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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马可波罗计划”的关于“马可波罗计划”的关于“马可波罗计划”的关于“马可波罗计划”的常见问题解答常见问题解答常见问题解答常见问题解答----    

2018/20192018/20192018/20192018/2019学年 
 

一，我是中国学生，有意参加贝加莫大学我是中国学生，有意参加贝加莫大学我是中国学生，有意参加贝加莫大学我是中国学生，有意参加贝加莫大学2012012012018/20198/20198/20198/2019学年的学年的学年的学年的马可波罗计划。与之相关的报名期限马可波罗计划。与之相关的报名期限马可波罗计划。与之相关的报名期限马可波罗计划。与之相关的报名期限
和方式是什么和方式是什么和方式是什么和方式是什么????    
为了能够参加贝加莫大学2018/2019学年开设的马可波罗计划中大学本科课程，需要在2017年8
月25日截止日期之前，通过意大利驻华的大使馆或领事馆预先报名，注明本科课程的名称和地
点，并有意参加意大利语课，目的在于注册大学2018/2019学年的课程。候选人必须注明贝加莫
大学意大利语课程为期十个月（见问答3）。 
 
二，二，二，二，在马可波罗计划中贝在马可波罗计划中贝在马可波罗计划中贝在马可波罗计划中贝加莫大学加莫大学加莫大学加莫大学2012012012018888/201/201/201/2019999学年开设的哪些大学本科课程可以预先报名学年开设的哪些大学本科课程可以预先报名学年开设的哪些大学本科课程可以预先报名学年开设的哪些大学本科课程可以预先报名????    
马可波罗计划的学生可以预先报名参加以下阶段的学习马可波罗计划的学生可以预先报名参加以下阶段的学习马可波罗计划的学生可以预先报名参加以下阶段的学习马可波罗计划的学生可以预先报名参加以下阶段的学习::::    
-大学阶段课程(三年制本科)； 
-法律学本硕连读课程（laurea magistrale a ciclo unico in Giurisprudenza）(五年制本硕连读)； 
-研究生阶段课程(两年制硕士),如果相应学位已所获得； 
具体课程名称已经专门在2018/2019学年中国学生招生名额中指出，点击“Posti disponibili per 
studenti cinesi Progetto Marco Polo A.A. 2018/2019 versione italiana”可以查到。 
 
三，三，三，三，为了注册为了注册为了注册为了注册2018/2019学年大学课程必须参加由贝加莫大学组织的意大利语课程，如何报名参学年大学课程必须参加由贝加莫大学组织的意大利语课程，如何报名参学年大学课程必须参加由贝加莫大学组织的意大利语课程，如何报名参学年大学课程必须参加由贝加莫大学组织的意大利语课程，如何报名参
加这个课程加这个课程加这个课程加这个课程????    
如果想学大学课程必须参加由贝加莫大学组织的意大利语课程，需要通过意大利驻华大使馆或
领事馆预先报名时指明“贝加莫”和为期十个月的课程，提供按规定已缴入学费的收据(见问答5)，
在这种情况下，根据办理手续的流程，为了编辑和整理有效的声明，学生需要提供外交和领事
代表团所需要的学习证明。 
 
四，四，四，四，由贝加莫大由贝加莫大由贝加莫大由贝加莫大学组织的意大利语课程多少钱学组织的意大利语课程多少钱学组织的意大利语课程多少钱学组织的意大利语课程多少钱????    
意大利语课程的学费是4000欧元(包括预计内的各项活动和学习用具)。 
 
五，五，五，五，意大利语课程的学费的最后交费期限是什么时候意大利语课程的学费的最后交费期限是什么时候意大利语课程的学费的最后交费期限是什么时候意大利语课程的学费的最后交费期限是什么时候？？？？交费方式是什么交费方式是什么交费方式是什么交费方式是什么？？？？    
缴纳意大利语课程的入学费必须在得到签证以前，也就是在2017年8月25日以前(截至预先报名),
通过银行转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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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户：21108  
收款单位名称：Università degli studi di Bergamo 
银行名称：BANCA POPOLARE DI BERGAMO S.p.A, Piazza Vittorio Veneto 8 ━ 24122 
BERGAMO (Italia) 
银行国际代码： 
IBAN: IT44E0542811101000000021108 BIC/SWIFT: BLOPIT22XXX 
要特别标明款项目的为“Iscrizione al corso di italiano（注册意大利语课程）━ Progetto Marco 

