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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Q. 常见问题 

 

在读完本文件的信息和问题之后，如果需要进一步说明，可以通过电子邮件直接联系全院学生

辅导员。学生辅导员:Giulia Perugini  - email: g.perugini@abamc.it 

 

注册报名(Iscrizione) 

 
● 我想注册参加本科三年制课程。 

你需要采取两个步骤才能进入美院。首先是报名参加入学考试（通常报名的截止日期

是 8 月底），其次是实际入学（截止日期是 10 月底）。一旦你通过了入学测试，你就

可以进行注册（即注册一年级，此时会得到学号）。 

 您可以在这里找到学习声明 Manifesto degli studi。 

 

 

● 我想注册参加研究生二年制课程 

      要参加本院的两年制课程，您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 符合国际协议和现行法规的国内外本科文凭或其他同等级文凭。 

      - 具有良好的文化常识和关于艺术史、基础信息学、英语的基本知识。 

      根据您所拥有的文凭类型，您可以通过两种不同的方式报名研究生课程。 

     - 直接入学：马切拉塔美术学院的本科毕业生可以直接注册研究生两年制的课程。 

     - 审核入学：符合以下两种情况的学生就需要通过审核才能入学，1. 持有本院所发的，不

同专业领域的文凭；2.持有意大利其它美院或国外学院所发的同等级文凭。 

 

https://www.abamc.it/didattica/manifesto-degli-stu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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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教学单位将对材料进行审核，并说明是否需要补修额外的学分，准备适当的学习计划。请

写信给 infopoint@abamc.it，以了解更多信息。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学习声明 Manifesto degli studi。 

 

新生注册和旧生入学怎么进行？ 

新生注册和旧生入学的程序已完全 E化了。进入该程序，并遵循网站相关网页的指

南。 

            

             我可以在 10 月 31 日之后注册吗（新生注册）？ 

不行。新生注册时间为 9 月 1 日至 10 月 31 日。 

 

我可以在 10 月 31 日之后注册吗（旧生）？ 

可以，但在此期限之后，每延迟一个月，你将支付 50 欧元的滞纳金。 

 

我现在有工作。我可以注册参加本科或研究生课程吗？ 

当然可以。本院接受上班人士入学就读。在这种情况下，注册时请提供您的工作合同

或证明您正在工作的文件。 

 

 

 

 

 

 

https://www.abamc.it/didattica/manifesto-degli-studi
https://www.abamc.it/didattica/manifesto-degli-stu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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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取测试(Esami di ammissione) 
 

● 录取测试如何进行，何时进行？ 

我校有四门录取测试：英语、艺术史、计算机和写生。它们是强制性的，但不需要一

次全通过，即使您在第一次测试时没有通过，您仍然可以办理注册。这些测试的注册

费用为 50 欧元。 

            关于录取测试的更多说明，请下载 "入学测试说明 "文件，请浏览至 Modulistica 

Esame di Ammissione 2020-21 网页下载。 

 

●  测试是线上还是线下进行的？ 

测试是线下还是线上进行，将取决于疫情情况。原则上，写生测试将线下进行，而其

他测试将在线上进行。 

 

● 如果我没有通过一项或多项录取测试会怎样？ 

您可以在接下来的考试期间重考。如果是计算机和英语考试，在重考前必须参加学校

安排的补救课程。无论如何，可以先听课并参加考试。 

 

● 如果我已经有了证书（Ecdl、First Certificate 等），我还必须参加录取测试吗？ 

是的，无论持有什么证书，所有学生都必须参加四门入学测试。 

https://www.abamc.it/segreteria/modulistica
https://www.abamc.it/segreteria/modulist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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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加入学测试预备课程的时间和方式如何？ 

本院安排了写生和艺术史入学测试的预备课程。这些课程不是强制性的，但想要参加

的人必须另外报名。 

 每年 7 月底，网站上都会发布一份包含预备课程日期的日历。参加预备课程前，您需

要注册并支付相关费用（每个课程的费用为 80 欧元）。 

课程是线上还是线下授课，将取决于疫情情况。 

 

学费(Tasse) 

 

● 新生注册和旧生注册的费用是多少？ 

新生注册的费用如下。 

注册费（第一年的入学）：258.93 欧元 

            学费：学费金额根据 ISEE 家庭综合收入证明而定，ISEE证明必须在有效期内提供。

ISEE 家庭综合收入证明未提供的情况下，要支付的学费金额为 1900 欧元。 

 

● 旧生注册的费用如下: 

旧生的注册费：228.67 欧元 

学费：学费金额根据 ISEE 家庭综合收入证明而定，ISEE 证明必须在有效期内提供。ISEE家

庭综合收入证明未提供的情况下，要支付的学费金额为 1900 欧元。 

更多信息可在这里取得: Manifesto degli Studi (Titolo IV, p.28). 

