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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已成为每个公民不可剥夺的权利，所以，在最

近数十年来西班牙实现了基础教育保障，所有16岁以下

的公民都必须接受免费义务教育。毫无疑问，对提高整个

国民素质来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继这一成果后，如

今我们面临的挑战之一是， 完成基础教育后，越来越多

的人决定继续升入普通高中，职业高中和大学学习。

不容置疑，要满足这些学生们的求学需要，教育管

理部门不但需要有国家机关各部门的配合，家庭也扮演

着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

这本就学及教育资源指南旨在使家长们了解我们的

教育体制所能提供给你们子女的不同选择。这本指南还

包括一系列我们认为有用的具体问题解答和常用地址、

电话。总之， 我们的意愿是想提供给家长们一个了解教

育体制的工具，以期能够在教育过程中和大家更密切地

合作。

鉴于现今加纳利群岛是一个多元文化并存的社会，

这本指南将被翻译成多种语言， 希望我们自治区各国籍

的居民都能够受益于这本手册提供的信息。

借此机会，诚邀家长们积极参与您的子女所在学校

的教育生活， 以确保我们的社会有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Victoria	González	Ares
加纳利政府大学、文体教育局 

教育创新规划处处长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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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前教育

●	小学教育

●	初中义务教育（ESO）

●	高中教育

●	职业教育

»	职业中专教育

»	高等职业教育

●	语言教育

●	艺术教育:

»	戏剧艺术

»	音乐

»	舞蹈

»	视觉艺术和设计：

○	视觉艺术和设计中专

○	高等职业视觉艺术和设计

○	高等专业视觉艺术和设计， 包括：

▪	文化财产保护与修复

▪	陶瓷

▪	设计

▪	玻璃

西班牙的教育体制提供以下教育

在加纳利自治区，教育职责部门是大学、文体教育

局。西班牙从2007-08学年开始，教育体制依照颁布在

国家2006年5月4日官方公报上的2/2006-5月3日教育组

织法(LOE)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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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育教育

●	成人教育

●	大学教育

小学和初中义务教育属于基础教育， 是政府必须保

障的免费教育。

中等教育分为义务教育和义务后教育， 义务后教育

包括高中、职业 中专、视觉艺术和设计中专和体育中专

教育。

高等教育分为大学、 高等艺术教育、高等职业教

育、高等视觉艺术和设计教育、高等体育教育。

语言、艺术和体育教育属于特种教育。

大学教育依照专门法制实施。

可以在公立，私立公办和私立学校接受以上各种教

育。在任何三种学校接受的基础教育都具有官方性质。

在公立学校接受的义务后、特种和高等教育也同样具有

官方性质，但是私立和私立公办学校所提供的非基础教

育不都具有官方性质。 因此，我们建议大家要选择大

学、文体教育局批准或提供官方认可文凭的学校就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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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们将分阶段、分年龄向您介绍教育体制， 希

望您能够依此了解您的儿女应就读的年级以及今后的学

习方向。

1.学前教育， 0 到 6 岁

这个阶段是非义务教育， 分两个阶段：0岁到3岁， 

3岁到6岁。

在加纳利一般情况下第二阶段的教育是由大学、文

体教育局来承担。由幼儿园或者幼儿-小学校（CEIP）

提供。

虽然这个阶段的在校教育不是强制性的，但是对于

学生的身体、情感、社会适应能力和智力发展是非常必

要的，在校学习有利于他们日后进入义务教育阶段的适

应。因此，我们建议所有满3岁的儿童都接受学前教育。

2.小学教育， 6 到 12 岁

这个阶段是义务教育， 由三个阶段组成，每个阶段

两年，是基础教育的一部分。这个阶段的教育目的是让

所有的适龄儿童都接受教育，以保障他们的公共福利和

个人发展，不但要使学生掌握基本的文化技能，例如口

语表达和理解、阅读、写作和计算能力，而且要使学生

的公民价值观得到发展，培养学生自主、持续学习的习

惯， 积累工作学习经验，促进他们的艺术感、创造力和

情感的发展。这个阶段的教育由幼儿-小学校（CEIP）

和义务教育学校（CEO）提供。

各级教育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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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等教育， 12 岁到18 岁

