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特别为中国人制作的大学简介。格拉纳达大学创建于 1531 年，延续了格拉纳达伊斯

兰学校的教育传统。 

格拉纳达城地理位置优越，风景秀丽。南依雪山，坐拥欧洲著名的滑雪胜地；毗邻地中

海，不乏莫德里、阿尔穆涅卡和萨罗布雷涅等海滨。古老的大学正位于格拉纳达城中。 

格拉纳达大学的城市中心校区散落在古城区的不同古建筑中。大学长期以来，不断维护

和修缮着这些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建筑物。在保护传统元素的同时，格大另有四个新校

区，特别值得提及的有健康科技园，与生物医学企业合作，致力于创新，以此来提高医

疗服务质量和推动生物医学的普及。格拉纳达大学在北非，另有塞塔和梅里亚两个校区

（两地为西班牙在北非的海外飞地）。 

格兰纳达大学有超过 60,000 个学士及硕士学生，另外还有 10,000 个学生修读语言及暑期

课程。大学有 3,500 位教授授课，也有超过 2,000 位行政及技术支援的职员。 

2.针对中国的高需求，特别为此类学生而设的课程或学位提供不同程度的西班牙语及英

语课程，其中更有以英文传授的硕士课程。 

格拉纳达大学向留学生提供现代语言教学中心的语言课程，帮助留学生学习西班牙语，

以便后续进入大学修读学位课程（在现代语言教学中心学习，不保证留学生会被学位课

程 100%接受）。 

格兰纳达大学一共提供 75 个全面的学士学位课程，按以下类别分类： 

艺术与人文 15 

社会科学与法律 24 

科学 12 

健康科学 9 

工程与建筑 8 

另外也提供 7 个双学位课程。 
 

如想取得所有有关学士学位的资料，请浏览以下网站=> 
http://www.ugr.university/pages/prospective_students/undergraduatestudents/undergraduat
e-programmes 
 

特别强调： 

西班牙语语言文学学士学位课程 

现代语言与文学学士学位课程 

翻译学学士学位课程 

比较文学学士学位课程 

英语研究学士学位课程 

小学教育学士学位课程 (双语) 
 

格兰纳达大学一共提供 124 硕士学位课程，其中 5 个是双语课程： 

物理与数学硕士学位课程 

环境水力学硕士学位课程 

分子及细胞免疫学研究与进展硕士学位课程 

认知神经及行为科学硕士学位课程 

http://www.ugr.university/pages/prospective_students/undergraduatestudents/undergraduate-programmes
http://www.ugr.university/pages/prospective_students/undergraduatestudents/undergraduate-programmes


数学硕士学位课程 
 

其中 3 个以英语授课： 

ERASMUS MUNDUS 信息和媒体技术的色彩硕士学位课程 

经济学硕士学位课程 

英国文学与语言学硕士学位课程 
 

同时也提供： 

东亚研究硕士学位课程 

西班牙语作为外语教学：语言、文化和方法论硕士学位课程 

西班牙语高级研究硕士学位课程 

中学教育硕士学位课程 （中文课程） 
 

如想取得所有有关硕士学位的资料，请浏览以下网站=> 
http://www.ugr.university/pages/prospective_students/masters_students/masters-
programmes 
 

格兰纳达大学一共提供 27 个博士学位课程。 

如想取得所有有关博士学位的资料，请浏览以下网站=> 
http://www.ugr.university/pages/doctoral_candidates/doctoral_programmes 
 

3.为中国学生提供的服务：网站、寄宿家庭活动、语言支持等。 

格拉纳达大学 

格拉纳达大学的英语网页，为国际学生制作： 

http://www.ugr.university/ 

现代语言教学中心 

现代语言教学中心提供以下的尊贵课程：对外西班牙语课程，西班牙语言课程 (CEH)，西

班牙语言与文化课程 (CLCE), 西班牙语言强化课程 (CILE), 西班牙语言与文化课程(CILYC)，

西班牙语作为外语课程（CELE）. 

除了上面的课程外，现代语言教学中心也提供: 西班牙语作为外语的教学方法论课程(综

合课程与商务课程)、塞万提斯学院的西班牙语水平的考试 (D.E.L.E.)、包括证明具有专业

西班牙语水平与商务西班牙语水平的综合考试。 

现代语言教学中心与格拉纳达大学提供能满足留学生活需要的服务，比如：语言交流活

动、住所服务，组织消遣、文化与体育活动。 

http://www.clm-granada.com/ 

 

国际迎新中心 

国际迎新中心专为国际研究员及教授而设，他们受邀前来格兰纳达大学。我们非常乐意

向他们提供帮助和支持，让他们安定下来，也为他们留在格兰纳达做好准备。对于他们

提出的非学术、对他们逗留在此期间至为重要的问题，我们会尽力解答，并提供资料及

实际的帮助。 

http://www.ugr.university/pages/prospective_students/masters_students/masters-programmes
http://www.ugr.university/pages/prospective_students/masters_students/masters-programmes
http://www.ugr.university/pages/doctoral_candidates/doctoral_programmes
http://www.ugr.university/
http://www.clm-granada.com/


http://internacional.ugr.es/iwelcomecentre 

 

