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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布里亚当地学院

意大利对将来的教育计划

中国计划

翁布里亚学院是提供高等专业教育的项目，该
项目由翁布里亚大区当地的大学服务机构部门
(ADISU) 组织协调，
其中也包括以下大学的参与：佩鲁贾大学，佩鲁
贾外国人大学，Pietro Vannucci美术学院，
Francesco Morlacchi音乐学院，G. Briccialdi高等音乐
学院和CFP G.O.Bufalini学院。

其主要目的就是能够给外国留学生提供一个更完
整的培训和学习的机会-如翁布里亚-
在有着百年的专业教育学术经验的前提下不断的
吸收和革新

有关中国项目的主要培训内容是：能源，文化遗
产和安全, 培训内容的关键词是：可持续性能源，
设计，音乐，意大利语言文化，文化遗产
民族人类学，国学传承，环境安全，社会安全，
国土安全
食品安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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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机构

9 翁布里亚大学服务
机构(ADISU)

10 佩鲁贾大学

11 Pietro Vannucci艺术
学院

12 佩鲁贾外国人大学

13 Francesco Morlacchi
音乐学院

14 "G. Briccialdi"高等
音乐学院

15 G.O. Bufalini专业培
训中心

教育计划

能源

17 博士课程 能源和
可持续发展(佩鲁
贾大学)

18—19 绿色化学和生物
炼制"暑期班(佩鲁
贾大学)

文化遗产

21 人性化设计 - 夏季
培训班 

22—23 三年的早期音乐
教育培训(Giulio 
Briccialdi高等音乐
学院)

24 竖琴，吉他， 
木管乐器，钢琴，
大键琴，打击乐，
歌唱，合唱音乐基
本培训课程， 
(佩鲁贾Francesco 
Morlacchi 音乐学
院)

25 音乐学院本科
课程("Francesco 
Morlacchi"佩鲁贾音
乐学院)

27 音乐学院研究生
课程 ("Francesco 
Morlacchi"佩鲁贾音
乐学院)

28—30 中国学生马可波罗
和图兰朵计划(佩
鲁贾外国人大学)

31 本科和研究生课程
(佩鲁贾外国人大
学)

31 意大利语言文化课
程培训(佩鲁贾外
国人大学)

33 意大利语言证书测
试-CELI e DILS-PG 
(佩鲁贾外国人大
学)

34 佩鲁贾大学语言培
训中心

34 中欧文化遗产寒假
班(佩鲁贾大学)

36 木质艺术品修复 - 
暑期班/冬季班

37 铁艺艺术品加工制
作培训 - 暑期班/冬
季班 G.O. Bufalini

安全

39—40 环境足迹和可持续
发展"暑期班(佩鲁
贾大学)

41—42 社会人类学一体化
和社会保障第二学
位课程(佩鲁贾大
学)

43—44 国土可持续管理
和拓展"-SIS-GPST-
SMPT暑期班 (佩鲁
贾大学)

45 兽医科学 (佩鲁贾
大学)

46 农业食品价值链管
理经济经验"暑期
班 (佩鲁贾大学)

47—48 农业和环境科学系
(佩鲁贾大学)

49 厨师培训 暑期班

50 酒店管理 - 暑期班

51 披萨烘焙师 - 暑期
班

52—53 食品和饮料实验室 
- 暑期班/冬季班

54—55 住宿

56 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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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布里亚大区有着千年的文化遗迹，在这里
历史、艺术、和传统不断的和现代的人文元
素不断的互动每一个小镇，每一条街道，每
一个广场都都能传达出这些建筑曾经的辉煌
和对未来发展的期盼；城镇守护着他们的艺
术、文化和环境的宝藏，世代铭记这些是需
要留给下一代的文化源泉

翁布里亚-一片由时间沉淀累积成的土地



翁布里亚-一片由时间沉淀累积成的土地

贸易以消费者的健康为导向，同时以精
美的食品和葡萄酒等产品来开拓国外市
场。我们所传承的这个概念， 将保持环
境质量作为我们工作的核心内容， 就像
生活质量和社会环境的关系一样。 
我们这片土地将作为有效的基本核心 
来实施可持续发展的概念。 
传统与创新的融合仅仅是我们的起点， 
并不是我们工作的终点。我们希望 
看到您不仅以一位游客的身份出现：我
们邀请您参与到我们的活动中来，
一起同行 - 在翁布里亚。

翁布里亚大区长期投资环境和土地以及文
化等方面来定义她的国际形象，这里融合
了世界各国的语言并且以此来促进对我们
大区作为一个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的宣传；
文化是我们社会内在价值的体现，也是一
个很重要的元素来表明翁布里亚在各方面
的潜在发展力；随着国家的不断发展和在
教育科研方面的持续投资，我们的大学也
能进一步保证为下一代创建良好的学术氛
围-这将是我们以后最好的资源

绿色的翁布里亚大区，有其独特的自然
和景观，将人们数以千年的劳动成果融
合在城镇之间， 创建一个综合性的使我
们惊叹的共享价值。
该大区的经济结构主要是中小企业，发
展速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公司主要从
事于 钢铁和化工行领域，在食品 
和糖果，时装和高新科技方面；
每家企业都具有一个共同点：寻求创新， 
不断拓展科学知识，以及拥有在这领域
的专业人才, 农业对我们来说是发展经济
的机会 , 和在不过度开发土地的前提下保
护环境



翁布里亚大学服务机构

翁布里亚大学服务机构(ADISU)为学生提供
资助和服务，通过多方面支持来帮助学生正常进入大
学， 包括财政援助，住房和餐饮服务，文化，卫生和
辅导， 培训和实习活动，以及为身体残疾的学生提供
的特殊设备 
ADISU负责"翁布里亚学院"项目的协调和它作为 
翁布里亚各个大学和国际合作伙伴之间链接 
ADISU，由于它的存在，促进各项服务的发展 
这有助于确保学生最佳的生活和学习条件。

意大利法律承认， 
通过大区 
政策方面的扶持， 
来尽量实现学生
接受高等教育， 
其目标是 
移除任何经济 
和社会层面的限制， 
来保证学生在翁布里
亚地区
高等教育的入学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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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5年，查理大帝一世将这一权利永久化，在佩鲁贾拥设立一所大
学，并向来自世界各国的学生授予学位。 
经过600多年的发展，如今的佩鲁贾大学追求两个教学目标：最先进
的科学研究和跨学科教育；这两个目标都具有非常高的国际化程度。
近年来，佩鲁贾大学一直致力于广泛更新其学位课程和课程体系，
目的是让毕业生能够满足劳动市场的需求，并进一步符合私营部门
和公共部门雇主对创新能力的要求。
欧盟委员会最近授予佩鲁贾大学在所有学位课程中(第一学期和第
二学期以及单个学期)应用欧洲学分转换体系(ECTS )的权利，以此
对该校在拓展国际化方面所付出的努力进行褒奖。 
佩鲁贾大学与欧盟361家高等院校签有协议，有资格参与伊拉斯谟
计划 ，并与欧洲和欧洲之外的大学签有90项合作协议，以促进该校
研究和教育的发展。 
佩鲁贾大学约有50个研究小组已从欧洲研究网络(European Research 
network)获得了资助。 

佩鲁贾大学 美术学院

美术学院是由画家阿尔法尼和建筑师、数学家多梅尼科 
在1573年所创立的，1901年，它最终被转移到圣弗朗西斯科普拉托
教堂，最初它是在圣天使德教堂后来又转移到蒙特莫勒奇诺教堂。 
现在的学院所提供的教育产品已经结构非常完善，像其他所有的高
等教育艺术和音乐院校一样，都有在第一阶段的本科教育和第二阶
段的研究生教育，其的目的是为学生提供一个即在国家范围又在世
界范围广泛受到认可的文凭；
本科的学术课程：绘画，舞台美术，雕塑和设计。
研究生的课程是：绘画，舞台美术，雕塑和平面艺术。 
学习的课程体系保障了传统的意大利艺术，而且还包括创新的课程。 
彼得万努奇学院也有很多的收藏：石膏，素描，版画的和绘画；
其中的一部分寂静经过筛选在2012年的6月公开展示

佩鲁贾大学成立于
1308年，那一年教皇
克雷芒五世授予佩鲁
贾研究院从事高等教
育的权利并向世人授
课。

佩鲁贾美术 
学院是意大利最古老
的学院之一(仅次于 
佛罗伦萨美术学院)，
所以它可以被认为是
这个大区中最负盛名
的文化机构 

1110



该校历史可以追溯到1921年,曾经有一位Astrorre Lupatteli律师在自己
的家乡-佩鲁贾创办了高级文化班以实现他不遗余力贡献心力的多
年宿愿, 也就是向意大利和世界各国介绍翁布里亚大区主要城市佩
鲁贾的历史、机构、美丽的自然风光以及众多的艺术财富。
负有"学术重镇"美誉的这所大学所开设的意大利语言文化课程, 每年
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120多个不同国家, 8000多名外国学生前来学习
交流。依照欧盟理事会制定的欧洲语言共同参考框架评估标准,  这
些课程共分为六个级别: 初级班(A1-A2)、中级班(B1-B2)、高级班(C1-
C2)。

