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语学习中心合作大学分布

留学意大利

L'Aquila

马可波罗计划：
1) 米兰比可卡大学 Università degli Studi di MILANO-BICOCCA
2) 费拉拉大学 Università degli Studi di FERRARA
3) 热那亚大学 Università degli Studi di GENOVA
4) 马尔凯理工大学 Università Politecnica delle MARCHE
5）卡梅利诺大学 Università degli Studi di CAMERINO
6）费尔莫圣多米尼克语言学高等学校 Scuola Superiore per Mediatori Linguistici San Domenico – Fermo
7）特拉莫大学 Università degli Studi di TERAMO
8) 基耶地-佩斯卡拉大学 Università degli Studi "G. d'Annunzio" CHIETI-PESCARA

CATALOG 2019

9）罗马欧洲大学 Università degli Studi EUROPEA di ROMA
10) 那不勒斯“费德里克二世”大学 Università degli Studi di NAPOLI "Federico II"
11)卡塔尼亚大学 Università degli Studi di CATANIA

图兰朵计划：
1）米兰ACME美术学院 Accademia di belle arti leg. ricon. "A.C.M.E" di MILANO

意大利语学习中心

2) 米兰新美术学院 Accademia di Belle Arti Legalmente Riconosciuta di MILANO "NABA" - Nuova Accademia di Belle Arti
3) 库内奥美术学院 Accademia Di Belle Arti Leg. Ricon. di CUNEO
4) 卢卡博凯里尼音乐学院 Istituto Superiore di Studi Musicali Luigi Boccherini di LUCCA
5) 乌尔比诺美术学院 Accademia di Belle Arti di URBINO
6）马切拉塔美术学院 Accademia di Belle Arti di MACERATA
7）拉奎拉美术学院 ACCADEMIA DI BELLE ARTI L'AQUILA
8）福贾美术学院 Accademia Di Belle Arti di FOGGIA
9）墨西拿音乐学院 Conser vatorio Di Musica Arcangelo Corelli - MESSINA
10) 卡塔尼亚美术学院 Accademia Di Belle Arti di CATANIA

特别感谢：封面人物：荣子依 封面摄影 ：唐晓博

我校2019年图兰朵计划生

校长致辞：
欢迎来到意大利语学习中心！意大利语学习中心是第一所进入中国教
育市场招生的意大利私立语言学校。
自2004年以来，已有一千多名成功参加“马可波罗”和“图兰朵”
自2004年以来，已有一千多名成功参加“马可波罗”和“图兰朵”
计划的中国学生来我校学习并继续接受意大利的高等教育。我希望这本手
册能帮助你简化决策流程，并展示我校的亮点：长期丰富的管理经验，无

意大利语学习中心

与伦比的教学质量，个性化的学生服务。
我期待您能来意大利语学习中心学习，我也希望能够帮助您完善在意
校 长

大利的教育体验。

Giovanni Eric Pasotto

我校与马可波罗计划、图兰朵计划的渊源
意大利语学习中心（Centro Studi Italiani）在2004年即创新并开
展“马可波罗回归”计划。现行的“马可波罗”计划既是据此发展
而来，2004年10月20日信函予以证明。
外交部-总部-亚洲、大洋洲、太平洋国家和南极洲总司-153-P
编号：0482224 2004年11月05日
外交部
外交部-总部-亚洲、大洋洲、太平洋国家和南极洲总司
意中政府委员会-中国
协调处

意大利语学习中心（Centro Studi Italiani）是将音乐学院和美术
学院纳入“马可波罗计划”，即作为“图兰朵”计划基础设想的发
起人，2008年10月10日教育、大学和科研部艺术、音乐和舞蹈艺
术高等教育总司的信函予以证明。
教育、大学和科研部
艺术、音乐和舞蹈艺术高等教育总司 – 二处
编号：7120
关于2008年09月16日第6513号函

罗马，2008年10月10日
罗马，2004年10月20日
致：学生和学习权利总司
本部
致：Carlo A. Pasotto教授
意大利语学习中心主任

抄送：意大利语学习中心主任
地址：Via Boscarini 1

地址：Via Boscarini 1

61049 URBANIA

61049 Urbania (PU)

主题：“马可波罗回归”计划
尊敬的Pasotto教授：
经对“马可波罗回归”计划，尤其是其中两个组成部分，即：
为准备就读意大利大学的中国学生开设预备课程和将首批在
Urbania、Piobbico、Apecchio、S. Angelo in Vado和
Mercatello sul Metauro市的200名学生纳入课程的可行性计划进
行研究，我认为该项目符合意中政府委员会协调处实施的促进更多
中国学生进入意大利教育体系学习的行动方案。
全权公使
Alberto Bradanini（签字）
意中政府委员会协调处电话：06.3691.2884 – 4483 – 7390
传真：06.3691.5159 coordinamento.cina@esteri.it

意大利语学习中心共有3个校区，分别在意大利的
主题：将美术学院和音乐学院纳入“马可波罗”计划
我司注意到意大利语学习中心的来函，函中您提出希望艺术、
音乐和舞蹈艺术高等教育院校也能够纳入当前只对大学开放的“马
可波罗”计划。
为此，谨向您告知，美术学院和音乐学院与中国和亚洲其它
国家的政府已有了合作。
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意大利共和国之间的函件交流，中意
达成了有关促进更多中国学生来意大利学习的协议，协议自2006年
10月02日起施行。为此，我们希望上述计划也能够对艺术和音乐高
等教育领域开放。
司长（Dott. Giorgio Bruno Civello） （签字）
附件：
意大利语学习中心主任的信函

米兰，热那亚，乌尔巴尼亚。创始人CARLO AMEDEO
PASOTTO是意大利著名教育学家。学校拥有利于学习
意大利语，容易结交朋友的良好环境。20人以内的小
班教学，保证了教学的高质量和最佳的学习效果。我校
自行出版专门针对外国学生学习意大利语的教材。我校
也是（CELI 佩鲁贾外国人大学) ，（PLIDA但丁学
会），（CILS锡耶纳外国人大学）意大利语等级证书的
官方考点。同样，我校自己颁发的语言学习证书广泛被
意大利大学及各类学院认可，持该证书的学生，还可以
在注册与意大利语学习中心合作21所大学、美术学
院、音乐学院的时候免除语言入学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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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留学意大利？
因为意大利是世界知名的学习时尚、艺术、设计、音乐（特别是声乐和歌剧）、工程、建筑、考古、文物保护、医学、自然科学等
专业的中心。世界第一所大学就是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大学，距今1100多年历史。
因为意大利大学每年会给马可波罗·图兰朵计划的中国学生预留名额，并且提供助学金、奖学金。 因为意大利大学采用免学费或低学

为什么选择意大利语学习中心？

我们能为学生做什么？

01 因为意大利语学习中心从1986年起就是被意大利教育部认可

学生基础材料在所辖各个使馆领区的材料办理方式及注意事项。

费的政策。和欧洲国家相比，大学的收费非常低廉，大学在读学生每周可以打工20小时，赚取一些生活费。

的为外国学生提供意大利语课程的学校。尤其是为即将报考

公证材料、教育部认证、外交部或外事办认证注意事项及办理要求。

意大利大学的学生提供意大利语预科课程。

意大利教育部颁布的马可波罗·图兰朵计划院校专业名单及专业的全

因为意大利大学每年延续居留很方便，只要学生第一年通过一门课程的考试，接下来每年至少通过2门课程的考试即可。
因为现代西方国家的文化和文明都是以古罗马时代意大利的文化为基础演变而来的，意大利语也是直接从拉丁语衍生出来的，如果

02 因为意大利语学习中心在2005年就接受了马可波罗计划的第

套中文翻译。

你会讲意大利语，你可以很容易的学会其他以拉丁语为基础的语言，例如：西班牙语、法语、葡萄牙语、罗马尼亚语、罗曼语。

一批中国学生。经验更富，除了为中国学生提供马可波罗和

帮助学生推荐院校及专业并对疑难学生有针对性的推荐专业。

因为学会意大利语并获得意大利大学的学位证书，你会成为一名合格的中意两国之间在经济、文化、旅游等领域的交流使者。你也

图兰朵计划的语言预科课程，还为中国学生提供考入大学的

各辖区使领馆预注册的时间预约，（该预约时间尽量提前以便后续时

将会获得独一无二的发展机会。

艺术备考课程。如：美术，设计，声乐，器乐，等等课程，

间充裕）。

因为意大利一直以来是地中海地区和欧洲南部的中心，从远古时代开始就是欧洲、亚洲和非洲之间的桥梁、拥有意大利签证可以畅

我们的艺术备考课程全部聘请意大利著名大学的教授授课，

帮助学生填写预注册表格，准备预注册材料并带领学生赴使馆办理预

游欧洲26个申根成员国。

专门针对入学考试而准备，以确保学生可以顺利进入所报大

注册。

学及专业。

帮助学生填写签证表及申请材料，并代送代取签证及材料。

03 因为意大利语学习中心还针对中国学生的特点和需求，为中
国学生提供全套的境外服务，包括接机、安排住宿、办理居
留卡、税卡、银行账户、电话卡、后续的大学报名、考试准
备、大学预留名额的优先录取、落榜学生安排其他大学专业

