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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利留学

    A G M  留学教育



本课程针对希望前往意⼤利强化⾃⾝

⾳乐专业能⼒及意⼤利语⽔平的留学

⽣。

关于我们

招收图兰朵计划学⽣,其中包括纯语⾔学
⽣和艺术⽣。我们可以帮助中国留学⽣

提⾼和加强⾳乐及⽂化知识能⼒。通过

学校的⾼级培训和针对艺术⽣特制的课

程训练,学⽣将会很快的掌握 和提⾼语
⾔、⾳乐⽂化知识和专业。

在我们学校学习的学⽣最终都以百分之

百的录取率考⼊意⼤利⾼等⾳乐学院。

毕业以后,学⽣们有更多的机会帮助就
业,选择继续留意深造或回国找到⾃⼰适
合的⼯作。

学校坐落在意⼤利佩萨罗、的⾥雅斯特

和切尔维尼亚诺德尔弗留利。在AGM学
习的学⽣,我们会协助学⽣办理签证及各
种⽂件事务及住宿。



学⽣在课程结束时将参加CILS或PLIDA B�-B�语⾔认证考试以获得语⾔认证证书， 从⽽有效
进⼊意⼤利的⼤学和⾼等⾳乐教育 机构。 在充⾜的意⼤利语课程中，可以应学⽣要求 组织游
览历史遗迹、名胜古迹、博物馆、剧 院等地。 服务注意事项：接待服务，在学校附近的公 寓
或附属建筑中帮助学⽣寻找公寓，在警察 总部管理与居留许可有关的⽂书⼯作，配备 语⾔学
习教室。学⽣可申请学校为其个⼈安 排其所备考的专业课程，随后学校将为学⽣ 每周提供专
业课及理论课程，为⼊学考试做准备。

10 个⽉/40 周/每周 25⼩时，总计：
1000⼩时意⼤利语课程 

11 个⽉/44 周/每周 25⼩时，总计：
1100⼩时意⼤利语课程

每个语⾔班⼈数为6⼈

 ⽇ 期 ： 2 0 2 2  年  1 1  ⽉  1  ⽇  ‒
2 0 2 3  年  8  ⽉  3 1  ⽇

 ⽇期： 2 0 2 2年 1 0⽉ 1⽇⾄ 2 0 2 3年
8⽉3 1⽇

持续 1 0个⽉的意⼤利语课程（ 4 0周，每
周2 5⼩时），共计1 0 0 0⼩时，或1 1个⽉
（ 4 4周，每周 2 5⼩时）。旨在使学⽣通
过C I L S或P L I D A意⼤利语认证达到B� -
B�  语⾔等级，该计划还将向学⽣介绍所
选学习课程的专业词汇。

参与者将学习到进⼊意⼤利⾳乐学院或

美术学院所需的语⾔和⽂化技能，独⽴

处理学术学习和⽇常情况。此外，该课

程让学⽣能够加深理解他们的专业和意

⼤利⽂化中最有趣的⽅⾯。该课程⽬的

是确保对⾳乐或艺术学科领域感兴趣的

中国学⽣进⾏充分的语⾔、历史和⽂化

培训。

国际课程  图兰朵计划  - 意语课程



课程包括:

专业课程

我校合作教授 

AGM合作教授全部来⾃于意⼤利各⼤
歌剧院演员、演奏家及⾳乐学院在 职教
授，最⼤限度保证学⽣通过在我校学习

阶段可顺利⼊学。 我校聘请的语⾔教师
均为意⼤利⺟语使⽤者，教师们均为意

⼤利三⼤语⾔ 考试考官，并持有意⼤利
教育部颁发的可教授外国⼈语⾔证书。

-专业课程 :⾳乐理论及和声课, 
西⽅⾳乐史: 

-意⼤利⾳乐学院考试课程
 

在AGM学校学习的学⽣最终都以百分之百的
录取率考⼊意⼤利⾼等⾳乐学院。

⽬前学⽣已进⼊以下意⼤利⾳乐学院: 佩萨
罗⾳乐学院，⽶兰⾳乐学院，佛罗伦萨⾳乐

学院，威尼斯⾳乐学院，的⾥雅斯特⾳乐学

院，布雷西亚⾳乐学院，特兰托⾳乐学院，

博洛尼亚⾳乐学院，帕尔⻢⾳乐学院，巴⾥

⾳乐学院。

 
 



我们在哪⼉

 
 

AGM 是佩萨罗⾳乐学 院的官⽅语⾔
合作伙 伴。我们⽀持外国⾳ 乐想要
学习语⾔的学 ⽣⽽帮助深刻了解意
⼤利⽂化。 

 佩萨罗

的⾥雅斯特  
希望在海边附近学习？  在的⾥雅斯

特可以！塔蒂  尼⾳乐学院中国项⽬

唯⼀  合作伙伴。在弗留利威尼  斯朱

利亚的地区⾸府，我  们提供语⾔课

程 ;  与国际  知名⾳乐⽼师会⾯的机

会 ;  和⾳乐学院定期开展⾳乐  会。  

切尔维尼亚诺德

尔弗留利  
A G M  是佩萨罗⾳乐学院的官⽅语

⾔合作伙伴。我们⽀持外国⾳乐想

要学习语⾔的学⽣⽽帮助深刻了解

意⼤利⽂化。在弗留利威尼斯朱利

亚的中⼼地带，A G M拥有最完善硬

件设施和教师团队，为学⽣提供最

好的学习环境。学⽣主要⾯向意⼤

利重要艺术院校。



登录意⼤利教育中⼼⽹站(www.uni-italia.it):  ⽹站会提供学校招收名额和课程信息，并指导填写申请表。

通过⻢可波罗和图兰朵来意⼤利学习的中国学⽣，需注意以下申请程序 :
 

1.
 
