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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8年法國教育部與外交部共同宣佈在巴黎成立法國教育

中心總署(Campus France) ，旨在推廣法國高等教育，提

供外國學生公正客觀之留法資訊以及辦理簽證所需之面試

服務。

 目前於全球設立超過兩百五十個代表處，其中台灣代表處

於2001年成立，設立於法國在台協會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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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個人化免費諮詢服務以及公正客觀留法資訊

我們的教育專員將秉持熱忱接待想赴法留學的您

出版各類課程目錄

免費提供各類課程目錄及手冊

推廣法國高等教育

歐洲教育展、台灣各級大專院校留學博覽會、定期說明會等

申請法簽前的面試

辦理簽證有許多細節須注意，包含法國教育中心面試流程，
我們可以陪伴您完成相關程序

2019歐洲教育展
10/26-10/27

台北世貿三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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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政府的監督與預算支持的教育
在法國教育部投入大量經費之下，平均在每年在
每位學生身上補助一萬四千歐元。

#

高品質的研究能量
在國家研究與發展的預算排名中，法國佔世界第六
大。41.1%的法國博士生為國際學生。數學界的最高
榮譽 – 費爾茲獎—55位得獎者中，有16位來自法國。

#

多元化領域的優質高等教育
全法一共有超過三千五百間公私立高等教育機構。

世界經濟強國
法國是全世界第五大經濟體、歐盟第二大經濟國與市場。

#

# 全球最受歡迎的留學地點
在美、英、澳之後，法國是全世界第四大國際學生留學
的國家，也是非英語系國家之冠。

# 提供青年完善的創業環境
全球百大最創新企業排名中，法國為歐洲國家之首。

# 即舒適又適合學生的生活環境
法國為全球第一大觀光國。QS評選巴黎為世
界最佳學生城市第二名。

#
豐沛的藝文資產，創造法式生活環境
法國擁有超過四千個文化遺址。有41個由聯合國
選出的世界文化遺產之景點。

# 法語，通往世界的語言
有超過兩億使用人口，法語是繼英語之後，
全球最多人學的語言。商務上，為第三大用語。

# 世界頂尖企業發源地
在世界五百大企業中，有31間來自於法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8jsk8eX6_iQ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8jsk8eX6_i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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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tune Global 500

科技法國
運輸、航太、能源、金融、電信

https://www.linkedin.com/posts/ministere-des-affaires-etrangeres-francais_explorer-la-france-savourer-la-france-activity-6572529763645173760-xDRh?fbclid=IwAR1VfDUB5AgIEQJKdG_9lCbc5LjrjC5r4qOJHQvx_nms8DunngZ6RtN4VEs
https://www.linkedin.com/posts/ministere-des-affaires-etrangeres-francais_explorer-la-france-savourer-la-france-activity-6572529763645173760-xDRh?fbclid=IwAR1VfDUB5AgIEQJKdG_9lCbc5LjrjC5r4qOJHQvx_nms8DunngZ6RtN4VEs


2019/10/4



2019/10/4

法國高等教育的修業年限

學士（Licence）: 3 年

碩士（Master）: 2 年

博士（Doctorat）: 3 年

Grandes Écoles 的特殊學制

預備班：2年
入學後：3年
具備學士學位之國際學生可插班從
第二年，意即碩一等級申請入學

綜合型大學 Université

高等專業學院 Grandes Écoles (名校系統)

技術學院 Écoles Spécialisées

取得碩士學位 Master
(Diplôme d’ingénieur台灣教育部承認為碩士文憑)

實用連結
各階段課程目錄搜尋引擎

https://www.campusfrance.org/en > Studying > Find your programme



https://www.campusfrance.or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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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檔案

 多為公立性質，天主教大學除外

 綜合型，科系領域橫跨人文、理工、商管、社科

 全法國共約80所大學，近幾年有許多合併案例

 名稱中如有數字 (ex: Paris 3)，僅為代號並非排名

 學士階段的學習，以建立理論基礎為主，採淘汰制，

適合有獨立學習能力者

 從大一至碩二學程，每年級皆開放申請；轉系生適

合從大三開始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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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檔案

主要針對工程學院、商管學院、政治學院等專業領域，
競爭激烈，以培養具有實務能力的菁英管理人才為目標

 嚴格的入學機制 (法國學生取得高中會考Bac資格後)：
2年預備班 + 入學考試 + 3年學業 = 取得碩士學位

 適合國際學生的入學管道：申請學士學程或插班碩士

小班教學、國際化師資、英語授課、實習機制

“法國工程師學院，非常強調實作能力，上課的時間有
一半是實作， 會訓練你馬上解決事情，有問題就要提問。
並且學期結束立刻就要找到實習，因此可以直接把所學
的事情應用在實習工作 ”