马可波罗计划
“马可波罗计划”由意大利大学校长联合会（即CRUI） 发起，意大利共有75所国立大学参与到“ 马可波罗计划”中，从2005年
底开始，中国学生在完成12年基础教育或获得大学学位后即可参与该计划。中国学生只需要具备简单的意大利语基础就可先赴意大
利进行10-11个月语言学习，然后通过大学考试进入专业。使中国学生更加顺利的进入意大利大学学习。
我们的优势：
我校是最早开展马可波罗计划招生的意大利语言学校，早在2005年中国第一批学生就是到我校开始意大利语学习，并顺利升入
意大利大学。在此领域我校具有丰富的教学和管理经验。我校对马可波罗计划的学生提供基础意大利语教学，针对需要中国学生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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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物丢失，出入境海关查扣的情况。

免去了学生和家长的后顾之忧。

供巴士接机，无需学生在机场当地过夜及住宿。（免去学生机场住宿
花销及安全困扰）对于单独出行的学生，我们将提供最近机场单独接

因为意大利有11所大学、8所美术学院、2所音乐学院授权我
校为他们的学生提供意大利语言预科课程。当然我校的学习

机。
安排住房！学生到校后即刻安排入住。

证书也被意大利所有大学认可，报考其他大学的学生同样可
带领学生注册学籍，办理电话卡，无线网卡，保险，居留许可，税
以在我校学习意大利语言预科课程和专业预科课程。
卡，银行兑换现金，超市购物等。

05 因为意大利语学习中心采用本校出版的针对中国学生而编写
经验及执教资格。我校还采用小班制授课模式，每个班级最

“图兰朵”计划由意大利大学和政府共同推出的，专门针对中国艺术、音乐、美术和设计类学生的官方计划，目的是让中国的

学生因语言障碍，心理障碍等问题出现走失，行李丢失， 随身证件

接机！学校提供最近目的地的机场接机服务，学校将对于团体学生提

加意大利全国统一考试的建筑学，医学，护理学等专业，我校会帮助学生报名，备考，及考试不合格后的调换专业和学校等帮助。

图兰朵计划

全程护送学生！意大利语学习中心派员带领学生出境送达学校。避免

注册等。这些服务都是由意大利教师亲自带领学生完成，

的意大利语教材授课，并确保所有授课教师具有丰富的教学

申请要求：1.高中毕业的高考成绩不得低于400/750分。2.小学初中高中读满12年。3.大学毕业的要求具有学位证及毕业证。

如实告知学生出境注意事项并提供留学行李清单。

多不超过20名学生。这样更能做到因材施教，个人定制。并
且学生还可以选择一对一课程来尽快提高自己的意大利语水
平。

学生在学习生活中遇见的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找学校秘书处管理老师
协助解决。
旅游！每月学校会组织学生参加旅游活动，使学生能更安全的体验意
大利风景名胜。
换学校换专业！学生如果遇见因当初报名注册的大学专业志向发生变
化，并需要转换学校和专业的学生，学校将帮助学生协调原注册大学

艺术类学生能顺利入读意大利大学，“图兰朵计划”可以说是艺术类的“马可波罗计划”。通过“图兰朵”计划，申请的学生可免

06 因 为 意 大 利 语 学 习 中 心 也 是 意 大 利 语 国 际 等 级 考 试 证 书

除意大利语要求。取得该项目资格的中国学生在意大利10-11个月的语言课程结束后，通过最终的入学考试，可以在其选择的艺术

CELI、CILS、PLIDA的 官 方 授 权 考 试 中 心 ， 学 生 可 以 在 我 校

为。

或音乐类学院注册学习。目前图兰朵计划包括美术，音乐，艺术，设计，舞蹈等共 计100多所院校，并面对所有中国学生开放。

直 接 报 考 并 且 参 加 以 上3种 意 大 利 语 国 际 等 级 考 试 ， 非 常 方

报名通知！我校将对学生预注册大学和预注册的专业信息收集整理，

我们的优势：

便，并得到意大利大学认可。

落实预注册学校的报名时间，报名地点，报名所需携带提交材料，费

针对中国学生艺术基础与意大利学生不同的特点，我校与意大利8所美院，2所音乐学院合作为学生提供专业备考课程。尽量帮
助中国学生顺利通过意大利艺术类院校的入学考试。我们的艺术类备考课分为美术及音乐两种课程，学生可以在我校学习这些课程

07 因为意大利语学习中心会在学生整个学习期间直到进入大
学，为学生提供必要的帮助和协助。

及希望转入大学双方转换学生的注册材料使学生转学行为成为正规行

用及费用交纳方式等最详细的信息并通知学生。以便学生按时到预注
册大学报名并完成报名手续。

以应对将来的专业入学考试。
申请要求：1.高中毕业的艺术生按照公式计算：[高考成绩（≥300分）+（艺术分÷艺术成绩总分）×750] ÷2），换算的最终成绩不
得低于400分（满分750分）。2.小学初中高中读满12年。3.大学毕业的艺术生要求具有学位证及毕业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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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兰校区

米兰校区教学楼

意大利语学习中心米兰校区位于米兰市内，校址位于米兰理工
大学莱昂纳多校区附近。设施先进，非常方便，安全、快捷。省时
省力，又节省了交通费。授课教室位于该栋建筑的二层，除了教室
以外该层还包括学校办公室，自习室，会议室。以方便学生课外学
习。学校为音乐类学生提供了声乐自选VIP课，为学生提供一对一

米兰是意大利最大的都会和世界最大的都会区之一，世界历史文
化名城，全世界最发达的地区和GDP最高的地区之一， 也是欧洲经济
最发达的地区，其控制了世界百分之四的艺术珍品。世界时尚与设计
之都和时尚界最有影响力的城市，欧洲三大都会区之一。跻身顶级世
界城市，米兰大都会为意大利最大的都会，经济首都，伦巴第大区首
府和米兰省省会，米兰是意大利文化，经济，时尚，设计和当代艺术

授课。由意大利著名音乐学院的教师、教授执教。同时，学校也为

的中心。米兰拥有世界半数以上的时装著名品牌，世界所有著名时装

美术类学生提供了艺术类自选VIP课。由意大利著名美术学院教授

在此设立机构，半数以上时装大牌的总部所在地，是世界四大时尚之

执教。同时学校还会定期组织参观当地风景名胜，周边地区旅游。

都之首，对于所有国际学生来说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城市里，你将获得

以丰富学生学习生活，提高学生语言能力和文化基础。学生住宿有

独一无二的体验和感受。

三个选择，首选是位于教学楼300米远的Martinitt学生公寓园区，
另外学校还为学生提供两个备选公寓，分别是与教学楼相距400米
的 Monneret住 宿 公 寓 及 米 兰 比 克 卡 大 学 旁 边 的 Milano
Internazionale，同时学校也鼓励学生自行租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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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兰校区课程费用

米兰校区教学楼

意大利语主课-必选
意大利语课程

10 个月课程

11 个月课程

起始时间

2019 . 11 .0 4 — 2020 .0 8 . 22

2019 .10.07— 2020 .0 8 . 22

课时

1000课时

1100课时

学费

5,390欧元

5,790欧元

艺术专家VIP课程-任选
学费: 4 , 900 欧元

课程包括30节一对一课程 ，每节课60分钟

艺术专家一对一课程内容：
我们针对学生所选艺术院校需要的艺术准备和入学考试准备提供独特的资源。学生会得到教授具有针
对性的指导。该课程将根据学生的自身水平和将入读学院的要求量身定制。
授课教授：
Paolo Serrau教授自1981年起在都灵阿尔贝蒂娜美术学院任教，讲解装饰塑料学科， 工作38年间，
他担任副主任并成为学术委员会成员。他是一位雕塑家和肖像画家，曾多次获奖，其中包括2001年梵蒂冈
“宗教艺术”奖，并为福萨诺，库内奥和坎波纳加拉（威尼斯）等城市创建了纪念碑。
6年来，他是北京，武汉和广州等机构中国学生预选活动的负责人，因此，他对中国学生如何备考及
中国文化十分了解。他可以针对每名有特殊需求的学生提供专业指导。

音乐专家VIP课程-任选
学费: 7,000欧元

声乐专家一对一课程内容：
我们针对学生所选音乐院校需要的声乐准备和入学考试准备提供独特的资源。学生会得到教授具有针
对性的指导。该课程将根据学生的自身水平和将入读学院的要求量身定制。

