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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伦西亚大学简介： 

瓦伦西亚大学是第二所接收外国留学生的欧洲大学。 在上海交通大学对世界各地大学的评

估中，瓦伦西亚大学位于第 201 名。每年在瓦伦西亚大学就读的学生将近 2000 人，总计约

有 45,000人。 2013 年，瓦伦西亚大学获得了欧洲教育计划自治组织（OAPEE）对 2013年

外国留学生机构的荣誉认可，该组织主要分析对国际教育计划的管理。 目前，瓦伦西亚大

学与瓦伦西亚理工大学、科学研究高级中心组成了大学城，一个卓越的国际大学城。 

 

语言学院： 

每年大约有 700 名留学生来语言学院学习。 本院设有 8 个本科学位，6 个官方硕士学位和

3个博士学位。 此外，该学院结合了本身学位中没有的领域，使语言学-文学的教育更加完

善。在语言学、文学理论、阿拉伯和伊斯兰研究、加利西亚-葡萄牙语文献学和斯拉夫语言

学领域就有这种情况。 语言学院还提供了一系列专门的头衔（证书和文凭）面向于线上教

学。 语言学院的领导人 Carles Padilla 直接负责 Decanal 组织。 Ana R. Calero Valera 是对外

关系和参与的副主席，最大程度地负责流动项目。 

 

语言学院内部的格局： 

在语言学院的网页里你可以找到详细的语言学院内部格局分布图， 各个教室和办公室，等

等。 

 

咨询室： 

在语言学院里面有两个咨询室，分别在地下一楼与二楼。如果你们有瓦伦西亚大学的学生账

户，可以通过电脑登录。 当你们入学注册的时候会给你们一个账户名和密码（密码可自行

更改）用来登录虚拟教室，也可以在图书馆里查询书籍，等等。 

 

如何到达瓦伦西亚？ 

1. 选择航空公司 

我们推荐你们可以提早订购飞机票，因为相对来说会更加便宜。推荐你们至少在课程开始前

一礼拜到达瓦伦西亚，因为只有那样，你们才有足够的时间办理入学注册手续和寻找合适的

公寓。 

2. 瓦伦西亚机场和瓦伦西亚地铁 

瓦伦西亚机场位于 Manises，距离市中心 10 千米。推荐乘坐地铁，离学院最近的地铁站叫

“Facultats”。如果你是乘坐火车过来的，你可以在火车站（Eatación del Norte）门口不远处 

乘坐地铁。从机场过来地铁大约花费 5欧元左右，地铁卡可以重复使用，下次购买地铁票时

就不需要再付地铁卡的成本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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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身携带行李还是快递比较好？ 

如果你们选择快递，那么会让你的行程更加舒适，当你们到达的时候行李也会到达。有一些

网站有提供行李快递的服务：  

Packlink   

Sin Maletas  

Serviequipaje   

Mensajería Low Cost 

 

初到瓦伦西亚，如何解决住宿问题？ 

最理想的情况是在你到瓦伦西亚之前就寻找公寓。但是，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所以，我

们给你一些可以预定酒店的网页为了你可以在没有公寓的情况下轻松解决住宿问题：  

Booking   

Hostel Bookers  

eDreams  

我们推荐你尽量选择瓦伦西亚的酒店，因为这更有利于你出行和找公寓。你可以看学生服务

中心（Servei d’Informació i Dinamització dels Estudiants (SeDI)）的网页，那里有提供一些住

房。除此之外，瓦伦西亚大学本身也提供一些在不同的成人大学里的公寓： 

Propios  

Adscritos  

Colaboradores 

 

校园生活： 

在瓦伦西亚，生活费大约 350 欧-450欧/月，如果需要租房，费用会高一些，房租 200欧左

右。 

校区： 

瓦伦西亚大学有三个校区，分别坐落在瓦伦西亚及其周边。 

· Blasco Ibáñez (地铁站：Faculta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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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rjassot-Paterna (有轨电车站台: Burjassot-Godella) 

 

· Tarongers (有轨电车站台: Tarongers, La carrasca) 

学校食堂： 

一般来说，每个系都带有咖啡厅，套餐的价格 5欧-6欧/人。当然，也可以自己带饭或者饮

料，因为其中大部分桌子不需要任何消费就能使用。但是，在 FFTiC，有一部分桌子是专门

提供给那些买了餐厅套餐的人使用的。 

 

餐厅外设有公共微波炉，以便自带饭食的人加热食物。从下午两点开始就会开始排队，很少

有空位，因此建议早一些去餐厅以避开用餐高峰期。 

此外，在 Blasco Ibáñez 校区附近有许多餐厅，这些餐厅种类十分丰富：土耳其餐厅，日本

餐厅，瓦伦西亚餐厅等。这些餐厅的套餐的价格大约 10欧（含饮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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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资料： 

