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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信息 
 

问问问问：法国高等教育情况如何？ 

答答答答：法国的大学和学院教育现已与欧洲各国接轨，即大学三年为学士学位文凭

（LICENCE），第四第五年为硕士文凭（MASTER1 和 MASTER2），之后第六至第

八年为博士文凭（DOCTORAT）。即 LMD 三五八学制，相较以前的学制，学生的选

择更多，拥有更多的自由度和可塑性。 

法国高等教育机构除各大学（均为公立）之外，还有许多公立或私立高等工程

或商业学院，称为高等学校（GRANDES ECOLES）。进入此类院校除必须已取得中 

学毕业证书(BAC)外，还须通过严格的考试后进入预科学习。近几年，各类院校也开始

从中国直接招收大学生入校学习。 

 

问问问问：南特大学情况如何？ 

答答答答：南特大学建于 1460 年，后于大革命期间关闭，于 1919 年再度启用，1962

年才重新开始招生。如今，南特大学以学生总数三万多居全国第二位，包括圣纳泽尔

及拉罗什大学。是法国西部最重要的公立科研与教学机构。 

 

问问问问：南特企业管理学院（IEMN-IAE）与南特大学是什么关系？ 

答答答答：南特企业管理学院是南特大学下属的学院，建于 1958 年。其他学院有：文

学院、法学院、理学院、普通行政学院、经济管理学院、医学院等。法国各大学下属

的企业管理学院共有 29 所，其共同的宗旨在于推进管理科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南特

企业管理学院同亚洲（特别是中国和越南）与欧洲（特别是保加利亚和匈牙利）各国

建立了合作关系。 

南特企业管理学院又设有法中国际企业管理中心，主要负责亚洲学生企业管理

硕士与欧洲学生法中国际企业管理硕士的招生与管理工作。 

 

问问问问：南特位于法国的哪个省？ 

答答答答：法国共有 22 个大区，95 个省。南特是法国卢瓦尔河大区（共分五个省）的

首府，位于大西洋卢瓦尔省，邮政编码以 44 为首。法文名字：Nantes, Loire-
Atlantique (44), France。 

 

问问问问：南特气候如何？ 

答答答答：南特是海洋性气候，冬天不太冷，很少下雪；春秋多雨；夏天不太热。 

 

问问问问：贵院企业管理硕士班准确是哪一天开始上课？什么时候毕业？ 

答答答答：我们每年正式的开学时间为九月初，但我们希望从中国来的学生早些到法

做好准备。另外，开学前几天语言学院有为期四天的语言强化课，可以参加（需另交

钱，大概在 100 欧元左右）。 

 毕业时间在第二年的 10 月份，即理论课程于笠年四月结束，学生经过 3 至 6

个月的实习后于 9 月进行实习答辩。10 月份将能够拿到文凭证明、实习证明及学习成

绩单。



 

报名表格、录取、签证 

 

 

问问问问：法国南特企业管理学院设置些什么课程与文凭？ 

答答答答：法国南特企业管理学院下属的法中国际企业管理中心向中国学生提供企业

管理硕士文凭。分一年和两年制。一年制指法语已过关的亚洲学生，直接进入一年的

企业管理课程学习；两年制指法语水平仍达不到上课水平的亚洲学生，第一年学习法

语，第二年再进入专业学习。 

另外，我们还提供法中国际企业管理硕士文凭，其法文名称为 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Franco-Chinois，是专为欧洲学生开设的。  

请到我院法中国际企业管理中心网站 www.iemniae.univ-nantes.fr 了解具体情况， 有

中法英三种文字的说明。 

 

问问问问：如何报考法国南特企业管理学院？需要提交哪些材料？ 

答答答答 ： 从每 年 一 月 份左右 开 始 ， 学 生 可 以在我 们 的 网 站 上 （ http://iemniae.univ-

nantes.fr ）下载报名表格，中、法（英）各填一份。填妥后附上表格上要求的一切材料

于三月底（在华学生）或五月底（在法学生）寄回我院。 

 