格拉纳达孔子学院 

格拉纳达大学孔子学院为非盈利机构, 按照国家对外汉语教学办公室(汉办)的要求,由格拉

纳达大学和北京大学协同建立,其主要宗旨是推动对中国语言和文化的学习, 在格拉纳达

市和大学领域内开展以上述目的为中心的各项活动,主要方式有开设不同水平的语言培训

班,举办电影周,专题研讨会,讲座以及语言文化工作室等。 

格拉纳达大学作为西班牙研究中国的先驱之一，从 1987 年至今已增设了多种与中国有关

的课程，本孔子学院将借助格拉纳达大学的这一优势，继续满足当今我国社会日益增长

的对中国语言和文化知识的需求。孔子学院将与格拉纳达大学其它部门合作开展所有的

活动，尤其是与格拉纳达大学亚洲研究论坛，以及西班牙和其它国家的孔子学院进行合

作。 

主要办院目标 格拉纳达大学孔子学院的具体计划有： 

• 教授各不同水平段的汉语以满足相应的需求，尤其是举办商务汉语培训班。 

• 汉语教师的培训和进修。 

• 按照中国教育部的要求，为欲进入中国各大学学习者组织每年一度的汉语水平考

试（HSK）。 

• 通过各种专题研讨会、讲座以及各类文化、娱乐活动广泛传播中国文化。 

• 作为与中国文化和社会有关的信息中心和交流中心，为所有在这方面感兴趣的人

服务。 

• 提供学习和传播中国语言和文化的各种材料。 

 

http://institutoconfucio.ugr.es/ 

 

接着播放格拉纳达孔子学院的影片。影片的每位老师和领导人解释格拉纳达孔子学院的

历史：开办时间，教学活动，奖学金，教材，教师，书刊，等等 

影片以西班牙语和汉语录制 （2014 年制作）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5lQKUait4U 

格拉纳达大学每年也为国际学生举行迎新周，帮助国际学生享受他们的留学时间。 

4. 与中国各高校的合作 

北京大学夏令营及春令营 
 

学生交流协议及协作： 

http://internacional.ugr.es/iwelcomecentre
http://institutoconfucio.ugr.e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5lQKUait4U


四川大学 

广东大学 

北京大学 

复旦大学 

上海外国语大学 

苏州大学 

浙江大学 
 

与北京大学的合作始于 1986 年，合作渗透在科技、文化发展和师生交流的各个方面。北

京大学是格拉纳达大学的长期战略合作伙伴。 
 

5. 其他资料 

去年格拉纳达大学通过孔子学院组织了大量推广中国语言和文化的活动 

讲习活动 

* 书法课程:2015 年 6月 9，11，16，18日 

* 中国经典动画片：2015 年 6月 11日 

* 中国传统手工艺：2015 年 7月 

 

文化活动 

* 讲中国故事活动: 2015年 4月 17日 和 5月 8日 

* 传统汉服活动：2015年 5月 27日 

* 上海银发艺术团：2015 年 7月 24日 和 9月 25 日 

* 中秋节活动：2015 年 9月 25日 

* 孔子学院日：2015 年 9月 27日 

* 太极拳活动：2015 年 9月 10和 17日 
 

结构活动 

春节活动：2015年 2月 17日 
 

合作 
 

孔子学院和中华人民共与国驻西班牙大使馆、格拉纳达亚洲研究会、西班牙的另外五所

孔子学院，格拉纳达大学的各个院系、阿尔米亚孔子课堂以及 Granada College 等学校

在不同领域展开合作。 

讲座 

中医讲座：2015年 2月 27日 

中国考古讲座：2015 年 5月 6和 7日 

中西文化交流讲座：2015 年 6月 24日 

鲁迅文学注释讲座：2015 年 11月 16日 

北岛诗歌翻译讲座：2015 年 12月 9和 10 日 
 



展览： 

Francisco Javier Lozano 中国书法展览 

消息发布： 

格兰纳达大学的孔子学院设有一个现代化、定时更新的官方网站，网站以中文、英文和

西班牙语三种中国学生通晓的语言发布消息。通过此网站，孔院的消息得以在社交网站

Facebook、维基百科、YouTube 上发布。为了推广孔子学院，孔院也拍摄及制作了官方

的影片。 
 

奖项： 
 

2015 年 2 月 12 日颁发书法及中国手工艺比赛奖项 

2015 年 3 月 20 日举行本地“汉语桥”比赛 

2015 年 9 月 27 日文学翻译比赛。 
 

其他活动： 
 

2015 年 2 月 4 日 24 位来自 Úbeda 及 Baeza 中学的学生参观孔子学院。 

2015 年 3 月 23 日至 4 月 5 日北京大学春令营。 

2015 年 10 月 14 及 15 日孔子学院参与国际学生迎新活动。 
 

出版物： 

《中西翻译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