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乞教指委 [2017]5号

美子参加 “2017年全国MFA培弄院校 (美木与芝木没

汁飯域)師生赴意大利学コ交流項目"及 “芝木硬

士海外学コ実学金" 申清的通知

各培赤院校:

力了カロ張乞木碩士教学的国隊交流均合作,推功乞木傾士寺

立学位培ネ模式改革,促逃乞木板士研究生回隔交流与学コ,仝

国乞木寺立学位研究生教育指早委員会 (以 下筒称 “教指委")

決定参考中国教育国隔交流協会、同済大学中意学院合作奄1外 的

“中国乞木高校りT生赴意大オ1交流項目",在核項目下升辟 “乞

木板士りT生 交流分項目",井 已分男|千 2016年 7-8月 、2017年 1

月版不1完成MFA赴意大利和澳大不1亜海外研修“学生定制小学期"

項目。根据 2017年工作十歳1,結合前丙期参均項ロリT生反債意

見,現杵今年参萄項目的有美情苑説明女口下 (同 時,力 火励在

2016年暑俣、2017年寒候小学期中表現仇昇的学生,項 目_al決

定升晨 “乞木碩士海外学刀火学金"坪範活功,洋如坪逃信息几

附件 2):

一、項目内容 :

2017年咳項目杵在佛ノ俺薩海外学可中′む及威尼斯奄1作 中

`さ
升晨乞木学コ交流,項 目主要包合定制小学期、りT姿労学 (洋

如深程内容兄附件 1)。 学生和教りT遵守項目相美規定井完成海

★



外学コ規定的慄叶后,格荻得所参加項目相泣的結立江ギ和牟面

基定。

二、申清者条件 :

1、 “学生定lll小 学期"項 目申清者力培芥院校中寺並突出、

具有培赤溶反的在政中国境内乞木板士美木、乞木浚十七立研究

生 (40周 夢以下 );

2、 りT姿労学"項 目申清者力中青年学科/を並帯共人、仇

秀青年教りT;よ事高校寺並渫程国隔化建浚的教りT、 承担中外合

作亦学項目教学任芥的教炉和管理人員;

3、 品焦良好,力さ健康,性格升朗,有較張自理能力和辻

泣能力;

4、 有赴意大利逃行学木交流意尽;

5、 在埜済上有能力文付赴意大利交流所需的費用。

注:此次項目対申清りT生元選言要求,授深交流辻程安羽卜助

教翻澤。

三、椒名亦法わ其他沈明:

1、 符合上述申清条件的在校りT生均可重辻所在院校扱銘 ,

院校久責対申清学生和教りT逃行備逃,涯恙扱銘表后筑一扱送教

指委秘ギ丈。秘ギ炎不接受学生企人銘文的扱%。 本年度 “学生

定tul小 学期"暑期升展 4企班,毎班 2025人 ;りT姿労学"秋

季学期逃行 1期 ,20人 ;

2、 由千十災1人数有llR,本次項目傷接照先扱先得的原只1,

以院校扱銘順序先后安羽卜実施 ;

3、 扱名費: CEAIB=AAP項 目亦公室格対姪教指委最冬碗汰

井公示的学貝牧取 2000元 扱名費,比扱名費属深程費用一部分。

仁挽汰扱名后,学貝女口因企人原因子行前退出項目,CEAIE― AAP

項目亦公室格返迩除扱銘費以外的其セ深程費;

4、 申清項目的学生需填写 《2017乞木傾士研究生赴意小学



期項目申清表》(兄附件 3);申清りT姿労学的教りT需填写 《2017

教りT赴意労学申清表》(兄附件 4)。 各院校清千 2017年 4月 30

日え前俎鉄申清者完成填写,井杵学院相夫負責人答字蓋章后的

担描版友至教指委秘ギ炎由F箱 :mfajzw0163.com,同 時友至 :

sicdesignOtongji.eduo cn

秘ギ炎咲系人:文1徳坤。

屯活:010-66411887

四、注意事項 :