这一阶段的教育由几个级别组成：初中义务教育、 

初级职业技术培训、高中和职业中专。

3.1.初中义务教育， 12 岁到18 岁 （ESO） 

这一阶段分四个年级， 是基础教育的一部分，因此

是强制性的。这一阶段的教学目的是使学生掌握文化的

基本要素，尤其是人文、艺术、科学和技术方面; 巩固

和加强学生的阅读、学习和工作习惯;为学生日后继续深

造、就业以及在整个人生过程中继续学习做准备；教育

他们行使公民权利、完成公民义务。这一阶段的教育由

义务教育学校（CEO）和 各中学（IES）提供。

这一阶段是基础教育的最后一个阶段，因此，初中

四年级对义务后教育或选择进入社会就业具有指导作用。

初中毕业，通过所有科目考核的学生，或者一门或

两门功课（特殊情况下三门）不及格，但是教师认为已

掌握这一阶段基本教学目的和技能的学生，均获得初中

义务教育毕业证书。凭此证书学生能够继续下一阶段的

学习或者选择就业。如果因为种种原因学生不能获得此

证书，将颁发记录学习科目及年限的学历证明。

初中毕业证书也可以通过多样化教学计划取得。这

项计划为期两年，主要是针对读完初中二年级但一次或多

次留级的学生，教师认为有必要采取不同的教学方法组织

教学内容，以适应这类学生的学习特点、进度和需要。

远程教育中心（CEAD）和成人教育中心（CEPA）也

向18岁以上的人提供初中义务教育,前者为远程教学，

后者则为面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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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初级职业技术培训计划（PCPI）

初级职业技术培训计划（PCPI）旨在促进16岁以上

未获得初中义务教育证书的学生融入社会，继续学习以

及就业。由以下几种形式：

a)职业技术培训计划（PCP）：相应专业技术的短期

培训班，学生结业后应具备 1 级专业技能，并获得

证书。

b)初中同等学历技术培训（PCE）：为期两年，学生结

业后同时获得初中义务教育毕业证书和 1 级专业技

能证书。这项计划的特别之处是，初中二年级毕业后

没能升入三年级的 15 岁的学生也可以入读。 

c)职业技术培训特别计划（PCA）: 这项计划有两种形

式, 一种是针对由于特殊教育需求使其不能进入正

规职业技术培训计划，但是本人具备就业所需的公

共及个人自主能力的学生；第二种形式是针对于在

校及不在校的，在社会上处于不利地位或不适应主

体教育，以及司法管制的年青人和无人陪伴的外国

未成年人。这两种情况都为期两年，结业后只获得

相应的技术证书。

3.3.高中， 16 岁到 18岁

进入义务后高中就读必须要有初中毕业文凭。这个

阶段的教育宗旨是教育学生，使他们在智力和人格方面

逐步成熟，培养学生个人及公共意识发展、融入现实生

活以及升入高等教育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

高中为期两年，有三个分科：科学技术，人文及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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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艺术。其中艺术分为两类，视觉、声像、设计类和

舞台艺术、音乐、舞蹈类。

学生高中二年级毕业并考核及格获得高中毕业证

书，凭高中毕业文凭学生可以继续高级职业、高等视觉

艺术和设计以及大学的学习，或者直接进入劳务市场。

如果学生选择升入大学学习，需要通过大学入学考

试（PAU）。选择高等职业教育同样要通过专门的技能考

试。

有些中学也向18岁以上的成年人提供高中非面授教

育，远程教育中心（CEAD）和成人教育中心（CEPA）也

提供此类教育。

3.4.职业中专， 16 岁到 18 岁

职业教育旨在培养学生在某一职业领域的技能，以

易于他们适应一生中要面对的工作变动，同时促进学生

的个人发展及行使民主公民权利。职业教育分为中专和

高等职业教育。

就读职业中专需要有初中毕业证书，属于义务后教

育，为期一到两年。学习结束并考核及格的学生获得技

师证，凭此证书学生可以开始就业或者继续接受高等教

育。

没有获得初中毕业证，最低年龄是十七岁的学生通

过专门的考试也可以进入职业中专学习。

有些远程教育中心（CE A D）和成人教育中心（

CEPA）也提供中专教育,前者为远程教学，后者则为面

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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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高等职业教育， 最低年龄 18 岁。

