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意大利的学校   

 

权力__义务 

意大利  法律  规定  教育  和  享受  教育  的  权力  都是  平等的. 

对  自己  而言,  也  对  社会  而言,  享受  教育  不  止是  一项    权力,  还  是  一

种  义务,  教育  是  社会  的  财富,  能  发展  个人  个性,  教育  是  社会  的  基础, 

国家  的  经济  奠基. 

 

序言 

中学   三年级   完成   以后 ,  义务   教育   obbligo  scolastico  还没有结束 :  从 

2007‐2008  年,  在  意大利  必须  上  10  年  的  学校  (5  年  的  小学;  3  年  的  初

中; 2  年  的  高中)  到  16  岁。 

 

中学  三年  级完  成  以后,  父母亲  和  孩子们  一起  决定  上  什么样  的  学校 

为了  创造  一个  美好  的  将来  而  进入  意大利  社会. 

为了  学  的  更好,  住  的  离学校  很近,  认识  一些  同学  都  不是  很重  要的, 

最重  要的  是  咨询  清楚. 

 

在  中学  里  有  专门  老师  帮助  选则,  三年纪  的学生,  老师  会给  出  有用  的 

信息  帮助  你  升学. 

如果  你  的  孩子  已经  上  高中了,  但  是  不  满意  所选  的  学校,  或者  没有 

很好  的  成绩,  可以  向  专门  的  老师  求救,  寻找  一所  适合  你  的  高中  学



 

 

校. 

"义务  教育  增加  为  10  年  希望  能  促进  人们  最  全面  的  文化  成长，  与 

其他  人  正确  的  和  有  意义  的  沟通  和  能  在  现实  生活  里  融入  社会  来

取  得  一个  正常  的  位子"。  教育  部长  解释  说  这  是  因为  学校  有  义务 

让  每一位  学生  成为  积极  和  自觉  的  城市人，  根据  欧共体  的  劝说. 

 

外国  学生  刚来  到  意大利,  如果  在  本国  已经  结束  了  8  年  义务  教育,  可

以  直接  上  高中,  上  CTP  (Centri  Territoriali  Permanenti  意大利  文短  期培训) 

或者  是象  COSP  –  Centro  per  l’orientamento  scolastico  e  Professionale  从  字母 

开始  学习,  然后  根据  你的  学习  情况  帮助  你  选择  一所  适合  的  学校. 

 

刚到  意大利  的  外国  学生  年龄  超过  15  岁,  但  没有  在本国  结束  8年  义

务  教育的,  必须  继续  上中学,  在CTP  可以  就读. 

 

成年人  也  可以  享受  这种  教育,  继续  学习  在  本国  未  完成  的  学业. 

确实  在  意大利，  和  所有  欧洲  的  国家  一样  只  要  成人们  可以，  他们  就 

可以  继续  发展  和  更新  他们  职权  的  层次。 

仔细  阅读  这本书,  不要  犹豫,  鼓足  勇  气深  入  了解. 

 

义务教育  和  义务职业教育 

在  意大利  公立  学校  scuole  pubbliche  受  教育,  国家  基  本  原则  是  免费 

的,  私立  非  宗  教  或  私立  宗  教  学校  scuole  paritarie,  他  的  有  效度  相 



 

 

同于  公立  学校,  但  不是  免费的. 

小学  scuola elementare  基础  教育  为  5  年  (从  6岁  到  10岁). 

初中  scuola media  为  3年  (从  11岁  到  14岁). 

这  8年  是  义务  教育,  当  结束  时  参加  一次  考试. 

 

然后  还有  2 年   的   义务   教育   或在   高中   两年   期间   完成   或   在  

通过   试验   3 年   制   高中   教学   里完成 .  

 

结束   义务   教育   obbligo   scolastico   后 ,   接受   职业   教育   obbligo  

formativo   到 18岁 .  

职业   教育   可以   在   高中   进行 ,   也   可以   在   地区   职业   学校 ,   或

者   两者   同时   进行 ,   或实践训练 .  