官方语言认知水平证书(CELI)由CVCL(语言评估认证中心)颁
发。CVCL中心负责开展与提升有关评估意大利语能力与资格的研
讨分析工作。前往分布于世界各地的授权考点参加CELI考试的人数
已超过12000。
从九十年代以来, 本校优异的国际化经验不断丰富和全面, 积极地拓
展教学工作领域: "意大利语的语言推广与教学法" 以及"国际关系与
大众传播"两大领域的本科、硕士课程开设, 每年均吸引1000多名意
大利和外国学生前来报名就读。

佩鲁贾音乐学院现有103名教授和讲师15人，600多名意
大利和外国留学生。 

在提供给学生许多珍贵的教学乐器中，值得一提的是，
在颇有艺术感的音乐礼堂里的一架管风琴，五个键盘可
以机械传动，两个踏板，五十八个记乐器和六千多根琴
管。

佩鲁贾外国人大学 University 
for Foreigners of Perugia

佩鲁贾音乐学院

佩鲁贾外国人大学于
1925年建校,是意大利
历史最悠久, 也最负声
望, 致力于教学研究活
动,从事意大利语言文
明教育传播工作的高
等学府。其使命在于
促进意大利语言和文
化在世界各国的推广
普及。

佩鲁贾音乐学院是翁
布里亚第一所
致力于音乐方面高等
教育，专业培养，
科研和音乐制作的机
构。音乐学院有着二
百多年的历史，
于1974年成为国立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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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95年以来，音乐学校就坐落于著名的十六世纪建筑Giocosi-
Mariani中，在城市的历史中心。该学校的教室，办公室，图书馆和
录音档案室都位于大楼第三个楼层。学院提供各式各样的课程， 其
中包括预科和学院课程(三年课程和两年的专业课程)和之前的教学
课程内容，从文艺复兴时期和巴洛克曲目到爵士乐和电子音乐等，
对于来自欧洲其他国家的交换学生这些课程也都是开放的。该学院 
有着既漫长又久负盛名的历史，它的成立，起初是教会 
音乐学校(十六世纪)，然后是民间音乐学院，从统一 
意大利以后，在十九世纪下半叶都非常活跃今天，学院是一个现代
化的，充满活力的整体：它的规模有限，但是得力于年轻的教学人
员，一直保持着高水平的、专业化和高质量的音乐教学培训工作
教学人员都会把自己的教学工作作为艺术生涯的一部分。学院还跟
地方机构和协会紧密合作。该学院在欧洲学生交换计划方面有一个
成功的开始，目前八所名校作为其合作伙伴。 

目前是一个多功能的服务中心，为翁布里亚地区的企业
和市民提供培训课如"义务教育"，"基础训练"，"高级培
训"和"终身学习"。在翁布里亚地区都是被认可的，并可
以为学生发放专业认证。"G.O. Bufalini"专业培训中心，
有着占地约2000多平的建筑，由三个主楼组成，主要为
实践操作和实验室(木工，机械，焊接，修理汽车和自
行车，餐饮，美容美发实验室)以及理论活动室(教室，
办公室，计算机实验室，多媒体教室，会议室)。培训
活动开展的合作和伙伴是翁布里亚地区比较重要的教
育机构和协会。"G.O. Bufalini"专业培训中心，已获得ISO 
9001和ECDL测试中心的认证 

"G.Briccialdi" 音乐高等学校 G.O. Bufalini 专业培训中心

特尔尼"G.Briccialdi"音
乐高等学校
(高等音乐研究院)
是  翁布里亚地区
三大AFAM之一
(艺术类进修和音乐培
训学院)

"G.O. BUFALINI" 专业
培训中心自1909年在
翁布里亚就作为 "工艺
美术类专业培训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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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该博士学位是多学科性的，面向可持续发展的能源系统，是建立在
传统和可再生能源技术发展的基础之上的，与建筑领域(农业和工
程领域)的农产品链节能有关，并且与国土使用管理、能源评估和
健康影响评估(医疗领域)有关。博士学位包括以下两项课程：
能源和人体健康影响：该课程的目标是，将学员培养成为在可持续
发展领域从事能源效率、人体健康影响和可再生能源尤其是生物质
能工作的专业人才；
能源农业和国土资源：该课程的目标是，将学员培养成为从事促进
国土可持续扩展、降低地震风险以及通过规划和调查合理使用能源
方面工作的专业人才。 
对于一名结束三年研究工作的研究生而言，须展示出其学识渊博并
在特定专业领域做出过原创性贡献，方有资格成为博士候选人。接
下来，在从事XXX年能源和可持续发展方面的研究之后，方能获得
博士学位。科研中心提案人是佩鲁贾大学CIRIAF研究中心的CRB(
生物质能研究中心)。 

入学条件
硕士学位英语熟练

留学生保留名额
博士学位至少30%的名额是为留学生预定的。

学习计划
对于第一项课程(能源和人体健康影响)而言，重点专题是：合理使
用能源、能源和系统、可再生能源、智能电网和智能城市、环境影
响、生命周期评估、能量供应链检定、生物燃料、舒适性、建筑物
能源认证、建筑物所用太阳能、保温系统以及污染物排放对人体健
康的影响。
能源农业和国土资源这一课程的的重点专题是：食品和农业技术领
域的节能、农产品系统、生物能源、国土资源管理(尤其是生物质
能)国土扩展以及勘测技术。
180 CFU/3年

课程表
用3年时间完成全部课
程、研讨班以及研究实
践。

学费
从最低的

语言
英语

佩鲁贾大学-University of Perugia

兴趣领域 ：

可持续性能源

教育提案

研究性博士学位：能源和可持
续发展

17能源能源



语言
英语

课程表
培训课程共有80学
时：其中，64学时
是讲座课程和讲习
班，16学时是实践
课程。凡参与培训
班的所有学员都会
获得3个CFU/ECTS学
分(待定)。

学费
1000欧元

目标
到2050年，生物能源有望提供最大比例的可再生能源；此外，绿色
化学这一概念的提出，为整合生物能源、生物燃料和生化制品生产
提供了机会，从而在每一经济领域替代化石燃料并将常规提炼转化
为生物炼制。绿色化学从原料开始，需避免与食品农业进行竞争，
继以可持续性标准，以便降低土地、水和碳资源的消耗(农业废弃
物、林业废弃物、边缘土地的能源作物，以及河流和街道维护)。
在此前提下，由CIRIAF "Mauro Felli"校际污染和环境研究中心，其行
政总部位于佩鲁贾大学)提出并和意大利教育、大学和研究部共同
融资的SPRING集群可持续性流程和资源以推动创新和国家发展)是
一项国家网络，涉及绿色化学领域公私合作，旨在通过整体创新来
推动生物产业的发展，以环境、社会和经济可持续性的方式来振兴
化学工业。其目的是，不断与地方部门进行对话以及奉行欧盟委员
会关于生物经济的最新政策，以此来刺激对新技术进行研究和投
资；尤其是CIRIAF 参与了BIT3G"整合到该领域的第3代生物炼制技
术")项目：通过使用在边缘土地上种植的刺菜蓟作为原料来生产生
物聚合物。活动中间，SPRING的目的在于通过举行培训班来促进这
一主题；"绿色化学和生物炼制"暑期班会提供高级课程，为学员们
了解诸如化学、农艺学、工程学和生物工艺学等学科提供了绝佳的
机会。

入学条件
暑期班课程针对的学员是研究生，最好具有科学专业学位(如工
程、农业、化学和生物技术专业)，具有良好的学术资格以及良好
的英语语言知识，并提供个人简历。最少有25为学员参加即可开课
(最多容纳50位学员)。

留学生保留名额
本期培训班将为留学生提供最低50%、最高70%的名额。

佩鲁贾大学-University of Perugia

领域：

可持续能源

教育提案

"绿色化学和生物炼制" 暑期班

学习计划
"绿色化学和生物炼制"暑期班是一门面向留学生的强化课程，为期10
天，旨在增长学员们在生物质供应、生产、转换、生物质能源制造
过程(及其可持续性)以及最终生物制品生产方面的知识。暑期班除了
向学员灌输理论外，还向学员提供生物乙醇和其他生物制品生产方
面的实践课程。培训班结束后，将会向顺利结业的学员颁发出席证
书。讲授培训课程的讲师有：来自佩鲁贾大学CIRIAF的老师、尤其
是来自能源、生物技术和绿色化学领域的专家教授以及来自大学联
盟(意大利其他大学和其他国家大学)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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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etro Vannucci美术学院

领域： 

设计 

课程提案： 

冬季培训班 - 人性化设计 

目标 
学生们将接受有关的工业设计方面的相关培训，实践操作必须 
要与相关的设计背景结合，重新发现当地的传统理念
并且用现代的方式将它表现出来。

入学要求 
即将毕业的学生和毕业后的学生。

学习计划 
工作方法是基于个人的研究路径，其中将包括 
所有的设计过程阶段：探索和询问;做实地调研; 
战略性拓展研究;当地实践设计过程中与 
制造商相互协作，将新技术结合在设计中。
 
佩鲁贾冬季学校课程突出了在当代社会中不同的设计方式和特点。
 
学生们将学习私有或公共品牌如何创建文化和价值，设计师如何被
要求提供创新的知识技巧和管理设计的过程，其中涉及地方和领土
技能。他们还将学习如何各种创意的表现方式，如视觉识别，环境
设计的行为可以帮助企业提高他们的产品和品牌。 

学生们将学习到： 
 - 了解设计能力的重要性。 
 - 描述和应用在产品营销设计的关键概念。 
 - 确定产品的设计挑战，针对不同的产品运营组织市场。 
 - 在创新性和真实性方面提高自己的设计能力。 
 - 促进对人文设计思想的价值思考

