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校长令编号: 225/2019 

招生简章 
 

培训课程 
意大利葡萄酒之旅 

2018/2019 学年首届课程 
 

合作方 

中国 AIS 俱乐部（意大利侍酒师协会） 

中国重庆伽利略意大利中心 

 

 
条款 1、 启动 

 
 

意大利比萨公立高校——圣安娜高等研究大学的生命科学学院依照本章第三条款的目标启动

了首届 2018/19 学年“意大利葡萄酒之旅（IWW）”高级培训课程。 

 

本课程，由中国广州“中国AIS（意大利侍酒师协会）俱乐部”（Club  AIS  China）及中国重

庆伽利略意大利中心联合举办，将于6月20日至20日在成都不二音乐餐吧（地址：成都锦江区

致民东路79号1—3）举行，共计48小时。 
 

本课程预计最多招收40名学员。 
 

如报名人数少于 18 人，本课程管理机构将有权不启动该课程。 
 

本课程教学语言为中文，以及英语或意大利语（均有中文翻译）。 

 
 

条款 2、欧洲学分转换与积累系统（ECTS） 

 

预计参加整个培训课程的学员将获得受欧洲学分转换与积累系统（ECTS）认可的 3 个学分。

为获得 ECTS 学分，学员必须达到必要的出勤率（至少达到 80%），并在课程结束时通过课

程评估测试。 

 

条款 3、教学目标 

本课程旨在向学员提供关于意大利葡萄酒和意大利葡萄酒文化及生活方式的知识，讲解传统

且历史悠久的意大利葡萄栽培和酿酒技术，如何描述来自不同产区、不同类型及风味各异的

葡萄和葡萄酒，教授葡萄酒的品鉴方法及技巧并提供选定的意大利葡萄酒进行实践。本次活

动将与中国 AIS 俱乐部（意大利侍酒师协会）联合举办。 

课程分为三个不同的教学板块： 



 

 

1) 葡萄栽培原理及葡萄酒酿造学 。 

本板块旨在讲解关于葡萄树、葡萄、生产技术、浆果成分、意大利种植的主要葡萄品

种和意大利葡萄酒的主要类型等知识。此外，还将着重介绍红、白葡萄酒及气泡酒所

用的酿造技术。 

 

2) 文化、生活方式和健康。 

在本版块中，我们将以讲故事的形式将葡萄酒文化与意大利的生活方式及文化，比如

艺术、时尚、建筑、设计、音乐、电影、环境的可持续性等内容联系起来。同时也将

关注葡萄酒对健康益处，以及抗衰老和抗氧化的特性。 
 

3) 葡萄酒品鉴及表达。 

中国 AIS 俱乐部的专家将教授侍酒师的专业术语，以及通过对精选的意大利红、白葡萄

酒及气泡酒进行感官分析（视觉、嗅觉和味觉）来学习葡萄酒品鉴技巧。此外，还将

提供意大利葡萄酒与中餐、意餐搭配的基本知识。 

 

 
 

条款 4、招收对象 

本课程主要招收对意大利文化、生活方式、葡萄酒生产及葡萄酒品鉴技巧感兴趣的成年中国

人（已满 18 周岁）或会讲中文的其它国籍成年人（已满 18 周岁）。 

 
条款 5、课程结构 

课程大纲如下： 

- 室内课程时间安排：上午 10 点至下午 5 点； 

每天包括 6 小时的中文或英文（带中文翻译）面授课程（午休 1 小时），时间安排如下： 

- 2019 年 6 月 20 日、21 日、22 日、23 日，上午 10 点到下午 1 点、下午 2 点到 5 点 

- 2019 年 6 月 27 日、28 日、29 日、30 日，上午 10 点到下午 1 点、下午 2 点到 5 点

最终的课程评估测试将于 2019 年 6 月 30 日下午 5 点至点进行。 

条款 6、入学要求 

申请人必须提交入学申请。中国国籍成年人（已满 18 周岁）或中文流利的其它国籍成年人 

（已满 18 周岁）均可提出申请。 

 
 

条款 7、 入学申请 

报名申请需在唯一报名网址：www.santannapisa.it/iww/domande 进行注册，并于 2019 年 5 

月 15 日上午 12 点（意大利时间）前提交。 
 

下列文件须附于报名表内，文件不全则视报名无效： 

- 一页以内的个人简历（英文或中文）； 

http://www.santannapisa.it/iww/domande


 

 

 

 

 

- 有效的身份证明文件； 

- 需提供所交费用（课程费用总额的 75%，即 9000 元）的银行转账凭证。（学费总额

为 12000 元，见条款 8） 

 

未预设特别筛选条件。如收到的申请数多于可供申请的名额数，则依照时间先后顺序接收申

请。本课程的成功申请者名单将仅在圣安娜高等研究大学网站上公布。每位申请人须核实个

人的课程录取情况。 
 

于截止日期后收到的申请，或以本条所列形式以外的其它形式提交的申请，无论出于何种原

因，均不予考虑。 

 