问问问问：是否有预注册？入学是否有考试？什么时候?是关于法语水平的考试还是经

济专业的考试? 面试主要是什么内容？ 

答答答答：我们这里没有预注册，一旦学生的报名材料被接受，我们将通知学生于四

五月在中国（上海或北京，在华学生）或六月份在法国南特企业管理学院（在法学

生）进行笔试和面试，随后两周内会通知学生是否录取。笔试主要是法语水平的考

试，不涉及经济管理专业。面试内容要看学生法语口语能力及学生报本专业的动机。 

 

问问问问：我能够同时收到所谓语言学校的通知书和专业学习的通知书吗？ 

答答答答：学生一旦被录取，将会收到一份南特企业管理学院的录取通知书（不管是

一年制还是两年制），并说明由南特企业管理学院负责预订住房。据此便可办理签

证。 

 

问问问问：如果我准备先读语言，需不需要参加 TEF/TCF 考试？ 

答答答答：TEF/TCF 考试是法国语言与学术评估中心要求的，一定要参加。多少分数

可以通过由他们掌握。学生可查询 www.cela-cn.org 网站。 

 

问问问问：这个项目会不会优先录取那些在贵校读语言的学生？在法国其他学校的学

生每年录取名额有多少？ 

答答答答：我们确实会优先考虑在我院读语言的学生。但我们无法提供其他学校学生

每年的录取名额。企业管理硕士专业亚洲学生录取总数每年为 30 名左右。 

 

问问问问：我一旦被第一年语言预备班录取，是否第二年一定能上企业管理硕士？ 



答答答答：不一定。语言预备班每个月都有考核，以观察学生的进步情况。第二年需

像其他同学一样参加面试。学生需要有良好的法语成绩，并能过面试方可进入第二年

企业管理硕士专业。 

 

问问问问：您需要的材料是否要有中、法两个版本？ 

答答答答：学习申请书及简历需要中法两份，其他材料需要原件、翻译和公证件的复

印件。原件在面试时需提交以便核实。 

 

问问问问：法国大使馆需要法国大学预注册证明和语言学校预注册证明才可以报签证

面签。我何时可收到这些文件？ 

答答答答：面试后两周内学生若录取会收到我院邮寄的录取通知书原件证明。 

    

问问问问：我想问一下出境去法国前需要在国内体检吗？ 

答答答答：学校不要求学生体检，应该是在签证时使馆对此有要求。 

 

问问问问：报名表格上有一年和两年之分，我该报哪一种？ 

答答答答：如果学生的法语水平足够听课，则可直接报一年制的企业管理硕士班；如

不够，则需先学一年法语。具体学生的法语水平能够上哪个班，须经我院负责人的面

试后方可决定。



 

文凭 
 

问问问问：请介绍一下贵院所提供的各种文凭。 

答答答答：我们是南特大学企业管理学院下属的法中国际企业管理中心，中心提供两

种文凭：面向欧洲学生面向欧洲学生面向欧洲学生面向欧洲学生，我们提供的是“法中国际企业管理硕士文凭”，目的是培养

欧洲学生了解中国大环境下的企业运作方式。他们的课时中包括每周 10 小时的中文

课，最后赴亚洲进行实习，因此不适合中国学生；面向亚洲学生面向亚洲学生面向亚洲学生面向亚洲学生，我们提供的是“企

业管理硕士文凭”，其目的是一样的，只是正相反，培养亚洲学生了解欧洲（特别是

法国）企业的运作方式。 

另外，对于学两年制企业管理硕士的学生，我院与南特大学对外法语教学与科

研中心联合设置的第一年课程从今年起成为大学文凭，即学生所学课程与第二年的企

业管理课程有紧密联系，读完第一年后，成绩合格将获得南特大学颁发的文凭，因此

学费也相应有所调整。持此文凭方可向南特企业管理学院递交报名材料。 

 

问问问问：贵校企业管理硕士文凭是不是法国国家级文凭? 