高等职业教育不属于中学教育，为期两年，需要高

中毕业文凭才能就读。结束高等职业教育并考核及格的

学生获得高级技师证， 凭此证书学生可以就业或者进入

大学与其所得文凭相关的专业继续深造。

没有高中毕业证，最低年龄是十九岁的学生通过专

门的考试也可以就读高等职业教育。

有些远程教育中心（CE A D）和成人教育中心（

CEPA）也向 18 岁以上的成年人提供高等职业教育, 前

者为远程教学，后者则为面授。

5.特种教育

特种教育包括语言教育，艺术教育和体育教育。

语言教育是指正规教育系统以外培养学生运用不同

语言能力的教育。这方面的教育，包括对外西班牙语的

教学，由官方语言学校和附属课堂提供。学生必须满 16 

或者 14 岁才能进入语言学校学习与其就读学校第一外

语不同的外语。此类教育分为三个阶段：初级、中级和

高级。除阿拉伯语，中文和日语（初级和中级为三年）

外，各级为期两年。通过水平测试，学生可以进入任何

年级学习。各阶段的标准水平证书的获得需要通过专门

考试。此类教育有三种形式：面授，半面授（有些官方

语言学校提供英语网络教学，每星期两个小时口语理解

表达面授课），远程（远程教育中心提供英语初级和中

级教学，成人教育中心提供多门语言的初级教学）。

音乐艺术教育有正规和非正规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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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规音乐教育由职业、高等音乐学院提供，颁发有

效的学术和专业文凭。分为三级：初级，为期四年，入

学最低年龄 8 岁；专业级， 为期六年；高级，为期四

到五年。音乐学院专业级考核及格并通过高中九门综合

课考试的学生，获得高中毕业证书。音乐学院高级毕业

获得等同于大学本科文凭的高等音乐证书。

非正规音乐教育针对四岁以上公民，采取开放式社

会教育，由各音乐学校提供，其宗旨在于以更实用的方

法培养对音乐及演奏有兴趣的人群。

舞蹈艺术教育的体制和音乐艺术教育一样，只是现

今在加纳利只提供非正规教育。由各舞蹈学校提供，针

对所有对舞蹈和表演有兴趣的人群。

高等戏剧艺术教育的目的是培养戏剧表演和与其相

关领域的专业、戏剧研究和教育人员，为期四年，需要

具备高中文凭或通过 25 岁以上大学入学考试，同时要

参加专业考试。年满 20岁，具备舞台经验的人，没有

高中毕业文凭也可以通过专业考试入读高等戏剧艺术院

校，只是针对这类人群的专业考试和普通的专业考试不

同。高等戏剧艺术院校毕业后获得同等与大学本科文凭

的高等戏剧艺术证书。

视觉艺术和设计教育是学习有关视觉艺术、手工

艺、各种设计和文化财产保护和修复等知识。此类教育

分三级：职业中专、高级职业教育和高等视觉艺术和设

计教育。中专和高职教育由艺术学校提供，高等艺术和

设计由艺术学院以及高等设计学院提供。就读高等艺术

学院和设计学院的学生应具备高中毕业证书，同时要参

加专业考试。学时为三年，毕业后获得同等于大学专科

的高级艺术专业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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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教育是培养各方面体育运动专业人才。和以上

