太阳海岸、马拉加、科尔多瓦、格拉纳

达、加迪斯等。除此之外，您还可以通过AVE列车（高铁）前往马

德里。

这座城市是我们成功的其中一个秘密，橙花的香气与湛蓝的天空

能激发您的大脑从而获得无数的灵感。除此之外，还有千百种理

由让您选择这座安达卢西亚大区的首府来学习西班牙语：

塞维利亚

“塞维利亚是我的认知中最美的
城市”

-Katrin，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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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语言学校

马德里，西班牙的首都，一座大被大家所熟知的城市，同时也是

西国人口最密集的城市。位于整个国家中心的战略地位，从这儿

出发您可以旅行到西班牙的每个角落。作为西国的经济中心，马

德里吸引了众多国内外机构与组织在这里是设置办事处。

另一方面，城市里的旅游景点也应有尽有：博物馆、历史建筑、

美食路线、公园绿地、皇居宫殿，真是数也数不清。与此同时，

作为文化中心的马德里，不但是最适合学习语言的地区之一，在

这里，也是开展文化活动与工作实习的合适之地。

在茫茫的大西洋中的Canarias群岛中，有这么一座小岛，因拥有

近百万的居民而使其成为群岛中人口最多的岛屿。虽说是座小

岛，但却因坐拥一南一北俩国际机场而不会让人感到交通不便。

岛上的Teide国家公园以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收录于世界遗产名

录。或是因为拥有众多的观光景点，小岛的旅游业也闻名于世。

也正因其该领域的蓬勃发展，一方面促进了酒店业的兴旺，另一

方面也在岛上营造了国际大都市的氛围。岛上的气候宜人，全年

温度都落在18 – 25度之间，也因此获得昵称“永恒的春天”

。在岛上除了学习西班牙语外，您还可以进行许多的其他活动，

如：冲浪、风筝冲浪或潜水等水厂活动以及无数的游览活动以及

美食品尝。

马德里

特内里费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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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我们的课程被划分成不同的等级
并且以周为单位来算

您不但可以选择在任何时候加入我们，也可以私人定制课程

的长度。

 

一年里，每周的星期一都会开展新的西班牙语课程。（

特别通知除外）

              

课程时间表：

周一到周五，20节课，每节课50分钟。

课程内容包括了实用性的语法、词汇、写作、口语以及

听力。

一到两节附加组的课程（非强制）

专为官方等级考试设置，因应考试训练学生的发音、语

法与对话。

一对一课程

您可以选择3节两个小时或五节一小时的组合。

课外活动

每天，我们都会组织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人文景点的

参观、不同的经典线路的漫步、戏剧与表演的欣赏、美

食品尝及语言交换活动等。

课程列表

“我报名了西班牙语强化课程，课程设置得很有效率。每天，我
都能感到我的进步。”

-Beatrice, 意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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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语言学校

密集强化课程
每周20节课，每天从早上9点到下午1点。课程的长度因应学生
水平而定。您可以在任何时间开始上课。

西班牙语长期课程
课程安排为每周20分钟的，每节55分钟课，从周一到周五为期
5天。 特别建议那些希望日后成功进入大学学习的学生报名。

职业密集课程
通过一到两周，每周7节的密集型语言课程，以及范围极广的语
言文化活动、讲座与口语交流课程等来扩展您的职场竞争力。

DELE考试准备课程
为期两周的密集课程会为您的DELE考试做好充分的准备。运用
实战型的考试格式与题目、听力录音以及模拟考试，让您在考
场上如鱼得水。

夏令营
正如课程的命名，在每年的七八月，我们都会在塞维利亚、马
德里及特内里费岛三地开展结合西班牙语课堂及其他丰富多彩
的文化活动。让您有两周的时间敬请享受您的假期。。

学校团体
为期至少 1一周，专为14岁以上学生设计的语言与文化沉浸式
游学。团体会有我们的老师全程带队与负责。跟着我们，学生
们会有机会实现在企业实习、去各种组织与机构参观或者参加
研讨会的可能。



1.西班牙语的教学

2.住宿

我们学校为不同目标的学生都设置了 相应的课程。学生们不但可以选择每周上多少

节课（3节 - 20节课），还可以选择一共要上多少个星期（1周 - 1年）。我们会按

学生的语言等级来排班，同时，我们也给您保证，每个班级不会有多于10个学生。

我们为您提供多种安全舒适的住家选项。不管是寄宿家庭、学生宿舍，还是共享公

寓只要您希望我们都可以提供。住家房间可分为单、双人间，含有或者不含独立卫

浴，只要您希望，我们都会让感到宾至如归。

3. 交通

4.在企业实习以及培训性的参观

除了住以外，在行的方面，您也可以相信我们提供的“transfer”服务。通过该服

务，我们不但会协助您在您的停留期间如何使用在地的公共交通网络，而且无论是

市内还是市外，我们都会为您的旅行组织相应的交通工具。

除了以上的设计衣食住行服务外，在学生完成学业的同时，我们会提供给他们在塞

维利亚、马德里或特内里费岛中当地公司的实习机会。

我们会每一个学生精选对应他们经历的公司。同时，我们不仅会帮助学生撰写及翻

译他们的简历到相应的语言，而且还会陪同他们去面试。

除此之外，组织学生与教师到企业、教学中心或其他相关的地方参观也涵盖在我们

的服务范围里。

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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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志愿者项目