1、 参加項ロリT生 出境赴意大不1前 ,須接受 CEAIE―AAP項 目

亦公室境外学可わ生活相美4~i早 ,答河相美安全協洪 ;

2、 参加項ロリT生在同済佛〃俺薩校区扱至1后 ,庄瑳守校区

的管理条例,須服八 CEAIE―AAP項 目亦公室境タト教券管理老りT的

安羽卜,高 升校区所在城市的活功需向CEAIE―AAP項 目亦公室境外

教券管理老りT扱各。女口因りT生不服八 CEAIE―AAP項 目亦公室或境

外教券管理老りT的俎鉄管理和安羽卜,或 因りT生檀白よ事超出項目

えタト的其他行力 (女口在項目期日外出旅行或回国探未等 ),而 早

致友生意外事件或安全事故的,由参加項ロリT生 自行承担全部責

任わ費用,CEAIE―AAP項 目亦公室わ MFA教指委杵不承担任何責

任和不退迩任何費用 ;

3、 荻得学生定+1小 学期項目結立江ギ必須迷至1的 条件和要

求:深程出勤率不低千恙保叶的 80%,授保教授汗介良好,服八

海外教学四吹管理,元枕乱深程秩序等不良行力等。参与項目井

版不1荻得結立江や的同学,其在海外所修深叶可由培赤院校自主

邊行相泣実践学分的決定;

4、 建洪参か項ロリT生根据海外院校的要求,以及企人的実

昧情汎,在項目所在当地胸共相美保隆服券,りT生在項目期同女ロ

邁意外的人身、財声等板失的,由 りT生 自行承担或向己投保的保

隆公司索賠。CEAIE―AAP項 目亦公室
～
教指委対りT生在項目期同



的上述損失不承担賠借責任。

項目扱名及相共同題清各洵:中 国教育国豚交流lll会―AAP

項目管理外公室。

地址:上海市物浦区彰武路 1号 同済大反 A楼 1502室

200092。

咲系人:任雅霙、毛恰宇

屯 活 :021-65985660(周 一 至 周 五 9:00-12:00;

13:30-18:00)

由F茶自: sicdesignatongji.edu.cn

附件 :

1、 項目内容有費用如只|

2、 乞木板士海外学刀火学金

3、 《2017年 乞木板士研究生赴意小学期項目申清表》

4、 《2017年教姉赴意労学申清表》

(注 :以上附件的内容由中国教育国隔交流lll会―AAP項 目管

理亦公室久責解希 )

全国乞木寺 早委員会



附件 1:項 目内容均費用如則

一、“定制小学期"項 目々 “MFA奸資労学"項 目内容均費用如ス1

(一 )学生定制小学期

小学期叶同短,学十1ス活,便千満足教学中定十1化 的需求。深程没畳的皮用

性与ス活性足小学期的精髄所在。小学期整合海外仇反教学資源,集合院校学科

定浚的目林与期望,根据りT生的需求在現有的深程庫中逃行精逍,結合意大不1学

校的保程庫,保程内容涵蓋乞木炎前沿的学木研究,井根据乞木美人オ培赤需求
而貝活浚汁教学模決和学キ1,針対性提升寺立能力。2017年小学期杵分力美木

和浚汁両企方向。美木本期主題叡1重千乞木史浴、油画和離塑;没廿本期主題叡1

重子祝党侍迷 (平面浚十 )、 叶尚没汁 (頷域渉及工立浚汁、叶装没汁、珠宝没

汁等与当代金球叶尚緊密相美的浚汁寺立 )

升班地点:佛グ俺薩 (3周 /5周 )、 威尼斯 (1周 )

升晨叶長:4周 /6周

招生対象:乞木碩士 (美木、没汁寺立)在政学生 (40周 夢以下 )。

深程安‖卜:

美木一班、浚十一班:六周慄程:7月 3日 -8月 10日

美木二班、浚十二班:四周保程:7月 10日 -8月 3日

海外授渫院校 :

美木学科:佛ノ俺薩大学、佛ノ俺チ美木学院、威尼斯定筑大学

浚廿学科:佛ノ俺薩大学、Polimoda叶 尚学院、欧洲浚汁学院、

威尼斯建筑大学

学費林准:

