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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指南的内容将会随时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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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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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尼斯大学的合作伙伴遍及全
世界，与众多大学签署了国际互动
协议，并且积极地参与欧洲各种科
技研究、教育和培训计划中。
      最近，威尼斯大学正在强化招
募策略，来吸引更多国际留学生和
教职员工，以求进一步提高教学质
量。对于国际师生威尼斯大学提供
定制化服务，尽可能以最大范围最
高水平来协助他们全方位地融入
校园生活。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同
时提高教育水准，威尼斯大学还增
加了一定数量用英文授课的学位课
程，建立了新的国际研究和教育合
作关系，并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正
在崛起的国家和地区。除了大量的
国际双学位/联合学位课程，以及
英文授课的学位课程之外，更有一
项“国际化”方案，通过以下举措得
以实现。

威尼斯大学
国际学院

    威尼斯大学国际学院是精英教育
中心，吸引着意大利和全世界最优
秀的学生。被选拔上的学生将被安
排住在San Servolo岛上的国际校区的
宿舍里，位于圣马可广场对面。
      除了威尼斯大学学位课程之
外，学生还将参与一些跨学科培养
计划和由学院组织的其它创意活
动，建立起一个最有活力的文化科
学中心。除了免费住宿以外，根据
学生成绩还有部分或者全额奖学金
提供。

威尼斯大学国际学院
San Servolo岛，威尼斯

collegio.internazionale@unive.it
Facebook:
Collegio Internazionale Ca’ Foscari

威尼斯大学
国际教育学校

    在威尼斯大学国际教育学校，外
国留学生将有机会学习到有关意大
利历史、语言和文化的各种知识，
学生还可以按照未来的专业走向，
选择威尼斯大学正式学位课程中的
任意专业来辅修。
      学校与国际顶尖高等院校所合
作的暑期课程，更是为本地或外国
学生在威尼斯大学的学习生活增添
更多体验。

威尼斯大学
国际教育学校
San Sebastiano, Dorsoduro 1686, 威尼斯

cfsie@unive.it
www.unive.it/cfsie

国际化
的---
威尼斯
大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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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
合作

      在1868年作为皇家商学院的成
立之初，威尼斯大学酒特别注重东
西方的对话，并在漫长的发展历史
中取得了卓越的成绩。
      如今，威尼斯大学的合作伙伴
遍布世界各地，为学生们提供高质
量的国际化课程。威尼斯大学也因
此展现着全方位的国际面貌。
      威尼斯大学将国际流动和交
换，视作为科学文化知识传播发展
的宝贵渠道，也是师生个人和学术
成长的最佳途径。
      因此威尼斯大学积极参与国际
交换计划，努力发展与国际院校、
企业与机构的双边关系，以促进学
生、教授及教职员工的对外交流。

非洲
摩洛哥（4）
突尼斯（2）

美洲
阿根廷（7）
玻利维亚（1）
巴西（11）
加拿大（6）
智利（1）
哥斯达黎加（1）
厄瓜多尔（4）
墨西哥（1）
秘鲁（2）
美国 (10)

亚洲
中国（12）
格鲁吉亚（1）
印度（5）
印度尼西亚（1）
伊朗（1）
伊拉克（1）
以色列（3）
日本（27）
约旦（1）
科威特（1）
蒙古（1）
菲律宾（1）
卡塔尔（1）
韩国（13）
阿拉伯联合酋长
国（1）
越南（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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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
阿尔巴尼亚（1）
奥地利（5）
比利时（6）
保加利亚（2）
克罗地亚（3）
塞浦路斯（1）
捷克共和国（2）
丹麦（3）
爱沙尼亚（1）
芬兰（6）
法国（54）
德国（38）
希腊（11）
匈牙利（5）
冰岛（1）
爱尔兰（3）
拉脱维亚（1）
立陶宛（1）
马耳他（1）
荷兰（8）
挪威（3）
波兰（10）
葡萄牙（8）
罗马尼亚（6）
俄罗斯联邦（8）
塞尔维亚（2）
斯洛文尼亚（5）
西班牙（48）
瑞典（7）
瑞士（7）
土耳其（9）
英国（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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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英文授课的
学位课程

学士学位课程

经济

- 工商管理-经济与管理-课程：经 
   济与管理
- 经济与商业-课程：经济、市场 
   与金融

语言

- 哲学，国际研究与经济学

硕士学位课程

经济

- 会计与财务-课程：工商管理
- 商业行政-课程：国际管理
- 经济学-课程：经济与管理的
   模式与方法
- 经济与金融-课程：经济与金融
- 市场营销与传媒-课程：创新
   市场营销

语言

- 欧洲、美洲与后殖民地区语言和
   文学-课程：英美研究
- 语言学-课程：语言学
- 国际关系-课程：国际和跨文化
   关系
- 亚洲与北非的语言，经济与制度- 
   课程：中国语言与管理-LAMAC

English威尼斯
大学－
一览

简介

师生

20,400名学生，其中：

1,400名国际留学生

每年8,500名新生入学

每年4,600名毕业生

1,200名教授、讲师、母语教师和行
政教工

学位课程

16个学士学位课程
（三年制）

29个硕士学位课程
（两年制）

14个博士课程

34个职业硕士进修课程
（一年制）

      与美国的哈佛大学和纽约哥伦
比亚大学合作，每年2次的暑期课程
（为期六至八周）

      与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理工学
院和瑞士洛桑联邦理工学院合作，
每年2次的国际研讨会（为期一周）

科学

- 计算机学 
- 环境科学-课程：全球环境变化 
- 可持续化学与技术-课程：可持续   
   环境相关化学与技术

威尼斯大学结构

8所学院

5所学院下属学校

3所学校

- 进修所（进修深造）

- 研究所（博士研究）

- 威尼斯大学国际教育学校 

6所图书馆

1所语言教育中心

国际合作

+ 170 项国际合作协议

+ 510 项Erasmus交换生协议

      作为意大利第一家商业专科学
校，威尼斯大学成立于1868年，如
今已是意大利最杰出的综合性大学
之一，拥有规模庞大的本科及研究
生课程，涉及专业相当广泛。除了
大量博士学位课程之外，还设有各
种初级和高级职业硕士进修课程可
供选择。
      在一个完全国际化的学术环境
中，威尼斯大学的学生可以用自由
创新的方法来参与最前沿的研究课
题，学习最前进的科技；可以各种
文化活动上广交良友，寻找并创造
一切关乎未来和就业的机会，并牢
牢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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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级 
本科学习阶段

学士学位

180 学分 

欧洲学分换算
和累积规则 (ECTS)

    欧洲学分换算和累积规（ECTS）
在整个欧洲通用，以学生学习计划
的清晰透明、学习时间分配的妥善
合理为基础。它保障了学生在海外
学习期间通过上课和考试所取得的
学分可以按照清晰的规则制度得到
换算并在本国的高校体系内得到认
可。
      本规则由明确的协议制定，并
受到参与交换计划的所有院校一致
认可的监管机制管理，学生在离开
本国前往留学目的地之前都会被明
确告知。据此，威尼斯国际大学的
一个学分（CFU）相当于一个 ECTS 。

有关学位换算更详细的信息，请登
录：
www.unive.it > English > How To > 
International mobility > Outgoing mobility 
> Studying abroad > Recognition of study-
abroad periods > ECTS Tables for grade 
conversion

第二级 
研究生学习阶段

硕士学位

120 学分

第三级 
研究生再深造阶段

博士/博士研究生

学制为3年

有关学分换算和累积规则更详细的
信息，请登录：
www.crui.it/crui/ECTS/english/index.htm

威尼斯大学欢迎你

入学申请

1) 登陆威尼斯大学的网站，查询国
际留学生的预注册评估程序:
www.unive.it/evaluation

2) 非欧盟国的学生如果在180天期
间需要在欧盟境内停留时间总数超
过90天，则需要持有有效签证。有
些国家的学生需要持有有效签证才
能入境。具体信息请向贵国的意大
利使领馆咨询，以确保申请到有效
证件。

3) 与国际生接待处预约接待时间: 
www.unive.it/welcome

到达威尼斯

      威尼斯大学国际生接待处从国
际留学生到达威尼斯之前，就开始
提供各种各样的服务。留学生只需
要与导师保持联系，认真阅读欢迎
指导，就可以参与到“伙伴计划”
中，参加接待日的各种丰富活动！
探索威尼斯大学，开始美好的校园
生活吧。 

需要在威尼斯住宿 ?

      住宿办公室将起到一个中介的
作用，将学生的需求和偏好与现有
的住宿资源相协调，帮助学生在威
尼斯找到一个临时落脚点，以便进
一步找到合适的住所。

更多信息请访问: 
威尼斯国际处:
www.unive.it/international
Facebook:
www.facebook.com/internationalcafoscari
Linkedin: http://goo.gl/psNo27
微信：cafoscari
微博：意大利威尼斯大学

如需要更多有关意大利高等教育体系的信息，请登录一下网站查询：www.study-in-italy.it  /  www.universitaly.it

意大利学位制度表实用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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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尼斯大学通过学费援助办公
室，以各种助学贷款、奖学金、助
学金为在威尼斯大学就读的学生提
供资金帮助。
      另外还有一些针对国际留学
生、勤工俭学生和残疾学生的帮
助。
      学生也可以在大学办公室或者
图书馆内申请临时工作岗位，来帮
助完成其学业。

概况： 意大利及欧盟学生

每年支出

最高为
1,679.00欧元

- 单人间：每月300-400
欧元，不包含水电等账
单费用
- 双人间：每月200-250
欧元，不包括水电等账
单费用

- 用餐：每周50-80欧元: 
- 公共交通：单程票价
1.50欧，月票22欧

每年支出

最高为
1,896.00欧元

- 单人间：每月300-400
欧元，不包含水电等账
单费用
- 双人间：每月200-250
欧元，不包括水电等账
单费用

- 用餐：每周50-80欧元: 
- 公共交通：单程票价
1.50欧，月票22欧

减免政策

- 助学金
- 奖学金

ESU﹡可能提供一定的补助

减免政策

- 助学金
- 奖学金

ESU﹡可能提供一定的补助

支付方式

MAV通知单付款 
信用卡
(Visa/Master Card)
借记卡(POS刷卡）

银行转账

现金
信用卡
借记卡
(POS机刷卡）

支付方式

MAV通知单付款 
信用卡
(Visa/Master Card)
借记卡(POS刷卡）

银行转账

现金
信用卡
借记卡
(POS机刷卡）

学费

住宿

其它生活开支

学费

住宿

其它生活开支

本科课程

研究生课程

费用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esuvenezia.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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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更多信息请登陆： 
www.unive.it/fees

费用 概况：国际留学生（非欧盟国）

每年支出

最高为
1,900.00欧元

- 单人间：每月300-400
欧元，不包含水电等账
单费用
- 双人间：每月200-250
欧元，不包括水电等账
单费用

- 用餐：每周50-80欧元: 
- 公共交通：单程票价
1.50欧，月票22欧

每年支出

最高为
2,100.00欧元

- 单人间：每月300-400
欧元，不包含水电等账
单费用
- 双人间：每月200-250
欧元，不包括水电等账
单费用

- 用餐：每周50-80欧元: 
- 公共交通：单程票价
1.50欧，月票22欧

减免政策

- 助学金
- 奖学金

ESU﹡可能提供一定的补助

减免政策

- 助学金
- 奖学金

ESU﹡可能提供一定的补助

支付方式

MAV通知单付款 
信用卡
(Visa/Master Card)
借记卡(POS刷卡）

银行转账

现金
信用卡
借记卡
(POS机刷卡）

支付方式

MAV通知单付款 
信用卡
(Visa/Master Card)
借记卡(POS刷卡）

银行转账

现金
信用卡
借记卡
(POS机刷卡）

学费

住宿

其它生活开支

学费

住宿

其它生活开支

本科课程

研究生课程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unive.it/fe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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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

- 商业行政与管理

- 经济与商科

- 国际贸易

人文

- 文化遗产保护和表演艺术管理

- 历史

- 文学

- 哲学

- 社会学与社会服务

语言与文化

- 亚洲及北非语言、文化与社会

- 语言、文明与语言学

- 语言和文化调解

- 哲学，国际研究及经济学

科学

- 计算机学

- 保护和修复技术

- 环境科学

- 可持续化学技术

本科生
培养
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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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格