其他专业一样，可以在中专或高职学习体育专业，但是

学生必须要通过包括检验其身体素质的专业考试。

6.成人教育和培训

成人教育是针对那些希望通过学习、更新或补充其

知识和技能而提高个人及专业素质的成年人。无论持有

何种教育水平，只要年满 18 岁，或出于工作要求，年

满 16岁， 都可以就读成人教育 。

成人教育中心（CEPA）提供多种多样的教育形式：

成人基础教育，使学生能够拿到初中毕业证书；高中；

各级语言教学；基础计算机；初中毕业证书考试补习；

中专、高职考试补习；大学高考补习；就业培训；社会

文化培训；网络小教室等等。

有些成人教育可以采取半面授和远程教育的形式。

成人教育中心、中学和远程教育中心都有提供。

7.大学教育

在加纳利有两所公立大学，位于 La Laguna 市的 

La Laguna 大学和位于 Las Palmas de Gran Canaria 

的Las Palmas 大学，Las Palmas 大学在 Lanzarote 

岛还设有分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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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决您的子女在就学中可能产生的疑问，大

区教育管理处 las Direcciones Territoriales de 

Educación，海岛教育办公室las Oficinas Insulares 

de Educación，教育检查署la Inspección Educativa 

以及各学校的秘书处都会尽力回答您的疑问或者帮您联

系专门的负责人员来解决您的问题。下面我们就一些常

见的实际问题做一下解答。

1.正常/非正常行政状况和受教育的权利

根据外国人行政状况法规和西班牙教育法，外国移

民有权利享受基础教育。但是要就读基础教育后更高一

级的教育，则需要有合法居留或学习居留许可（此居留

在国家政府驻地方办事处 Delegación o Subdelegación 

de Gobierno 和海岛国家事务管理办公室 Oficinas 

Insulares de la Administración del Estado 申

请）。

2/2006，5月3 日教育组织法（LOE）在其附加条款

第十九条关于外国学生的规定写道：根据 4/2000，1月

11日组织法，8/2000 12 月 22 日修改组织法以及其他

关于外国人在西班牙的权利和义务的法令，此教育法关

于就学、获得文凭、申请奖学助学金的规定适用于外国

学生。

4/2000 组织法第九条关于教育权利的规定写道：

所有未满 18 岁的外国人享受和西班牙人同等的，必须

一些具体问题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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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免费义务教育、获得相应文凭和申请公共奖学助学

金的教育权利和义务。

2.什么是基础教育？ 

基础教育是针对所有人的强制性的为期十年的免费

在校教育，从6岁到16岁。基础教育分两个阶段：小学

和初中。为确保学生完成基础教育学习并得到初中毕业

证书，在特殊情况下基础教育可以延长到18岁。

3.什么是基本技能？

本手册提到的基本技能是指学生在完成基础教育

后，为达到个人价值的实现和发展、正确行使公民权

益、完全进入成人社会、能够在一生中继续学习等目的

应该具备的知识、技能和态度。基本技能包括八项：语

言交际能力；数学能力；科学认知能力；信息处理和数

字能力；社交及行使公民权益能力；文化和艺术能力；

学会学习能力；个人自主能力和首创精神。

4.要在哪个学校报名入学

除了私立学校，每一个区都有对应的学校。可以询

问有子女的邻居你所居住地区对应的学校。

如果要就读幼儿园和小学，应该去幼儿-小学校（

CEIP）, 如果要就读中学，要去中学（IES）, 有的去

也有义务教育学校（CEO）。

公立学校和私立公办学校的教育是免费的。选择好

就读的学校后，如果没有特殊情况，建议您最好不要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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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转学，这样更有利于他们适应环境，因为任何改变

都可能影响他们的学习。

公立和私立公办学校以及大多数私立学校都是男女

同校。

5.什么时候可以报名，怎么办理？

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报名入学。但通常是根据教育局

规定的时间在三、四月申请然后六、七月份办理报名。

有时职业教育在九月份报名。不应该在多个学校重复报

名，应该在相应的学校报名。在规定的报名时间以外要

由教育检查署来决定在哪个学校报名。

报名时要在学校秘书处领取表格，并提交学生个人

及其家庭文件，包括学生的学历。

如果要报名入读非基础教育，就是说义务后教育(16 

岁以上想入读高中和职业教育)，需要提供学历认证。如

果报名时没有学历认证，可以出示学历认证正在申请的证

明，临时注册。因此，建议您及早办理学历认证手续。

6.什么是学历认证？ 

是西班牙教育当局对学生在原籍国的学习、学历对

应于西班牙教育体制进行的同等学历认证。此认证要在

在国家政府驻地方办事处Delegación o Subdelegación 

de Gobierno的教育督察或海岛国家事务管理办公室

Oficinas Insulares de la Administración del 

Estado申请，由他们转向教育部学历管理及认证处办

理。批准的快慢取决于西班牙和学生原籍国之间的协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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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应该入读那个年级？ 