米兰校区教师介绍
FEDERICA CENTI

CECILIA VECCHIONI

在意大利语第二外语教学领域获得ITALS

在意大利语第二外语教学领域获得DITALS

教师和CEDILS证书

证书

CILS 与 IT考官证书

在墨西哥高等教育机构有2年工作经验

在中国有5年工作经验

自2016年起在意大利语学习中心任职

CELI 考官证书 精通汉语
自2014年起在意大利语学习中心任职

授课教授：芭芭拉•弗里托利（Barbara Frittoli)，出生于1967年4月19日，世界著名的歌剧女高音歌唱
家，她出生于意大利米兰，毕业于米兰朱塞佩•威尔第音乐学院，获得该校的最高荣誉，并与
Giovanna Canetti一同学习。 她后来成为几项国际比赛的冠军。代表作有图兰朵等等，她在世界很多知
名的音乐厅登台演出，获得了诸多的荣誉。她在整个欧洲以及美国的歌剧院做领唱。1995年她以
Micaela的名字在大都会歌剧院开始首次公开演出，随后进行了80多次演出，其中包括《Don Giovanni》
中的Donna Elvira、《Così Fan Tutte》中的Fiordiligi、《Suor Angelica》中的Angelica、《Otello》
中的Desdemona、《Simon Boccanegra》中的Amelia、《La Clemenza Di Tito》中的Vitellia以及
《Falstaff》中的Alicia Ford等等

艺术、声乐、器乐备考课程-任选

自2017年起在意大利语学习中心任职

JESSICA MACCHI

专业

学费

LUCA RAFFAELLI

艺术

1,600欧元

50小时（小组课程和一对一课程）

自2014年起在意大利语学习中心任职

声乐

2,600欧元

20小时一对一课程+10小时小组课程

器乐

2,100欧元

20小时一对一课程+10小时小组课程

在教授亚洲学生意大利语方面拥有丰富

1.发送“填写完整并贴好照片的申请表“电子版至 info@centrostuditaliani.cn

英语证书课程（独立课程-按需选择）
英语

2.给学校汇款“住宿费(第一部分)”加“课程学费（意大利语主课/+艺术备考课/+英语证书课）”并在汇款附言里写明学生名字和汇款用途，
3.发送“汇款单回执扫描件”至 info@centrostuditaliani.cn 进行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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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的教学经验

申请流程

例如：“ZHANG SAN, TUITION FEE, MILANO”

课程包括30节一对一课程 ，每节课60分钟（包括钢琴伴奏）

课程内容

学费: 1000欧元

·
·
·

共计：50 课时

50 课时---英语（听说读写课程）
结业考试证书被意大利政府和全欧盟的认可
所有授课教师为英文母语老师，均具备全意大利最大的英语教育机构“英国学院”的认证资格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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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语学习中心 米兰校区 住宿地点 Martinitt：

意大利语学习中心 米兰校区 住宿地点 Monneret：

住宿费：460欧元/人/月/双人间

住宿费：500欧元/人/月/双人间

住宿费的交费方式：

住宿费的交费方式：

1.在国内通过银行汇款的方式预交4个月房租共：1840欧元

1.只有10个位置，根据预定时间先到先得

2.入住时交纳950欧元住房押金，50欧元退房清洁费，共1000欧元。押金在退房时退给学生。第二次房租交费：2019年

2.在国内通过银行汇款的方式预交2个月房租1000欧元及押金1000欧元，共计：2000欧元

12月15日 前 ，3个 月 房 租 。1380欧 元 （ 接 受 银 行 汇 款 或 现 金 方 式 ） 第 三 次 房 租 交 费 ：2020年02月15日 前 ，3个 月 房 租 。

3.在2019年12月15日前支付2个月房租1000欧元，在2020年02月15日前支付3个月房租1500欧元，在2020年05月15日前

1380欧元（接受银行汇款或现金方式）

支付3个月房租1500欧元（后续房租支付方式：银行卡支付房租）

该住宿园区位于米兰市东部，绿线地铁枢纽LAMBRATE站东侧两站地的距离。距离米兰校区教室约300米。是由多幢住宿楼、学习室、公共

Residence Monneret住宿公寓非常适合希望以合理的价格享受优质住宿并提供高标准服务的学生。Monneret在米兰东部，位于绿线地铁

餐厅、公共厨房，洗衣房，健身房，娱乐设施、餐厅酒吧、自动售货机等众多设施于一体的大型住宿园区。该公寓园区也是米兰理工大学莱昂纳

枢纽LAMBRATE站东侧两站地的距离。距离米兰校区教室约300米的距离。是一幢现代、高级的公寓楼。该建筑也是米兰理工大学莱昂纳多校区

多校区的学生住宿公寓之一。

的学生住宿公寓之一。该建筑内集合了很多学习和生活设施，包括学习室，健身室，休息娱乐室，会议室，自动售货机等等。

学 生 在 生 活 中 的 很 多 事 情 都 可 以 在 该 园 区 内 解 决 。 并 在 建 筑 外100米 的 距 离 ， 就 是 深 受 中 国 学 生 青 睐 的Esselunga大 型 连 锁 超 市 ，Media
World电器超市，饭店餐馆，咖啡厅等等，方便学生的生活所需。
住宿费内包括电费，水费，供暖费，wifi网络， 每2周清洁一次房间，每周更换床单 ，住宿的房间内有卧室，卫生间，电视。学生可以选择住

学 生 在 生 活 中 的 很 多 事 情 都 可 以 在 该 建 筑 内 解 决 。 并 在 建 筑 外400米 的 距 离 ， 就 是 深 受 中 国 学 生 青 睐 的Esselunga连 锁 超 市 ，Media
World电器超市，饭店餐馆，咖啡厅等等，方便学生的生活所需。
住宿费内包括电费，水费，中央供暖费，24小时wifi网络，每两周一次的房间清扫和换洗毛巾及床单，一个套房内有2间卧室，卫生间，电

双人间内，房间安排的是两个单人床位。公共厨房集成了食品加工间，食品储藏间，公共餐桌等便利设施，学生在公共厨房做饭不会影响到起居

视。学生可以选择住双人间内，房间安排的是两个单人床位。公共厨房集成了食品加工间，食品储藏间，公共餐桌等便利设施，学生在公共厨房

室的环境和卫生。园区门口开设有24小时营业的咖啡厅，提供日常所需的餐饮服务。

做饭不会影响到起居室的环境和卫生。

住宿费退款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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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费退款规定：

1.如果学生在开学日期前获悉拒签信息，所有已经缴纳的住宿费将全额退还。

1.如果学生在开学日期前获悉拒签信息，所有已经缴纳的住宿费将全额退还。

2.如果学生在开学日期后获悉拒签信息，住宿机构会从开学之日起按月扣费（例如，1月份获知拒签信息，11月、12月和1月的住宿费将不予退还）

2.如果学生在开学日期后获悉拒签信息，住宿机构会从开学之日起按月扣费（例如，1月份获知拒签信息，11月、12月和1月的住宿费将不予退还）

3.退学或在住宿合同到期日前退房，需要至少提前30天以e-mail的形式提出申请，并支付2个月住宿费作为违约金。

3.退学或在住宿合同到期日前退房，需要至少提前30天以e-mail的形式提出申请，并支付2个月住宿费作为违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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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co Polo
“马可波罗计划”

米兰校区报名表
MILANO
Application form

意大利语学习中心 米兰校区 住宿地点 Milano Internazionale

个人信息

Turandot
“图兰朵计划”

Personal Information

Surname

Given name

Gender

F 女

姓：

名：

性别：

M 男

Day
日

Date of birth
出生日期：

Month
月

Passport Number
护照号：

Year

Place of birth

年

出生地点：

Photo
照片

Nationality
国籍：

Date of expiry
有效期至：

ID Card Add.
身份证地址：

住宿费：500欧元/人/月/双人间
住宿费的交费方式：
1.在国内通过银行汇款的方式预交2个月房租1000欧元及押金1000欧元，共计：2000欧元
2.在2019年12月15日前支付2个月房租1000欧元，在2020年02月15日前支付3个月房租1500欧元，在2020年05月15日前
支付3个月房租1500欧元（后续房租支付方式：银行卡支付房租）

Tel

e-mail

Pre-registration University

电话号码：

电子邮件：

预注册大学：

Which highest diploma do you have now？

High School Diploma

Bachelor Degree

已获最高学历？

高中毕业证书

本科学士学位

Have you learned Italian in China before?
你是否已经在中国学过意大利语：

YES
NO

Chosen Program:
你要选择哪种意大利语课程？

0 Level
2-3 months Over six months
If yes, for how long?
如果是，学习了多长时间？
零基础
2-3月
半年以上

10-month
10个月

11-month
11个月

学费

Tuition Fee

5390欧元

5790欧元

日期

Dates

2019.11.0 4 -2020.08.2 2

2019.10.07-2020.08.22

课时

Total hours

1000 课时

1100 课时

Extra courses:
你要选择哪种自选课程？
课程费

Music
音乐

Course fee

Voice 声乐

2600欧元

Art
艺术课程

Music 器乐

2100欧元

1600欧元

VIP Art
VIP艺术 4900欧元

VIP Voice
VIP声乐 7000欧元

English
英语
1000欧元

VIP Translation Ser vice
VIP课程翻译服务 900欧元

住宿 Accommodation

米兰国际公寓Milano Internazionale是米兰比克卡（Milano Bicocca）地区的最新住所，拥有米兰最高标准的学生
宿舍。 校园提供学生在安全环境中所需的所有服务。

