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国提出一系列举措提升在华吸引力 

 

 

一个多世纪以来，法中两国在大学方面一直是重要的合作伙伴。目前，中国学生是法国第一大

留学生群体，与此同时，中国高校接收的法国学生数量也在不断增长，是在华数量最大的欧洲

国家留学生群体。如今，法国希望在这一领域加强与中国的合作关系，这代表了法中两国之间

文化、经济和科学交流的活力、智慧与未来。 

 

Choose France 选择法国、Admission France 中法升学指导与申请平台 ：学生留学

服务的两种解决方案 

 

为了实现这一愿望，法国政府制定了“选择法国”这一重大战略，以提高对国际学生的吸引力。

该战略计划逐步开展法国高等教育机构对留学生接待服务质量的认证体系、将对外法语专业课

程及英文授课课程数量提升为目前的两倍，以及对优秀学生免除学费等政策。 

 

这一新政策将于 10 月 19 日在中国国际教育展法国展区上亮相。法国驻华大使馆将借此机会

隆重介绍于 9 月上线的 Admission France-中法升学指导与申请平台。这一创新性工具旨在满

足如下两个目的：向中国学生介绍法国提供的课程，并且方便他们直接向法国高校提出入学申

请（附录 2）。 

 

面向更加多元化的大众 

 

如今，海外留学项目的建立呈现低龄化趋势：在法国，近 700 所初高中向超过 50 000 名法国

学生提供中文课程。在中国，135 000 名中国学生在中学阶段学习法语（附录 1）。为了响应

这一日益增长的现象，法国高等教育署希望加强其在中国公私立中学中指导和信息交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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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法国仍然是一部分选择纯英文授课课程的中国留学生的热门留学意向国（2018 年，超过 40%

的赴法学生选择这样的项目）。法国的公立和私立高校因此开放越来越多的、各个学科和各个

级别的英文授课项目项目。Admission France-中法升学指导与申请平台同样可以简化此类课程

的申请步骤。 

 

法国的吸引力还在于，通过提供特定的留学项目，向大学生和年轻科研人员提供法中两国科技

交流中众多核心领域的学术培训机会，这类项目如 Ecole d’été France Excellence 优秀硕士法国

暑期学校、“法语+科学”项目、以及其他与中国优秀高校合作的新的奖学金项目。 

 

法国将参加中国国际教育展 

每年会有来自法国各地的数十余所高校前来参加展会，与希望赴法留学的学生见面，参展专业

覆盖了所有领域。在每所高校的展台前，各院校代表都会和学生进行一对一面谈。在教育展开

始前，学生需要通过登录以下网络平台报名（http://www.cee.edufair.org)来与各高校代表进行面

谈预约。通过此网站，学生可以事先了解各参展高校的相关介绍，例如学校的课程设置、录取

条件及校友感言等。感兴趣的学生还可以在该网上传自己的简历，并和自己心仪的学校预约面

谈。参展的法国高校也会根据学生所投简历了解学生情况，并为他们推荐合适的专业。  

法国高等教育署团队也将设立展台，学生可以在此找到为大家提供专业方向选择的咨询顾问以

及迫不及待想与学生及家长分享自己留法经历的海归校友。 

 

法国高校中国巡展日历 

中国国际教育展北京站将于 2019 年 10 月 19 至 20 日举办。教育展还将在广州（10 月 22

日）、成都（10 月 24 日）和上海（10 月 26 至 27 日）举办。 

 

与此同时，以下城市还将组织法国高校与中国学生的专场见面会：济南（10 月 17 日）、成都

（10 月 22 日）、长沙（10 月 24 日）和广州（10 月 29 日）。 

 

法国高校秋季见面会广州站将会有 29 所法国高校出席，于 10 月 29 日花园酒店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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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早期教育至高等教育，法中两国的特殊伙伴关系 

背景 ：法语，是中国学习人数第三多的语言 

 135 000 名法语学习者 

 平均每年有 7 所大学新设法语系 

 法语系的数量在 10 年内翻了一番：从 2009 年的 86 个增加到 2018 年的

160 个 

 3 所学校提供浸入式法语教学（中法中学） 

2014 年起开展的法文课程班（SPLF） 

法文课程班（SPLF）根据法中两国教育部于 2014 年 5 月 19 日签署的行政协议创建而成。

其目标是让学生掌握法语、拥有深入的法国文化知识以及用法式教育理解教授数学科目。

法文课程班参考自 2008-2009 年起在法国学校中开展的中文国际课程班的模式。 

法文课程班目前有八个，分布在六座城市：北京（2）、上海（2）、天津、西安、潍

坊和武汉。法文课程班拥有大约 1500 名学生。自 2015 年 9 月以来，这些课程班配备

了来自法国本地中学的法国文学和数学教师来到中方学校任教。 

 