 

托儿所 

在意大利，家长们在孩子满5个月之后就可以把他们孩子交给托儿所了。 

托儿所是给 0到 3岁的孩子提供教育服务的机构，其主要目标是为了提高孩子们

的身心健康。这里鼓励孩子们没有约束自由地表达自己，鼓励他们渐渐学会自立，

并且加强孩子们之间的团结、社交和合作。  

学前班是为3岁到6岁的孩子准备的，是为了培养孩子们的交流、表达、认知的

能力。 

 

小学 



 

 

孩子满5或6岁的时候他们就可以上小学，小学是5年制的，接下来是3年的初中。

在这8年学习之后，有一个中学毕业考试。在初中三年级的时候，孩子和他们

的家长必须决定上哪种类型的高中，这里还有两年的高中教育是义务性的。 

在很多的学校，家长们可以为孩子们选择两种课程时间和学校教育： 

- “全日制”班，一个星期有40个小时，从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从8:30到16:30 

- “表格制”班，一个星期有24小时、27小时或30个小时，从星期一到星期六， 

        下午的课程每个学校的规定不同。 

为了帮助那些工作时间特殊的家长，一些学校会组织早班（从7：30开始）和

晚班（一直到17：00结束）。 

 

初中 

初中是三年制教育。 

每个星期上课时间最少27个小时，最多40个小时。 

每个星期的科目有：意大利语10小时，历史2小时，数学6小时，科学3小时，

技术2小时，计算机信息学1小时,  英语3小时，第二欧盟外语2小时，美术和图

画2小时，音乐2小时，体育2小时,宗教课或其他课外活动1小时。 

此外每位学生和家长可以决定参加学校组织的兴趣选修活动最多不超过4个小

时。 

 

中学第二阶段 

中学第二阶段教育是五年制，不同类型的学校有不同的教育重点，针对不同的

就业目标，但是教育目标是一致的。 



 

 

1. 普通高中分文科高中、理科高中（包括应用科学高中）、音乐舞蹈高中、

艺术高中（有6个专业方向）、外语高中和社会人文学高中（包括经济社

会学高中）。所有的高中都是五年制的，分为2个两年制和1个最后总结年，

高中教育的最后所有学生必须参加全国统考（也就是高考）。 

2. 技校分为两个大部分，每个部分有很多不同的专业方向：经济部分包括“行

政管理、金融和市场营销”专业和“旅游学”专业；技术部分包括“机械、机械

电子学、能源学”专业，“运输和物流”专业，“电子学和电子技术学”专业、“信

息学和通信学”专业，“绘图和传媒”专业，“化学、材料和生物技术”专业，“时

尚体系”专业，“农学、农业食品和农业”专业和“建筑、环境和土地”专业。

这些专业都和社会劳动和生产的大背景相挂钩，一般来说提供相当好的职

业知识教育，也提供良好的人文和科学文化的教育。这些专业也是五年制

的，分为2个两年制和第5年，最后全国统考（也就是高考）。 

3. 职业学院包括商务职业学院、工业职业学院、酒店管理学院和农业学院。

这次的教育改革对职业学院进行了以下改革：针对想要申请进入大学学习的学

生，整个职业学院的教育将设立为2个两年制和第5年，这是因为如果年数不够，

职业学院的教学质量肯定不会让学生在知识准备上有优势。 

 

普通高中的课时大约是每周27到35个小时，根据不同的专业方向和年级而定；

技校和职业学院的课时大约为每周30到36个小时，此外加上每个学校组织的补

习活动，巩固加深和扩充教育，这样的学习安排是很繁重的。 

 

学年日程安排 



 

 

整个学年有大概9个月。 

一般新学年从九月中旬开始，在六月上旬结束。 

两个长假： 

- 圣诞节期间有两个星期（一般都是在12月23日到1月6日） 

- 复活节期间一个星期（在3月或4月） 

此外整个学年中还有一些零散的假期。可能是很重要的非宗教性节日，比如说

4月 25日是解放日，纪念法西斯专制的灭亡；还有可能是国际节日，比如说 5

月 1日国际劳动节；或者是天主教的宗教节日，由于天主教是意大利最普遍的

宗教。万圣节（11 月 1 日），圣母受胎节（12 月 8 日），圣诞节（12 月 25

日）和主显节（1月 6日）是进入民用日历的宗教节日。 

 

上课缺席 

每次学生不去上课，家长都要为缺席作出解释，在记事本或者证明书小册上说

明缺席原因。 

 

完成11年的学习生涯后，学生们可以获得一张毕业证书，这张证书可以让他们进

入社会工作。读完五年中学第二阶段的学生们可以选择去上大学或是直接去工

作。 

在意大利也可以选择去一些每个省大区设置的职业培训课程，为的是帮助学子们

在得到课程的结业证书后进入工作世界。这些专业课程不仅为年轻人开放，成年

人们也可以参加。就像很多高中开设夜校方便成人教育一样。 

 



