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桥官方介绍 



高桥是南美洲最大的双语足球教育公司。20多年来在

教育和体育市场中独树一帜，结合了被认为是全世界

最富有的巴西足球，拥有世界學術榜樣哈佛大学的语

言教学质量，我们在同一时间和最高水平上教英语和

足球，有着完整发展专业双语运动员的计划。 

 



目的
高桥是南美洲最大的双语足球教育公司，在英语教育和体
育市场是唯一的，20年以来，结合了被认为是全世界中有着
最丰富资源的巴西足球，拥有世界學術榜樣美国哈佛大学
的英语教学质量。 
同时教英语和足球，并在最高要求和水平下，为每个年龄组
提供完整的计划，将运动员发展成专业的双语球员。 
 

在欢乐与喜悦中，为合作者们和学生们提供学习与知识，为
进行正规和全面的教育，在所需的技能和能力中寻求卓越
的标准。 
 

任务



作为插入创新，语言与体育教学和实践的参考，以动态和进
化的方式，不管是体验真实的状况还是出于自己的兴趣，为
老师和学生提供适应外语的空间。 
 

教育追踪：每6个月会通过分析学生的英语和足球基础知识
的学习，提供一份关于双语足球的理论和实践课程情况的报

告。 
 

愿景 

透明的 

用高桥教育系统，不用特定技术人员的知识，而是应用由多
个教育部门组成的工作方向，从足球的各个方面，在球场内
外促成运动员的形成。 
 

竞争优势 



时间轴 

在圣保罗足球俱乐部培训中心工作经历—巴西，圣保罗 
 

圣保罗足球第一所学校开业—巴西，圣保罗 
 

为圣保罗足球俱乐部的学校制定工作计划。 
 

圣保罗足球俱乐部的学校与高桥合作开业—巴西，圣贝尔纳多-

杜坎普 
 

圣保罗州最大的私立足球学校的认可。 
 



 

时间轴 

组织球员路易斯法比亚诺 的欢迎活动。 
 

在拉丁美洲第一所教双语足球的学校。 
 

创建足球和语言的进化方法。 
 

为足球学校的学生创建和实施童军系统。 
 
从巴西中小企业协会（SEBRAE)的创新计划，被州政
府承认是一家实力雄厚的公司。 
 



未来的项目: 
 
 

-2019—第一所同时拥有中学，和两个占地5万平方米
内部训练营的国际足球寄宿学校开幕，位于巴西，聖

安德烈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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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几个在巴西足球市场的青少年梯队训练中脱颖而出的外国人之一。管理世界上最大俱
乐部之一的青年教学，埃利埃扎尔因拥有管理能力和能够提升那些想要追求职业球员水平
的人的能力而脱颖而出。拥有至今培养出超过10名职业球员，并且保持每年得到职业俱乐
部至少一名球员的招聘，在巴西、哥伦比亚和美国都有用于球员交流和国际签约而敞开的
大门。 

 
透过圣保罗足球俱乐部足球学校的标志，同时也是高水平运动员双语足球教学系统的创造
者与管理者。为了能在世界任何地方踢球,球员们都准备好并拥有足够的水平,与教练交流并
准备在任何战术阵型中进行比赛，且采用非常高水平的技术。 

 

经验和培训 

 
毕业于智利阿尔贝托乌尔塔多大学哲学系 – 和巴西圣保罗Unifai大学(2007)；U-07到U-15E
的技术协调员。圣保罗足球俱乐部– ABC (2008-2016);高水平运动员双语足球教学方法的创
造者与管理者,U-11,13和15在圣保罗足球俱乐部学校批准并执行(2012-2014) 。圣保罗足球
俱乐部技术观察员和口译员-专业（胡安卡洛斯奥索里奥，墨西哥国家队的现任教练）-巴西
圣保罗（2015年）;圣保罗足球俱乐部教师和技术人员课程（高级），圣保罗足球俱乐部培训中
心,巴西(2014年);设立和植入圣保罗足球俱乐部学校较小类别侦察系统的技术总监(2015年);
“现代世界足球高水平运动员的发展”的国际讲师-佩雷拉科技大学 - 哥伦比亚(2016年);足
球学校全国冠军赛，圣保罗杯- 国家级U-15(2017年);主教练-圣贝纳度足球俱乐部,U-15团
队(2018年) 

 
高桥公司创始校长 
圣保罗足球俱乐部主任,巴西圣保罗 
圣荷西地震足球俱乐部代表-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美国 
圣保罗足球俱乐部U-15技术总监-ABC城 
精通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和英语。 