米兰校区
Milano

Martinitt Double room
双人间：460欧元/月

学校银行信息

米兰校区学费；米兰Martinitt住宿费汇款账号；

收款人：Centro Studi Italiani

Monneret Double room
双人间：500欧元/月

收款人地址：via Boscarini, 1 - 61049 Urbania (PU) Italy

收款银行名称： Crédit Agricole Cariparma

该地区与公共交通系统无缝连接，靠近Milano Greco Pirelli火车站和Bicocca M5地铁站，仅需几分钟便可抵达加里波第火

收款银行地址： Via Pirelli - Angolo via Fara, 20 - 20124 Milano (MI) Italy

车站和市中心。

账号（IBAN）： IT32U0623001630000043997986

房租中包括的服务：每周清洁房间、 投币式洗衣店、24小时接待、共用厨房、休息室、琴房、WI-FI网络、健身房

SWIFT：CRPPIT2P230

米兰Monneret校区和Milano Internazionale住宿费汇款地址
收款人: IN-DOMUS SRL

收款人地址：Via Mario Del Monaco, 4 - 20157 Milano (MI) Italy

收款银行地址: Piazza Paolo Ferrari, 10 - 20121 Milano (MI) Italy

住宿费退款规定：


1.如果学生在开学日期前获悉拒签信息，所有已经缴纳的住宿费将全额退还。



2.如果学生在开学日期后获悉拒签信息，住宿机构会从开学之日起按月扣费（例如，1月份获知拒签信息，11月、12月

Milano Internazionale
双人间：500欧元/月

收款银行名称: Banca Prossima spa

IBAN: IT46T0335901600100000102362

SWIFT: BCITITMX

交款步骤：1 . Martinitt 在国内通过银行汇款的方式预交4个月房租共：1840欧元
2.学生达到意大利后：入住时交纳950欧元住房押金，50欧元退房清洁费，共1000欧元。 押金在退房时退给学生。
3.第二次房租交费：2019年12月15日前，3个月房租。1380欧元（接受银行汇款或现金方式）
4.第三次房租交费：2020年02月15日前，3个月房租。1380欧元（接受银行汇款或现金方式）
住宿费退款规定：Martinitt公寓 、 Residence Monneret公寓、Milano Internazionale公寓


1.如果学生在开学日期前获悉拒签信息，所有已经缴纳的住宿费将全额退还。

和1月的住宿费将不予退还）



2.如果学生在开学日期后获悉拒签信息，住宿机构会从开学之日起按月扣费（例如，1月份获知拒签信息，11月、12月和1月的住宿费将不予退还）



3.退学或在住宿合同到期日前退房，需要至少提前30天以e-mail的形式提出申请，并支付2个月住宿费作为违约金。



备注：1.所有米兰校区的学生公寓的住宿费都包括：电费，水费，取暖费，24小时Wi-Fi，房间打扫（2周/次）及更换床单（Martinitt 公寓每周更换一次）。

3.退学或在住宿合同到期日前退房，需要至少提前30天以e-mail的形式提出申请，并支付2个月住宿费作为违约金。

2.如出现签证拒签的情况，需提供使馆出具的拒签信作为依据，学生所缴纳的学费会根据实际到账金额，扣除100欧元申请费后，退还余额，银行手续费由学生承担。
3.我理解以上内容，自愿填表，并接受和确认上表的所有内容。
请填写完整的申请表，并扫描电子版发送给我们的邮箱，非完整的申请表或者其他格式的表格将不被接受。请在汇款附言里写明“学生的名字+Milan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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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日期：

Signature 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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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那亚校区

意大利最大的商业港口和重要工业中心，利古里亚大区和同名省热那亚省的首府。
位于意大利西北部，利古里亚海热那亚湾北岸。现有人口60万。热那亚历史悠久，曾是
海洋霸主热那亚共和国的首都。
2004年热那亚被选为当年的“欧洲文化首都”。 常年举办热那亚国际航海博览会、
热那亚校区坐落在意大利北方的热那亚市，她是欧洲中世纪时期最大的城市，历史悠久，风景宜人，气候温和。
学校为中国学生提供马可波罗和图兰朵计划的语言预科课程，还提供相关艺术备考课程。并为学生提供完善的后续服务
及住宿。学校的教职人员均有丰富的专业知识，热爱教学，为人热情，眼界开阔。他们采取寓教于乐的方式，使学生在轻松
愉快的氛围中获取知识。另外学校也清楚学生来意大利不只是为了学习语言，了解文化，也是来体验生活的。所以学校组织
了丰富多彩的课余活动，使学生有机会了解热那亚的历史，饮食，风俗习惯等。
学校也是意大利著名公立大学热那亚大学的培训中心，意大利语教学法专业的硕士留学生也会在这里进行培训。 学校提

欧洲之花国际花卉植物展览、帕格尼尼国际小提琴大赛等国际活动。热那亚还是著名航
海家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和小提琴大师尼科罗·帕格尼尼的家乡。热那亚及其所在的利古里
亚海岸沿岸为著名旅游胜地。同时热那亚与米兰和都灵构成了意大利的工业三角区。热
那亚市有地铁，机场，港口，高速公路，快速铁路。工业及经济发达！
意大利知名学府：热那亚大学、热那亚“帕格尼尼”音乐学院、热那亚美术学院，
都位于意大利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热那亚市。

供的语言课程已获得墨西哥 Universidad de las Américas 大学认证，每门课程（4周）可获7学分。同时该课程也被汉堡、
柏林、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勃兰登堡以及瑞典 CSN 的认证。此外，这里还是意大利锡耶那外国人大学意大利语等级考
试的官方认证考点（CILS意大利语证书）。
学校的宗旨是为有兴趣学习意大利语的学生提供价格合理的优质教学及服务。学校对学生满意度有着不妥协的承诺。为
实现这一目标，学校设有客户满意委员会，以保证学校与学生进行及时有效的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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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那亚校区教师介绍
MARCO GRIMOLDI
在意大利语第二外语教学领域获得
DITALS证书
自2014年起在意大利语学习中心任职
CELI考官证书

热那亚校区课程费用
意大利语主课-必选
意大利语课程

10 个月课程

11 个月课程

起始时间

2019 . 11 .0 4 — 2020 .0 8 . 22

2019 .10.07— 2020 .0 8 . 22

课时

1000课时

1100课时

学费

5,390欧元

5,790欧元

KRISTI LALA
热那亚大学毕业，专业是现代语言和文学
CILS证书考官

艺术、器乐、声乐备考课-任选
学费: 1600欧元

自2018年起在意大利语学习中心任职

共计：50 小时 小组课程+ 一对一辅导

课程描述：本课程旨在为学生提供成功通过艺术院校以及设计和建筑院校入学考试所需的知识。在学习本
课程的过程中，我们会对学生进行入学考试模拟，这样学生就能学到如何介绍自己、表达自己的创意，学

CHRYSTELLE GIAVARINI

艺术课程

会如何达到入学考试委员会的期望。学生还将学习与所选艺术领域相关的意大利语词汇。

热那亚大学毕业，专业是跨文化交际
在米兰大学获得硕士学位，专业是教学

教职员：任课教师来自著名的大学和艺术院校。

意大利语言和文化
CILS证书考官

学费: 2100欧元

自2011年起在意大利语学习中心任职
CATERINA RE

器乐课程

共计：20小时（一对一课程）+10小时（小组课程）

课程描述：本课程旨在帮助学生为所选音乐学校的试演做准备。课程包括两个模块：一个是一对一培训，
另一个是小组课程，在学习小组课程的过程中，我们会对学生进行试演模拟，这样学生就能学到如何介绍
自己以及如何达到入学考试委员会的期望。学生还将学习与音乐相关的意大利语词汇。

热那亚大学毕业，专业是现代语言与文化
跨文化交际

教职员：任课教师来自著名的音乐学院。

CILS证书考官
自2016年起在意大利语学习中心任职
学费: 2600欧元

声乐课程

共计：20小时（一对一课程）+10小时（小组课程）

课程描述：本课程旨在帮助学生为所选音乐学院的试演做准备。该课程包含两个模块：一个是一对一培
训，主要培训学生的意大利语发音、措辞、风格和传统，另一个是小组课程，课程中将对学生进行试演模
拟，这样学生就能学到如何介绍自己以及如何达到入学考试委员会的期望。学生还将学习与音乐和歌剧剧
目相关的意大利语词汇。

申请流程
教职员：任课教师来自著名的音乐学院。

1.发送“填写完整并贴好照片的申请表“电子版
至 info@centrostuditaliani.cn
2.给学校汇款“住宿费(第一部分)”加“课程学费
（意大利语主课/+艺术备考课/+英语证书课）”
并在汇款附言里写明学生名字和汇款用途，例如：

