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习的不仅仅是语言，更多的是体验法国文化！！ 
 
 
您在寻找一所实现您理想的语言中心嘛 ？一所最接近法国所有文化风光的语言中心（不到 2
小时就可以爬上，离美丽的地中海只有 2 个小时的 TGV 行程，不同的自然美景……） 
 
您是在寻找的，但是不是随随便便的选择一所……您是在寻找一所以人为本的语言中心，能

够融入到真正的大学中。 
 
不要再观望了！您找到了！您所有的寻找都在这里...... 到 CILEC 来！  
CILEC(Centre International de Langue et de Civilisation),语言文明中心，提供为您提供您所需的

培训，不止是法语水平的提高，更能提高您对法国文化的认识和学习。 
在这里，您可以认识来苏全国 100 多个国家的不同学生。CILEC，一所国际互同的真正实现。

如果您希望与在圣埃蒂安的法国学生互动，我们的活动负责组会组织许多的活动能够让您更

好的实现您的希望。 
所以…… 不要再提更多的问题了，马上加入我们吧！ 
 
 
 
 
审定( 
 
通过有国际公正的证书或是文凭能够帮助您更好的获得居留： 
法语知识测试（TCF） 
法语语言文凭（DELF）（考试在 12 月和 5 月） 
升入法语语言文凭（DALF）（开始在 12 月和 5 月） 
欧洲学分转移计划（ECTS） 
法语与文明文凭 
 
 
CILEC 成立于 1977 年，觉有 30 多年经验的法语教学水平 
 
每年约 300 名不同国籍的学生，由学校行政中心和经验丰富的大学教师组成的教学团队负责。 
CILEC 语言中心为您全年开放，从 9 月到隔年 8 年，甚至包括暑假。我们提供长期的或是短

期的学习，由个人情况决定每星期 2 到 18 个小时不同课程 
 
以语言程度分课 
当您到达后，我们将对您进行一次口语和笔试的测试，从而决定将您分配到符合您要求的组

去，参考语言从 A1 到 C2 
 
 
 
 



 

法国语言与文明大学文凭 
对象: 所有想要了解法语的初学者和想要提高与完善法语水平的朋友 

 
目标: 课程目标根据不同水平的欧洲共同框架语言参考标准（CEFR） 
A1：学习简单的日常生活交流。 
A2：学习怎样解决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问题。 
B1：学习怎样组织和表达自己的想法，能够读懂短文和写短文，拓展自己的言语能力。 
B2：学习开启话题并给与相对的意见与证明，阅读消息或议论文式的文章，并写出一篇有

组织性的文章。了解法语的语言系统。 
C1：学会做一个大学层面的演讲报告，能够读懂长篇文章并做一个论述和总结。 
 
课程安排： 
第一学期：9 月到 12 月，14 个星期 
第二学期：1 月到 5 月，16 个星期。每个星期 18 个小时的课程。 
A1 到 A2 水平：每天早晨上课，外加一周的一个下午 
B2 与 B2 水平以上：每天早晨上课，外加选择 2 个以下课程，下午各 1 个半小时 
 
选项： 
- 口语练习：《康特》戏剧工作坊  
- 法国法律 
- 关注当代法国社会 
- 法国当代文学 
- 文化 
- 艺术史 
- 法国经济科学 
 
晚间课程： 
对象：初级到高级，任何想要学习或是提高自身法语水平而白天没有时间的人。 
目标：口语交流并能在不同的情况下适当的写下自己的日常工作 
组织：授课 50 个小时，每周 4 个小时，晚上从 11 月到隔年的 2 月，然后 2 月到 6 月。 
 
高等教学实习准备 
对象：在法国寻求更高教育的人 
目标：在年底的时候，您应该能够更容易： 
• 能够听懂老师所讲并且记下重要笔记 
• 记录有效的东西用于帮助您使用法语 
• 能够写，并制作学校要求所需的文件和作业 
• 准备并介绍自己做的报告 
• 区分和使用一般及特定词汇 
•  
组织：每天早上是一般语言教学课程，部分下午将举行文化活动（城市游览，参观大学图书



馆…… ）或是在中心媒体室自习。 
 

暑期夏令营 
一个人既能让你学习法语,又能完善法语能力的完美假期 

您可以选择长期或是短期的为期 1 到 10 个星期的培训时间，1 周 20 小时 
 
对象：从初级到高级，任何想要学习或提高自身法语的人 
 
目标：了解并理解法语 
 
组织： 
 
 面对面的法语教学教程（18 个小时 1 周。运用有感染力的，积极的，务实的法式结合

模拟、原始材料的教学方式） 
 自导的多媒体资源中心（每周 2 小时），开发理解能力，口语和书面表达。 
 社会文化活动：远足感受 Rhône-Alpes 大区的不同人文地理，参观博物馆，参加电影之