>4周深程費人民市 1.8万 元;六周渫程費人民市2.5万元。

深程費現明:包合扱名費、租キ萩定金等数費、日外的学費、教学活功

費、済学参現、教学行程安排内的交ミ費、集体活功的景点|¬ 票、司机工姿

小費、佛ノ俺薩市区公年月票。不包合ナ照亦理費、答江費及答江代亦費、

各奏、1卜教学安羽卜的旅洋参規費、国内交週費、国昧机票及燃油税、保隆費、

企人消麦以及在包合項目中未提至1的費用。

>4周住宿費人民市7千元;六周住宿費人民市1万元。

住宿費現明:CEAIE―AAP項 目亦安羽卜的住宿カー般民宿套房,井根据房

目的条件和大小安‖卜毎日入住人数,毎套房中有共用厨房有工生同、浴室。

同学技名叶可自由地捧足否由AAP項 目亦公室海外教券囲仄統一安‖卜住宿。

若由項目亦安羽卜,ス1需在敷幼学費叶一同敷幼以上住宿費用;着学生住宿自

理,ス1元需数幼住宿費用,ス 敷幼深程費用。

各注:在上交扱名表叶清券必勾地是否需要CEAIE―AAP項 目亦安排海外住宿 ,

由千項目か需要按照技銘表信
`急
提前力学生↑1萩定住宿,所 以前期地捧住宿

自理的同学,項 目亦不接受扱名叶同裁止后的信息更茨。



(二 )姉資労学

通ミリT姿労学項目,乞木炎教りT可辻行海外坊学研修,労学辻程中通辻じヒ較

我国与西方在乞木学科高等教育教学上的庚量保障有控+1、 教りT吹伍建浚有友晨

的差昇,八面神助乞木炎教りT升同教学思路、学コ西方先邊亦学理念利成功径

詮。労学内容杵包括乞木学科及院校友晨的灰史、現状有友晨走勢,乞木学科体

系的特色,乞木炎院校的教育培ツ1模 式、寺立浚畳、深程升友、教学管理与反量

坪借等。

升班叶同:秋季学期:2017年 9月 -2018年 1月 (具体口期待適知 )

春季学期:2018年 3月 13-7月

升晨叶長:6今月/1年

升晨対象:乞木学科中青年教りT

升晨内容:模決深程+早りT分須+乞木済学

海外授渫院校:佛〃俗薩大学、佛〃俺チ美木学院

可逃深程:意大禾1或西方乞木浚汁学科教育方法和体系、学木参規及交流、

中意文化深、学木研究奇文或作品tl作 、現摩秋季学期佛ノ俺薩大学授保等。

学費林准:労 同教りT所需費用由項ロネト助有自寿画部分杓成。

>6今月:咳項目毎人恙費用力 9000欧元 (合境外培ツ1費 、大学注冊

費、仝程深程沢化費);由逍送学校和教りT自 等,具体分担比例由

各高校自定。

>1年 :咳項目毎人′こ費用力 1.5万欧元(合境外培ツ1費、大学注冊費、

仝程慄程沢化費);由 地送学校和教岬自等,具体分担比例由各高

校自定。

二、定制小学期項目慄程大銅 (美木有芝木浚汁寺立頷却

″〃′′θ〃準 /ガーθガ
イ、′周教学月期

慄程架杓和教学曰林

同済大学佛〃俺薩校区作力教学的主体,有佛〃俺薩大学、佛〃俺薩日立美木学
院、Polimoda叶 尚学院、Spinclll文 物修隻与保ゲ学院等各当地寺立教学机杓
咲合升浚渫程。
MFA小 学期以奄1作 +文化乞木史力主,学生完成海外学刀規定的深叶后,/41杵荻
得所参カロ項目的錆立江や利牟面基定,包括所修深程名称、学叶わ成須,学 生可
荻得4El泣 学分。

MFA小 学期美木美慄程

四月深程 (54渫叶光
公共深程:



