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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experienciaEspanole歡迎

學校位於一座歷史

悠久的宮殿內，有超

過2000平方公尺的

空間，供你在國際

化、輕鬆的環境中學

習。

歡迎來到瓦倫西亞英豪國際感受地中海的
生活方式。

快來體驗真正的瓦倫西亞，在市中心學習
西班牙語。探索我們的文化，享受陽光，無
盡的海灘和多樣化的西班牙美食。

我們的學校規劃了完整的西班牙語課程，
旨在幫助您實現目標：用西班牙語進行有
效的溝通。

我們衷心盼望能在您停留的期間從各方便
為您提供協助。學校擁有現代化的設施，
完美的坐落在市中心，提供多樣化的課
程，由專業且經驗豐富的教師授課。我們
負責所有的住宿安排，鼓勵學生參與每週
組織的文化活動，已達到全面沉浸式的學
習體驗。

從你抵達的那一刻起，到返家的那一天，
我們將盡最大努力，確保你在西班牙停留
期間過的充實精彩。

快来和我们一同體驗#lavidaespanole!

(#英豪國際瓦倫西亞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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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咖啡廳

 學生休息區

庭庭庭院

  BBQ庭庭烤肉

  日光浴躺椅

   露臺

28庭庭庭庭間設備齊全的
教室

歷史建築

   廚房

無線上網

2100庭庭庭平方米

  市中心位置

學校
我們美麗的學校建築前身為擁有超過2000平方
公尺的古代宮殿，位於瓦倫西亞老城區中心最著
名、最迷人的卡門區內。

我們精心修復這座擁有153年歷史的美麗的文
化遺產，以實現我們對二十一世紀語言學校的
願景－融合歷史與現代主義色彩。學校擁有28
間配有互動式白板的教室，一個帶閱讀區的學
生咖啡廳，兩座充滿果樹的庭院以及一座屋頂
花園，可全年享受美麗的瓦倫西亞天氣。

學校的位置正處於十一世紀阿拉伯城牆所在
地，其中大部分仍留在建築物內，穿過學校內部
空間並融入教室中，營造出歷史和神秘的氛圍。

一所歷史性的現代

化學校 

品質保證
我們以身為英豪國際語言組織（International 
House World Organization,IHWO)的成員
感到自豪，該組織在提高語言教學品質方面
擁有60多年的經驗。我們同時也獲得塞萬提
斯學院（Instituto Cervantes)的認可，該機構
僅授權高品質的組織來代表他們作為西語教
學推廣機構。我們還擁有國際語言中心組織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Languag 
Centres, IALC)的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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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學生
我們的學生來自世界各地，他們的
共同目的就是增進對西班牙語和西
班牙人生活方式的理解。他們有一
部分是大學生，另一部分是在工作
上需要使用西班牙語的專業人士。
有些人純粹因為興趣而學習西語，
也有人為準備西班牙語官方檢定
（DELE）而來。

一般來說我們的學生年齡介於18到
60歲之間，但也有其他年齡段的學
生。在學校你可以感受到國際化而
友善的氛圍，能應用新語言技能結
交新朋友。

學術卓越
表現

學生年齡

16 - 19 歲/ 20%
20 - 24 歲/ 30%
25 - 29 歲/ 17%
30 - 34 歲/ 11%
35 - 39 歲/ 7%
40 - 49 歲/ 5%
50 歲以上/ 8%

學生國際

德國 13%

義大利 12%

瑞士12%

英國11%

荷蘭10%

韓國8%

俄羅斯7%

其他* 6%

中國 5%

日本 4%
美國 3%
比利時 2%
法國 2%
捷克 1%
瑞典1%
奧地利 1%
愛爾蘭 1%
巴西 1%  

專業語言教學
庭庭我們有充滿活力、熱愛教學的師資團隊。他們
都是西班牙母語者，具有大學文憑，並擁有多
年針對外國學生的西班牙語教學經驗。 

鼓舞人心的課堂
溝通、激勵、互動和愉快的課堂，將教你如何
在現實生活中運用西班牙語。

實用的語言學習
我們的方法結合了傳統文法取向和現代溝通焦點法。我們非常重視
在交際語境中練習文法，以重現日常生活可能遇到的情境。

多年豐富經驗
透過多年來的對外西語教學經驗，我們已經累積廣泛的知識基礎，
知道如何突破語言學習障礙，協助學生們超越目標。

我們的課程目的旨在協
助你能用西語更流利地
表達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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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足各種
需求的西
語課程