      任何本科专业所招收的学生都
必须持有大学入学资格。
      对于已在意大利国内完成高中
学业的学生，需要：

      五年制高中文凭；

      四年制高中文凭，另加一年补
充教育；

      师范院校所授的四年制高中文
凭（已免除一年补充教育）。在这
种情况下学生将需要满足附加知识
水平的要求（见下文）。

      对于在国外完成高中学业的学
生，必须持有当地大学的有效入学
资格（UEQ）。也就是说，学生在国
外完成高中学业之后，有进入当地
大学继续学习的资格。

附加知识水平 (OFAs)

      学生必须具有与其所选专业相
关的足够知识储备，以保证能紧跟
课程教授的内容。如果没能完全达
到入学资格，学生则需要满足附加
知识水平的要求（OFA），并参加相
应的测验。及时未能通过OFA测验，
仍然可以被所选专业录取，但必须
参加大学（根据不同的专业）开
设的辅导课程，以及相应的考试，
直到证明自己已经具备了所选课程
所需的足够专业知识。在某些情况
下，学生必须在一定时间内通过OFA
测验，才能参加下一步的考试。
      附加知识水平测验与学生就学
期间修习的学分无关，也不会影响
学生的成绩等级。OFA测验的结果只
分为两种：通过/不通过。

招生

      本科阶段的招生方式分为两
种：限制名额招生和开放招生。学
生报考设有限制名额的专业，将会
按照排名被择优录取，并在开学前
收到录取确认。 
      学生报考开放招生的专业，将
会被立即录取，并接受安排在一定
的时间内按照所报考专业要求，参
加一个额外的附加知识水平测验。

      请注意：国际留学生的招生有
名额限制。详情请查询
        www.unive.it/enrolment 以及每个
专业的相关网页。

语言要求

      所有的本科专业对于英文水平
的要求都至少要达到B1等级，有些
专业要求B2等级（详见各专业说
明）。缺少相关水平认证的学生，
在被录取之后需要参加一个有关英
文的附加知识水平测验（OFA），
并有一年时间来达到专业所需的水
平要求。
      非意大利语母语的学生，如果
想要报考以意大利文授课的专业，
意大利语需要至少达到B2水平。
      常住地不在意大利的非欧盟学
生，必须持有由意大利教育部认可
意大利语B2等级证书，或者在开学
之前参加由大学组织的意大利语水
平测试。

      如需更多有关招生和录取的信
息，请参加威尼斯大学网站上有关
招生的页面。

本科
入学
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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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

工商管理

经济与管理

研究方向：

- 企业管理
- 商业经济
- 金融中介
- 行政管理
- 市场营销
- 金融和控制
- 会计
- 法律咨询
- 企业量化管理工具

就业方向

- 私企经理或管理层
- 人力资源
- 办公环境管理
- 会计
- 财务
- 销售与分销
- 市场营销

入学要求与考试

      限定名额：675名学生。

      针对常住地在意大利以外的非
欧盟国家学生有15个名额（配额）
，其中有1个名额保留给马可波罗计
划的学生。

      欧盟学生报考工商管理专业，
需要通过入学考试，考试内容为逻
辑/数学和意大利文化/文化常识；
同时英语水平至少达到B1等级。

      欧盟学生报考经济与管理专
业，需要以英语通过入学考试，考
试内容为数学；同时英语水平至少
达到B2等级。

      非欧盟学生报考以上两个专
业，都需要通过Skype进行面试。

联系方式

管理学院

Cannaregio 873，
30121 威尼斯 （意大利）

campus.economico@unive.it
www.unive.it/pag/157789

双学位/联合学位

      基于威尼斯大学，乔治亚州立
大学（美国）和 凡尔赛大学（法
国）共同达成的协议，工商管理-经
济与管理专业的学生在完成本科阶
段的学习后可以获得国际双学位。
      在课程结束时，学员将会被授
予以下双学位：威尼斯大学企业经
济和经济管理学士学位，和乔治亚
州立大学国际经济学和现代语言学
士学位。

管理学院

      本课程旨在培养学生在私有和
公有企业中从事会计、市场营销、
销售、财务和行政组织等工作的能
力。在教学过程中将经济和管理学
的理论、方法和实例与数学、统计
学甚至法律知识相结合。
      此外本课程还将针对欧洲以及
国际就业市场给予学生专门的训
练，或者指导学生进入国际硕士课
程进一步深造。

工商行政
与管理

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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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科的课程为学生提供一个灵
活且多元化的教学，基于经济基
础、数理统计、商业和法律问题之
上，去分析和诠释不同层面上的
经济现象（宏观经济、市场、企
业）。
      此外，学生还可选择旅游经济
学的研究方向，这对于威尼托大区
来讲是一个意义重大的行业。

专业

经济学和商业

经济、市场与金融

经济学和旅游业

就业方向

- 行政总管
- 会计
- 财务与行政管理
- 银行业
- 广告业
- 酒店管理及类似行业

入学要求与考试

        限定名额：420名学生。

      针对常住地在意大利以外的非
欧盟国家学生有30个名额（配额）
，其中有4个名额保留给马可波罗计
划的学生。

      欧盟学生报考经济学和商业、
经济学和旅游业两个专业，都需要
通过入学考试，考试内容为逻辑/数
学和意大利文化/文化常识；并且英
文水平至少达到B1等级。

      欧盟学生报考经济、市场与金
融专业，需要以英语通过入学考
试，考试内容为数学；同时英语水
平至少达到B2等级。

      非欧盟学生报考以上三个专
业，都需要通过Skype进行面试。

经济学
和
商科

管理学院

English

联系方式

管理学院

Cannaregio 873， 30121 
威尼斯 （意大利）
campus.economico@unive.it
www.unive.it/pag/10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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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语言
企业管理
跨科系学校国际

贸易

      本课程提供经济和国际贸易方
面的深入学习，致力于将学生培养
成为出口贸易专员、执行助理、对
外贸易区域经理等。通过运用经济
类、商贸类、法律和量化分析工
具，学习如何管理企业的进出口关
系，国外市场的投资评估和国际化
的组织生产流程。
      本专业的学生还将受到相应的
外语培训，并获得一笔奖学金，去
往与威尼斯大学有协议的海外公司
实习。海外实习为本课程的必要组
成部分。

就业方向

- 财务或行政经理
- 信息检索
- 生产组织与管理
- 商业策划

入学要求与考试

     限定名额：340名学生。

      针对常住地在意大利以外的非
欧盟国家学生有30个名额（配额）
，其中有4个名额保留给马可波罗计
划的学生。

      欧盟学生需要通过入学考试，
考试内容为逻辑/数学和意大利文
化/文化常识；并且英文水平至少达
到B1等级。

      非欧盟学生需要通过Skype进
行面试。

联系方式

经济学、语言学和企业管理跨科系
学校

Riviera Santa Margherita 76 
31100 特雷维索（意大利）

campus.treviso@unive.it
www.unive.it/pag/10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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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遗产
保护
和
表演艺术
管理

文化生产和文化遗产保护
跨科系学校

      本课程皆在培养学生对于艺术
史，考古学，文化活动组织和管
理，文化遗产法规等的基本认识，
以及对于这些行业的研究和分析所
需使用到的方法及主要工具。
      毕业生通常将会受雇于文物、
历史艺术遗产保护和管理等相关的
当地政府和机构，或从事艺术活动
和艺术表演的推广、文化事业等。

专业

考古学

艺术史

经济学和
文化事业管理

艺术表演和传媒学

就业方向

- 视听和电影技术员
- 声音技术
- 电影剪辑制作
- 图书与档案服务
- 拍卖行业
- 商业展览及其它文化事业管理
- 会议组织
- 旅游导览
- 活动策划
- 图书馆技术员
- 娱乐节目主持
- 电视、电影和戏剧制作
- 博物馆技术员
- 艺术评估

入学要求与考试

      无名额限制。

      针对常住地在意大利以外的
非欧盟国家学生有23个名额（配
额）。

联系方式

文化生产和文化遗产保护跨科系
学校
哲学和文化遗产学院

Malcanton Marcorà，
Dorsoduro 3484/D，30123威尼斯
（意大利）

campus.umanistico@unive.it
www.unive.it/pag/10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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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 人文学院

      本课程为学员提供基础的人文
教育，其中主要包括历史，哲学，
民族-人类学，以及古今档案编撰学
等知识。
      本科毕业生可受雇于历史文化
和文献保护领域的机构，从事相关
工作。

专业

人类学

档案和图书馆研究

历史

就业方向

- 旅游导览
- 教育行业

入学要求与考试

      无名额限制。

      针对常住地在意大利以外的非
欧盟国家学生有15个名额（配额）
，其中有2个名额保留给马可波罗计
划的学生。

联系方式

人文学院

Malcanton Marcorà， Dorsoduro 
3484/D，30123 
威尼斯（意大利）

campus.umanistico@unive.it
www.unive.it/pag/10878

人文学院文学
      本科课程为学员提供在语言
学、文献学-文学类和古典艺术研
究、中世纪艺术研究、近代和当代
艺术研究之方法观学理和基础。毕
业生可获得必要的专业基础知识用
于应对初中和高中的教育工作。

专业

古代史

文本与沟通学

就业方向

- 娱乐节目主持
- 教育行业
- 活动策划
- 会议组织
- 旅游接待及类似职业
- 博物馆技术员
- 出版业
- 新闻业

入学要求与考试

      无名额限制。

      针对常住地在意大利以外的非
欧盟国家学生有23个名额（配额）
，其中有2个名额保留给马可波罗计
划的学生。

联系方式

人文学院

Malcanton Marcorà， Dorsoduro 
3484/D，30123
威尼斯（意大利）

campus.umanistico@unive.it
www.unive.it/pag/10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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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 哲学和文化遗产学院

      本课程旨在帮助学生建立起对
于主要哲学命题和概念的关键性认
识，了解其历史发展和理论延伸，
以及与其它学科和研究领域（心理
学、人文科学、教育研究、艺术）
之间的关联。
      此外，本科阶段重点学习哲学
知识、哲学思维和形而上的哲学理
论。通过对哲学推论方法的掌握，
学生可以分析各种哲学文本，为在
哲学、社会分析以及教育咨询领域
的继续深造做好准备。
 

专业

- 哲学
- 哲学与历史
- 哲学与人文学

就业方向

- 图书及档案服务
- 博物馆技术员
- 行政总管
- 图书馆技术员
- 人力资源
- 活动策划
- 出版业
- 新闻业
- 广告业
- 通讯业

入学要求与考试

     无名额限制。

      针对常住地在意大利以外的非
欧盟国家学生有15个名额（配额）
，其中有1个名额保留给马可波罗计
划的学生。 

联系方式

哲学和文化遗产学院

Malcanton Marcorà，Dorsoduro 
3484/D，30123 
威尼斯（意大利）
campus.umanistico@unive.it
www.unive.it/pag/10882

社会科学和公共政策
跨科系学校社会学和

社会服务
      本课程旨在使学生获得良好的
人文社会科学基础，并熟练掌握社
会工作理论、方法、技术的相关专
业知识和技能。
      目的是为了使学生有能力解读
当今社会的典型现象，并充分利用
所学的专业知识来分析社会经济和
文化环境，从而顺利进入社会干预
和社会工作等相关领域就业。
      因此，作为本课程的补充部
分，学生们将在社会工作者的带领
下，参与高强度的实习工作。

就业方向

- 社会工作
- 康复和社会融合

入学要求与考试

        限定名额：115名学生。

      针对常住地在意大利以外的
非欧盟国家学生有15个名额（配
额）。

      欧盟学生需要参加入学考试，
考核学生对于当代社会现象及问题
的理解、阐述说明说明、注解评论
的能力；并且英文水平至少达到B1
等级。

      非欧盟学生需要通过Skype进
行面试。

联系方式

社会科学和公共政策跨科系学校

Malcanton Marcorà，Dorsoduro 
3484/D，30123 
威尼斯（意大利）

campus.umanistico@unive.it
www.unive.it/pag/10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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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及
北非
语言
文化
社会学

