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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Get Ready隆重介绍面向世界各地留学生的西班牙中学留学项目。  
 
西班牙位于欧洲南部的伊比利亚半岛，与葡萄牙以及安道尔公国（欧洲

六个袖珍国家之一）接壤，周围有大西洋、坎特伯雷海和地中海环抱。

西班牙还包括加那利、巴利阿里两个群岛，以及位于北非的休达、梅利

利亚两个自治市。  
 
伊比利亚的地理环境对于该国的气候和动植物影响很大。这里有各种截

然不同的景观、天气、动植物。北部游客较少，绿树森然，气候多雨，

让人想起爱尔兰和苏格兰；而南部干燥迷人，五光十色，有世界闻名的

地方习俗。  
 
西班牙是全球第三大旅游目的国，这里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各种美

食、民俗、音乐、海滩、梦幻般的天气以及热情友好的西班牙人都深深

吸引了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西班牙文化在历史上受到多种文化的

影响，并传承至今，其中最主要的是凯尔特人和伊比利亚的文化，其后

几百年还受到古罗马文化、犹太文化和穆斯林文化的影响。  



 

西班牙语的未来也是一片光明，预计将会继续发展壮大。西语在西班牙

和拉美国家通用，是全球第二大语言，也是 20多个国家的官方语言。  
 
除了西班牙语（在西班牙国内被称为卡斯蒂利亚语），西班牙当地还有

一些语言是特定地区的官方语言，其中最重要的包括加泰罗尼亚语和

巴伦西亚语（在西班牙东部和巴利阿里群岛使用）、巴斯克语（在巴斯

克地区与西班牙语并列为官方语言），以及加利西亚语（加利西亚地区

官方语言之一）。  
 
必须指出的是，虽然这些地区官方语言丰富了西班牙文化，但交换生将

被安排前往仅使用西班牙语（或称卡斯蒂利亚语）的地区，或者可以获

得豁免在学校仅使用西班牙语（或称卡斯蒂利亚语）进行学习。  

西班牙以其长时间午睡、斗牛、弗拉门戈舞蹈、足球、田园诗般的海滩、

餐前小吃和海鲜饭而著称，但绝对不止这些。  
 
下面将详细介绍 Get Ready的中学留学项目。  



 

西班牙教育体制   

西班牙学校的开学时间在九月中旬左右，每学年在六月底结束。这一

安排适用于所有高中课程，但预科 2 年级（12 年级）的高年级学生
将提早结束课程，以准备六月中旬到六月底的大学入学考试。  

西班牙的中学为六年制，但只有前四年是义务教育（称为 ESO，是西语“强
制中学教育”的简称）。ESO之后的两年称为“预科”（Bachillerato），
面向希望升读大学的学生。  
 
西班牙中学课程包括 10-12个科目，但并非所有科目都是必修课程。上课
时间通常为上午 8:30左右至下午 2:30左右，中午通常有 30分钟休息时
间。有些学校（尤其是私立学校）下午也有课，学生们往往在学校吃午饭，

而公立中学的学生在家里吃午饭。  
 
ESO 阶段的课程表非常相似，通常只有 2 门选修课，而且选择的范围相
当有限。预科阶段有 4-5门共同科目（英语、西班牙语、历史、哲学、体
育），另外可以根据科学、技术、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路向选择

3-4门选修课。   
 
在西班牙，每学年分为三个学期，每学期结束时有学期测试，然后有短暂

假期：包括两周的圣诞假期以及一周的复活节假期。六月份则是期末考试。

这些考试的分数加上其他评估结果将决定学生合格与否。  



 