对于幼儿园和基础教育，不论学生在原籍国就读

那个年级，都是根据其年龄分级。年龄按自然年计算，

所有出生在同一年一月到十二月的学生都就读同一个年

级。如果学生未能掌握某年级的基本技能，无论是小学

还是中学，学生可以留级一年，但是在每一阶段只允许

留级一次。需要特殊教育的学生（残疾或行为严重缺

陷）， 在认为他们有可能获取初中毕业证书的情况下，

每个阶段可以留级两年。

义务后教育的入学年级则要根据学历认证来决定。

8.一学年是怎么安排的？

幼儿园、小学和中学的学年从九月开始，六月结

束。义务后教育虽然会有些变动，但一般也遵守该日

历。七月、八月是假期。在学年中也有其他的假期：圣

诞节两个星期（十二月底和一月初）；圣周一个星期（

三月或四月）。还有就是狂欢节，国家节日和自治区节

日共七天，和两天的地区节日。

不同的年级从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5或6小时的课，

除了有些义务教育学校、高中和职业教育提供下午班甚

至晚班以外，一般情况所有学校都是上午上课。

9.教学大纲中规定的宗教教育

根据西班牙的教育系统，小学、初中和高中都包括

宗教教学，在家长特殊要求的情况下，可以选择接受教

育指导课代替宗教课。宗教课的考核和其他科目一样评

分，只是初中各科目平均分的计算不包括宗教课分数。

教育指导课不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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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基础教育的考核和升级

基础义务教育阶段考核学生学习过程旨在根据教学

大纲制定的标准反映学生是否达到教学目的、掌握基本

技能。无论是小学还是中学都是持续性的考核，只是在

小学是学生各方面的综合能力的考核，而在中学则是教

学大纲各科目的考核。

如果您的子女没有达到小学某一年级所要求的基本

技能，可以重读一年，学校方面会提供必要的教学辅

导。只有在没有掌握的内容不影响下一个年级学习的情

况下才能升级。

在中学，学生通过所有科目考核或者最多两门功课

不及格的情况下可以升级，三门以上功课不及格则要留

级。在特殊情况下，补考结束后，教师认为学生有希望

进步，可以成功读完下一个年级，为促进学生的学习，

可以批准三门不及格的学生升级。学校也有可能建议您

的子女进入初级职业技术培训计划学习。

在中学每个年级学生只可以重读一次，最多可以留

级两次。在特殊情况下，没有留过级的学生可以重读两

次初中四年，但在校的最高年龄为十九岁。

此外，在基础教育阶段，教育主管部门要对小学四

年级和初中二年级的学生进行一次基本技能测试，这个

测试仅供参考，不影响学生升级。

11.特殊教育辅导及多样化教学需求

为了确保所有学生接受统一教育，教育体制采取多

样化的原则。为此，基础教育采取多种适应有特殊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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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措施，以保证他们受教育的机会，帮助他们的进