授课语言 
英语/意大利语 

课程时间表 
第01周 
设计研究。 
提问，研究， 
分析课题， 
同学之间提出的战略
方法
在设计过程中第一步， 
语义元素，
材料的语言，如何 
提供创新的想法，不受
传统价值观干扰

第02周 
在设计过程中第二步。 
如何定义项目， 
不失去设计质量， 
设计成型的过程，
完成设计模型，
照片拍摄阶段。 
设计展示。 

一同协调工作来组织和
管理 
集体展览不同的作品 
最后的公开会议

费用： 
每个学生€1.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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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第一阶段文凭学业结束的时候，学生熟悉文艺复兴时期以及巴洛克时期的唱
法；学生应该掌握相关的历史知识 和具体的技能，使他们能够表达自己的艺
术观念。特别是 
重点将放在以文艺复兴时期最重要剧目的研究和巴洛克式的歌唱方面 - 包括
合奏及和弦唱 - 和相关的表现手法，目的是发展学生 
和不同种类的音乐合奏中进行互动的能力。这些目标也将 
通过听觉感知和记忆，了解相关组织技巧，分析概念的特定知识 
的音乐，以及它们的相互作用来不断完善。在为期三年的课程结束后，学生
将在这个领域获得对于音乐体系，历史和美学等具体知识的深层次理解。 

在第一阶段文凭的学业结束后，在巴洛克小号，巴洛克长号，巴洛克长笛，
学生应获得相关的历史知识和具体技术及技能，会 
通过他们能够表达自己的艺术观念。特别强调将研究 
文艺复兴和巴洛克的最重要的剧目 - 包括合奏 
 - 以及相关的表现手法，目的是开发学生的 
能力在不同种类的音乐合奏中进行互动。这些目标也将 
通过听觉感知和记忆，了解相关组织技巧，分析概念的特定知识 
的音乐，以及它们的相互作用来不断完善。相当多的注意力将致力于理解适
当的情绪和姿势控制。

在为期三年的课程结束后，学生将在这个领域获得对于音乐体系，历史和美
学以及相关知识的深层次理解。 

此外，参照每门课程的特殊性，学生将获得 
在此领域掌握应有的技能。 
在与第一阶段学历文凭在大键琴的学业结束， 
学生应该获得历史知识技术和特定的技能，使他们能够表达自己的艺术的想
法。在研究期间，学生将获得需要的技能来执行 
大键琴(为主体)的剧目，早期的音乐曲目 
和古钢琴。特别强调将给予最重要的研究 
包括合奏 -  文艺复兴，巴洛克和古典时期的剧目和 
相关的表现手法，目的，以及发展学生的 
能力不同种类的音乐合奏中进行互动。这些目标也将 
通过听觉感知和记忆，并开发实现 

特尔尼 Giulio Briccialdi 高等音乐
学院

领域： 

音乐

课程提案： 

三年的早期音乐课程

语言 
意大利语 - 英语

时间表 
这些课程也同样均匀的
分布在
第一第二学期之间

费用：
学费：€15,00 - 年 
费用：€600,00

相关的组织，成分和分析概念的特定知识 
的音乐，以及它们的相互作用。相当多的注意力将致力于培养 
适当的情绪和姿势控制。在为期三年的课程结束后，在为期三年的
课程结束后，学生将在这个领域获得对于音乐体系，历史和美学以
及相关知识的深层次理解，此外，参照每门课程的特殊性，学生必
须具备相关领域适当的即兴演奏技能 

入学要求 
高中学历。精通理论和视听唱法和钢琴的相关证书， 
(最后两门学科并非强制性要求)。

外国学生 
符合的国外文凭证书。

学习计划 
课程的具体学习计划包含在项目中：
文艺复兴时期和巴洛克时期的唱法，
大键琴与历史的键盘 - 双簧管巴洛克和古典 - 巴洛克长笛 
巴洛克小号 - 巴洛克长号，上述信息可以参照以下网页：
http://www.briccialditerni.it/pagine.php?id=133
更多信息: www.briccialditerni.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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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学生是为了有适当的能力来应对第一阶段的入学考试。

入学要求 
掌握节奏，语调，音乐性，演奏很简单的元素不出现错误。

外国学生 
同上。掌握意大利语。欧洲其它国家的语言将会有所帮助

学习计划 
http://www.conservatorioperugia.it/4-corsi_e_docenti/40-corsi_pre_accademici/32- piani_di_

studio.html 

“Francesco Morlacchi”  
佩鲁贾音乐学院

领域：

音乐

提案课程：

基本训练课程： 
竖琴，吉他，弦乐器，风 
乐器，钢琴，大键琴，打击乐器， 
美声唱法，作曲，合唱大师。技巧培训， 
这个第一段时间的学习过程中，学生学习 
演奏所选择的乐器，同时研究理论， 
作曲，历史，钢琴，唱歌等方面。

语言 
英语 

时间表 
每日一对一或者小组教
学，
每周制定教学计划
从十一月到六月。 

费用 
€400,00

目标 
学生是为了有适当的能力来应对第二阶段的入学考试。

入学要求 
中学文凭。对于选择演奏乐器有出色的表演技巧和久经考验的能
力。有国际教育资格适合入学考试。

外国学生 
同上。掌握意大利语。英语也会有所帮助

学习计划
http://www.conservatorioperugia.it/4-corsi_e_docenti/38-corsi_di_i_livello.html

“Francesco Morlacchi”  
佩鲁贾音乐学院

领域：

音乐

提案课程：

提案课程：
3年 -  第一等级 
学士学位： 
竖琴，吉他，弦乐器， 
管乐器，钢琴，古钢琴， 
大键琴，爵士，打击乐，抒情曲，合
唱团，作曲，风琴，打击乐器， 
电子音乐，爵士乐，室内乐与 
钢琴，室内乐的管乐器， 
室内乐弦乐乐器， 
抒情歌曲。

语言 
英语 

时间表 
每日一对一的 
普通的培训课程， 
每周技术和理论知识授课 
每年3个月一学期的授
课时间 
每年60学分。 

费用 
€5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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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ncesco Morlacchi”  
佩鲁贾音乐学院

 
领域：

音乐

提案课程：

2年 - 第二等级 
硕士学位 
音乐学科： 
弦乐器(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 
低音)，管乐器(长笛，短笛， 
双簧管，单簧管，大管，短号，小号， 
长号，萨克斯管)，竖琴，吉他，钢琴 
古钢琴和大键琴与 
大键琴(主教堂使用)，合唱， 
风琴，打击乐器，电子音乐，爵士乐，
室内乐与钢琴，室内乐的吹奏乐器， 
室内乐与弦乐器，抒情歌曲，
十六，十九世纪剧院曲目。

目标 
二阶段的授课为学生提供音乐家课程和讲座，以获得对知识更深入
的了解， 更为的职业培训，以应对所有年龄段和风格的独奏艺术家
或者是管弦乐团 第二阶段的学习是有针对性的多层次艺术研究：
有许多共同的学科，相对于多个学生， 
许多教育途径进行参与来锻炼自己的技能。

入学要求 
第一阶段的学历或同等学位的硕士学历。国际学历适合入学考试。

外国学生 
同上。掌握意大利语。欧洲其它国家的语言将会有所帮助

学习计划 
http://www.conservatorioperugia.it/4-corsi_e_docenti/37-corsi_di_ii_livello.html

语言 
英语 

时间表 
每日一对一的 
普通的培训课程， 
每周技术和理论知识授课 
每年3个月一学期的授
课时间 
每年60学分。 

费用 
€ 8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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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à per Stranieri di 
Perugia 佩鲁贾外国人大学

领域

意大利语言文化

教学路线

为参加马可波罗和图兰朵计划
的中国学生所提供的意大利语
言文化课程

https://www.unistrapg.it/info-per/studenti-marco-polo-e-turandot

为参加马可波罗和图兰朵计划的中国学生所提供的意大利语言文化
课程马可波罗计划和图兰朵计划提供给中国学生登记注册意大利综
合性大学(马可波罗计划)和艺术类高等院校(图兰朵计划 - 艺术、音
乐、舞蹈高等院校)的机会。
欲登记注册意大利综合性大学和艺术类高等院校的中国学生,在进
入大学就读以前至少要在意大利参加8个月的意语文化学习课程,以
便取得依据欧洲语言共同参考框架(CEFR)规定、各大学及高等院校
所要求的B1/B2语言水平。
佩鲁贾外国人大学是一所远近驰名的意大利高等学府,从1921年建校
以来一直致力于意大利语语言推广与对外意大利语教学的工作,也
是意大利境内教导中国学生学习意大利语最闻名的教学机构。

学习目标
在意大利参加8个月的意语文化课程学习,是为了取得依据欧洲语言
共同参考框架(CEFR)规定、进入各综合性大学及艺术、音乐、舞蹈
高等院校所要求的B1/B2语言文化水平。