瓦伦西亚大学的图书和资料可供全体学生使用。在图书馆，可以借书或者学习，阅览学术期

刊或者一起合作小组作业。图书馆的开放时间和所在位置可以在这个网址上查询到

https://www.uv.es/uvweb/libraries-documentation-service/es/libraries-

documentation-service-1285867215074.html 

胡安·列格拉人文图书馆位于 FFTIC附近，有许多人文社科资料。进这个图书馆需要瓦伦西

亚大学的学生证。 

如果想要找书，可以使用学校的图书搜索引擎 http://trobes.uv.es/。通过这个搜索引擎，

可以搜索到图书的编号以及所在位置。在线搜索到图书相关信息之后，就可以去相应的图书

馆借书。在图书馆内，有详细的地图有助于找到想要的图书。 

 

校历 

为了了解开课结课的情况以及放假和考试的时间，学校的校历可在以下网址查询

https://www.uv.es/uvweb/uv_students/es/undergraduate-degrees-academic-

information/calendars/academic-calendar-1285852879819.html 

校内体育活动 

学校为运动员以及体育爱好者们设置了体育设施以及各种体育课程，详情可以咨询

https://www.uv.es/sef 

 

入学程序 

1. 第一步：国际关系办公室 

到达瓦伦西亚的第一步就是到国际关系办公室交相应的材料，地址是 Av. Menéndez Pelayo 

nº3 (在负一楼) 

2. 第二步：信息会议 

在到达之前，会收到有关信息会议的地点和时间。这些会议十分重要，请务必出席。会议有

以下这些类型： 

 学校的会议 

 系里的会议（文学，翻译以及传媒系） 

 有关该学位的交流或者合作的会议 

3. 第三步：入学注册 

邮件中除了会议的相关信息之外，还会通知入学注册的时间以及地点。这一步是非常重要的，

在注册之前要确定自己想选择的课程。要确认选择学期，学习小组以及课程时间。于此同时，

选择授课语言也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在瓦伦西亚讲瓦伦西亚语，在瓦大有的课程是用瓦伦西

亚语授课的。无论遇到什么问题都可以与相关专业的负责人联系。 

如何选择小组？ 

在系里的网页上可以看到分组的信息（网页可选语言为西班牙语，瓦伦西亚语以及英语） 

https://www.uv.es/uvweb/philology-translation-communication/en/undergraduate-

https://www.uv.es/uvweb/libraries-documentation-service/es/libraries-documentation-service-1285867215074.html
https://www.uv.es/uvweb/libraries-documentation-service/es/libraries-documentation-service-1285867215074.html
http://trobes.uv.es/
https://www.uv.es/uvweb/uv_students/es/undergraduate-degrees-academic-information/calendars/academic-calendar-1285852879819.html
https://www.uv.es/uvweb/uv_students/es/undergraduate-degrees-academic-information/calendars/academic-calendar-1285852879819.html
https://www.uv.es/sef
https://www.uv.es/uvweb/philology-translation-communication/en/undergraduate-degree-studies/degrees/degree-programmes-offered/timetables-exam-dates-128584812470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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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gree-studies/degrees/degree-programmes-offered/timetables-exam-dates-

1285848124709.html 

能选择其他系的课程吗？ 

首先，是可以选择其他系的课程的；这包括在你的学习协议中，唯一要注意的是至少 50%的

课程是本系的课程。 

4. 第四步：关于课程 

你可以在学校官网查询下列相关信息: 课程时间，任课老师，开课时间以及授课教室。如何

查询，步骤如下: 选择你相对应的学年，将会跳转到一个课表单的页面，在科目名称的右侧

会有一个查看该选项卡的选项，当你点击这一选项链接，你将能查询浏览到关于课程， 任

课老师， 时间表等完整信息，此外我们还能够查询提供相关主题内容的教学指南， 每门课

都有相对应的教学指南， 这份材料主要是的是为了帮助大家了解大致计划和评估方式等。 

 

如何换课: 

如果你想要更改已注册的课程， 你应该去零楼秘书处去申请课程更改及注册。这里要注意

一点，你想要更换的课程或相关专业是否已满员， 应为极有可能出现没有空位的情况，且， 

你更改注册是要经过你原本的系以及想要就读的系的核实同意的，此外你要认识到更改课程

是一种非常手段， 并不能作为一种单纯为了通过考试的方式。 

因此，我们建议你在你第一次注册选课的时候请谨慎对待。 

 

我没有及时赶来报名我该怎么办? 

如果你有特殊情况不能及时抵达瓦伦西亚，不用担心， 首先你应该先去瓦达国际合作与交

流处(步骤一里有提及)报道， 然后你应该去文学院的秘书处，在哪儿他们将会告诉你，你该

如何尽早报名注册， 你可以当天就开始新课程，完全没有必要等注册手续办妥到位后才开

始。 

即使你还没完成报名手续你也应该先上课， 同时你要尽早落实注册到位，要密切关注大学

工作人员给你的指示，要毫不犹豫的向他们提出你的疑惑，告诉他们你遇到的任何困难。 

 

如何延长居留时间? 