 

 

 

一体化培训 

一些职业和技术学院会与培训中心合作，提供一体化的两年制或者三年制培训。

这些培训规定学生必须接受学院的理论教学,并且在培训中心参加每年 200 个学

时的职业培训实践活动。 

 

职业考试   

结束前3年职业培训,  获得职业证书,  在意大利境内都有效。  见上。 

地区职业培训中心的组织两年制或者三年制的课程,  课程结束后考试后取得职

业资格证,  只在大区范围内有效。 

 

国家考试或毕业考试   

结束5年的高中教育，参加毕业考试,  获得国家承认的高中毕业证书  diploma  di 

maturità,  具有法律价值，可以注册任何一所大学,  可参加公立或私立的职位竞

选,  也可以工作。现在，大学的各个学院对任何类型高中毕业证书的拥有者都是

开放的。 

 

高中5年结束后 ,  可以上大学 ,  或者上 IFTS课程   (高等技术教育和培训课程 

Istruzione e Formazione Tecnica Superiore)  或者说专业技术课程，这些课程是由很

多学校和职业培训中心、大学和社会上的公司合作开办的。 

 

提供教育 



 

 

国家  提供  教育  方针  (科目  和  每星期  的时间),  大区  根据  不同  的  情况  来

调整. 

 

学校   都   是   独立   的 ,  不一样的 ,  取决   于   POF  (学校教育培训计划   Piano 

dell’Offerta Formativa),  每个  学校  都  让  学生  了解  学校  的  条约. 

 

POF  还  解释  增加  那些  特殊  课目,  这些  课目  可以  排  在  正常  日程  表里 

attività curricolari,  也  可以  排  在  课外辅导活动  attività extra‐curricolari. 

 

学校  决定  有些  课程  在日程  表外,  学生  可以  自  由  选择,  这些  课外  辅导

课  帮助  你  认识  新  朋友,  增加  对  学校  的  兴趣,  让  你  感觉  是  集体  的一

员：绝对不应该轻视该活动的作用. 

 

学校  是  由  很多  班级  组成  的,  班级  的  成员  和  班级  都  要  参加  学校  的 

活动,  家长  和  孩子  可以  选择  学校  提供  的  各种  外语（如果有多种外语可

以选择的话）,  也  可以  选择  学  不  学习  宗教. 

 

学校和家庭的关系 

每个  学校  都  会  及时  的  跟  家长  进行  交流,  通过  不同  的  方法  (成绩  手

册,  通过  网络  联系,  学生  日志). 

每年  有  两  次  学校  组织  家长  和  老师  见面，商谈  学校  的  发展  和  孩子 

在  学校  的  学习  情况,  另外每一个老师可和家长面谈，只需要进行单独预约。 



 

 

家长参加家长会,  跟老师谈话是很重要的。 

 

学习评估 

学年结束后，班级评审团  (由老师和学校主任组成  )给学生进行最后结果评分. 

 

班级会议评分的结果会有以下几种情况: 

- 升级  promozione 

- 留级  non promozione (在同一个班级最多不能重复两次留级) 

- 升级,  但有课目不及格  promozione  con  debito  forma‐tivo:  没有达到升级 

的  标准,  (一般  有  三  到  四  科  不  及格,  每  个  学校  不  一样),  但科目

的缺陷不至于到无药可就的地步,  不及格的科目第二年必须完成. 

 

课后补习 

所有  的  学校  都  有  个  部门  组织  对  学习  有  困难  的  学生  进行  课  后  补

习:  如果  你  增加  在  学校  学习  的  时间  积极  的  利用  这  种  补习  会  很 

有益. 

 

家庭作业 

学生  回到  家  要  完成  当  天  老师  布置  的  作业,  巩固  知识,  一般  说来  如

果学生  在  学校  很  用功,  不  需要  花费  很多  时间  完成  家庭  作业. 

 

如果有时没有  家庭  作业,  学生  可以  花费  一些  时间  弥补自己的不足  之处, 



 

 

下午  的  时间  应该  很好  的  计划,  注意  力集  中  地  来  学习. 

 

课后补习 

在整个学年中,  孩免费享受下午放学后免费的补习服务，该服务是由不同的服务

中心组织的，在这些中心里，有很多志愿者老师教学生们学习和完成作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