1、 Lalian Renaissance History(意 大禾1文乞隻米 )

 ヽ12 class hours深 叶
2、 A■ Tour(乞木済学 )

> 18 class hours保 叶

寺立深程 :

1、 POttrait OfClassica1 0il Painting(古 典油画肖像 )(12 class hours深 叶 )

2、 Plein―air coursc in Florencc(佛 〃俺薩片外写生 )(12 class hours深 叶 )

六周保程 (84深 FI〉

公共深程 :

1、 Italian Renaissancc(意大禾1文乞隻米 )

> 12 class hours保 叶
2、 COntemporary European And ltalian A■ (当 代欧洲与意大dll乞 木 )

> 12 class hours深 叶
3、 Art Tour(乞木洋学 )

> 24 class hours保 叶

寺立深程 :

1、 PO■rait OfClassica1 0il Painting(古 典油画肖像 )(12 class hours保 叶 )

2、 Plein―air course in Florence(佛 ノ俗薩声外写生 )(12 class hours保 叶 )

3、 Sculpting the Portrait iom Life(塑 像写実 )(12 class hours深 叶 )

MFA小 学期項目浚汁美慄程

四周慄程 (60深 It)

公共深程 :

1.Italian Rcnaissance(意大オ1文乞夏米 )

> 12 class hours深 叶
2.Mastcrs ofModem ltalian Dcsign(現 代意大矛1浚汁大りT)

> 12 class hours深 叶
3.A■ Study Tour(乞木洋学)

> 12 class hours保 叶

叶尚浚十班深程 :

1.Communicttion Managcment(品 牌没十管理 )

> 12 class hours保 叶
2.Fashion Styling(叶 尚造型 )

> 12 class hOurs深 叶

平面浚十班深程 :



1.Workshop in Creativc Adve■ ising(tl意片告工作菅 )

> 12 class hours深 叶
2.creative Processes in Visual Communicttion(祝 党侍迷的砲1意 辻程 )

> 12 class hours深 叶

六周深程 (90慄叶 )

公共深程 :

1.Italian Renaissancc(意 大オ1文乞隻米 )

> 12 class hours深 叶
2.Masters of Modcm ltalian Dcsign(現 代意大rll没十大師 )

> 12 class hours深 叶
3.Contemporary Design(当 代叶尚没汁 )

> 12 class hours保 叶
4.A■ Study Tour(乞 木済学)

> 12 class hours深 叶

叶尚浚汁班深程 :

1.Communicttion Management(品 牌没汁管理 )

> 12 class hours深 叶
2.Fashion Styling(叶 尚造型 )

> 12 class hours深 叶
3.Fashion Consumcr Bchavior(叶 尚消費行力 )

> 12 class hours深 叶

平面没汁班深程 :

1.Graphic Dcsign(平 面浚十 )

> 12 class hours保 叶
2.crcative Processes in Visual Communication(机 党侍迷的奄1意式程 )

> 12 class hours深 叶
3.wOrkshop in Creativc Advc■ ising(奄 1意片告工作菅 )

> 12 class hours深 叶

三、MFA姉資労学項目慄程大銅

叶同:2017年 9月 秋季学期升始
4.5今月教学周期 (6今月 )

9今月教学周期 (1年 )

MFA奸資労学深程:

主題琲座:

1.Educational Mcthod and System ofltaly or Wcstem A■ SutteCtS(意 大dll或 西方
乞木学科的教育方法

～
体系 )

> 9 class hOurs保 叶



2.Classroom ObseⅣation ofltalian Art Class Teaching(Painting and Sculpture)(意

大不1乞木美教学深堂現摩 (公画及雌塑 ))

> 6 class hours深 叶

3.Art Thcory And Cr■ icism(乞木理発与批汗 )

> 6 class hours深 叶
4.Thc compγ ison ofChinese and ltalian Culturc(中 意文化♭ヒ較 )

> 15 class hours深 叶

5.The Research Methods and Tcaching ofltalian A■ History(美 千意大禾1乞木史

的研究方法
～

教学 )