法文课程班的学生们成为了赴法留学优秀候选人材的来源。从 2014 年创建开始，法文

课程班就已经交出了满意的答卷：许多学生成功地被法国高等院校录取（例如，2018

年天津市新华中学有 37 名学生被录取）。 

 

如下是目前开设法文课程班的中学： 

o 上海光明中学 

o 上海外国语中学 

o 天津新华中学 

o 北京 21 中学 

o 北京十一学校 

o 西安外国语学校 

o 武汉外国语学校 

o 潍坊外国语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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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于 2016 年的中法中学 

在中国有三所公立学校开设了中法双语课堂，如今共有 350 名学生，它们是：在法国

驻华大使馆文化教育合作处的支持下，于 2016 年开设的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附中的北

京中法中学项目；于 2017 年开设的北京中法实验学校；以及于 2018 年开设的北海市

外国语实验学校（广西）。 

这些法语课程班遵循浸入式教学的原则，在法语环境下（阅读室、俱乐部、文化交流

活动），开展法语语言教学以及一门或多门使用法语教学的非语言学科教学（根据中

国课程设置，如艺术、科学、体育学科）。 

其中两个位于北京的项目在项目追踪以及教师分配（学校教师、儒勒凡尔纳项目下的

体育、文学和科学教师）上分别受到巴黎学区和凡尔赛学区的支持。2018 年，北京中

法中学获得了“法国教育认证”标志；2019 年，北京中法实验学校开始该标志申请工

作。 

创建于 2005 年的中法学院 

作为在中国开设法语授课的双学位联合机构（本科和硕士阶段），中法学院提供受法

国和中国教育部认可的优秀课程，包括工程学、可再生能源、核能、生物化学、艺术

管理、以及旅游等领域。 

 

成立时间 城市 学校名称 专业 

2005 北京 中法工程师学院  通用工程师 

2005 上海 上海大学中欧工程技术学院 工程师 

2007 天津 中欧航空工程师学院 民用航空工程师 

2010 珠海 中法核工程与技术学院 核能工程师  

2010 苏州 中国人民大学中法学院 人文社会科学 

2010 武汉 中欧清洁与可再生能源学院 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 

2012 上海 上海交大-巴黎高科卓越工程师学院 工程师 

2015 南京 南京理工大学中法工程师学院 工程师 

2017 北京 北京化工大学巴黎居里工程师学院  材料科学、生化工程 

2017 东莞 东莞理工学院法国国立工艺学院联合学院 机械、土木工程和通信 

2017 宁波 宁波大学昂热大学联合学院 旅游、人文地理、时尚 

2017 南京 东南大学雷恩研究生学院 化学、电子、图像处理和管理 

2018 武汉 武汉理工大学艾克斯马赛学院 
生物学、生物化学、免疫学、微

生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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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法国驻华使馆为居住在中国的学生创建的 Admission France - 中法升

学指导与申请平台 

2018 年 11 月 19 日，法国总理爱德华·菲利普公布了名为“选择法国”的提升法国高等教育

吸引力的新战略，该战略将引进外国学生置于提高法国国际声誉的核心位置，其目标是从现在

起到 2027 年，迎接 50 万名外国学生。 

 

简化中国学生留学的工具 

Admission France 平台的设计初衷就是成为面向学生的免费工具，因为学生个体留学占中国学

生赴法留学的大部分人群，并且单独处理个人的留学有时并不是容易的事情。有了这个新的工

具，我们将尽可能在学生的申请之路上陪他们走到最远。 

Admission France 平台是一个拥有中英法三种语言界面留学信息和申请平台，特别为在中国学

习并希望实现法国留学计划的年轻人创建，适用于各阶段、各类课程需求。该平台是 Etude en 

France 系统的 DAP 或 hors DAP 申请程序的一个补充，在后两个申请程序中，高校的课程需要

法国高等教育署的介入来筛选学生。 

其次，这个平台可以简化在中国的学生的申请。不论他们的地区和学习的专业，如果学生看到

他感兴趣的、与个人资料相匹配、并且愿意申请的课程，就可以通过平台完成申请。录取程序

将通过直接联系法国高校的方式进行，高校可以在程序结束时提供一份录取证明，学生可以在

Etude en France 上使用，作为他们的预签证材料。 

法国高校可以自由加入平台。高校发布的所有课程都会经过法国高等教育署的工作人员的审核，

以避免一切在申请程序中可能出现的问题。 

 

中国学生留法大数据 

自 2015 年以来，中国留学生已经成为了法国最大的留学生群体，并且人数还在不断增长。 

85%以上的中国学生在第一次申请时即可获得签证（2018 年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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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联系人：张诗芸 

法国高等教育署-广州中心 

+ 86 （20） 8380 5841 转 211 

shiyun.zhang@campusfrancechin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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