入学条件
- 高中毕业生,高考分数达到380分(750满分)以上;
- 已具本科学士学位的学生
马可波罗计划和图兰朵计划预注册申请:
意大利综合性大学和艺术类高等院校的预注册申请应于入学前一年
的10月至12月期间向当地意大利外交领事代表机构提出。各大学、
高等院校均提供给中国学生一定名额,学生可就各校所提供的专业
项目选择、确定后提出申请。
预注册的申请办理两大步骤:
1. 于预注册表格内标明有意报考的意大利大学院校专业课程
在意大利教育、大学与研究部的官方网站上(Studenti Stranieri 网页),
可找到各个大学院校所提供的专业课程以及为中国学生保留的名额
数量。
标明将前往就读意大利语基础课程的学校名称地点
从1921年建校以来,佩鲁贾外国人大学一直是世界上致力于意大利语

语言推广与对外意大利语教学工作最著名的意大利高等学府,也是
从事教育中国学生学习意大利语最专业、最权威的教学机构。

学习计划/课程设置
到校之际,校方安排学生参加入学语言测试以便了解学生的意大利
语言认知水平。入学考试表现优异的学生将被安排至普通班课程学
习。特为马可波罗计划和图兰朵计划学生设计的意大利语言课程之
学习目标在于有效地帮助学生应付未来大学课业所需的意大利语语
言技能。

课程安排:
每周20个小时的课堂教学(每个月80-90学时)
语言文化课程专注于准备学生未来大学课程所必需具备的语言水
平,内容包括: 意大利语语法、语言习题、意大利语写作、口语实战
演练、发音练习、未来大学上课用语等
另外,本校也开设针对未来大学上课所必需具备,包括: 艺术、音乐、
经济、文理科、设计与时尚等各类专业术语课程。

依据学习进度,课程被划分为两个月及三个月不等,每月底均定期进
行成果测试。
八个月的课程结束之际,通过最后期末考试的学生可取得达到欧洲
语言共同参考框架B1或B2级别的意大利语水平证书。
学生也可参加CELI-马可波罗/杜兰朵B1/ B2级别考试 (这是特别针对
中国学生于八个月课程结束后所提供的意大利语言能力国际证书,
考试费用 65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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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参加马可波罗和图兰朵计划学生开设的特别辅助课程
参加佩鲁贾外国人大学意大利语言文化课程的中国学生可免费参与
校方安排的各类文化活动。详情请参阅:
https://www.unistrapg.it/info-per/marco-polo-turandot/progetti-studenti

另外, 为了丰富学生对意大利文化多层面的认识及满足将就读专业
所应具备相关的特殊技能和教学目标,佩鲁贾外国人大学也为马可
波罗与杜兰朵计划生开设一系列的特别辅助课程:

学费
- 马可波罗/图兰朵计划
八个月课程
2015年1月8日至8月26日
3.700 欧元
-马可波罗/图兰朵计划八
个月课程
2015年3月2日至10月
30日*
3.700 欧元

语言
意大利语 

学习目标
涵盖 两大学习领域:
第一学习领域:国际关系与大众传播
国际关系与大众传播领域所开设的本科与硕士课程旨在培养能够有效地致
力于国内与国际间之企业宣传、沟通工作,并能在国际关系合作发展方面应
付自如的优越专业人才。
第二学习领域: 意大利语的语言推广与教学法
本领域所开设的本科与硕士课程旨在培育意大利语专业教师,也在意大利语
言、文化资源的推广及意大利卓越的制造业方面日增月益的专业人才需求
下,提供全面、全力的响应。

入学条件
两种不同的入学机会
1. 中国学生可透过佩鲁贾外国人提供给马可波罗与杜兰朵计划生八个月的
意大利
    语言文化课程结束后, 注册本校大学本科或硕士课程。
    直接入学渠道: 由意大利语言文化课程进入大学本科或硕士课程就读
    参加马可波罗与杜兰朵计划资格:
    - 高中毕业生,高考分数达到380分(750满分)以上;
    - 已具本科学士学位的学生
马可波罗计划和图兰朵计划预注册申请:
意大利综合性大学和艺术类高等院校的预注册申请应于入学前一年的10月
至12月期间向当地意大利外交领事代表机构提出。各大学、高等院校均提
供给中国学生一定名额,学生可就各校所提供的专业项目选择、确定后提出
申请。
预注册的申请办理两大步骤:
1.于预注册表格内标明有意报考的意大利大学院校专业课程
在意大利教育、大学与研究部的官方网站上(Studenti Stranieri 网页),可找到
各个大学院校所提供的专业课程以及为中国学生保留的名额数量。
2. 标明将前往就读意大利语基础课程的学校名称地点
从1921年建校以来,佩鲁贾外国人大学一直是世界上致力于意大利语语言推
广与对外意大利语教学工作最著名的意大利高等学府,也是从事教育中国学
生学习意大利语最专业、最权威的教学机构。

2. 意大利长期签证(居留) – 意大利教育、大学与研究部(MIUR)为在意境
内的外国学生所保留的大学名额
- 高中毕业生或已具本科学士学位的学生;
- 具有至少相当于欧洲语言共同参考框架B2级别的意大利语水平证书;
- 查阅以下网页以便了解各意大利大学为外国学生所预留的名额:
  http://www.studiare-in-italia.it/studentistranieri/

Università per Stranieri di 
Perugia 佩鲁贾外国人大学

领域

意大利语言文化

课程名称

大学本科与硕士课程

www.unistrapg.it/en/info-for/future-freshmen

学习计划
学习领域:国际关系与大
众传播
三年本科专业课程:
- 国际与广告传播

两年硕士专业课程:
-广告传播
-国际关系与发展合作

学习领域: 意大利语的语
言推广与教学法
三年本科专业课程:
-意大利的语言与文化

两年硕士专业课程:
-意大利语对外教学
-意大利的对外推广

学费
2014-2015学年  1,415.97
欧元

语言
意大利

3130 文化遗产文化遗产



目标
为了丰富学生对意大利文化多层面的认识及达到特定的教学目标,佩
鲁贾外国人大学也开设一系列的专修课程。这些课程常年在本校开
设,也可能在国外授课,十人开班。全套课程方案包括: 住宿、用餐、
课程进行(意大利语、语言练习、现场教学)、实验室、配有导游的
旅游项目以及学习证书。
申请者也可依照需求,向佩鲁贾外国人大学要求开设合并不同文化
活动内容(如讲座、专题研讨会、配有导游的游览计划等)的特殊培
训课程。课程相关费用则依开课期间、参加人数、住宿选择(三星
级酒店、二星级酒店、大学宿舍等)、用餐(餐厅、大学自助食堂等)
而有所调整。本校可提供最基本的费用估价表。

入学条件
专修培训课程期间需具备居留证

学习计划
钩针编织花边艺术
介绍翁布里亚大区钩针编织花边艺术的意大利语言文化课程
意大利美食
意大利语言、文化与美食课程
意大利的园林景观
介绍翁布里亚大区风光景色与花园的意大利语言文化课程
歌剧
为歌剧美声学习者特别开设的意大利语言文化课程
纸品加工
介绍翁布里大区造纸业历史与纸品加工的意大利语言文化课程
陶瓷艺术
介绍翁布里亚大区陶瓷艺术的意大利语言文化课程
意大利艺术
紧随意大利中部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足迹的意大利语言文化课程
绣制艺术
意大利语言、文化与绣制课程
意大利足球
实操演练意大利足球运动的意大利语言文化课程

Università per Stranieri di Perugia 
佩鲁贾外国人大学

领域

意大利语言文化

课程名称

意大利语言文化: 专修培训课程

学费
请参阅 https://www.unistrapg.

it/didattica/corsi-di-lingua-e-

cultura-italiana/corsi-speciali

详情请洽询
国际关系、伊拉斯谟及
国际交流办公室(Ufficio 

Relazioni Internazionali, 

Erasmus e mobilità)

电话.: +39 075 57 46 

243/320/236

E-mail: relazioni.internazionali@

unistrapg.it

语言
意大利语

佩鲁贾外国人大学所授予的语言水平证书具有下列特点与价值:
- 享有优质的盛誉
- 质量保证: 所采用的衡量标准保证评估结果的有效性和可靠性
- 受到国内外的一致认可(意大利政府部门: 外交部、教育部、全球
各公共 或私人教育机构)
- 适用于学术以及社会目的 (进入意大利大学就读或就业)
- 可与其他享有盛名的国际语言水平证书相提并论(英语、法语、德
语、西   班牙语等) –  ALTE  欧洲语言测试协会 等级框架:  
www.alte.org
- 遵循欧盟理事会制定的欧洲语言共同参考框架衡量标准体系

由佩鲁贾外国人大学所创立及/授予的语言水平证书(CELI证书) 在
最具权威性的国际化框架下,保证高品质、可比性, 并得到国内外的
一致认同。 

意大利语水平证书:
CELI
分为 CELI入门级、CELI 1、CELI 2、CELI 3、CELI 4、CELI 5 六个等级
参照欧盟理事会制定的欧洲语言共同参考框架(CEFR) A1 到 C2级别
评估标准
CIC  意大利商业用语水平证书
分为"CIC 中级" 与"CIC 高级" 两个等级
参照欧洲议会制定的欧洲语言共同参考框架(CEFR) B1 到 C1级别评
估标准
CELI  青少年意大利语水平证书
分为青少年CELI 1 (A2)、青少年CELI 2 (B1) 、青少年 CELI 3 (B2) 三个
等级
为教师们设计的CELI5 DOC证书  
此项语言水平证书是针对未曾在意大利接受过培训,但希望取得教
学专业资格,可进入意大利各类等级学校任教所需具备的语言水平
证书。