•  普通西班牙語課程 
+ 西班牙語選修課程 
+ 西班牙語休閒課程

•  夏令營

•  大學入學備考課程 
• DELE與SIELE 考試準備課程

•  工作與學習

•  團體課程 
•  家庭課程 
•  私人課程

•  教師培訓課程

多元化課程選擇

設計 
自己的 
課程 

通用西班牙語
每週20 節課

西班牙生活與文化
每週5節課

語法技巧
每週5節課

發音和說話
每週5節課

商務西班牙語
每週5節課

西班牙語加選修課

+

西班牙語休閒課程
+

帆船 
每週6節課

西班牙烹飪 
每週6節課

所有課程均以全西班牙語教學。一般
每班學生人數介於6到10位之間，每
節課為50分鐘。由於課堂為小班制，
老師能夠在個別的基礎上輔導每位
學生的需求。

庭庭

課堂以任務為基礎，並根據學生需求
和學習特性來規劃教學，你將會在課
堂中使用課本，搭配輔助材料如報刊
文章、新聞、廣告、視聽材料等。課本
由英豪國際學術團隊研發，涵蓋所有
語言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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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宿家庭
適合希望盡可能沉浸在西班牙文化裡、住在全西語家
庭裡的學生。他們通常住在單人或雙人房，可選擇供
應早晚兩餐或三餐。

學生宿舍
我們也提供學生宿舍。我們在市中心有自己的住宅，
步行即可到達學校。臥房有單人或雙人間，有私人衛
浴或共用衛浴等房型可供選擇。大學宿舍位於大學校
園內，夏季可入住。

為了讓你在西班牙停留期間能夠感到舒適輕鬆，
我們相當重視你對住宿的滿意度，以確保我們的
住宿品質達到良好標準。我們謹慎選擇能悉心照
顧你的寄宿家庭，確保我們的合租公寓、私人公寓
和學生宿舍能夠維持在良好狀態，並為學生們提
供有關住宿方面的一般性支持。

共享公寓
此類型的住宿讓你有機會和來自其他國家學生一起生
活。公寓通常包含三或四間臥房，以及一間或兩間共用
浴室。所有公寓均設有配備齊全的廚房、帶電視的客
廳、洗衣機和熨斗。臥房包含單人或雙人間，有獨立衛
浴或共用衛浴等房型可供選擇。

私人公寓
我們的私人公寓位於市中心，距離學校僅幾步之遙。公
寓客廳有沙發或獨立床鋪，一個小廚房和浴室。所有公
寓都附帶冷熱空調。可單人或雙人入住。

英豪國際瓦倫西亞學校位於瓦倫西亞老城卡門區內的主要街道上。卡門
區由狹長的街道、小巷和廣場交織而成，是瓦倫西亞最著名也最迷人的
街區。學校周圍有充滿歷史文化特色的商店、咖啡廳和古蹟，以及活力
十足的西班牙城市生活。

學校位置

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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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倫西亞是位於西班牙地中海沿岸中型
規模城市。它具備能滿足各種品味喜好
的條件。

你將發現一個蘊含歷史文化的現代化
城市、美妙的海灘和輕鬆友好的氛圍。

為何選擇瓦倫西亞 >瓦倫西亞是一個非常典型的西
班牙城市，每年由超過300天的陽
光。
>歷史悠久的市中心，擁有許多文化
遺產。 

>傳統與現代都市生活並存。
>藝術與科學城的現代建築。

>綿延不絕的海灘。
>有許多公園可享受的綠色城市。
>享受地中海美食的絕佳地點。
>友善的人們。
>安全的環境。
>方便年輕學生們出行。

課外活動計畫旨在將學生融入當地文化中。我們安排拜
訪文化中心、博物館、其他城鎮等，以確保所有學生都能
充分沉浸在西班牙生活中。 

 

每週的活動和郊遊將幫助你發現西班牙文化、當地人的
友好態度和城市的節慶氣氛。 

 

