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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塑的城市
西班牙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
录》中被录入数量最多的国家之一。西班
牙人文遗产城市组是一个自一九九三年开
始合作创建的非营利性协会，其初衷致力
于共同保护以下城市的历史文化遗产：埃
纳雷斯堡（阿尔卡拉）、阿维拉、拜萨、
卡塞雷斯、科尔多巴、昆卡、伊维萨岛、
梅里达、萨拉曼卡、拉古纳的圣克里斯托
瓦尔、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塞哥维
亚、塔拉戈纳、托莱多及乌韦达。丰富而
多样的历史、艺术、文化、饮食描绘出了
这些遗产城市的形象，它们都是旅行中不
可或缺的目的地。

埃纳雷斯堡

古老的孔浦卢通（Complutum），在它的眸下，塞万提斯于
一五四七年诞生于此，毋庸置疑，这里就是马德里大区的文化
之都。其丰富的文化遗产是埃纳雷斯堡对于世界文化重要贡献
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特别是在十六和十七世纪。
她的历史遗产群发展自中世纪，一四九九年西斯内罗斯
（Cisneros）于此建立了大学，这推动了艺术和文化的大爆
炸，使埃纳雷斯堡成为了一座知识之城。
阿纳雷斯堡还有着强烈的充满魅力的文化，这使她成为了一座
艺术和文学之城，此外在这里还有机会享用最好的美食，一流
的酒店和多样的休闲服务。
这座城市属于马德里商业创新协会西班牙语平台
（Asociación Empresarial Innovadora Madrid Plataforma
del Español）（西班牙语集团）www.madridnetwork.org
这是一个针对马德里企业需求，拓展不同地区和地方各机构间
合作的协会，以及在大学学术界实现一个共同的目标——西班
牙语产业的经济定位。此外，还包括其它各方面，如促进旅游
业的发展，引领西班牙语教材的生产及西班牙语的传播。
在马德里网络（Madrid Network）的支持，及埃纳雷斯商业
协会（Asociación de Empresarios del Henares）的倡议
下，埃纳雷斯堡市政府及阿尔卡拉大学已成为一个新的西班牙
语学习的产业中心。

埃纳雷斯堡（Alcalá de Henares），又译阿尔卡拉，距
离马德里三十公里，距马德里巴拉哈斯国际机场十四公
里，一九九八年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今天的埃纳雷斯堡
是一个现代的，有魅力，有活力，有文化的城市，游客可
以在其间尽情地享受、漫步、思考，或沉浸于自己的世界
中，任这独特的环境带你穿越回曾经的世纪。

阿纳雷斯堡的西班
牙语教学机构：
CARDENAL CISNEROS
UNIVERSITY SCHOOL

www.cardenalcisneros.es
eucc@cardenalcisnero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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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CALINGUA.
（隶属于阿尔卡拉大学）

www.alcalingua.com
gabino@alcalingu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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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維拉

阿维拉（Ávila）是一座古今结合
的城市。她融合了阿拉伯、犹太、
基督教三种文化，产生了城墙、古
庙、宫殿、修道院等诸多遗产。她
的饮食和传统不仅为那些为了认识
这座城市而来到这里的人们，也
为那些在这里长期驻足学习西班牙
语，享受这座城市的人们，献上了
一份文化旅游的套餐 。

阿维拉的西班牙语
教学机构

这里的大学和学校都会在课外组织不少活动，如远足、
旅行、游览等等，这些都是课程的补充部分。
阿维拉的城墙、主教座堂、教堂、修道院及其它诸多古
迹，都曾是耶稣的圣德兰（Santa Teresa de Jesús）及
十字若望（San Juan de la Cruz）神秘的历史现场。他
们在宗教及文学上的全力以赴，使他们在这座历史和知
识齐头并进的城市中成为了无可争辩的代表者。