亚洲和北非研究学院 专业

中国

韩国

日本

印度次大陆

近东和中东

语言课程

中文、韩语、日语

本科主修：
中文、韩语、日语

第二外语（修期一年）：阿拉伯
语、亚美尼亚语、中文、韩语、希
伯来语、格鲁吉亚语、日语、印度
语、现代希腊语、波斯语、梵文、
藏语、土耳其语

印度次大陆

本科主修：印度语

第二外语（修期一年）：阿拉伯
语、中文、波斯语

近东和中东

本科三年主修两门语言，选择范
围：阿拉伯语、亚美尼亚语、希伯
来语、波斯语、土耳其语
 
除此以外，还有以下语言可供（按
照专业方向）选修：
阿塞拜疆与、格鲁吉亚语、现代希
腊语、藏语、越南语、意第绪语

就业方向

- 驻外通讯员或类似职业
- 销售或分销员
- 公共关系
- 商业策划
- 商务中介
- 旅游中介
- 旅游导览
- 博物馆技术员
- 康复与社会融合

入学要求与考试

      限定名额：总共880名学生。 

     各专业名额分配：中国：315
名； 韩国：80名；日本：315名；印
度次大陆：40名；近东和中东：130。

      针对常住地在意大利以外的非
欧盟国家学生有20个名额（配额）
，其中有5个名额保留给马可波罗计
划的学生。

      欧盟学生需要通过入学考试，
内容为意大利语/英语、 逻辑，以及
所选专业相关的语言知识。

      非欧盟学生需要根据不同专业
通过Skype进行面试。

联系方式

亚洲和北非研究学院

Palazzo Vendramin dei 
Carmini，Dorsoduro 3462，30123 
威尼斯（意大利）

didattica.dsaam@unive.it
www.unive.it/pag/10834

      本课程的目标是培养学生熟练
掌握一门东亚语言，同时基本掌握
另一门东亚语言作为其第二外语。
      以外，学生还对相关国家的社
会文化有一定的了解。
      毕业生可以在跨文化交流、传
播领域，或者文化策划、博物馆、
全国以及欧洲的公共机构、国际组
织从事相关工作，同样也可以从事
贸易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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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学和比较文化研究学院

      在本课程中学生将扎实地掌握
两门外语，获得英语中级水平，并
且学会与所选课程方向相关的专业
技能。本科毕业生可以在意大利和
欧洲，各类行业领域，就职于私人
和公有企业，从事文化遗产管理保
护以及各类等级的教育活动。

专业

国际政治

语言学、哲学
语言教学研究

文学和文化

语言课程

三年制课程：阿尔巴尼亚语、美式
英语、卡特兰语、捷克语、法语、
德语、英语、意大利手语（LIS）、
拉丁美西班牙语、近代希腊语、波
兰语、葡萄牙语和巴西葡萄牙语、
罗马尼亚语、俄语、塞尔维亚-克罗
地亚语、西班牙语

单学期课程：保加利亚语、斯洛文
尼亚语、巴斯克语

就业方向

- 驻外通讯员或类似职业
- 采购与仓管
- 公共关系
- 商业策划
- 酒店管理或类似职业
- 活动策划
- 旅行社
- 旅游导览
- 教育行业
- 博物馆技术员
- 康复和社会融合

入学要求与考试

      无名额限制。

      针对常住地在意大利以外的非
欧盟国家学生有12个名额（配额）
，其中有1个名额保留给马可波罗计
划的学生。

       英语水平至少达到B1等级。.

       德语课程要求英语B1水平。初
学者不可使用练习教室。

      英美语言课程要求英语B1水
平。由学院决定录取人数。

联系方式

语言学和文化研究学院
Ca’ Bernardo，Dorsoduro 319，30123 
威尼斯（意大利）
电话：+39 041 234 9411

Palazzo Cosulich， Dorsoduro 1405
，30123 
威尼斯（意大利）
电话：+39  041 234 7811，
传真：+39 041 234 7822

Ca’ Bembo，Dorsoduro 1075，30123 
威尼斯（意大利）
电话：+39 041 234 5724， 
传真：+39 041 234 5760

didattica.dslcc@unive.it
www.unive.it/pag/10831

语言、
文明
和
语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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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课程以从技术层面研究语言
学以及口译和笔译调解为特色。
      课程包括语言文化课：将翻译
中最常使用的两门外语（英语和西
班牙语），与国际法和工商管理的
基础知识相结合。在教学过程中采
用新颖的授课方式，包括语言运用
和IT实验室等方式。
      本课程要求学员在西班牙完成
一学期的学习，期间将会有奖学金
支持（联合马德里国际学校）。

就业方向

- 驻外通讯员或类似职业
- 广告业
- 商业代理
- 活动策划
- 旅游导览
- 康复与社会融合
 
入学要求与考试

      限定名额：总共77名学生。

      针对常住地在意大利以外的非
欧盟国家学生有9个名额（配额），
其中有5个名额保留给马可波罗计划
的学生。

      欧盟学生需要通过有关语言文
化和能力的入学考试，以及关于西
班牙语国家的历史和地理知识掌握
情况。

     非欧盟学生需要通过Skype进
行面试。

联系方式

经济学，语言学和国际贸易企业跨
科系学校

Riviera Santa Margherita 76， 31100 
特雷维索（意大利）

campus.treviso@unive.it
www.unive.it/pag/10836

经济学、语言学和企业管理
跨科系学校语言

文化
调解

 English

国际关系跨科系学校哲学
国际研究
经济学
      本科课程旨在培养学生能够凭
借逻辑哲学基础，熟知国际现实和
不同国家的文化背景，通过科学分
析宏观经济环境、市场趋势和经济
要素，多元化、多层次的去分析和
诠释社会、政治、经济现象。
      本课程致力于在从全球化的政
治领域视角为学生提供国际化和多
元化的灵活教育。毕业生可以在
国际经济领域行业内担任顾问或随
着对国际关系中经济政治现象的了
解，在国家机构（在部级和区级，
商会或作为工业代表），国际机构 
（OECD，世界银行，FAO，UNESCO 
etc.），私营企业（例如，出口管
理，国际关系管理） 独立从事并积
极开展相关工作。

就业方向

- 行政总管
- 图书和档案服务
- 驻外通讯员或类似职业
- 广告业
- 酒店管理或类似职业

入学要求与考试

      招生名额为150。

      针对常住地在意大利以外的
非欧盟国家学生有20个名额（配
额）。

      欧盟学生必须通过有关逻辑和
文化常识的入学考试。

      非欧盟学生需要通过Skype进
行面试。

      另外，英语水平至少达到B2等
级，并获得相应证书。

联系方式

语言和跨文化研究学院
国际关系学校 

Palazzo Cosulich，Dorsoduro 1405
，30123  
威尼斯（意大利）

didattica.dslcc@unive.it
www.unive.it/pag/10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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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科学，
信息和数据学院计算

机学

      本课程为学员提供了信息系统
的设计、开发和管理，以及传输、
处理和统计分析数据所需的有关理
论和实验的全面知识。

专业

数据科学

欧洲计算机科学
（ECS）

技术与信息科学

就业方向

- 计算机工程师
- 应用专家
- 网络技术员
- 数据库技术员
- 网络和系统技术员

入学要求与考试

      无名额限制，按照最低要求评
定。

      针对常住地在意大利以外的非
欧盟国家学生有20个名额（配额）
，其中有3个名额保留给马可波罗计
划的学生。

联系方式

环境科学，信息与统计学院

科学系校区，
Via Torino 155，30170 
威尼斯梅斯特雷（意大利）

campus.scientifico@unive.it
www.unive.it/pag/10701

双学位/联合学位

      与德国汉堡大学，西班牙布尔
戈斯大学，葡萄牙科英布拉大学，
法国梅斯大学，法国图尔/布洛瓦法
朗索瓦•拉伯雷大学，罗马尼亚蒂米
什瓦拉西部大学，芬兰图尔库大学
合作，提供联合学位或双学位。
      在课程结束时，学生可被授予
欧洲计算机科学双学位（E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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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课程致力于训练学生识别历史
艺术建筑和文物古迹的受损原因， 
制定出合适的干预方案，并直接开
展文物保护工作。
     本科课程毕业的学生可在保护和
管理文化遗产的机构、当地政府、 
此类领域的企业和组织中从事专业
诊断和保护文化遗产的工作。

就业方向

- 博物馆技术员
- 艺术保护和修复

入学要求与考试

      无名额限制。

      针对常住地在意大利以外的
非欧盟国家学生有15个名额（配
额）。
 

联系方式

文化生产和文化遗产保护跨科系
学校
哲学和文化遗产系

Malcanton Marcorà，Dorsoduro 
3484/D，30123 
威尼斯（意大利）
campus.umanistico@unive.it
（人文）
campus.scientifico@unive.it
（科学）
www.unive.it/pag/10861

      本科课程阶段为学生提供环境
系统的教育和分析环境系统及其问
题的有效的科学实践方法，无论是
自然环境还是人类环境，从可持续
性和预防的角度，尽可能促进环境
质量的提升。
      毕业生可以利用综合科学技能
为其在环境问题上提供保护、诊断
和解决方案。

就业方向

- 可再生能源和节能
- 环境控制
- 废物的收集和管理
- 农业和林业

入学要求与考试

     无名额限制，按照最低要求评
定。

      针对常住地在意大利以外的非
欧盟国家学生有20个名额（配额）
，其中有3个名额保留给马可波罗计
划的学生。

文化生产和文化遗产保护
跨科系学校

环境科学
信息和统计学系保护

修复
技术

环境
科学

联系方式

环境科学，
信息和统计学系

科学系校区，via Torino 155，30170
威尼斯梅斯特雷（意大利）

campus.scientifico@unive.it
www.unive.it/pag/10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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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科阶段将教授学生掌握数
学、物理、化学等学科的基本知
识，以便能使其准确和充分的使用
化学语言、掌握技术技能，管理资
源以及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对原
材料和产品进行改造和优化，同时
了解支配材料特性的原理。
      本课程的毕业生将成长为融会
贯通可持续生产和发展，这两种文
化的专业人才。
      学员所学的知识可以很好地运
用于生产、改造、销售各类传统或
先进产品和物料，从而而促进绿色
化工业和可持续发展。

分子科学和纳米系统学院可持续
化学与
技术

课程

化学

工业化学

材料学

就业方向

- 化学家或类似职业
- 化学信息管理

入学要求与考试

      招生名额为130。

      其中针对常住地在意大利以外
的非欧盟国家学生有10个名额（配
额），其中有3个名额保留给马可波
罗计划的学生。

      欧盟学生必须通过有关逻辑和
数学的入学考试。

      非欧盟学生需要通过Skype进
行面试。

      另外，英语水平至少达到B1等
级，并获得相应证书。

联系方式

分子科学和纳米系统学院

科学系校区， via Torino 155，30170
威尼斯梅斯特雷（意大利）

campus.scientifico@unive.it
http://www.unive.it/pag/10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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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
- 会计与财务
- 商业行政
- 经济与金融
- 经济与商业发展
- 公共组织管理
- 旅游行业的跨文化发展
- 市场营销与传媒
- 艺术与文化事业的经济与管理

人文
- 古代文明：文学，历史和考古
- 艺术史和艺术遗产保护
- 人类文化学，人类学，人类语言学
- 档案和文献遗产史及其管理
- 中世纪至当代历史
- 意大利语言与文学
- 就业、社会公民和跨文化交流
- 哲学

语言与文化
- 国际关系比较
- 欧美及后殖民语言和文化
- 出版行业口译与笔译
- 语言学
- 亚洲与北非的语言与文明
- 亚洲与北非的语言、经济和法制
- 宗教学
- 穿越地中海：投资与整合（MIM）

科学
- 化学与可持续技术
- 计算机学
- 环境科学
- 生物与纳米科技
- 保护和修复应用化学

研究生
培养
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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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格

     任何研究生专业所招收的学生都
必须持有正规大学颁发的本科学历
（至少三年制），或高等教育机构
颁发的大专学历（至少三年制）。
      该学历必须是被国家认可，具
有进入更高水平大学课程继续学习
的资格。

入学条件

      学生必须已经具备他们所选择
的研究生专业，以及课程所需的相
关背景知识，以便能够顺利完成学
业。
      校方会通过学生的申请材料来
验证相关背景知识的掌握情况。

招生办法

      对于硕士研究生的招生有两种
模式：计划招生（有名额限制）和
开放招生（无名额限制）。报考
计划招生专业的学生，必须经过
一系列的选拔程序，收到正式的录
取通知书后才可入学。报考开放招
生专业的学生可以直接入学，之后
再根据不同专业课程的需要，在规
定期限内参加并通过各种补充考试
（OFAs）。

