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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

作为国际化院校的副院长，我们欢迎您来到马拉加大学。一所年轻但成熟的大学，面对令人

兴奋的国际化挑战与有能力和资源成为国际学术标杆机构的信念。国际西班牙语中心，通过

开展多项计划和活动，已连续多年为作马拉加大学国际政策的重要角色的一员。

很幸运，本机构位于一个古老的城市，无论是其地中海西部沿岸的战略位置，还是优越的气

候条件，里一直是文化吸引力的焦点。腓尼基人，罗马人和穆斯林对这里充满渴望与热爱，

留下了众多古迹，风俗，或许还有活泼，开放，热情的民族性格。

但马拉加还是一个现代化和国际化的城市，交通便利，城市服务齐全，当地居民和游客都享

受着令人羡慕的生活方式。出于这个原因，它仍然是吸引外宾注意力的焦点，继续热爱马拉

加，并成为这里的居民。

因此，作为副校长和一个马拉加人，我相信你会享受在这里的经历，离开之后还会想回到这

个诺贝尔奖文学奖得主维森特•亚历山德拉所赞誉的“天堂之城”。

永远欢迎你们。

苏珊娜•卡布雷拉•叶托

国际化中心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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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

欢迎来到马拉加大学西班牙语国际中心。

自1947年成立以来，CIE-UMA提供了西班牙语作为外语教学的高品质体验。结果证明了这一

点：近七十年的历史是对我们的教师，员工，管理和服务，以及学校管理团队的最好回报。

我们每日的承诺就是专注发展一系列广泛总部提供的课程与计划，我们的总部设在首府的标

志性区域埃尔帕洛。

CIE-UMA的理念尊崇所属马拉加大学国际化院校的准则，解决了国际化和多元文化的时代需

求。精心设计的马拉加大学的战略计划适应我们中心的学术需要，有助于我们完善课程的提

供和西班牙语的教学质量：世界的语言，几亿人的母语，全球性的语言，尤其是高级职业目

标。

这是我们每天都在从事的激动人心的工作，这种持续的挑战让我们时刻关注我们的学生并满

足他们的需求和求知欲，遵守与最负盛名的国际性大学，代理机构和CIE-UMA相关单位达成

的协议，以及完成我们的培训项目计划。

所有这一切，从地中海的心脏走向世界。马拉加使我们特别容易达到目标：这是一个提供高

层次多元文化氛围的城市，商业机会、文化、博物馆、贸易和旅游业的聚集地，一个面朝未

来却不遗忘历史的城市，民族的大熔炉和连接其他文化的理想桥梁，接近非洲又和欧洲与拉

丁美洲紧密联系。得益于国际机场，宏伟的高速铁路网和海陆运输网，马拉加拥有最佳的物

流基础设施，使其成为轻松抵达的目的地。

CIE-UMA结合了西班牙传统经验与全方位多功能的西班牙语精神，现代化且充满活力。我们

希望成就自己，我们希望向所有来访者展示，并他们与我们分享难忘的经历。

乔瓦尼•卡普拉拉

学院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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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心设施与服务 (埃尔帕罗校区, 省会马拉加)
• 教学楼： 2.000 m2, 两层。

• 接待厅： 学生，讲座，DELE考试等活动的接待了充足的空间。

• 教室： 25 间(带分配间和多功能设备 ).

• 教师休息室。

• 阅读室：学习和阅读及参考资料的空间。

• 庭院：两个室外庭院，位于建筑物内。

• 多元文化教室：课外活动，复习，学习，生活和休息空间。  

• 秘书处：办公室和信息管理。

• 网络：提供给本中心注册的学生。

• 计算机房：我们的学生专用。

• 会议室。

• 自动贩卖机。

2. 本中心周边服务
• 公交车站： 距离中心50米,位于Avda. de Juan Sebastián Elcano 大街(班车线路11, 3 和N-1).

• 的士站： 同样位于 Avda. de la Estación de El Palo, 在本中心正前方.

• 邮局： 距离中心50米,位于Avda. de Juan Sebastián Elcano 大街178号.

• 埃尔帕洛海滩： 距离本中心100米, 有餐饮服务, 部分与CIE-UMA有协议.

• 警察局： 距离中心450米,位于Avda. de Juan Sebastián Elcano 大街149号.

• 健康中心： 距离中心250米,位于Avda. de Salvador Allende大街159号.

• 埃尔帕洛城市集市： 距离中心250米, 位于calle Alonso Carrillo de Albornoz大街3号.

3. 课外活动
• 联谊活动和会议： 提前向学生通知。

• 导游参观： 马拉加的历史和纪念场所和我市其他具有社会经济意义的地点以及休闲场所。参见28日和29页的详细信息。马拉加的历史

和纪念场所和我市的。

• 出游： 马拉加和其他安达卢西亚省的最有趣的城市。出游由本中心专业教师指导，解释相关的历史和艺术方面的问题。

• 语言交流： 本次活动包括西班牙学生，将及时提前通知。

以上活动产生的费用，若不包含在注册中，将即使提前通知。

4. 学术教学方法
• 马拉加大学西班牙语国际中心是塞万提斯学院认可的中心。

• 西班牙语国际中心的教师为博士和硕士，在西班牙语外语的专门教学方面资历深厚。

• 课堂上各种材料和各种音像技术支持相结合。

• 学生可以通过马拉加大学虚拟校园和专门辅导课程来扩充知识，进行练习和解决课堂上的疑问。

• 学生为获取信息购买的教学材料，价格不包含在所选课程内。

• 文化调解：专门计划，有利于我们学生的一体化进程。

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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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医疗保险和健康保障
• 包含在课程注册费用内。