INSTITUTO ESPAÑOL
MURALLAS DE ÁVILA

www.iema.com
iema@iema.com

UNIVERSIDAD CATÓLICA
DE ÁVILA

www.ucavila.es
info@ucavila.com

在阿维拉我们不仅可以追寻这两位作家的足迹，同时还
有另外一些更现代的，属于十九和二十世纪的人物，
如：乌纳穆诺（Unamuno）、加西亚·洛尔卡（García
Lorca）、阿索林（Azorín）或德利维斯（Delibes），他们都在这个城市找到了属于他们的灵感，从
而专注于最美丽的西班牙语之路。阿维拉城墙上的九座
城门中的任何一座都热情地欢迎着来自四方的游客，来
穿越这古今的界线，去寻找那些存在于这座城市每条街
道，每个建筑中的历史、文学、艺术的奇遇。

ESCUELA UNIVERSITARIA DE EDUCACIÓN Y
TURISMO

www.usal.es/turismo cursos.avila@usa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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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萨

拜萨位于哈恩省的中心位
置，距卡索尔拉山脉-塞古
拉-拉斯•比亚斯自然保护
区 不远。在十六世纪的时
候，拜萨沐浴着文艺复兴
的阳光，到达了其建筑及
文化最高荣誉的顶点，直
到今天，她的重要性依然
延续着。

拜萨的西班牙语教
育中心
安达卢西亚国际大学（UNIVERSIDAD
INTERNACIONAL DE ANDALUCÍA）
拜萨安东尼奥·马查多校区（Campus
Antonio Machado, Baeza）

www.unia.es baeza@unia.es

其大学的诞生，使她成为了西班牙南部最重要的城市之
一，其主导地位延续了几个世纪。在整个城市中，人
文气息就在眼前，伟人的印记，留在了她的有着千百年
历史的石头、脚印和记忆上：圣·胡安·德·阿维拉
（San Juan de Ávila）、胡安·瓦尔特·德·圣·胡
安（Juan Huarte de San Juan）、画家加尔帕尔·贝
塞拉（Gaspar Becerra）、圣·胡安·德·拉·克鲁
兹（San Juan de la Cruz）、巴布罗·德·奥拉彼得
（Pablo de Olavide）、诗人安东尼奥·马查多（Antonio
Machado）、历史学家比森斯·比贝斯（Vicens Vives）以及许许多多在拜萨出生或生活过的人。
今天其古老的大学传统依然通过安达卢西亚国际大学
（UniversidadInternacional de Andalucía）中心的
优秀教育工作延续，其有贯穿全年的多种学习辅导课
程、研究生课程等，并在暑假期间也有密集的教学安
排。
每年有近1000名学生来到拜萨的安东尼奥·马查多中
心，享受其近40种课程，同时还有多种文化辅助课程提
供选择。
在这些课程中，西班牙语对外教学，绝对是其重心之
一。西语课程也是其全年课程的组成部分之一。安达
卢西亚国际大学*安东尼奥·马查多*中心位于拜萨遗
产中心的两栋重要建筑中：*哈巴尔金托宫*（Palacio
de Jabalquinto）和*古神学院*（AntiguoSeminario
Concili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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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塞雷斯

卡塞雷斯（Cáceres）是一个等待着
你去发现的城市，她将给你带来独一无
二的文化体验，以及与当地人不断的，
直接的接触机会。此外她在西班牙和葡
萄牙之间的地理战略地位，促成了她高
水平的经济增长。她的社会安全，自然
和文化环境，全年的温和气候，以及作
为一个经济实惠的目的地，适合各类寻
求高品质生活的学生。

一九八九年以来，所有来卡塞雷斯学习的各国学生，在
学习语言课程的同时，还增进了对卡塞雷斯省文化生活
的了解。

卡塞雷斯的西班牙
语教学机构：

埃斯特雷马杜拉大学（universidad de Extremadura）设置了贯穿全年的，季度课程和强度课程。授课都
在大学校区内进行，教师配备了最新的技术设备，以更
好地促进学习。
另一方面，在校区内，外国学生有机会和西班牙学生共
住，这样除了能让大家更好地融入大学生活外，还能促
进语言学习更快的进步。

