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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位于一座历史
悠久的宫殿内，有
超过2000平方米的
空间，供你在国际
化、轻松的环境中学
习。

欢迎

#miexperienciaEspanole

欢迎来到英豪国际瓦伦西亚与地中海生活
方式。
快来体验真正的瓦伦西亚，在市中心学习
西班牙语。探索我们的文化，享受阳光，
无尽的海滩还有多样化的西班牙美食。
我们学校规划了完整的课程，旨在帮助你
实现目标:用西班牙语进行有效沟通。
我们衷心盼望能在您的停留期间从各方面
提供协助。学校拥有现代化的设施，位于
市中心，提供多样化的课程，由专业且经
验丰富的教师授课。我们负责所有住宿安
排，鼓励学生参与每周组织的文化活动，
以达到全面沉浸式的学习体验。
从你抵达的那一刻起，到返家的那一天，
我们将尽最大努力，确保你在西班牙的停
留期间过得充实精彩。

快来和我们一同体验 #lavidaespanole!
(#英豪国际瓦伦西亚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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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中心位置市中心位置

历史建筑

2100 平方米

28 间设备齐
全的教室

学校

一所历史性的
现代化学校

我们美丽的学校建筑前身为拥有超过2000平方
米的古代宫殿，位于瓦伦西亚老城区中心最著名
且迷人的卡门区内。
我们精心修复这座拥有153年历史的美丽的文化
遗产，以实现我们对二十一世纪语言学校的愿
景－融合历史与现代主义色彩。学校拥有28间配
有交互式白板的教室，一个带阅读区的学生咖啡
厅，两座充满果树的庭院以及一座屋顶花园，可
全年享受美丽的瓦伦西亚天气。
学校的位置正处于十一世纪阿拉伯城墙所在
地，其中大部分仍留在建筑物内，穿过学校内部
空间并融入教室中，营造出历史和神秘的氛围。

学生休息区

庭院

露台

咖啡厅

日光浴躺椅

质量保证
我们以身为英豪国际语言组织
(International House World Organization,
IHWO) 的成员感到自豪，该组织在提高
语言教学质量方面拥有60多年的经验。
我们同时也获得塞万提斯学院(Instituto
Cervantes)的认可，该机构仅授权高质
量的组织来代表他们作为西语教学推
广机构。我们还拥有国际语言中心组织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Language
Centres, IALC)的认证。

BBQ 烧烤

厨房

无线上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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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卓越
表现
实用的语言学习
专业语言教学
我们有充满活力、热爱教学的师资团
队。他们都是西班牙母语者，具大学文
凭，并拥有多年针对外国学生的西班牙
语教学经验。

鼓舞人心的课堂
交际、激励、互动和愉快的课堂，将教你
如何在现实生活中运用西班牙语。

我们的课程目的旨在
协助你能用西语更流
利地表达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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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方法结合了传统文法取向和现代交际焦点法。我们非
常重视在交际语境中练习文法，以重现日常生活可能遇到的情
境。

多年丰富经验
透过多年来的对外西语教学经验，我们已经累积广泛的知识基
础，知道如何突破语言学习障碍，协助学生们超越目标。

满足各种
需求的
西语课程

所有课程均以全西班牙语教学。一般
每班学生人数介于6到10位之间，每节
课为50分钟。由于课堂为小班制，老师
能够在个别的基础上辅助每位学生的
需求。

课堂以任务为基础，并根据学生需求
和学习特性来规划教学。你将会在课
堂中使用课本，搭配辅助教材如报刊
文章、新闻、广告、视听材料等。课本由
英豪国际学术团队研发，涵盖所有语言
领域。

多元化课程选择
• 普通西班牙语课程
• 商务西班牙语课程
• 夏令营
• 学术课程
• DELE与SIELE考试准备课程
• 西班牙语和帆船课
• 工作与学习
• 团体课程
• 家庭课程
• 西班牙语在线课程
• 教师培训课程

