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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尔多 …
波尔多是一座位于法国西南的港口城市，

拥有近800 000居住人口，是阿基坦大区

和吉伦特省的首府，同时也是法国第六

大城市。作为法国著名的大学城，波尔

多拥有众多的高等院校，每年接待近7万

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大学生。她是一座充

满活力洋溢青春的城市。 

处于法国西南部的波尔多具有优越的地理条件。

2017年即将开通波尔多到巴黎的高铁专线。新线

路开通后，从波尔多到巴黎的时间将缩短到2小

时。  

18世纪时，波尔多曾被称为“小巴黎” 

因为当时的历任总督、城市规划设计

师以及天才的建筑师们打造了一份非

同寻常的建筑遗产，堪称欧洲最和谐

的建筑遗产之一。几个世纪之后，波

尔多保留了这些著名的建筑，今天它

们在彩灯的映照下美轮美奂。 

2007年6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世界

遗产。它还拥有一个独一无二的周边环

境，其中包括酿造出优质葡萄酒的世界

最负盛名的葡萄园。 

波尔多的城市氛围不仅具有历史气息，

而且还因为有轨电车和最近完成的城市

改造而呈现出现代特色。波尔多全年都

在市内或者加龙河(Garonne)岸的滨河大

道举办规模宏大的活动，如：每两年交

替举办一次的“波尔多葡萄酒节”和“波

尔多加龙河节”。

被Thrillist评为世界最佳美⾷食之城  

被评选为2015年欧洲最佳旅游⺫⽬目的地 

被孤独星球评选为2017年位居榜⾸首最佳旅⾏行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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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RNIN’BORDEAUX 

    学在波尔多 

      法语学院 

多样化的法语课程 

⾯面向所有渴望学习法语的朋友，全年不
间断报名注册，随时⼊入班，真诚地欢迎
您的到来。课时从1周到48周，零基础开
始，⼩小班教学，满⾜足不同语⾔言⽔水平的学
习需求：法语系统性基础课程，欧盟交
流项⺫⽬目或企业实习互惠⽣生，DELF / DALF

备考强化班，⼝口语会话实战班等等


有保障的⾼高质量教学 

为了保证教学质量，施⾏行不超过8⼈人
的⼩小班授课。学⽣生的构成以欧盟留
学⽣生为主，也有来⾃自世界各地热爱
法语学习的朋友。法语教师队伍有
着极⾼高专业性和丰富的教学经验。
他们全部都是⺟母语为法语且具有法
语教学资格⽂文凭的⾼高⽔水平教师。以
独特的现代化教学理念，加强与学
⽣生互动，因材施教。您既可以选择
准对性强，提⾼高快的⼀一对⼀一单独教
学，也可以选择专⻔门为参加中法⼤大
学交流项⺫⽬目或者准备留学法国的中
国留学⽣生团精⼼心安排的法语强化集
训班。所有的教学活动都在⼀一个轻
松愉快，充满活⼒力且重视语⾔言交流
与实践应⽤用的良好氛围下进⾏行。


积极向上的学习氛围 

学在波尔多法语学院是⼀一⽀支由具有专业资
质语⾔言教学的⽼老师组成的专业教学团队。
这个团队热情洋溢，懂得倾听学⽣生的诉求，
理解并帮助学⽣生克服任何可能的困难。我
们的法语教师都是具有多年法语教学经验
且⼀一直从事法语教学的在职法语教师。主
张个性化教学，加强与学⽣生互动，了解学
⽣生的特点，因材施教，带领学⽣生深⼊入体验
法国⽂文化与⽣生活。


体验真正的法国⽣生活


学校有众多⻓长期合作的学⽣生公寓和
提供住宿的法国家庭，旨在为学⽣生
提供多种形式的住宿服务。您可以
通过我们，根据⾃自⾝身的需求，在波
尔多选择租住最舒适的房屋。


寓教于乐快乐学习 

在课堂学习之外，我们会组织学⽣生开展各
式各样的⽂文化实践活动，在活动中感受并
且探索波尔多这座欧洲最美的旅游城市。


还等什么？ 

快来加⼊入我们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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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RNIN’ BORDEAUX 

学在波尔多 

法语学院 

法语⽔水平等级

能理解⾃自⼰己在⼯工作、学习环境、休闲环境等等
遇到熟悉的事物做出理解，能再该语⾔言使⽤用地
区旅游时对应各种可能的状况，也可以对于⾃自
⼰己感兴趣或熟知的的事物提出简单的相关资讯，