夜，每星期 2 个不同文化的晚会。 

 

一间多媒体资源中心，为您开放使用  
 

CILEC 为您提供了一间多媒体图书教室，一个拥有 50 个座位，宁静而温馨的空间。每天都

会有一位图书馆员与一位法国老师为您提供咨询。 

 

您可以从 10 台电脑中选择 1 台电脑连接互联网，从而获得网上学习资料及活动，我们为您

提供了 CD-ROM ，让您更好的学习与联系法语，还有更多的学习资源等着您。拥有许多的

语音资源供您选择，您可以通过这些训练联系与完善您的听力，并且可以更好的去了解法国

文化。 
 

多媒体教室的配置与法国第一学习图书合作：小说被级别分类，根据欧洲共同语言参考框架，

从 A1 到 C2，每个级别都有自己的颜色，阅读一步一步来。 
 
图书：在多媒体图书教室，您可以找到所有能够加深并挺高您法语水平，能够与课上所学知

识互补书：词典和百科全书，语法和练习册，帮助文凭考试的书籍，艺术的书籍，文学，历

史学等。 
 
自学中心：对于了解多媒体教室里资源的学生，多媒体教室提供了自学空间，我们的官员和

老师可以指导您再教材上的选择以满足您的需求，并帮助您的学习。这些书籍是专门提供给

您的自我学习的，不能借入。 
您可以借除以上所述外的书籍，借记时间为 3 个星期。我们还为您准备了法国的报纸和杂志。

您也可以分散自己的之以礼，看电影，漫画。 



室外外化之旅&体育互动 
放松也是学习的另一种形式…… 

 
Le CILEC 为学生提供了一间充满活力，完善的休息室，一间结合了教学厨房与娱乐设施，

供学生互动的休息室。休息室常年为学生提供一下活动： 

观光： 
（半天，全天，甚至几天的都有） 
去发现和了解圣埃蒂安，一座位于阿尔卑斯山与蔚蓝海岸中间城市，一座法国最富饶又多样

资源的城市之一。 
常年提供不同主题的浏览活动：参加克莱蒙国际短片电影节，参观克莱蒙大教堂，参加多姆

维莱的中世纪节日，参观勒皮大教堂，参观里昂灯节，里昂旧城区，品尝勃艮第葡萄酒，冬

天阿尔卑斯山上滑雪…… 还有一些列在巴黎，凡尔赛和法国南部的活动。 
费用：位于 5 到 100 欧之间。 
 

主题之夜： 

例如： 法式煎饼，法式糖糕，乔装狂欢之夜，世界美食，发现圣埃蒂安之«夜»的魅力，法

国滚球戏 
 

文化之旅： 

• 圣埃蒂安为大家提供了许多文化聚点：二十多家影院，一家国家大剧院和其他八个剧院，

歌剧院，天顶室，咖啡厅，音乐会，一个当代音乐剧场，不同种类的博物馆（现代艺术，

艺术和工业）。城市设计中心每两年举办一次欧洲独一无二的勒·柯布西耶国际节，包

罗了音乐，戏剧，舞蹈，马戏等设计。 
• CILEC 对学生提供的活动：在二十多家影院中选取一家来举办的电影之夜，在 CILE 教室

定期播放法语电影，由让·莫内大学提供的音乐课程，参观各种博物馆，接触葡萄酒基

础知识和法国美食，参观摄影工作室，录制电台节目，由 CILEC 的报纸《Petit Monde》
报道 

费用：文化活动大多是免费的，但是小部分可能会费钱（比如去葡萄酒基础知识学习） 
 

运动项目： 

• 圣埃蒂安有许多的活动设施：有欧洲最大之一的高尔夫球场，不同的水体帆船，一个举

办过国际比赛，全国足球，英式橄榄球和国际田径比赛的体育场，众多的游泳池，远足

径，夏天可以骑自行车，冬天可以滑雪，登山。 可以铁索攀岩，还有许多的滑翔网站

可以报名参加当地滑翔。 
• CILEC 每周对学生提供的活动：攀岩，划船，拳击，滑翔伞活动，高尔夫，舞蹈，武术，

游泳，足球，篮球，手球，健美操，网球，排球等。 
费用：每年 20 欧（提供所有运动所需用具，如滑翔伞，划船和高尔夫球）。 

• 学校运动中心还为大家准备：滑雪郊游，铁索攀岩，溪降，攀岩... 