为了延长你在这里的合法居留时间， 首先你应该获取原住地的批准，而后你还应当拿到瓦

伦西亚大学相关负责人的许可。当你准备好这些相关的证明后，应将这些材料交给交流办然

后再去系里的秘书处以便完成相应的注册。 

 

语言 

  

在瓦伦西亚有两种语言通行，一种是卡斯蒂利亚语就相当于西班牙的普通话，现如今全球大

约有五亿人使用着西班牙语，他们主要分布在美洲和欧洲。你可以找瓦伦西亚大学语言中心

之类的机构来提高你的西班牙语。在哪里你能找到适合你的课程，同时在当地人们还用着另

一种语言，瓦伦西亚语，这是在瓦伦西亚当地根深蒂固的语言，现如今加泰罗尼亚语也在欧

洲其他一些地区被使用，大约有超过一千一百万人使用着它。就像西班牙语，意大利语，法

https://www.uv.es/uvweb/philology-translation-communication/en/undergraduate-degree-studies/degrees/degree-programmes-offered/timetables-exam-dates-1285848124709.html
https://www.uv.es/uvweb/philology-translation-communication/en/undergraduate-degree-studies/degrees/degree-programmes-offered/timetables-exam-dates-128584812470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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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葡萄牙语一样，它也是拉丁语大家庭的一个分支。在语言政治服务中心开设有适合各个

不同语言水平的课程。 

我们诚恳的建议你好好利用这一机会努力提升学习西班牙语和瓦伦西亚语。 

此外还有一个叫 CAL 的服务中心，这是为了那些想学语言的人提供的服务，在这里你可以

申请教材自学你想学的语言。 

最后我们提醒你，虽然在瓦大学习并不需要通过相关语言测试，但会说基本的西班牙语或者

瓦伦西亚语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帮你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外事办 

在文学院，自 2013 年成立了外事办，我们负责举办一些 Entreiguals 项目的活动，对为入校

新生和预毕业生提供帮助，开展一些知识文化交流活动。 

在每一学期开学之初，我们会特别关注新生的困惑以便他们更好接受适应。 

我们会向诸位说明完成报名的相关步骤，我们会提供关于能帮大家解决可能会遇到的不同官

僚障碍的人的信息联系方式。 

在余下的学年里，我们除了会重视新生和预毕业生向我们提出的疑惑之外，我们还会组织一

些类似于 “Tómate un Speed-Cafenet”的语言交流活动或者一些像“Com veus la Facultat”的集

体参与的活动。 

同时我们还帮助一些导师调整和挖掘新活动，此外我们还会向他们提供一些他们需要到讯息

来完善改进他们的工作。 

这些生活指南是外事办通过联系各导师和参加 Erasmus，Paz 相关项目的学生的建议制定的 

 

联系方式与工作时间表 

 

我们的办公室在本系的零层, 和行政管理办公室一起.我们的工作时间时从早上 11 点到下午

一点半。 

同时你还可以通过 oreip@uv.es 这一邮箱联系我们。 

 

瓦伦西亚的交通 

 

瓦伦西亚是一个有着近 100 万常住民的城市，它的地理位置，地形特征以及气候非常适宜

外出步行或者骑自行车。同时城市的公共交通也非常舒适便捷。 

 

瓦伦的共享单车 

 

在瓦伦西亚有一种非常便捷划算的出行方式，瓦伦西亚的共享单车，通过办卡的方式每年仅

需交 27.12 欧，只要在半小时内归便可享受免费出行随地取车的服务，完全不用担心现今瓦

伦设有诸多取车点。同时我们还有数公里的自行车道供你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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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伦的铁道交通 

 

瓦伦西亚的铁道交通也较为完善为人们出行提供着便利，大大小小的地铁站及有轨电车站联

接着瓦伦各个大大小小的角落及周边地区。你可以在瓦伦各任何地铁站购得票。同样也有一

些自动售票机，你只要选择你需要的票的类型和区域，便可去到你想去的地方。 

规划你的行程和确认地铁时间表很重要，你可以在相关售票点或者官方网站查询相关信息- 

Metrovalencia  

 

瓦伦西亚公交车 

 

城市交通公司同样有着一条覆盖着全城的公交线路，此外，单程票仅需上车购得， 多次优

惠票你可以在任何的报亭小卖部购得。他们的官网是: - Metrovalencia  

 

居留许可 

 

如果你是来自欧盟成员国之外的国家的学生，你应该申请学生签证，学生就是来西班牙裔学

习研究为主要唯一目的无偿的在各个教育中心进行教学活动的人。 

再来西班牙之前你应该像你本国的西班牙大使馆申请签证，你应该出示相关文件证明你已通

过或完成的课业。 

当你到达西班牙以后，你应该向当地的外国人服务处和警察局递交申请来获取在当地的合法

居留身份，你应该递交满足所有相对应要求的文件，同时你应该说明你在这里待的时间至少

三个月， 以及包括你的学习计划及研究计划， 顺便说一点你可以更新你的居留在你之前的

居留过期以后。 

 

 

你可能会感兴趣的链接 

  Facultat de Filologia,Traducció i Comunicació  

  Universitat de València  

  Bibliotecas  

  CAL (Centre d’Autoaprenentatge de Llengües)  

  Centre d’Idiomes de la Universitat de València  

  SeDI (Servicio de Información y Dinamización de Estudiantes)  

  Servicio de Educación Física y Deportes  

  Colegios mayores  

   EMT  

  Metrovalencia  

  Valenbi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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