Polo （马可波罗计划）a.a.2018-2019”，并用汉语拼音写上姓名。 
转帐费用由学生支出，学校应收到的总钱数为4000欧元。学生必须将交费收据的复印件传真给
CIS（对外意大利语教学中心) 传真号码为(+390352052052771) 
或者通过e-mail(infocis@unibg.it)。不接受银行支票和邮局汇款。 
 
六，六，六，六，万一不能参加意大利语课程，有可能收到万一不能参加意大利语课程，有可能收到万一不能参加意大利语课程，有可能收到万一不能参加意大利语课程，有可能收到退还的款项退还的款项退还的款项退还的款项吗吗吗吗????    
不能参加课程时将退回所交费用的９０％，但是规定只有没有拿到签证的情况下才退费。注意,
退款申请应在2017年9月20号前通知学校。  

贝加莫大学至少有7个学生出席才会开始课程，如果没有达到最少的学生数，将会全部返还所有的注
册费用。 
 

七，七，七，七，大学大学大学大学组织的意大利语课程什么时候开始，课程的内容是什么？组织的意大利语课程什么时候开始，课程的内容是什么？组织的意大利语课程什么时候开始，课程的内容是什么？组织的意大利语课程什么时候开始，课程的内容是什么？    
意大利语课程将从2017年8月25日开始，到2018年8月31日结束，一周平均20小时课时。中国学
生到意大利之后，要参加一个入学测验，以此确定你的意大利语水平。在达到意大利语B1/B2的
等级水平时所有的意大利语课程将结束。为了确定A1，A2及B1的语言水平。课程将分为带有期
中考试的不同部分。为了了解更多的信息，建议参考意大利语课程安排一览表（已经翻译成中
文)，点击“Centro di Italiano per Stranieri” 
    
八，八，八，八，意大利语课程结束时意大利语课程结束时意大利语课程结束时意大利语课程结束时预计有期末考试预计有期末考试预计有期末考试预计有期末考试？？？？    
是。预计在课程结束后,有一个关于意大利语的等级水平B1或B2的期末考试。没有通过考试的学
生,在9月初有一次重新考试的机会。注意,如果还没有通过第二次考试,仍然可以注册Bergamo大
学,但是要以注册和参加九月到次年一月份的，由学校组织的语言课（课程是付费的)，并在考试
中达到B1水平作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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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九，九，通过期末考试的学生有可能进一步得到帮助吗通过期末考试的学生有可能进一步得到帮助吗通过期末考试的学生有可能进一步得到帮助吗通过期末考试的学生有可能进一步得到帮助吗？？？？    
有。当中国学生申请注册上大学，办妥贝加莫大学注册手续后，9月份将会在适应各系的过程中
得到语言方面的帮助，可以在9月免费地参加语言加强班，可以在本学期参加不同的本科课程以
及一般的意大利语课程。 
详情可见：http://wwww00.unibg.it/struttura/struttura.asp?cerca=cis_corsi 
 

十，十，十，十，意大利语课只接收在意大利语课只接收在意大利语课只接收在意大利语课只接收在贝加莫贝加莫贝加莫贝加莫大学预先报名上本科课程的学生吗大学预先报名上本科课程的学生吗大学预先报名上本科课程的学生吗大学预先报名上本科课程的学生吗？？？？    
意大利语课程也对马可波罗计划和图兰朵计划的学生开设。其他所有大学认可并接受由大学颁
发的B1或B2的语言水平证书。 
 

十一，十一，十一，十一，在上意大利语在上意大利语在上意大利语在上意大利语课程期间和上注册课程期间能否在寻找住宿方面得到帮课程期间和上注册课程期间能否在寻找住宿方面得到帮课程期间和上注册课程期间能否在寻找住宿方面得到帮课程期间和上注册课程期间能否在寻找住宿方面得到帮
助助助助？？？？    
大学确保提供寻找宿舍方面的服务，寻找在大学校址附近的私人公寓。有兴趣得到这项 
服务的学生必须通过电子信箱http://www.unibg.it/accommodation发送通知，指明有意预先报名
（建议至少在抵达前一个月发送至电子邮箱）学生应该事先声明自己在贝加莫大学的参加意大
利语课程以及2018至2019学年本科课程的意向。在通知中需要提供自己的身份资料和预先选择
的大学课程的名称。之后会得到大学方面的确认，学生将能利用学校所提供的网络用户密码,在
大学的网址，给accommodation.service@unibg.it写电邮。 
 