 
 

服务中心： 

方便您的到来…… 
 
• 省政厅的单独窗口 
• 帮助简历行政资料 
• 预定住房申请 
• 帮助您在行政程序上的所有需求 
• 帮助解决日常生活中的困难 
 
住宿 
您可以选着由 CLOUS 负责的任何一座大学宿舍或是可以租个人的房屋，也可以选着住进法

国人家. 
 
大学宿舍： 
优点包括一间带有水槽，马桶，淋浴，床，书桌的 9 平方米的房间和共用厨房，每月每人（不

到 28 岁）229 欧，一年 28291 欧。附加功能：网络（每月 6 欧），床单和毯子（每月 10 欧） 
 
私人学生宿舍： 
标间从 18 平方米到 30 平方米不等，个人厨房和浴室，价格在 380 欧到 500 欧不等。 
 
寄宿家庭 
我们为您选择一些热忱的法国家庭出租他们家里的房间，每个学生在法国家庭半食宿（含早

餐和晚餐），每个月 550 欧 
 
 
 
 
 
 
 
 
 
 
 
 
 
 
 
 
 
 



 

您需要知道的： 
医疗保险，银行，居留许可…… 

 
医疗保险： 
国际申请者必须提供相关证明疾病的保险保障确保他们在法国的受教育过程中可能出现的

事故 
28 岁以下在法国居住了 3 个月以上的学生就要买社会保险（200 欧）从 9 月进学校到隔年 9
月，在 CILEC 注册后提出买保险。 
28 岁以上的学生不是购买普通的社会保险，而是购买个人的 
 
个人保险：注册时，每个学生必须提供每年证明民事赔偿负责的人生保险 
 
银行：在法国在一家银行开户很方便快捷。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得到支票不，支票多是给

在法国居住买一年以上的。 
 
长居：在出发时，必须持在国内通过留学签证所得 OFII 能够证明是来法国留学的，对于不

是法国国籍的外国学生来说，长居有效期期限不会超过 1 年 
对于不是持有欧洲国籍的外国学生，在除到达时居留的有效期不会超过 3 个月，学生需要申

请为期 1 年的长居。在到达圣埃蒂安后，学生需要把所有的材料交到国际关系部负责材料申

请的负责人处。为了方便申请程序，国际关系部会帮助学生整理申请的所需材料，然后统一

的寄到申报处。 
 
 
圣埃蒂安，7 座山丘的城市，“艺术与历史之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命名的“创意与设计之

城”(sainté, la ville aux 7 collines, ville d’art et d’histoire et ville creative design de l’unesco) 
 
被贴上“艺术和历史的城市”的圣埃蒂安保存了现有的文化遗产与价值，并将其插入到当前

和未来的城市发展项目。 
这座城市庇护者 7 个博物馆，现代艺术博物馆的现代艺术收藏居于全国之首。三个主要场景

是提供给居民：圣埃蒂安喜剧戏院，剧院和罗纳 - 阿尔卑斯大容量 7200 个座位的第一天顶。 
 
自 2010 年 11 月以来，圣埃蒂安市收到一个新的标签：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创意城

市设计”。该设计是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意城市网络的城市，以促进文化，社会和经济的

发展。有很多的大型活动：图书博览会，国际艺术与设计，7 个山丘的电影节，双年展... 
 
一个充满活力和开放的城市 
进入到德蒙的 FOREZ 和里昂德蒙里昂自然公园区域的群山之间，圣埃蒂安停工了各种各样

的景观和活动 
罗纳 - 阿尔卑斯大区为法国第二大经济区 
 



 
 
 

怎样到圣埃蒂安(votre arrivée à sainté) 
 
乘火车: 
从巴黎出发: 坐 TGV(高铁) 3 小时就能到达圣埃蒂安的 Châteaucreux 火车站 
从里昂出发: 坐火车只要 50 分钟就能到达圣埃蒂安的 Châteaucreux 火车站 
 
开汽车: 
从 Clermont- Ferrand(克莱蒙)选择高速公路线 A72 或者开车到

达里昂，然后选择高速公路线 A47 
 
乘飞机： 
• Aéroport St-Exupéry de Lyon： 在里昂机场 St-Exupéry 做电

车到达里昂的 Part-Dieu 车站，然后乘坐到达圣埃蒂安

Châteaucreux 车站的火车 
• Aéroport Roissy-Charles-de-Gaulle de Paris： 从巴黎的戴高

乐机场做 TGV（高铁）到达里昂的 Perrache 车站或是 Part – 
Dieu车站，然后再乘坐火车前往圣埃蒂安的Châteaucreux 车
站 

 
乘坐公交车： 
可以乘坐 EUROLINES 到达里昂 Perrache 长途汽车沾， 然后再乘坐火车到达圣埃蒂安的

Châteaucreux 车站。 
 
想要更详细了解或是咨询请留言新浪微博: @Jean Monnet 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