- 施韋廷 / 聖艾蒂安工程師學院
(Ecole des Mines de Saint-Etienne) 

“不管是各領域教授或業界人士，都能透過Tutor機制，
學校網絡取得聯繫和幫助，課程中也不乏與業界公司如
L’Oreal, LVMH, KPMG, P&G, IBM等國際企業做互動和
接軌 ”

- April Lee / ESSEC Business School

Photo credit: April Lee

實用連結
- 法國大學校聯合會: https://www.cge.asso.fr/
- 理工學院聯網 n+ i https://www.nplusi.com/

 巴黎商會聯網 https://www.joinaschoolinfrance.com
Pass-World聯網 https://www.pass-world.com/

https://www.cge.asso.fr/
https://www.nplusi.com/
https://www.joinaschoolinfrance.com/
https://www.pass-worl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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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檔案

 科系相當多元，如設計、服裝、烹飪等

 課程的修業期限短至幾周，長至二、三年

 課程分為證書類和學位授予
“透過紮實的創作教學，學生建立起自主學習的態度
與專業領域創作的能力，自然表現得更有獨立的思考
與自信。”

- 吳盈萱(Sheila) / 法國國立高等藝術與裝置學院
(ENSAD) 

ENSAD 期末評圖 / Photo credit: Sheila

校友 作品 陳佳伶 / Spéos Paris Photographic Institute

實用連結
CampusArt 藝術/設計學院聯網

http://www.campusart.org/?lang=en


http://www.campusart.org/?lan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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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檔案

 全球有超過2億人口使用法語、29國官方語言

 學校種類選擇性多元，包含大學附屬、獨立語

言機構 、Alliance française系統

 法語學校認證標章 - Qualité [fle]作為品質保障

 可依個人需求安排時間：學期、每季、每月

 特色：不論級數，全法語授課

溫馨建議

一 周上課時數，至少15h

私立語言學校，適合希望開課時

間有彈性，住宿地點先找好的人

出發前，先在台灣打基礎，以適

應赴法後的全法語教學

qualitefle.fr/EN 

APP “IMMERSION FRANCE”





2019/10/4

小檔案

 類別：DELF-DALF、TCF 

 級別：A1-A2-B1-B2-C1-C2

 DELF-DALF: 分級考，達到低標分數，獲頒應

該級數的終身有效文憑

 TCF: 考題級數從A1至C2，以總成績對應法國

程度級數。證書僅有兩年效期

溫馨建議

申請法語授課的學程，需檢附法
語能力檢定(最低B2級數)。

申請英語授課的學程(ex:商管)，
則不須檢附法語能力檢定，取而代
之的是需附上英語能力證明(ex: 
IELTS、TOEIC 、 TOEFL)。

實用連結
台灣法語檢定大考中心

https://www.alliancefrancaise.org.tw/exams-zh/



https://www.alliancefrancaise.org.tw/exams-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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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暑期學校找出自己的興趣!

法國不僅是遊玩的好去處，也是學習的好所在! 
眾多學校在暑假舉辦給國際學生的短期課程。

除了語言與文化，您還可選擇學習其他專業知識。

想像自己和時尚知名品牌的專業人士見面、在實驗
室創造自己的香水、在全球第一的動畫學校上課等。

這也是對未來有興趣朝相關領域進修的人來說，一
個相當難得的學習機會。

實用連結
Summer schools in France

http://ecolesdete.campusfrance.org/#/main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NDGdhN2ZA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NDGdhN2ZA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GAdpR_wlp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GAdpR_wlp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v54mCfcmT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v54mCfcmT4
http://ecolesdete.campusfrance.org/#/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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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經濟實惠的留學方式 !

“法國是一個很注重思考的國家，在課堂上，
常以討論的方式進行，但還是會強烈感受到
紮實的上課時數，並且並沒有太多的考試…”

– 交換生施韋廷 / 聖艾蒂安工程師學院

(Ecole des Mines de Saint-Etienne)有什麼留學方式，是只需要付台灣學校的學費，
到國外體驗全完不一樣的教育與文化環境 ?         

而且國外的學校是經過校方幫你嚴格篩選好的! 