答答答答：在我院攻读学位获取的文凭是法国国家级文凭，毕业证上文凭名称是  

“REPUBLIQUE FRANÇAISE 
MINISTERE DE L‘EDUCATION NATIONALE， 

DE L’ENSEIGNEMENT SUPERIEUR ET DE LA RECHERCHE 
UNIVERSITE DE NANTES 

Master Professionnel, mention Management, 
spécialité Administration des Entreprises” 

即：法兰西共和国，法国高等教学与科研教育部，南特大学，颁发硕士文凭，全名：

企业管理硕士专业文凭。 

 

问问问问：文凭上会不会标明"中国班"? 

答答答答：与其他法国硕士文凭一样，没有“中国班”字样。另外，企业管理硕士有

强化班和常规班，两个班所获得的文凭也是一模一样的。 

 

问问问问：我听说南特大学企业管理学院法中企业管理中心所颁发的硕士文凭是“企

业能力认证文凭”（CERTIFICAT）而不是与法国公立大学硕士二年级有同样效力的

“国家文凭”（DIPLOME），也就是说在学生毕业时，中国教育部有关机构不给予认

证和不承认硕士文凭，这是真的吗？ 

答答答答：我院提供的文凭从一开始便是国家文凭，即“企业能力认证硕士文凭” （

DESS CERTIFICAT D’APTITUDE A L‘ADMINISTRATION DES ENTREPRISES）；

只是两年前随着法国教育部学位名称的改革而改成“企业管理硕士文凭”（MASTER 
ADMINISTRATION DES ENTREPRISES）。因此，学生在我院 一旦通过考试和实习

答辩，获得的是企业管理硕士国家文凭，而不再是“企业能力认证硕士文凭”。中国

驻法使馆教育处将给予认证。 

 

问问问问：该文凭从几年级开始学习? 



答答答答：只要在国内拿到大学四年级本科文凭，便可申请读此项目，相当于法国高

中毕业后第五年专业硕士（bac+5，或 Master2），学制一年。 

 

问问问问：请问攻读的文凭或培训项目类型？毕业时的文凭等级如何？是否被中国政

府承认？ 

答答答答：Master2 专业硕士文凭，相当于五年高等教育学历，是中国国家教委承认的

文凭，与国内的硕士是同等学历。 

 

问问问问：请问除企业管理硕士之外，能否在你院读其他文凭？ 

答答答答：原则上我们建议中国学生第一年先读 MAE 企业管理硕士文凭，以便获取最

基本的企业管理知识。毕业后学生欲攻读其他专业，可在我院继续选择更加专业性的

文凭，如财务管理、企业创新与治理、会计审计、卫生产品与服务、市场营销硕士

等。但这些专业对学生的法语水平要求会更高，每年的名额也十分有限。学生需递交

报名材料并由专业负责人进行面试考核。 

 

 问问问问：如果我在法国读的是私立学校，是否可能报考公立院校，例如贵院？ 

 答答答答：私立学校的文凭必须经过法国政府的认证（diplôme homologué)，才可 

认为是与公立教育体制一样的文凭。 

 

    问问问问：我有国内大二的文凭，工作了四年，并在法国读了一年大学，是否可以

报考贵院？ 

 答答答答：我院向亚洲学生推出的项目是硕士文凭，即 Master2，因此需要学生至少

拥有大学四年的文凭。任何大学四年以下的文凭我院均不予考虑。 

 

问问问问：我们什么时候能够拿到正式文凭？ 

答答答答：学生入学后的第二年如一切考试合格、通过毕业答辩，10 月份便可拿到文

凭证书、实习答辩证明及学习成绩单。正式文凭将于 6 个月之后，即入学 1 年零 6 个

月之后（3 月份）正式颁发。 

 