 

 

校长 

埃利埃扎尔•圣地亚哥•比亚维森西奥•弗洛雷斯 

智利 - 01/2017 

 



卡洛斯托雷斯 
哥伦比亚 - 04/2013 

 
市场分析与大规模消费硕士,纽约大学(1998),工商管理硕士,安第斯大学
(1996),  公共关系硕士 ,安第斯大学 (1995),经济学家“Summa Cum 
Laude”(拉丁文学位荣誉:最优等,最高荣誉) 安第斯大学(1994) 

波士顿新英格兰英语学校-执行营销：拉丁美洲（2016),农业技术发展 - 
总干事（2013年), Axon - 首席财务官（2008年),哥伦比亚全球研究 - 总
干事（1999年),财政部 - 哥伦比亚副部长顾问（1995年)。 

精通葡萄牙语，西班牙语，英语和法语。 

 

 

 

 

 

 

 

安德烈卡瓦略 

巴西-美国 - 02/2012 

 
圣保罗大学法学院的学士，硕士和博士。公法学研究生。法学院金融法
教授（2010年),和圣贝纳多杜坎普法学院的行政法教授（2011-2013）。奥
地利卡尔·弗朗岑斯格拉茨大学的访问研究员（2013年),访问中国南开大
学(天津) 和吉林大学（长春)的学者和老师(2012-2013) 。巴西道路特许
经营者协会法律顾问-ABCR(2008-2012)国际传球手，莫拉莱斯和贝萨
律师（2012),圣地亚哥智利,和马托斯菲略，韦加菲略，小马里.和基罗加
律师所的基础设施律师。 

 
“2013年被CAPES(巴西教育部内的一个机构)选为最佳法学博士论文
(2014CAPES年度奖) 。他是卡尔·弗朗岑斯格拉茨大学(2013）的访问研
究员，在2012-2013年间访问中国南开大学和吉林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
关于监管，治理和公共政策主题的博士后研究员—麻省理工学院(2016-

2017) 。 

 

 
精通西班牙语，英语和葡萄牙语。 
 

首席财务官 

法律总监 



亚历克斯内山 

巴西 - 02/2014 

 
 

圣保罗大学电气工程,在金融领域工作（汇丰银行，渣打银行，法国农业信
贷银行）。 有FMR(金融风险经理)认证并且是CFA（特许金融分析师）3级
候选人。 

苏伦·桑托斯·梅德罗斯 

巴西 - 01/2012 

 
Microlins公司，特许经营部门，行政和会计助理（2002年）。会计科学， 
Ítalo brasileira大学，巴西圣保罗(2006);会计技术,Sescon会计事务所,巴
圣保(2009/2010/2011);网络会计(2004年 - 2008年)。精通西班牙语和葡
萄牙语。 

 
 
 

 
 
莱昂纳多奥利维拉 

巴西 - 02/2013 

 
社会传播学士-乌贝拉巴大学的广告和宣传（2005年),圣保罗国际电影学
院电影博士后学位(2006年)并专门从事圣保罗国际电影学院的电影艺
术(2007年) 和圣保罗ESPM(广告与营销学院)的广告和设计创意发展
(2004) 。他在艺术总监位置工作了13年。 

 

执行总监 

管理总监 

营销总监 



埃利埃扎尔•圣地亚哥•比亚维森西奥•弗洛雷斯 

智利 - 01/2011 
 

会计,安第斯商业研究所,智利(1972年);足球训练,保利斯塔足球联合会 - 巴
西(1983年),青训系统的足球,保利斯塔足球联合会 (1985)。国际足联教练课
程(1988年)。圣保罗足球俱乐部青训系统的教练(1988年 - 1996年),圣保罗
足球俱乐部官方学校的技术协调员/创始人，试验单位.现任圣保罗ABC城
第一所足球学校技术和行政主任,圣安德烈单位。精通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 

阿尔贝托·桑托斯奥利维拉 

巴西 - 05/2013 
 

职业足球运动员 - 意大利(1997),葡萄牙,巴西(1999年),阿波罗足球俱乐部，希
腊(2000年),自2006年至2014年以来，圣保罗足球俱乐部青训系统的技术助理。
毕业于足球大学模块1,2,3和4，拥有巴西足球联合会（2014年）的B级，科林蒂
安体育俱乐部教练(2015-2016)。风暴足球俱乐部教练, 美国迈阿密（2016年)。 