关于城市的更多信息

www.turismo.caceres.es
更多信息
埃斯特雷马杜拉大学——对外西班牙语课程
UNIVERSIDAD DE EXTREMADURA
– CURSOS DE ESPAÑOL PARA EXTRANJEROS）

www.unex.es/spain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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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尔多瓦

两千年的历史，使这座城市与大量的精神感受共存。从
瓜达尔基维河（Guadalquivir）开始，跨过罗马桥的十
六个拱，从卡拉奥拉塔（Torre de la Calahorra）下走
过，再穿过桥门，这将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体验。

参观并认识科尔多瓦（Córdoba），这个拥有欧洲最大
历史城区之一的世界文化遗产城市，绝对不是徒然。你
可以穿行在她的古迹、街道、广场等每一个角落，同时
一年四季，可以以不同的方式去欣赏她的文化、艺术、
节日、传统和饮食。

科尔多瓦飘散着老鹳草和柑橙花新鲜的香味；充满着香
料和犁铧翻地后神秘的味道；回荡着钟声、笑声和潺潺
流水声；通过那些古迹，依稀可见罗马、犹太、阿拉伯
及基督教的影子；科尔多瓦触摸起来是温暖的，并如丝
绸般柔滑，就像胡里奥·罗梅罗·德·托雷斯(Julio Romero de Torres)笔下的画作一般。

这个城市有一份随时都实用的，包括适合于不同人群的
文化、节日、活动等的日程指南。

但是毫无疑问，能真正定义科尔多瓦之旅的古迹，还要
数科尔多瓦之宝——清真寺主教座堂。布匿人、迦
太基人、罗马人、西哥特人都曾在这里祈祷。倭
马亚王朝时曾改建成大清真寺，在收复失地运
动后又再次重建回主教座堂。

科尔多瓦的西班牙
语教学机构：
UCO IDIOMAS – 科尔多瓦大学
UNIVERSIDAD DE CÓRDOBA

www.uco.es

idiomas@uco.es

Academia Hispánica
Córdoba

www.academiahispanica.com
info@academiahispani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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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卡

昆卡（Cuenca）是一座用来感受的城
市。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七日因其十二世
纪至十八世纪以来的城市风貌、中世纪
要塞，丰富的民用建筑和宗教建筑的完
美保存，以及其城市与周边优美环境的
独特融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收入世
界文化遗产名录。

在昆卡，汇集了历史、艺术、文化、风景和自然。她友
好的人民以及她热情好客的传统，能给来这里学习西班
牙语的学生一种独一无二的体验。她丰富的民俗传说、
文物古迹以及文化遗产，加之不同的现代和当代艺术博
物馆，如：西班牙抽象艺术博物馆、安东尼奥·佩雷斯
基金会、绍拉基金会；以及可称为年轻艺术人才永久采
石场的美术学院。
在卡斯蒂利亚-拉曼恰大学通用基金会的支持下，昆卡
市政府正在打造一个语言旅游品牌，发展昆卡对外西班
牙语课程（ESPACU）。
卡斯蒂利亚-拉曼恰大学曾获得国际优秀校区提名，以
其灵活的课程设计，个性化的服务及优质的教育产品，
推动着昆卡对外西语课程的发展。

昆卡的西班牙语教学机构

卡斯蒂利亚-拉曼恰大学
（UNIVERSIDAD DE CASTILLA-LA MANCHA）
昆卡校区–昆卡对外西班牙语课程（ESPACU）–
卡斯蒂利亚-拉曼恰大学（UCLM）通用基金会

www.uclm.es/espacu/ espacu@uclm.es
TRUE SPANISH EXPERIENCE

www.truespanishexperience.com
hola@truespanishexperienc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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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卡市，联合市政府及地区大学，与各公立和私立机构
签署合作，以提供以下各种服务：
• 市政府官方接待
• 市立图书馆借阅
• 与各体育中心的合作
• 旅馆、宿舍、青年旅舍等的优惠价格
• 大学宿舍的管理和预留
• 城市档案馆和博物馆的参观
• 博物馆中的活动和讲习
• 与诸多非政府组织的活动合作
• 西塞罗内（Cicerone）服务：卡斯蒂利亚-拉曼恰
大学活动协助自愿者
• 语言交换
• 对外西语课程灵活个性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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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维萨市

