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 班 牙 G E C 文 化 教 育 中 心

免高考项目手册



项目介绍

录取标准
1. 西班牙语 B1 水平，（除个别专业可能需要

   B2 等级，如金融、经济等专业）
   * 全英文授课的专业，则无需提供西语水平证明，但要

   提供相应的英语水平证明。  

2. 入学成绩（两者之一）：

   a. 通过高中三年成绩获得的对等认证（以申

   请加利西亚大区、卡斯蒂亚 - 莱昂大区的公

   立大学及私立大学）； 

   b. 或西班牙高考（P.C.E）成绩。

3. P.C.E 加分部分考试成绩
    * 若申请加泰罗尼亚地区及安达鲁西亚地区的大学，学

    生需参加对应大区独立组织的考试。

西班牙政府在 2015 年宣布西班牙各大学可拥
有自主招生权。大学能够自主决定学生录取条
件及标准。

据统计，西班牙所有的公立大学和私立大学总
共有 2917 个官方本科学位，全部是为期 4 年
的课程。学生必须完成高中学业或相应的学位
课程才能申请西班牙大学的本科项目。

没有参加高考或其成绩对换到西班牙高考成绩
不足 5 分的学生，可通过西班牙教育部对其高
中学历的认证申请大学。

申请本科的所需文件：
• 护照复印件；

• 教育部最终认证或其他要求；

• 如参加了加分考，需提供加分考试 P.C.E   

  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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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招生项目/免高考项目

G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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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高中成绩认证必要文件：

•  护照扫描件（或复印件）
•  毕业证书及其翻译双认证
•  高中三年成绩证明及其翻译双认证

一旦获得上述所有文件的电子扫描版，须尽快
发送至西班牙 GEC 文化教育中心，我中心负
责老师会协助学生完成认证程序。原文件可以
在学生到达西班牙后再递交。

文件认证所需的时间是不固定的，通常为期
8-12 个月。整个认证过程由西班牙教育部全
权负责。如果认证结果延迟，GEC 将不对其
负责。因为文件的办理速度取决于西班牙教育
部，所以学生需尽早向教育部提供认证材料。

在认证过程中，教育部会给学生一份临时换分
文件（即材料正在审理的回执单），以便学生
在大学注册或者参加不同考试时能够出示此回
执单。无论最终认证成绩如何，学生可凭该临
时换分文件，以 5 分（满分 10 分）的入学成
绩申请西班牙大学。

—— 学生通过西班牙教育部对其中国高中三年

成绩的对等认证，将可获5-10分之间的入学成

绩用于申请西班牙大学。

入学成绩详解
1. 通过高中三年成绩对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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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高中成绩对换可申请的大学列表

加利西亚大区
Universidad de La Coruña
拉科鲁尼亚大学
拉科鲁尼亚大学建校于 1990 年，是一所
年轻的公立大学。学校率先实现与欧洲高
等教育接轨，将学校教育与社会职能相统
一，突破传统，不断创新教育模式。
• El Mundo 西班牙高校排名 第 17 位

卡斯蒂利亚 - 莱昂大区
Universidad de Valladolid
巴亚多利德大学
巴利亚多利德大学是一所由皇室阿方索八
世在 1241 年所创立的西班牙公立大学。
目前，它拥有大学独立的研发中心。大学
无论是从教育质量水平上还是学术研究方
面都在欧洲众多古老的大学中脱颖而出。

Universidad de Santiago de 
Compostela
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大学
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大学于 1495 年
建校，是欧洲历史最悠久的高等学府之一。
圣地亚哥大学于 2005 年成为第一所获得
ISO9001 学术认证的西班牙大学，被西
班牙教育部评为国际杰出校园。
• El Mundo 西班牙高校排名 第 22 位

Universidad de Salamanca
萨拉曼卡大学
萨拉曼卡大学在世界范围内享有盛誉，它
是西班牙高等院校的典范，从中诞生了无
数的名人和政治家，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的
萨拉曼卡学派即肇始于此。同时，大学已
与众多世界名校建立了稳固的交流合作机
制。
• El Mundo 西班牙高校排名 第 14 位

Universidad de Burgos
布尔戈斯大学
布尔戈斯大学位于卡斯蒂利亚 - 莱昂大
区，学校历史可追溯到公元十三世纪，至
文艺复兴时期。文化底蕴深厚，基础设施
完善，科研设施先进。是一所涵盖学科全
面，集合教育与科研于一体的西班牙公立
综合性大学。