Università per Stranieri di Perugia 
佩鲁贾外国人大学

领域

意大利语言文化

名称

意大利语水平证书- CELI 以及 
DILS-PG     
www.cvcl.it

所需费用
仅限于佩鲁贾考场
类型\级别
考试费用
CELI
100 欧元
青少年CELI adolescenti
100 欧元
移民CELI 入门级
15,38 欧元
移民CELI 1 级
30 欧元
移民CELI 2 级
35 欧元
DILS-PG对外意大利语教
学证书(第二级)
140 欧元
DILS-PG对外意大利语教
学证书(第一级)
110 欧元

凡是在佩鲁贾外国人大学
注册就读(包括意大利语
言文化课程、大学本科、
硕士课程、国际交换生及
master研修课程) 的学生, 
均可享有百分之四十的考
试费用折扣。如果只要补
考口试或笔试部分, 考试
费用可减免百分之三十。
如在意大利其他考点或分
布在世界各地的CELI考点
参加考试:
考试费用则依所选择的考
点而有所不同,考生应自
行与所选择的考点以及确
认应缴纳的考试费用。

语言
意大利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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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修专业：

1. 民族人类学研究

 传统人类学 8 2

 博物馆学人类学 8 2

 中国文化遗产 8 2

 欧洲宗教仪式和习俗 8 2

2. 博物馆志

 博物馆学 8 2

3. 景观建筑学

 景观和文化遗产 8 2

4. 汉学研究

 园林、景观和中国堪舆 8 2

 中国艺术和考古学：

 展览馆和博物馆 8 2

 中国宗教仪式和习俗 8 2

 中亚和中国佛教艺术   8 2

课程表
- 意大利语强化课程授课
时间是9月份和/或来年2
月份；
-  专业意大利语课程/泛
读意大利语课程/初级
和中级意大利语授课时
间：10月初到12月末(第
一学期)和/或3月初到5月
末(第二学期)。

学费
1) 意大利语强化课程对
以下 学生是免费的：刚
刚在佩鲁贾大学入学就
读的留学生以及在佩鲁
贾大学就读并参加互动
交流项目的留学生。
2) 专业意大利语课程不
收取学费，专为那些在
佩鲁贾大学入学就读的
留学生所开设。
3) 泛读意大利语课程：
每学期学费200欧元(对于
未参加互动交流项目的
学生，这门课程的学费
是每学期300欧元)。
4)初级和中级意大利语(
针对校外学生开设)：每
学期学费 300欧元。

语言
意大利语

佩鲁贾大学语言中心University of 
Perugia University Language 
Centre

兴趣领域

意大利语言文化

教育提案之名称

留学生意大利语言课程
clateneo@unipg.it.

大学语言中心是佩鲁贾大学提供语言教育服务的中心，在这里，佩鲁
贾大学的学生和行政人员可以就以下语种学习并提高自己的语言知
识：英语、法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德语，俄语和汉语。此外，
大学语言中心还面向参加大学交流项目的留学生和在佩鲁贾大学就读
的留学生提供意大利语课程。

目标
CLA的留学生意大利语言课程是由意大利资深教师授课，授课对象面
向以下学生：
1.参与国际交流项目的学生(伊拉斯姆斯伊、伊拉斯莫斯世界计划以及
国外项目等)；
2.就读于佩鲁贾大学的留学生(攻读学士学位课程、硕士学位课程和博
士学位课程)：需要意大利语水平达到C1级；
3.在佩鲁贾大学攻读单门课程的留学生以及其他外部用户。

学习计划
1) 意大利语强化课程 
意大利语强化课程的授课对象 是在佩鲁贾大学就读并参加互动交流项
目的留学生以及刚刚在佩鲁贾大学入学就读的留学生(需达到意大利语
C1级水平)。
这门课程包括60课时(45课时课堂上课+15课时网上学习)，为期3周(第
一学期从九月初开始，第二学期从来年二月初开始)。
完成学业并通过考试的学生将获得4个ECTS学分(要求学生至少须修满
75%的课时)。
2) 专业意大利语课程
佩鲁贾大学 将对新入学攻读 学位课程的 留学生提供 专业意大利语课
程 的培训(专业性取决于学科种类)。比如，为医学系的学生提供的是
医学专业的意大利语；同理，针对攻读科技专业、人文学科或社会科
学 专业 的学生，为其提供的是与各自主修专业相关的意大利语。
3) 泛读意大利语课程 
大学语言中心在每学年的两个学期还将分别组织60课时(45课时课堂上
课+15课时网上学习)的泛读意大利语课程。这门课程是要另外收取学
费的(详见下文)。
4)初级和中级意大利语
这门课程是专门针对那些意大利语水平尚未达到C1级水平的留学生而
开设的。这类学生暂时还无法正式攻读专业课程。

课程表
2015年2月-3月
为期4周，共计116学
时：课程(80学时)和讲习
班(36学时)。完成培训后
会向学员颁发出席证书(
要求学员必须至少修满
75%的学时)。

学费
1800欧元

佩鲁贾大学-University of Perugia

兴趣领域：

文化遗产(民族人类学研究；博物
馆学和汉学研究)

教育提案之名称

寒期班 
"中欧文化遗产"

目标
中欧文化遗产寒期班面向那些希望初步了解或提高在民族人类学
和/或汉学领域内相关知识的留学生，旨在就中欧文化遗产(包括有
形文化遗产和无形文化遗产)和博物馆学领域为学生提供高强度的
培训(培养学生的综合知识和技能)。

入学条件
参与培训的学生须具有汉学和/或人类学领域的研究生学位。语言
要求：最低要求英语水平达到B1级。

学习计划 

学
时

学
分

讲习班和培训
1.文化遗产讲习班
参观博物馆、生态博物馆、收藏处和遗址。20
2.语言培训
汉语基础知识16
意大利语基础知识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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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1，使学生能够通过指导能操作重建的家具和装饰的流
程，符合 
有工作场所的安全规定和应用相关规则和理论来实践如何
修复。 
2，使学生能参加大区的资质认证考核

入学要求 
接受过义务教育，意大利语水平到达(B1级)

学习计划 
该课程的最短培训时间，不包括实习/工作经验， 
为400小时，划分如下：

几何设计 64

应用艺术史    48

摄影记录 32

化学与铜绿的处理  40

木材技术和家具施工技术 40

实验室(修复/ 细木工) 160

工作场所安全  16

G.O. Bufalini专业培训中心

领域：

文化遗产 
民族人类学遗产 

提案课程：

木质艺术品修复 - 暑期班/冬季班

语言 
意大利语
10以上的学生开班，如果有要求， 
可以保证英语授课 

时间表
本课程在专业培训中心G.O. Bufalini进
行地址 S. Bartolomeo St., 06012 Città 
di Castello (PG).

课程最小的授课人数为10人。该 
理论和实践的课程将采取相对密集的
授课方式，估计的时间将是从早晨9:00
至13:00和下午 
14:00至18:00，也会根据参与者的个人
需要而定。预计总共培训课程实践约 
3个月(不包括工作体验)。 
实习对于取得专业资格证来说并不是
强制性的 
但是如果能够实习更有帮助。
"G.O. Bufalini"专业培训中心能 
组织在翁布里亚的企业来组织实习活
动，确保有效 
符合现行法规。

费用 
该课程的总费用将是 
€3.500,00包括： 
 - 学费;保险INAIL 
 - 书写材料和讲义由教师提供 
 - 统一服装(在工作实验室中使用);耗
材。 
 - 火车季票(往返于培训中心和佩鲁贾
之间) 

如果学员在学习期间想留 
在当地，秘书处 
可以协助寻找合适的住处， 
由于更当地的机构签订了相关协议
建立了合作关系 所以较为方便
 
 - 在实习期间任何阶段
   专家的协助

学
时

目标 
1，用更宽的视角加强对高质量的艺术工艺的理解 
将手工艺术产品价值化，甚至以旅游为目的。 
2，使学生能够制造金属产品，通过设计，制造和生产，
在锻造实验室 
通过对铁的功能性和装饰物进行人工处理，制作用于室内
和室外的家具配件。 

入学要求 
接受过义务教育。意大利语言(B1等级)

学习计划 
该课程的最短培训时间，不包括实习/工作经验， 
为100小时，划分如下：

设计和规划的铁艺产品  15

加热锻造金属工件      30

零件组合 20

研磨和结霜  10

绘画和打蜡 20

关于安全的相关规定和工作标准(机械实验室) 。 5

G.O. Bufalini专业培训中心

领域：

文化遗产 
民族人类学遗产 

提案课程：

铁艺艺术品加工制作培训 - 暑期班/冬季班

语言 
意大利语
10以上的学生开班，如果有要求， 
可以保证英语授课 

时间表
本课程在专业培训中心G.O. Bufalini进
行地址 S. Bartolomeo St., 06012 Città 
di Castello (PG).