语言要求

      所有的研究生专业对于英文水
平的要求至少达到B2等级，学生需
要在报名的时候提供资格证书，除
非特殊情况有另作说明。

      非意大利语母语的学生，如果
想要报考以意大利文授课的专业，
意大利语需要至少达到B2水平。        
     常住地不在意大利的非欧盟学
生，必须持有由意大利教育部认可
意大利语B2等级证书，或者在开学
之前参加由大学组织的意大利语水
平测试。
      如需更多有关招生和录取的信
息，请参加威尼斯大学网站上有关
招生的页面。

研究生
入学
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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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生课程旨在培养学生会计
核算，规划管理控制系统，制定财
务战略，审计业务风险方面的专业
才能。依据所在的公司和当地政
府，提供所需且有效的会计职能，
财务和管理控制。毕业生也可以受
雇于顾问咨询公司或者自主经营。

专业

管理咨询

工商管理

就业方向

- 私企经理和主管
- 会计工作
- 税务专业方向
- 财务

管理学院会计
财务

English

入学条件

      招收270名学生（其中管理咨询
专业180名，工商管理专业90名）。

      根据学习背景和个人知识储备
综合评估并进行测验，择优录取。

      欧盟学生必须通过入学考试，
考试内容为经济学的综合知识以及
与学生所选专业相关的专业知识。

      非欧盟学生报考以上专业，都
需要通过Skype进行面试。

      英语水平至少达到B2等级。

      针对常住地在意大利以外的非
欧盟国家学生有5个名额（配额），
其中有1个名额保留给马可波罗计划
的学生。

联系方式

管理学院
San Giobbe Cannaregio 873，
30121 威尼斯（意大利）

campus.economico@unive.it 
www.unive.it/pag/10892

双学位/联合学位

      与法国欧洲管理学院联合授予
双学位。

      课程结束时学生可以被授予由
威尼斯大学颁发的财务与控制管理
硕士和欧洲管理学院管理硕士。
       入学方式：接受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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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生课程为学生提供企业
管理所需的知识和技能，针对意大
利经济的转型，学习以“意大利制
造”为重心的本土化经济和可持续发
展。国际化的课程为学生提供了必
要的管理技能，其中涵盖了国际化
管理、市场营销、国际经济学和劳
动律法，用于支持新一代全球中小
型企业的发展。具体职业包括区域
经理，出口经理，国外分公司总经
理，国际运营经理，新市场开发业
务员，国际项目经理，等等。

专业

商业行政与管理

国际管理

就业方向

- 公共行政管理
- 人力资源
- 工作场所组织 
- 经贸专员

入学条件

      招收190名学生，通过入学测
验选择教育背景符合要求者，择优
录取。

      欧盟学生必须通过入学考试，
考试内容为经济学的综合知识以及
与学生所选专业相关的专业知识。

      非欧盟学生报考以上专业，都
需要通过Skype进行面试。

      英语水平至少达到B2等级。

      针对常住地在意大利以外的非
欧盟国家学生有5个名额（配额），
其中有1个名额保留给马可波罗计划
的学生。

联系方式

管理学院
San Giobbe，Cannaregio 873，30121 
威尼斯（意大利）

campus.economico@unive.it  
www.unive.it/pag/10925

双学位/联合学位

      与法国欧洲管理学院联合授予
双学位。课程结束时学生将被授予
威尼斯大学颁发的财务与控制管理
硕士以及欧洲管理学院管理硕士。

       入学方式：接受申请。

      与德国霍恩海姆大学联合授予
双学位。课程结束时学生将被授予
由威尼斯大学颁发的企业经济管理
学硕士和霍恩海姆大学国际商业和
经济学理学硕士（M. Sc.）。

       入学方式：接受申请。

      欧洲与澳洲国际商业专业双学
位，合作大学有：法国斯特拉斯堡
大学、澳大利亚西奥大学、澳大利
亚阿德莱德大学、匈牙利布达佩斯
考文纽斯大学。
      课程结束后学生将被授予由威
尼斯大学颁发的企业经济管理学硕
士（或斯特拉堡大学授予的国际与
欧洲商业“高等学院硕士学位”，或
者布达佩斯大学的商业硕士），和
西奥大学或者阿德莱德大学颁发的
国际经济与商业硕士。

管理学院商业
行政

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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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生课程皆在培养学生精通
于解决有关金融市场的主要金融问
题的专业能力，经济业务管理，金
融投资管理、金融风险评估和管
理，财务咨询和保险，补充免税额
和退休基金管理，银行和一般金融
机构的内部组织流程和行政管理等
各方面的专业知识。
      毕业生可以在各类金融机构（
贸易银行、储蓄管理公司、保险公
司）从事经理、管控、分析和顾问
工作。

专业

经济学专业－QEM：

      高级经济学、经济计量学、运
筹学、概率学理论、竞争分析、行
为经济学、高级公共经济学、实证
经济学和竞争法。

经济与金融专业：

      战略融资、银行管理和信誉分
析、企业财务政策、非银行金融中
介机构、银行组织与战略、市场经
济与金融投资、银行法、金融和保
险产品、计量经济学、风险计量分
析等。

金融专业：

      高级企业财务、集团 银行、金
融市场、会计管理、金融经济学、
国际金融监管、金融衍生及保险、
风险统计及分析、金融随机分析、
计量经济学、风险计量分析、金融
随机模型等。

经济学院经济
金融

就业方向

- 经济系统专家
- 商业经济学专家
- 金融

入学条件

      开放招生，要求教育背景符合
要求。

      英语水平至少达到B2等级。

      针对常住地在意大利以外的非
欧盟国家学生有40个名额（配额）
，其中有10个名额保留给马可波罗
计划的学生。

联系方式

经济学院

San Giobbe Cannaregio 873，30121，
威尼斯（意大利）
campus.economico@unive.it
www.unive.it/pag/10917

双学位/联合学位

      与法国马赛大学联合授予经济
计量经济学和金融（MEEF）学的双
学位。
      课程结束后学生将被同时授予
威尼斯大学经济与金融硕士学位和
马赛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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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生课程以跨学科的视角
来研究全球发展，使学生具备在新
崛起的市场内工作所必需的语言和
文化知识，使其成为全球化市场环
境分析和国际经济结构分析方面的
专业人士。
      该课程提供商务英语课程，各
类研讨会和实习期奖学金。

专业

商业和全球市场

创业学和金融

就业方向

- 商品和服务的商业化
- 商业化的信息技术和通信
- 商品和服务的采购
- 市场分析
- 经济系统专家

入学条件

      开放招生，要求教育背景符合
要求。

      英语水平至少达到B2等级。

      研究生课程提供学生公共行政
管理和公共利益管理领域的经营管
理的理论知识和专业技术能力。                   
      通过学习四个主要领域的专业
技能（公有制经济、定量学、法律
和社会组织），以及公共行政管理
的改革和发展过程，毕业生将有能
力应对在公共组织的工作中面临的
主要挑战。

就业方向

- 公共行政管理

入学条件

      开放招生，要求教育背景符合
要求。

      英语水平至少达到B2等级。
针对常住地在意大利以外的非欧盟
国家学生有30个名额（配额）。

经济学，语言学和创业
跨科系学校 （特雷维索分校）

经济学院经济与
商业发展

公共组织
管理

      针对常住地在意大利以外的非
欧盟国家学生有30个名额（配额）
，其中有10个名额保留给马可波罗
计划的学生。

联系方式

经济学、语言学和创业学校

Riviera Santa Margherita 76，31100 
特雷维索（意大利）

campus.treviso@unive.it
www.unive.it/pag/10931

双学位/联合学位

      与法国斯特拉斯堡管理学院联
合授予双学位：国际和欧洲商业硕
士学位。
       入学方式：接受申请。 

联系方式

经济学院
San Giobbe Cannaregio 873，30121
威尼斯（意大利） 
campus.economico@unive.it 
www.unive.it/pag/10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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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课程注重多元化教育，旨在
培养学生具备从跨文化角度来促进
旅游行业和旅游市场市场发展的专
业能力，以支持旅游景点经济和竞
争力的增长。

就业方向

- 旅游业
- 广告编辑
- 技术性文字编辑
- 形象和公共关系咨询和类似职业
- 活动策划
- 当地的旅游开发和推广

经济学院旅游行业
的
跨文化
发展

入学条件

      开放招生，要求教育背景符合
要求。

      英语水平至少达到B2等级。

      针对常住地在意大利以外的非
欧盟国家学生有30个名额（配额）
，其中有10个名额保留给马可波罗
计划的学生。

联系方式

经济学院
San Giobbe Cannaregio 873，30121 
威尼斯（意大利）

campus.economico@unive.it 
www.unive.it/pag/10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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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生课程向学生教授市场
规划和管理，传播活动（品牌营
销，实体广告和虚拟广告，公共关
系等）相关知识，并提供课外教学
活动从而帮助学生获得市场营销经
验和传播交流经验。

专业 

市场营销与传媒

创新与营销

就业方向

- 商品和商业化服务
- 商业化信息技术和通信
- 商品和服务采购
- 市场分析
- 形象和公共关系咨询和类似职业

入学条件

      招收190名学生，通过入学测
验选择教育背景符合要求者，择优
录取。

      欧盟学生必须通过入学考试，
考试内容为经济学的综合知识以及
与学生所选专业相关的专业知识。

      非欧盟学生报考以上专业，都
需要通过Skype进行面试。

      英语水平至少达到B2等级。

      针对常住地在意大利以外的非
欧盟国家学生有5个名额（配额），
其中有1个名额保留给马可波罗计划
的学生。

管理学院市场
营销
与传媒

English

联系方式

管理学院
San Giobbe Cannaregio 873，30121 
威尼斯（意大利）

campus.economico@unive.it 
www.unive.it/pag/10929

双学位/联合学位

      与法国欧洲管理学院联合授予
双学位。

      课程结束后学生将被同时授予
由威尼斯大学颁发的市场营销与传
媒硕士学位，和欧洲管理学院颁发
的管理学硕士学位。
       入学方式：接受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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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生课程向学生提供在经
济、管理和组织等方面的理论实践
知识。  
      毕业生能够充分了解在文化产
品的创造过程中，管理和文化之间
的联系，并且有能力在特定活动、
市场营销、融资、规划和过程监控
等方面作出决策 。

就业方向

- 形象和公共关系咨询和类似职业
- 项目管理
- 保护和加强艺术与交流

入学条件

      开放招生，要求教育背景符合
要求。

      英语水平至少达到B2等级。
针对常住地在意大利以外的非欧盟
      
      国家学生有10个名额（配额）。

文化产品和文化遗产保护
跨科系学校艺术文化

事业的
经济
与管理

联系方式

文化产品和文化遗产保护跨科系
学校

哲学和文化遗产学院
Malcanton Marcorà，Dorsoduro 
3484/D，30123 
威尼斯（意大利）

campus.umanistico@unive.it 
www.unive.it/pag/10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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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生课程向学生提供以下
领域相关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考
古、古代艺术和物质文化历史，古
希腊和拉丁文明的语言和文学，古
代历史（包括希腊、罗马和东方古
代史）。

专业 

古代文献、文学和历史

考古学

人文学院古代
文明:
文学
历史
考古

就业方向

- 公共行政管理和监督
- 规划，景观建筑和地域保护
- 考古学
- 历史学
- 艺术欣赏
- 语言学和语言学者
- 文字编辑
- 博物馆管理和保护

入学条件

      开放招生，要求教育背景符合
要求。

      英语水平至少达到B2等级。

      针对常住地在意大利以外的非
欧盟国家学生有10个名额（配额）
，其中有1个名额保留给马可波罗计
划的学生。

联系方式

人文学院
Malcanton Marcorà，Dorsoduro 
3484/D，30123
威尼斯（意大利）

campus.umanistico@unive.it
www.unive.it/pag/11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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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生课程旨在培养学生对
中世纪到当代艺术史和艺术表现手
法有全面的了解。以交流研讨的形
式进行授课，并与教育和文化局合
作向学生提供实习机会。