6. 住宿
本中心向提出声请的学生提供住宿选择，包括家庭住宅以及合租公寓。

住宿类型

家庭单人间
半膳待遇

全膳寄宿

公寓单人间
住宿, 网络,

清洁,生活必需品

小区住宅 全膳寄宿

长期居住, 查询价格 alojamiento@fguma.es

班车服务（往返）：50€

7. CIE-UMA 学生情况(2015)
CIE-UMA感谢来自各大洲和60个不同的民族的1689名学生对我们的信任，参与了2015年提供的20门课程与计划。

生源地 国家

欧洲 33

亚洲 13

美洲 4

非洲 9

大洋洲 1

合计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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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想在短时间内学习或提高你的西班牙语在这是理想的选择。在课程结束时（每月或每两周），通过互补性活动，你能够理解并在日

常生活中使用西班牙语，更多地了解西班牙文化。

•	 强化课程每月学时: 90 学时

•	 小组学生人数: 8 - 14人

•	 学分: 9

•	 费用: 799 €

• 预留费 (20%): 159,80 €

• 注册费(80%): 639,20 €

•	 包含:

• 马拉加大学学生卡: 马拉加大学所有场所可以通行

• 医疗保险和健康保障

• 一本课本.

日期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9-31 1-27 1-28 3-21 2-29 5-30 3-28 1-29 1-29 2-30 2-29 1-22

•	 每两周强化课程: 45 学时 (每月前两周)

•	 小组学生人数: 8 - 14人

•	 学分: 4,5

•	 费用: 420 €

• 预留费 (20%): 84 €

• 注册费 (80%): 336 €

•	 包含:

• 马拉加大学学生卡: 马拉加大学所有场所可以通行

• 医疗保险和健康保障

• 一本课本.

日期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9-19 1-13 1-13 3-14 2-12 5-15 3-13 1-11 1-14 2-13 2-14 1-18

其他相关信息 (每月或每两周的强化课程):

•	 认证 (包含在注册费用内): 马拉加大学校方证书。 要获得证书出勤率必须达到80%，并通过期末水平测试。若缺席, 学生出勤率低于

80%将获得出席证书。

•	 课程时间:周一至周五，  9:00 至13:00 。 为达到计划学时数，课程初始几日的上课时间为9:00 至14:00 。

•	 等级:欧洲标准共同框架提供了六个等级  (A1, A2, B1, B2, C1 和 C2), 经过水平分级测试后，达到最低要求的学生人数。

在课程开始的最初两小时进行水平分级测试。

课程最后三小时进行水平达标测试。

1.
西班牙语强化
课程



西班牙语国际中心
2017年课程与计划

8

2.
暑期课程

活动与参观相结合的西班牙语课程，了解和享受太阳海岸的首府及其周边地区。

•	 每月学时: 80小时

•	 小组学生人数: 12 - 18人

•	 学分: 8

•	 费用: 690 €

• 预留费 (20%): 138 €

• 注册费 (80%): 552 €

多种注册方式

2个月 3个月 4 个月

1.352 € 2.000 € 2.642 €

•	 包含:

• 马拉加大学学生卡: 马拉加大学所有场所可以通行

• 医疗保险和健康保障

• 一本课本.

日期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5-30 3-28 1-29 1-29

其他相关信息：

•	 认证 (包含在注册费用内): 马拉加大学校方证书。 要获得证书出勤率必须达到80%，并通过期末水平测试。若缺席, 学生出勤率低于

80%将获得出席证书。

•	 课程时间:周一至周五， 10:00 至14:00 。 为达到计划学时数，课程初始几日的上课时间为9:00 至14:00 。

•	 等级:欧洲标准共同框架提供了六个等级  (A1, A2, B1, B2, C1 和 C2), 经过水平分级测试后，达到最低要求的学生人数。

在课程开始的最初两小时进行水平分级测试。

课程最后三小时进行水平达标测试。



西班牙语国际中心
2017年课程与计划

9

3.
西班牙文化学习
课程

第70期西班牙文化学习课程。为长期的西班牙语言课程，结合西班牙语的学习以及西班牙文化（文学，历史，艺术，地理和社会）的教

学。

•	 每学期: 225 小时

•	 学生小组人数: 9 - 15人

•	 学分: 22,5

•	 费用: 1.890 €

• 预留费 (20%): 378 €

• 注册费 (80%): 1.512 €

•	 包含:

• 马拉加大学学生卡: 马拉加大学所有场所可以通行

• 医疗保险和健康保障

• 每学期2本课本。

日期

第一学期 第二学期 第三学期 第四学期

1月9日- 3月29日 4月3日-6月28日 7月4日-9月20日 10月2日- 12月22日

其他相关信息：

•	 认证 (包含在注册费用内): 马拉加大学校方证书。 要获得证书出勤率必须达到80%，并通过期末水平测试。若缺席, 学生出勤率低于

80%将获得出席证书。

•	 课程时间:周一至周五， 10:00 - 14:00 。为达到计划学时数，节假日的月份，课程时间调整为 10:00 - 15:00。 

•	 等级:欧洲标准共同框架提供了六个等级  (A1, A2, B1, B2, C1 和 C2), 经过水平分级测试后，达到最低要求的学生人数。

课程第一天进行水平分级测试。

课程最后一天进行水平达标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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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高级讲习班

每周的西班牙语和文化课程，适应40岁以上学生的兴趣和需求。

•	 课程每周: 34 学时

•	 小组学生人数: 3 - 6人

•	 学分: 3,4

•	 费用: 894 €

• 预留费 (20%): 178,80 €

• 注册费 (80%): 715,20 €

•	 包含:

• 马拉加大学学生卡: 马拉加大学所有场所可以通行

• 医疗保险和健康保障

• 一本课本.

