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乌迪内美术学院举办的2020-2021学年度意大利语语言培训课程，即
遵循政府指导方针执行的马可波罗和图兰朵计划。

语言课于2020年10月初、11月初分别开课，分为10和11个月两个课程，

2021年8月底结课。美术、音乐及文理专业课于次年年初开课。



乌迪内市位于意大利弗留利-威尼斯-茱莉亚大区，是意大利工业制造业最发

达的大区，经济排名意大利前三。是机械，钢铁，信息软件开发，航空零件，

造船，家具，葡萄酒，食品，旅游等众多工业产业世界著名跨国公司的所在

地（可参考附件企业名单）。大区地处欧洲心脏、意大利东北，地理位置十

分优越，距威尼斯1小时车程，距米兰佛罗伦萨3小时车程，距维也纳4小时车

程。距阿尔卑斯山30分钟车程，距亚得里亚海30分钟车程，是世界上从山脉

到海边跨度最短的平原区，更是欧洲法国德国奥地利俄罗斯人的首选度假胜

地。当地环境优良，人口稳定素质高，就业环境好，居住安全指数意大利排

名第二。

意大利工业大区弗留利及乌迪内城市介绍



乌迪内美术学院(Accademia di Belle Arti 
G.B. Tiepolo di Udine)是弗留利-威尼斯茱
莉亚大区的第一所美院，专注应用艺术和设
计类学科的教学，且颁发的学历学位受到中
国教育部认可。

教育部涉外监管网网站公示链接：
http://jsj.moe.gov.cn/n1/12041.shtml

乌迪内美术学院同时也是意大利“公办私立
音乐美术高等院校协会”（CIANS）的成员
院校，后者成立于2017年，其成员院校均为
意大利极具声誉的设计艺术类高等学府。

CIANS官网： www.ciansedu.it

http://jsj.moe.gov.cn/n1/12041.shtml
http://www.ciansedu.it/


 语言中心直属乌迪内美术学院，管理和教研团队拥有12年马可波罗图兰

朵计划的经验（教师简历参考附件）；

 语言中心开设初级、中级、高级意大利语课程； 按照欧洲语言教学与

评估共同参考标准，这些课程可分为A2、B1、B2、C1和C2。不同级别

的课程满足不同的需求；

 乌迪内设有PLIDA考点以及CILS考点。学生可自由选择参加语言中心或

者其他等级的语言考试（5月初、6月中、7月底三次考试机会），两类

证书均受所有意大利高等院校承认。。

乌迪内美术学院语言中心意大利语课程



课程周期 总课时数 开课时间 结课时间

11个月 1100课时 2020年10月5日
2021年8月30日10个月 1000课时 2020年11月2日

1500课时

教学计划（10个月语言课） 备注

A0 – B2（部分） A0 – A1 A1 – A2 A2 – B1 B1 – B2（部分） • 根据入学考试确定
学生基础等级并进
行分班；

• 各班级实际教学进
度根据学习情况可
能略有调整；

• 语言课程期间，会
根据学生学习表现
与考试成绩进行班
级调整

2个月 3个月 4个月 2个月

A1 – B2（部分） A1 – A2 A2 – B1 B1 – B2（部分）

3个月 4个月 3个月

A2 – B2 A2 – B1 B1 – B2

4个月 6个月

A0 – B2（全天课） A0 – A1 A1 – A2 A2 – B1 B1 – B2 全天课报名人数满20人
即独立开班，与普通班
同时开课；如不满20人，
则另外半天的课程推迟2
周开课

1个月 2个月 3个月 4个月

乌迪内美术学院语言中心意大利语课程安排



 语言中心直属于乌迪内美术学院，学生可参加直录项目，确保入学。乌

迪内美术学院开设专业包括：建筑室内设计、企业平面设计，绘画。

 语言中心已经与佛罗伦萨国立美术美院、拉奎拉国立美术学院达成协议

，合作开设的美术专业课，并且正在与其他知名国立美术学院接洽专业

课教学合作。

 语言中心音乐专业课与威尔第音乐学校以及意大利众多音乐学院合作。

 语言中心文理经济专业由VOLTA高中的教授指导教学。

乌迪内美术学院语言中心专业课课程



美术专业课-独一无二的硬件配置

•乌迪内美院校内画室 •唯一配备iMac图形设计教室的语言学校：

•报考应用设计类专业的学生，可通过实际操作掌握专业制图软件

的运用，应对入学考试中的上机实操部分*，并完成个人作品集

*都灵美术学院、米兰美术学院，卡拉拉美术学院等院校，新技术艺术、企业艺术设计
专业的入学考试中，会以上机操作或口试的形式考察学生专业软件掌握与运用



音乐生语言班-单独开班得天独厚的师资优势

•专业课与意大利众多音乐学院合作•语言校区内琴房、教室

意大利语课

音乐专业课及单词指导

5场班级团体音乐演出



课程及活动 内容设置

美术专业课
语言学校校区内设有画室和iMac

图像设计教室

绘画课

现代及当代艺术史

预注册美院专业辅导（根据人数邀请预注册美院教
授执教专业课，或者乌迪内美院教授指教）

音乐专业课
语言学校校区内设有专业琴房和

音乐教学教室

理论部分（乐理、曲调、节奏，视唱练耳等）

一对一声乐课或器乐课
（根据人数邀请预注册音乐学院教授执教专业课，

或者其他合作音乐学院教授指教）

语言强化：专业词汇及面试准备

5场班级团体音乐演出

其他教学活动 Tandem语言交换；
口语课；文化生活课

体育专业培训

兴趣活动 兴趣活动



课程及活动 内容设置 教学特色

文科专业课 文化通识

由A. VOLTA 高中的老
师，同步意大利本地高
中应届毕业班课程；
同时针对CISIA联盟的
TOLC-E（经济类）、
TOLC-I（工程类）、
SCIENZE（生物化学
类）、UMANISTICHE