足球区的教学主任 

卢卡斯苏亚雷斯 

巴西 - 01/2014 

 
学士学位和运动生理学专家,圣保罗联邦大学(2004年),体育科学硕士,西班
牙马德里理工大学(2011-2012)。技术助理埃及(2012年);巴西圣保罗市内部
布拉甘蒂诺竞技俱乐部U-20团队的培训师和体能训练师（2013年)。精通英
语，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 

索尼娅玛拉阿吉力诺 

巴西 - 03/2012 

圣保罗州教学办公室:幼儿教育和小学老师,学校主任,协调员教育/教学,教育团
队的培训，培训师,人力资源工作组协调员。圣保罗州教育部长政府:培训教学
协调小组。法律实践中心，通过教育管理领域的培训课程和经验（2012-2015）。
圣安德烈市政厅:克拉丽赛‧利斯佩克托教师培训中心协调员,负责市政网络教师
的长期培训，系统化和组织大会，研讨会，教学研讨会和与教育领域相关的其
他人。(2005- 2009年),学校单位主任, ，负责协调和监督学校团队的政治教学过
程(1997-2004)。负责实施政府幼儿教育政策，对所有市立学校概述的目标采取
后续行动。圣安德烈市政厅(1989-1992)。 

教育主任 - 语言 



高桥 
完整的教学系统 

 
 

将世界上最激动人心的运动 - 足球与英语学习结合的
变革实践。 



通过理论和实践课程，高桥方法包括同时使用英语和高
水平足球教学。通过激烈而充满活力的教学法，学生的
学习变得轻松有效。资源不仅仅是在球场上。运动员们
在学习理论和实践足球的同时，学习第二语言，为未来
的新可能打开大门。足球并不比英语重要，英语也并不

比足球重要，两者都都会受到最高水平的要求。 
 
与传统方法不同，学生在完成他最喜欢的活动之一时，
始终在双语环中进行交流：体育运动，享受有趣和实用
的活动。通过这种沉浸感，学生将高性能国际运动员的
学科融入其中，而不必将学习放在一边。这些经验也通
过游戏，锦标赛，酒店，旅行以及国内和国际会议得到加
强，总是和英语接触，这使他除了学习技术词汇外还学
习日常生活语言。 



足球 
 
集中培训 
集体和个人体能训练 
个人和集体密集的技术培训 
根据运动科学校正基础 
比赛情境的基础知识 
基础，中级和高级战术训练 
比赛中战术形成的变化 
按职位和“现场捷径”工作 
国家和国际锦标赛累计经验 
 

英语 
 
通过旅行经验学习语言 
指导如何使用公共和私人交通工具 

入住酒店和退房 
在餐厅时的经验 
医院和健康状况的对话 
国际锦标赛的用语 
 



 

理论内容 
 

英语内容： 

高桥教学系统的所有理论英语内容均符合欧洲语言共同参考框架

（CEFR）。 

A-基础的 

A1 

初学者 
能够理解和使用熟悉的日常用语，以及旨在满足基本需求的非常简单的陈述。能够自我介绍或
介绍其他人，能够提出问题并给出答案，例如：住的地方，认识的人，拥有的东西。如果对方用
简单的方式,能够进行基本的沟通。 

 

A2 
基础的 

能够理解孤立句子和直接优先领域相关的频繁形容（例如简单的个人和家庭信息，购物，环境）。
能够在只需要对他熟悉和习惯的主题进行简单而直接的信息的任务和日常工作中进行交流,可
以以简单的方式描述其形成，周围环境，并且还提及与即时需求相关的主题。 
 



B-独立的 

B1 

中级 

在使用清晰，标准化的语言和熟悉的科目时，能够理解主要问题（工作，学校和休闲时间的主
题等）。能够在使用此语言的地区处理大多数的状况。能够对他熟悉或个人感兴趣的主题发表
简单而连贯的演讲。可以描述经验和事件，梦想，希望和抱负，以及简要解释意见或项目的理

由和理由。 

 

B2 
独立用户 

能够理解复杂文本中关于具体和抽象主题的主要观点，包括在专业领域的技术讨论。能够与母
语人士进行一定程度的自发交流，而不会在部分之间产生紧张感。能够以清晰而详细的方式表
达各种各样的主题，并解释当前主题的观点，揭示各种可能性的优缺点。 

 

 
+高级足球技术语言。 

 