问问问问：如果我已回国，我的文凭学校是否负责寄送？ 

答答答答：正式文凭将于三月份颁发。如果学生仍在法国，可自行来取，我们也可挂

号寄往学生指定的地点；如果学生已回国，鉴于文凭一旦制出不可再重制，为安全考

虑，我们不实行寄送方法。因此学生可交付一封委托信要求其他学生代领转交；或每

年我院老师借赴中国招生时可将文凭带给学生。同样，学生可委托其他学生在国内指

定地点代领，但代领学生须持有文凭主人的委托信。 



 

学费 
 

问问问问：如果读语言，除了您提到的语言学费和所有学生都要交的杂费、保险费之

外，对于企业管理课程我还要交纳其他费用吗？ 

答答答答：本年度第一年的管理语言费用是 2965 欧元，其中包括注册费和医疗保险费

（28 岁以下）。第二年的费用要等第二年被录取进入硕士课程之后才需交纳。 

 

问问问问：我知道第二年的专业学习费用为 4000 或 2300 欧元，作为一所公立大学，

我不太明白为什么项目要收费，能否解释一下?  

答答答答：我们虽是公立大学，但硕士第二年（MASTER2）辟有特殊课程，同一般的

MASTER1 不一样，且课程安排很紧，一年有 600－700 学时。因此法国公立大学有些

MASTER2 是允许收费的。 

 

问问问问：被南特大学企业管理专业录取以后为什么要先汇 1000 欧元到南特大学帐户? 

答答答答：这是我院法中国际企业管理中心的要求, 以保证被录取的学生拿到入学通知

书后一定到我院报到。 只有在 1000 欧元到帐以后, 我们才能跟使馆确认, 以便学生拿到

签证, 这也是法国使馆的要求, 即我们让学生来法国的目的是学习, 而不是做其他事情。 

问问问问：我们向南特大学汇款以后, 是否可以在学费中扣除？ 

答答答答：交纳学费时,我们可以实行扣除押金的作法,剩余需交费用学生在法国银行开

启帐户以后以支票付讫。 



 

面试－笔试 
 

问问问问：材料一旦递交，大概什么时候会有面试? 

答答答答：在国内，面试的时间大约在四五月份。法国一般在六月份，在法的中国学

生递交材料后，我们会在五初底六月初向学生发出面试通知书。 

 

问问问问：希望您能够告诉我如何准备贵校的面试。 

答答答答：面试不需做任何准备，主要是考查学生的法语水平及学习动机。要带齐所

交材料的一切原件以便核实。 

 

问问问问：这是我的第一次面试，我想知道是什么形式的面试，是做法语试题？还是

老师与学生之间的交流？面试持续多长时间？面试围绕哪些问题？ 

答答答答：面试时间需要预备半天的时间，主要是负责人与报名学生面谈，考查法语

口语能力和学习专业的动机。另外有一个笔试，与专业无关，主要考查法语的理解与

写作能力。面试后一两周内学生会收到结果。 

 

问问问问：我想和学校商量一下，如果这次面试觉得我口语弱一些，能否仍然允许让

我读该项目的第二年。您觉得有这种可能性吗？ 

答答答答：关于读一年还是两年，面试时将由负责人根据学生的法语情况决定。 

 

问问问问：最后的录取结果要等所有面试结束后才能出来，是吗？就是说不会发生如

果月初名额满了，月底就不安排面试的情况吧？ 

答答答答：我们会安排所有在五月底（在法学生）或三月底（在华学生）前报名的学

生进行面试。因此上述情况不会出现。 

 

问问问问：我想请问一下，我是否可以通过电话面试或是其他的方式呢？ 

答答答答：我们从来不接受电话面试或其他见面以外的方式。 

 

问问问问：由于原来读的是预科，并没有参加过法国的语言考试。请问申请的时候需

不需要提交语言证明，是否需要再考？  

答答答答：如学生已在法国境内，我们便不需要学生的法语成绩。 

 