（文科类）考试进行真
题演练与讲解

基础逻辑学

欧洲史

现当代艺术史

往年入学考试真题及模拟
题练习、讲解

语言强化：专业学科词汇
积累

理科专业课 文化通识

基础逻辑学

数学、物理、生物，化学

往年入学考试真题及模拟
题练习、讲解

语言强化：专业学科词汇
积累



每周一至周五 教学及活动安排 备注

9:00 – 13:00 意大利语理论课 最认真负责的语言教学
团队

具有12年中国学生的意
大利语教授经验

13:00 – 14:00 午休

14:00 – 18:00 专业辅导课（美术、音
乐及文理科）
意大利语全天课

最细致的专业辅导

全天课的教学计划为，
10个月完成完整的B2课

程内容

17:00 – 18:30 其他教学活动，兴趣及
体育活动 最实用的技能课程



乌迪内美术学院语言中心户外活动课

 企业参观大师班：直接对话意大利著名企业家，顶级设计师，深入意大

利国际知名企业参观生产线，深度了解意大利制造与意大利设计。

 “意式生活”体验-“意式咖啡”文化探索；西餐礼仪常识；意大利美

食、美酒品鉴；国际级品牌美妆护肤指导

 自然美景、户外运动：在阿尔卑斯山滑雪；在中世纪城堡庄园打高尔夫

；在恬静的乡间骑马



•乌迪内远东电影节-历经22年的中意文化桥梁



企业参观大师班

•全球家具行业的领跑者MOROSO

•百年家具品牌GERVASONI



•全球家具行业最顶级展会米兰家
具展掌舵人SNAIDERO •全球最大的船舶制造厂“FINCANTIERI”

•国际两大顶级的冶金设备制造商之一的达涅利集团(Danieli
Metallurgical Equipment Co., Ltd.)

•全球唯一最大的顶级家具专业门板公司IL CAM



“意式生活”体验
•全世界最大的咖啡烘焙商及最顶级的咖啡品牌、独一无二的咖啡大学-illy咖啡总部工厂及咖啡大学：

咖啡专业知识讲座，烘焙及灌装生产车间参观



•米其林餐厅-西餐礼仪课：西餐用餐礼仪、米其林晚餐



自然美景、户外运动
•阿尔卑斯山脉滑雪圣地-零基础学会滑雪



•中世纪城堡庄园-体验高尔夫

•葡萄酒品鉴、意大利美食烹饪



•马术体验



最高品质的住宿环境：全意大利唯一有宿舍的
语言学校







参观企业列表

• 意大利集装箱吞吐量最大的港口：
PORTO TIESTE 特里雅斯特港口

• 国际两大顶级的冶金设备制造商之一的
达涅利集团(Danieli Metallurgical 
Equipment Co., Ltd.)

• 全球最大的船舶制造厂
“FINCANTIERI”

• 全球唯一最大的顶级家具专业门板公司
IL CAM

• 全世界最好的，也是最贵的钢琴-法奇
奥里(Fazioli)

• 全球家具行业的领跑者MOROSO
• 百年家具品牌GERVASONI
• 世界领先电器品牌：扎努西 - 伊莱克斯

（Zanussi-Electrolux）
• 全球最大的咖啡豆烘焙商：意利咖

啡 (illy coffee)
• 意大利最大的保险公司 -忠利保险公司

(ASSICURAZIONI GENERALI)
• 全世界唯一大发动机公司：

WartsilaItalia / GMT (Grandi Motori
Trieste)

• 主打精致“慢食生活”的全球高端食品
超市“EATALY”

• 全球家具行业最顶级展会米兰家具展掌
舵人SNAIDERO

• 英国等欧洲皇室专供橱柜
VALECUCINE

户外运动

• 滑雪课程、雪地行走：由SCUOLA 
ITALIANA SCI TARVISIO 安排
www.scuolescifvg.com

• 登山：远足，由
COMMISSIONEESCURSIONISMO 安排
www.escursionismoudine.it

• 跳伞：由UPnGO安排，www.upngo.it

• 骑马：由Circolo Ippico Braida dei Perini
安排 http://braidadeiperini.it

• 潜水：由A.S.D FRIULIANASUBACQUEI 
安排 www.fiulianasubacquei.it

• 舞蹈：由SCUOLA DI DANZA 安排
www.broadwaydanceudine.com

• 皮艇：漂流，由ALPIN ACTIONFVG安排
www.canoaraftingfvg.com

• 烹饪甜品课：由CIVIFORM 安排
www.civiform.it

• 篮球赛、足球赛：由大学体育联盟安排

• 音乐会、歌剧：由各音乐会和剧院安排

各大学和美院来乌迪内预科中心

指导和授课的教授名单，及各大

学和美院的户外活动课请关注公

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