+社交经验的非正式语言。 
 

理论内容 



 
基于运动科学，足球的13个基础，正确的执行方式。 

 
正确的菱形，三角形和旋转运动的战术运动形状。 

 
世界足球史 
 
巴西足球的历史 

 
足球技术，正式和非正式用语 

 
以下国家传统战术编队的历史知识：巴西，英国，西班牙，意大

利和德国。 
 

足球的理论内容 



教学系统的支持材料 
对于学生： 
每个年龄段的书籍 
练习讲义 
在线资源 
教学管理的管理软件 

 
对于老师: 
教师手册，附有指南和程序 
每个年龄的所有课程模块的课程计划 
英语课程 
教育学课程 
心理学课程 
足球课程 
在线资源 
教育管理软件 

 
对于经理和管理员: 
教师手册，附有指南和程序 
每个年龄的所有课程模块的课程计划 
英语课程 
教育学课程 
心理学课程 
足球课程 
在线资源 
教育管理软件 
在线咨询服务 
 



 

评估系统 
从一开始，我们的运动员经过评估和定向，
在国家和国际体育界的大名鼎鼎的课程中永
久演变，足球和语言一样，保证了全面的进
化和学习。 
 



运动员评价： 
评估将成为区域，国家和国际选择的一部

分。 
对职业运动员的评价在全球范围内得到认

可。 
语言水平评价 
足球和英语书籍的时间表评估 
在线评论技术资源 
“剑桥”提供的英语水平分析证明。 

 

 

教师评估 
 
教师，教学人员和员工定期接受测试和评
估知识和回收，以确保每个人的卓越水平
和永久性改进。 

 
 



 
侦查 
 
我们的评估系统被称为“侦察”，由训练有素的教学团队准备。教师，
世界级球员以及国内和国际教练都开发了这种运动员练级格式，以
评估足球和英语。 
关于足球内容，我们分析了13个足球基础的所有运动和技术姿势，除
了每个男孩的战术和集体知识和执行，还考虑到运动员的位置，体重，
身高和年龄。在评估英语时，评估语言学习的主要技能：听，说，写，
阅读理解和语法。这样学生就可以达到英语语言“欧洲共同框架”要
求的“B2”级别。 
*“欧洲共同框架”包括6个级别的英语：A1，A2 - B1，B2 - C1，C2; 但
是，当他们在美国或英国等英语国家学习时，才有C1和C2级别的课

程。 
 
该方法的所有过程都是在线分发的，可以快速有效地扩展工作。 

 
 



毕业学生的档案 
从高桥毕业的学生作为双语运动员

的学徒生涯，具有以下特点： 
 

在足球领域： 

精力集中 
开心 

善于交际 

懂得尊重 
负责任 

遵守承诺 
敬业 
听话 

能够面对作为运动员和私人生活的
压力。 

凭借充分的知识，实践和理论，知
道如何根据运动科学执行足球的13

个基本原则。 
充分了解不同战术系统中的集体运

动。 
如果你想从事教练或足球老师的职
业，可以用理论内容来教授运动员

的技能。 
 

在英语领域: 
有CERF的B2级英语语言证书，证
明其语言，写作，听力和阅读的质

量。 
高级技术和特定，正式和非正式的

足球内容。 
 



高桥研究，开发和创新部门 - （PD＆I） 
 
部门 

医疗保健 

教学/神经语言学 

运动 

语言 

技术 

 

来源和合作关系 
巴拉圭教练胡安卡洛斯奥索里奥实习。 

圣保罗足球俱乐部运动员训练中心。 

哈佛大学 - 美国 
圣保罗大学 - 巴西 

卫理公会大学-圣贝尔纳多-杜坎普-巴西圣保罗 

佩雷拉科技大学 - 哥伦比亚 

教学研究中心亚松森大学中心– 圣保罗 

教育研究小组圣安德烈基金会，圣保罗。 

Avivatec公司计算机解决方案 

 

目前的保护措施 

有权使用圣保罗足球俱乐部标志-ABC城 

高桥手册和流程版权 

教师的手册版权和课程。 

足球语言讲义的版权 

注册商标高桥方法与徽标。 

 

技术发展 

团队致力于研究和配置体育和语言教学技术进步的工具。 

 

内部控制： 
能够加强的虚拟系统工具和通信，以实现，监控，监督和持续改进所提供的服务。 

 



高桥教学系统针对促进儿童和青少年整体发展的教育和/

或教育机构： 
 

地方政府。 

私立足球学校 

市立足球学校 

专业团队 

专业青训团队 

守门员学校 

私立高中 

足球特许经营权 

个人特定培训 

职业运动员。 



中学教学系统 
 
 