课程最小的授课人数为10人。该 
理论和实践的课程将采取相对密集的
授课方式，估计的时间将是从早晨
9:00至13:00和下午 
14:00至18:00，也会根据参与者的个
人需要而定。
预计总共培训课程实践约 
3个月(不包括工作体验)。 
实习对于取得专业资格证来说并不
是强制性的 但是如果能够实习更有
帮助。
"G.O. Bufalini"专业培训中心能 
组织在翁布里亚的企业来组织实习活
动，确保有效 
符合现行法规。

€2.500,00包括： 
 - 学费;保险INAIL 
 - 书写材料和讲义由教师提供 
 - 统一服装(在工作实验室中使用);
耗材。 
 - 火车季票(往返于培训中心和佩鲁
贾之间) 

如果学员在学习期间想留 
在当地，秘书处 
可以协助寻找合适的住处， 
由于更当地的机构签订了相关协议
建立了合作关系 所以较为方便
 
 - 在实习期间任何阶段
   专家的协助

学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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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为了确保可持续发展，需要缓和并预防由于气候变化所造成的世
界性问题，因此，分析环境足迹(其代表了用来测量和监控可持续
性的详尽工具)就成为一项基本的工作。用以上参数来表达的可持
续性评估和量化，通过环境影响指标如碳足迹、水足迹和其他新指
标(如噪声足迹)即可实现。环境足迹既可作为控制公共和私人行为
活动可持续发展水平的参量，又可作为不同公共和私营部门可持续
发展政策的实施指南。在此背景下，由CIRIAF("Mauro Felli"校际污染
和环境研究中心，其行政总部位于佩鲁贾大学)提出并和意大利环
境、土地与海洋部共同融资的CLASS(集群环境足迹和可持续发展)
是一种包容性的操作结构，涉及环境足迹、可持续发展和环境可持
续性领域的所有活动，包括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培训班在环境足
迹和可持续发展领域组织的课程就是CLASS 的相关活动；本期暑期
班的目标是，向学员传授关于产品和组织的环境足迹的定义，包括
经济和社会层面的重要知识。

入学条件
暑期班课程针对的学员是研究生，最好具有理科专业学位(如工
程、农业、物理学和经济学)，具有良好的学术资格以及良好的英
语语言知识，并提供个人简历。最少有25为学员参加即可开课(最
多容纳50位学员)。

留学生
本期培训班将为留学生提供最低50%、最高70%的名额。

佩鲁贾大学-University of Perugia

兴趣领域

环境安全

教育提案之名称

"环境足迹和可持续发展"暑期
班

课程表
培训课程共有96学时：
其中，80学时是讲座课
程和讲习班，16学时是
组织学员进行参观。凡
参与培训班的所有学员
都会获得3个CFU/ECTS
学分(待定)。

学费
1500欧元

语言
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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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掌握了社会人类学的知识后，毕业生可在一体化和社会保障不同领
域内进行工作。毕业生可在关于安全模型和一体化模式的研究和运
行进行独立自主的创新型工作。毕业生通过教育培训所获得的能力
可在以下不同背景中得以发挥：友谊、教育、城市、制度和健康；
当然也包括公共政治和民族一体化。

入学条件
想要报读社会人类学一体化和社会保障第二学位课程的学员须具有
大学文凭或在其他国家获得的认可的相等文凭，并且在以下专业领
域获得至少30个ECTS学分：社会学、人类学、历史与哲学、语言
及语言学、政治学和/或法律

留学生保留名额
最多接收：10名学生

佩鲁贾大学-University of Perugia

领域：

社会安全

教育提案之名称

社会人类学一体化和社会保障
第二学位课程 (LM-1/LM-88)

第1年 

社会学一体化 72 12

跨国网络和地域发展  54 8

新媒体社会学 54 9

人种学研究方法论   54 9

地缘政治学 或差异性诠释学或 History of 政治理论历史 36 6

汉学 36 6

美式英语语言 和文学 36 6

英语语言学 36 6

学
时

学
分

学习计划
"环境足迹和可持续发展"暑期班是一门面向留学生的强化课程，为
期两周(12天)，旨在增长学员们在应用相关方法进行环境足迹评估
(碳、水和噪音)方面的知识并增强意识。培训中还将对相关社会、
文化和经济方面的问题进行分析。根据培训计划，还将组织学员对
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环境认证组织和工厂以及创新型工厂进行参
观。培训班结束后，将会向顺利结业的学员颁发出席证书。讲授培
训课程的讲师有：来自佩鲁贾大学CIRIAF的老师、尤其是来自环境
足迹和绿色经济领域的专家教授以及来自大学联盟(意大利其他大
学和其他国家大学)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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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本期暑期班的目标是改进善管理方法，能够通过不断监测从而保障发
展、良好的生活质量以及保护环境资源(尤其是景观和生物多样性)。
通过利用新ICT(信息通信技术) 能够启动并巩固可实现"国家对话"的机
制。 
这正是发展和创新的方向，旨在保证可重复和可转让的内部可持续发
展。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须能消除障碍(这些障碍禁锢了古代社会我
们祖先的价值，如同身处博物馆一样让人难以企及，更别谈精神复苏
和重新发现；所谓精神是一种注重属性的同时也关注人性的科学)。得
益于大学研究中心的发展，这些连同精神分析被描述成意识的窗口，
以及全球社会人们自主决策的技能。
SIS- SMPT的关键词是"TRADI-OVATION"(简称)，是"领土、农村地区、
通过发展、创新、组织、稳定物价、友好用户、技术、信息通信技术
共享和在线网络"的首字母缩略词。活动路线图是Todi (意大利)图，其
2011年初版就已被采用。
在2012年6月4日于里约热内卢举行的WSSD-U(大学可持续发展世界峰
会)上提出了SIS在SMPT方面的经验，取得了积极的成就。WSSD-U峰
会是RIO+20项目的平行会议。SIS–SMPT与RIO+20会议文件草案(名称
叫做"行动与追踪框架")紧密相关。由于这个原因，SIS-SMPT的目标很
有创意，就未来可持续发展策略而言不失为一种最优的方法。研究路
线嵌入在区域管理的辅助性原则模式中，是从 SIS-GPST-SMPT活动中
派生而出的。这种理念构思于2012年，如今被冠以"领土合同管理"的名
称在国内和国际上广为讨论。
参与SIS-SMPT给予每个人一个机会，使其能够直接学习并接触到关于
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高层次理论与实践，融入到翁布里亚积极向上的历
史与文化气氛当中。

入学条件
申请人是来自世界各国的公民，年龄不超过45岁，须符合下列要求：
a-提供学习证书
-博士毕业生
-博士在读生
-具有硕士学位 
-5年制学位或博洛尼亚3+2/4+1学制学位

佩鲁贾大学-University of Perugia

领域：

国土资源安全保障

教育提案之名称

"国土可持续管理和拓展" -SIS-
GPST-SMPT暑期班

课程表
社会人类学一体化和社
会保障课程是2年制课
程，分两个学期进行授
课： 
第一学期：从9月开始到
来年1月； 
第二学期：从2月开始直
到5月末结束。

学费
每年学费大约为1300
欧元；http://www.unipg.it/

files/pagine/22/regolamento-

PTT-260813.pdf

语言
意大利语

第2年 

社会政治社会学或国际关系社会学  54 9

概率微积分和社会统计学   72 12

法律或公法 36 6

人力资源培训和政治学  36 6

其他学科 (自由选择) 54 9

期末考试 54 9

主修专业：社会学

第1年 

社会学一体化 54 9

跨国网络和地域发展  54 9

新媒体社会学 54 9

人种学研究方法论  54 9

地缘政治学 或差异性诠释学或 History of 政治理论历史 36 6

汉学 54 9

美式英语语言 和文学 36 6

英语语言学 36 6

第2年    

社会政治社会学或国际关系社会学   72 12

概率微积分和社会统计学    36 6

法律或公法 36 6

人力资源培训和政治学  54 9

其他学科 （自由选择） 54 6

期末考试 54 9

学
时

学
分

学
时

学
分

学
时

学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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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完5年制大学课程的学生
-3年制学位或专科学位
-高中文凭或专科学位
-在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具有一年以上的工作经验(可持续管理和领土
拓展领域)
b-语言要求
SIS-SMPT将安排以英语授课(意大利语的条目-输出要翻译成英语)；因
此，要求申请人必须会讲英语。
c-主修专业 
申请人的优先主修专业如下：
-农业(各个领域和行业)；
-领土和土地管理(各个领域和行业)；
-应用经济学(管理、规划、监控、政策选择、政策制定、营销、地区
营销以及旅游经济学)；
-信息通讯技术、计算机科学、软件工程、网页设计等(GIS、DSS和
CAD等)。
-环境经济学与环境管理学；
-建筑与工程
-社会学和农村社会学
-传播学

留学生保留名额
本期培训班将为留学生提供最低60%、最高80%的名额。

学习计划
本期"国土可持续管理和拓展"暑期班是一门面向留学生的强化课程，
为期10天(两周)，旨在增长学生在国土阅读和理解、利用更新的信息
通讯技术(尤其是GIS和DRONE)进行管理、促进DSS工具和MCA方法的
潜力、项目管理和广告以及地区营销的更新原则。这门课程既讲授理
论，又结合实践；实践会结合GIS、DRONE、微观与宏观项目准备和评
估方面的经验。培训结束后，将会向顺利结业的学员颁发出席证书。
讲授培训课程的教师是国土、信息通讯技术以及营销等领域的专家教
授，全部来自大学联盟(意大利的大学以及世界各大洲的大学)。

课程表
SIS-GPST-SMPT课程
共有60课时：其中，上
课和讲习班占26课时，
实践课程占24课时。学
生课堂出勤率必须达到
100%才能获得3个CFU/
ECTS学分(待定)。

学费
1000欧元

住宿
这门课程的授课时间是8
月份，授课地点在Todi(
距离佩鲁贾40公里)，学
员在国家农业技术学院
住宿。食宿费用待定。

语言
意大利语

佩鲁贾大学-University of Perugia

兴趣领域：

食品健康安全

教育提案之名称

三年课程"兽医科学"