专业

中世纪和拜占庭艺术

近代史

当代史

就业方向

- 历史学家
- 艺术欣赏
- 博物馆管理和保护
- 绘画和插画
- 时尚插画
- 商业广告艺术家
- 艺术总监
- 编剧

入学条件

      开放招生，要求教育背景符合
要求。

      针对常住地在意大利以外的
非欧盟国家学生有10个名额（配
额）。

文化产品和文化遗产保护学校艺术史
艺术
遗产
保护

联系方式

文化产品和文化遗产保护跨科系
学校

哲学和文化遗产学院
Malcanton Marcorà，Dorsoduro 
3484/D，30123 
威尼斯（意大利）

campus.umanistico@unive.it
www.unive.it/pag/11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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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生课程教学目的在于对
目前文化快速转型阶段的分析（移
民现象、后殖民和新殖民境况，以
及由此产生的新社会融合问题等）
，学习种族和民族文化语言方面的
技能，以及对人类学家干预的方式
和结果进行反思。 
      已经完成亚洲语言专业本科课
程的学生也可继续语言深造（希伯
来语、阿拉伯语、亚美尼亚语、格
鲁吉亚语、土耳其语、波斯语、印
度语、中文、日语）。
      毕业生可以受雇于当地政府机
构、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在文
化遗产保护机构中，以移民为题为
着眼点，从事有关社会、教育、卫
生保健、学校服务、地区规划合作
和发展等工作。

专业

人类学

东方学

历史地理学

就业方向

- 人类学家
- 语言学家和文献学家
- 博物馆的管理和保护

人文学院人类文
化学
人类学
人类语
言学

入学条件

      开放招生，要求教育背景符合
要求。

      英语水平至少达到B2等级。

      针对常住地在意大利以外的非
欧盟国家学生有20个名额（配额）
，其中有2个名额保留给马可波罗计
划的学生。

联系方式

人文学院
Palazzo Malcanton Marcorà
Dorsoduro 3484/D
30123 威尼斯（意大利）

campus.umanistico@unive.it
www.unive.it/pag/11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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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研究生课程培养学生能够应
用科学方法有效处理历史文献，档
案材料，文库和文档中心，使其成
为档案和图书管理专业人才。 

就业方向

- 图书管理员
- 博物馆管理和保护
- 图书馆和档案管理服务

人文学院档案
文献遗
产史
及其
管理 

入学条件

      开放招生，要求教育背景符合
要求。
 
      英语水平至少达到B2等级。

      针对常住地在意大利以外的非
欧盟国家学生有10个名额（配额）
，其中有1个名额保留给马可波罗计
划的学生。

联系方式

人文学院
Malcanton Marcorà，Dorsoduro 
3484/D，30123 
威尼斯（意大利）

campus.umanistico@unive.it 
www.unive.it/pag/11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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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生课程旨在培养学生成
为中世纪和现当代欧洲史的专业学
者。
      学生将会在欧洲和全球层面掌
握社会史、文化史和政治史等相关
专业知识。通过高度专业的考试和
学习活动，毕业生可以在教育领
域、研究中心、当地政府和机构、
专业出版社以及历史信息与文化交
流相关的领域从事专业工作。

就业方向

- 历史学家

入学条件

      开放招生，要求教育背景符合
要求。

      英语水平至少达到B2等级。

      针对常住地在意大利以外的非
欧盟国家学生有10个名额（配额）
，其中有1个名额保留给马可波罗计
划的学生。

联系方式

人文学院
Malcanton Marcorà，
Dorsoduro 3484/D，30123 
威尼斯（意大利）
 
campus.umanistico@unive.it 
www.unive.it/pag/11079

人文学院中世纪
至
当代历史

双学位/联合学位

      与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二月
三日国立大学联合授予双学位。
      课程结束后学生将被同时授予
由威尼斯大学颁发的中世纪至当代
历史硕士学位和阿根廷二月三日国
立大学颁发的历史学硕士学位。
       入学方式：接受申请。

      与法国鲁昂大学联合授予双学位。
      课程结束后学生将被同时授予
由威尼斯大学颁发的中世纪至当代
历史硕士学位和法国鲁昂大学颁发
的历史学科专业历史硕士学位。
       入学方式：接受申请。

      与阿根廷圣菲利托瑞尔国立大
学联合授予双学位。
      课程结束后学生将被同时授予
由威尼斯大学颁发的中世纪至当代
历史硕士学位和利托瑞尔国立大学
颁发的历史学硕士学位。
      入学方式：接受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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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生课程培养学生全面掌
握意大利语言和文学，以及在意大
利和欧洲文学领域里语言学管理的
原则和方法。
      毕业生可以在教育领域、文化
领域以及其它与此相关的意大利和
国外文化服务机构从事相关工作。

      本研究生课程对不平等、公民
权、多元文化和社会政策等相关问
题进行专业研究。学生可以选择以
下课程：社会福利和社会政策（政
策分析、福利评估、公共卫生服
务、全球化进展、社会福利转换）
或者多元文化课程 （移民、多元文
化论、种族歧视）。
      该课程还将与社会援助机构共
同提供的250小时制的实习期。         
      毕业生可在规划、调研、分析
和干预等领域的组织，政府和机
构，从事社会就业和社会健康服务
工作。他们还有机会投身于发展和
实现社会平等政策的事业，或者针
对在社会上所存在的歧视和排斥现
象采取积极行动和措施，也可以建
立和发展有关移民群体的社会融合
计划。 

就业方向

- 公共行政管理
- 社会学家

入学条件

      开放招生，要求教育背景符合
要求。

      针对常住地在意大利以外的
非欧盟国家学生有10个名额（配
额）。
 

联系方式

社会科学和公共政策跨科系学校

哲学和文化遗产学院
Malcanton Marcorà，
Dorsoduro 3484/D，30123
威尼斯（意大利）

campus.umanistico@unive.it 
www.unive.it/pag/11062

人文学院 社会科学与公共政策学院意大利
语言文学

就业
社会公民
跨文化

专业

中世纪和文艺复兴

近代和当代

就业方向

- 作家和诗人
- 歌曲作家
- 广告编辑
- 语言学家和文献学者
- 文字编辑
- 图书管理员
- 画外音技术员
- 教学辅导

入学条件
     
      开放招生，要求教育背景符合
要求。

      针对常住地在意大利以外的非
欧盟国家学生有10个名额（配额）
，其中有4个名额保留给马可波罗计
划的学生。

联系方式

人文学院
Malcanton Marcorà，Dorsoduro 
3484/D，30123
威尼斯（意大利）

campus.umanistico@unive.it 
www.unive.it/pag/11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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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生课程帮助学生发展和提
升在处理传统和当代哲学命题（道
德、政治、科学、艺术）过程中所
需的专业技能（分析和了解理论基
础和历史涵盖，赞成/反对）。
      在哲学框架下系统了解伦理道
德、政治和宗教命题，以及与艺术
相关的问题和它的表现形式，沟通
形式及方法（语言或其他）。 

专业

哲学

教育辅导和培训

就业方向

- 工作组织
- 文字编辑
- 哲学家

入学条件

      开放招生，要求教育背景符合
要求。

      针对常住地在意大利以外的非
欧盟国家学生有10个名额（配额）
，其中有1个名额保留给马可波罗计
划的学生。

联系方式

哲学和文化遗产学院
Malcanton Marcorà，
Dorsoduro 3484/D，30123 威尼斯
（意大利）

campus.umanistico@unive.it
www.unive.it/pag/11076

双学位/联合学位

      与西班牙瓦伦西亚大学联合授
予双学位。
      课程结束后学生将被同时授予
由威尼斯大学颁发的科学哲学硕士
学位和瓦伦西亚大学颁发的当代哲
学思维硕士学位。

      本课程是此类专业在意大利唯
一的研究生课程。通过结合国际关
系研究以及对国外语言和文化，国
际法和经济学的研究，学生有机会
更深入地对一下课题进行学习研
究：对不同文化和不同地区的当代
话题以及其它相关专业，尤其是以
美洲、地中海区域、东欧、巴尔干
半岛和亚洲为重点的各专业学科。
      毕业生可以在经营国际市场的
企业和单位、当地政府和地方机
构、国内和国际化组织，或者在领
事馆、机构、企业、代理机构、基
金会和研究中心等从事相关的专业
工作。 

专业

发展政策与制度

欧洲与东亚

地中海地区关系

国际和跨文化关系 

跨大西洋关系

就业方向

- 商品采购和服务
- 形象和公共关系咨询和类似职业

入学条件

      开放招生，要求教育背景符合
要求。

      针对常住地在意大利以外的非
欧盟国家学生有11个名额（配额）
，其中有1个名额保留给马可波罗计
划的学生。

联系方式

国际关系跨科系学校，语言学和文
化比较研究学院
Palazzo Cosulich，Dorsoduro 1405
，30123 
威尼斯（意大利）

didattica.dslcc@unive.it
www.unive.it/pag/ 10956

哲学和文化遗产学院 国际关系跨科系学校哲学类 国际关系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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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

      阿尔巴尼亚语、美式英语、捷
克语、英语、法语、德语、现代希
腊语、波兰语、葡萄牙和巴西语、
罗马尼亚语、俄语、塞尔维亚-克罗
地亚语、西班牙语。

专业

文学与文化

研究方向:

- 美国研究

- 英国研究
- 法国研究
- 德国研究
- 伊比利亚研究
- 斯拉夫语和巴尔干半岛研究

英美文学和文化研究

研究方向:

- 文学研究
- 文化研究（联合学位）

伊比利亚与拉丁美洲研究
（双学位）

法国与法语研究（双学位）

就业机会

- 形象和公共关系咨询和类似职业
- 口译和笔译
- 语言学家和文献学者
- 档案管理员
- 图书管理员
- 博物馆管理和保护

入学条件

      所有的文学与文化课程免试制
入学，要求教育背景符合要求。 

      对英国和美国的文学与文化课
程有专门的招生方式。

      对于伊比利亚与拉丁美洲研究
和法国与法语研究这两个双学位课
程，将会另有专门的招生方式。

      针对常住地在意大利以外的非
欧盟国家学生有6个名额（配额），
其中有1个名额保留给马可波罗计划
的学生。

联系方式

Ca’ Bembo，Dorsoduro 1075，
30123 威尼斯
电话：+39 041 234 5711
传真：+39 041 234 5706

Palazzo Cosulich，Dorsoduro 1405
，30123 威尼斯
电话：+39 041 234 7811
传真：+39 041 234 7822

didattica.dslcc@unive.it
www.unive.it/pag/10954

双学位/联合学位

      与阿根廷利托瑞尔国立大学联
合授予双学位：伊比利亚与拉丁美
洲研究专业。
      与法国巴黎第三大学或者德国
柏林洪堡大学联合授予双学位。
      与西班牙韦尔瓦大学联合授予
双学位。
       与巴西圣埃斯皮里图联邦大学
联合授予双学位。
      与西班牙塞维利亚大学联合授
予双学位。

      课程结束后学生将被同时授予
由威尼斯大学颁发的欧美及后殖民
语言文学硕士学位，并与下列学位
之一构成双学位：
      阿根廷利托瑞尔国立大学的文
学学士。
      合作大学中的一所授予的法国
和法语研究欧洲硕士。
      西班牙韦尔瓦大学的欧洲文学
（LEEL）和语言教学硕士。
      巴西圣埃斯皮里图联邦大学的
文学硕士（文学硕士培养计划）。
      西班牙塞维利亚大学的西班牙
语高级研究硕士。

英美研究专业欧洲联合硕士
学位

      德国班贝克大学、奥地利卡尔
弗朗茨格拉茨大学、匈牙利佩奇大
学、法国巴黎第七大学 。
       入学方式：接受申请。

语言学和文化比较研究学院欧美
及后
殖民
语言和
文化

English

English

     本研究生课程向学生提供有关欧
洲、美国和后殖民国家的语言、文
学和文化研究的前沿知识，以坚实
的人文背景基础推进跨文化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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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生课程皆在培养学生用
一种比较并多元的方式来研究多种
语言、文学和社会文化等课题。       
      毕业生能够在口译与笔译（专
业类和文学类）领域内，具备成熟
的语言翻译技术，以及运用IT，多
媒体技术的能力。课程以专业涉及
语言和英文授课。