问问问问：我现在读的专业比较难，怕最后考试不大理想，不知道这种情况对明年申

请贵院硕士专业有没有影响？  

答答答答：我们只要求学生拥有大学本科文凭（欧洲的 Master1），在国内只要拿到了

本科文凭就可以报考。但如果学生正在读本科文凭而不太肯定获得，则困难会大一

些。 



 

强化班－常规班 
 

问问问问：请问贵院为何为亚洲学生设置强化班（Groupe Intensif）和常规班 （Groupe 

Standard）？ 

答答答答：企业管理硕士的课程学习进度很快、强度十分大，如果学生的法语水平足

够同法国学生一起听课，通过我们中心负责人的考核之后，有些学生可以进入“常规

班”，即与攻读企业管理硕士课程的法国学生同班，老师不会照顾外国学生的语言困

难。设置“强化班”的目的在于，使法语听课仍有困难的学生能够在辅导老师的帮助

下顺利读完一年的企业管理课程，同时我院也会更多照顾这些学生全面了解法国社会

及企业运作方式。 

报考我院企业管理硕士的亚洲学生均不需要通过全国统一考试，只需经过本院

专业负责人的面试及笔试即可。 

 

问问问问：这个专业是专门给中国学生设置的吗? 

答答答答：我院开设的企业管理硕士专业有若干个班，其中有专为亚洲学生开设的强

化班，主要针对那些法语听课能力还未过关的学生，外加 200 课时的辅导课。从九月

到四月的理论课程中我们会让亚洲班的学生与法中国际企业管理硕士班的欧洲学生一

起听课和完成作业。因此与法国学生的接触很多。 

 

问问问问：我是否可以申请进入常规班？ 

答答答答：面试时由负责人根据学生的法语水平决定上哪一个班。我们基本不考虑学

生提出的要求。 

 

问问问问：我知道法语特别好的学生可以进入常规班与法国学生一起上课，我属于法

语稍弱一些。但是如果我能和法国学生一起上课，法语会提高得更快些。基于此，不

知有无可能把我分到和法国学生一起上课的常规班？ 

答答答答：关于强化班与常规班的录取情况是由面试老师决定的，一定是根据学生的

法语水平而定。如果法语听课水平不够，上了常规班会非常困难。与其艰难地去法国

学生班听课，不如稍微轻松地上亚洲学生班。无论如何，两者的文凭是一模一样的，

没有任何区别。 

 

问问问问：强化班和常规班参考什么成绩招收学生? 

答答答答：强化班和常规班没有什么参考成绩（当然学生的报名材料很重要），主要

看面试时老师根据学生的法语水平和听课能力是否足够而定。 

 

问问问问：法国学生与中国学生招生有何不同？ 

答答答答：法国学生要进入企业管理硕士专业须参加全国企业管理学院的统一考试，

录取者方有资格进入专业学习。中国学生不用参加此项考试，而直接参加我中心组织

的面试，因此对法语和专业的要求相对低一些也较容易一些。 

 



问问问问：这两个班有什么区别？比如文凭或教学质量上？如果成绩好能从强化班跳

到常规班吗？  

答答答答：常规班与强化班在文凭上没有任何区别，教学质量上两者的教师与课程安

排基本上是一致的，只是后者会多加一些辅导课以帮助学生克服语言上的困难。另外

我们会安排两个班的学生外出参观周边法国企业。学生一旦在年初定于进强化班，不

存在成绩好坏是否可跳班的可能。 

 

问问问问：强化班的课程设置是否很紧？我是否有时间外出打工？ 

答答答答：强化班要在六个月的时间里完成 700 课时的任务，所以时间确实安排很

紧，加上学生在课外的学习时间，应该没有时间外出打工。



 

毕业实习、其他 

 

 
问问问问：我们的实习怎样准备，自己找还是学校帮助找？ 

答答答答：企业实习是学生自己寻找，一般从年初便开始进行，学校会向学生提供相

关信息，但并不负责帮助学生找实习。这也是对学生自己找工作的一次锻炼。 

 