课程表
动物生产学学位课程是3
年制课程，须修满180个
ECTS学分。分两个学期
进行授课：
第一学期：从9月开始到
来年1月； 
第二学期：从2月开始直
到5月末结束。

学费
每年学费大约为1300欧
元； http://www.unipg.it/

files/pagine/22/regolamento-

PTT-260813.pdf

在佩鲁贾，每人的生活
费用大约是每月700欧
元。学员可选择在ADISU
或私人寓所住宿。

语言
意大利语

主修专业：  

牲畜解剖学    72 8

生物学 54 6

数学和物理 90 10

化学与生物化学 108 12

家畜形态学、 人口统计学和人类文化学     54 6

家畜繁育 81 9

农业、食品和供给系统    108 12

农业经济学和政治学 81 9

畜牧学兴趣之动物生理学 72 8

牲畜饲养和营养学 81 9

普通兽医病理学原理 54 6

动物性产品行业和食品工艺学 81 9

普通应用微生物学 54 6

动物性食品安全 54 6

单胃动物饲养技术 108 12

反刍动物饲养技术 54 6

动物生产建筑物、机器和设备 54 6

牲畜卫生与健康    99 11

目标
这些课程的主要目标是向学生传授动物生产学和动物性食品科学的
基本原则。畜牧学、动物营养学、育种学、生殖生理学、牲畜管理
学；食品(肉类和肉类产品、牛奶和奶制品、鱼和鱼制品、蛋蜜汁)
生产、收藏、转换和分销。食品生产链的危险性和可追溯性。生产
线风险分析和HACCP(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法律及其实施以及
强制性和自愿认证。

入学条件
学员须具有中学文凭或在其他国家获得的认可的相等文凭，方可报
名参加动物生产学的学位课程。 
语言要求：最低要求意大利语水平达到B1级。

留学生保留名额
最多接收：7名学生

学习计划

学
时

学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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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本期暑期班将对组织选择的基本原则进行一次探索。重点是对组织
合同选择的经验方法进行研究。将对关于农业食品链的理论和实际
应用进行深入分析。培训课程中将把用经济计量方法评估出的实际
数据与实际应用相结合。课程主题包括：经济组织概论；新制度经
济学；合同选择和设计；价值链管理；组织形式的根据和应用；网
络形式管理；理论和企业边界；发展中国家的组织能力；农业食品
链的应用；组织和制度环境。在对教学活动提出的关键概念和分析
模型进行辩论时需要学员密集接触。会提前将精心挑选出来的阅读
书目告诉每一位学员，以便他们就辩论进行准备。在下午的专门研
讨会上将邀请学员就其个人研究计划展开讨论。
暑期班的具体教学目标是：
在分析的基础上阐述介绍性概念；
在博士生培养背景情况下讨论农业食品链管理；
根据所学知识来确定食品系统干预的潜在需求。

入学条件
最好具有科学专业学位(如工程、农业、化学和生物技术专业)，具
有良好的学术资格以及良好的英语语言知识，并提供个人简历。最
少有25为学员参加即可开课(最多容纳50位学员)。

留学生保留名额
本期培训班将为留学生提供最低50%、最高70%的名额。

学习计划
交易成本经济学
组织理论
农业产品管理概念
经验性分析方法(案例研究、合约计量经济学、管理结构选择建模)

佩鲁贾大学-University of Perugia

兴趣领域：

食品安全

教育提案之名称

"农业食品价值链管理经济经
验" 暑期班

课程表
培训课程共有80学时：
其中，64学时是讲座课
程和讲习班，16学时是
实践课程。凡参与培训
班的所有学员都会获得
3个CFU/ECTS学分(待
定)。

学费
1000欧元

语言
英语

目标
SAA毕业生需掌握并熟练运用关于以下学科的知识和技能：数学、
物理和统计学、无机化学和有机化学、植物生物学、植物学和植物
生理学、作物学、植物生产保护、农业经济学、环境学以及动物生
产。

入学条件
学员须具有中学文凭或在其他国家获得的认可的相等文凭，方可报
名参加农业和环境学(SAA)的学位课程。报名的学员须填写入学调
查问卷，以作为该学位课程的指南并实施教学改进计划。

留学生保留名额
最多接收：10名学生

学习计划

佩鲁贾大学-University of Perugia

兴趣领域：

食品安全

教育提案之名称

三年农业和环境学(SAA)

主修专业：”可持续农业”课程 

植物学基础 54 6

系统植物学和植物地理学 54 6

化学 81 9

物理 54 6

遗传与育种 81 9

数学 54 6

植物生理学 54 6

农艺学和作物生态学 81 9

普通树艺学和育苗技术 81 9

农业化学 81 9

经济机构 54 6

微生物学 54 6

农业水力学 54 6

动物饲养学 54 6

树木栽培品种 108 12

作物学 108 12

食品经济学和农村评估  108 12

病理学和昆虫学 108 12

食品工艺学 54 6

学
时

学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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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表
农业和环境学学位课程
是3年制课程，该学士学
位课程包含180个ECTS
学分。分两个学期进行
授课：
第一学期：从9月开始到
来年1月； 
第二学期：从2月开始直
到5月末结束。

学费
每年学费大约为1300欧
元； http://www.unipg.it/

files/pagine/22/regolamento-

PTT-260813.pdf

语言
意大利语

主修专业：”生物技术”课程 

植物学基础 54 6

系统植物学和植物地理学 54 6

化学 81 9

物理 54 6

遗传与育种 81 9

数学 54 6

植物生理学 54 6

农艺学和作物生态学 81 9

普通树艺学和育苗技术 81 9

经济和食品政策 54 6

微生物学 54 6

生物化学 54 6

分子生物学 54 6

动物饲养学 54 6

应用到农业和环境系统的生物技术 135 15

树木栽培品种 108 12

作物学 108 12

体外培养 54 6

病理学和昆虫学 108 12

主修专业：”观赏性绿色”课程 

植物学基础 54 6

系统植物学和植物地理学 54 6

化学 81 9

物理 54 6

遗传与育种 81 9

数学 54 6

植物学和文化遗产 81 9

植物生理学 54 6

农艺学和作物生态学 81 9

普通树艺学和育苗技术 81 9

经济和食品政策 54 6

微生物学 54 6

评估原则 54 6

灌溉与排水 54 6

树木栽培品种 108 12

作物学 108 12

病理学和昆虫学 108 12

土壤生物工程应用和土壤学 81 9

绿化区设计和绘制原则 81 9

其余课程占有剩余27个学分

学
时

学
分

学
时

学
分

目标 
1，使学生能够在餐饮行业经营，并了解食品制备的整个过
程，从食材的特性 
到菜单，采购原材料等等，根据自己的加工编入食谱或在符合
卫生和安全标准的情况下
通过技术和加工标准单独处理的 
2，使学生能参加考试并取得的区域认证资格。 

入学要求 
接受过义务教育，意大利语水平到达(B1级)

学习计划 
该课程的最短培训时间，不包括实习/工作经验， 
为329小时，划分如下：

欢迎和盛情款待 2

UFC 1. “独立完成相关练习和工作活动" 6

UFC 2.”厨房工人的职业活动" 5

UFC 3.”餐饮业" 12

UFC 4.”美食菜单策划" 50

UFC 5.”半成品准备" 28

UFC 6.”冷热开胃菜" 20

UFC 7.”第一课" 34

UFC 8.”主菜" 54

UFC 9. “鸡蛋和奶酪为基础的菜" 20

UFC 10. “传统的翁布里亚菜" 40

UFC 11. “库存和库房管理" 18

UFC 12.”在厨房里工作安排 10

UFC 13. “人力资源和团队管理的要素" 4

UFC 14. “卫生和清洁的保障体系根据欧盟规则"的工作场所  10

UFC 15. “工作场所安全须知" 8

UFC 16.”服务质量评估 8

G.O. Bufalini专业培训中心

领域：

食品安全

提案课程：

厨师培训 暑期班
语言 
意大利语

时间表
本课程在专业培训中心G.O. 
Bufalini进行
地址 S. Bartolomeo St., 06012 
Città di Castello (PG).

