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马德里卡洛斯三世大学
国际预科项目
招生简章

学校简介

马德里卡洛斯三世大学于 1989 年建立，坐落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是著名的公
立大学，目前在校学生有 18000 名。
学校的办学理念是重视综合教育，并努力培养“富有责任心、对社会问题具有敏
锐洞察力的、具备超前的意识、强烈的正义感及坚韧不拔的意志力的学生”。创
新性是卡洛斯三世大学精神的核心。
马德里卡洛斯三世大学于 2009 年被评选为西班牙 5 所优秀国际校区之一，成功
跻身西班牙一流大学之列。
在经济学及商科领域，我校在全欧洲乃至世界享有极高声誉。
 QS 全球大学排名位列名列前茅。
QS Top 50 Under 5 2019（QS 全球最佳年轻大学）：22 名
QS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 2019（QS 全球大学排名）：253 名
QSGraduate Employability Ranking 2019 (QS 全球大学毕业生就业排名)：
151-170 名
QS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 by Subject 2019 - Economics & Econometrics
（QS 全球大学经济学排名）：50 名
QS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 by Faculty 2015 - Social Sciences and
Management（QS 全球大学社会科学及管理系）：141 名
 ARWU（上海交大世界大学学术排名）：
Academic Ranking of World Universities in Economics / Business（世界大学学
术排名经济及商科类）2015：101-150 名
 英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排名：
150 Under 50（150 所年轻优秀大学排名） 2016：101-150 名
大学分设四个校区，都位于马德里自治大区内。
 赫塔菲校区(Campus de Getafe)包括社会自然科学专业、社会科学和司法专
业、人文专业、通信与视听专业。
 莱加内斯校区(Campus de Leganés)是工程学院、高等理工学院的所在地,。
 科尔梅纳雷霍(Campus de Colmenarejo)是三项本科专业校区。
 托莱多门校区(Campus de Puerta de Toledo)是硕士专业校区。

本科教育
 社会科学及法律学院
大学本科课程、学士学位课程（4 年制）
企业管理、法律、经济学、统计学、劳动研究、政治学及管理学等
双学位（6 年制）
法律与工商管理 法学与政治学 法律与经济学 政治学与社会学 新闻与传播 计
算机科学与工商管理
 人文及传媒学院
大学本科课程，学士学位课程（4 年）
档案学、人文学、新闻学、图书馆管理、档案管理等
 高级技术学院
大学本科课程、工程学位课程（4 年）
工业工程、电脑工程、电信工程、计算机管理、工业电力、工业机械、电信系统、
远程信息处理
大学设 19 个学术系：图书馆及信息科学系、政治及社会学系、材料学及冶金工
程系、公法系、哲学及神学系、法律历史系、私法系、国际私法系、经济系、工
商管理系、统计系、经济史系、物理系、人文传媒系、计算机科学系、电子工程
系、机械工程系、数学系、传媒技术系、人文艺术系。15 个学术中心：图书及
文件管理研究中心、大学学术研究中心、文化研究中心、比较法律研究中心、人
权研究中心、技术创新研究中心、欧洲研究中心、经济研究中心、环境研究中心、
社会安全研究中心、汽车安全研究中心、化学及材料学研究中心、法律及经济研
究中心、西班牙文化研究中心、安全研究中心
马德里卡洛斯三世大学提供 40 个官方学位，其专业如工商管理，政治科学，视
听传播，法律，经济，统计学与企业，财务会计，信息与档案学，新闻学，劳动
关系与就业，社会学，旅游，人文学，电子工程，电子工业工程与自动化，信息
工程，机械工程，视觉系统工程（声音与图象），通讯系统工程，工业工程等等。
教学特色
卡洛斯三世大学提供小班教学，学习工商管理经济学课程的学生，可以选择英文
教学，通常这些英文课程是由与学校建立长期合作关系的英语国家的大学的教授
来授课。
多元培养环境
学校十分注重学生的国际交换计划，为此学校与世界上很多著名大学建立了学生
交换计划，这使得在卡洛斯三世大学就读的学生有着很多前往别的国家大学学习
的机会。
学校特别注重与商业性公司进行合作，以便为自己学校的毕业生创造更多的就业
机会。学校为学生提供广泛的服务，这包括计算机室，文化体育活动和学生住宿
安排等等。

