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的西班牙语

学习西班牙语的七个理由:
它是一门世界广泛使用的语言
它是一门工作语言
它是一门用于贸易往来的语言
它是一门简单易学的语言
它是一门富有魅力的语言
它是一门富含文化底蕴的语言
它是一门带你畅游世界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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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的西班牙语
El espa ol es la segunda lengua mas estudiada del mundo y uno de los idiomas extranjeros que experimenta mayor
porcentaje de crecimiento en este pais, aunque su presencia no es aun significativa y no esta en consonancia ni con la
demanda existente ni con las estrechas relaciones entre China y el mundo hispano.
La Consejeria de Educacion de la Embajada de Espa a tiene como objetivo impulsar y apoyar la ense anza del espa ol
en el sistema educativo chino. La presencia de la Consejeria de Educacion complementa la labor del Instituto Cervantes
asi como la de las Embajadas de los paises hispanoamericanos.

En China, 58 universidades ofrecen estudios oficiales de Licenciatura en espa ol y 28 de Diplomatura, junto con 8
universidades que ofrecen espa ol en Hong Kong y Macao, sumando en total 22.280 estudiantes en 2013.

Cada vez un numero creciente de instituciones educativas chinas ofrecen cursos de espa ol. Estos estudios pueden
complementarse con estudios en Espa a. El convenio de reconocimiento de titulos entre Espa a y China permite que los
titulos academicos oficiales en Espa a lo sean tambien en China, y facilita cursar estudios en universidades espa olas,
de gran calidad y prestigio. Estudiar espa ol o contar con un Titulo universitario espa ol son ventajas considerables para
acceder a un mercado laboral en alza donde existe una creciente demanda de estos perfiles, aun no muy numerosos.

En primaria y secundaria mas de 70 escuelas ofrecen espa ol, incluyendo Hong Kong, con cerca de 9.000 estudiantes.

全世界有四亿五千万人使用西班牙语。

在美国有三千五百万人
使用西班牙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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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语是21个国家的官方语言，这21个国家共有将近四亿一千万人口。此外，美国有三千五百万人口将西
班牙语作为母语使用，在其他国家还有两千万人口将西班牙语作为母语使用。
西班牙语在文化、政治、经济领域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在网络和科技领域中的使用同样也非常广泛。
在此不断影响之下，学校也积极地展开了西班牙语的教学。在世界上很多地方，学习西班牙语已经成为了必
不可少的教学活动。在美国，西班牙语是最被广为学习的语言。在欧盟国家，学习西班牙语的热潮也是势不
可挡，近年来的学习人数已经翻了一番。
中国已有58所大学开设了西班牙语本科专业，28所大学开设了专科专业。加上香港和澳门开设西班牙语课程
的8所大学，2013年共有22, 280名学生学习西班牙语。

西班牙语是世界上第二大被广为学习的语言。在中国，尽管学习西班牙语的广泛程度还不够，但已成为学习
人数增长最快的外语之一。中国与西班牙语国家的关系日益紧密，对西语人才的需求也不断增加，因此，学
习西班牙语的人数应该更多。
西班牙驻华使馆教育处的主要工作目标是在中国教育体系中推动和支持西班牙语教学的发展。教育处也会同
北京塞万提斯学院以及其他西语国家使馆全力合作。
越来越多的中国院校开设了西班牙语课程。同学们完成这些课程后，还可以到西班牙继续学习。西班牙和中
国签署的学历学位互认协议使西班牙的官方学历学位在中国也获得相应的承认，该协议的签署也为中国学生
到西班牙大学学习提供了便利。西班牙大学注重教学质量，广富盛誉。学习西班牙语或取得西班牙大学的学
历学位对于就业来说具有很大的优势，因为市场需求在不断增加，而西语人才的数量却不能满足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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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香港在内，全国共有70所中小学开设了西班牙语课程，共有近9,000名学生。

在西班牙语为官方语言的国家共有四亿一千
数据为概数，来自2010年9月《各国基本国情收集》。
这里将所有西班牙语为官方语言的国家的人口都算作西班
牙语使用者人数，尽管在有些情况下西班牙语并非其母
语。

万西班牙语使用者。
在西班牙语不是官方语言的国家还有超过三
千万西班牙语使用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