西班牙寄宿家庭   

西班牙寄宿家庭的成员乐于助人，热情健谈，性格坦率。沟通是成功

关键，因此要善于表达自我。  

西班牙人非常健谈，性格率直，喜怒分明。寄宿家庭很愿意了解你的情况，

请积极与其交流。  
 
所有西班牙寄宿家庭都经过精心挑选。Get Ready代表会视察其住所、与
家庭成员交谈，向其提供指导，并审查其背景和推荐信。  
 
每个西班牙寄宿家庭都是由两位或多位讲西班牙语的成员组成，并为你提

供住宿、学习场所以及一日三餐。  
他们大多数是典型的中产阶级家庭，乐于与交换生分享其生活。许多家庭

之前也接待过留学生。你需要与其他们分享自己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因为

很多家庭对有兴趣了解你的祖国和习俗。某些情况下，如果家里有年级较

小的孩子，你还需要不时用英语或者自己的母语与其交谈，帮助他们开拓

视野并从你身上以及从文化交流当中有所得益。  
 
你需要参与寄宿家庭的日常活动和家庭生活以及帮忙处理简单的日常家

务。此外，还必须尊重寄宿家庭的各项规定（不得夜归、不酗酒、不吸

烟……）。  



 

关于我们的项目   

西班牙是欧洲最激动人心的国家之一，西班牙人充满创作才华和热

情，这里是学习文化和体验生活的好地方。  

公立中学项目   
相关服务包括：   
- 申请审核和处理。  
- 安排入住精心挑选的寄宿家庭，全食宿安排，有共用房间或单独房间。
学校住宿仅限私立寄宿学项目提供  

- 入学手续（包括保险费和学费）。  
- 抵达后的接机。  
- 最后一次从寄宿家庭前往机场的送机。  
- 第一个月的当地迎新课程。  
- 包括基本信息在内的欢迎礼包。  
- 协助获得课本和学校材料。  
- 提供签证支持文件并协助办理签证申请  
- 当地协调员提供指导和支持。  
- 24小时紧急支援。  
- 向留学派遣机构定期发送情况报告。  
- 提供最终的成绩单。  
- 学业咨询和辅导。  

私立中学项目   
西班牙各地（主要在大城市周边地区）还有一系列的私立学校和寄宿学校

可供选择，其中包括采用英国或美国教育体制并以英语授课的学校、天主

教学校或寄宿学校。相关服务与公立中学项目相同，但私立中学项目的学

费较高。  



 

地区选择   

你可以申请经典项目，根据随机安排前往西班牙某一地区学习

（考虑个人申请和兴趣），也可以自行选择上述任一地区。  



 

阿利坎特 ,阳光之城!  

阿利坎特是科斯塔布兰卡最著名的城镇之一。它位于瓦伦西亚社区，

是该地区第二大城市。阿利坎特保留了该国东部地中海沿岸真正的西

班牙风情。  

实用信息   
人口：33.4万  
天气：它拥有特殊的气候、温和的冬季以及炎热的夏天，年平均气温

在18�以上。  
机场：阿利坎特国际机场（ALC）  
交通工具：市区和周边地区有铁路和巴士网络。  
 
生活在阿利坎特   
阿利坎特是典型的地中海城市，充满生活热情，居民热情好客，始终

让游客宾至如归。  
 
住宿   
你可以住在市区、周边地区或者小城镇，通常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上学。  
 
选择阿利坎特的理由   
- 漫长的沙滩。  
- 无尽的观光景点和节庆活动。  
- 文化场所：博物馆、美术馆、购物中心……  
- 大都市和传统的生活方式并行不悖。  
- 阿利坎特市政厅提供的各种体育和休闲活动。  



 

加的斯 ,最美丽的黄金海滩!  

加的斯省拥有 250公里的海岸线。这是一个拥有美丽自然风光和神奇
冲浪海滩的地区。加的斯是西欧最古老的城市，是重要的贸易港口，

来自此处的冒险家和商人打开了美洲新世界的大门。  

实用信息   
人口：12.4万  
天气：海洋地中海气候、冬季暖和，平均气温18°C。  
机场：赫雷斯机场（XRY）。  
交通工具：市区和周边地区有铁路/巴士网络。  
 
生活在加的斯   
加的斯的生活是安静，但充满活力。加的斯人友好坦率，其幽默感闻

名全西班牙。  
 
住宿   
你可以住在市中心，方便步行前往学校、购物区和海滩，也可以住在

加的斯郊区。  
 
选择加的斯的理由   
- 充满活力的小城市，非常适合年轻学生。  
- 神奇海滩。  
- 丰富的艺术文化底蕴。  
- 著名的狂欢节。  
- 体育运动：冲浪、水上运动、足球、篮球、手球、橄榄球、网球和
曲棍球。周边也有很好的高尔夫球设施。  



 

格拉纳达 ,神奇的城市!  