> 6 class hours深 叶

6.The History and Urban Developmcnt ofFlorence(佛 〃俗薩厠史和城市友晨)

> 6 class hours保 叶
7。 CDL Design(CDL浚 汁 )

> 6 class hours保 叶

8.■alian Architecturc:thc Combination ofModem and Ancient(意 大不1定筑:現代

与古老的錆合)

> 6 class hours深 叶
9.■ alプ s"Cultural Heritagen Conccpt:Forlnation and Protcction(意 大不1 “文化遺

声 "概念:形成わ保ゲ)

> 6 class hours慄 叶

学木参現:48深叶

参現内容:

市IEX灯 旧官,頷主声場
14世妃佛〃俺薩建筑:迷万オL帯 官
番母百花大教堂及附属建筑 1

番母百花大教堂及附属建筑 2

新番母教堂

美帝奇官

学院美木信
Rucellai官 ,墓室,新番母教堂正面

番巧可教堂博物乍十番母頷扱声場
丞洛俺佐教堂/美帯奇ネL寿堂
巳本夕博物備
島羊滋美木備
番十字教堂

皮帯官和波波里花国
帖拉提幼美水信有美帯奇家族牧蔵
美帝奇家族:城堡有男1壁

学木研究:24渫叶
分力両俎,毎姐各一名早りT。

主趣琲座洋如介年 (部分深程光



1.意大不1或 西方 乞木学科 的教育方法
～

体 系

Start frolln ltaly9 introducc the cducational mcthod and systcnl of ltaly and westerlll arts,

explore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path of developmcnt, in order to havc a better

understanding about ltalian art education espccially on the aspects of thc
characteristics of educational o切 eCt, teaching process, training target, curriculum

systenl, ctc., as well as compar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ltalian

educational pattcm.

八意大オ1カ 切入点,介勿意大禾1及西方乞木学科的教育方法及体系,探索其特点

和友晨規律 ,更好地 了解意大オ1在教育対象、教学址程、培赤 目林、深程体系等

方面的特点,以及均国内教育模式的差昇性じヒ較。

2.意 大禾1乞木美教学深堂規摩 (公画及離塑 )

Experiencc thc tcaching activities through classroom obscrvation on both ltalian

professors and studcnts. ObscⅣ e the teaching methods which profcssors applン ちthe

usc of curriculum rcsourccs, and the choice of spcciflc tcaching stratcgies in

classroo■ 1,etc.And pay attention to students'classroom perfolHlance,participation,

and thc accomplishment oftcaching goal.

未身体詮意大オ1乞木教りT在渫堂上的教学活功。保堂規摩教りT在渫堂上釆用的教

学方法,深程資源的オ1用 ,具体的教学策略的辻捧等。井且美注学生的慄堂表現 ,

参与度 以及教学目林的迷成情況。

3。 中意文化しヒ較
Conduct a dccp comparison beiⅣ een the culturc of China and ltaly with
understandablc prescntation, fronl thc pcrspcctivcs of philosophン Ъ clcment spirits of
culturc,linguistic rhctoric,religious beliefs, social norlns,litcrature and art,values,

ways ofthinking,way of behavior and so on.Analyzc the difference on thcsc aspccts,

as well as the rcasons of fbrlning thc di■brcncc.

深入浅出地対叱中意両国在文化上,女口哲学、文化基本精神、活言修辞、宗教信
4rF、 社会規疱、文学乞木、介値規、思繊方式、行力方式等方面じヒ較分析。音1析
速些方面的差昇,以及形成差昇的原因。



附件 2:乞木碩士海外学コ失学金

(一 )征逸対象

参加址2016年暑候意大禾1小学期与2017年寒候墨ホ本小学期的乞木碩士生

(二 )坪定原lll

l、 火学金坪定遵循公升、公平、公正的原ス1。

2、 失学金坪定実行公示十1度。学生対坪定錆呆有知情枚。火学金坪定錆呆

杵張榜公布。

(二 )失励経費

由CEAIE―AAP項 目か公室友放荻爽者失学金,失学金宣接抵わ海外学期/小

学期学費。

仇胆火:免費参加意大オ1海外学期項目(免学費,食宿費有交適費用自理λ

仇秀失:免費参か意大rll海外小学期項目(免学費,食宿費与交通費用自理 );