十二，十二，十二，十二，住宿多少钱住宿多少钱住宿多少钱住宿多少钱？？？？    
根据每个人选择房子的情况，大致的房租是每人每月最多在270欧元到350欧元之间（单人间、
双人间，三人间）,包含所有杂费。在网上预定房子（见问答11)必须交300欧元的押金，只有在
交付了押金后才能确保使用权。押金退房时退回，但事先要检查所住的套房的状况。另外还需
要缴纳100欧元的房屋合同注册税和30欧元的房间清理费用。 
 

十三，十三，十三，十三，除了私人公寓以外，可享有大学公寓住宿服务吗？除了私人公寓以外，可享有大学公寓住宿服务吗？除了私人公寓以外，可享有大学公寓住宿服务吗？除了私人公寓以外，可享有大学公寓住宿服务吗？    
即将完成意大利语课程并有意注册贝加莫大学的本科课程的学生，可以通过考试特有的竞试申
请贝加莫大学的住宿（从七月中旬到九月初，网址将公布在www.unibg.it／isu上）这个网页将
会适时公布已注册贝加莫大学学生的住宿分配情况。校区所在地附近安排有单人间、双人间带
有卫浴的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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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十四，十四，十四，中国学生到中国学生到中国学生到中国学生到贝加莫贝加莫贝加莫贝加莫大学时能享有接待的服务吗大学时能享有接待的服务吗大学时能享有接待的服务吗大学时能享有接待的服务吗？？？？    
可以得到。贝加莫大学将确保这项帮助，会通过邮件的方式告知学生关于如何从Milano 
Malpensa机场，Linate机场和Orio al Serio机场达到贝加莫的信息。然后重要的一点是中国学生
至少要提前15个工作日告知学校到达贝加莫的日期，可通过邮件方式发送至marcopolo@unibg.it

来告知学校。但贝加莫大学不提供从机场到贝加莫的接机服务。 
 

十五十五十五十五，，，，当你拿到意大利学习签证之后当你拿到意大利学习签证之后当你拿到意大利学习签证之后当你拿到意大利学习签证之后，，，，要在意大利办哪些事情呢要在意大利办哪些事情呢要在意大利办哪些事情呢要在意大利办哪些事情呢？？？？    
到达意大利的学生必须要办以下事情：  

a) 申请纳税人的编码(见问答16)。 
b)申请学习居留证（见问答17)。 
c)通过签订的保险来申请医疗护理（见问答19) 
 

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如何申请如何申请如何申请如何申请办理办理办理办理纳税人的编码纳税人的编码纳税人的编码纳税人的编码????    
为了获得纳税人的编码，中国学生要到税务办公室Agenzia delle Entrate（地址为Via Bonomelli 
1, 24122 Bergamo)出示以下证件： 
-护照或身份证明及相关的复印件； 
-入境签证； 
-注册意大利语课程的证明的复印件 
请注意：可以在意大利驻华的大使馆和领事馆申请办理税号。 
 

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如何申请学生居留如何申请学生居留如何申请学生居留如何申请学生居留证证证证？？？？    
已经获得签证的学生，如果想要办理学生居留，能够在到达意大利之前，受到UniItalia的帮助来
填写相应的表格‘。 
一般来说，完成预注册的学生，进入意大利后，在8天以内，带着D类学生签证，必须将出于学
习目的的居留申请递送给居住所在地的警察局，对于所有的外国学生，所有的办理方式和程序
详情可见www.unibg.it/marcopolo sezione “Approfondimenti” 
-必须申请发给居留，通过专门的KIT来申请，KIT是一份申请居留的表格材料,可以在大学指定的
移民中心办公室领取。 
学生们必须填写这些表格,并附上以下文件： 
a)护照原件； 
b)入境签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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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护照或相当于护照的其他证件的复印件,入境签证的复印件； 
d) 纳税人的编码及其复印件； 
e)准备要上大学的证明的复印件，由意大利驻华的大使馆或领事馆签署的入境签证的复印件； 
f)为了注册大学2018/2019学年课程而报名参加意大利语课程的证明（见问答18)； 
g)在意大利有效的保险单的复印件：学生在生源国所买的保险单在意大利境内同样生效，在出发
前应该有大使馆或者领事馆翻译并验证有效，并且应该有365天的有效期。如果仅有旅游类型的
保险单。将不予接受。为了使Assicurazione Sanitaria Volontaria Italiana登记并生效(见问答
19)； 
h) 一张价值16欧的印花税； 
KIT文件及其他所有文件的复印件应该通过邮局邮递，学生应该支付60欧的居留证发放费用。 
为了了解更多的信息，详情可见：http://www.poliziadistato.it 
 

