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方国际教育交流中心

法国以优秀教育水平闻名于世。法国学术科研水平世界排名第四，而在毕业生雇主认可度调查中则位居第二 . 2016 年

金融时报全球最佳工商管理学硕士排行榜前十名中有三所来自法国。小型大学巴黎综合理工大学世界排名第三，彰显了以

科研、工业紧密结合为特色的法式工程师教育之优势。

多家法国工业集团是全球行业翘楚，业务遍及全世界，法国企业在全球排名前 500 位的企业中占据了 31 个席位，超越

了德国和英国位列欧洲第一。此外，2014 年度汤森路透全球百大创新企业排行榜上的法国企业数量领跑欧洲。

第四届优秀硕士法国暑期学校项目将于 2019 年夏季在法国举办，为此，法国驻华大使馆精心挑选了多个

专业领域主题的暑期学校项目。

面向在读硕士研究生，英语授课，国际知名的法国大学教授 /科研学者教学。课程安排包含由教师指导的

实验课，深入研究启蒙课，以及初步的法语和法国文化课。通过暑期课程，学生可以有机会确定自己未来的研

究主题和博士导师，并完善自己研究生课程目标。

·学生有机会亲身体验法国硕士研究生课程，完善自己研究目标，

为将来攻读博士做好充分的准备；

·课程范围广泛，全英文授课，学生可根据自己的学科及兴趣选择参加项目

·可以获得ECTS或项目结业证书；

·能够参加丰富多彩的社会活动，了解法国文化，研习法语，结交朋友；

·项目为优秀学生设立奖学金

2019年暑期（具体时间见项目信息）

报名截止日期：2019年3月17日

项目特色

项目日期

国内高校优秀高年级本科生及硕士研究生

（最终录取结果以法国授课大学意见为准）

报名要求

东方国际教育交流中心研修研学部  刘老师  赵老师

电话：010-66412106  

电子邮箱：mice@cscdf.org

或访问Campus France网站  

咨询联系

2019优秀硕士法国暑期学校项目

法国驻华大使馆

http://www.chine.campusfrance.org/zh-hans/%E4%BC%98%E7%A7%80%E7%A1%95%E5%A3%AB%E6%B3%95%E5%9B%BD%E6%9A%91%E6%9C%9F%E5%AD%A6%E6%A0%A1%E4%B8%BA%E6%94%BB%E8%AF%BB%E5%8D%9A%E5%A3%AB


 项目信息

专业领域 项目名称 提供院校或机构 招生层次 详细信息

从分子至细胞；基础与应用方面

生命科学

· University Evry-Paris-Saclay;
· the Biocluster Genopole 点击查看研究生

植物健康与质量 

· the University of Angers; 
· INRA;
· the University of Nantes;
· ANSES;
· ESA;
· GEVES;
· AGROCAMPUS OUEST

点击查看
本科生

研究生

加工食品对人类健康的影响 
· Lille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 the Institut Polytechnique UniLaSalle Beauvais
· ComUE LNF

点击查看研究生

化学

可持续催化：从基础到工业实践 
· University of Lille;
· ComUE LNF 点击查看研究生

化学与环境科学：土壤和水的分析、
描述和修复 

· University Clermont Auvergne;
· National School of Chemistry 点击查看

绿色与可持续化学 点击查看
本科生
研究生

本科生
研究生

波尔多市的可持续发展 · Bordeaux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点击查看
本科生
研究生

在北极的气候变化-科学与社会视角 · University of Versailles Saint-Quentin;
· Université Paris-Saclay 点击查看

本科生
研究生

能源与环境 · Université de Pau et des Pays de l'Adour 点击查看
本科生
研究生

· University of Strasbourg

环境

理解文件的数据科学 
· University of La Rochelle;
· Inria, the French National Institute for 
computer science and applied mathematic

点击查看研究生
环境

数据学和几何中的归纳工具 · Toulouse Mathematics Institute; 点击查看
本科生
研究生

针对两个无穷的物理研究 点击查看
本科生
研究生

纳米光子学、纳米电子学、纳米磁性 
· Paris-Saclay University;
· Center for Nanosciences and Nanotechnolo-
gies

· University of Aix-Marseille;
· University of Lyon

点击查看
本科生
研究生

物理

针对航空航天工程学的微波、信号处
理和诊断 

· Université de Toulouse;
· INP-ENSEEIHT de Toulouse;
· The LAPLACE

点击查看研究生

智能化和可持续运输系统的优化
· Hauts-de-France Polytechnic University;
· Lille Northern France Higher Education & 
Research Institutions Association

点击查看
本科生
研究生

本科生
研究生

航空工程学 · Polytech Paris Sud Graduate School of 
Engineering 点击查看本科生工程学与管理学

在欧洲的管理学与工程学 · INSA Lyon 点击查看

本科生
研究生

本科生
研究生

智慧城市与可持续建筑工程学 · EPF Graduate School of Engineering;
· Ecole Spéciale des Travaux Publics Paris 点击查看

表面与光线 · Université Jean Monnet
· Université de Lyon 点击查看

建筑复杂形状的增材制造(3D打印)  · Institut Mines-Télécom Lille Douai 点击查看研究生

建筑学与文化遗产
遗产发展，经济和文化政策 · University Paul-Valéry Montpellier 3 点击查看研究生

巴黎ISIT: 数字战略与跨文化交际
· Institute of Intercultural Management and 
Communication 点击查看翻译和跨文化交流 本科生

研究生

本科生
研究生

本科生
研究生

巴黎第一大学经济学暑期班：国际经
济和全球可持续发展 · Sorbonne School of Economics 点击查看

政治学与经济
里尔政治学院暑期班：欧盟和国际事务   · Sciences Po Lille 点击查看

详细信息请扫描二维码

http://www.chine.campusfrance.org/fr/node/304171
http://www.chine.campusfrance.org/fr/node/304139
http://www.chine.campusfrance.org/fr/node/304163
http://www.chine.campusfrance.org/fr/node/304168
http://www.chine.campusfrance.org/fr/node/304200
http://www.chine.campusfrance.org/fr/node/304121
http://www.chine.campusfrance.org/fr/node/304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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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hine.campusfrance.org/fr/node/304140
http://www.chine.campusfrance.org/fr/node/304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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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hine.campusfrance.org/fr/node/304142
http://www.chine.campusfrance.org/fr/node/304137
http://www.chine.campusfrance.org/fr/node/304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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