根据《意大利刑法》和特别使用法律，及第 445/2000 号《总统令》（D.P.R.）第 75 条和第

76 条规定，伪造文件和欺诈性陈述将受到法律惩罚。 

 

相关机构可以在课程的任意时候，甚至在课程开始之后，对申请人所提交的材料真实性进行

监督，并要求其提供原始文件。若出现虚假材料，相关机构可根据校长做出的决定，在不妨

碍由此产生的刑事责任的情况下，随时决定终止申请人参加此课程的资格。 

 
 

条款 8、报名费 

- 课程报名费总额为 12000 元人民币，网上报名时需交纳费用的 75%（即 9000 元）， 

剩余 25%（即 3000 元）于报名成功后课程开始前交清。涵盖所有课程费用、教材费

以及用于品鉴的葡萄酒费用。 

 

每名学员将独自承担其差旅费、食宿费、专业品酒杯的费用。. 

 

报名费可通过银行转账至圣安娜高等研究大学在 Unicredit 银行比萨分行开设的账户（IBAN: 

IT32 O 02008 14006000401272765），或转账至广州市意得贸易有限公司（广州市天河区林和

中路 146 号天誉花园 C3001）在农行广州林和中路支行,开设的账户：44057001040003519。 

请填写转账留言“2018/19 首届 IWW 课程报名费”，并附上申请人姓名、地址及邮箱。 
 

如学员自主放弃学习本课程，注册费将不予退还。如因报名人数不足导致课程无法开设，则

所交费用（即 9000 元）将全额退还。 

 

 
 

条款 9、接受程序和付款方式 

 

希望参加本课程的成功申请者必须在截止日期前按照录取通知中所规定的程序确认参加课程， 

否则将失去参加资格。 



 

 

 

 

条款 10、颁发教育认证 

课程结束时，圣安娜高等研究大学和中国 AIS 俱乐部将在法律许可范围内向付清学费、出勤

率达 80%的学员颁发课程证书，通过课程评估测试的学员将额外获得圣安娜高等研究大学授

予的 ECTS 学分（参照条款 2）。 

 
 

条款 11，负责报名测试程序、个人信息处理及预防腐败的工作人员 

 

根据 241/90 号法案第 5 条及，圣安娜高等研究大学 U.O.高等教育办公室主任 Elena Cambi 女

士将负责相关事务，通讯地址：比萨 Via Maffi 27, 56127 Pisa；电话： 050/882645；传真： 

050/882633；邮箱：altaformazione@santannapisa.it。 
 

圣安娜高等研究大学作为数据管理者，根据《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 269/2016 号》第三条和

2003 年 6 月 30 日颁发的意大利法令（《关于保护个人信息的隐私法》）授权Roberta Chiordi 

（roberta.chiordi@santannapisa.it）——UO 高等教育办公室主任——作为代表进行处理个人

信息。UO 高等教育办公室其他人员、其它培训课程/硕士课程协调员以及评估委员会成员将

被组织授权进行信息处理。 

所有个人信息（如名字、姓氏以及上述提到文件中的所有信息）将由圣安娜高等研究大学进

行处理，以用于： 

- 进行测试 

- 做职业记录 

 

 
所有信息处理的法律依据即合同的履行（根据 EU679/2016 法案第 6 条）与公共利益（EU 法

案 679/2016 第 6 条） 

此外，所有个人信息将自动用于达到以上提到的公共目的，及数据处理。 
 

我们保证，所有数据都将按照欧洲和各国关于这一专题的立法（欧盟 679/2016 号法案，及

196/2003 号法令）的正确性、合法性、透明度和公共行政效率原则进行处理（圣安娜高等研究

大学在“Massimario  di  conservazione”立案中有所陈述）。作为数据对象，有权利在任何时间确

认有关他们的个人数据是否存在，被告知信息内容和数据来源，检查信息准确性，请求 集成、

更新或整改该信息，以及限制个人信息处理，限制任何非法加工数据的擦除，匿名或 屏蔽。

为行使这些权利，需向圣安娜高等研究大学 UO 高等教育办公室提交申请，通讯地址： 比萨 

Via Maffi 27, 56127 Pisa；电话： 050/882645；传真：050/882633；邮箱： 

mailto:altaformazione@santannapisa.it
mailto:roberta.chiordi@santannapisa.it


 

 

 

 

altaformazione@santannapisa.it 并发送邮件至 privacy@santannapisa.it 阐明情况。也可向意大

利数据保护当局投诉。 

 
 

详情请咨询学校数据保障人员，邮箱地址 dpo@santannapisa.it 
 

圣安娜高等研究大学一切运行都遵照防腐败法律(条款 L.190 / 2012)进行。 

 

 
 

若中文版本与英文版本有任何冲突或不相符之处，概以英文版本为准。 

mailto:altaformazione@santannapisa.it并发送邮件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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