十八，十八，十八，十八，如何可以得到注册意大利语课程的证明以用于居留证的申请？如何可以得到注册意大利语课程的证明以用于居留证的申请？如何可以得到注册意大利语课程的证明以用于居留证的申请？如何可以得到注册意大利语课程的证明以用于居留证的申请？    
注册意大利语课程的证明由外国人意大利语中心（Centro di Italiano per Stranieri）在Via 
Salvecchio,19的秘书处提供，办公时间：星期一和星期三的9：00 到12：00，星期二、三、四
的14：00到16：30 
 

十九，十九，十九，十九，在意大利如何可以享受医疗在意大利如何可以享受医疗在意大利如何可以享受医疗在意大利如何可以享受医疗保险保险保险保险？？？？    
为了进入意大利境内，非欧盟国家公民必须持有一份在意大利境内有效的保险单。 

可以在意大利 Servizio Sanitario Nazionale 进行自愿的保险登记，每年需付149,77欧元，
可以在任何一个邮政编号为379222的邮政局付款。收款单位名称: Amministrazione P.T. 
Regione Lombardia, 同时须注明款项为 “Iscrizione Volontaria al SSN”。 
另外需要向ATS (Agenzia di Tutela della Salute di Bergamo)提供这些单据和材料，并且确保有
相应的医生： 
-向邮局申请居留证时邮局开具的收据； 
-149，77 欧元的付款收据; 
-一份和已注册意大利语课程证明相关的声明； 
-纳税人的编码的复印件; 
-关于住宿的声明  (Host declaration)； 
详情可见：http://www.ats-bg.it Agenzia di Tutela della Salute di Bergamo) 
 

另外，也可以在意大利申请私立保险公司的医疗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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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十二十二十，，，，我到达以后是否有人帮助我办理各种手续我到达以后是否有人帮助我办理各种手续我到达以后是否有人帮助我办理各种手续我到达以后是否有人帮助我办理各种手续？ 
有，会有人帮助你迅速办理最初的各种手续。大学国际交流计划办公室将向学生提供办理税
号，居留证以及医疗保险各种手续的帮助。可以写邮件给marcopolo@unibg.it预约见面。 
地址：Ufficio Programmi Internazionali（国际交流计划办公室)Via San Bernardino，72/e-
Bergamo(Città Bassa) 
办公时间：星期二、星期四（10:00-12:00， 14:00-16:00） 

    
二十一，二十一，二十一，二十一，是否对于马可波罗计划的学生有其他优惠的政策吗是否对于马可波罗计划的学生有其他优惠的政策吗是否对于马可波罗计划的学生有其他优惠的政策吗是否对于马可波罗计划的学生有其他优惠的政策吗????    
是的，还有其他优惠政策： 
-免费进入学校的计算机房，语言中心和学校图书馆，并在以上地方可以免费上网。 
-对于使用学校的体育场馆和体育设施有优惠价格。 
-发给学生一张Card卡，凭借此卡，可以在电影院、剧院、博物馆、餐馆及商店享受优惠。 
-作为学生，可以以学生身份在大学生食堂用餐。 
-享有参加学校组织的文化活动的权利；尤其是可以在学校的语言中心，自己或是在辅导员的指
导帮助下使用不同语言的,多媒体视听材料。 
和所有贝加莫大学的已注册学生相同，“马可波罗计划”的学生一经注册后，就能够申领奖学金，

也能够住在大学宿舍。更多信息请查询：www.unibg.it/isu 
 
 

为了进一步了解信息可以浏览贝加莫大学网站 http://www.unibg.it/marcopol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