英语证书课程（独立课程-按需选择）
英语

“ZHANG SAN, TUITION FEE, GENOVA”
3 .发送“汇款单回执扫描件”至
info@centrostuditaliani.cn 进行确认

15

课程内容

学费: 1000欧元

·
·
·

共计：50 课时

50 课时---英语（听说读写课程）
结业考试证书被意大利政府和全欧盟的认可
所有授课教师为英文母语老师，均具备全意大利最大的英语教育机构“英国学院”的认证资格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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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那亚校区报名表
GENOVA
Application form

热那亚校区住宿费
双人间

390欧元/月

住宿押金

2个月住宿费做为押金

交纳方式：1.在国内通过银行汇款的方式预交2个月房租：双人间780欧元

个人信息

Marco Polo
“马可波罗计划”
Turandot
“图兰朵计划”

Personal Information

Surname

Given name

Gender

F 女

2.到意大利后交纳：8个月房租+2个月押金，双人间3120+780=3900欧元

姓：

名：

性别：

M 男

（支付方式：交纳现金或信用卡( Visa or Mastercard)）。

Date of birth

Day
日

出生日期：
Passport Number
护照号：

Month
月

Year

Place of birth

年

出生地点：

Photo
照片

Nationality
国籍：

Date of expiry
有效期至：

ID Card Add.
身份证地址：
Tel

e-mail

Pre-registration University

电话号码：

电子邮件：

预注册大学：

Which highest diploma do you have now？

High School Diploma

Bachelor Degree

已获最高学历？

高中毕业证书

本科学士学位

Have you learned Italian in China before?
你是否已经在中国学过意大利语：

Chosen Program:
你要选择哪种意大利语课程？

住宅内有全部的家庭生活设施，包括起居室，厨房，卫生间，客厅，餐厅，供暖设施等等，有的民居还有露台或花园。每套住宅内能
容纳4-8名学生居住。为双人间。热那亚基础设施齐全，有超市，餐馆，健身房，剧院，银行，邮局等等。学生居住地距离学校很

NO

10-month
10个月

11-month
11个月

Tuition Fee

5390欧元

5790欧元

日期

Dates

2019.11.0 4 -2020.08.2 2

2019.10.07-2020.08.22

课时

Total hours

1000 课时

1100 课时

课程费

意大利语学习中心热那亚校区的学生将被安排到当地居民的住宅居住。热那亚的民居都是意大利式的房子，有新式和老式住宅，

0 Level
2-3 months Over six months
If yes, for how long?
如果是，学习了多长时间？
零基础
2-3月
半年以上

学费

Extra courses:
你要选择哪种自选课程？

住宿

YES

Course fee

Music
音乐

Voice 声乐

2600欧元

Art
艺术课程

Music 器乐

2100欧元

1600欧元

Double room
双人间：390欧元/月

热那亚校区
Gen o va
学校银行信息

热那亚校区学费及住宿费汇款账号；

请注意：热那亚账号与乌尔巴尼亚账 号 是一个银行，但是账 号 不同，请务必按照本账号汇款。

收款人：Centro Studi Italiani

动与学生交流口语，提高学生的口语交流能力。住宿费包含电费和水费，不包括煤气费。

收款银行名称：BNL Banca Nazionale del Lavoro, Agenzia di Urbino

需要预付2个月住宿费押金给学校。如果因为任何原因学生没有签证被拒签，学校会返还之前收到的住宿费押金（银行汇款手续费由
学生本人承担）。
学生出国之前需要在国内签署一份住宿协议，保证并承诺在到达意大利后即一次性交纳全部住宿费。如因任何原因，学生迟到入
学或者提前退学，学生所缴纳的全部学费和住宿费均不能退还。
在课程结束以后，如果学生没有对住房造成损坏，2个月住宿费押金会返还给学生本人。

1000欧元

住宿 Accommodation

近，所有生活设施在步行20分钟内都可以到达。这极大的提高了学生的生活便利性。热那亚的居民对学生非常友善，热情，经常主

这些公寓都不是学校所有，学校与房东均签有特殊协议，会给学生提供签证所需的必要住宿文件。 学生在国内申请签证之前，

English
英语

收款人地址：via Boscarini, 1 - 61049 Urbania (PU) Italy

收款银行地址：Via Bocca Trabaria Sud, 2 - 61029 Urbino (PU) Italy
账号（IBAN）：IT57M0100568700000000001615

SWIFT：BNLIITRR

交款步骤：1 .在国内通过银行汇款的方式预交2个月房租：双人间780欧元
2.到意大利后交纳：8个月房租+2个月押金，双人间3120+780=3900欧元

支付方式：交纳现金或信用卡(Visa or Mastercard)

备注：1.住宿费包括：电费和水费，30欧元封顶；超出部分根据实际使用量支付费用。
2.住宿费不包括煤气费/取暖费(Gas)，每月按照实际用量支付费用，收费标准为1.1欧元/unit。
3.Wi-Fi 可以在学校免费使用。
4.如签证拒签，需提供使馆出具的拒签信作为依据，学生所缴纳的学费及住宿押金会根据实际到账金额，扣除100欧元申请费后，退还余额，
银行手续费由学生承担。
5.如学生在获签后开学前/学习过程中退学，所交费用一律不退。
6.住宿押金(2个月房租)：在课程结束后，在所居住公寓完好无损的情况下退还。
7.我理解以上内容，自愿填表，并接受和确认上表的所有内容。
请填写完整的申请表，并扫描电子版发送给我们的邮箱，非完整的申请表或者其他格式的表格将不被接受。请在汇款附言里写明“学生的名字+Genova”

Date 日期：
17

Signature 签名：
18

乌尔巴尼亚校区

意大利语学习中心
乌尔巴尼亚校区

意大利语学习中心乌尔巴尼亚校区成立于1985年，至今已经有34年的
历史。学校位于意大利中部马尔凯大区的乌尔巴尼亚，学校开设有针对外
国人的意大利语课程，艺术类课程，意大利文化课程，意大利美食课程等
等。并定期举办音乐节，来自美国，欧盟国家，南美洲国家及中国的学生
共同学习于此。学校教师具有多年执教外国学生的经验，并且学校还帮助
外国学生安排住宿，生活等等。
意大利语学习中心坐落于乌尔巴尼亚的市中心，每年都有来自世界各
地的学生到我校学习意大利语课程及其他课程。在学校内学生可以使用免
费WI-FI网络。学校里同时也准备了琴房和画室，学生可以单独练习。如果
感兴趣也可以学习一些烹饪课程及其他兴趣类课程。学校定期组织学生到
意大利和周边国家的著名景点旅游，提高学生对欧洲社会的认知能力和适

乌尔巴尼亚（Urbania）是一个美丽，热情，安静和安全
的意大利中部小镇。乌尔巴尼亚距离最近的大城市乌尔比诺
（Urbino）半小时车程，距离海边城市里米尼（Rimini）和佩
萨罗（Pesaro）1小时车程，距离博洛尼亚（Bologna）1个多
小时也可到达。这方便了学生出行和到其他城市游览。在乌尔
巴尼亚非常容易与当地居民成为朋友并且练习意大利语。这里
商店、银行、超市、医院、餐馆等配套设施齐全，距离市中心
也很近，乌尔巴尼亚是第一次来意大利留学的学生首选的理想
城市之一。这里的生活费、住宿费比米兰、罗马等大城市便宜
很多。

应能力。并且学校也是佩鲁贾外国人大学CELI意大利语等级考试证书和但
丁学会PLIDA意大利语等级考试证书的指定考点。在我校的学生可以很方
便的参加这两个语言考试获得世界认可的语言等级证书。为将来升学提供
了必要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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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尔巴尼亚校区教师介绍

乌尔巴尼亚校区课程费用

ELENA BEI
在意大利语第二外语教学领域获得CEDILS证书
自2003年起在意大利语学习中心任职

ELENA BOLOGNINI
在意大利语第二外语教学领域获得CEDILS证书

意大利语主课-必选
意大利语课程

10 个月课程

11 个月课程

起始时间

2019 . 11 .0 4 — 2020 .0 8 . 22

2019 .10.07— 2020 .0 8 . 22

课时

1000课时

1100课时

学费

5390欧元

5790欧元

自1997年起在意大利语学习中心任职

ELISA CANDIRACCI
在意大利语第二外语教学领域获得CEDILS证书

艺术专家VIP课程-任选

自2010年起在意大利语学习中心任职

学费: 4,900欧元

教材《La bella lingua》的合著者

课程包括30节一对一课程，每节课60分钟

艺术专家一对一课程内容：
我们针对学生所选艺术院校需要的艺术准备和入学考试准备提供独特的资源。学生将配有一名对艺术
技巧和艺术院校入学要求精通的专业人士。该课程将根据学生的自身水平和将入读学院的要求量身定制。

