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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森特 古兹曼 福拉
巴布罗 德奥拉维戴大学校长

 

巴布罗 德奥拉维戴大学成立于1997
年，是塞维利亚第二所公立大学，也
是西班牙最年轻的大学之一。教学、
研究品质、社会承诺和知识传输组成
了本大学活动的基本要素。巴布罗 德
奥拉维戴大学拥有超过11,000个学
生，提供超过30种不同的大学学位，
包含了法律、经济、企业运营与管
理、自然科学和社会学、营养学、科
技、人类学、运动科学…等等。

巴布罗 德奥拉维戴大学在西班牙的调查研究活动能力中，位在前
三位。此外，也是在安达卢西亚第二所筹募到最多研究发展计划资
金的大学。

巴布罗 德奥拉维戴大学为拥有多元化的学生和它的国际远景感到
骄傲。感谢您关注我们的大学， 我们期待很快在这儿见到您。

欢迎来到 
巴布罗 德奥拉维戴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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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维利亚。是西班牙第四大的城市，也是安达卢
西亚首都。是一个充满丰富的历史、传统、文化和艺术的城
市。阿拉伯式王宫、用石板铺的小巷和优美的花园将游客们
带回到过去的时光。 
街头的生活、节庆的颜色和友善的人们热情地欢迎所有游
客。此外，塞维利亚邻近有许多充满历史文化的城市，包含
在西班牙、葡萄牙和北非，这使它成为了探索世界的绝佳位
置。

巴布罗 德奥拉维戴大学。是一所摩登且
充满活力的大学，在1997年成立。是西班牙其中一所最年轻的
公立大学。本大学是因一位十八世纪的才华洋溢秘鲁人而命
名。这是一所充满活力的大学，致力于透过学术课程、最精近
的研究技术和高质量的教学品质，来教育男男女女们成为未来
优秀的人才。

绝佳的地理位置。本大学占地处136公顷，拥有
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离塞维利亚市中心仅8公里。本校拥有
许多舒适广大的教室、图书馆、电脑室、科学实验室、一间餐
厅和两间咖啡厅。校园里还有一间健身房、网球场、篮球场、
室内足球场、室外体育场 和运动场。塞维利亚的地铁于2009
年四月启用，其中的一条线路可从市中心连接到本大学。当然
还有自行车专用道，从本大学可以方便的连接到许多塞维利亚
区域。

国际品质的学位。本大学设有以下的系所：社
会人类学、基础心理学和公共健康；分子生物学和生化工程；
体育和计算机科学；公法和私法；企业营运管理、经济、计量
经济和经济史；金融和财务；哲学和翻译；生理学、解剖学和
细胞生物学；地理、历史和哲学； 物理、化学和自然生物；
社会学；社会劳动和社会服务。我们拥有超过30种不同的本科
学位专业和双学位专业。

研究调查能力。本大学还设有安达卢西亚生物发
展研究中心。安达卢西亚生物发展研究中心集合了所有在安达
卢西亚的研究员，其中的一些研究人员也是本大学的教师。根
据最近由格拉纳达大学执行和科学创新部资助的调查，巴布
罗 德奥拉维戴大学位居在西班牙研究调查效力活动中的第二
名。也是在安达卢西亚第二所筹募到最多研究发展计划资金的
大学。

五个选择塞维利亚和
巴布罗 德奥拉维戴
大学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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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课程学习计划

本计划主要是针对想要体验半年或一年国外大学生活且持续不中断国内大学生涯的学生所规划的。我们不仅提供用
西班牙语授课的课程，很多课程我们也提供英语授课，以满足那些对自己西班牙语程度没有信心的学生的需求。学
期开始时，我们会进行一次语言能力测试，以便评估每个学生的语言能力。每门科目等于六个学分。拥有西班牙语
高级能力的学生，每学期（六个月）可以注册最多两门本大学内的课程。

日期:
秋季: 九月 – 十二月
春季: 一月 – 五月

报名截止日:
春季: 十月初 
秋季: 六月初

包含:
- 巴布罗 德奥拉维戴大学颁发的正式学习证书。
- 介绍会和迎新酒会。
- 最多五门科目 (共30个学分)。
- 四个文化活动。
- 使用电脑室许可。
- 使用图书馆许可。
- 使用体育设施许可 (健身房需额外付费)
- 到附近景点一日旅游费用优惠。 (科尔多瓦、龙
达…等)
- 欢送酒会。

欲参与该计划的学生，学期成绩必须达到平均分最低
分2.90 (满分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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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沉浸式教学计划。特别是针对已经在国内大
学学习了一个或两个学期西班牙语的学生所设计的。
主要在秋季学期提供，学生可以强化西班牙语语法能
力。在会话、阅读和写作课中，加强本身的口语和写
作能力；并且在文化课中，学习到西班牙的文化。此
学习计划仅在秋季学期提供，学生们如果想要持续留
在塞维利亚学习整个年度，可以继续衔接西班牙课程
学习计划；此计划提供众多不同领域的科目，包含商
业、经济、历史、政治和西班牙语…等等。 

西班牙语言和文化课
程学习计划

 

日期: 
九月 – 十二月  

报名截止日: 
六月初

 

包含:
- 介绍会。
- 四个文化活动。
- 巴布罗 德奥拉维戴大学颁发的学习证书。
- 欢送会。
 
欲参与该计划的学生，学期成绩必须达到平均分最低

分2.75 (满分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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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整合学习计划 
(P.I.U.) 
 