作为拉丁美洲唯一同时在该领域教授语言和体育
的教学系统，我们将这种教学扩展到普通学校。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教学系统适用于3至17岁的
学生，并且在学年期间在学院的结构中教授课程，
也为每个年龄制定了特定的课程计划。 

 
对于这些课程，我们派遣了在我们公司准备的教师，
或者我们已经在中学工作的教师。 
 
 



2014年枫树熊学校 

(Maple Bear) 
 

通过加拿大教育方法，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好的教育方法之一，并且已经超过50年的双语，
枫叶为孩子们在巴西或国外的学术和专业表现做好了准备，并为他们的成功生活在所有
方面做好准备 ：学术，专业和社会的积极成员. 

2012年第一幼儿学校 
 
早期儿童时期是一所学校，他们相信，在幼年时期，我们就会形成指导成年人生活的价值
观。我们认识到在我们所参与的所有生活故事中赋予我们的责任。因此，我们的使命是
“协助我们的孩子变成永远都是善良的人”,在我们的日常例子中采用道德和情感原则的
模型，建立负责任，快乐和尊重的人的形成。它的历史始于1990年，位于ABC保利斯塔地
区圣安德烈市的花园街坊。一开始，学生人数很少，但员工们对孩子们的热情导致了这一

群体越来越多。 

2010年 Objetivo中学 
 
Objetivo中学是巴西本国最大的私立学校。凭借这一维度和相应的责任，我们的目标是成
为一所对变革和新方法开放的学校，帮助我们的学生建构新知识并将其融入文化。在
Objetivo中学的过程意味着所有参与者都乐于不断学习。因此，学生，教师，家长，员工和
整个学校社区必须明白，能力永无止境，更好的人才是不断学习的人。 

 



 
2005年 CETA中学 

 
 
CETA一直在关注世界的变革，特别是教育，因此它不断创新，达到学生的满意度，并且越
来越多地合作，以确保学生优先学会成为个体的基础教育 也学会“一起做”，这是孩子应发
展的一个方面。我们提供倒置课程，好的教学环境（艺术，金融教育，英语）;延长点心时间
以及其他使学习期更具吸引力的方法。 
我们已经在巴尔加斯区工作了23年，在此期间，我们成为了优质教育的参考，获得了96％
的学生满意度指数批准。我们提供最好的教育，学习，共存，尊重，关注和道德。 

 

 
2002年 Pró Saber中学 

 
 
 
 
 
自从1998年在教育领域工作以来，Pró Saber中学为未来的幼儿园到第9年的学生做好了准
备。Pró Saber中学成立于1987年，以幼儿教育课程为基础，之后实施了小学一年级和二年
级的课程。 1998年，随着维护者的变化，基督教原则开始植入教育。今天，Pró-Saber为从
幼儿园到9年级的学生提供服务。 

 



职业俱乐部的教学系统 
 
 
在专业俱乐部内，高桥将最高水平的英语和足球教
学用于球员的专业化，旨在提高他们的技能，并为这
些球员提供真正的可见性和销售机会以便能够进入
其他球队。 

 
专业团队已经开展了实验工作，如今我们已经得到
认可并获得所有年龄段运动员的推荐。  

 
这些团队包括： 



 

 
圣保罗足球俱乐部，巴西最大和最受关注
的球队之一，曾三次获得世界冠军，并负
责卡卡和罗杰里奥·塞尼等球员的爆炸式
成长。 

 
 
 
科林蒂安保利斯塔体育会, 成立于1910年，
2012年获得世界冠军。持有4个国际冠军
和7次巴西冠军; 

 
 
 
 
 
帕尔梅拉斯体育会 
 
 
 
 
 
圣贝尔纳多足球俱乐部, ，2012年圣保罗
州联赛冠军和2013年圣保罗杯冠军; 
 
 



职业俱乐部的教学系统 
 



 
在专业俱乐部内，高桥将最高水平的英语和足球教
学用于球员的专业化，旨在提高他们的技能，并为这
些球员提供真正的可见性和销售机会以便能够进入
其他球队。 

 
专业团队已经开展了实验工作，如今我们已经得到
认可并获得所有年龄段运动员的推荐。 这些团队包

括： 
圣保罗足球俱乐部，巴西最大和最受关注的球队之
一，曾三次获得世界冠军，并负责卡卡和罗杰里奥·
塞尼等球员的爆炸式成长。 

 
科林蒂安保利斯塔体育会, 成立于1910年，2012年获
得世界冠军。持有4个国际冠军和7次巴西冠军; 

