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大学工程师预科项目招生简章

经学校批准，继续教育学院和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共同举办法国大学工程师预
科项目。招收我校大二、大三学生，在大学城校园利用晚上、周末及寒暑假进行
法语培训，学生本科毕业时免费帮助其申报法国合作院校攻读工程师课程。
目前开办的项目是针对三个法国工程师学院硕士，报名时间：2017 年 7 月
—9 月，开课时间：2017 年 10 月。
★项目申请服务费用说明：
总费用：66800 元人民币
●费用包含

●费用不含

√800 学时语言培训；

×国内-目的地机票；

√学生背景提升方案；

×签证费用及第三方公证费；

√学生个性化选校方案；

×办理护照的所有费用；

√个性化留学文书创造；

×境外服务费及住宿费用；

√申请递交；

× TCF/TEF 考试报名费；

√一年海外留学管家服务等。
咨询电话：韩老师：185-6063-4399（微信号 172079179），
刘老师：155-2107-8396（微信号 466710607），
工作 E-mail：newivy_gz@163.com
所有项目免费提供的服务：
◇7000 元人民币境外服务费；
◇学生在法国学习期间，学校负责行政、学业、后勤等方面的监管；
◇戴高乐机场接送学生到宿舍；
◇协助办理居留、交通卡、保险、银行卡等相关行政手续和生活指导。

请有意参加的同学电话或微信咨询

一、法国鲁昂高等工程师学院硕士项目
ESIGELEC 成立于 1901 年，是一所在法国极具竞争力的工程师院校，有一百
多年的历史，是传统意义上的工程师学院。它是由法国教育部、工业部、商业协
会共同支持发展的。ESIGELEC 位于法国诺曼底大区首府鲁昂市的科技开发园区
内。该地理位置吸引了法国 9 家大型企业在此投资，成为法国第二大工业园区。
尤其在汽车和航空，电子业等，同时也是欧洲能源的出口重要基地。学校实行小
班化、精细化教学，建校百年以来，有 8000 名毕业生分布在不同领域；同时学
校非常重视国际的发展和合作，有 650 家海外公司，73 所海外合作院校，提供
学术研发、交流和培训等合作。鲁昂市距离巴黎大约 1 小时的车程，便捷的交通
给学生和当地的法国人提供了良好的工作和生活的空间，生活成本较巴黎而言更
低，为在法国的学习和生活减少了大量的开支。

一、申请 ESIGELEC 的理由：
◎拿破仑时代建立，学校有百年的历史，校友网络遍及国际。
◎文凭得到法国、欧盟和中国教育部认可，在法国毕业后获得工程师文凭（硕士
文凭）。
◎每个学校以自己的专业作为重点学科，更加侧重实践能力的培养，理论与实践
结合性更强，有利于学生的职业发展。
◎有一半的师资来自企业，实践性强；而公立大学的老师更多的是从事理论研究。
◎小班教学贯穿在工程师的教学中，有利于学生和老师交流的机会多，可以利用
的资源更多。
◎学费相对于美英澳等国家，十分适合工薪阶层家长接受。学制短，费用低，教
学质量高，就业机会大。

二、学校排名：
2015 年工程师学校综合排名第 18
2015 年五年制工程师学校数字领域排名第 5
2015 年五年制工程师学校排名第 10
私立工程师学校科研领域排名第 2

2015 年五年制工程学校排名前 5
2014-2015 年度电子专业在五年制工程师学校中排名第 1
荣获雇主最喜欢的学校前十名

三、法语授课专业：
◎电子系统工程学 （ISET）

◎信息系统工程 （GSI）

◎通信工程 （ICOM）

◎自动控制和工业机器人技术（ARI）

◎结构和网络安全 （ASR）

◎ 机载系统工程学（ISE）

◎电子和交通工程 （GET）

◎商务工程师（IA）

◎金融工程师 （EF）

◎ 能源工程师（EDB）

◎生物工程师 （EBIOM）

◎机电工程师（MCBGE）

四、法语授课学制：
二年学制为：2 个月法语课程+2 年专业课程（含 4-6 个月带薪实习）；
三年学制为：1 年预科+2 年专业课程（含 4-6 个月带薪实习）；

五、申请要求：
国内一本院校相关工科专业本科毕业，学士学位获得者，成绩良好平均分达
到 75 分及以上，法语或英语流利。二年学制要求学生法语达到 TCF/TEF B2 的水
平。雅思 6 分。