鼓励火:提供一万元資助用千抵わ意大オ1海外小学期項目学費,以 資鼓励。

(四 )扱名流程

1、 扱銘

(1)扱名方式:学生iln辻所在院校扱名,裁上扱名叶同力 2017年 4月 30

日,数廣版申清表由院校相美負責人答字蓋章后,ね描件友至教指委秘ギ炎由F箱 :

mfajzw0163.com,同 時友至:sicdesignOtongjio edu.cn。

(2)申清材料:①所参加小学期項目 (2016年暑仮/2017年寒候)的錆立

江やね描件;②小学期的ギ面学コ扱告屯子版一分 (建洪国文相結合);③活言

能力江明掏描件。

2、 学コ扱告

建洪所上交的小学期的学コ扱告能修体現有表迷共在海外学刀期目的所兄、

所日、所感、所学,八保程、済学、生活、Cl作作品等多方面描会海外学刀有交

流的体詮有牧荻。鼓励学生表迷対千乞木傾士教育国昧化的看法。

3、 公布坪常錯呆

由MFA教指委依照学生在海外学可期目的表現、学コ扱告、活言能力II明 等

妹合予以坪分,依照最后的羽卜名永取,井 由MFA教指委第一叶同対外公布火学金

学生名単。

4、 火学金江ギ

項目結末后,由 MFA教指委飯友火学金IIEや 。



附件 3: 2017年 芝木碩士研究生赴意小学期項目申清表

申扱項目 (必逃 )

小学期

住宿

□美木一班 □没十一班 □美木二班 □浚汁二班

□由CEAIE¨AAP項 目亦安羽卜住宿  □住宿自理

基 本 信 息

姓名 `陛男1

民族/国 籍 政治面貌

出生地 出生年月日

所在学校 所在院系

寺上方向
一画

塑

油

離
□
　
□

□平面没十

□吋尚浚十 平均 GPA

外悟水平/江 ギ 伊照有残期/ゲ 照号

常用 E‐mail 手机号4

申清者自我踪述

所荻火項及叶同

本人碗汰上述信
`息 真実元浜,女口有虚仮,格 自行承担責任。

申清人答字:        日期:

所在院校意見:

負責人答字:(蓋章)   日期:

全国芝木寺立学位研究生教育指早委員会意見:

答字:(蓋章)      日期:

各注:1、 清券必准碗填写常用 E―mail由卜箱利手机号4,以便項目咲箸人和対方学校均学生
本人咲系。

2、 清券必道慎逃捧,扱名裁止日期后,教指委不接受信息的更茨。



附 件 4:

院校/院 系、

理派地址 :

2017

単位 :

年教姉赴意労学申清表

申報項目 ロリT資労学秋季 (6今月 ) ロリT姿労学秋季 (1年 )

基 本 信 息

姓名 `陛男1 出生年月

学厠/学位 取称/取券 IEX治 面貌

健康状況 外悟水平 籍貫

寺立 夕照有残期/サ 照号

手机号褐 由F箱地址

緊急

咲系人

緊急咲系屯活

家庭屯活 家庭住址

所属学科 足否

在培りT姿

足否曽接受

公派出国 3

企月以上

教育教学或管

理工作主要成

果、実墳和受

表彰情況

荻得叶同 成果、実須、失項名称



海外資学逃修申清理由和預期目的:

申清人答字:    日期:

院校/院 系意兄:

答字:    (蓋 章) 年  月  日

全国乞木寺立学位研究生教育指早委員会意兄:

答字:    (蓋 章) 年  月  日

注意事項 :

1.情単位負責人碗汰所填信 `息
,井在申清表蓋章炎カロ蓋単位公章。

2.清格答字蓋章后的申清表相描后,友至教指委秘ギ炎郎箱;mfai劉@163.com;同 時格屯子

版友至 sicdesign@tOnttl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