伊维萨，是一个沐浴在地中海的小
岛，距马德里和巴塞罗那只有一小
时，而前往欧洲诸国的首都，也只
需两个小时左右。她的海域与温暖
的气候，在世界上广为人知。这里
似乎一个真正的感觉海洋，在一年
中的任何时刻，都能感受到现代与
历史的交融。一九九九年，伊维萨
被录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
产名录中。在这里，人们能够在走
进历史、文化、风俗及地中海美食
的同时，学习西班牙语。

地中海之光，365日的文化
•文化遗产：露天博物馆——德尔塔·比拉城寨
（recinto amurallado de Dalt Vila）
• 圣·郝梅和圣·佩雷堡博物馆（Museización de
los baluartes de Sant Jaume y Sant Pere）
• 艾比萨当代艺术博物馆（Museo de Arte
Contemporáneo de Eivissa）
• 普伊格·德斯·莫林斯腓尼基—布匿建筑墓葬博物
馆（Museo Arqueológico y Necrópolis feniciopúnica de Puig des Molins）
• 皮热博物馆（Museo Puget）
• 马蒂纳·亚比萨表演中心（Centro de
Interpretación Madina Yabisa）
• 坎·本托萨文化空间（Espacio Cultural de Can
Ventosa）中的音乐、话剧和舞蹈
• 港口购物——在玛丽娜（Marina）和新伊维萨
（Ibiza Nueva）
• 伊维萨的水下自然景观（游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录入文化遗产名录的海地景观）
此项目由为塞万提斯学院认可的伊维萨语言学校倡导，
并获得伊维萨市政府的支持，旨在在这座天堂般的伊维
萨岛上，构建一个具有吸引力的语言旅游业。

西班牙语教学中心联
系方式：

伊维萨语言学校提供以下服务：
• 成人、儿童夏季或淡季对外西班牙语（ELE）课程
• 商贸、旅行西班牙语课程
• 家庭课程
• DELE培训班
• 提供学校附近的寄宿家庭住宿，及高品质标准的市
中心旅馆、公寓。
• 休闲活动：伊维萨文化遗产远足，跨文化交流，博
物馆，福门特拉岛（Formentera）游览，西班牙舞
蹈及水上运动（潜水、站立滑板等）
• 淡季特别优惠项目
• 学校有九个教室，300多平方米，另附休息区及图
书馆

伊维萨语言学校

www.ii-ibiz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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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里达

梅里达（Mérida）是埃斯特雷马杜拉
自治区的首府，坐落于银色之路的起
点，继承了古罗马曾经的光荣。她有着
西班牙保存最完好的考古遗址之一，她
的剧院、剧场及狄安娜神庙描绘出了这
座古罗马琉息太尼亚首府，因此她于一
九九三年被列为了世界遗产。

地理上，梅里达是一个重要的交通枢纽，是这片辽阔土
地的神经中枢和铁路交通的关键核心，连接马德里、里
斯本、塞维利亚、巴达霍斯、卡塞雷斯及雷阿尔城的铁
路线在这里交汇。
游客可以在梅里达认识到古罗马在伊比利亚半岛上留下
的最为壮丽的遗迹，以及欣赏西班牙西哥特、伊斯兰及
中世纪基督教诸王国等时代的建筑和遗址。同时，在这
些考古遗迹及古迹中，还嵌入了一系列独特的博物馆，
它们的每个展厅都为我们展示着一个古罗马行省的形成
及其五个世纪的演变，还有在这片土地上是怎么锻造出
了西哥特王国，以及在之后的岁月中，它的精英们是如
何威胁着后倭马亚王朝统治的。
如何在当代去接近并证明一个“过去”仍然有着属于它
的生命，这座城市将是一个很好的回答：去一个有着两
千多年历史的剧院看一场演出，去感受一座罗马温泉池
的水，去世界上保存下来最长罗马桥上，去伊比利亚第
一座埃米尔堡垒的护墙上欣赏美景，这些都是最好的证
据。

