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UMMER SCHOOL
 

     巴勒莫 2014
      6 月 30 日至 9 月 26 日

巴勒莫大学

对外意大利语言学校

© 
An

ton
io 

Ge
rv

as
i



巴勒莫,地中海中最美最大岛屿西西里岛
的首府,它是一个涵盖丰富的艺术,美味的
烹饪以及拥有美丽无与伦比的海岸线和理
想气候的海边城市。

巴勒莫更是多种文化与艺术的中心, 包括 
阿拉伯、诺曼、拜占廷文化。不仅有古老
的 贵族宫殿,还有现代艺术画廊和剧院,其
中 还包括欧洲最重要剧院之一的马西莫
大剧 院,毋庸置疑地成为了巴勒莫艺术与
文化的 资产。当然还包括美食。

巴勒莫实际上是一个拥有街头美食文
化的重 要城市之一,同时还刮起了一
股酿酒美食学 的传统风,显示出古老又
现代的丰富文化。 巴勒莫周边有许多
重要的旅游景区,例如蒙 雷阿莱、蒙
代洛、Sferracavallo、切法 卢、Isola 
Delle Femmine、乌斯提卡、斯 科佩
洛、圣维托洛卡波和 La Riserva Dello 
Zingaro。还有西西里较有威望的地区,
例 如阿格里真托、诺托、锡拉库萨、 
Segesta、Piazza Armerina、Le Isole 
Eolie Ed Egadi、埃里切等等。交通方便, 
容易到达。有些目的地还包括在 Summer 
School 的户外 课程内。

        在巴勒莫学习意大利语



从 2006 年起整年开设长期语言课程及短期 强化语言课程(Winter&Summer School)

短期强化语言课程为期 2 周,高品质的前提 下快速提高语言能力,同时包括丰富的趣
味 性的课外活动。

此外课堂上还会有助教辅助学习并陪同其它 体验活动。Summer School 还包括助教,
即 来自巴勒莫大学的实习生,组织下午及晚上 的活动。

这种形式有助于学习意大利语,而且能够深
入当地意大利人的生活及文化。

Summer School 2013

        在巴勒莫学习意大利语 在 ITASTRA 学习意大利语(ITASTRA:巴勒莫 大学对外意大利语言学校)



 

 

  

等级

日期

费用

课时

详细

标准意大利语与文化

从零基础到高等级

课程一  6月30日至7月11日
课程二  7月14日至25日
课程三  7月28日至8月8日
课程四  8月18日至29日
课程五  9月15日至26日

300欧元（包括报名费、学习
资料及娱乐活动）

40小时（包括分班测试和期
末测试）

课程是从周一至周五上午 
9:00 至 13:00 为期两周。
每个班级最多安排 15 位
学生,每天由两位老师轮流
上课,为学生们在理解、 口
语交流、写作、词汇和文
化等各个不同的方面进行
提升。课程根据班级学生
的具体情况及要求灵活采
用教学方式及教材。

上午上课

长期特色课程
意大利语与艺术

中等至高等级

课程三 7月28日至8月8日+8
月2、3日(周末）

350 欧元(包括报名费、学习
材料、娱乐活动及参观活动）

40 小时+参观活动

专业研究艺术史并且教授
意大利语言的教师拟定了
一个以意大利艺术与建筑
文化（古代至20世纪）为
主题的行程。可以以有趣
并且极富文化的方式加强
意大利语专业词汇。除了
在教室里上的理论课程以
外还有辅助课程，如参观
巴勒莫重要历史景点（四
天下午）和其它邻近美丽
岛屿（8月2、3日和9日）
。再此沉浸在丰富多彩的
西西里文化之中。

上午上课

    课程



短期特色课程
意大利语与电影

西西里是一部美丽的电影

从中等到高等级

课程三 7月28日至8月8日

200 欧元(包括报名费、学
习材料 与娱乐活动)

20小时

“过去、现在、将来都会有
电影 存在于这个叫做西西
里的岛屿 上,因为西西里就
是一部美丽的 电影”西西
里作家,也是黑手党 斗争代
表人物的列昂纳多.夏夏曾 
如此断言。
著名西西里导演,奥斯卡奖
得主 吉赛贝.托纳多雷也
说:“没有哪 个地区能像这
个三角形的岛屿这 样持续
吸引人的兴趣,更不能如 此
的电影工业化。
我们可以把这里定义为真
正的电
影世界。”
该课程在故事情节的基础
上进一 步研究与电影相关
的文化与地 区,并且进一步
提升理解力和口 语沟通技
巧。该课程还包括参观
著名电影中的原场景地
点。