日历

第一周 第二周 第三周 第四周 第五周

一月 9-13 16-20 23-27

二月 6-10 13-17 20-24

三月 6-10 13-17 20-24 27-31

四月 3-7 18-21 24-28

五月 2-5 8-12 15-19 22-26

六月 5-9 12-16 19-23 26-30

七月 3-7 10-14 17-21 24-29

八月 1-4 7-11 14-18 21-25

九月 4-7 11-15 18-22 25-29

十月 2-6 9-13 16-20 23-27

十一月 6-10 13-17 20-24

十二月 11-15 18-22

其他相关信息:

时间表

9:00 - 10:50 西班牙语

11:10 - 13:00 会话

17:00 - 19:00 讨论会和文化活动

•	 认证 (包含在注册费用内): 马拉加大学校方证书。 要获得证书出勤率必须达到80%，并通过期末水平测试。若缺席, 学生出勤率低于

80%将获得出席证书。

•	 等级:初级，中级和高级, 经过水平分级测试后，达到最低要求的学生人数。

在课程开始的最初两小时进行水平分级测试。

课程最后三小时进行水平达标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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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马拉加-马德里西
班牙语课程

课程由马拉加大学和马德里康普斯顿大学设计，学生可以在这两所大学完成西班牙语课程，了解两种互补风格的西班牙生活。本课程一个

月在马拉加（85学时），另一个月在马德里（85学时）。

•	 课程时数: 170 (90 horas en Málaga)

•	 每组学生人数最少为: 5人

•	 费用: 1.580 €

• 预留费 (20%): 316 €

• 注册费 (80%): 1.264 €

•	 包含:

• 马拉加大学学生卡: 马拉加大学所有场所可以通行

• 医疗保险和健康保障

• 一本课本.

日期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9-31 1-27 1-28 3-28 2-29 5-30 3-28 1-29 1-29 2-30 2-29 1-22

其他相关信息：

•	 课程时间:周一至周五， 9:00 至13:00 。 为达到计划学时数，课程初始几日的上课时间为9:00 至14:00 。（在马拉加大学）

•	 分期: 学生可在两个城市中任选一个开始这门课程。之后下一个月在另一个城市继续学习。

•	 认证 (包含在注册费用内): 

 • 学科证书: 要获得该证书，出勤率必须达到80%并通过期末水平测试。获得马拉加大学校方校方证书。

 • 出席证书: 要获得该证书，出勤率不得低于80%。

•	 等级:欧洲标准共同框架提供了六个等级  (A1, A2, B1, B2, C1 和 C2), 经过水平分级测试后，达到最低要求的学生人数。

在课程开始的最初两小时进行水平分级测试。

课程最后三小时进行水平达标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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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RASMUS学生和国
际交流学生课程

西班牙语语言课程，巩固，提高，掌握西班牙语的必要的技能，以便于大学课程的理解以及在马拉加大学开始教育和学习的过程。

•	 每月课程: 70 小时

•	 每组学生人数最少为: 15人

•	 学分: 7

•	 费用: 200 €

•	 包含:

• 医疗保险。

• 1 本课本。

日期

二月 九月

1-20 4-22

其他相关信息：

•	 认证 (包含在注册费用内): 马拉加大学校方证书。 要获得证书出勤率必须达到80%，并通过期末水平测试。若缺席, 学生出勤率低于

80%将获得出席证书。

•	 等级:欧洲标准共同框架提供了六个等级  (A1, A2, B1, B2, C1 和 C2), 经过水平分级测试后，达到最低要求的学生人数。

在课程开始的最初两小时进行水平分级测试。

课程最后三小时进行水平达标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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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RASMUS学生和国
际交流学生语言
学强化课程

本课程是专为希望提高自己的西班牙语水平的Erasmus学生和国际交流的学生设计，与马拉加大学各学院的研究相结合。根据不同的需

求，将在 Teatinos 和El Ejido校区开设课程。

•	 学期课程: 45 学时

•	 每组学生人数最少为: 8人

•	 学分: 4,5

•	 费用: 299 €

•	 包含:

• 医疗保险和健康保障。

日期

3月13日 - 5月31日 10月16日 - 12月22日

其他相关信息：

•	 认证 (包含在注册费用内): 马拉加大学校方证书。 要获得证书出勤率必须达到80%，并通过期末水平测试。若缺席, 学生出勤率低于

80%将获得出席证书。

•	 等级:欧洲标准共同框架提供了六个等级  (A1, A2, B1, B2, C1 和 C2), 经过水平分级测试后，达到最低要求的学生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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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特定用途西班 
牙语

面向特定经济领域和世界全球化每周开设的课程。

1. 商务西班牙语课程
2. 旅游西班牙语课程
3. 健康西班牙语课程
4. 工程西班牙语课程

•	 学时: 29

•	 每组学生人数: 3 - 6人

•	 学分: 2,9

•	 费用: 735 €

 • 预留费 (20%): 147€ 

 • 注册费 (80%): 588 €

•	 包含:

• 马拉加大学学生卡: 马拉加大学所有场所可以通行

• 医疗保险和健康保障

日历

第一周 第二周 第三周 第四周 第五周

一月 9-13 16-20 23-27

二月 6-10 13-17 20-24

三月 6-10 13-17 20-24 27-31

四月 3-7 18-21 24-28

五月 2-5 8-12 15-19 22-26

六月 5-9 12-16 19-23 26-30

七月 3-7 10-14 17-21 24-29

八月 1-4 7-11 14-18 21-25

九月 4-7 11-15 18-22 25-29

十月 2-6 9-13 16-20 23-27

十一月 6-10 13-17 20-24

十二月 11-15 18-22

其他相关信息:

•	 课程时间: 9:00 - 14:00.