SILVIA FRATINI
在意大利语第二外语教学领域获得CEDILS证书

授课教授：
Gilberto Grilli于1957年出生于乌尔巴尼亚近郊，目前工作生活于距乌尔巴尼亚54公里的法诺。 他
是Maestro Pietro Annigoni (1910-1988)的关门弟子，并深受老师认可。Annigoni是19世纪最伟大的
现实主义画家之一，以两幅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画像闻名于世。从1982年到Annigoni去世之前，
Grilli一直与他合作，并被委托在老师去世后展览或出版其艺术作品。
Grilli不仅对Annigoni的作品如数家珍，同时也在私人和公开展览上展出自己的作品。
Grilli现已同意为意大利语学习中心 “图兰朵”计划的学生提供个人专属课程，这对乌尔巴尼亚校区
的学生来说是个不可多得的好机会。

自1999年起在意大利语学习中心任职
CELI考官证书
LAURA PASOTTO
在意大利语第二外语教学领域获得CEDILS证书
自2010年起在意大利语学习中心任职
CELI考官证书
ALESSANDRA PAZZAGLIA

艺术、声乐、器乐备考课程-任选

在意大利语第二外语教学领域获得CEDILS证书

专业

学费

自2005年起在意大利语学习中心任职

艺术

1,600欧元

50小时（小组课程和一对一课程）

教材《La bella lingua》的合著者

声乐

2,600欧元

20小时一对一课程+10小时小组课程

器乐

2,100欧元

20小时一对一课程+10小时小组课程

课程

申请流程
1.发送“填写完整并贴好照片的申请表“、“住宿协议”电子
版至 info@centrostuditaliani.cn
2.给学校汇款“住宿费（第一部分）”和“课程学费（意大利

英语证书课程（独立课程-按需选择）
英语

学费: 1000欧元

共计：50 课时

语课程/+艺术备考课程/+英语证书课程）”
并在汇款附言里写明学生名字和汇款用途，例如：“ZHANG
SAN, TUITION FEE, URBANIA”
3.发送“汇款单回执扫描件”至 info@centrostuditaliani.cn

课程内容

·
·
·

50 课时---英语（听说读写课程）
结业考试证书被意大利政府和全欧盟的认可
所有授课教师为英文母语老师，均具备全意大利最大的英语教育机构“英国学院”的认证资格证书

进行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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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尔巴尼亚校区住宿费
双人间

250欧元/月

单人间

330欧元/月

住宿押金

2个月住宿费做为押金

交纳方式：1.在国内通过银行汇款的方式预交2个月房租：双人间500欧元，单人间660欧元
2.到意大利后交纳：8个月房租+2个月押金，双人间2000+500=2500欧元，单人间2640+660=3300欧元
支付方式：交纳现金

住宿
意大利语学习中心乌尔巴尼亚校区的学生将被安排到当地居民的住宅居住。乌尔巴尼亚的民居都是意大利式的房子，古老并具有历史感，住宅内
有全部的家庭生活设施，包括起居室，厨房，卫生间，客厅，餐厅，供暖设施等等，有的民居还有露台或花园。每套住宅内能容纳4-8名学生居住。
分为双人间和单人间。乌尔巴尼亚基础设施齐全，有超市，餐馆，健身房，剧院，银行，邮局等等。因为乌尔巴尼亚面积不大，所有生活设施在步行
20分钟内都可以到达。这极大的提高了学生的生活便利性。乌尔巴尼亚的居民对学生非常友善，热情，经常主动与学生交流口语，提高学生的口语交
流能力。
住宿费包含电费和水费，不包括煤气费。
这些公寓都不是学校所有，学校与房东均签有特殊协议，会给学生提供签证所需的必要住宿文件。 学生在国内申请签证之前，需要预付2个月住
宿费押金给学校。如果因为任何原因学生没有签证被拒签，学校会返还之前收到的住宿费押金（银行汇款手续费由学生本人承担）。
学生出国之前需要在国内签署一份住宿协议，保证并承诺在到达意大利后即一次性交纳全部住宿费。如因任何原因，学生迟到入学或者提前退
学，学生所缴纳的全部学费和住宿费均不能退还。
在课程结束以后，如果学生没有对住房造成损坏，2个月住宿费押金会返还给学生本人。

在乌尔巴尼亚
感受意大利式的热情和古朴
度过一段令人难以忘怀的学习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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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尔巴尼亚校区报名表
URBANIA
Application form
个人信息

Marco Polo
“马可波罗计划”
Turandot
“图兰朵计划”

Given name

Gender

F 女

姓：

名：

性别：

M 男

出生日期：

Month
月

UNIVERSITÀ DEGLI STUDI DI MILANO-BICOCCA
米兰比可卡大学创建于1998年6月10日。在过去的短短十年里，年轻的米兰比可卡大学已经迅速发展成为一个包含有3万名学生，1500名研究
在2009年米兰比可卡大学在意大利大规模大学中全国排名第八，经济学院、社会科学学院在2009年综合排名居全国首位，还有自然科学与心

Surname

Day
日

米兰比可卡大学

与教学人员的综合性大学，学术水平和声望均位列意大利的领先地位。

Personal Information

Date of birth

意大利语学习中心合作院校介绍

Year

理学排在全国前三名。和米兰市的其它高校不同，米兰比可卡大学的校园集学习、研究与管理设施于一体。 这样的地理部署有利于集中管
理，符合当今的教育领域总体趋势。现今校园内的人员规模已经达到了一个小型意大利城镇的水平。在与众多研究人员、公司和24个国家的

Photo
照片

Place of birth

比可卡大学与米兰地方企业的合作关系非常密切，与此同时，大学非常重视学校的国际化进程。 米兰比可卡大学一直提倡敢于创新，敢于实
践的精神，吸引了大量来自世界各地的教授、研究人员和学生。多学科、全面发展、求同存异、不断创新是比可卡的治学特色，并在该校开

出生地点：

年

200所大学之间的持续交流合作关系下，学校始终保持着高水准的教学水平。

展的各项研究中贯彻实行着。米兰比可卡大学是意大利米兰首所颁授经济学和商业行政学位的大学，以培训商业专才闻名国际。所以，比可
Passport Number
护照号：

Nationality
国籍：

Date of expiry
有效期至：

卡大学有"经理摇篮"的美誉。比可卡大学的学生在实习期间已被公司赏识，很多学生未毕业便与公司签定雇用合约。
热门专业：经济与工商管理；市场营销；企业沟通和全球市场；经济和商业；经济和统计学；统计与信息管理；银行、保险公司和金融中介

ID Card Add.

经济学； 旅游学和当地社区；生物医学；护理学；临床医学；牙医与假牙；临床心理学；神经心理学；心理科学与技术；师范科学。

身份证地址：
Tel

e-mail

Pre-registration University

电话号码：

电子邮件：

预注册大学：

Which highest diploma do you have now？

High School Diploma

Bachelor Degree

已获最高学历？

高中毕业证书

本科学士学位

Have you learned Italian in China before?
你是否已经在中国学过意大利语：

Chosen Program:
你要选择哪种意大利语课程？

YES

费拉拉大学
UNIVERSITÀ DEGLI STUDI DI FERRARA
费拉拉大学成立于1391年3月4日，是意大利最古老的大学之一。它位于费拉拉市，环境优雅，至今仍然保留着极具魅力的中世纪和文艺复兴
时期的古老风貌。热门专业：建筑学；土木工程；土木与环境工程；机械工业；电子及计算机工程学；通信技术；运动科学；文化遗产的科

0 Level
2-3 months Over six months
If yes, for how long?
如果是，学习了多长时间？
零基础
2-3月
半年以上

NO

学技术；工程与自动化；经济学、市场和管理；外国语言与文学；经济学；营养学等。

热那亚大学

10-month
10个月

11-month
11个月

热那亚大学创建于1471年，是意大利一所重要的综合类国立大学。
热那亚大学、开设本科和硕士课程142 门，博士课程27 门。大学共有 11 个学院，其中有：建筑、设计、经济学、工程等；开设各种一级和二

UNIVERSITÀ DEGLI STUDI DI GENOVA

学费

Tuition Fee

5390欧元

5790欧元

日期

Dates

2019.11.0 4 -2020.08.2 2

2019.10.07-2020.08.22

课时

Total hours

1000 课时

1100 课时

级学位课程。教师约 1733 人。学校秉持着一贯的自由入学制度，由导师认可。
热那亚大学与米兰大学、都灵大学、都灵理工学院四所顶级大学组成了学术联盟，针对一些专业开展了联合教学。热那亚大学特别为学生们提
供了一种就业指导服务，以帮助他们尽快地适应工作环境。大学从三个方面进行它的服务工作：提供培训；在学位课程中同时加入了就业培
训；向公司和各种组织机构推荐学校的毕业生。

Extra courses:
你要选择哪种自选课程？
课程费

Course fee

Music
音乐

Voice 声乐

2600欧元

Art
艺术课程

Music 器乐

2100欧元

1600欧元

English
英语
1000欧元

VIP Art VIP艺术 4900欧元

热那亚大学是意大利唯一一所把造船学和船内设计列入学位课程的大学，船舶工程、船舶管理在整个儿欧洲也有相当的地位。热那亚大学的语
言学专业在所有意大利大学中排名第二，计算机技术专业、建筑专业、景观专业也都位于前列，这些学科在世界学科排行榜上有较高的排名。