Universidad de León
莱昂大学
莱昂大学创办于 1979 年，坐落于卡斯蒂
利亚 - 莱昂地区，地理位置优越，环境
优美。拥有 8 个学院、6 所研究员及两座
私立学院，排名靠前。西班牙前首相萨帕
特罗就毕业于莱昂大学的法律系。

Universidade de Vigo
维戈大学
维戈大学是西班牙一所朝气蓬勃的公立大
学，设有美术系，科学系，生物系，海洋
科学系，化学系等其他 14 个系。维戈大
学还提供校级文凭的学习机会。大学的三
个校区都临近葡萄牙，这一得天独厚的地
理位置使大学具有明显的国际化战略发展
空间。
• El Mundo 西班牙高校排名 第 27 位

私立大学
* 具体申请准则以每个私立大学的招生条
件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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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学生需要在四种学位类型所对应的学科中选择自己的考试科目；

   2. 巴斯克地区和安达卢西亚大区会额外要求语言及历史学科的考试；

   3. 加泰罗尼亚大区会有自己省份的单独考试。

必考部分：0-10 分

为申请进入西班牙除加利西亚大区及卡斯蒂

亚 - 莱昂大区外的公立大学，学生须参加 P.C.E

考试。

选考部分：0-4 分

为获得更好的成绩，学生可参加除必考部分外

的选修部分考试（可最多在必考成绩基础上加

4 分）。

每位考生可参加必考及选考的部分最多共 6 门

考试。

—— 通过西班牙高考（P.C.E）获得的总入学成绩为必考部分成绩与选修部分成绩的总和。

科目类型 科学 人文 社会科学 艺术

必修
西班牙语文学
西班牙历史

外语：法语、英语

主修 数学 II 拉丁语
数学 II

社科数学
艺术基础
艺术史

选修

生物
技术制图

物理
地质学
化学

企业经济
地理

艺术史
哲学史

设计

2. 参加西班牙高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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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需要至少按需求在必修科目、主修科目及选修科目考试中各通过一门（每门考试满分 10 分，5
分为及格）以获得入学成绩。



4 + 0.2xHS + (0.1xS1 + 0.1xS2 + 0.1xSop3 + 0.1xSop4)

                             必考部分成绩                                             

( 加分系数 xSop5 + 加分系数 xSop6)

                  选考部分成绩

+         

即使学生没有通过 P.C.E 的考试，但仍可使用认证的高中成绩申请卡斯蒂亚 - 莱昂大区和加利西亚

大区的大学，并使用选修考试的成绩（已通过科目的分数）来提高学生入学分数。

GEC 文化教育中心可为学生提供加分考试的培训课程以便帮助学生们能更好的准备及通过该考试。

此外，如果学生想参加一些 GEC 文化教育中心暂未开班的考试科目，我们也会帮助学生寻找拥有相

关课程的培训学校，以便学生准备该科目的考试。

S1: 必修科目成绩

S2: 主修科目成绩

HS: 通过高中三年成绩认证所获得的入学考试

Sop: 选修科目成绩：学生可根据自己已选择的

学位类型，选择最多 4 门与该学位类型对应的

选修考试科目

3. 学生总入学成绩

     计算方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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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没有遵守上述期限，GEC 将不能确保他们所选择的专业能被顺利录取并成功续居留。

项目申请流程

一月 递交所有申请文件原件以便于进行认证

参加西班牙 P.C.E 考试

学生最终确认参加 P.C.E 考试的科目，并支付考试
费用（如此前未支付该费用）

公布 P.C.E 考试成绩，合格的学生可按加分系数提
高自己的入学成绩，学生提交最终本科志愿决定

完成大学申请，发布录取结果
( 学生需本人留在西班牙境内完成大学注册手续 )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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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没有遵守上述期限，GEC 将不能确保他们所选择的专业能被顺利录取并成功续居留。

GEC 文化教育中心
加分考试培训课程

上课地点：马德里康普顿斯大学

教程师资：所有培训课程将由康普顿斯大学教授和部分阅卷老师授

               课，并有专业助教进行同声翻译

辅导教材：中西文完美对照的笔记、练习以及试卷随堂发放，不收 

               取额外费用

辅导时间：每年 2 月中旬至 5 月，每门课每周 3 节，每节 1.5 小时

辅导费用：450 欧元 / 门，810 欧元 / 两门，1100 欧元 / 三门，

               1400 欧元 / 四门

供选科目：企业经济 Economía、数学 II Mat.II、

               社科数学 Mat.CCSS、物理 Física    

西班牙 GEC 文化教育

中心为外国学生提供西

班牙高考加分考试培训

课程，我中心团队拥有

丰富的国际教育领域工

作经验，往年帮助超过

90% 的学生达到预期

目标分数，每年平均为

学生提高 2.25 分（满

分 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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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安 • 卡洛斯
Juan Carlos Izquierdo