国际化而
友善的氛围

我们的学生
我们的学生来自世界各地，他们的
共同目的就是增进对西班牙语和西
班牙人生活方式的理解。他们有一
部分是大学生，另一部分是在工作
上需要使用西班牙语的专业人士。
有些人纯粹因为兴趣而学习西语，
也有人为准备西班牙语官方考试
(DELE)而来。
一般来说我们的学生年龄介于18到
60岁之间，但也有其他年龄段的学
生。在学校你可以感受到国际化而
友善的氛围，能应用新语言技能结
交新朋友。

国际化而友善的氛围
德国 13%
意大利 12%
瑞士 12%
英国 11%
荷兰 10%
韩国 8%
俄罗斯 7%
其他* 6%
中国 5%

日本 4%
美国 3%
比利时 2%
法国 2%
捷克 1%
瑞典 1%
奥地利 1%
爱尔兰 1%
巴西 1%

学生国籍分布
16 - 19 岁 / 20%
20 - 24 岁 / 30%
25 - 29 岁 / 17%
30 - 34 岁 / 11%
35 - 39 岁 / 7%
40 - 49 岁 / 5%
50 岁以上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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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
为了让你在西班牙停留期间能够感到舒适轻松，
我们相当重视你对住宿的满意度，以确保我们的
住宿品质达到良好标准。 我们谨慎选择能悉心照
顾你的寄宿家庭，确保我们的合租公寓、私人公寓
和学生宿舍能够维持在良好状态，並为学生们提
供有关住宿方面的一般性支持。

寄宿家庭
适合希望尽可能沉浸在西班牙文化里、住在全西语家
庭里的学生。他们通常住在单人或双人房，可选择供
应早晚两餐或三餐。

分租公寓
此类型的住宿让你有机会和来自其他国家学生一起生
活。公寓通常包含三或四间卧房，以及一间或两间共用
浴室。所有公寓均设有配备齐全的厨房、带电视的客
厅、洗衣机和熨斗。卧房包含单人或双人间，有独立卫
浴或共用卫浴等房型可供选择。

学生宿舍
我们也提供学生宿舍。宿舍位于大学校园或市中心。
有单人间或双人间可選，其中一些包含独立卫浴，另
一些则需要与他人共用卫浴设备，此外均设有冷热空
调与个人学习空间。

私人公寓
我们的私人公寓位于市中心，步行即可到校。公寓客厅
有沙发床或独立床铺，一个小厨房和浴室。所有公寓都
附带冷热空调。可单人或双人入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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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位置
英豪国际瓦伦西亚学校位于瓦伦西亚老城卡门区内的主要街道上。卡门
区由狭长的街道、小巷和广场交织而成，是瓦伦西亚最著名也最迷人的
街区。学校周围有充满历史文化特色的商店、咖啡厅和古迹，以及活力
十足的西班牙城市生活。

课外活动规划旨在将学生融入当地文化中。我们安排参
访文化中心、博物馆、其他城镇等，以确保所有学生都能
充分沉浸在西班牙生活中。

课外活动
规划

每周的活动和郊游将帮助你发现西班牙文化、当地人的
友好态度和城市的节日气氛。

午间与晚间活动
市区观光
西班牙Tapas制作课程
拜访艺术科学城
与当地人语言交换之夜
参观博物馆
城市自行车之旅

我们每周均安排许多课外活动，且大部分是免费的。

体育活动
购物之旅
保龄球
在学校露台烤肉
电影之夜
海滩游戏
烹饪工作坊
葡萄酒与奶酪品尝会
海洋水族馆
佛拉明戈表演
以及更多…

郊游
阿堤亚(Altea)和卡尔佩
(Calpe)潜水
水族乐园
阿尔布费拉(Albufera)湖
贝尼卡西姆(Benicassim)
萨贡托(Sagunto)
哈蒂瓦(Játiva)
佩尼斯科拉(Peñíscola)
哈维亚(Javea)
阿堤亚(Altea)
阿里坎特(Alicante)
马德里
巴塞罗那
以及更多…