马尔凯理工大学
UNIVERSITÀ POLITECNICA DELLE MARCHE

马尔凯理工大学原名安科纳大学。位于意大利的安科纳，在全球高校网(4ICU)国家高校排名中位列第47名。得到中国教育部的认证。其经济

住宿 Accommodation
乌尔巴尼亚校区
Urbania
学校银行信息

学院和工程学院在意大利国内名列前茅。热门专业：土木与环境工程；信息和自动化工程；工程管理； 机械工程；建筑工程；商业管理；经

Single room
单人间：330欧元/月

Double room
双人间：250欧元/月

收款人地址：via Boscarini, 1 - 61049 Urbania (PU) Italy

卡梅利诺大学是意大利最独特、更新最快的大学。于1336年建校，是当时大区内唯一的高等院校。热门专业：生物科学和生物技术；生物营

收款银行名称：BNL Banca Nazionale del Lavoro, Agenzia di Urbino

养学；健身和保健品信息科学；工业设计和环境；计算机设计；工业设计；建筑设计；建筑学；社会非营利组织和国际合作科学；地质环

银行地址：Via Bocca Trabaria Sud, 2 - 61029 Urbino (PU) Italy

境；水资源与风险；地质学；兽医学；医学。

账号（IBAN）：IT23G0100568700000000001213

SWIFT：BNLIITRR

交款步骤：1.在国内通过银行汇款的方式预交2个月房租：双人间500欧元，单人间660欧元
2.到意大利后交纳：8个月房租+2个月押金，双人间2000+500=2500欧元，单人间2640+660=3300欧元（支付方式：交纳现金）
备注：1.住宿费包括：电费和水费，30欧元封顶；超出部分根据实际使用量支付费用。
2.住宿费不包括煤气费/取暖费(Gas)，每月按照实际用量支付费用，收费标准为1.1欧元/unit。
3.Wi-Fi可以在学校免费使用。
4.如签证拒签，需提供使馆出具的拒签信作为依据，学生所缴纳的学费及住宿押金会根据实际到账金额，扣除100欧元申请费后，退还余额，
银行手续费由学生承担。
6.住宿押金(2个月房租)：在课程结束后，在所居住公寓完好无损的情况下退还。
7.我理解以上内容，自愿填表，并接受和确认上表的所有内容。
请填写完整的申请表，并扫描电子版发送给我们的邮箱，非完整的申请表或者其他格式的表格将不被接受。请在汇款附言里写明“学生的名字+ Urbania.”

Date 日期：

费尔莫圣多米尼克语言学高等学校
SCUOLA SUPERIORE PER MEDIATORI LINGUISTICI SAN DOMENICO – FERMO

费尔莫圣多米尼克语言学高等学校 是被意大利教育部认可的大学，在罗马、费尔莫和福贾都有分校区。该校提外语和沟通传播领域的本科及
研究生项目，培养有追求的口、笔翻译员和语言教师，提升专业技能以在国际劳动市场上迎接新挑战。

特拉莫大学
UNIVERSITÀ DEGLI STUDI DI TERAMO

5.如学生在获签后开学前/学习过程中退学，所交费用一律不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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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梅利诺大学
UNIVERSITÀ DEGLI STUDI DI CAMERINO

乌尔巴尼亚校区学费及住宿费汇款账号；

收款人：Centro Studi Italiani

济和商业; 经济与金融； 国际经济与贸易；食品科学与技术；海洋生物；分子生物学与应用。

Signature 签名：

成立于1993年，是一所位于有欧洲“绿色中心”之称的阿布鲁佐大区的综合性国立大学，目前拥有学生8800多名，教师198名以及技术和管
理人员178名。大学下设5个院系，16个学位课程，招生范围覆盖本科和硕士等多个专业课程。此外，大学还开设了两个卓越教育中心，主攻
法学、政治学和传播学以及农业、生物学和兽医学专业方向。
2015年，特拉莫大学加入了“马可波罗”计划并为中国学生预留了多个专业课程名额，此外，特拉莫大学的学位也获得了中国教育部的认证。
特拉莫大学校园环境优美典雅，师生关系和谐融洽，校园生活丰富多彩，教学设施一应俱全，是一所既可以满足学生专业学习需求又可以为
学生提供丰富校内外活动的内外兼修的高等学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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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语学习中心合作院校介绍

意大利语学习中心合作院校介绍

基耶地-佩斯卡拉大学

乌尔比诺国立高等美术学院

UNIVERSITÀ DEGLI STUDI "G. D'ANNUNZIO" CHIETI-PESCARA

ACCADEMIA DI BELLE ARTI DI URBINO

学校成立于1960年，校区在2个相邻的城市，共有12个系，大学注册学生超过2万3千名。热门专业：文化遗产；文学；外国语言文学；语言调

始于1861年，出于对马尔凯的年轻人进行艺术教育的需要，诞生了马尔凯皇家美术学院，从1864年起开设了绘画、雕塑、建筑、透视画法、

解和跨文化交流；工商管理；经济和管理；商业经济；经济，市场及发展；体育运动和运动科学；政策和福利的管理科学；护理学；妇产科

装饰艺术、形象物品解构和历史等课程，其体制与规模显现出与高等美术学院的相似之处，因此他还普遍存在着另一个名字----马尔凯皇家高

学；护理和助产；物理治疗；临床医学；牙科。

等美术学院。1931年曾附属于工艺美术学校，随后经1962年的改革成为国立艺术院校。这些乌尔比诺在艺术教育方面的简短历程，最终促成
了国立高等美术学院在乌尔比诺的诞生。

罗马欧洲大学
UNIVERSITÀ EUROPEA DI ROMA
罗马欧洲大学坐落于罗马，大学教学的重点放在对学生的个性化和人文素质的培养上，注重向学生传达人生的意义和重要性，从而使学生能
够在未来对人类做出贡献。教学领域涵盖了经济学，法学，心理学，历史和哲学等。

乌尔比诺美术学院是根据1967年9月29日新法令的颁布实施而成立的，在最初阶段，是所处地区范围内的唯一一所美院。后又因1975年7月
9日又一法令的施行，学院在原有的绘画、雕塑、舞台布景的课程基础上，增设了新的装饰课程，并最终确定和完善了学院的教育体制。
乌尔比诺美术学院开设有三年制本科及两年制研究生专业。
热门专业： 本科：装饰、绘画、雕塑、多媒体设计、舞美与舞台布景、版画、艺术新技术
硕士：装饰、绘画、雕塑、舞美与舞台布景、版画、艺术教育、视觉设计、

那不勒斯费德里克二世大学

马切拉塔国立高等美术学院

UNIVERSITÀ DEGLI STUDI DI NAPOLI "FEDERICO II"
那不勒斯费德里克二世大学成立于1224年，是那不勒斯市最重要、也是最古老的大学。该校在90年代在意大利大学排名第二位，仅次于罗马
大学。热门专业：考古与艺术史；文化文物和管理；哲学；航天工程；物流和生产的工程 管理 ；船舶工程；现代欧洲语言，文化和文学；古
典文学；现代文学；旅游管理科学；金融经济学；经济学；质量管理学；海洋科学；自然科学等。

卡塔尼亚大学
UNIVERSITÀ DEGLI STUDI DI CATANIA

ACCADEMIA DI BELLE ARTI DI MACERATA
1972年12月建校，根据当时的乐奥内共和国总统的法律来创建的，配合有几个世纪教学经验的马尔凯地区大学一起提供最高水准的艺术教
育。现在马切拉塔美术学院在古城的一所18世纪的房子里边，曾经是个卡普西尼僧侣院，为了纪念圣人维琴佐，还有一个附属教堂连接大学
主楼和教室。热门专业：本科：油画，素描，雕塑，设计，舞台布景，多媒体视觉沟通理论和技巧，企业视觉沟通，版画与插画，现代视觉
艺术，版画和插画， 硕士：服装设计，油画，素描，当代视觉艺术，舞台和城市设计，影视多媒体数字语言学，设计，图像设计，博物馆学
和博物馆美术，摄影，灯光设计，5年制（本硕连读）：修复专业

卡塔尼亚大学已成为意大利境内的一所综合性高等学府，共设有十七个学院，一个医学院和2个精英教育学院，分别分布在卡塔尼亚、锡拉库

拉奎拉 国立高等 美术学院
ACCADEMIA DI BELLE ARTI L ' AQUILA

扎和拉古萨等城市。本校现有学生45000名，共设有100个学位课程（第一级本科和第二级硕士课程），而且每个课程为2018至2019年入学
的学生预留了3 – 5个“马可波罗”计划的名额，共计300—500个名额。

美院位于意大利阿布鲁佐大区拉奎拉省的首府拉奎拉市，是一所充满艺术魅力的高等美术学院。拉奎拉美术学院各专业学科均配备了完善的

米兰A.C.M.E.美术学院
ACCADEMIA DI BELLE ARTI LEG. RICON. CUNEO
美院的学习计划都是非常有特色的，按照传统的大学进行专业分类，在全球和专业领域都有很好的竞争性及社会地位， 美院隶属于意大利的
专业美术和音乐教育机构，所发学历有2个主要级别，一个是3年制的本科，一个是2年制的研究生，毕业之后也可以提供再进修的博士级别的