西班牙马德里康普顿斯大学国际交流处代表
西班牙 GEC 文化教育中心总经理

西班牙高校申请中心 CMESE 的创始人，毕业于世界顶尖商学院
IE 商学院工商管理及西班牙语文学的硕士学位。他怀有对教育事
业的热忱，将自身致力于西班牙高等教育国际化事业的发展。

GEC 与康普顿斯大学签署的官方授权协议

在开启中国项目后，已与 40 余所大学和 30 余所高中达成
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其中包括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大学、
南京大学、武汉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吉林大学等，为中、
西院校制定了特色化、国际化的合作项目。多年来与西班牙
各大院校间坚实良好的合作关系，促成了康普顿斯大学和拉
科鲁尼亚大学授权的专项协议，为西班牙文化教育服务中
心提供绿色通道，为双方项目的顺利开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2017年，西班牙文化教育中心共接待中方领导来访28余次，
为其安排大学访问、高层领导会议等活动；组织 18 次西班
牙高校高层领导前往中囯合作院校和机构进行校际访问、
项目宣传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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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 GEC 文化教育中心
西班牙高校入学申请中心 CMESE

西班牙文化教育服务中心致力于为教育机构及国际院校间合作提供咨询服务，负责校际项目的推广，与西班牙
众多高等院校签订多方面合作协议，其中包括马德里康普顿斯大学、巴亚多利德大学、科尔多瓦大学、阿尔梅
里亚大学、拉科鲁尼亚大学、马拉加大学、萨拉曼卡大学、阿尔卡拉大学、萨拉戈撒大学等。该机构也是西班
牙排名第一的马德里康普顿斯大学的唯一指定合作单位，负责其在中国地区所有的国际项目。西班牙高校入学
申请中心是一家旨在通过西班牙的高等教育促进西班牙语言及文化发展的非盈利组织，是西班牙致力于提供教
育服务和支持的先驱。每年有数以千计的学生通过 CMESE 来到西班牙大学进行本科、硕士学习。

西班牙文化教育服务中心和西班牙高校入学申请中心已有 15 年的国际教育工作经验，其团队由专业的具有丰
富教育和国际关系经验的人员组成。GEC 和 CMESE 与多所全球知名大学、高中和教育机构合作。借助于多
年来与西班牙各大院校间坚实良好的合作关系，GEC 获得了康普顿斯大学和拉科鲁尼亚大学授权的专项协议，
在多个合作项目中享有绿色通道。



项目负责老师提前为学生开通交通卡和电话卡，陪同学生
解决当地银行开户问题并统一组织大家办理大学学生卡。

负责学生抵达西班牙后的接机、行李装卸等事项。老师在
大巴上为学生提供欢迎资料袋。

通过快递形式为国内学生提供签证所需材料，如：康普顿
斯大学的语言课程和本科课程的录取通知书，住宿证明等。

专业老师指导准备申请居留卡的必备材料，并陪同学生办
理申请手续，保证学生及时获得居留卡。

在任何紧急突发情况发生时，海外工作人员都会及时介入，
免除家长和学生的担忧。

为学生和家长提供便利的咨询服务，可通过电话、微信、
邮箱等方式无障碍与外方工作人员取得联系。

定期组织例会，了解学生的学习、生活情况，解决学生遇
到的问题。

提供全权代理高中或大学入学文件在西班牙教育部认证的
服务，为同学完成高中或大学注册的所有流程。

学生可享受高端私立医疗服务，包含急诊，门诊，手术，
住院等的全额医疗保险服务，适用于全西班牙乃至全欧洲。
就医仅需医保卡，无需支付额外费用。

为学生定制个性化的申请档案，同时，由西班牙本地导师
模拟及申请面试，轻松获得心仪学校的录取通知书。

帮助初到西班牙的同学了解城市的基础设施 ( 公共交通，
超市，医院等 )， 定期带领同学参观博物馆和饱览城市风
光。

未成年学生在海外留学需要监护人对其监护，学生住在西
班牙本地家庭里，所有的住宿家庭作为学生海外法定监护
人，皆与当地合作高中签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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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证材料支持

学生居留卡办理

保险服务

入学前期准备

接机服务

申请服务

例会

24 小时紧急突
发情况处理

开通银行账户

高中学生服务

咨询服务

了解城市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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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www.edu-ges.com
电话：+34 918825523
邮箱：consulta@edu-ges.com
地址 : C/Donoso Cortés 63, 1 dcha. 28015 Madrid
Ed. Universidad Complutense de Madrid

西班牙 GEC 文化教育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