格拉纳达是西班牙多元文化的瑰宝之一。这里与很多摩尔人的宫殿以

及基督教文艺复兴的宝藏。你可以享受其青春气息和免费小吃文化、

新颖酒吧、弗拉门戈小舞厅，这里的魔法从踏足城市的一刻起就能感

受得到。  

实用信息   
人口：24万。  
天气：冬季短而寒冷，夏季长而温暖。  
机场：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卡·格拉纳达-哈恩机场（GRX）  
交通工具：市区和周边地区有铁路/巴士网络。  
 
生活在格拉纳达   
这是一个享受和美食的城市。格拉纳达有一个大学生社区，令人兴

奋、魅力无限。  
 
住宿   
你可以住在市中心，也可以住在距离市中心仅30分钟路程的周边地
区和小城镇。乘坐巴士/货车可以随时轻松到达市中心。  
 
选择格拉纳达的理由  
- 格林纳达提供许多文化活动。  
- 它地理位置优越，距离海边只有一个小时路程，同时靠近山边。内
华达山脉是西班牙最好的滑雪胜地之一，距离该市仅21公里。  



 

马德里，西班牙首都!  

马德里位于全国中心，可以方便前往西班牙各地。这是一个多元文

化的城市，欢迎所有游客，你很快就会感觉在家里一样。这里是历

史、文化和娱乐的完美结合。  

实用信息   
人口：600万（市中心320万）。  
天气：大陆性气候，冬季寒冷（0°C至10°C），夏季炎热（+ 30�）。  
机场：阿道夫·苏亚雷斯·马德里机场·巴拉哈斯机场（MAD）。  
交通工具：地铁、铁路和巴士网络遍布该市和马德里社区，乘坐火

车不足30分钟即可前往塞戈维亚和托莱多等美丽城市。  
 
生活在马德里   
马德里是大都市和旅游胜地。这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城市，出名的东

西有购物、小吃、博物馆、体育和休闲活动……你总会找到消遣，
永远不会觉得无聊！  
 
住宿   
你可以住在市中心，也可以住在市郊和住宅区，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20-30分钟左右即可轻松到达市中心。  
 
选择马德里的理由   
- 丰富的文化生活：音乐会、剧院、电影院、博物馆、艺术节……  
- 气氛热闹，街道和露台上人声鼎沸。  
- 购物。  
 



 

塞维利亚 ,充满色彩的城市！  

塞维利亚汇集了不同文化，各种文化遗迹构成了城市巨大的历史遗

产，其中许多已被宣布为世界遗产。  

实用信息   
人口：70万。  
天气：地中海气候，冬季平均气温12�，夏季平均气温30�。  
机场：圣巴勃罗机场（SVQ）  
交通工具：市区和周边地区有铁路/巴士/地铁网络。  
 
生活在塞维利亚   
塞维利亚是一个充满传统、富于激情、活力十足的城市。这里有两项

著名的庆祝活动：四月节和复活节宗教游行。  
 
住宿   
你通常被安排住在托马雷斯郊区，距离市中心仅4公里，乘坐巴士非
常方便。  
 
选择塞维利亚的理由   
- 塞维利亚提供许多文化活动。  
- 宏伟的纪念性遗产和艺术遗产。  
- 文化场所、节庆和传统。  



 

瓦伦西亚 ,“灯光之城”及“海鲜饭之城”!  