到法國當交換生的好處

一般僅需支付台灣學校的學費

學校主動提供安頓事宜 (ex: 宿住、健保、接待)

 提供免費法文課、安排學伴，協助適應環境

 體驗法國強調獨立思考、跨文化溝通的學習

 用免簽優惠至鄰近歐洲國家旅行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CJqR1HH6EU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CJqR1HH6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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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s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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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ineering

IAE

Fashion

MBA

Animation
Communication

International Affai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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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inary a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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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大學(Universités)

需透過法國教育中心線上註冊系統 (www.taiwan.campusfrance.org) ，遞件一次，可
同時申請多所學校

可申請志願數 :  大一可填3個志願 / 大二至碩士班可填7個志願

 流程：填寫線上系統、上傳必要文件與法國教育中心面試等待法國學校透過線
上系統通知結果

其他類型學校 (例如 : 語言學校、商管、理工、設計學院等)

各別向學校遞件提出申請(e-mail、郵寄、線上平台等)                                                                                                            

流程：依照各校要求，遞出線上或書面申請件；除了語言學校之外，通過初步資料審查
後通常學校會再面試



http://www.taiwan.campusfranc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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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期時間：
• 上學期：10月~12月/1月
• 下學期：1/2月~5月
• 暑期班(語言學校)：6月~9月

申請時間： 學士 入學前一年底開始受理
碩士 入學當年2-5月間
博士 入學當年4-5月份起受理，由指導教授決定
遊學申請較有彈性，建議最晚於開課前兩個月送件

當年9月至12月
申請學校準備工作:

搜尋學校
外語檢定考試
準備申請文件

每年1月底
大一申請截止

隔年2月至5月
大二至研究所申請
遞申請件
參加面試、考試

每年6月
申請結果公佈

每年6月至8月
準備&申請簽證

隔年9月
入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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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換領域嗎? 請證明! 
請不要說”因為有興趣” X

請竭盡所能地展現出你的動機! 
上課、作品集、評論 etc …  

最低標準：
法語：B2 

英語：IELTS 6.5、TOEFL 
80、TOEIC 800

履歷表

動機信 (為什麼選擇到法國留學、申請該校和學程的原因、未來規劃等)

外語檢定 (英或法語，依學程授課語言而定，建議儘早準備! )

學歷文憑與成績單 (文憑部分，尚未畢業者可提供在學證明)

推薦信(無論學校是否有要求，皆建議附上)

作品集 (主要為申請藝術創作類型學校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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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國留學，只要提供IELTS、TOEFL英文檢定證明，但學
費、生活費卻只要美國的一半…，實在是經濟又實惠。“

- 徐之穎 / 格勒諾布爾高等物理、應用物理、電子與材料學
院（Institut Polytechnique de Grenoble – Phelma）

學費

生活費

法國大學或公立專業學院：皆由法國政府補助學雜費，尤其針對攻
讀博班的同學，且註冊於法國高等教育的學生，不論國籍皆可免費

享有法國學生健康保險。

2019-2020年公立學校學費適用於外籍學生

學士 2 770€ /年 (約 10萬台幣) 意即法國政府補助2/3學雜費

碩士 3 770€ /年 (約 14萬台幣) 意即法國政府補助2/3學雜費

博士 380 € /年 (約 1萬4千台幣) 意即法國政府全額補助學雜費

註：攻讀學士與碩士學程的外籍優異學生，另可申請學費減免優惠 ！

 私立專業學院：不分國籍，依課程而異，一年約20~40萬台幣

 語言學校：依長、短期及上課時數而異，大學附設語言學校一學

期約4~6萬台幣

總預算(學費及生活費) 2019年9月匯率 1 Euro=35 NTD

 公立學校一年約60-80萬台幣

 私立學校一年約70-110萬台幣

包含食、衣、住、行，依城市而異，一年約50~70萬台幣

總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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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獎學金

傅立葉獎學金 BJF-Bourses Joseph Fourier

由法國在台協會提供

針對赴法攻讀碩、博士學位的台灣學子設置

金額：每月約 600~800歐元 (全額或部分的獎助學金)

http://france-taipei.org/

 艾菲爾獎學金 Eiffel Scholarships

為法國外交部提供之菁英獎學金

針對赴法就讀碩、博士班的優秀國際學生

金額：每月1 181 歐元，以鼓勵學生專心從事學術研究

※ 該獎學金須透過法國學校推薦申請，並非直接由學生提出

https://www.campusfrance.org/en/eiffel-scholarship-program-of-excellence

3月截止

12月截止
(申請階段)

 歐盟獎學金 Erasmus Mundus +

由歐盟提供

針對錄取歐盟Erasmus Mundus+ 碩、博士學生

金額：一年25 000歐元(含學費、旅費、生活費)

詳情參考歐洲經貿辦事處官網

http://ec.europa.eu/programmes/erasmus-plus/index_en.htm

12月-1月截止
(申請階段)