为何选择瓦伦西亚
瓦伦西亚是位于西班牙地中海沿岸的中
型规模城市。它具备能满足各种品味喜
好的条件。
你将发现一个蕴含历史文化的现代化城
市、美妙的海滩和轻松友好的氛围。

>瓦伦西亚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西
班牙城市，每年有超过300天的阳
光。
>历史悠久的市中心，拥有许多文化
遗产。
>传统与现代都市生活并存。
>艺术与科学城的现代建筑。

>绵延不绝的海滩。
>有许多公园可享受的绿色城市。
>享受地中海美食的绝佳地点。
>友善的人们。
>安全的环境。
>方便年轻学生们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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靳雅鑫

田源

馬蘊女 (Yoli)

2014年的11月我从中国的首都北京坐了20个小时的飞机来
到了西班牙，一个充满热情的国度。第一年的语言课程我选
择了西班牙的第三大城市，也是一个港口城市，瓦伦西亚。同
样在精挑细选下我选择了International House。
在IH学习让我感到每一天都很充实，老师和同学之间犹如朋
友，交流起来毫无违和感。而且学校也是小班教学，每个班
级的人很少，这样每个同学就有更多的时间和老师交流。而
且久犹如学校的名字一般，是一个国际化学校，一个班上会
有来自不同国家，不同年龄层的同学，在这样的环境下我结
交到了许多好朋友，也认识了更多不同国家的文化。因为一
天只有半天的时间上课，所以学校很人性化的在每天下午都
安排了课外活动，比如参观城市，吃有特色的西班牙小吃，
看舞蹈flamenco，潜水，参观小镇.......
因为西班牙有很多假期，所以我也利用这些时间出去走了
走，看了看。先是西班牙的南部城市，像塞维利亚，格拉纳
达，科尔多瓦，当然也少不了西班牙的两大著名城市，马德里
和巴塞罗那。最喜欢西班牙宜人的地中海气候，一年365天，
有300天都是晴天。这里的人们最大的休闲方式就是喜欢去
海边晒太阳，阳光，沙滩，再配上一杯美酒，生活就像一幅
画一般。我觉得只要来到这个城市，这个学校，你们都会爱
上它～

我是YOLI,是在2014年冬天告别家人和朋友，独自
一人从亚欧大陆的东边飞向梦想的大陆西边。在
瓦伦西亚我的住宿家庭是一个正宗的西班牙四口
之家，他们都很热情，也是因为和他们生活在一
起，我才能有机会完全融入西班牙的生活。我很
乐意去学习，因为东西方文化的差异而需要学习
新的生活方式。瓦伦西亚的卡巴亚尔海滩（ (El Cabanyal）)和拉玛法罗莎海滩（La Malvarrosa) 是我
最喜欢的地方，天还没有特别热的时候就迫不及
待和意大利的朋友去晒太阳了，在惬意的滨海大
道上还可以享用地道的海鲜饭。
在瓦伦西亚的这9个月，充实又满意。
来IH吧,当你准备好了的时候，一切会如期而至。

阳光，沙滩和适宜的气候是我初到瓦伦西亚
的印象。我住在学校安排的寄宿家庭，房主
是位教师，非常热情好客。她带我熟悉这座
城市，还亲自下厨为我做了当地特色美食海
鲜饭。闲暇时我们共同交流语言文化，使我
不仅复习了当天在学校学到的新知识，而且
不明白的问题也及时得到了解决。学校地理
位置极佳，周边是商业街，交通便利。学校
配有专业的老师及先进的教学设备。老师们
教学态度认真，上课生动有趣，在完成教学
任务的同时让学生们尽量多的互动及交流，
这使得我在学校每天都有很大收获。此外，
为了丰富我们的日常生活，学校每周都会安
排不同的活动，在活动中既增强了语言能
力，也结识了很多新同学。我很幸运选择了
这所学校！

咨询与报名
我们的代表机构

CHINO SIMPLIFICADO

C/ Caballeros, 36
46001 Valencia (Spain)
34 96 353 04 04
www.espanole.es
www.ihvalencia.com
info@espanole.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