瓦伦西亚社区是西班牙通往地中海的门户。浩瀚的大海和邻近的山脉

为巴伦西亚海岸带来独特的吸引力。这个城市以其卓越的未来主义建

筑而著称，令人陶醉其中。  

实用信息   
人口：80万  
天气：地中海气候，气候温和。夏季温暖，冬季非常暖和，很少低于

10�。  
机场：巴伦西亚机场（VLC）。  
交通工具：市区和周边地区有地铁和巴士网络。  
 
生活在瓦伦西亚   
瓦伦西亚是西班牙最受欢迎的短途旅行目的地之一。这座现代化和国

际化的城市将古老传统与美妙海滩完美结合起来。  
 
住宿   
你通常会住在市郊，通过巴士和市郊火车可以方便前往市中心。  
 
选择瓦伦西亚的理由   
- 世界知名的节日，如“番茄节”或“法雅节”。  
- 令人兴奋的市中心有很多活动提供。  
- 漫长的白色沙滩。  
- 体育运动：瓦伦西亚是放学后打曲棍球或网球的理想场所。  



 

学生心声   

“在西班牙留学交流的一年是我有过的最好的经历之一。
我和寄宿家庭关系密切，相处得很好，我还邀请他们来意

大利过复活节假期，跟我的家人和亲生父母见面。我两个

星期之前才回到意大利，现在已经很想念他们了！现在，

我觉得自己有两个家，一个在意大利，另一个在西班牙。

我真希望与他们长期保持联系。马德里是很棒的选择，这

是一个大城市，有很多东西！如果今年能够重来的话，我

肯定会再次选择西班牙和马德里。当地协调员给了我很多

支持，是我真正的朋友，在几个困难时刻给了我很大帮助。

我爱我的学校和邻居。西班牙充满生机，充满色彩。西班

牙人个性坦率和友好，这点也很有帮助。现在我觉得自己

的心分成了两半，一半是意大利人，另一半永远是西班牙

人”。  

Giacomo，马德里的意大利交换生  

“西班牙是一个美妙的国家，有友好的人们、超级美味的
食物和美妙的大自然。我也觉得西班牙语是世界上最美丽

的语言之一。我留学之前学习西班牙语才一年时间，因此

最初不太自信，但每天做作业以及与家人朋友的长时间相

处对我很有帮助，现在我已经讲得很流利了。  
 
在同学和老师的帮助下，我在学校的成绩相当不错。所有

科目都及格了，我很为自己骄傲。我也得到成长，在做人

方面学到了许多。  
 
我在加的斯待了4个月，早知道申请更长的留学时间。现
在我的心一半在丹麦，另一半在加的斯。我喜欢这里的人

们、街道、海滩、商店……我爱西班牙人悠闲的性格及其
幽默感。他们似乎总是很高兴，很坦率。  
 
我在西班牙度过了人生当中最美妙的时刻。去西班牙吧！

西班牙是最好的！“  

Laura，加的斯的丹麦交换生  



 

学生心声   

“几乎每一种文化差异都令我印象深刻：食物、生活方式、社会福利、‘弗拉明戈’
和‘塞维亚娜’舞蹈、在除夕夜吃12颗葡萄以及“三王巡游”等圣诞节传统……感谢
上帝，感谢父母支持我，也感谢寄宿家庭和Get Ready全体工作人员为我带来完
美的体验。我一生都不会忘记在西班牙的朋友和寄宿家庭，也不会忘记在那里

学到的一切。”  
 

Camilla，塞维利亚的巴西学生 

“我到韦尔瓦的第一天就学到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我跟
寄宿家庭成员见面，跟朋友们一起熟悉新环境。一切都是

新的冒险，甚至参观当地杂货店也是如此。我必须去适应

学校生活和全新的教育体系，但整个学校社区的热情友善

帮我迅速适应了环境。我的协调员非常友好，始终乐意帮

忙并解决问题。在留学交流期间，我认识了许多西班牙朋

友，也遇到了一些参加 Get Ready 选修留学行程的交换
生。正如留学交流生活的推移，我深入了解了寄宿家庭，

大家过得很愉快。他们已经成为我的第二个家。在留学交

流期间，我有了许多新的体验，学到了许多新东西。我现

在可以说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语，很高兴能够学习其他国家

的文化。尽管偶尔也有不好的时候，但留学交流的时光始

终令人难忘，这是永远不会改变的。”  

Sara Tuomisto,韦尔瓦的芬兰交换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