6.文化活动

我们学校与一系列的非营利组织和相关机构都有相应的协议，这使得我们的学生有机

会参加不同市场且各种性质的志愿者活动。不管是在开展志愿者活动的之前还是之

后，我们都会在相关事务中陪伴与协助我们学校的学生。

在西班牙，您可以找到丰富多彩的文娱活动。因此，在学生停留期间，学校活动部门

每天都会组织成不同的文化活动项目，活动从参观文物古迹、市内徒步游览，到在附

近城市一日郊游等应有尽有。

7.陪同协助

8.文化交流

9.语言等级测试及官方考试

我们的团队由各领域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士组成，以便为学生提供最好的服务。其中一

项呼声最高的服务便是并陪同予协助学生适应国外的生活。因此，在这一方面我们提

供的服务包括了：与当地行政联系及办理相关的手续、银行业务、电话及网络服务、

水电煤的处理，以及与移民局、使馆的沟通等各种您日常生活中所需要办理的业务。

我们与当地大学、教育组织与职业培训中心有着紧密的联系。这使我们的外国学生增

加了可以与当地学生新型学术与文化流的机会。

作为塞万提斯学院认证的语言学校，我们在塞维利亚的教学中心几乎每个月都会举办

DELE考试，同时，我们还为了考生们准备了相应的备考培训。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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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外 活 动 课 外 活 动
每周，卡洛斯五十语言学校都会组织五彩缤纷的课外活动，好让我
们学生在学习语言外，接触与了解西班牙的城市与文化传统。

• 游览。数百年的历史中，在西班牙各地留下来了数不胜数的古迹，精美的建筑，博物馆中的展品，因此，在这些历

史悠久的城镇中游览参观的同时亦可品尝当地特色的美味佳肴。 

• 课余活动。就算是不外出旅游也可以选择各种方式深入了解语言学校所在地的城市。可选择的游览方式包括：自行

车游、游船、骑白马。除此之外，您也可以训练自己喜欢的体育运动。

• 体验式作坊。在作坊里，为了让学生可以自由选择自己最感兴趣的项目，我们挑选了最具当地特色的事物好让他

们去体验：以第一人称的方式亲身感受西班牙的国粹 – 弗朗明哥；也有安达卢西亚独特的吉他体验；若您喜欢烹

饪，也会有组织到市场试吃、学习烹调当地特色美食的教学。  

• 郊游。以小组的形式，组织学生参观附近的城市，让学生们通过游览的古迹和享受海滩或山脉来更加深入的了解西

班牙。

• 文化交换。我们与当地大学或者其他的教育机构有密切的联系，以帮助国外与国内的学生进行文化交流并建立友

谊。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西班牙，但这并不影响我已深深的爱上了这里。我特
别喜欢学校组织的课余活动，特别是去加迪斯海边的那一次。”

- Ildiko，匈牙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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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在西班牙最好的合作伙伴
从您制定计划开始，我们就会给您最好的建议及帮助，以保证您的顺利申请到心仪的项目。

我们会帮您整理在申请过程中的各种文件，如：培训协议、计划书等。

我们会协助您到不同产业的大公司实习与参观。时至今日，我们与超过500家企业签订了合作协议。

我们保障所有的合作伙伴都符合创新型企业的标准。

我们会为了不同的组别、不同的项目而量身定制所需的西班牙语课程。无论是在项目开展之前还是之后，

我们在塞维利亚的学校都因作为塞万提斯认证的中心，而为您提供所需的保障。

无论您是老师或学生，我们都会为您组织与协调住宿的相关事宜，不管您想住在寄宿家庭、学生宿舍又或

者是共享公寓，我们都可以为您提供合适的住家。除此之外，在交通上我们也可以帮您一把为您提供接

机、到近郊游览的交通援助。

我们与教育组织与培训机构的合作网络覆盖了整个西班牙，甚至是整个欧洲。 

我们也会根据项目的不同来为各位学生、老师量身定制相关的文化活动。

除此之外，您还将享受全天候24小时，由我们多语种的专业团队提供给您的超优质服务。

更重要的是，我们经验丰富，到现在，我们已经跟超过20个国家的企业与学生合作。



学校的环境优美，地理位置优越，从我的住家出发无需使用公共交通工具便可以到达。而且，
通过学校所提供的课程，我的西班牙语有了很大的进步。
我决定来塞维利亚是因为看到了这座城市的图片，我很喜欢她的古迹、广场。除此之
外，我也希望认识安达卢西亚的其他城市，但就目前来说，塞维利亚是最佳选择。