实验室、多媒体教室、画室等设施，拉奎拉美术学院还与所属的阿布鲁佐大区及国家级文化机构进行广泛而又密切的合作，每年都会举办多
种多样的展览展示等文化活动。
专业介绍：本科：油画、装饰、雕塑、版画 、舞美、摄影

硕士：油画、装饰、雕塑、版画 、舞美

修复专业（本硕连读5年）：PFP1 石材和衍生材料，建筑装饰的修复

PFP2 绘画、木雕，家具和木结构的修复

课程。注册该校的学生可以享受米兰大区的奖学金和食堂福利金， 还有住宿服务。
热门专业：油画；漫画；美术和实验语言学；素描-特别素描技巧和图形；用于企业的艺术-素描设计和艺术方向； 时尚设计；企业形象设计；

福贾 国立高等 美术学院

舞台美术-内部设计安排和家具元素；外部设计安排和演出的舞台设计；维护-艺术财产的维护和保护；艺术新技术-多媒体视觉沟通和多媒

ACCADEMIA DI BELLE ARTI DI FOGGIA

体、摄影；当代艺术遗产评价和沟通-文化遗产。

福贾美术学院位于意大利普利亚大区的福贾市，是一所成立于1970年的艺术高等院校。是意大利对中国学生的图兰朵计划内的公立美术学

米兰NABA新美术学院
NUOVA ACCADEMIA DI BELLE ARTI MILANO

院。学历学位被中国及世界认可。本科：室内装饰设计 ； 剧院空间设计 ； 绘画艺术 ； 媒体艺术设计 ； 雕塑艺术 ； 视觉艺术 ； 街道装潢等。硕
士：室内装饰设计；媒体艺术设计；绘画艺术；剧院空间设计；雕塑艺术；视觉艺术；时装艺术设计；城市设计等。

米兰新美术学院位于米兰市。建立于1980年，是一所具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学府，也是富有活力的艺术文化中心。米兰新美术学院是意大利教
育部承认的高等美术学院，同时也是受到中国教育部认可的意大利唯一一所私立院校。多年来NABA与许多工业设计著名品牌合作。如：

墨西拿国立音乐学院

Alcantara、Coveri、Fiat Auto、Fiera Milano International、Guzzini、krizia、La Perla、L’OréalLuxottica、Max Mara、Miss

CONSERVATORIO ARCANGELO CORELLI DI MESSINA

Sixty、Frau，以及Swarovski。本科：绘画与视觉艺术；工业设计；服装设计；平面设计与艺术指导；媒体设计与多媒体艺术；舞台与展会
设计。硕士：摄影与视觉设计；创意广告学；传播设计；视觉艺术与展会研究；电影与新媒体；服装与纺织品设计；室内设计；产品设计。

墨 西 拿 音 乐 学 院 位 于 意 大 利 南 部 西 西 里 岛 的 墨 西 拿 市 ， 是 一 所 历 史 悠 久 、 艺 术 气 息 浓 厚 的 高 等 学 府 。 学 院 始 建 于 1938年 ， 原 名
“Filarmonica Laudamo”音乐学院。三年后改名为"Antonio Laudamo"高级音乐学院，1953年，又改名为国家音乐学院。随后，为了纪
念生活在17世纪下半叶和18世纪初的伟大音乐家Arcangelo Corelli，学院在1955年更名为“Arcangelo Corelli”音乐学院。最终于1972年

库内奥美术学院

改为“音乐学院”。

ACCADEMIA DI BELLE ARTI LEG. RICON. CUNEO
库内奥美术学院位于意大利西北部皮埃蒙特大区库内奥省的库内奥市。该校成立于1991年，是一所富有朝气的高等艺术学院。本科：企业艺
术设计（包括设计与时装设计两个方向）；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修复；绘画艺术；媒体艺术设计等。硕士：企业艺术设计（包括设计与时装设
计两个方向）；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修复；绘画艺术；媒体艺术设计等。

卡塔尼亚 国立高等 美术学院
ACCADEMIA DI BELLE ARTI DI CATANIA
卡塔尼亚美术学院坐落于意大利南部西西里岛上美丽的海港城市—卡塔尼亚市，是一所成立于1968年的意大利文化与艺术教育的高等学府。
1999年，经过意大利教育体制的改革，卡塔尼亚美术学院确立了其在意大利教育体制中的地位，至2013年，卡塔尼亚美术学院已成为西西里

卢卡音乐学院

岛规模最大的高等院校，也是意大利境内排名第三的学生人数最多的艺术院校，仅次于米兰布雷拉美术学院和罗马美术学院，排在佛罗伦萨

ISTITUTO MUSICALE 'LUIGI BOCCHERINI' DI LUCCA

美术学院、那不勒斯美术学院和巴勒莫美术学院之前。

卢卡博凯里尼音乐学院成立于1842年8月14日，是由波旁王朝的公爵路德维克在接受普契尼的作品审核的时候，才使得音乐成为一种和其他教
育形式相同的教育，并且用法律规定了教育制度。卢卡音乐学院从此成为意大利的第4所按照米兰和巴黎的音乐学院标准设计的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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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卡这座城市也和音乐有很深的关联，有非常多的音乐家都来自这个地区，很多人都在这所学校学习过，包括普契尼和卡塔拉尼（2位都是图

多莫斯设计学院

兰朵的作曲者）。

DOMUS ACADEMY

这所学校也是由音乐家 G.普契尼对音乐的热情而创立的。他出生于西西里，然后被卢卡公国收养，1943年2月为了纪念博凯里尼的诞辰100周

意大利多莫斯设计学院(Domus Academy)， 一所被称为后工业化时代欧洲最著名的设计学院。 1982年建立于意大利米兰。它既是一所研究

年才改名为如今的博凯里尼音乐学院。

生 学 院 ， 也 是 一 个 专 注 于 设 计 ， 美 学 和 设 计 营 销 的 研 究 型 实 验 室 ， 自1983年 以 来 ，Domus设 计 学 院 的 硕 士 课 程 吸 引 了 来 自58个 国 家 的

课程设置：本科（3年制）硕士（2年制）

1200多名学生。本科：建筑设计；产品设计。 硕士： 交互设计 ； 室内&家居设计 ； 产品设计 ； 视觉品牌设计；时尚设计 ； 时尚管理 ； 时尚造

专业：风琴，作曲，吉他，打击乐，弦乐，管风乐，声乐，钢琴，等所有音乐领域的科目都有开设。

型&视觉营销，奢侈品品牌管理；商业设计；城市景观&建筑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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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出版的意大利语教材
La Bella Lingua 美丽的语言

意大利语学习中心每年定期举办游学活动
欢迎中国学生参加
意大利语/英语语言学习
艺术课程&大师课程
访问艺术院校
浏览美丽的意大利艺术之城
在意大利学习意大利语/英语、艺术
和文化的同时，体验真正的国际教育氛围

课程项目
在意大利,你会上意大利语/英语、艺术、烹饪和文化课程。游览意大利艺术古迹和风景名胜，
意大利语学习中心校长 Carlo Amedeo Pasotto 教授 ， 在意大利语学习中心成立30周年与马可
波罗计划开展10周年之际，与我校具有多年教学经验的资深教师特别为马可波罗与图兰朵计划的学生

可以使你充分感受这里的生活与文化。由意大利学习中心提供的暑期语言与文化项目凭其综合
性，将会成为一种独一无二的体验。

们编纂并出版了这套意大利语教材，从零基础到C2等级共3册，并专门为中国学生出版了有中文译文
的A1-A2教材，学生可以在我校学习到最完善的意大利语课程。教材详情可以登录
www.centrostuditaliani.org网站查看。

项目包含：
意大利语/英语语言课程：24课时

参观-艺术课程&大师课程

语法、绘画、角色扮演、交互学习

· 博洛尼亚美术学院

文化活动：

· 米兰布雷拉美术学院

意大利烹饪课，电影之夜，晚间外出活动

· 佛罗伦萨美术学院

旅行：

· 都灵美术学院

热那亚市/赛拉瓦莱折扣村和威尼斯2日游

· 阿玛尼陈列展馆

乘坐大巴，意大利语学习中心带队，

· 普拉达基金会艺术中心

在景点自由活动，在罗马度过最后一个周末，

· 多莫斯设计学院

乘坐大巴，意大利语学习中心带队，

· 马兰欧尼学院

两晚双人间含早餐，在景点自由活动（午餐、晚餐自理）

· 卡罗世纪服装学院

住宿&饮食
公寓住宿，双人间，含三餐
米兰公共交通卡
接送机服务
马尔彭萨机场--公寓住宿
罗马酒店--罗马费乌米奇诺机场
套餐价格：
机票、保险、个人消费和未在“项目包含”里提及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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