•	 认证 (包含在注册费用内): 马拉加大学校方证书。 要获得证书出勤率必须达到80%，并通过期末水平测试。若缺席, 学生出勤率低于

80%将获得出席证书。

•	 级别：初级，中级和高级。

在课程开始的最初两小时进行水平分级测试。

课程最后三小时进行水平达标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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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商务西班牙语课程
商业全球化催生了大量需要从一种语言到翻译另一种语言的文件。每周的课程包括经济，金融和贸易西班牙语的词汇特征，语法，文体特

征的理论和实践研究。熟知并练习商务沟通战略实践中的专业文体，书面和口头用语。该课程的目标是为学生在不同的专业贸易背景下提

高沟通、实务和文化竞争力，提供所需要的技术，方法和资源。

2. 旅游西班牙语课程
课程旨在巩固和提高旅游职业领域的专业人员或兴趣爱好者的西班牙语水平，通过语言，实务，文化内涵，以及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实践，

适应企业氛围，从容应对该行业的西班牙和拉美机构以及与旅游业相关的任何交际情景。

3. 健康西班牙语
开课程面向已对西班牙语语言有了整体认识，希望在健康科学领域继续学习的学生。满足对健康领域西班牙语的学习和提高感兴趣的学生

需求，同时增强西班牙语的语言竞争力。该课程提供所有的教学/学习技能（阅读，书写，口语表达，书面表达和口头书面交互）。

4. 工程西班牙语课程
开课程面向已对西班牙语语言有了整体认识，希望在工程科学领域继续学习的工程学专业的学生，旨在提高语言、沟通、战略和文化竞争

力，有助于职业工程专业领域的发展，及应对专业交流场合，如与西班牙语界其他专业人士的互动，便于建立专业联系和开展合作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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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教师培训计划

1. 西班牙语作为第二外语的教师方法和文化课程 
（在驻西班牙美国大使馆合作）

为有意在ELE教学方法上提高竞争力并在课堂上直接融入西班牙语语言学和西班牙文化应用的教师而设计的课程。

•	 目标人群：西班牙语作为第二外语专业教学的外籍教师。

•	 学生人数最少为: 5人

•	 课时数: 60

•	 要求西语水平: B2

•	 费用:

• 课程 +全膳住宿（在小区或与家庭居住）: 1700 €

• 单独课程费用: 948 €

•	 日期: 2017年7月3日至21日

•	 包含:

• 医疗保险和健康保障

•	 认证 (包含在注册费用内): 要获得证书出勤率必须达到80%

2. 西班牙语外语教学方法课程（第25期）
该课程的设计旨在跟进了解教学方法的主要趋势，如教学领域相关的最有重要意义的革新。

•	 目标人群: 博士毕业生，硕士毕业生，应届毕业生及本科毕业生，对方法论研究的认知和西班牙语二外教学新技术应用感兴趣的教师。

•	 学生人数最少为: 10人

•	 学时数: 30

•	 学分: 3

•	 费用:

• 非在职人员: 130 €

• 在职人员: 180 €

•	 包含:

• 医疗保险和健康保障。 

•	 日期: 2017年7月10日至14日.

其他相关信息:

•	 课程时间: 8:30 至 14:30 

•	 认证 (包含在注册费用内): 马拉加大学校方证书。 要获得证书出勤率必须达到80%，并通过测试。

•	 内容：课程讲述，个人或集体展示讲座，相应岗位的个人工作会话，与ELE相关的最新创新出版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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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类和/或西班牙文化课程，满足每个学生的需求。

• 费用: 45 €/小时

10.
个人强化课程



西班牙语国际中心
2017年课程与计划

18

11.
定制与专项计划

1. 与国外大学院校的合作计划
根据马拉加大学与世界各地大学签订的协议，我们的西班牙语国际中心在组织和执行这些机构的具体方案上拥有的丰富经验。

最近的项目包括迪金森大学，索尔兹伯里大学和斯佩尔曼大学（美国），四川大学和武汉大学（中国），仁川大学（韩国）。

2. 制定计划
马拉加大学西班牙语国际中心为西班牙语作为第二外语的教学设计各种课程计划，满足来自世界各地的大学，企业及公共和私营机构的具

体要求。

若对这项服务感兴趣，请给我们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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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Dele项目计划

1. DELE考试的语言准备课程
课程旨在通过练习和官方模拟测试，掌握必要获得由塞万提斯学院颁发的证书的技能。

•	 课时数: 20

•	 每组学生人散: 5 - 10人

•	 等级: A1-C2

•	 费用: 200 €

•	 包含:

• 马拉加大学学生卡: 马拉加大学所有场所可以通行

• 医疗保险和健康保障

日历和费用

三月-四月 四月-五月 六月-七月 九月-十月 十月-十一月

200 € 200 € 200 € 200 € 200 €

其他相关信息:

•	 课程时间: 15:30 - 17:00  (星期一,星期三和星期四 ). 