问问问问：请问我们什么时候毕业？是第二年 6 月吗？实习一般是安排在哪个时间

段？ 

答答答答：我院企业管理专业一般是 9 月初开学，笠年 4 月中旬结束理论课程，随后

是 3 至 6 个月的企业实习，9 月份实习报告答辩。最后毕业时间为第二年的 10 月底，

学生需在法国至少居住到 10 月底，并在法国拥有有效地址以方便寄送文凭证书和成绩

证明。 

 

问问问问：我想买些有关企业管理的专业书带过去，可是书店这方面的书实在太多，

不知选哪些合适。您能给我提些建议吗？ 

答答答答：我们一般不主张学生买中文书，我们的图书馆里可借到有关的法文专业书

籍。 

 

问问问问：我是否可以到中国实习？ 

答答答答：一般来说，从亚洲来的学生我们主张他们在欧洲实习，以便观察了解欧洲

企业的运作方式。除非有特殊情况，我们不鼓励学生回到原籍实习。 

 

问问问问：第一年法语课程具体在什么时间结束？ 

答答答答：第一年法语课程于 6 月底结束。 



 

 

境外服务，接机 

 
问问问问：我到达巴黎之后，是否可随时能联系上，联系电话是多少? 

答答答答：南特企业管理学院的联系方式均在网上。学生从中国乘飞机或火车到达南

特之前，我们会告知具体接站人的姓名和手机号码。 

 

问问问问：不知我 8 月底赴法的时候您那边是否安排接机并及时安排住宿事宜？ 

答答答答：我们要求学生及时将到法时间告知我们，以便安排接机和住宿。另外我们

只负责在南特的接机接站事宜，请到巴黎的学生自己买火车票到南特。 

 

问问问问：我想问一下关于一万多欧元学费的存储问题，是否一定要存法国银行？ 

答答答答：关于一万欧元的问题，不建议学生以现金方式带过来，以减少风险。学生

到法国以后，有专人带他们到银行去开户, 学生可以通过银行汇款或者现金支票的形式

转帐（请注意兑现时一定要在支票背后签名）。我院负责联系法国银行。 

 

问问问问：南特有中国银行吗？ 

答答答答：南特没有中国银行。我们为学生存款联系的银行是法国大众银行（Banque 

Populaire）。 

 

问问问问：我带去的现金支票一周后才能解现，也就是我得等解现后才能在那里开户

支付学费，请问这样行不行呢？ 

答答答答：学生带来现金支票之后，我们会尽快带学生去银行开户。一周后，学生会

收到银行寄去的信用卡和支票，据此可交纳一切费用。另外要准备一些现金以备不时

之需。 

 

问问问问：到法后办理居留证，如果已婚要提交证明。这个证明是指结婚证吗？需要

在国内进行翻译公证吗？还是需要在法国找别人翻译？ 

答答答答：结婚证明就是结婚证，需要在国内进行翻译公证。 

 

问问问问：关于存款证明，是否需要在银行里一次性把一年的费用（6000 欧元）都存

进去，然后银行据此开具证明？ 

答答答答：要办理居留证，需要银行开具学生账上具有 6000 欧元的证明。因此学生必

需带够这笔费用以便存入银行。 

 

问问问问：签证申请表上的法方地址应该填什么？ 

答答答答：填法国南特企业管理学院（IAE）的地址便可（见网上）。 

 

问问问问：学校只接受在当地银行的支票，我想带汇票，但是汇票上需要填一个地

址。请问填哪个地址？ 



答答答答：汇票上可填 IAE 的地址，并注意一定要填上学生自己的名字，如此入账时

才能算作学生存入银行的款项。 

 

问问问问：学校报名材料上有“社会保险生效前临时保险费约 90 欧元”一说，请解释

一下。 

答答答答：中国学生到法国要办理学生证之后方可拿到社会医疗保险，估计约一个月

左右。在此之前学生没有任何担保。因此，学校为慎重起见，为每位来法的学生购买

此临时保险，使学生一踏上法国土地，在正式保险生效前便可报销 75％左右的医疗费

用。 

 