语言
 
中文和广东话

专业

      学生将被训练分析和处理中
文、英语、意大利语文本中的专业
术语，通过计算机辅助，来学习利
用多媒体资源对各类语言进行口译
与翻译的技巧。

就业方向

- 技术性文字编辑
- 语言学家和文献学者
- 口译和笔译

入学条件

      开放招生，要求教育背景符合
要求。

      针对常住地在意大利以外的非
欧盟国家学生有20个名额（配额）
，其中有10个名额保留给马可波罗
计划的学生。

经济学，语言学和创业
跨科系学校出版

行业
口译
与
笔译

联系方式

经济学、语言学和创业学院
（特雷维索校区）
Riviera Santa Margherita 76，31100
威尼斯（意大利）

campus.treviso@unive.it
www.unive.it/pag/10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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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生课程向学生教授最前
沿的语言和文化知识，对于所选择
语言的分析技巧，以及进入跨学科
和跨文化研究领域所需的技能。
      学生将有机会获得以下专业知
识：所选择语言的历史及演变发
展，在意大利语教学相关的方法与
工具，语音学和声波物理学实验
（XML语言），用于分析语言障碍和
听力障碍的语言学工具，语言分析
和英语语言、文化和文学等。

语言 

      阿尔巴尼亚语、阿拉伯语、捷
克语、英语、希伯来语、法语、
德语、现代希腊语、意大利手语
（LIS）、波兰语、 葡萄牙和西班牙
语、俄语、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
西班牙语

专业 

英语语言学（双学位）

语言科学

就业方向

- 人道主义、文化、科学或体育
协会
- 语言学家和文献学者
- 口译和翻译
- 教育规划
- 外语教学

入学条件

      开放招生，要求教育背景符合
要求。

      英语语言学课程有专门的招生
方式。

      针对常住地在意大利以外的非
欧盟国家学生有6个名额（配额），
其中有1个名额保留给马可波罗计划
的学生。

联系方式

语言学和比较文化
研究学院
Ca’ Bembo，Dorsoduro 1075，30123 
威尼斯（意大利）

didattica.dslcc@unive.it
www.unive.it/pag/10964

双学位/联合学位

      与以下大学共同颁发英语语言
学硕士欧洲联合硕士学位：德国班
贝格弗里德里希大学、奥地利卡尔
弗朗茨格拉茨大学、匈牙利佩奇大
学、法国巴黎第七大学。
       入学方式：接受申请。

语言学和文化比较
研究学院语言

科学
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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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生课程的目的在于使学
生熟练掌握至少一门亚洲或者北非
语言（包括微语言），并深入学习
该种语言相应的文学（或者与其有
亲缘关系的文学）、历史与文化、
哲学与宗教、社会与法制、考古与
艺术等各个方面的专业知识。

语言

中文（课程为中国）
日语（课程为日本）
可选语言：阿拉伯语、希伯来语、
印度语、波斯语和土耳其语（课程
为近中东和印度次大陆）

专业  

中国

日本

近中东和印度次大陆

就业方向

- 形象和公共关系咨询和类似职业
- 语言学家和文献学者
- 口译和翻译
- 博物馆管理和保护
- 出版业

入学条件

      开放招生，要求教育背景符合
要求。

      针对常住地在意大利以外的非
欧盟国家学生有20个名额（配额）
，其中有10个名额保留给马可波罗
计划的学生。

语言学和文化比较
研究学院亚洲

与
北非的
语言
与文明

联系方式

亚洲与北非研究学院
Palazzo Vendramin dei 
Carmini，Dorsoduro 3462，30123 
威尼斯（意大利）

didattica.dsaam@unive.it
www.unive.it/pag/10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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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生课程要求学生掌握至少一
门亚洲或北非语言，尤其注重对于
经济和法律术语的学习研究，并且
对该地区相关的经济、法律、历史
和政治知识有深入的了解。
     学生也将获得与社会语言学和
传播学相关的丰富知识，并使用其
专业语言熟练使用IT和电子通信方
式。
     毕业生可以受雇于在亚洲或北非
市场运营的商务和金融机构，国内
和国际公共机构，志愿机构或在其
他合作与发展行业工作。

语言

阿拉伯语、中文/英语、中文、日语

专业

阿拉伯国家的语言、
政治和经济

中国语言和管理

当代中国的语言、社会和政
治

语言、经济和政治

就业方向

- 技术性文字编辑
- 口译和笔译
- 语言学家和语文学家

入学条件

      开放招生，要求教育背景符合
要求。

      针对常住地在意大利以外的非
欧盟国家学生有20个名额（配额）
，其中有10个名额保留给马可波罗
计划的学生。

亚洲研究和工商管理
跨科系学校 亚洲

与
北非的
语言
经济
法制

联系方式

亚洲研究和商业管理跨科系学校
Palazzo Vendramin dei Carmini，
Dorsoduro 3462，30123
威尼斯（意大利）

didattica.dsaam@unive.it
www.unive.it/pag/10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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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际合作研究生课程致力于
培养学生掌握大量有关宗教传统的
文学知识、语言能力，使其成为对
宗教历史事件和文化有深入研究的
宗教传统学者。
      将研究重心放在地中海、近
东、印度和东亚这些传统宗教地
区，着重培养学生上述地区宗教传
统文献的直接阅读和批判性研究能
力。
      毕业生可在各类宗教关系和交
流领域，包括多种信仰的社会背景
中，从事社会工作或相关工作。
      毕业生也可以与公立和私立学
校合作开展培训活动，帮助教师、
学生和家长理解不同文化和宗教。

就业方向

- 宗教和神学领域

入学条件

      开放招生，要求教育背景符合
要求。

联系方式

威尼斯大学亚洲和北非研究学院
Palazzo Vendramin dei 
Carmini，Dorsoduro 3462，30123
威尼斯（意大利）
电话：+39 041 234 9511
传真：+39 041 234 9596 / 9589

帕多瓦大学历史学院
via Vescovado 30，35141
帕多瓦（意大利）
电话：+39 049 827 8501 / 8503
传真：+39 049 8278 8502

www.unive.it/pag/10962

亚洲和北非
研究学院宗教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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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旨在培养新一代的地中海区
域专家，了解本地区的突出问题，
有能力将现实、设想和实践相结
合，并在学术和非学术世界之间
建立起连结（利益关系方、政治人
物、经济运作商、欧洲公民及记者
等）。学生将深入掌握有关地中海
南岸国家的知识，以其与当代欧洲
之间的互动关系。课程的首要任务
是训练学生对于地中海区域事务有
一定的批判性认识，为文化协会和
机构培养传播行业的专业人才（新
闻、电视、电影、网络媒体、编辑
顾问等）和跨文化调解专家，为地
中海问题的智囊团队培养社会政治
专家。
另外，本课程由三家大学合作，以
传媒（巴塞罗那自治大学）、欧洲
政策研究（蒙比利埃第三大学）和
东方语言与文化（威尼斯大学）为
三大研究课题，为学生提供跨学科
的培养计划。

语言

     法语、英语、西班牙语

专业

      本学科不细分专业。研究内容
分为三个部分，分别在三所合作大
学(西班牙巴塞罗那自治大学、意
大利威尼斯大学、法国蒙比利埃第
三大学)内完成；还有一部分补充内
容，在马格里布大学（苏斯/梅克内
斯）或者斯特拉斯堡大学内完成。

      另外，还要求为期三个月的实
习。

亚洲与北非研究学院 跨越
地中海：
投资
与
整合
(MIM)

就业方向

- 在地中海地区推广可持续发展项
目的专业人员

- 欧洲与地中海合作领域的专家

- 在相关背景中的社会、文化、经
济及旅游行业专业

- 交流与合作推广人士

入学条件

      招收33名学生。

      学生必须持有英语B2或相应水
平的等级证书，法语水平要求在B1
以上。

      有关报考程序的更多星系，请
查询MIM硕士课程网页： 
www.mastermimplus.eu/admission-and-
selection

联系方式

威尼斯大学亚洲和北非研究学院
Palazzo Vendramin dei Carmini ， 
Dorsoduro 3462，30123 威尼斯
（意大利）
电话：+39 041 234 9511
传真：+39 041 234 9596 / 9589
  
www.unive.it/pag/13449

双学位／联合学位

与西班牙巴塞罗那自治大学和法国
蒙比利埃第三大学合作的国际联合
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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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生课程的主要内容为化
学专业的理论和试验。
      培养学生成为在专业内有独到
见解，有能力设计和研究新型化学
反应的专家，实现新的分子和材料
合成，并建立创新而全面的分析研
究方法。. 

专业

化学

工业化学

可持续化学和技术
（与斯洛文尼
亚新戈里察大
学合作双学位）

就业方向

- 化学家和类似职业
- 化学信息管理

入学条件

      开放招生，要求教育背景符合
要求。

      英语水平至少达到B2等级。

      针对常住地在意大利以外的非
欧盟国家学生有8个名额（配额），
其中有3个名额保留给马可波罗计划
的学生。

分子科学
和纳米系统学院化学

可持续
技术

English

联系方式

分子科学和纳米系统学院

科学校区，via Torino 155，30170
威尼斯梅斯特雷

campus.scientifico@unive.it 
www.unive.it/pag/10967

双学位/联合学位

      斯洛文尼亚新戈里察大学双学位。
      课程结束时学生将被同时授予
由威尼斯大学颁发的化学与可持续
技术硕士学位和新戈里察大学颁发
的环境研究硕士学位。
       入学方式：接受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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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生课程所招收的学生必须
具备以下教育背景中至少一项：信
息科学与工程、数学、统计学或类
似学科。 
      本课程旨在培养学生在信息系
统和网络处理器相关行业内的制造
型企业、机构、当地政府及实验室
等单位，运用专业的信息系统处理
和方法来从事软件开发和数据分析
的专业技能。

专业  

数据管理和分析 

可靠性软件
网络安全

就业方向

- 软件分析和开发
- 信息安全
- 系统分析
- 系统管理
- 网络应用程序开发和分析
- 数据库开发和分析
- 信息和网络专家

环境科学，
信息和统计学院计算

机学
English

English

入学条件

      开放招生，要求教育背景符合
要求。

      针对常住地在意大利以外的非
欧盟国家学生有73个名额（配额）
，其中有3个名额保留给马可波罗计
划的学生。

联系方式

环境科学、信息科学和统计学院

科学校区，via Torino 155，30170 
威尼斯梅斯特雷（意大利）

campus.scientifico@unive.it 
www.unive.it/pag/10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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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生课程主要培养学生能
够掌握以下技能：运用调查方法，
制定环境整治和修复的干预措施，
对环境资源进行评估，管理和规划
该地区的土地、沿海和海洋系统，
管理可再生资源，以及其它与环境
相关的技术以及清洁产品和加工。

专业 

控制和恢复环境

全球环境变化 

环境系统的评估和管理

环境科学，
信息和统计学院环境

科学

就业方向

- 地质学家
- 生物学家和类似职业
- 规划、景观建筑和土地保护
- 农业和林业
- 植物学家
- 生态学家
- 动物学家

入学条件

      开放招生，要求教育背景符合
要求。

      针对常住地在意大利以外的非
欧盟国家学生有53个名额（配额）
，其中有3个名额保留给马可波罗计
划的学生。

English

联系方式

环境科学、信息
和统计学院
科学校区，via Torino 155，30170 
威尼斯梅斯特雷

campus.scientifico@unive.it 
www.unive.it/pag/11044

双学位/联合学位

      与以下大学共同授予可持续发
展专业的联合学位：奥地利卡尔弗
朗茨格拉茨大学，德国莱比锡大
学，荷兰乌得勒支大学，瑞士巴塞
尔大学，日本广岛大学。
      同时与南非斯坦陵布什大学和
印度泰瑞大学也有相关合作。
       入学方式：接受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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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生课程主要提供物理、化
学和生物等专业的多元化教育，研
究重点为生物和纳米材料的特性、
制备和应用。

就业方向

- 化学家和类似职业
- 化学信息管理

入学条件

      开放招生，要求教育背景符合
要求。

      针对常住地在意大利以外的非
欧盟国家学生有8个名额（配额），
其中有3个名额保留给马可波罗计划
的学生。

分子科学
和纳米系统学院生物

纳米
科技

联系方式

分子科学和纳米系统学院

科学院，via Torino 155，30170 
威尼斯梅斯特雷

campus.scientifico@unive.it
www.unive.it/pag/11052

      本研究生课程培养学生成为文
化遗产修复化学方面的专家，教授
有关化学材料的专业知识和最先进
的调查分析方法和预防干预措施。
      毕业生能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
对文物或相关物件进行诊断和调
研，并给予准确描述，并高度掌握
辨别文物真伪、年代测定、文物认
证等技能，并运用新技术展开修复
工。