大学整合学习计划 (P.I.U.) 特别专门为了拥有高级西班牙语程度且希望完全融入西班牙大学的学生所设计
的。参加此学习计划的学生可以跟西班牙大学的学生一样，直接注册欲学习的课程。

学习商业专业的学生：如果你正在学习商业专业，但是西班牙语表达能力并不优秀，不用担心，很多商业科
目我们也提供用英语授课。

 

日期:
春季: 一月 – 六月

秋季: 九月 – 十二月

报名截止日:
秋季: 六月初

春季: 十月中

 

包含:
-介绍会和迎新酒会。
- 最多五门科目 (共30个学分) 或四门科目+一个西班牙课程学习计划
课程
- 四个文化活动。
- 使用电脑室许可。
- 使用图书馆许可。
- 使用体育设施许可 (健身房需额外付费)
- 到附近景点一日旅游费用优惠。 (科尔多瓦、龙达…等)
- 欢送酒会。
- 巴布罗 德奥拉维戴大学颁发的正式学习证书。

欲参与该计划的学生，学期成绩必须达到平均分最低分2.90 (满分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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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语言课程学习计划  
 
此西班牙语课程是专门针对想要在大学环境中学习或提高他们的
西班牙语程度的学生所设计。大部分的课程提供每天三小时的西
班牙语课，内容包含语法、听力、写作和会话练习。参与此学习
计划的学生，将会完全沉浸在注重加强语言学习的环境里。本课
程计划主要的目标是开发及应用学到的所有技能。除非特别注明
需求，原则上每班学生人数为8～16人，上课时间从周一到周五，
提供的程度分为：初级、中级和高级
 

社交及文化活动
 
为了让学生完全融入到塞维利亚的文化和大学环境里，国际中心
举办多样化的课外活动：参观塞维利亚的纪念碑和博物馆、电影
放映、体育赛事…等等。一学期中，每个月我们为您们至少安排
一项课外活动。本中心还协助提供西班牙学生与国际学生进行语
言交换的联系。本大学提供优惠价格的额外活动，如：佛朗明哥
课、西班牙吉他课、健身课…等等。
 
 

塞万提斯学院会员 
本国际中心在2008年被正式认定为塞万提斯学院认可中心。
请上我们的官方网站下载入学申请表格 (www.upo.es/intl)。课堂上老师会提供上课教材，但学生需要购买课本。 
 

西班牙语密集课程（九月） 
日期: 九月初 (一星期)
报名截止日: 七月初
包含:
- 每天三小时西班牙语课
- 文化活动
- 巴布罗 德奥拉维戴大学颁发的正式学习证书 
 

西班牙语密集课程（一月） 
日期: 一月中 (两星期)
报名截止日: 十二月初
包含:
- 每天三小时西班牙语课
- 文化活动
- 巴布罗 德奥拉维戴大学颁发的正式学习证书 
 

夏季西班牙语密集课程 
日期: 五月-六月 和 六月-七月 (每梯次三星期) 
报名截止日: 四月初和五月初
包含:
- 45小时课程 (6个学分)
- 文化活动
- 巴布罗 德奥拉维戴大学颁发的正式学习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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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17 学年
日期和费用

西班牙语言课程学习计划 （2016年九月 ） - 175 欧元

日期: 2016年9月5 - 9日

报名截止日: 2016年7月4日

西班牙课程学习计划（ 2016年秋季） - 2,125 欧元

日期: 2016年 9月12日 – 12月20日

报名截止日: 2016年6月6日

大学整合学习计划（2016年秋季） - 1,530 欧元

日期: 2016年9月12日 - 9月20日

报名截止日: 2016年6月6日 

西班牙语言和文化课程学习计划（2016年秋季)-1,685 欧元

日期: 2016年9月12日 – 12月20日

报名截止日: 2016年6月6 日

西班牙语言课程学习计划（2017年一月）- 330 欧元

日期: 2017年1月9-20 日

报名截止日: 2016年12月2 日

西班牙课程学习计划（2017年春季） - 2,125 欧元

日期: 2017年1月23日 - 5月19 日

报名截止日: 2016年10月17日 

大学整合学习计划（2017年春季） - 1,530 欧元

日期: 2017年1月23日 – 5月19日

报名截止日: 2016年10月17日

2017年夏季课程 (第一梯次) - 520 欧元

日期: 2017年6月5日 – 6月23日 

报名截止日: 2017年4月3 日

2017年夏季课程 (第二梯次)- 520 欧元

日期: 2017年6月26日 – 7月14日

报名截止日: 2017年5月5 日

 西班牙寄宿家庭费用（2016）

1 星期: 217 欧元

2 星期: 422 欧元

3 星期: 625 欧元

六个月 (秋季): 2,915 欧元

 

备注：与巴布罗 德奥拉维戴大学签署协同的大学，享有费用特别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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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布罗 德奥拉维戴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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