步。

每个学校，尤其是基础教育学校，都具备物力和人

力（心理教育人员，辅导教师，教育治疗师和听力语言

教师）来帮助和满足学生达到教学目的、掌握基本技能

的要求。这些辅助教学可以和普通课同时提供，在有特

殊需求的情况下，由特殊教育课堂提供。

进入特殊教育课堂学习需要心理教育和教育辅导组

Equipo de Orientación Educativo y Psicopedagógico 

(EOEP) 报告。有时候，根据需要，您的子女也可以进入

特殊教育学校学习。

同样的，为了让很难跟上同班同学进度的困难学生

能够获得初中毕业文凭，根据每个学生的特殊需要，各

学校通过多样化教学计划，采取多种方式帮助学生达到

基本教学目的，掌握技术教育要求的基本技能。目前所

采取的措施主要是：加强班计划；针对母语非西班牙语

学生的语言辅助计划；教学大纲多样化计划（初中三、

四年级）；和谐共处计划。

12.任课教师和辅导员

您子女的所有任课教师由辅导员协调组成班级教学

组。其主要职责是：评估教学和学习过程，跟进学生并

随时采取措施改善他们的学习；协调教导组跟进有特殊

需求的学生；决定学生是否升级、获取文凭。

辅导员除了其他正常教学工作以外，担负监督学

生，记录考勤，和教务主任、家长就学生出现的问题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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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沟通，和各方协调为促进学生和谐共处以及制定学习

和职业辅导计划合作。辅导员是班级教学组的管理人

员，负责和家长就其子女在校的各种问题进行沟通，是

学校和家庭联系的纽带。每学年初都要制定辅导员接待

家长时间表并通知家长，家长要和任课教师联系也要通

过辅导员安排。

13.食堂和交通

有的学校提供食堂服务，每学年学校公布食堂能

够接受的名额和使用食堂的要求，所有符合条件的学生

都可以享受食堂服务。教育局规定最高收费标准，各学

校根据家庭收入规定每个学生的具体交费标准。由于身

体、文化原因可以申请合适的菜单。

提供交通服务的学校对符合教育管理部门要求的学

生是免费的。而且有些情况下教育管理部门还提供使用

公共交通补助。基本上学前班的学生不享受免费交通。

14. 助学金和奖学金

为保障义务教育，西班牙政府通过教育局提供各种

奖学、助学金，有些情况下，对有些经济收入低下的家

庭提供一些帮助（购买书籍及学习用品补助，食堂，交

通补助等。要知道，虽然教育是免费的，以上这些费用

应该是家庭的责任）。无论您的子女是否有合法居留，

都有权享受某一方面的资助。申请助学金要符合一定的

经济条件，学校秘书处会向您说明申请程序及日期。

有些情况下地方管理部门（市政府或岛民议会）也

提供助学金，这方面的信息我们建议您咨询社会服务及

福利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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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家庭参与

家庭和校方的合作是促进您儿女成长最基本的要

素。校方和父母两个责任方应该密切合作已达到教育的

整体化，而且，家长和校方的密切关系会使您的子女更

有安全感，有利于相互交换意见。希望您通过校委会和

家长委员会(AMPA)积极参与学校生活。为了更好地了

解您的子女在学校的表现，还应该参加家长会以及单独

约谈，参加学校组织的各项活动，比如说参观，文化节

等。家长是帮助我们发现、理解不同文化（包括它的历

史、生活方式、传统、食品、工艺）的重要渠道，只有

这样才能使整个教育群体互相尊重、互相交流。 

16. 多元文化教育， 尊重不同文化

教育法规要求各教育单位要制定有效的策略方法促

进外国学生及其家庭融入教育体系，从而融入社会。同

时要制定让他们了解当地文化风俗的教育计划。

为完成以上要求，教育局不但采取一系列的具体措

施，而且根据多元文化的教育原则利用各种教育方式来

促进尊重、丰富各种文化，形成宽容、团结的社会价值

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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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地址电话

Consejería	de	Educación,	
Universidades,	Cultura	y	Deportes

大学、文体教育局

C/Albareda,	58.	Edificio	Woermann	II
35008	Las	Palmas	de	Gran	Canaria

Tfno.:	928	212	800
Dirección	Territorial	de	Educación

大区教育管理处

Avenida	Primero	de	Mayo,	11.	Edificio
Cofarca-4.ª	planta

35002	Las	Palmas	de	Gran	Canaria
Tfno.:	928	455	100

Inspección	Educativa
教育检查署

Avenida	Primero	de	Mayo,	25.
35002	Las	Palmas	de	Gran	Canaria

Tfno.:	928	307	700
Delegación	del	Gobierno	en	la	

Comunidad	Autónoma	de	Canarias
国家政府驻加纳利办事处 

Plaza	de	la	Feria,	24
35071	Las	Palmas	de	Gran	Canaria

Tfno.:	928	999	000

GRAN	CANARIA	大加纳利

Consejería	de	Educación,	
Universidades,	Cultura	y	Deportes

大学、文体教育局

Avenida	de	Buenos	Aires,	3-5.
Edificio	Tres	de	Mayo.