 

https://www.abamc.it/didattica/manifesto-degli-stu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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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没有 ISEE 家庭综合收入证明会怎样？ 

如果不提交 ISEE 证明，您必须支付全额的学费（1900 欧元），并在注册时把

ISIDATA 的 ISEE资料留空白（不要打 0）。 

 

● 是否有奖学金？ 

本院不直接提供奖学金。学生可以联系 ERDIS（Ente Regionale per il Diritto allo 

Studio 大区学习权利中心），每年都会提供奖学金、住宿和食堂服务的申请。 

 

 

● 我是 ERDIS 奖学金得主，我需要支付哪些费用？ 

不需要付学费。在网上注册时，您必须通过 PagoPA 系统支付 16 欧元的费用（等于印花税一

个）。 

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或需要进一步的信息，请写信给 iscrizioni@abamc.it 

课程与美院生活(Corsi e vita in Accademia) 

 

● 什么是开放日（Open day）？ 

这些是专门为将来学生举行的活动。本院提供的所有课程都会介绍，参与者可以直接

向在场的教师和辅导员提问。 

 

● 我在哪里可以找到所有专业的科目和其简介？ 

关于课程的一般信息可以在我们的专业设置 offerta formativa 中找到。在这里，您可

以搜索课程并下载学习计划表(piani di studio)（每年的科目清单）。在网站的专门页

面上，你可以搜索到每年授课的教师和科目(i docenti e le materie)，以及他们的课

程。 

https://erdis.it/
https://erdis.it/
mailto:iscrizioni@abamc.it
https://www.abamc.it/offerta-formativa/guida-completa
https://www.abamc.it/offerta-formativa
https://www.abamc.it/didattica/docenti-e-discip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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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院有什么样的课程？ 

在学院，您会发现实践学科（工作室 laboratori）、理论学科和理论-实践学科。 

 

 

● 我在哪里可以找到课表？ 

发布在网站页面(questa pagina del sito)和 via Berardi 校区的公告栏上。 

 

 

● 学习计划表(piano di studi)是什么？ 

学习计划表是每个学生在毕业前应该参加的所有考试。 本科，研究生和艺术修复的课

程都包括特定的教学项目（课程、工作室、实习、其他活动）：有些是必修的，有些

则可以由学生自由选择。 必修和选修课程的总数就是您的个人学习计划。 每个学习计

划表包括：学生的专业以及课程和进修活动，这些课程是按年份列出来的，是每个学

生为获得毕业资格所必须完成的。 所有学习计划表都可在线获得(i piani di studio sono 

disponibili online)。 

  进一步的信息可在学习声明 Manifesto degli studi 的第七章中找到。 

 

 

● 我可以更换学习计划表里的一个或多个科目吗？ 

在你的学习计划中，不能改变或替代任何科目。 

 

 

● 我可以改变我的学习专业吗？ 

可以。您必须在学习的第一年的 1 月 31 日之前向校长提出申请。如需更多信息和表

格，请写信至 segreteria.studenti@abamc.it 

https://www.abamc.it/iscrizione-online
https://www.abamc.it/iscrizione-online
https://www.abamc.it/offerta-formativa
https://www.abamc.it/offerta-formativa
https://www.abamc.it/didattica/manifesto-degli-studi
mailto:segreteria.studenti@abamc.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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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是线上的还是线下的？ 

如果疫情情况允许，将以混合模式安排教学：一些课程将在网上进行，一些将面对面

进行。 

线下工作室的进行是在完全遵守所有防疫法规的情况下进行的。所有空间每天都会进

行消毒，并遵守所有关于人际距离的规定。只有当该地区或市镇处于红色区域（最高

警戒等级）时，才会正式暂停线下课程。在以下情况下可以向教授申请参加线上工作

室的模式：学生居住的城市/地区为红色区域，学生必须防疫隔离或学生家庭成员有特

别的健康情况等。 

 理论科目的课程将通过谷歌 G Suite 平台在线进行。 

 

 

 

 

● 上课出勤是强制性的吗？ 

是的，所有课程都必须有 80%的出勤率。 

对于上班人士（限于这类身份的学生），理论课程的出勤率降低到 20%，工作室的出

勤率降低到 50%。 

 

 

 

● 实习如何进行？ 

实习是课程中所承认的专业经验。 在这里您可以找到更多信息 maggiori informazioni

以及开始实习的表格 i moduli per attivare lo stage。 

毕业相关(Diploma) 

 

● 论文/答辩是如何进行的？ 

https://www.abamc.it/segreteria/modulistica
https://www.abamc.it/segreteria/modulistica
https://www.abamc.it/segreteria/modulistica
https://www.abamc.it/segreteria/modulist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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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的申请必须在答辩日期九个月前提出。 