另外还能够描述经验、事件、梦境、愿望、和理
想，并能对⾃自⼰己的意见或计划做出简略的解释。

B1

能理解在最贴近⾃自⼰己的环境中经常被使⽤用的
表达⽅方式或语句，例如⾮非常基本的个⼈人和家
庭资料、购物、区域地理、和就业，能与⼈人
沟通简单⽽而例⾏行性的⼯工作，这类⼯工作通常只

需要简单⽽而直接的⽇日常讯息，另外，这个等级的学习
者，能够⽤用粗浅的词语描述⾃自⾝身背景、以及最贴近⾃自
⼰己的环境之中的事物。

能理解并运⽤用每天熟悉、与
⾃自⼰己喜好有关且具体的表达
⽅方式和⾮非常基础的语句，可

以介绍或询问、回答⾃自⼰己或
他⼈人有关个⼈人的讯息，例如居住地、⼈人际
关系、所有物，对于他⼈人缓慢⽽而清晰的对
谈，只能以简单的⽅方式产⽣生反应。 

A1

A2

能理解复杂⽂文章段落的具体和抽象主旨，
包括技巧地讨论⾃自⼰己专门的领域，可⾃自然
⽽而流畅地和该语⾔言的母语使⽤用者进⾏行例⾏行
互动。可以针对⼴广泛的主题说出清晰、细节

性的⽂文字，并且可对于⼀一个议题提出解释与利弊
分析或是各式各样的想法。 

B2

能理解包括要求、长篇⽂文章、或意义
含蓄的⼴广泛讯息，⾃自然⽽而流畅的表达，
⽽而没有明显的词穷状况发⽣生，懂得弹

性并有效率的运⽤用语⾔言在社交、学术、
专业⽬目的之上，对于复杂的主题能产⽣生清
晰且架构良好、细节性的⽂文字，展现收放
⾃自如的组织形式、连结和精巧的策略。 

C1

能够轻易理解任何收到的讯息，
并且针对不同书⾯面或⼜⼝口语来源
做出⼤大纲、重新架构不同的论
点，提出的表达，⾃自然⽽而⾮非常流

畅，紧紧地抓住语⾔言最唯妙唯肖的
部分，更能在较为复杂的场合上辨
别专业上细微的意涵。 

C2

⼊入学指南 
所有⼊入学的学⽣生都会收到⼀一份内容丰富且极为实⽤用
的⼊入学⼿手册。内容包括有波尔多地图，学校地图，
公共交通图以及学⽣生卡。还包括根据学⽣生具体情况
量⾝身定制的教材，练习册，阅读篇章以及各种教学
材料。 

共享资源 
学校的图书资讯中⼼心每⽇日下午对全体学⽣生开放。学⽣生可以查
阅和借阅资料中⼼心的图书，报刊杂志以及了解各种媒体资讯，
包括波尔多地区内有关就业，兼职，实习以及⽂文化娱乐活动
等等的丰富信息。

分班测试 
进⼊入班级之前，学校会要求学⽣生完成⼀一个法语⽔水平测试的
链接。测试结束后，根据回答的结果，教师亲⾃自为每位学
⽣生选择适合的班级。

法语等级 
根据欧洲共同语⾔言参考标准(CECR)，教学班级根据学⽣生
法语⽔水平，从⼊入⻔门到精通共分为六个等级。

结业证书
学习结束后，每位学⽣生会获得⼀一份由学校官⽅方出具的
学时证明和结业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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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日制法语班 

此课程⾯面向所有想要
提⾼高在听说读写这四
⽅方⾯面法语能⼒力的学习

者，以及正在着⼿手准备
进⼊入⼤大学的预备阶段的外国留学⽣生。课程
形式设有⼩小班授课和⼀一对⼀一单独授课。教
学⽬目标即使得学⽣生在完成教学内容后能够
在⽇日常情境下表达所需的思想和情感，应
⽤用于例如必要的询问信息，申请求职，寻
找租房等场景。通过全⽅方位地浸⼊入式学习
发现和探索法国地道的⽂文化风俗。我们开
展各式各样丰富有趣的教学活动，如主体
⾓角⾊色扮演，情景对话，创造性学习以及团
队学习活动。与此同时，我们为学⽣生提供
⾜足够的硬件条件和进⼊入不同领域实习的机
会，旨在让学⽣生能够在课堂学习之外，深
⼊入到实际的⽇日常应⽤用中去体会法语学习真
正的要义。 