38003	Santa	Cruz	de	Tenerife
Tfno.:	922	592	500

Dirección	Territorial	de	Educación
大区教育管理处

Avenida	de	Buenos	Aires,	3.
Edifi	cio	Tres	de	Mayo,	3.ª	planta
38003	Santa	Cruz	de	Tenerife

Tfno.:	922	475	000

Inspección	Educativa
教育检查署

Avenida	de	Buenos	Aires,	3.
Edifi	cio	Tres	de	Mayo,	3.ª	planta
38003	Santa	Cruz	de	Tenerife
Tfno.:	922	592	604/922	592	607

Subdelegación	del	Gobierno
国家政府驻加纳利办事处

C/Méndez	Núñez,	9
38003	Santa	Cruz	de	Tenerife

Tfno:	922	999	000

T E N E R I F E	

Dirección	Insular	de	Educación
海岛教育管理处

C/	Virgen	de	la	Peña,	2
35600	Puerto	del	Rosario

Tfno.:	928	850	051	/	928	852	069
Inspección	Educativa

教育检查署

C/	Virgen	de	la	Peña,	2
35600	Puerto	del	Rosario

Tfno.:	928	531	131	/	928	531	909
928	530	817

Dirección	Insular	de	la	
Administración	General	del	Estado

国家行政总局海岛管理处

Avenida	Primero	de	Mayo,	64
35600	Puerto	del	Rosario

Tfno:	928	993	000

FUERTEVENTU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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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rección	Insular	de	Educación
海岛教育管理处

C/	República	de	Chile,	6-2.ª	planta
38800	San	Sebastián	de	La	Gomera

Tlfno.:	922	871	105

Inspección	Educativa
教育检查署

C/	República	de	Chile,	6-3.ª	planta

38800	San	Sebastián	de	La	Gomera
Tfno.:	922	141	411	/	922	870	950

Dirección	Insular	de	la	
Administración	General	del	Estado

国家行政总局海岛管理处

Plaza	de	Las	Américas,	2
38800	San	Sebastián	de	La	Gomera

Tfno.:	922	997	002

LA	GOMERA

Dirección	Insular	de	Educación
海岛教育管理处

C/Las	Norias,	1-1.º	izquierda
38700	S/C	de	La	Palma

Tlfno.:	922	415	708	/	922	411	592
922	415	727

Inspección	Educativa
教育检查署

C/Las	Norias,	1-1.º	izquierda

38700	S/C	de	La	Palma
Tlfno.:	922	411	052	/	922	411	247

Dirección	Insular	de	la	
Administración	General	del	Estado

国家行政总局海岛管理处

Avenida	Marítima,	2
38700	Santa	Cruz	de	La	Palma

Tfno.:	922	999	381

LA	PALMA

Dirección	Insular	de	Educación
海岛教育管理处

C/	Trinista,	2	-	38900	Valverde
Tfno.:	922	55	03	61	/	922	55	06	57

Inspección	Educativa
教育检查署

C/	Trinista,	2	-	38900	Valverde

Tfno.:	922	551	078

Dirección	Insular	de	la	
Administración	General	del	Estado

国家行政总局海岛管理处

Avenida	Dacio	Darias,	103
38900	Valverde
Tfno.:	922	998	000

EL	HIERRO

Dirección	Insular	de	Educación
海岛教育管理处

Avenida	de	José	Antonio,	108-Local	74
35500	Arrecife

Tfno.:	928	815	725/928	811	562

Inspección	Educativa
教育检查署

Avenida	de	José	Antonio,	108-Local	71

35500	Arrecife
Tfno.:	928	814	658	/	928	815	111

Dirección	Insular	de	la	
Administración	General	del	Estado

国家行政总局海岛管理处

C/Blas	Cabrera	Felipe,	6
35500	Arrecife

Tfno.:	928	991	000

LANZAROT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