•	 认证 (费用包含在注册内): 出席证书。要获得该证书，出勤率必须不低于80%。 

2. DELE考试 (西班牙语水平考试) 
(与塞万提斯学院合作)

马拉加大学是塞万提斯学院授权举办西班牙语水平考试的机构。

费用

 A1等级  A2等级 B1等级  B2等级 C1等级 C2等级

108 € 124 € 160 € 188 € 197 € 207 €

2017考试安排 注册日期 等级

2月10日 2016年11月15日至2017年1月11日 A2

4月7日 2016年11月15日至2017年2月15日 A1, A2, B1, B2, C1

5月12日 2016年11月15日至2017年3月29日 A1, A2/B1 (针对青少年学生)

5月13日 2016年11月15日至2017年3月29日 A1, A2, B1, B2, C1, C2

7月14日 2016年11月15日至2017年5月24日 A1, B1, B2, C1

9月15日 2016年11月15日至2017年8月2日 A2

10月13日 2016年11月15日至2017年8月30日 A2, B1, B2

11月24日 2016年11月15日至2017年10月11日 A1, A2/B1 (针对青少年学生)

11月25日 2016年11月15日至2017年10月11日 A1, A2, B1, B2, C1, 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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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英语授课科目

面向希望完全用英语授课的外国学生，课程涉及商业，文化，艺术，西班牙语社会和工程，与西班牙语课程相结合。

•	 课时数: 45

•	 每组学生人数: 5

•	 学分: 4,5 学分

•	 费用: 614 €

• 预留费 (20%): 122,80 €

• 注册费 (80%): 491,20 €

•	 包含:

• 马拉加大学学生卡：可以在大学所有场所通行。

• 医疗保险和健康保障。

•	 认证(包含在注册内): 马拉加大学校方证书。要获得该证书，出勤率必须不低于80%，并通过水平测试。

注册之前，请详询可用的预留学位和日期。

日历

第一学期 第二学期 第三学期 第四学期

1月8日  - 3月31日 4 月4日 - 6月21日 6月4日  - 9月22 日 10月3日 -12月 22日 

人文学科领域

1. 从埃尔•格列柯到毕加索：西班牙绘画大师

埃尔•格列柯、委拉斯开兹、戈雅和毕加索的作品同西方艺术一样在西班牙历史上是至高无上的。 该课程将帮助学生理解在社会历史背景

下创造的艺术价值。 

2. 西班牙艺术和建筑

此课程首先简要介绍如何分析艺术（绘画和建筑学），然后再由讲师讲述与此有关的艺术运动和艺术家，最后是学生自己按照讲师选定的

艺术家和主题创建报告。

3. 西班牙的基督教徒、犹太人和穆斯林

学生需要从政治、经济、宗教、文化和艺术因素方面分析这三种复杂的宗教关系在伊比利亚半岛的演变过程。

4. 跨文化管理

为了学习在国际商业环境中有效管理的真实文化影响，将为这些想要从跨文化研究和工作经验中受益的群体提供一个平台。

5. 跨文化心理学

学生通过此课程从文化影响人类行为、跨文化转型以及外来文化对学生自身挑战三方面进行理论和实证研究，最终实现将这些经验和新知

识运用到多元文化的工作环境中。

6. 北美性别歧视和西班牙裔世界：跨文化视角

此课程追溯从欧洲起源的两性关系的论述在北美和拉丁美洲的演变。课程着重于不同文化和政治因素来帮助我们以不同的方法解释西班牙

和盎格鲁-撒克逊社会之间的性别关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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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和社会科学领域

1. 犯罪社会学

犯罪社会学分析以下几个方面：文化规范、规范的时空变化、强化方式以及它们如何决定社会生活与打破规范对个人和社会造成的影响。

2. 旅游管理中的信息技术

了解信息和通讯技术（ICT）并运用于旅游业。

3. 国际金融

基础课程将为学生提供学习工具及方法以分析和理解国际经济问题与遇到的困难。

4. 国际营销

该项目旨在为学生提供简介并使其理解国际市场商业操作中的复杂问题，尤其要关注文化差异的影响。每一章节都为学生们提供了相关材

料。

5. 国际关系：西班牙是通往欧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之门。

该课程主要是让学生熟悉全球化转变。通过分析维持良好的当地和国际水平关系的内在困境， 学生可以查阅20世纪、冷战时期的发达国

家的历史记录以及苏联解体后的平衡变化。

6. 社会研究方法

该课程为学生提供如何展开社会调查的学习机会。在本课程的学习中，学生将经历社会研究的不同阶段。

7. “大哥式”的竞争关系： 一种劳动合同关系

劳动合同制度的法律分析。学习和了解工人和雇主，关注有关两者的合法行为的法律要求。

8. 欧盟及其当代挑战

该课程基于现状为未来共同工程打开一扇关键性的窗口，涉及内容远大于历史事件的历史、政治机构运作以及经济一体化这几方面。

9. 良好、正确和公平的方面：工业关系的目标是什么？

有关产业关系配置的调研发展工作。共融经济分析和共同经济利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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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学领域