 
帕尔梅拉斯体育会 
 
圣贝尔纳多足球俱乐部, ，2012年圣保罗州联赛冠军
和2013年圣保罗杯冠军; 
 



埃德米尔森
(Edmilson) 
 
高桥方法出版社,除了格式化其特许经营权及其合作伙
伴的所有教学材料外，还格式化了“汇编埃德米尔森-世
界五次冠军/ FBS”这本书，于2017年推出，是巴西足球
历史上最伟大的足球运动员之一，埃德米尔森德莫拉斯,
世界五次冠军也是巴塞罗那足球俱乐部的代言人。他的
目标是在五大洲开设世界各地的学校。 
 





 

多多(Dodo) 
拥有美丽进球的球星 
 
高桥在巴西实现与前球员多多的合作关系的那一刻达到
了其在巴西的最高点之一，他是世界闻名的运动员被称为
“拥有美丽进球的球星”，现任CBF(巴西足球协会)的教练。
一起, 成功的在圣保罗市的主要商业区之一开幕了多多足
球俱乐部的特许经营权。利用这位伟大的巴西足球偶像的
形象，高桥在世界各地的社交网络，电视和新闻门户网站
中表现出色。 
 



绿墙(GreenWall)  
守门员学校 
 
通过现代方法，绿墙除了英语教学也将现代守门员的技术应
用于其运动员。 
在彭美拉斯体育会的守门员塞尔吉奥的指导下，学生不仅获
得了知识，还吸收了小区冠军的经验。 
 



 

教练和足球经理的培训课程 
 
高桥课程将现代足球战术和技术培训的所有新闻带到了最前
沿。战术和技术分析，游戏计划，新阵型和体育技术。因此，
我们引起新特许经营商和/或被许可人的兴趣，并回收来自世
界各地的代表和承包商的知识。 

 
 

交换教师和运动员 
 
体育，语言，商业，毕业，研究生，高中，度假营等！ 

 
高桥交流计划将运动员和教师带到世界各地。 
所有学生，球员和教师都有可能与超过5个国家进行互动，以
改善他们的学习，并通过手段的专业人员，通过锦标赛和对
大学球队的友好发展他们的足球。在这些活动中，一些参与
者可以争夺奖学金，在世界着名的学院学习！ 

 
 



2016 
年Vinicius Ferreira Morais  
100％的大学体育奖学金。 拉雷多，德克萨斯州  

美国 
 
 
 
 
2018 
年Cristóvão Flores 
教练 - 佛罗里达州奥兰多  

美国 
 
 
 
 
2018 
年Jerson 
美洲国民 – 圣贝尔纳多足球俱乐部  
巴西圣保罗 



 

与专业团队合作 



自2003年以来，高桥的一项重大成就是与圣保罗足球
俱乐部的合作。通过其足球学校，我们加入了巴西和
世界上最大和最受关注的团队之一。三次世界冠军，
负责培养出如卡卡，卡塞米罗和罗杰里奥塞尼等球员。 
这种伙伴关系取得了巨大成就，例如4至16岁的儿童
可以与圣保罗足球俱乐部的职业球员会面，由俱乐部
青训教练评估并参加我们单位的足球俱乐部官方球员
筛选。通过理论课和现场的实践培训，高桥教授双语
足球，因此， 圣保罗足球俱乐部学校运动员可以通过
认识方法的品质和双语教育在体育运动中的重要性来
发展和学习。 

 
在此次合作中，已经出现了像圣保罗足球俱乐部守门
员卢卡斯·佩斯（Lucas Paes）这样的运动员，他们赢得
了南美解放者杯，巴西杯和两个圣保罗州联赛冠军。 

 
今天，我们有来自这个合作伙伴的1000多名专属学生 

 
卢卡斯·佩斯(Lucas Paes) —高桥守门员,南美解放者杯
冠军和圣保罗足球俱乐部的其他头衔 

 
其他参加过在上面提到的事件中的高桥运动员 
 

圣保罗足球俱乐部  
三次世界冠军 

 



有超过100名年龄在12到18岁之间的玩家，在2018年，
圣贝尔纳所足球俱乐部成为巴西第一个使用高桥进
行英语培训的青训。 

 
经过三个月的准备，由首席执行官埃利埃扎尔•比亚
维森西奥协调的 U-15岁团队,由圣保罗足球俱乐部
的前守门员雷南故西(Renan Gusi) 组建的技术委员
会,和 Dinho Galvão，专业的体能训练师，征服了对
桑托斯足球俱乐部(曾培养贝利与内马尔的球队)的
历史性胜利， 