 意⼤利教育中⼼在中国地址 :  
 
Pechino 北京
地址 :  北京市朝阳区三⾥屯东⼆街  2  号，位于意⼤利驻华⼤使馆内
Centro Uni-Italia,  presso Ambasciata d`Italia a Pechino   
San Li Tun, �  Dong Er Jie -  ������  Pechino         
电话 :  +86 10 65325039  
电⼦邮箱 :  beijing@uni-italia.it
               
Shanghai 上海
地址 :  上海市⻓乐路  989 号  世纪商贸⼴场  19 层，位于意⼤利驻上海总领事馆内
The Center,  ��  f loor,  Unit �/��  n.  ��� ,  Chang Le Road, ������  Shanghai
电话 :  +86 21 65965900/116         
电⼦邮箱 :  shanghai@uni-italia.it
               
Canton ⼴州
地址 :  ⼴东省⼴州市珠江新城国际⾦融⼴场  14 楼  1403 室，位于意⼤利驻⼴州总领事馆内
Centro Uni-Italia,  presso Consolato Generale d`Italia a Canton     
Unit  ���� ,  International Finance Place (IFP),  No.�  Huaxia Road, Pearl River New City,  ������ ,  Guangzhou
电话 :  +86 20 38396225141           
电⼦邮箱 :  guangzhou@uni-italia.it
               
Chongqing 重庆
地址：重庆市渝中区⺠族路  188 号环球经融中⼼  49 层，位于意⼤利驻重庆总领馆内
Centro Uni-Italia,  presso Consolato Generale d`Italia a Chongqing             
��� ,  Min Zu Road, World Financial Centre (WFC), ��  Piano, ������  Chongqing 
电话 :  +86 23 63319092
电⼦邮箱 :  chongqing@uni-italia.it
 
2.  所有学⽣需填写表格如下：
 
Uni-Italia ⻢可波罗和图兰朵招⽣计划学⽣信息表  
MODELLO C ⽂件认证申请表 :
-图兰朵计划：表格  A bis
https://www.studiare-in-italia.it/studentistranieri/moduli/����/Modello_A-bis.pdf
-⻢可波罗计划：表格  A
https://www.studiare-in-italia.it/studentistranieri/moduli/����/Modello_A.pdf
证件照  

更多项⽬信息，请关注以下⽹站：

 
2023/2024 学年中国学⽣参加“图兰朵计划”招⽣的有关规定
 
2023/2024 学年中国学⽣参加“⻢可 ·波罗计划”招⽣的有关规定
 
将要来到  AGM 学习意⼤利语的同学应在预注册申请表中  "Sede indicata dallo studente per il  corso di l ingua italiana
(学⽣选择的语⾔学校)"  栏⽬下填写 :AGM centro per gli  studi artistici,musicali,coreutici  e l inguistici.  在办理完预注
册后，请各位学⽣尽快准备好签证材料（⻅意⼤利签证中⼼列的材料清单），等官⽅确认所报考的⼤学或艺术院校接受预注册申

请后可以⽴刻提交签证申请，以保证按时出发前往意⼤利学习。

 
 
备注：在办理证件过程中如遇到问题欢迎与我们联系，我们会帮助你解决问题。

签证所需⽂件和程序
DOCUMENTI

http://www.uni-italia.it/
https://www.uni-italia.net/uni-italia-in-cina
https://ambpechino.esteri.it/ambasciata_pechino/zh/ambasciata/news/dall_ambasciata/2017/06/studiare-in-italia-programmi-marco.html
http://consshanghai.esteri.it/Consolato_Shanghai/resource/doc/2017/07/mp-t_2018-2019_avviso_chn-aggiornato.pdf
http://conscanton.esteri.it/consolato_canton/resource/doc/2017/07/avviso_cn_mpt.pdf
https://conschongqing.esteri.it/consolato_chongqing/zh/la_comunicazione/dal_consolato/2017/06/progetto-marco-polo-e-turandot.html
https://www.studiare-in-italia.it/studentistranieri/moduli/2022/Modello_A-bis.pdf
https://www.studiare-in-italia.it/studentistranieri/moduli/2022/Modello_A.pdf
https://www.studiare-in-italia.it/studentistranieri/moduli/2022/Turandot23_cin.pdf
https://www.studiare-in-italia.it/studentistranieri/moduli/2022/MarcoPolo23_cin.pdf


国际课程费⽤  

请点击  "报名表" 进⾏注册
https://www.agmaccademia.com/applic
ation-form/ 

付款地址:

ASSOCIAZIONE AGM PER GLI STUDI
ART. MUSICALI COREUTICI E
LINGUIST. APS

 Iban : IT 88 Q��� 2263 7310 1700 0350
584 

SWIFT/BIC: CCRTIT�T��A Cassa rurale
ed artigiana del Friuli Venezia Giulia
ABI: 08622 CAB : 63730

10个⽉语⾔课程 5500 欧元
11个⽉语⾔课程 6050 欧元
专业及其专业相关课程学习联系

info@agmaccademia.com
agmaccademia@outlook.com 

https://www.agmaccademia.com/application-form/


联系我们

微信 
 
agmschool 
arianna-Yidali 

 

邮件 

info@agmaccademia.com
agmaccademia@outlook.com 

官⽅⽹站 

www.agm-lingue.com
www.agmaccademi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