就业方向

- 化学家和类似职业
- 化学信息管理 

入学条件

      开放招生，要求教育背景符合
要求。

      针对常住地在意大利以外的非
欧盟国家学生有8个名额（配额）。

文化产品和
文化遗产保护学校保护修复

应用化学

联系方式

文化产品和文化遗产保护跨科系
学校

哲学和文化遗产学院
Malcanton Marcorà，
Dorsoduro 3484/D，
30123 威尼斯（意大利）

campus.umanistico@unive.it
（人文学院）
campus.scientifico@unive.it
（科学院）

www.unive.it/pag/11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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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
课程

什么是博士（PhD）？

      这是学生能在大学内获得的最
高学位。一般来说学程为三年，在
导师的密切指导下接受专业训练，
同时结合在线学习方案。
      当学生在其研究领域内基于独
立的广泛研究，完成并提交博士论
文之后，将会被授予这一学位。

如何申请

      威尼斯大学会在春天发布招生
信息，其中包括有关提交申请和遴
选程序的所有必要信息。
      之后考生将会接受公开的选
拔，内容包括学历和学术成绩评
估，面试以及相应的笔试等。通过
这一选拔的考生将被录取入学。

入学要求

      考生需要持有硕士学历或相等
同的教育背景，英语水平达到B2
等级（按照欧洲共同语言参考标
准-CEFR）。
     个别博士课程会有其它附加的入
学要求。

奖学金和助学金

     排名最前的考生有资格获得博士
学位的奖学金。 
      被录取考生中至少有75%都可以
获得这一奖学金。

更多信息请详询：
威尼斯大学研究生学校

graduate.school@unive.it
www.unive.it/graduateschool > English



101100

经济学

         English

      该课程为经济学和金融学的高
级培训课程，指导学生在社会经济
系统和金融市场领域进行独立研
究，并就该专业完成博士论文。专
业尤其关注在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
这两个方向的定向和定性分析。

法律、市场和人

      本课程旨在培养能够结合国内
外资源，对当代法律有充分理解的“
欧洲法学家”。

管理学

          English

      这是一门在不同的管理专业领
域培养博士研究生的国际性课程：
如组织经济学和博弈论；创新和创
业精神；组织理论与组织设计；人
力资源管理和能力；市场营销；会
计监管，战略管理，文化管理，行
为经济学，企业历史，企业融资；
可持续发展。

气候变化学和气候变化管理

          English

      本课程与欧洲地中海气候变化
研究中心合作，目标为培养学生具
备既广泛又深入的经济学背景知
识，并以其在气候变化动态领域独
立而创新的研究为坚实基础，掌握
在适当的方法和技术来评估和管理
对于环境气候的缓解和适应措施。

古文物研究

      本博士课程以全面的视角来看
待古文物领域，致力于使用专业的
方法与技巧，结合多专业多学科审
视古迹以及古文本中出来的历史疑
难。

历史、地理和人类学研究

      本课程致力于培养从中世纪到
当今时代，对于欧洲社会的形成发
展有过切实影响的的历史现象有深
入研究的专业人才。

艺术史

      本博士课程在欧洲范围内，为
被公众所认可的的艺术历史研究提
供了一个适当的学科和专业的认
证。
      尤其关注于艺术文化、土地与
环境遗产等方向的研究。 

意大利语研究

      本课程致力于培养学生有充分
熟练的能力从事意大利语从起源发
展至今的文本研究，以及同样历史
地理和文化背景下，其它外语的文
本研究。

哲学与教育学

      本博士课程是文化差异和文化
融合研究分歧的产物，在此专业中
哲学理论与社会学、心理学、认知
学和教育学结合交织在一起。

经济 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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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非研究

      本博士课程的目的是向学生传
授该领域内的先进知识以及方法论
和分析论的先进技巧。因此该专业
的毕业生将能够高效且创新地以数
种亚洲语言为原始素材，来理解分
析历史、地理和文化层面所出现的
不同现象。

当代语言、文化、社会和语
言学

      本博士课程可以分为两大专业
方向：语言和语言科学，文学和文
化。
      包括了多个科学与文化科目：
现代语言，文化、社会和语言学。

化学

      该博士课程为学生提供相当广
泛的专业知识，涵盖所有化学学科
和部分化学工程与生物学科。研究
课题涉及面从传统化合物到成纳米
技术，从绿色可持续化学到计算机
化学等。

计算机学

          English

      本博士课程向学生传授精密执
行和开发研究所必须的有效工具，
使他们成为计算机系统规划和评估
行业的专家。

环境科学

     本课程以促进跨学科研究为目
的，指导学生去研究各种全球性问
题（环境、生态、社会发展等）。

语言
语言学 

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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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
硕士
进修
课程

什么是职业硕士进修课程?

      在意大利大学体系中，初级或
者高级的职业硕士进修课程为学程
一年的研究生专业课程或行政学习
和训练。
      修满大学学分60分（ECTS）即
可获得职业硕士文凭。

如何申请

      威尼斯大学会在春天发布招生
信息，其中包括有关提交申请和遴
选程序的所有必要信息。

入学要求
 
     考生的学历背景需要与报考课
程相吻合，也就是说：报考初级进
修课程的考生需要具备大学本科学
历；报考高级进修课程的考生需要
具备大学硕士学历。

奖学金与助学金

      部分专业提供奖学金和助学贷款。

更多信息请详询：
威尼斯大学 Challenge School
职业硕士进修课程：
master.challengeschool@unive.it
业余进修课程：
corsi.challengeschool@unive.it
电话：+39 041 234 6853
(上午9:00至下午 1:00 )

www.unive.it/challengeschool > 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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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级

内部审计 

      该课程的目的是培养掌握内部
监控、风险管理、合规性、企业组
织、企业组织架构、会计、财务报
表等领域专业知识的复合型高等人
才。

国际商业仲裁法和税法

      该课程通过分析某一主营业务
的经济结构和与之相关的法务问
题，向学生教授国际贸易和税务法
知识 

高级

经济与金融国际硕士

          English
 
      该课程的目标是培养学生对市
场和金融机构的经济分析等知识有
深入而全面地掌握。

合同
税务
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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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级

文化事业的创意开发与管理

      本课程在文化事业管理领域内
提供一条创新的路径，即运用于管
理博物馆、经营出版社、为戏剧演
出寻找赞助资金、电视剧制作等众
多文化事业中的策略。

饮食与酒文化

      本课程是在农业食品贸易领域
的一门多学科综合课程，培养学生
结合历史学、地理学、人类学、经
济学、市场营销学、法学和感观分
析学等多学科的知识，对历史/文化
和生产基础，劳动工具和技术革新
等领域的理解。

体育商业策略

          Italian/English
 
      本课程的目标是为体育产品贸
易、职业体育和体育赛事组织、利
用体育为其品牌形象作传播推广服
务的工商企业，培养贸易、市场营
销和传媒领域的管理型人才。

体育管理和市场营销 

          English

      通过本课程，学生可以掌握市
场分析和制定营销活动所必要的技
巧、方法和工具，并将其运用于体
育俱乐部和体育商家的工作中，为
国际需求日益增长的体育行业提供
产品与服务。

旅游经济与管理 

          Italian/English

      本课程以正式的互动讲座、代
表性企业的捐助、项目工作、团队
活动和案例分析等方式，来研究文
化、环境资源和旅游目的地等题目
的发展与推广。

数字化与设计战略创新

      本课程充分展现了科技与文
化，技术与人类，以及科学与艺术
之间的融合。在这些不同学科以及
跨学科领域内的研究，可以激发年
轻一代的创业技能和领导力，突出
创新意识的重要性，并将其应用到
创业项目之中去，以达到创建一个
新企业或者激活已有企业业务的目
的。

电影制作艺术

      通过本课程学生将学习有关电
影制作的所有理论和实践知识，并
掌握广告、音乐和艺术视频等多媒
体技能。在理论课堂和实验室之
外，学生还将有机会在本进修课程
中制作出完整的数字电影。

高级

文化遗产和文化事业管理

         Italian/English/French
 
      本课程与欧洲ECSCP合作开设，
致力于培养有能力开发和管理新的
文化艺术型企业的专业人才。

传媒文化
体育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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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级

对外意大利语言文化的教学和推广

      本课程分为两个方向：第一是
向外国人教授意大利语（L2课程）
，第二是在国外教授意大利语（LS
课程） 

外语教学

      本课程致力于为学生打好坚实
的外语教学基础，可运用于新发展
的科学领域和各教育行业新兴起的
外语教学工作岗位。

翻译理论和技巧，意大利语 - 意大
利手语

      本课程围绕意大利手语的翻译
活动，向学生提供理论和实践层面
的双向训练。以此为目的，课程通
过翻译练习，将教学重心放在意大
利语和意大利手语的深入研究上。

全球
贸易
初级

经济学与东欧语言

           Italian/English/Russian

      本课程将语言学、经济学以及
相关法律专业结合起来，致力于培
养学生成为有能力在意大利与俄罗
斯以及其他东欧国家之间，独立发
展起贸易和文化关系的专业人才。 

国际商务硕士（中国）

           Italian/English/Chinese 

      本课程致力于培养可以在意大
利商家进入中国贸易市场的过程中
能够胜任经营管理工作的专业人
士，掌握与中国开展业务关系相关
的各种技能的顾问型人才。 

海湾地区企业研究

           Italian/English
 
      本课程致力于培养能够在已经
展开国际化进程，或者波斯湾地区
有志于展开国际化进程的私营企业
和公共机构中，独当一面的新型人
才；将特别关注以“意大利制造”为
附加值的行业。 

在印度的意大利全球化经营模式

           Italian/English

      本课程氛围四个版块：语言、
文化、经济和学术交流，致力于塑
造一种新型专业人才，能够在印度
次大陆范围内尝试国际化经营的私
营贸易和公共机构中独当一面。

教育

高级

对外意大利语言和文化教育高级
规划

      本课程在培养学生深入掌握教
学和训练方法之外，更培养学生掌
握目前就业市场所需的组织和规划
能力，以便于发展学生规划和监管
教学方案的能力。



113112

初级

环境与土地法

      本课程向学生传授有关宪法和
环境管理法的基本概念，以及理解
和掌握本学科所必要的研究方法。

预防与安全科技
 
      该课程致力于培养在劳动安全
领域内具备高水平的科学和技术知
识以及掌握最先进的能力和方法的
专业人才，作为一名风险预防和安
保服务的管理者，可以及时快速制
定安保计划并加以实施。 

高级

污染研究和治理

           Italian/English

      本课程培养学生具备充分的理
论和实践能力，来分析和处理污染
地区。
      同时通过风险分析来明确治理
目标，以选择并实施因地制宜的技
术，以及对干预过程的成本和时间
做出可靠预测。 

环境
安全
土地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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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级

民主管理

      本课程通过法律、政治学、社
会学以及其他相关的跨学科专业，
来研究民主管理和人权。

电子人文学

          Italian/English
 
      该课程致力于将人文和IT专业
的毕业生提供电子人文学的教育。
      向学生传授使用和开发IT工
具、软件和硬件的专业知识和技
术：通过创建和使用数据库来进行
文件的扫描、数字化和再处理，从
数据挖掘、3D效果图到历史地理信
息系统技术等。

全球经济与社会事务 

      本课程是在与日内瓦的国际劳
工组织（ILO）合作的基础上开设，
以应对全球化时代对于解读和管理
各种经济和社会现象的需求。

劳动与社会安全法

      本课程致力于培养具有劳动法
专业知识，尤其强调在劳资关系、
行政和认识管理等问题上具备法务
能力的人才。 

移民问题：迁徙现象和社会变化

      本课程的目标是培养在移民现
象和跨文化关系领域里具有较高专
业水准的新型人才。

瑜伽学：亚洲传统中的身体和冥想

      这是在二十一世纪最出人意料
的大众现象之一，本课程面向对这
一大众现象感兴趣的学生，帮助其
从个体到地区机构层面对其进行研
究。

高级

公共政策分析与评估

本课程将培养重点放在经济分析技
术，统计和计量经济学方法的学习
上，以用于对公共政策的前瞻性分
析和实施后评估。

健康与社会评估

      本课程的毕业生可以在医疗质
量评估、顾客满意度评估以及其他
项目评估领域的公共或私人（盈利
性或非盈利性）机构中，针对社会
和医疗健康服务从事管理工作。

医疗卫生经济与管理 

      本课程培养在公共医疗和福利
机构中从事行政、会计工作的公务
人员，以及在医疗保健服务行业内
的管理人员。

医疗多专业团队合作

      本课程强调人性化调解和专业
管理在医疗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
致力于建设一个独立于技术和经济
体系之外的，面向社会的可持续发
展的医疗体系。