我們每週均安排許多課外活動，且大部分是免費的。

課外活動
規劃

午間與夜間活動
市區觀光庭庭

西班牙Tapas製作課程
拜訪藝術科學城
與當地人語言交換之夜
參觀博物館
城市單車之旅
體育活動
購物之旅
保齡球
在學校露臺烤肉
電影之夜
海灘遊戲
烹飪工作坊
葡萄酒與起司品嚐會
拜訪海洋水族館
佛朗明哥表演
以及更多…

郊遊
阿提亞(Altea)和卡爾佩
(Calpe)潛水
水族樂園
阿爾布費拉(Albufera)湖
貝妮卡西姆(Benicassim)
薩貢托(Sagunto)
哈蒂瓦(Játiva)
佩尼斯科拉(Peñíscola)
哈維亞(Javea)
阿堤亞(Altea)
阿里坎特(Alicante)
庭馬德里
巴塞隆納
以及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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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與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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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代表機構

2014年的11月我從中國的首度北京坐了20個小時的
飛機來到了西班牙，一個充滿熱情的國度。第一年的
語言課程我選擇了西班牙的第三大城市，瓦倫西亞。
同樣在精挑細選下我選擇了International House。
在IH學習讓我感覺到每一天都很充實，老師和同學之
間猶如朋友，交流起來毫無違和感。而且學校也是小
班教學，每個班級的人很少，這樣每個同學就有更多
的時間和老師交流。而且就猶如學校的名字一般，是
一個國際化學校，一個班上會有來自不同國家，不同
年齡層的同學，在這樣的環境下我結交到了許多好朋
友，也認識了更多不同國家的文化。因為一天只有半
天的時間上課，所以學校很人性化的在每天下午都安
排了課外活動，比如參觀城市，吃有特色的西班牙小
吃，看舞蹈flamenco，潛水，參觀小鎮.......
因為西班牙有很多假期，所以我也利用這些時間出
去走了走，看了看。先是西班牙的南部城市，像塞維利
亞，格拉納達，科爾多瓦，當然也少不了西班牙的兩大
著名城市，馬德里和巴塞羅那。最喜歡西班牙宜人的
地中海氣候，一年365天，有300天都是晴天。這裡的
人們最大的休閒方式就是喜歡去海邊曬太陽，陽光，
沙灘再配上一杯美酒，生活就像一幅畫一般，我覺得
只要來到這個城市，這個學校，你們都會愛上它～

我是YOLI，是在2014年冬天告別家人和朋友，獨自
一人從亞哥大陸東邊飛向夢想的大陸西邊。在瓦倫
西亞我的住宿家庭是一個正宗的西班牙四口之家，
他們都很熱情，也是因為和他們生活在一起，我才
能有機會完全融入西班牙的生活。我很樂意去學
習，因為東西方文化的差異而需要學習新的生活方
式。瓦倫西亞的卡巴雅爾海灘( El Cabanyal )和拉
瑪法蘿莎海灘（La Malvarrosa) 是我最喜歡的地
方，天還沒有特別熱的時候就迫不及待和義大利的
朋友去曬太陽了，在愜意的濱海大道上還可以享用
地道的海鮮飯。
在瓦倫西亞的這9個月，充實又滿意。
來IH吧，當你準備好了的時候，一切會如期而至。

陽光，沙灘和適宜的氣候是我初到瓦倫西亞
的印象。我住在學校安排的寄宿家庭，房主
是位教師，非常熱情好客。她帶我熟悉這座
城市，還親自下廚為我做了當地特色美食海
鮮飯。閒暇時我們共同交流語言文化，使我
我不僅複習了當天在學校學到的新知識，而
且不明白的問題也即時得到了解決。學校地
理位置極佳，周邊都是商業街，交通便利。
學校配有專業的老師及先進的教學設備。
老師們教學態度認真，上課生動有趣，在完
成教學任務的同時讓學生們盡量多的互動
及交流，這使得我在學校每天都有很大的收
穫。此外，為了豐富我們的日常生活，學校每
週都會安排不同的活動，在活動中既增強了
語言能力，也結識了很多新同學。我很幸運
選擇了這所學校！

靳雅鑫 馬蘊女 (Yoli) 田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