梅里达西班牙语教学机构：
埃斯特雷马杜拉大学
UNIVERSIDAD DE EXTREMADURA UEX

www.unex.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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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拉曼卡

萨拉曼卡（Salamanca）市政府于二零
零五年决定建立一个语言旅游品牌的综合
性项目：“萨拉曼卡——西班牙语之城”
，旨在使萨拉曼卡成为学习西班牙语的理
想目的地。
一方面，项目有着有八十年对外西班牙语
教学经验和传统的萨拉曼卡大学的支持，
另一方面还有如宗主大学等16所塞万提斯
学院认可的民营西班牙语机构。
其首要目标是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上确
保质量和优越性。

萨拉曼卡的西班牙语教
学机构：
萨拉曼卡大学
（UNIVERSIDAD DE SALAMANCA）

萨拉曼卡市政府与各公立和私立机构签订了诸多协议和
协定，并发起了一系列关于语言旅游的具体措施，其中
包括：

www.usal.es/cursosinternacionales
internat@usal.es
萨拉曼卡宗主大学
（UNIVERSIDAD PONTIFICIA
DE SALAMANCA）

ACADEMIA ISLA

www.academiaisla.com
salamanca@academiaisla.com

www.spanishcourses.upsa.es
leng.cultur@upsa.es

ACADEMIA MESTER

www.mester.com
mester@mester.com

ACADEMIA UNIVERSITARIA
DE SALAMANCA

www.centroidiomas.com
info@centroidiomas.com

COLEGIO DE ESPAÑA

HISPANO CONTINENTAL

www.colegioespaña.com
info@colegioespaña.com

www.hispacon.com
info@hispacon.com

ÁBACO SPANISH LANGUAGE
INSTITUTE

www.abacosalamanca.com
info@ihdesa.com

COLEGIO DELIBES

www.colegiodelibes.com
delibes@colegiodelibes.com

DILE. CURSOS INTERNACIONALES DE ESPAÑOL

ENFOREX SALAMANCA

www.dilecursos.com
dile@dilecursos.com

www.enforex.es
salamanca@enforex.es

LINGUA GLOBE

www.lingua-globe.com
info@lingua-globe.com

MIGUEL DE UNAMUNO

www.donquijote.org
infocentral@donquijote.org

LETRA HISPÁNICA: ESCUELA DE LENGUA Y
CULTURA ESPAÑOLAS

www.letrahispanica.com
ada@letrahispanica.com
SALMINTER

www.colegiounamuno.es
www.salminter.com
informacion@colegiounamuno.es
info@salminter.com

SAMPERE

www.sampere.es
sampere@sampere.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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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拉曼卡唐吉可德学校
（DON QUIJOTE
SALAMANCA）

• 有八种语言的主页www.espanolensalamanca.
com。
• 西班牙语学生信息和咨询办公室。
•“萨拉曼卡——西班牙语之城”（SCE）免费学生
证。
• 针对外国学生的特别信息和宣传材料出版物（地
图、动词盘、金卡纳、DVD、包袋等等）。
• 同体育中心和游泳池的合作。
• 进入市立图书馆及借阅图书，参观博物馆。
• 与二十多家酒店签订了对外国留学生家属优惠的协
议。
• 市政府官方接待
• 饮食课程
• 参观地域电影馆
• 国际足球锦标赛
• 语言交流会
• 为推广西班牙艺术表演而实行的免费门票。
• 本地安全局。