这些规定可以在学习声明 Manifesto degli studi 第七篇 II 中找到。 

 以下是表格和申请的截止日期 i moduli e le scadenze。 

 

 

● 在学院学习结束后，我将获得什么文凭？ 

您将获得本科毕业文凭（三年制）和/或研究生毕业文凭（两年制）。针对全国公务员

考试而言，学院文凭是可以认可的，更多细节见学习声明 Manifesto degli studi（第八

篇，第 22 条，第 43 页）。 

 

 

● 我如何领取临时毕业证和正式毕业证？ 

请发电子邮件至 studenti@abamc.it 申请，您将收到表格和所有说明。 

 办理本科证书需要：领取申请表+3 张 16.00 欧元的印花税汇 90.85 欧元至邮局账号+

汇 20 欧元至银行账号。 

 研究生证书需要：领取申请表+3 张 16.00 欧元的印花税+汇 90.85 欧元至邮局账号+

汇 50 欧元至银行账号。 

 

 

 

 

 

 

 

 

https://www.abamc.it/didattica/manifesto-degli-studi
https://www.abamc.it/segreteria/modulistica
https://www.abamc.it/didattica/manifesto-degli-studi
https://www.abamc.it/didattica/manifesto-degli-studi
mailto:studenti@abamc.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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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学、休学和退学(Trasferimento, sospensione e 

rinuncia) 

 

 

● 我可以转到其他美院吗？ 

可以，您必须申请并且得到校长签署的许可（nullaosta）。更多信息见学习宣言

Manifesto degli studi（第九篇，第 24 条），或写信至 segreteria.studenti@abamc.it 

 

● 如果我是由其他美院转来马切拉塔美院的，可以吗？ 

可以，您必须在 12 月 31 日之前提交由你的原籍美院签发的许可（nullaosta）。更多

信息见学习宣言 Manifesto degli studi（第九篇，第 24 条），或写信至 

segreteria.studenti@abamc.it 

 

● 什么是休学？ 

休学的意思是因某些原因而中断学业，并在以后恢复学业，而不丧失在申请时已完成

的课程所得学分。 

 

● 休学后如何恢复学习？ 

只要在您希望恢复学习的学年开始时办理旧生注册即可。 

● 什么事退学？ 

退学就是正式放弃学业。申请退学时，就不需要补交之前未交的学费，也可以重新办

理新生注册。 

 

 

● 我在哪里可以找到进一步的信息？ 

https://www.abamc.it/didattica/manifesto-degli-studi
https://www.abamc.it/didattica/manifesto-degli-studi
mailto:segreteria.studenti@abamc.it
https://www.abamc.it/didattica/manifesto-degli-stu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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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信息变化的方式都在学习声明 Manifesto degli studi 的第九章中指出。 

 

 

 

Erasmus 计划生 

 

 

● 我在哪里可以找到 Erasmus 计划生的信息？ 

如果您是本学院的学生并想在国外进行交流，请查阅网站的国际版块部分 sezione 

International del sito，或在此处下载申请说明 bando Erasmus a.a. 2021-22。 

 

 

● Erasmus 办公室的联系人是谁？ 

是 Teresa Marasca 教授和 Eleonora Sarti 教授，您可以通过电子邮件地址

relationi.internazionali@abamc.it 与她们联系。 

 

 

 

 

 

 

 

https://www.abamc.it/didattica/manifesto-degli-studi
https://www.abamc.it/didattica/manifesto-degli-studi
https://www.abamc.it/didattica/manifesto-degli-studi
https://www.abamc.it/images/PDF/rel_internazionali/BANDO_ERASMUS_21-22%20SEM%201.pdf


11 

 

 

 

 

 

 

 

 

 

 

外国学生 

 

● 在哪里可以找到注册成为国际学生的信息？ 

请阅读官网的英文版信息 sito in lingua inglese。 

 

● 我什么时候需要支付美院费用？ 

请在通过意大利语录取测试后再交费，未通过测试绝不要交费。 

 

 

● 我需要提交哪些文件才能注册学院？ 

https://abamc.i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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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大学和研究部 Ministero dell’Istruzione, dell’Università e della Ricerca 的网站上

指明了要遵循的步骤。 

 

 

● 如果我已经预注册了另一所美术学院，我可以注册吗？ 

不可以。必须先获得原预注册美术学院的许可（nullaosta）才能入学本院。 

 

● 学院是否与中国的语言学校或机构有独家协议？ 

没有。此外，只有在通过意大利语录取测试并遵循学生秘书处的官方指示后才能支付

学费。 

 

 

● 我可以联系谁来询问事项或了解更多？ 

请写信给我们的国际学生导师 Francesco Nati，电子邮件：f.nati@abamc.it 

https://www.miur.gov.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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