公共管理 

      课程深入地研究公共行政部门
和地方政府等正在转变的角色和作
用。
      并从法制、经济、管理学、社
会学和统计学角度来分析这一转变
过程。

战略研究和国际安全

          Italian/English

      本课程是与海上军事研究学院
的合作项目。
      通过对于经典思想家和国际法
学（海事法、武装冲突法和人道主
义法等）的研究，使学生掌握战略
思想和现代海军研究的基本原理。

社会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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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
大学
学生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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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生接待处 

      国际生接待处向国际留学生提
供相当广泛的服务，比如对于入学
手续、学历认证、签证申办，以及
居留文件办理等的指导和协助。同
时也接受各种学生服务的咨询，比
如奖学金和助学金、宿舍、医疗保
险和交通等。

周二和周五：
9:30 – 12:30
周三：
9:30 – 12:30
14:30 – 16:30

welcome@unive.it
www.unive.it/welcome 

电话总机

周一和周三：
9:00 – 13:00
14.00 : 16.30
周二、周四和周五：
9:00 – 13:00

电话：+39 041 234 7575

咨询中心

      咨询中心位于主楼入口处，给
访客指向，提供基本的信息咨询，
接受建议和投诉。与国际交流办公
室共同管理威尼斯大学在Facebook上
的主页，更新有用信息、活动和相
关的通告等。

周一和周三：
9:00 – 13:00
14:00 – 17:00
周二、周四和周五：
9:00 – 13:00

urp@unive.it  

大学语言中心 （CLA）

      语言中心提供不同语种、不同
等级的培训课程.

cla@unive.it
www.unive.it/cla

威尼斯
大学
学生
服务

住宿办公室

      住宿办公室所服务的对象是在
威尼斯大学学习或工作的意大利或
外国学生、研究员、教授以及行政
工作人员，为帮助他们在威尼斯或
周边地区找到合适便捷的住宿，而
提供有用信息或协助联系。

housing@unive.it 

餐饮服务
(大学食堂)

      在威尼斯各处以及各位于陆地
城市的分校区（Mestre、Treviso和
Portogruaro）都有食堂可供学生使
用，此项服务是由ESU（大区政府机
构）提供的。

benefici@esuvenezia.it 
www.esuvenezia.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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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学期开学之前，国际生接待
处和国际交流办公室会联合组织威
尼斯大学新生接待日，以及一系列
针对外国留学生的活动，帮助他们
更好地了解威尼斯、威尼斯大学和
它的相关服务。

经济学与人文学

经济学院

人文学院

管理学院

哲学与文化遗产学院

第一课段（第一学期开始）
2016年9月19日-10月29日
考试（第一课段末）
2016年10月31日-11月5日
第二课段
2016年11月7日-12月17日
考试（第二课段末）
2016年12月19日-24日
考试（第一学期末）
2017年1月9日-2月4日
第三课段（第二学期开始）
2017年2月6日-3月18日
考试（第三课段末）
2017年3月20日-25日
第四课段
2017年3月27日-5月6日
考试（第四学段末）
2017年5月8日-13日
考试（第二学期末）
2017年5月22日-6月17日

科学

环境科学、信息学和
统计学院

分子科学和纳米系统学院

第一学期
2016年9月26(19＊)日-12月24日
考试（第一学期末）
2017年1月9日-2月 4日
第二学期
2017年2月6日-5月13日
考试（第二学期末）
2017年5月22日-6月17日

语言

亚洲语北非研究学院

语言学和比较文化
研究学院

第一学期
2016年9月12日-12月24日
考试（第一学期末）
2017年1月9日-2月 4日
第二学期
2017年2月6日-5月20日
考试（第二学期末）
2017年5月29日-6月24日

公共节假日

2016年11月1日
圣人节
2016年11月21日
安康圣母节
2016年12月8日
圣母始胎无原罪节
2016年12月24日－
2017年1月6日
圣诞假期
2017年3月27日-28日
复活节
2017年4月25日
解放日
2017年5月1日
劳动节
2017年6月2日
国庆节

      在学年中可能会有其它假期，
请随时登陆威尼斯大学网站查询。

＊仅可持续化学与技术专业的本科
一年级在此日期开学。

接待日 
第一学期：
2016年9月11日 

第二学期：
2017年1月29日学年

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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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
威尼
斯，
享受
校园
生活

服务 

      学校将会向所有学生发放一张
多功能校园卡，凭卡可以进入学校
食堂和图书馆，也可以当做一张借
记卡来使用。
      在所有的校园建筑内，都有Wifi
可供学生使用。

ComE.In – 威尼斯 （国际交
流网）

      威尼斯ComE.In是国际留学生
的一个交流中心。目标是通过放映
外国电影、主题展览、辩论等社交
聚会和文化活动，来促进留学生之
间的互动，以推动不同文化之间的
了解和比较，加强语言和跨文化交
流。

cafoscari@comeinvenice.it   
www.facebook.com/comeinvenice

Erasmus学生网 （ESN）

      ESN以“学生互助”为原则，通
过向学生提供了解文化和提高自身
的机会，来支持和促进国际间的互
动。
      通过组织一系列的活动和聚
会，帮助学生很好地与社会接触，
与大学环境、社会环境和文化生活
更好地融入。

venezia_mam@esn.it 
www.esnvenezia.it 

学生社团

      学生社团在团结学生以及帮助
学生尽快融入校园生活方面起着至
关重要的作用。威尼斯大学通过对
于娱乐、培训和文化活动的各种支
持表示对学生社团的鼓励，并通过
一定的渠道提供资金帮助。

associazioni.studenti@unive.it 
www.unive.it/associazioni-studen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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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体育中心  (CUS) 

      校园体育中心在老城区和陆地
城市有都有完善的设施，向学生提
供参与各种体育运动的便利。

venescus@unive.it 
www.cusvenezia.it 

威尼斯大学电台 (RCF)

      威尼斯大学电台（RCT）是大
学新兴的通讯工具之一，是由学生
自发成立的。威尼斯大学的学生都
可以参与其中，发挥自己的一技之
长。

venescus@unive.it 
www.cusvenezia.it  

威尼斯大学导览游

      在讲解员的带领下，学生可以
参观威尼斯大学的核心，著名的哥
特式建筑Ca’ Foscari宫和其中最重要
的房间。威尼斯大学的学生不仅可
以免费参观，通过一段时间的实习
之后，还有机会担任讲解员，参与
到这一项服务中来。

www.unive.it 
English website > Enjoy Ca’ Foscari > Arts 
and culture > Ca’ Foscari Tour
cafoscaritour@unive.it  

校园合唱团和乐团

      校园合唱团和乐队已经成立了
25年，一直在为爱好音乐并有志于
开始或发展这一爱好的学生，提供
一个平台。
      从中世纪音乐到当代音乐，每
一年的排练曲目都有所不同。合唱
团的联系中也包括对呼吸技巧，歌
唱和音律的学习。

corouniv@unive.it

夏洛克—
校园戏剧社团 (CUT)

      夏洛克是一个以戏剧领域的技
术和艺术创新为目标的文化社团。
组织排练和实验剧场，参观节目制
作和演出，并且开展研究和节目制
作项目。此项活动涉及相当广泛的
学科和专业人士。

info@cut.it
www.cut.it

探索
威尼
斯，
享受
校园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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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威尼斯大学意味着选择在
威尼斯这个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城市
生活。
      威尼斯是古老和创新碰撞的地
方。每一天这座城市都给它的居
民——其中大半是学生——提供各
种各样的活动来满足他们对知识的
渴望。威尼斯是活生生的艺术、建
筑、文化，也是发展、研究、对环
境的关注、对古老传统和不同文化
的探索。
      只有在威尼斯，你才能在每一
个广场和每一条街道，与全世界不
期而遇。

其它不可错过的
活动有：

     威尼斯狂欢节通常是在2月份，
届时威尼斯的所有广场都飘荡着音
乐，各种派对把这里变成欢乐的海
洋。

      救世主节是很受欢迎的当地传
统节日。在那一天圣马可广场前的
运河里满是船只，周边的小巷里也
满是摆着盛宴的餐桌，所有人都等
着烟火表演，点亮整片澙湖。

      威尼斯双年展是面向艺术和建
筑爱好者而设的国际性展览，展示
了当代最优秀的艺术家的艺术和建
筑作品（6月至9月）。

      威尼斯电影节每年9月在利多岛
举办，全世界最知名的导演和演员
都会带着他们的最新作品出席。

更多活动信息请登录：
www.turismovenezia.it 

生活在威尼斯

      在威尼斯学生的生活中，被称
为“广场上的开胃酒”是令人向往
的一项传统：从下午开始直到深
夜，圣玛格丽特广场和里亚托桥市
场附近成为学生们的据点，他们在
这里聊天、认识新朋友、听音乐，
当然，必不可少的是品尝威尼斯传
统的开胃酒spritz和各种下酒小菜
cichetti。

千面
威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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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 Foscari社团的戏剧、电影、音
乐、文学演出和交流会

威尼斯大学国际短片节，是全欧洲
第一个由大学举办的电影节

文明的十字路口—文化交汇，威尼
斯国际文学节

由国际著名学者和文化界人士所主
持的威尼斯大学讲座

在威尼斯大学展览空间举办的各种
国际展览

威尼斯艺术之夜，为艺术爱好者而
设的美好夜晚

威尼斯大学电台—
网络电台：
www.radiocafoscari.it

大学生划船比赛—威尼斯赛舟会

校园合唱团和乐团

学生社团

国际
交流
活动
和
校园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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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与我们保持联系

在威尼斯大学的线上平台InFoscari
可以找到所有威尼斯大学组织的活
动信息：www.unive.it/infoscari   

请在以下社交网站关注我们

FACEBOOK

facebook.com/internationalcafoscari

LINKEDIN

linkedin.com/edu/
ca’-foscari-university-of-venice-13850

INSTAGRAM

instagram.com/cafoscariuniversity

TWITTER

twitter.com/cafoscari

YOU TUBE

youtube.com/user/
youcafoscari

微信

cafoscari

微博

意大利威尼斯大学

请登录我们英文网站，认识
一个国际化的威尼斯大学

www.unive.it/international

网络
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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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楼 特雷维索

梅斯特雷

奥利亚戈

威尼斯

威尼斯岛内教学楼

1   San Giobbe
2   Palazzo Mono
3   Casa Studentesca
     Santa Fosca
4   Colleggio universitario
     dei Gesuiti di Venezia
5   Celestia
6   Colleggio universitario
     San Pietro
7   EUIC
8   Mensa Iniziative Venete
9   VIU
10 Colleggio Internazionale
     Ca’ Foscari
11 CCH Redentore
12 Residenza universitaria               
Junghans
13 Mensa Food&Art
14 Ca’ Foscari Zattere
15 Palazzo Cosulich

岛外分校

梅斯特雷
Marghera - Vega
Campus Scientifico via Torino
Ristocaffè Open Venezia
Ristorante Unico
Pizzeria Ae Oche Docks
Casa Studentesca San Michele

16 Aule San Trovaso
17 ULSS 12 Veneziana
18 Ca’ Bembo
19 Palazzo Minich
20 Ca’ Bernardo
21 Ca’ Foscari
22 Rio Novo
23 Ca’ Della Zorza
24 Ca’ Dolfin - Saoneria
25 Ca’ Bottacin
26 ESU sportello studenti
27 Residenza Universitaria
     San Tomà
28 ESU Orientamento,           
  consulenza psicologica,   
     aule
29 Domus Civica
30 Auditorium Santa    
  Margherita

奥利亚戈
Villa Moncenigo

特雷维索
Palazzo San Paolo
Pizzeria da Pasqualino

31 Mensa Rio Novo
32 Malcanton Marcorà
33 Palazzo Vendramin
34 Palazzina Briati
35 CUS Centro Universitario   
   Sportivo
36 San Sebastiano
37 Aula Barbarigo
38 Polo didattico San Basilio
39 ESU Sede centrale,         
     presidenza e direzione
40 Teatro Ca’ Foscari
41 Santa Marta
42 Casa Studentesca
     Domus Giustin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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