课程最小的授课人数为10人。
在夏季6-9月份之间，该 
理论和实践的课程将采取相对
密集的授课方式，
估计的时间将是从早晨9:00至
13:00和下午 
14:00至18:00，也会根据参与者
的个人需要而定。
预计总共培训课程实践约 
3个月(不包括工作体验)。 
实习对于取得专业资格证来说
并不是强制性的 
但是如果能够实习更有帮助。
"G.O. Bufalini"专业培训中心能 
组织在翁布里亚的企业来组织
实习活动，确保有效 
符合现行法规。

费用 
该课程的总费用将是 
€3.000,00包括： 
 - 学费;保险INAIL 
 - 书写材料和讲义由教师提供 
 - 统一服装(在工作实验室中使
用);耗材。 
 - 火车季票(往返于培训中心和
佩鲁贾之间) 

如果学员在学习期间想留 
在当地，秘书处 
可以协助寻找合适的住处， 
由于更当地的机构签订了相
关协议
建立了合作关系 所以较为方便
 
 - 在实习期间任何阶段
   专家的协助

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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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1，使学生能够从事餐饮业工作，保证餐厅的运营，
餐厅以及其设备的管理，接待客人，选择菜肴和葡萄酒的搭
配，接受订单等。 
2，使学生能参加大区内部针对酒店管理的认证考试

入学要求 
接受过义务教育，意大利语水平到达(B1级) 

学习计划 
该课程的最短培训时间，不包括实习/工作经验， 
为176小时，划分如下：

前台接待 2 

UFC1”独立完成相关练习和工作活动” 6 

UFC2”服务员专业餐厅服务” 8

UFC3”餐饮业” 12 

UFC4”与客户的关系和沟通” 20 

UFC5”餐桌，地板，自助餐的服务细则” 44 

UFC6”翁布里亚，意大利和国际葡萄酒” 18 

UFC7”库存管理” 4 

UFC8”在餐厅和地板的相关服务” 26 

UFC9”人力资源和团队管理的要素” 8 

UFC10”根据欧盟规则的有关工作场所卫生和清洁保障体系” 12

UFC11 “在工作场所的安全” 8 

UFC12”工作质量的评估” 8

G.O. Bufalini专业培训中心

领域：

食品安全

提案课程：

酒店管理 - 暑期班

语言 
意大利语
10以上的学生开班，如果有要
求，可以保证英语授课

时间表
本课程在专业培训中心G.O. 
Bufalini进行
地址 S. Bartolomeo St., 06012 
Città di Castello (PG).
课程最小的授课人数为10人。在
夏季6-9月份之间，该 
理论和实践的课程将采取相对密
集的授课方式，
估计的时间将是从早晨9:00至
13:00和下午 
14:00至18:00，也会根据参与者
的个人需要而定。
预计总共培训课程实践约 
2个月(不包括工作体验)。 
实习对于取得专业资格证来说并
不是强制性的 
但是如果能够实习更有帮助。
"G.O. Bufalini"专业培训中心能 
组织在翁布里亚的企业来组织实
习活动，确保有效 
符合现行法规。

费用 
该课程的总费用将是 
€3.000,00包括： 
 - 学费;保险INAIL 
 - 书写材料和讲义由教师提供 
 - 统一服装(在工作实验室中使
用);耗材。 
 - 火车季票(往返于培训中心和佩
鲁贾之间) 

如果学员在学习期间想留 
在当地，秘书处 
可以协助寻找合适的住处， 
由于更当地的机构签订了相关
协议
建立了合作关系 所以较为方便
 - 在实习期间任何阶段
   专家的协助

学
时

目标 
1，使学生能够在餐饮行业经营，处理初级阶段"比萨饼"制作
的全过程，混合制作面团，面团的包装，标记，直到烘焙和
分配给客户。披萨厨师也负责卫生条件的维护，并在清洁工作
中，注意食品保鲜，并根据要求，供应操作。 
2，使学生能参加大区的资格认证考。

入学要求 
接受过义务教育。意大利语言(B1等级)

学习计划 
该课程的最短培训时间，不包括实习/工作经验， 
为150小时，划分如下： 

前台接待 2 

UFC1”独立完成相关练习和工作活动” 6 

UFC2”披萨烘焙师的相关专业训练” 5 

UFC3”餐饮业” 12 

UFC4”准备披萨” 81 

UFC5”库存管理” 8 

UFC6”比萨饼店的组织工作” 8 

UFC7”根据欧盟规则的有关工作场所卫生和清洁保障体系” 12

UFC8”在工作场所的安全” 8 

UFC9”工作质量的评估” 8

G.O. Bufalini专业培训中心

领域：

食品安全

提案课程：

披萨烘焙师 - 暑期班

语言 
意大利语
10以上的学生开班，如果有要
求， 可以保证英语授课

时间表
本课程在专业培训中心G.O. 
Bufalini进行
地址 S. Bartolomeo St., 06012 
Città di Castello (PG).

课程最小的授课人数为10人。在
夏季6-9月份之间，该 
理论和实践的课程将采取相对密
集的授课方式，
估计的时间将是从早晨9:00至
13:00和下午 
14:00至18:00，也会根据参与者
的个人需要而定。
预计总共培训课程实践约 
2个月(不包括工作体验)。 
实习对于取得专业资格证来说并
不是强制性的 
但是如果能够实习更有帮助。
"G.O. Bufalini"专业培训中心能 
组织在翁布里亚的企业来组织实
习活动，确保有效 
符合现行法规。

费用 
该课程的总费用将是 
€2.500,00包括： 
 - 学费;保险INAIL 
 - 书写材料和讲义由教师提供 
 - 统一服装(在工作实验室中使
用);耗材。 
 - 火车季票(往返于培训中心和佩
鲁贾之间) 

如果学员在学习期间想留 
在当地，秘书处 
可以协助寻找合适的住处， 
由于更当地的机构签订了相关
协议
建立了合作关系 所以较为方便

学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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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提高学生在餐饮/酒店业的各个领域的专业度。

入学要求 
接受过义务教育。意大利语言(B1等级)以及培训领域的工作经验

学习计划 
下面是每门课程培训时间的表格。学生可以 
参加一个或多个模块。证书是由专业培训中心颁发。

意大利风格的咖啡厅课程 40 

烘焙艺术传统的面包 40 

烘焙艺术无麸质面包 40 

新鲜的意大利无麸质面 40 

比萨饼制作基础课程  40

比萨饼制作高级课程  40

蛋糕装饰设计课程 40 

罐头食品，果酱，馏分油和烈酒的制备 40 

水果雕刻课程 40 

小吃准备及摆放 40 

素食烹饪 40 

巧克力艺术 40 

鸡尾酒的准备(国内和国际调配方法) 40 

意大利美食传统初级培训 40 

意大利典型蛋糕 40 

意大利米饭 40 

意大利美食传统：蘑菇和松露 40

G.O. Bufalini专业培训中心

领域：

食品安全

提案课程：

食品和饮料实验室 - 暑期班/冬
季班

Ho
ur
s

语言 
意大利语
10以上的学生开班，如
果有要求， 
可以保证英语授课

时间表
本课程在专业培训中心
G.O. Bufalini进行
地址 S. Bartolomeo St., 
06012 Città di Castello
(PG).

课程最小的授课人数为
10人。在夏季6-9月份之
间，该 理论和实践的课
程将采取相对密集的授
课方式，估计的时间将
是从早晨9:00至13:00和
下午 14:00至18:00，也会
根据参与者的个人需要
而定。预计每一期培训
课程实践约一周。 

冬季班：在 
冬季期间(九月至五月 )
的理论和 
实践课将采取周一，周
二，周三，周四 
从14:00到18:00 
周五至周六和周天从9:00
到13:00 
下午从14:00到18:00 
每一门课程的培训时间
预计时间为1周。

费用 
该课程的总费用将包括： 
 - 学费;保险INAIL 
 - 书写材料和讲义由教师提供 
 - 统一服装(在工作实验室中使
用);耗材。 
 - 火车季票(往返于培训中心和
佩鲁贾之间) 

如果学员在学习期间想留 
在当地，秘书处 
可以协助寻找合适的住处， 
由于更当地的机构签订了相关
协议建立了合作关系 所以较
为方便

每门课程的费用是不同的 
根据选择课程而定，以下作
为参考 
 
 - 课程由1到6：sWW
 - 课程从6到16：€700,00 
 - 课程17：€850,00

5352 安全安全



翁布里亚大学服务机构(ADISU)

住房服务 
ADISU为学生提供不同的住宿 
解决方案：8处在佩鲁贾的学生宿舍和1处
在特尔尼的宿舍 
位置都靠近大学院系和校园设施 
(在佩鲁贾宿舍双人间和单人间共有1310处 
在Terni有77处)。 
学生宿舍设有网络 
连接并并提供公共阅读，学习 
和放松的区域。每个宿舍提供在24小时 
门卫的服务，每日清洁公共区域，厨房，
厕所和走廊。 

餐饮服务
ADISU食堂分部于佩鲁贾，特尔尼，福利尼
奥，阿西西和纳尔尼等城市。该服务适用
于所有的学生。 
ADISU食堂为学生提供优质的饭菜和优惠的
价格;食堂都靠近大学院系和宿舍。 
近年来ADISU食堂已持续赞助可持续性饮食
和传播计划 
专注于季节性和地域性饮食原则。 
特别注意了对传统翁布里亚地区美食的发
展。同时，他们提供其他国家的食品。

其它服务 
ADISU为学生提供服务和经济便利，
以支持和鼓励年轻人，当地社团
和在翁布里亚地区学习研究期间的学生 
 
所有的服务项目有： 
 - 特殊津贴 
 - 实习和培训活动 
 - 健康服务 
 - 心理服务 
 - 住宿服务 
 - 学生电台 
 - 文化活动 
 - 研究咨询 
 - 换书 

有关服务费用和服务项目的更多信息可以
点击以下链接： 

www.umbriaacademy.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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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www.redseal.eu

www.trasimemo.it

www.unipg.it

www.abaperugia.com www.gobufalini.it

www.briccialditerni.it

www.unistrapg.it

www.conservatorioperugia.it

Florence

Turin

Milan

Venice

Perugia

Terni

Rome

Cagliari

Naples

Palermo

Regione Umbria

Corso Vannucci, 96

06126 Perugia

www.regione.umbria.it

ADISU head offices are in:

Perugia, Via Benedetta, 14

Telephone +39 075 4693000

Fax +39 075 5847107

www.adisupg.gov.it www.umbriaacademy.i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