国际学生语言课程
卡洛斯三世大学自成立以来，十分注重学校的国际化发展，并将招收国际学生作
为我校办学的一个特点。大学为国际留学生开设了国际语言课程，该校区距离马
德里仅 35 分钟车程。语言课程安排在托马斯 . 梵丽恩特中心，此中心设施精
良，拥有一流的计算机及教学设备。此外该中心还拥有餐厅和游泳池等基础设施
供学生用餐及休闲。
生活服务
学生协会
卡三华人学生协会在 2011 年 4 月 30 号正式在卡洛斯三世大学成立，并且在 2012
年夏天在马德里大区递上申请，成为在马德里第一个正式注册的华人学生协会。
到目前为止，协会里已有 236 名成员。协会的主要目的是促进中国学生之间的
交流，举办各种活动丰富大家的课余生活，帮助有困难的同学解决一些生活或者
学习上的困难，让每个人在异乡的大学里都能找到组织，找到归属感。协会工作
人员还为大家收集了各个科目的笔记方便学习；我们在大学的国际关系部和留学
生之间建立了一座沟通的桥梁，更好的传递给校方学生的意见，也尽量增强中国
学生与国外学生之间的交流。
周边环境
马德里卡洛斯三世大学相比其他一些同等水平大学，位处居民区，例如 GETAFE
和 Leganés 校区，周边治安情况良好，生活便利，校区周边有中国超市、本地
生活超市和中餐馆，为学生们日常生活提供了便利。此区域房源充足，并且相较
于马德里市区，房价更加低廉。乘坐 Renfe 到达市中心 SOL 仅需 25 分钟。

本科预科课程项目
2019/2020 学年本科国际预科课程（学士前）
国际课程的主要目的是为国际学生提供进入马德里卡洛斯三世大学本科学习所
必须的相关准备。学生将收获相应的关于西班牙语语言和文化基础知识，同时具
备未来学习所需的专业知识支持。
申请截止日期：2019 年 6 月 4 日
课程：社会科学、人文学科、工程学
课程计划包括 48 ECTCS（ 欧洲转让学分制）以及两个领域的知识： 社会科学
和人文学/工程学
学时：1 学年
全年的学习能使学生适应西班牙的大学体系，帮助学生在学习西班牙语的同时获
得在任何世界范围内大学学习本科学位的条件，帮助学生确定学业方向和职业兴
趣。学生在成功完成国际预科课程 36 学分后将有可能获得加速进入本科学位课
程的机会。
（学生一旦进入本科（学位）课程，将可以获得至少 12 学分；即预
科课程所要求的 48 学分中 12 学分计入本科学分。）
授课语言：西班牙语和英语
费用：学费 6500 欧元/学年
申请材料
1、必须完成相当于西班牙高中学习的同等学习要求。中国高中毕业生须提供加
盖有学校印章的全部高中课程成绩证明，高考成绩单。
2、英语水平成绩证明，或持有 B1 或中级西班牙语成绩证明。
3、中国护照（有效期 5 年以上）
申请流程
提交材料——材料审核——批准录取——网上注册——发放录取通知书
项目优势
 超高性价比，对接国际一流高等教育；
 择优录取，程序快捷，无中介环节；
 预科学习更容易适应和融入所在国环境，为大学顺畅学习打好基础；
 出门无忧，项目团队持续跟进，中国人担任项目老师，全过程管理协助；

培养方案
每学年 7 月进行注册，学校将为每位学生创建一个学生 ID 和邮箱账号。
国际社会科学和人文基础课程（48 学分）
24 学分预科课程（在社会学和人文学课程中选择）
12 学分本科课程（在本科课程中选择，共 2 个学期，每学期 6 学分）
12 学分语言课程（英语或西班牙语）学生必须在本学期的第一周和考试结束后
进行水平测试，根据考试所呈现的语言熟练程度，分配到一个组中。
社会科学和人文学
第一学期 (每门课详情见校方网站，需要从课程列表选择相应课程)
-经济学基础（6 学分）
-工商管理学基础（3 学分）
-政治学基础（3 学分）`
-西班牙历史（6 学分）
-选修：学位课程 1（6 学分）
-西班牙语*或英语语言课程**（6 学分）
第二学期
- 数学基础（6 学分）
- 统计学基础（6 学分）
- 社会学基础（3 学分）
- 哲学基础（3 学分）
- 传媒（3 学分）
- 选修：学位课程 2（6 学分）
- 西班牙语*或英语**的语言课程（6 学分）
工程学 （48 学分）
24 学分预科课程（在工程学课程中选择）
12 学分本科课程（在本科课程中选择，共 2 个学期，每学期 6 学分）
12 学分语言课程（英语或西班牙语）学生必须在本学期的第一周和考试结束后
进行水平测试，根据考试所呈现的语言熟练程度，分配到一个组中。
第一学期
-代数基础（6 学分）
-物理基础（6 学分）
-生物工程基础（3 学分）
-新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基础（3 学分）
-选修：学位课程 1（6 学分）
-西班牙语*或英语语言课程**（6 学分）
第二学期
- 微积分基础（6 学分）
- 化学基础（3 学分）
- 编程基础（6 学分）
- 技术基础（3 学分）
-选修：学位课程 2（6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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