 台灣政府獎學金

公費留學 : 每年8月初截止

世界百大合作獎學金 : 每年12月初

 留學獎學金：每年2月中

https://www.scholarship.moe.gov.tw/

依獎學金規定

http://france-taipei.org/
https://www.campusfrance.org/en/eiffel-scholarship-program-of-excellence
http://ec.europa.eu/programmes/erasmus-plus/index_en.htm
https://www.scholarship.moe.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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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官方獎學金

 歐洲留學獎學金

由台灣歐洲教育推廣協會

(European Education Fair Taiwan ) 提供

獎助五名前往歐洲攻讀碩士同等學歷者

金額：10萬元台幣

https://eef-taiwan.org.tw/

 法國學校獎學金

通常以減免部分學費的方式提供

依確認就讀的時間、優秀程度評估

學校基金會、合作企業提供其他獎學金

https://eef-taiwan.org.tw/

每年7月中截止

申請時主動向
學校了解

請注意各獎學金申請的限制，例如：年齡、留學程度、遞件方式

2017 傅立葉獎學金得主 –張統一





https://eef-taiwan.org.tw/
https://eef-taiwan.org.tw/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CJqR1HH6EU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CJqR1HH6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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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 樂大學餐廳Resto U，
以學生優惠價 3 歐

元享用一餐

 26歲以下，免費參觀
博物館與美術館

 以學生優惠價格，參觀
其他藝文活動

學生享有居住城市的交通
卡優惠

 27歲以下，享有法國國
鐵SNCF青年卡的優惠

住 行

持長期學生簽證者
可申請房屋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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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國發展職涯的機會

求職 / 創業 打工度假

優秀人才 自僱/自由業

一年合法打工時數 964小時就學中

畢業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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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職/創業居留

carte de séjour – recherche d’emploi / création 

d’entreprise

✓在法國獲得專業型學士學位(Licence 

professionnelle)、 Mastère Spécialisé、Master of 

Science 學位者

✓可申請時間：畢業時、畢業後四年內

✓有效期限：1年

✓工作權：同於學生期間964小時 (約一週20小時)

✓最終從事與所學相關：創業或找到至少符合規定

薪資的工作(最低薪資1.5倍之月薪，約2282歐元）

優秀人才
Passeport talent - salarié qualifié

在法國獲得專業型學士學位(Licence 

professionnelle)、Mastère Spécialisé、

Master of Science 學位者

最低年薪：36 510 € 

最長提供四年的居留權，且隨行家人也

可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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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雇/自由業
Entrepreneur / profession libérale 

具可行性的商業企畫(business plan)

 每月獲利達法國最低月薪資標準

(2019年為1521€/月)

打工度假
Vacance de travail

 30歲(含)以下

效期一年，不可更新

來回機票

證明文件：健康、無犯罪、醫療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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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tuber Wendy
【原來！法國人這樣看「留學法國」？！

法文0基礎也能到法國留學？！】

Source: IG Wennntv

交換學生心得 / 文化洗禮

【桂綸鎂：有方向，就不必怕與眾不同】- 也是這裡，也在這裡

【去法國交換不是在浪費青春──游詠仁：原來我比想像中勇敢】- Crossing 換日線

【巴黎就是自我到讓你想賞他一巴掌】- 關鍵評論

【法國人喝酒吃飯四小時，對社會有什麼貢獻?】-關鍵評論

未來留學/工作

【不會法文也可以去法國讀書】- 關鍵評論

【十件只有在法國留學過才知道的事，你都筆記了嗎？】-關鍵評論

【留學法國的三個理由？！前進歐陸，發現驚喜人生】- Cheers 快樂工作人雜誌

【留學法國來場學習的盛宴──國際學生的第二個家】- Crossing 換日線

【進入世界名校不是夢看法國菁英教育如何與職業接軌】- 天下雜誌

【歐洲求職大不易】- Crossing 換日線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0C1AOJvUrhU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0C1AOJvUrhU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VXL465ajh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VXL465ajhA
http://ktoyhk.blogspot.tw/2015/09/20150812.html
http://www.cw.com.tw/blog/blogTopic.action?id=500&nid=5973
http://www.thenewslens.com/post/295710/
http://www.thenewslens.com/post/284573/
http://www.thenewslens.com/post/259144/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41447
http://topic.cheers.com.tw/issue/2016/master/article/ad2.aspx
https://crossing.cw.com.tw/blogTopic.action?id=754&nid=7970
https://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90314
http://www.cw.com.tw/blog/blogTopic.action?id=637&nid=6337


MERCI ! 謝謝大家! 
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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