 
如今，高桥拥有2018年圣贝尔纳多足球俱乐部U-15 
梯队运动员100％的商业权益份额。 

 
该团队的所有技术委员会将参与2019年U20级别梯
队之圣保罗杯比赛 （巴西最重要的锦标赛之一，用
于展示和销售球员），他们均属于高桥学院。 
 

圣贝尔纳多足球俱乐部 



兵工厂足球俱乐部 - 足球训
练营  

2016年 
2016年，高桥在整个拉丁美洲代表了兵工厂足球俱乐部青
少年与儿童(Arsenal FC Teen & Kids) 。在西班牙举行的7
天活动中，与兵工厂足球俱乐部派出的教练进行了培训，
加上英语课程，并参观西班牙的主要体育场。 
 

CEIF诞生于2008年，实现了现任俱乐部主席的梦想，卡洛斯
巴拉托(Carlos Barato)，建立一个体育俱乐部，在哥伦比亚和
哥伦比亚足球运动员的传统教育和培训计划中进行创新，通
过对运动员的评估和控制系统。通过这种方式，我们设法巩
固了足球综合训练计划，使CEIF成为区域和国家级最佳运动
训练学校之一。 

 
2015年，我们进入乙级专业，将CEIF培训模式与福塔雷萨俱
乐部合并。从此以后，我们项目的名称一直是福塔雷萨
(FORTALEZA) CEIF。同年，在我们的首个赛季，实现了晋升
为甲级哥伦比亚职业足球的梦想。在第一级别中，我们以出
色的比赛和推广大量年轻球员而着称，他们现在是哥伦比亚
足球界的重要人物。我们通过与新鲜，年轻和良好的语言交
流进行创新，这得到了该国许多粉丝的赞同和支持。 
 

福塔雷萨 CEIF 
哥伦比亚 



与大学合作 



哈佛大学 
 
2018年，我们为学生和学生创造了最伟大的成就
之一。被选中成为“哈佛运动员选拔”的一部分的
可能性，通过高桥的比赛，在任何职业生涯中提供

高达100％的教育奖学金。 
 





圣保罗大学是巴西最负盛名和最受认可的教育机构之一，
也是全球公认的机构。 

 
通过这种相互认可，USP体育学生的教学技能在离学生
家最近的高桥单元中得到了加强。 
 

圣保罗大学 

2013年，我们开始与卫理公会大学合作，在我们的结构中
培养体育学生的技能，因此在高桥的期间，高桥提高了这
些学生在教育单位的教学技能。 
 

卫理公会大学 



高桥 
社交 

2014年 Higher Bridge向PequenoLeão家庭提供35个全额奖
学金，为高家庭风险的儿童提供服务。 

 

高桥接受圣保罗南部Santo Amaro市政府的邀
请，在Parelheiros地区实施其方法，为180名贫
困儿童提供服务 2015年  

4月，在Parelheiros的社会项目中帮助了259

名儿童。 
5月，圣安德烈市要求高桥在3个外围地区应

用其方法，每个地区600名儿童，2018年增加
6个地区。 

2017年  



 

高桥了解社会可持续性的重要性以及通过体育发展教
育的重要性，以此为弱势儿童创造更多机会，从而获得

更好的生活质量和投射。 
 

圣安德烈市政府 
 

2016年，与圣安德烈市一起实施了“金男孩”项目，为
10至17岁儿童提供高水平双语足球训练的教学系统， 

拥有在高桥培训的专业人士和专属材料。 



圣阿梅利亚 
 

Santa amélia 

高桥与Alberto Oliveira中学合作，为弱势社会条件下的学
生提供了更好的体育和学术培训方法。 

 

• 教学伴奏和学校强化 

• 5至17岁的双语足球学校 

• 英语和足球讲义 

• 家庭支持（捐赠基本食物篮） 

• 高水平的U-15和U-17团队 

• 周末的家庭活动 

 

Grajaú 

• 教学伴奏和学校强化 

• 5至17岁的双语足球学校 

• 英语和足球讲义 

• 家庭支持（捐赠基本食物篮） 

• 高水平的U-15和U-17团队 

• 周末的家庭活动 

 





高桥世界 



2016年初，应桑托斯足球俱乐部代
表和前职业球员多多(Dodo)的要求，
高桥被邀请在迈阿密进行市场分析，
以制定一个交换球员和建设足球学
校的项目。 

 