Tía Tula

www.tiatula.com
www.tiatula.com
info@tiatula.com
info@tiatula.com
25
25

拉古纳的圣克里
斯托瓦尔

拉古纳的圣克里斯托瓦尔
（San Cristóbal de La
Laguna），简称拉拉古
纳（La Laguna），其
为学习和提高西班牙语提
供了一个优越的环境，从
文化上来说，她是一个隐
藏在大西洋上的珍宝，从
语言上来说，其位于加纳
利群岛上，正是欧洲和美
洲之间的西班牙语中心。

她曾是特内里费岛的第一个首府，保存了六百座穆德哈
尔风格的建筑，及其原有的城市布局，同时也是欧美文
化交流影响的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拉拉古纳现已有数个校区，它们不仅接收加那利群岛上
的学生，也接收外国学生。
因为加纳利的地理位置（欧洲亚热带地
区），可以一年四季享受户外活动（如
海滩、山区等），同时还可以在这座点
缀着历史建筑、丰盛饮食以及开放的购
物中心的传统大学城中，享受她的休
闲娱乐和文化。

拉古纳的圣克里斯托瓦尔
的西班牙语教学机构：
拉拉古纳大学
（UNIVERSIDAD DE LA LAGUNA）

www.ul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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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oinfo@ul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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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地亚哥-德孔
波斯特拉

圣地亚哥-德孔波斯
特拉（Santiago de
Compostela），一九
八五年成为绿色西班牙
遗产城市。首先，这里
围绕使徒圣地亚哥墓有
着非凡的古迹群，同时
十世纪以来，这里一直
是基督教所有主要朝圣
路线的终点。圣地亚哥
之路于一九九三年被列
入世界遗产名录。

对于学习西班牙语的学生来说，这是一个具有吸引力的
年轻目的地——一座有着五百多年历史的大学，曾被提
名为“国际优秀校区”。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大学
提供的国际课程，除西班牙语言和文化课程外，还有餐
饮、旅游、圣地亚哥之路、商务、医药等特殊西班牙语
课程。
语言旅游。是圣地亚哥与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大学
（USC）合作的一个旅游服务项目，旨在推广其作为西
班牙语学习目的地的城市形象及信息，并结合以这种，
与另一种文化，另一种语言，如加利西亚语共生的特殊
环境。
这所大学是西班牙最有名，最古老的大学之一，这已使
在圣地亚哥学习西班牙语有了充分的理由。同时它还与
城市中各个西班牙语学校共享着一个良好的信誉。
圣地亚哥是一座露天博物馆，蕴藏着巨大的文化内含，
她是加利西亚的首府，圣地亚哥之路的终点，她是一座
结合了历史性、安全性、娱乐性的历史名城。

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
的西班牙语教学机构：
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大学
（UNIVERSIDAD DE SANTIAGO DE COMPOSTELA）

www.cursosinternacionales.usc.es/
linguas@usc.es
IRIA FLAVIA ACADEMIA

www.ifspanish.com
eMail: info@ifspanish.com
Twitter: @ifspanish
Facebook: Academia Iria Flav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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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哥维亚

塞哥维亚（Segovia）是一个安宁
的小城（六万人口），文化和大学
生活描绘出了她的性格。一九八五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塞哥维亚
旧城区和高架渠收入世界遗产名
录。
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皆被塞哥维
亚的美丽、光芒、历史和饮食所吸
引。
在塞哥维亚学习西班牙语，意味着
不仅能沉浸于语言学习之中，还能
融入卡斯蒂利亚-莱昂自治区的卡斯
蒂利亚文化中。
塞哥维亚距自治区首府巴利亚多利
德111公里，同时靠近西班牙首都
马德里（98公里），所以有着一个
极好的交通网络。塞哥维亚与马德
里间，通过普通公路和高速公路，
路程不到一个小时，通过高速火车
只需三十分钟。马德里巴拉哈斯机
场距塞哥维亚一个半小时。