下午上课

长期特色课程
文学与意大利语

高等级
 
课程三  7月28日至 8月8日
课程四  8月18日至29日

300 欧元(包括报名费、学习
材料及娱乐活动）

40小时

该课程着重于意大利语言
整体构架及不同学科题材
文章的学习。
该课程语言教学定位较
高，旨在进一步强化意大
利语口才及实际应用方
面。作为该课程重要部分
的阅读文章包括，文学部
分、专业文书及写作部
分、语言学部分以及专业
职能方面的内容。另一方
面也旨在提高专业口语表
达以及应用于工作的专业
书写能力。
教学:语法进阶水平、现在意
大利 语社会语言学、文学

上午上课

    课程

短期特色课程
意大利语与烹饪

所有语言等级

课程一 6月30日至7月11日 
课程五 9月15日至 26日

200 欧元(包括报名费、学
习材料、娱乐活动及烹饪
所需原材料)

20 小时

该课程是关于美食文化的
语言特色课程。
该课程的实际操作中,大家
不仅可以尝试烹饪西西里
美食,
而且还可以在做好之后品
尝其美味。
该课程包括 6 个小时的西
西里美食文化与传统的学
习和 14 小时的实际操作
与烹饪技巧。
至少 6 人开课。

下午上课



短期特色课程
意大利语与戏剧

舞台的即兴创作与创造性的叙述

初级到中级

课程四 8 月 18 日至 29
日

200 欧元(包括报名费、学习
材料及娱乐活动)

20 小时

该课程旨在通过即兴戏剧
表演提高语言表达能力。
 通过矛盾的并且打破常
规的方式来使学生能够从
简单转向更复
杂的表达方式。叙述成为
该课程的重要起点。为了
使表演更具
真实性并且能够表达更鲜
活的人物角色,会由学生创
作的或者
生活经历的故事和老师准
备的一些文章相结合。
通过观看意大利著名幽默
大师的资料片,来加深对意
大利文化
的了解,例如幽默感、肢体
语言和声音的表达等。

下午上课

    学生服务

    促销

    文化与娱乐活动

短期特色课程
意大利语与戏剧

通过报纸戏剧自由你的言论

从初级到中级

课程二 7月14日至25日

200 欧元(包括报名费、学习
材料及娱乐活动)

20 小时

媒体(电视、电台、新闻、
广告)的言论从来不
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自由
与真实。这些“沟通工
具”更多的用于隐藏、说服
和掩饰。
该课程通过‘受压迫者剧场’
创始人奥古斯都.波 瓦创办
的报纸戏剧的技巧和一些
趣味练习,允许 反映出大众
沟通技巧和发现更自由和
真实的声 音。特别是会重
点提升对文章的理解力及
口语和 文学的表达能力。

下午上课

    课程

等级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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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服务

    促销

    文化与娱乐活动

海上远足:与老师和助教在船上度过一整天,不仅能够欣赏西西里
岛西北部无与伦比的美景,而且能在其美丽深蓝的海水中游泳。
街头美食之旅: Panella、Crocche、Arancina、Sfincione、Cannolo ...这些美食都是
曾在西西里岛上出现过的不同民族文化的 产物,如阿拉伯、犹太、西班牙、诺曼和其
它曾出现在西西里岛上 的民族文化。一个巴勒莫市中心的街头美食之旅。
踏青、出行、远足:学校组织的课外活动,可以是下午、晚上或是
周末。与助教和巴勒莫大学的实习生一起玩转巴勒莫,去海边,参
观,逛街,运动等等。
*每期课程课外活动费用 20 欧元。活动中产生的交通费用、饮食及 博物馆门票等费
用由学生本人承担

为申请该校语言课程的学生,学校根据学生要求提供在市中心学校 附近的住所(B&B、
各人住家及青年旅社等)。越早报名申请价格 越优,选择范围越广泛。
对于申请大学食堂服务,人数有限。
咨询更多细节,请发邮件至 scuolaitalianostranieri@unipa.it

对于申请课程多于一期的学生,在总费用上有所折扣。 对于所有今年报名学习的学生,
可得到 2015 年 Winter&Summer School 学习的优惠权。
更多详情请看 www.itastra.unipa.it
为更多了解本校,课程和众多往年 Summer School 的课外活动请 看 www.itastra.
unipa.it ,并搜索 Summer School 。



更多图片及视频请看

电话: +39-091-23869601

scuolaitalianostranieri@unipa.it

www.itastra.unipa.i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