1. 算法： 设计与分析

设计技巧和有效算法分析，尤其强调实践中的实用方法。

2. 游戏中的人工技能

人工智能初级课程。内容涵盖人工智能基础、智能代理、启发式搜索算法、对抗游戏策略、强化学习和神经网络系统。

3. 自动控制

自动控制原理、线性系统、数学工具、转换函数、时间响应和稳定性、控制系统分析与设计、工程应用。

4. 生物计算建模

生物系统建模原理、生物系统数学建模、计算建模工具、生物系统多元物理模型、生物系统控制建模、生物系统建模。

5. 计算机设计和硬件/软件接口

该课程主要是为理解现代计算机设计和组织以及硬软件之间的连接的相关知识。

6. 并发和并行程序设计

并发程序设计、线程、C语言软件工程师、并行程序设计、多核心技术。

7. 数据通信网络

该课程通过通信网络原理帮助理解如何建立和运作网络以及关注互联网和局域网。主题涵盖从物理层（例如数字和模拟传输以及多路技

术）一直到应用层面的终端客户服务。

8. 不限于计算机科学的数据库查询

关系数据库已成为信息存储标准。 直到最近，数据库存储仅限于电脑技术人员使用。然而，如今任何一种领域的专家都有能力在其专业

领域深入分析数据管理。

9. 通过C语言开发.NET应用程序

C编程语言是专门为微软强大网络平台设计的通信领域最流行的程序设计语言。C语言已是一种应用于操作系统的选择性语言，使其与互联

网网络结合以及运用于动态服务器界面网络应用程序。该课程可帮助新手成为具有一定能力的Visual C# 开发者。

10. 信号处理基础

信号与系统是对模拟电子和数字信号处理的介绍，是工程系统在很多领域不可忽视的部分， 包括地震数据处理、通信、语言处理、图像

处理、国防电子、消费性电子产品和消费品。

11. 基于FPGA的 数字系统设计

基于可编程序逻辑的数字系统设计。

12. 程序设计基础

计算机编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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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数字信号处理的计算机硬件平台

数字信号处理系统设计基于硬件平台，含数字信号处理系统和门阵列。

14. 智能系统

人工智能数据库系统基础课程，涵盖符号和计算的智能处理。

15. 计算机视图概论

计算机因为算法和途径有能力通过传感装置（通常为照相机）捕捉图像提取世界信息并且连接至计算机。

16. 使用Matlab的数字信号处理的介绍

数字信号处理广泛应用于语言和图像处理以及现代通信接收器。该课程通过理论实践方法进行数字信号处理，并以大量数学软件Matlab实

例说明理论概念。

17. 微机器人学（基于机器人的宏观控制）

该课程基于机器人设计探讨微处理器，并且主要从电子学和机械学等较低层面关注设计。设计过程从部件选择到单片机编程，以实现功能

原型。

18. 网络式和分布式计算机系统

计算机网络分层结构。 基础协议功能，例如寻址、多路技术、路由、转发、流控制、重复传输错误校正方案和拥挤控制。连接、网络和

运输层协议标准概观，再是自下而上的方法以及无线移动网络简介。本课程还将通过C语言的应用程序编程接口和Java编程语言在网络课

程中传授实际经验。

19. 视频游戏物理学

物理学、计算机模拟和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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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学领域

1. 建筑与景观

这学期实施的项目内容、分析与干预主要关注现有的城市和自然环境的干预，从而整体规划环境和城市同时经历连贯的整体设计流程的不

同阶段，包括城市研究阶段以及建筑和细节设计。

2. 工作室6

该课程将呈现两种不同的项目挑战。第一个练习是创设一个小型受控、概念上的项目研究室，并将光线、形状、空间等基本主题考虑在

内。课程鼓励学生创造性地自由探究多样的建筑变量以实现最终的设计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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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RECCIÓN