我在这所学校获得了一段宝贵的经验。那里的老师非常专业而且课讲得非常的好。刚刚开
始的时候，我并不会说任何的西班牙语，但仅仅三周之后，我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进步。
我是十分喜欢这座城市，因为这里有很多体育活动的空间，引人入胜的古迹还有宽阔的公
园。这是一座美妙的城市，事实上，我觉得这里是整个欧洲最漂亮的城市。

塞维利亚是一座令人愉悦的城市，拥有独一无二的艺术，悠久的历史以及令人赏心悦目的
美景。而且，这里的生活成本比在意大利要便宜，就算是捉襟见肘的时候，人们也可以好
好的享受与娱乐。学校离家很近，学校老师都很有经验、该严肃时严肃且很有耐心。学校
的团队为我找到了一个给两个人住的住家。如果谁想获得这段奇妙经历的话，那么理所当
然的要选择卡洛斯五世语言学校。

我在这间学校过得十分的愉快。我是第一次到国外学习，所以学校师生都帮了我不
少。我的西班牙语老师是个非常和蔼可亲的人，而且因为我不太擅长学习语言，她为
了我专门定制了课程。我很幸运来到卡洛斯五世语言学校学习，同时，我也很感谢这
所学校为我做的一切。我觉得我明年还会来这里学习。

在学校里一切都非常好，上课时，我们总是用西语交谈，并通过这种方式学到了很
多对生活、工作有帮助的知识。除此之外，我也很享受住在西班牙人的住宿家庭
里，因为这样我有了更多联系语言的机会。塞维利亚是做很漂亮的城市，而我也超
爱这里的古城中心的。我时常喜欢在河边漫步和歇息。

Dominika （波兰）Dominika （波兰）

Kevin（法国）

Eros （意大利）

Kevin（法国）

Eros （意大利）

Yuelin（中国）

Verena （德国）

Yuelin（中国）

Verena （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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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语言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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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选择
寄宿在当地家庭：
其最大的优势在于，就算是在家的时候，您也必须使用西班牙语进行交流。

不仅如此，也是一次珍贵的体验当地传统文化及家庭生活的方式。住在寄宿

家庭必定会成为您的一段独一无二的经历。

共享公寓：
其主要有点就是时间由您自己安排的同时，因为有室友的陪伴而不会感到孤

单。与谁合租任君选：学生、老师又或者是房东。而且房型也可以因应需求

选择单人间或双人间，独立卫浴或是共享卫浴。
只要我们有空房，您就可以自由组合搭配你希望的住宿。

学生宿舍：
您可以选择带独立卫浴的单人或双人间。其特色在于可以感受西国的学术氛

围，因此，若您想体验最地道的“学院风”，这将会是您的最佳选择。及没

有时间限制，也不需要听从指示，您可以自由的安排自己的生活的同时也不

会影响他人。

青年旅舍：
除了上述的住宿方式，若您是一个团体，而且想让您的学生们住在一起，那

么，青年旅舍或许也是一个选择。根据团体的大小，您可以选择4人间、6人

间、8人间，甚至是10人间。而且可以根据团体的需求来观察是否需要厨房、

起居室等公共的空间。

酒店：
学校与附近酒店签订了协议以及确定了最实惠的价格，以提供给我们的学生

最优越的住宿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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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维利亚大教堂1 大学士剧院8 Cabildo广场15 特里亚纳街区22

塞维利亚王宫2 黄金塔9 马车博物馆16 弗朗明哥学校23

王宫花园3 塞维利亚斗牛场10 特里亚纳桥17 玛丽亚路易莎公园24

西印度群岛综合档案馆4 塞维利亚大学皇家烟厂校区11 特里亚纳市场18 圣十字街区25

市政厅5 文化宫12 水手礼拜堂19

萨尔瓦多教会6 皇后的缝纫盒（圣特尔莫馆）13 圣安娜教堂20

皇家工场7 西班牙广场14 La Anselma (弗朗明哥餐厅)21

塞维利亚
25个景点

todo a 10 minutos andando de nuestra escuela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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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1

圣地亚哥•伯纳乌球场2

卡斯蒂利亚大道3

丽池公园4

阿尔卡拉门5

拉斯班塔斯斗牛场6

索罗亚博物馆  8

索罗拉博物馆9

康普顿斯大学10

西班牙广场11

萨拉曼卡街区12

查马丁街区13

美洲博物馆14

马德里皇宫15

曼萨纳雷斯河7

马德里

特内里费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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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丁内斯湖1

鹦鹉湖2

拉克鲁斯码头灯塔3

拉奥罗塔瓦4

普埃尔托德拉克鲁斯5

泰德国家公园6

洛斯雷亚莱霍斯   8

伊科德洛斯维诺斯9

圣胡安德拉兰布拉10

La Corona瞭望塔11

Rambla de Castro自然保护风景区12

泰德峰13

Orca 海洋公园14

Punta del Viento15

泰德自然景区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