 

经过分析，决定通过合作伙伴关系
和契约扩大高桥的教学系统，今天
我们在奥兰多和波士顿市举办了一
个教师交流计划，已经超过12名教
师和许多球员。 

美国 



高桥在智利的到来，

始于2016年，位于
安第斯省，交换了

各种足球学校和普
通教育私立学院的
教师和运动员。 
 

智利 



2015年 - 我们与佩雷拉

科技大学足球学校合作，
开始在哥伦比亚开展工
作，为该地区的学生和足
球教练做准备。 

 
2017年 -  Dieztra  - 法律
咨询和体育营销已成为
位于卡利市的特许经营
高桥销售和教学系统的

主要代表。 
 

哥伦比亚 



成功案例 



巴西圣保罗州最大的私立足球学校。 

 
锦标赛和成就 

 
冠军圣保罗足球俱乐部足球学校 

 

仅在03个月的训练中对桑托斯的胜利。 

 

科林蒂安 U-20 

高桥的原则之一是与客户的透明度。因此，我们向学生
保证的是将学生完全加入高水平的培训和整体形式的英
语教学，并通过这些工具，成为伟大的团队和教育中心
的一部分，通过他们的表现获得国家和国际的重要认可。 

 
通过教育和体育卓越， 高桥为您的年轻运动员打开了大
门，体验专业俱乐部的真实体会,与专业人士，巴西，美国
以及2019年中国的中学和大学进行评估和高绩效培训。 
 



Lucas Paes  - 圣保罗足球俱乐部 

 
Yago Cândido  -帕尔梅拉斯体育会 
 
2018年，高桥为11岁的年轻球员Yago Cândido打开了大门， ，对教练斯科
拉里(Felipão)，帕尔梅拉斯体育会领导的团队进行官方评估，并被选为俱
乐部培训中心的专业培训。 

 
Diego Soares – 巴西红牛 

 
拥有超过5个全国冠军的巴西红牛选择了高桥运动员Diego Soares在他的
训练中心进行实验。 

 



 

高桥历史突出的老师 
 

Juan Carlos Osório 
2019年 - 巴拉圭国家队教练 

2018年 – 赢了世界冠军德国队的墨西哥国家队教练 

2015年 - 圣保罗足球俱乐部的专业教练 

2014年 - 南美自由杯冠军- 专业 

*目前是高桥远距离顾问 

 

Luis Pompílio Paez  
2019年 - 巴拉圭国家队教练助理 

2018年 - 赢了世界冠军德国队的墨西哥国家队教练助理 

2015年 - 圣保罗足球俱乐部的专业教练 

2014年 - 南美自由杯冠军- 专业 

哥伦比亚国家队的职业运动员 

*目前是高桥远距离顾问 

 

Sérgio Baresi 
2001年至2013年圣保罗足球俱乐部教练 – 专业青训 

*目前是美国奥兰多高桥的官方代表。 
 

 

 

 



 

 
智利老师 

2001年 - 圣保罗足球俱乐部学校的创始人 

*目前是高桥国际协调员 

 

Renan Gusi 
2005年至2012年 - 圣保罗足球俱乐部和罗杰里奥并肩作战
的前职业守门员。 

*目前是高桥的国家协调员 

 

Alberto Oliveira 
2015年 - 科林蒂安队获得巴西杯 U-20冠军教练助理 

2002年至2013年 –圣保罗足球俱乐部青训教练 

*目前是高桥国际部署的协调员 

 

Dinho Galvão 
2016年 – 圣保罗州联赛亚军 

*目前是高桥教练和教师。 

 

Cléber Ferreira 
2016年 – 圣保罗州联赛亚军 

*目前是高桥教练和教师。 

 

 

 

 



圣贝尔纳多足球俱乐部 
 
对于高桥因素持有2018年S圣贝尔纳多足球俱乐部
U-15 运动员100％的商业权利份额，所有运动员都

是公司的一部分： 



高桥结构 

 
4个职业足球场 

9个官方社会足球场具有官方规模和国际足联认可的草坪 

3个官方五人制(室内)足球场 

足球和语言课程和学术准备的教室 

与5个国家的健身房，足球学校和职业俱乐部达成协议 

所有足球部门的专业团队 



1. 学校数目。12 
2. 球场的数目。23 
3. 高桥系统训练过的学生人数。8.200  
4. 教师数量。180  
5. 高桥系统训练出的职业球员人数:  
A. 高桥直接训练。130  
B. 与其他专业俱乐部合作训练。4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