国际化学院副院长

• SUSANA CABRERA YETO苏珊娜•卡布雷拉•叶托: 马拉加大学经济学博士，瓦伦西亚理工大学环境和规划专家，佛罗伦萨大学经济

学和文化财产管理专家。

系主任

• GIOVANNI CAPRARA乔凡尼•卡普拉拉： 锡耶纳大学硕士学位（意大利），在马拉加大学进行博士学位研究。获得马拉加大学批准

的语言学硕士学位。是西班牙语语言学系，意大利语语言学系，浪漫主义文学系，文学理论系与比较文学系的成员。发表过多篇著作

如Cuentos que cuentan，以及神秘和侦探文集，语言的解释和口语理解教材（西班牙语 - 英语 - 意大利语）和语言差异，翻译与文

化，后者由Peter Lang出版社出版。致力于安德烈•卡米莱里的作品翻译研究。翻译了多部和西班牙作家的作品（意大利语 - 西班牙

语 - 意大利语）。杰出博士奖（2012年）。Rhesis y AnMal Electrónica杂志Quaderni camilleriani 的责任编审。

学术协调员

• ANTONIO HIERRO MONTOSA安东尼奥•耶罗•蒙多萨: 马拉加大学西班牙语言学硕士，马拉加大学资深研究员。欧洲共同框架（C2

）练习册的作者，ELE教学的作者，西班牙语课堂教学练习册的合作编纂者，欧洲共同框架（C1）练习册的作者，西班牙语手册1,3以

及分级教材的作者。

师资队伍

• MONTSERRAT PONS TOVAR蒙塞拉特•庞兹•托瓦尔: 马拉加大学西班牙语言学和古典语言学博士。塞维利亚规章语言研究报告学条

例和多篇语言学文章和ELE教学的作者。

• EUGENIA LEÓN ATENCIA尤金妮娅•莱昂•艾登西亚: 马拉加大学西班牙语言学博士。Dar que hablar：语言练习的对话建议，玛丽

亚•维多利亚•艾登西亚诗歌，低沉的汽笛（诗集）和语言学文章的作者。

• CARLOS JAVIER DUARTE DUARTE卡洛斯•哈维尔•杜阿特•杜阿特: 马拉加大学西班牙语言学博士，马德里内布里哈大学外语语言

教学硕士。

• LAURA ESTEBAN ASENCIO劳拉•埃斯特班•阿森西奥: 马拉加大学翻译和笔译博士。多篇语言学文章作者。

• MARÍA DOLORES MARTÍN ACOSTA玛莉亚•多罗雷斯•马丁•艾科斯塔：马拉加大学西班牙语言学博士，2009年度马拉加人类学研究

奖。进阶练习5和6的合作者。

• SALVADOR PELÁEZ SANTAMARÍA萨尔瓦多•佩拉尔兹•圣玛利亚: 马拉加大学西班牙语言学博士，著有文学学术论文，语言学分析

的资深研究员。欧洲共同框架（C2）练习册的作者，欧洲共同框架下的西班牙语外语教学的合作者，西班牙语手册Vale, 1, 2 ,3,EFE

旅游手册及方法2 和方法4的作者。

• ÁLVARO GARCÍA GÓMEZ阿瓦罗•加西亚•戈麦斯: 新闻学博士，全球化背景下伊比利亚美洲文化的欧洲英语提名马拉加大学博士。

• MARÍA JOSÉ FERNÁNDEZ DE LOS REYES玛莉亚•何塞•费尔南德斯•德罗雷耶斯: 西班牙语语言学博士和生物学博士。马拉加大学

西班牙语外语教学硕士。

• YOLANDA DOMÍNGUEZ TRUJILLO约兰达•多明戈斯•特鲁提略: 马拉加大学西班牙语言学硕士，马拉加大学资深研究员，ELE教学

相关文章作者。

• JOSÉ MANUEL RODRÍGUEZ PAVÓN何塞•努曼埃尔•罗德里格斯•帕冯: 马拉加大学西班牙语言学硕士。

• PURIFICACIÓN ZAYAS LÓPEZ普利非卡•扎亚斯•洛佩兹：马拉加大学西班牙语言学硕士，马拉加大学词典学和社会学资深研究员，

马德里内布里哈大学西班牙语外语教学专家，方法2的作者。

• FRANCISCA CÁRDENAS BERNAL弗朗西斯•加德纳斯•本纳尔: 马拉加大学的西班牙语语言学硕士。主动词汇（2卷）作者和西班

牙语外语教学的合著者，欧洲共同框架（C1）活动册和方法1，3的合著者。

• BEATRIZ PONS TOVAR贝阿特利兹•庞兹•托瓦尔: 马拉加大学历史硕士，地中海地区性别关系、社会与文化资深研究员。

CIE-UMA
教师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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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SEFA GARCÍA NARANJO荷西法•加西亚•纳兰霍: l马拉加大学的西班牙语语言学硕士，学习度与西班牙语教学由马德里内布里

哈大学西班牙语外语教学专家。文化故事文集（3卷），合着者，其他西班牙语课堂教学活动书和一系列分级读物作者。

• MARÍA BELÉN GARCÍA ROMERO玛莉亚•贝伦•加西亚•罗米罗•: 马拉加大学西班牙语言学硕士，渥太华大学现代语言硕士。欧洲共

同框架西班牙语外语教学和（C1）活动册合著者。

• FRANCISCA MIRANDA PAREDES弗朗西斯•米兰达•帕雷德斯: 马拉加大学西班牙语言学硕士，西班牙语外语教学硕士。欧洲共同框

架西班牙语（B2）合著者。

• ELENA NAVARRO OTERO艾莲娜•纳瓦罗•奥特洛: 马拉加大学西班牙语言学硕士，西班牙语外语教学硕士，西班牙语高等研究硕

士。

• DANIEL MORA CABELLO丹尼尔•莫拉•卡贝罗: 马拉加大学教育学硕士，音乐教育和西班牙语外语教学文凭。教学文章和弗拉门戈

吉他演奏家研究作者。

• SANDRA RECHE DELL’OLMO桑德拉•雷切•德奥尔默: 马拉加大学广告公共关系学硕士，西班牙语外语教学硕士。

• FELISA RAMOS DÍAZ菲丽萨•拉莫斯•迪亚斯: 马拉加大学西班牙语言学硕士，西班牙语外语教学专家。

• ROSA GARCÍA PIMENTEL罗莎•加西亚•皮门特: 马拉加大学古典文学硕士。欧洲共同框架西班牙语课堂活动册和西班牙语外语教学

的合著者。

• BEGOÑA DÍEZ HUÉLAMO贝戈尼亚•迪亚斯•霍拉莫: 马德里康普顿斯西班牙语言学硕士。加西亚•马尔克斯《遇难者的故事》阅读

的关键作者，卡斯蒂利亚语中西班牙语诗歌重要作品的合著者。

• CRISTINA ORTEGA MEDINA克里斯提娜•奥特加•美迪娜: 格拉纳达大学艺术史硕士，安达卢西亚旅游信息技术课程学位。

• ESTHER GARCÍA VÁZQUEZ艾斯特•加西亚•瓦兹凯兹: 马拉加大学西班牙语言学硕士。

• GEMA ZARZUELA JIMÉNEZ赫马•萨尔祖拉•吉门内斯: 马拉加大学西班牙语言学硕士。

• ÁNGELA HERNÁNDEZ SÁNCHEZ安赫拉•埃尔南德斯•桑切斯: 萨拉曼卡大学英语硕士。柏林自由大学语言学和美国文学硕士。布

宜诺斯艾利斯大学E. de la Cárcova 美术绘画文化进修。

• JOSÉ CARLOS GODOY AGUILAR何塞•卡洛斯•戈多伊•阿基拉: 马拉加大学音乐教学专业文凭。

管理与信息

秘书处
• M. CARMEN GORDO JIMÉNEZ, HÉCTOR MORENO CAMPOY, DANIEL ANTONIO VERGE LÓPEZ, SILVIA RODRÍGUEZ GARCÍA 

DE QUIRÓS.