六、入学时间：
每年 9 月

七、学费说明：
二年制的学费：约 7000 欧元左右/年（2 个月法语学习+2 年专业学习）；
三年制的学费：约 7000 欧元左右/年（1 年预科学习+2 年的专业学习）；
◎法语水平决定学习的学制；
◎以上法语授课学费金额仅供参考，每年都有调整，以学校通知为准。

八、英语授课专业：
◎电子嵌入式系统（Electronic Embedded Systems）
◎计算机信息系统（Information Systems）

九、英语授课学制：2 年制（含 4-6 个月带薪实习）

十、入学时间及学费：
◎电子嵌入式系统：
※入学时间：9 月/2 月（2 年专业学习含 4-6 个月带薪实习）
※学

费：学费 15500 欧元/二年

◎计算机信息系统：
※入学时间：9 月/2 月（2 年专业学习含 4-6 个月带薪实习）
※学

费：15500 欧元/二年

★以上英语授课的学费金额及供参考，每年都有调整，以学校通知为准。

十一、面试与录取：
申请法语授课与英语授课项目学生，都需要通过校方组织的面试或 SKYPA 面
试。法语授课直录专业的学生必须用法语面试，其它的是可以选择法语或英语面
试。

十二、中国学生毕业就业情况：
据统计 ESIGELEC 毕业生 86%左右（含法国和中国等国际学生）在 2 个月内
找到自己的第一份工作，平均起薪 37600 欧元/年。截止 2015 年年底，有上百名
中国学生在鲁昂高等工程师学院接受了精英教育，并且之后都得到了很好的发
展。大部分中国学生主要在巴黎、上海和北京三地工作，多数在其就职的公司担
任工程师，他们大多就职于电子、通信行业以及机械制造业。所在公司有法国雷
诺、中国惠普、微软、华为、甲骨文公司、宝马、Dassault Systemes、AIR LIQUIDE、
法雷奥（上海）、汇丰银行、国家电网、法兴银行、中国移动等等许多大型跨国
公司和国内著名企业。

二、法国 ECAM 里昂工程师学院双文凭项目
法国 ECAM Lyon 工程师学院于 1900 年创建,是法国精英院校协会成员学院之
一。于 1948 年获得了法国工程师学位委员会的认证, 于 1962 年获得法国国家认
证。学院为法国及欧洲企业培养了大约 5600 名工程师,一百多年的高品质教学和
严谨的学风让毕业于 ECAM Lyon 的工程师们倍受欧洲工商企业界的青睐。
法国 ECAM Lyon 工程师学院位于法国第二大城市里昂，里昂是法国重要的工
业、商业、经济、文化中心，是法国南北、欧洲大陆、索恩河和罗纳河之间重要
的交通枢纽，乘坐 TGV（高速火车）到巴黎、马赛只需两小时的车程。

一、学校排名：
2014-2015 三年制工程师学校综合排名第五；
2013-2014 三年制工程师学校综合排名第四；
2012-2013 三年制工程师学校综合排名第十三；
2014-2015 五年制航空航天、机械以及自动化专业排名第七；
2013-2014 五年制航空航天、机械以及自动化专业排名第七；
2014-2015 五年制环境治理专业排名第五。

二、院系设计：
法国 ECAM Lyon 工程师学院,根据其教学和研究领域, 可以分为五个部分 :
机械工程学, 电子及自动化工程学, 材料工程学, 信息化管理和生产管理等部
门。 学院开设的学科覆盖了欧洲大学工业集团和中小型企业的各种工业科技领
域。

三、专业选择：
◎机器人工程
◎工业设计

四、法语授课学制：
二年学制为：2 个月法语课程+2 年专业课程（含 4-6 个月带薪实习）；
三年学制为：1 年预科+2 年专业课程（含 4-6 个月带薪实习）；
◎2 个月法语课程在鲁昂高等工程师学院进行授课，然后直接进入 ECAM Lyon 工

程师学院专业学习；
◎1 年预科在鲁昂高等工程师学院授课完成后，成绩合格直接进入 ECAM Lyon 工
程师学院专业学习。

五、入学时间：
每年 9 月

六、学费说明：
二年制的学费：约 7000 欧元左右/年（2 个月法语学习+2 年专业学习）；
三年制的学费：约 7000 欧元左右/年（1 年预科学习+2 年的专业学习）；
◎法语水平决定学习的学制；
◎以上法语授课学费金额仅供参考，每年都有调整，以学校通知为准。