塞哥维亚市政府于二零零九年开始主导对外西班牙语课
程“在塞哥维亚学习西班牙语”（Aprende Español
en Segovia），提供：
• 课程计划因需求和兴趣量身定做。
• 个性化的服务和短期课程。
• 教材。
• 为学生提供往返机场的交通。
• 市政府官方接待。
•完全塞哥维亚家庭居住。
•符合学生喜好的可选课外活动：
•导游伴随参观城市及其周边地区，如：马德里（
普拉多博物馆、索菲亚王后博物馆），或塞哥维
亚省（圣伊尔德丰索宫、佩德拉萨、杜拉通河谷）
等。
•各种兴趣活动，如：金卡纳、皮划艇、迷彩漆
弹，参加各类文化节日等。
•陶瓷、电影、视频、酿酒或音乐乐器作坊。
般课程
• 西语强度课程——三周（三月和九月）
• 西语强度课程——四个月（三月至七月和九月至十
二月）
• 西语课程——半年或全年
特定课程
• 西语课程及工作实习——四个月（三月至七月和九
月至十二月）
• 西语磋商及礼仪特别课程——四个月（三月至七月
及九月至十二月）
• 西语商务课程，获得商务西语初级及/或高级证
书——四个月（三月至七月和九月至十二月）
• DELE预备课程——两周（三至九月每月1至15日）
• 五十岁以上课程——两周（三月至九月，每月15至
30日）
• 医疗保健专业西语课程及工作实习——一个月（四
月 – 六月 – 八月）
• 西语课程及美食——两周（三月至九月，每月1至
15日）
• 西语课程及高尔夫或网球——两周（三月至九月，
每月15至30日）

塞哥维亚西班牙语
教学中心

更多城市信息

www.turismodesegovia.com

量身定做的特别西语课程
• 每组至少五人，课程时间，教学和娱乐内容都由小
组成员自定。

更多信息

aprende.segovia@gmail.com
aprendeespanol.turismodesegovia.com

30
30

31

©Rafael López-Monné

塔拉戈纳

塔拉戈纳（Tarragona），一座拥有15
公里海岸线的地中海城市，南邻巴塞罗
那，有着完善的道路基础设施，并连接
着两个机场。同时还有着一年四季都可
以享受的，令人羡慕的气候。

这座城市三次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录入名录：因为她的
塔拉戈（Tarraco）罗马建筑群，因为她的非物质文化
遗产卡斯特尔（叠罗汉），还因为她的地中海美食。
塔拉戈纳有着数不胜数的旅游资源，地中海风味的饮
食，以及贯穿全年的充满着着大学气息的各种节日。
她的城墙凝聚着数百年的历史，诉说着曾经的罗马和中
世纪与现代的结合，为那些决定来这里学习西班牙语的
学子们提供了一个无与伦比的环境。
罗比拉和比尔赫利大学（Universidad Rovira i Virgili）
的语言课程包含加泰罗尼亚的两种官方语言，卡斯蒂利
亚语（西班牙语）和加泰罗尼亚语，此外还有四种外国
语言。她的西班牙语课程是专门为那些来大学学习各种
专业的学生量身定做的。所有课程都是根据《欧洲共同
语言参考标准》而设计的，并覆盖几乎所有级别.

塔拉戈纳的西班牙语教学机构：

UNIVERSIDAD ROVIRA i VIRGI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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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urv.cat castella@urv.c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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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莱多

托莱多于一九八六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城市有八
万人口，是卡斯蒂利亚-拉曼的行政首
府。
她的历史遗产代表着中世纪的建筑与文
化大爆炸，格雷考的身影透射在赭色的
城市轮廓上。她被称为“三种文化的结
合之城”，有着一个文化多元的灵魂，
将过去和现代成功地结合，如此造就了
一个活力的，现代的，文化的，安全
的，愉悦的，有归属感的所在。