理事会

• JOSÉ CARLOS HARO RAMOS, 何塞•卡洛斯•哈罗•拉莫斯 JUAN LUIS ALCAIDE GUTIÉRREZ, 胡安•路易斯•阿尔卡德•古铁雷斯 
PILAR FERNÁNDEZ LUNA, 皮拉尔•费尔南德斯•露娜 JAVIER JIMÉNEZ GRACIA, 哈维尔•吉门内斯•加西亚 和 MARÍA ASCEN-
SIÓN ROMERO MARTÍN, 玛莉亚•阿森逊•罗米罗•马丁。

维修部

• ANTONIO MIGUEL PALMA RUIZ, 安东尼奥•米格尔•帕尔马•瑞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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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注册不得转让。我们注册课程和计划总体要求明列于下列第1至7节的条件中：

1. 年龄。必须年满16周岁。

2. 学费的组成。所有费用包括预留费和注册费。在开始所选课程或计划之前，必须缴清所有学费（预留费和注册费）。

3. 注册付款。可以选择：

•	  一次性付款：付完全部款项。预备课程，DELE考试， Erasmus学生课程，西班牙语教学课程，浸入式文化和教学法课程至允许一次性

付款。

•	 分两个阶段付款：

• 预留费: 学费的20%。

• 注册费: 学费的80%。

4. 银行账户。无论选择那种注册方式，学费都以现金或银行转账的方式缴纳，无手续费，账户如下：BANCO SANTANDER（桑坦德银行）

Sucursal: Marqués de Larios, 9, 29015（支行：Marqués de Larios, 9, 29015）

Beneficiario: Fundación General de la Universidad de Málaga, Centro Internacional de Español（收款方：马拉加大学总基

金会，西班牙语国际中心）

Número de cuenta: 0049 5204 50 2618591861 （账号 ：0049 5204 50 2618591861）

IBAN: ES1500495204502618591861 （IBAN号：ES1500495204502618591861）

Swift code (BIC): BSCHESMM （银行Swift代码：BSCHESMM）

付款收据应包括学生姓名和注册期。转账时所产生银行增补费用，将在课程开始后退还给学生。

5. 信用卡付款。分两个阶段缴纳学费的付款也可以信用卡，在本中心的秘书处进行。由该付款系统可能产生的银行费用，将由学生个人

承担。

6. 文件。支付预留费时，每个学生都应将以下文件交至马拉加大学西班牙语国际中心 (Avda. de la Estación de El Palo, 4 - 29017 

Málaga) 或发送至邮箱cie@uma.es：

• 已填写的注册申请一份；

• 银行转账或汇入收据复印件一份；

• 护照复印件一份；

• 居民身份证（欧盟公民）或护照的复印件一份。

7. 取消注册。在任何情况下，预留费（学费的20％）将不予退还。要获得注册费（学费的80％）的退款，学生必须在相关课程开始前至

少20个日历日向我们中心的秘书处发出书面通知，并说明取消的原因。逾期则没有任何退款的选择。退还注册费产生的银行费用由学生承

担。

8. 副本。西班牙语国际中心秘书处颁发的证书的每件副本的价格是12€。

9. 学生注册课程费用未包含医疗保险和健康保障的，可以在中心秘书处签订办理。

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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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拉加大学西班牙语国际交流中心为我们的学生提供各种各样的业余时间校外活动。

每周二和周四下午，学生可以学习马拉加更多的西班牙文化和社会的第一手资料。周中下午，我们的教师组织西班牙电影会，西班牙和马

拉加文口语角，以及参观城市名胜如毕加索博物馆，马拉加碉堡高地，当代艺术中心感或在其他城市文化博物馆。

除了周中开展的活动外，我们希望学生也能够利用周末的时间。

因此，每个周六我们都会安排一系列的出游活动，参观马拉加府的其他城市（隆达，安特克拉，马贝拉），了解安达卢西亚的主要首府：

塞维利亚，格拉纳达和科尔多瓦。

如果想参加极限运动，建议通过其他方式来发现我们的海滩，例如潜水，或是前往塔里法（加的斯）冲浪或内华达雪山（格拉纳达）进行

滑雪或滑板滑雪。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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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班牙电影会：提高西班牙语，通过最近成功的西班牙电影作品增进对我们文化的了解。

• 口语角-座谈会：有关西班牙文化和社会等方面的展示或研讨会：历史，节庆，美食，风俗......通过我们的教师进行授课，并留有

给学生讨论、提问和参与的空间。

• 参观马拉加标志性地点：学生在教师的陪伴和引导下参观城市的主要旅游和文化景点：历史中心，博物馆，纪念馆，自然空间......

活
动

另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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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活动大学体育秘书处，包括众多的活动，分为：健康维护活动活动，课程运动，自然活动，儿童和青年活动，和水上活动。

• 高尔夫

• 板球

• 网球

• 潜水

• 普拉提

• 健身房

活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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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活动在周末举行。活动价格为我们学生专门设计。 

• 出游目的地通常为:

⋅⋅ ⋅·隆达 ⋅·

⋅⋅ 安特克拉⋅·

⋅⋅ 马贝拉 ⋅·格

⋅⋅ 拉纳达⋅·塞

⋅⋅ 维利亚 ⋅·科

⋅⋅ 尔多瓦

• 根据季节开展的极限运动:

⋅⋅ ⋅·滑雪 / 滑板滑雪 内华达山脉（格拉纳达）

⋅⋅ ⋅·冲浪 / 风筝冲浪 塔里法（加的斯）

⋅⋅ ⋅·潜水 / 桨式冲浪 内尔哈（马拉加）

• 根据学生在本中心的停留时间还可参加以下活动:

⋅⋅ ⋅·嘉年华

⋅⋅ ⋅·复活节庆典 ⋅

⋅⋅ ·游艺会

AC
TI
VI
DA
DE
S

EX
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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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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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enida de la Estación de El Palo 大道 4号.马拉加 邮政编码 29017
电话: (+34) 951 952 738 / (+34) 951 952 733 / (+34) 951 952 745
传真: (+34) 951 952 742
发展部电子邮件: idcie@uma.es 
秘书部电子邮件: cie@uma.es

www.uma.es/centrointernacionaldeespano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