七、面试与录取：
申请法语授课项目学生，都需要通过校方组织的面试或 SKYPA 面试。法语授
课直录专业的学生必须用法语面试，其它的是可以选择法语或英语面试。

八、毕业文凭（双文凭）
★ECAM 工程师文凭；★合作院校颁发理科硕士文凭。

三、法国拉罗谢尔高等工程师学院硕士项目
法国拉罗谢尔高等工程师学院（EIGSI） 隶属于拉罗谢尔工商会，是法国大学
校和工程师学院中的一员，始建于 1901 年，已有百余年历史，以其工业系统设
计、能源与环境工程、机电一体化、工业系统管理、网络与信息工程以及建筑工
程等专业领域的卓越教育在法国享有崇高声誉。
法国拉罗谢尔高等工程师学院作为典型的精英学院，学校在校生 800 余人，各
类教师超过 270 人，师资配比非常高，即使在工程师学院里也不多见。学校下设
两个国家重点科研实验室，与全球范围内 70 多个大学及科研机构建立合作关系，
学生就读期间可选择德国、英国、阿根廷、比利时、巴西、加拿大等地进行交流
学习；本校学生还可在 25 个双学位项目中进行选择，其中包括巴黎中央理工大
学、巴黎第六大学、凡尔赛大学等知名学府。
拉罗谢尔高等工程师学院位于法国大西洋海滨城市拉罗谢尔市(La Rochelle)，
这座美丽的历史名城是法国第三旅游目的地,而拉罗谢尔工程师学院正是建于这
片风景如画的土地上，距湛蓝的大西洋海岸仅 50 米。 拉罗谢尔市(La Rochelle)
被誉为拥有法国最美的海景的城市，因此旅游业发达，交通便利，乘高速火车到
巴黎只有 3 小时的路程；其美丽的风景以及各种便利条件使它成为文化，艺术的
交流中心，以及举办体育比赛和商务会议的场所；由于濒临大西洋，拉罗谢尔的
城市环境和生活质量闻名法国，可以说是很好的综合了健康和休闲娱乐。

一、学校排名：
2015 年工程师学校综合排名第 30

二、法语授课专业：
◎工业系统设计

◎工业系统管理

◎能源与环境工程

◎网络与信息工程

◎机电一体化

◎建筑工程

三、法语授课学制：
二年学制为：2 个月法语课程+2 年专业课程（含 4-6 个月带薪实习）
三年学制为：1 年预科+2 年专业课程（含 4-6 个月带薪实习）
◎2 个月法语课程在鲁昂高等工程师学院进行授课，然后直接进入拉罗谢尔高等
工程师学院专业学习。

◎1 年预科在鲁昂高等工程师学院授课完成后，成绩合格直接进入拉罗谢尔高等
工程师学院专业学习。

四、申请要求：
国内二本院校及以上相关工科专业本科毕业，学士学位获得者，成绩良好平
均分达到 75 分及以上，法语或英语流利。二年学制要求学生法语达到 TCF/TEF B2
的水平。

五、入学时间：
每年 9 月

六、学费说明：
二年制的学费：约 7000 欧元左右/年（2 个月法语学习+2 年专业学习）；
三年制的学费：约 7000 欧元左右/年（1 年预科学习+2 年的专业学习）；
◎法语水平决定学习的学制；
◎以上法语授课学费金额仅供参考，每年都有调整，以学校通知为准。

七、面试与录取：
申请法语授课项目学生，都需要通过校方组织的面试或 SKYPA 面试。法语授
课直录专业的学生必须用法语面试，其它的是可以选择法语或英语面试。

八、毕业生就业前景：
拉罗谢尔高等工程师学院与包括空客在内的著名企业建立广泛密切的联系，
从三年级开始，每个学生可以在职业教育、实习等方面接受一个企业的特别帮助，
每年每个学生保证 44 周以上的带薪实习，学校专门设有实习指导部门，可以给
学生提供大量实习信息。由于以上种种优势，EIGSI 毕业的学生中 83%可在毕业
后两个月内找到第一份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