问问问问：如果航班到南特的时间比较晚，当天可能无法和老师或其他同学有所联

系，所以我想先向您了解一下到达南特后，下一步都做什么？ 

答答答答：无论学生什么时候到南特都会有人去接，然后直接送到宿舍。接机人员会

及时告知下一步行动。第二天就可以到办公室来借书或咨询，或者去城里转一转了解

情况。 

 

问问问问：是学校的人接机还是中介的人接机？签证申请表上要填具体的住法地址，

宿舍地址是什么？ 

答答答答：是学校派专人去接机。由于我们无法预先知道哪位学生安排在哪个宿舍，

我们便无法通知各位学生的具体地址。签证表上可填 IAE 的地址。 

 

问问问问：乘飞机到巴黎，出了机场在哪里乘地铁到火车站？去南特高速火车的时间

如何？ 

答答答答：巴黎戴高乐机场内部就有直达南特的火车，指示牌会写得很清楚。到车站

后可当时现买火车票。一般来说一天会有两趟火车到达南特。具体情况可参见：

http://www.voyage-sncf.com  

 

 问问问问：巴黎至南特坐火车需要多长时间，票价多少？ 

答答答答：巴黎至南特坐高速火车（TGV）要两个多小时，票价因时间而异，单程大

约在 50 至 70 欧元之间。



 

住宿 
 

问问问问：贵院为学生安排的住房情况如何？ 

答答答答：我们为从中国直接来法的学生预订的住房一般有几种情况。要注意在南特

寻找住房很不易，如学生可以自己解决，可事先说定，我们便不必为学生预订。而一

旦预订了住房，则学生需按房主规定交纳租金，不可中途自行改变条文。另外，我们

给学生安排住房时不接受学生的特殊要求。特请注意，法国房主在出租房子同时要求

学生家长提供书面担保，鉴于外国学生家长无法提供此担保，则房主对此并无要求。

因此希望学生体会到房主在这方面的宽容，并满足房主所规定的一切有关住房要求。

我们为学生预订的住房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1、私人出租公寓，即一间公寓内学生每人占用一间房间，厨房、浴室、卫生间

公用。所有住房均提供家具和被褥，大部分住房提供冰箱和炊具，少部分住房有洗衣

机、洗碗机。 

2、出租单间寓所，内部配有浴室、厨房，厕所有的为楼道公用，提供家具、炊

具、被褥。到达时间需避免周三、周六及周日。 

 

问问问问：如果我在法国有亲属，是否可以不需要贵院替我预订住房？    

答答答答：我们不要求学生一定住我们预订的住房，但须事先说明。学生需向我院提

供正式的住房担保，之后我院方可向该生提供正式入学通知书。这一点请一定注意。 

    

问问问问：因办理签证手续的需要，提交材料时需要在法留学期间的住房证明。发给

我录取通知书的时候住房证明能一并发给我吗？ 

答答答答：关于住房，我们给学生提供的录取通知书上便有关于住房的证明，没有问

题。 

 

问问问问：外出实习期间，预付的押金能全额退吗？  

答答答答：学生需要外出实习需要提前向房东提交退房信函。学院也会向学生提供有

关证明。学生与房主作过住房状况检查一切合格后可收回预付押金。 

 

问问问问：如果我在 9 月 1 日之前到达，是否可以安排入住？ 

答答答答：原则上，学生在 8 月 25 号之后到达均可入住所安排的住房。 

 

问问问问：请问住房补贴从什么时候开始申请？ 

答答答答：学生到法国后将一切住房银行手续办妥后便可开始申请。但必须拿到居留

证之后，房补机构才可着手处理申请材料。原则上，学生拿到居留证后第二个月份方

可拿到房补。即如果学生于十月三十日拿到居留证，从十一月便可拿到房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