托莱多市政府结合卡斯蒂利亚-拉曼恰大学（UCLM）
的经验，并在其通用基金会的支持下推动打造自身
的语言旅游品牌，发展托莱多对外西班牙语教学计划
（ESTO）。
托莱多对外西班牙语教学计划的格言是：“托莱多，你
的西班牙语课堂。”这反映出了托莱多的本质，一个古
老而又现代的空间，文雅而又有趣，自然而又城市，在
课里课外都讲着一口标准的西班牙语，这里在任何一个
角落我们都能找到学习西班牙语的理想时间，以提高语
言能力。
十多年前，卡斯蒂利亚-拉曼恰大学获国际优秀校区提
名，其灵活的教学设计，个性化的服务和优质的教育产
品，促进了托莱多对外西班牙语教学课程的发展。
托莱多市，联合市政府和地区大学，通过与各公立和私
立机构的合作，为语言游客提供了以下服务：

托莱多的西班牙语教
学机构：
卡斯蒂利亚-拉曼恰大学
（UNIVERSIDAD DE CASTILLA-LA MANCHA）
托莱多校区 –托莱多对外西班牙语教学计划
（ESTO）- 卡斯蒂利亚-拉曼恰大学通用基金会

• 为外国学生编辑的信息和宣传材料（地图、城市指
南、包袋等）
• 市政府的接待服务
• 市立图书馆的借阅
• 与体育中心的合作
• 与旅馆、宿舍、青年旅社等的优惠价格合作
• 大学宿舍的管理和预定
• 西塞罗内（Cicerone）服务：卡斯蒂利亚-拉曼恰
大学活动协助自愿者
• 语言交换
• 对外西语课程灵活个性化服务

www.uclm.es/fundacion/esto
esto@uclm.es

西班牙语语言学校.托雷多教室

www.aulatoledo.es
info@aulatoled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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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韦达

乌韦达是学习西班牙语的
一个得天独厚的空间。

其位于哈恩省的中心，是一个拥有三万六千人口的小城
市，文艺复兴在这里造就了独特的、令人赞叹的遗迹。
在城南，有着被称为西班牙最美广场之一的巴兹戈兹·
的莫利纳广场（plaza de Vázquez de Molina）。
虽然文艺复兴式建筑是乌韦达最醒目的特征，其他不同
的建筑风格也同时在城中出现，留下了多种不同文明的
印记。在城中的很多角落都能感受到，找到悠久的阿拉
伯时代印记。

乌韦达的西班牙语
教育中心
安达卢西亚国际大学（UNIVERSIDAD
INTERNACIONAL DE ANDALUCÍA）
拜萨安东尼奥·马查多校区（Campus
Antonio Machado, Baeza）

www.unia.es baeza@unia.es

其坐落于多条交通线路的交汇点上，成为了在莱万特和
安达卢西亚间的重要交通枢纽。距离格拉纳达和科尔多
瓦一个半小时，距离马拉加和塞维利亚两个半小时。
这是一座安全、传统、拥有悠久历史的城市，但是同时
也充满现代气息和活力。她有着和蔼、友善、好客的市
民。她本土的各种节日，有着几千年悠久历史手工业及
其充满智慧的美食，描绘着我们在安达卢西亚的相遇。
作为省级文化中心，纵观全年，乌韦达有着丰富多彩、
千姿百态、各种各样的文化活动：户外节日、圣弥额尔
节、文艺复兴节、音乐节、话剧节、斗牛节……从年初
到年尾一直保持着她的丰富性。
在乌韦达学习西班牙语，将成为一段难以忘怀的感受西
班牙文化的独特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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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upo Ciudades Patrimonio
de la Humanidad
Palacio de Los Verdugo
Lope Núñez, 4
05001 Ávila
T.- +34 920 35 40 00
turismo@ciudadespatrimonio.org
www.ciudadespatrimonio.org
www.spainheritagecities.com

www.ciudadespatrimonio.org
www.spainheritageciti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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