周⼀一 / 周⼆二 / 周四 / 周五 : 9h30 ⾄至 12h30 

⼝口语强化班 

教师利⽤用相关道具模拟各
式各样的实际情景，旨在

创造⼀一个轻松真实的对话
环境，让学⽣生能够切实提⾼高应⽤用法语的能
⼒力。同时，开展有主题的(如时事政治，⽂文
化现象，体育活动，社会新闻，⽇日常⽣生活
和⼤大众娱乐等)交流⼜⼝口语学习。 

周⼆二：18h30 ⾄至 20h30 

DELF B2 / DALF C1 

考试强化班 

DELF、DALF⽂文凭都是由法国教育部颁发，验证母语⾮非法语⼈人
⼠士的法语⽔水平证书。⽂文凭终⾝身有效。是申请法国⼤大学(申请法国
公⽴立⼤大学法语要求必须达到C1)，实习和⼯工作的必备法语⽂文凭。
因此，针对备考DELF和DALF开设有考试强化班。同时，学校
负责组织学⽣生报考DELF、DALF的相关⼯工作。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刚结束的DELF与DALF法语⽔水平测试中，
在我校报考的学⽣生全部通过考试，顺利获得了法语B2与C1的⽔水
平。之后，在我们进⼀一步的⾯面试培训与申请材料辅导下，本校
学⽣生最终都成功申请上了各⾃自理想的院校。 

DELF B2 : 周三 10h30 ⾄至 12h30 或 18H30 ⾄至 20H30  

DALF C1 : 周四 18h30 ⾄至 20h30 

                 周六 10h30 ⾄至 12h30 

报名注册 

全年不间断报名注
册⼊入学，⽆无寒暑假。

尚未抵法的学⽣生，
可通过学校签证项
⺫⽬目，申请远程报名
注册。 



Newdeal Institut !6

  

签证材料项⺫⽬目 

•･ 提供办理学⽣生签证所必须的境外证明材料: 住房证明
以及接待家庭的各项材料；法国⾼高等教育署认证的
语⾔言学校注册证明。 

•･ 学⽣生在远程申请注册的过程中，学校提供在线签证
辅导。旨在为学⽣生提供⾼高效的留学签证帮助。在学
校的辅导下，每⼀一个怀抱出国留学愿望的中国学⽣生
都可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DIY出国留学。 

•･ 待前期留学签证材料准备妥当后，在预约使馆⾯面签
之前，学校会安排2次专业⾯面签培训，每次1⼩小时，
共2⼩小时。法语教师全程辅导学⽣生⾯面签⾯面试。

法语加实习项⺫⽬目 

此课程没有报名条件的限制，完全⾯面向
⼤大众开放。您希望通过在法国企业实习
的机会完善你的法语学习吗？ 

如果您已经找到实习：学校可为您提供
与企业间签订的正规实习合同。如果您
是学⽣生⾝身份，通过学校的注册可以实现
企业互惠形式的半⼯工半读。学在波尔多
法语学院是波尔多唯⼀一⼀一家可以为学⽣生
开具正规的合法有效地实习合同的语⾔言
学校。 

如果您尚且未找到合适的实习：学校可
为您提供两种形式的法语加实习的精品
课程。 

1)  2+1 ：2个⽉月法语课程➕ 1个⽉月法国
企业实习 

2)  4+2：4个⽉月法语课程➕ 2个⽉月法国企
业实习 

根据您的具体情况为您提供最佳的实习
机会。 

周⼀一 / 周⼆二 / 周三 / 周四 / 周五 :  

9h30 ⾄至 12h30

报名注册 

全年不间断报名注册⼊入学，⽆无
寒暑假。 

已经抵法的学⽣生可在校报名注
册；在国内的学⽣生可实现远程
在线报名注册。 

纯法语学习留学
签证申请注册 

最短 

3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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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宿法国家庭 

寄宿在法国家庭是迅速提⾼高法语⽔水平的最佳途径。
学校有众多常年固定合作的法国接待家庭。这些
家庭均在市政府有备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具
有完备接待条件的优质法国家庭。 

学校为学⽣生选择的接待家庭均位于在波尔多市内，
距离学校近，交通便捷，⽣生活便利。居住环境舒
适为学⽣生留法期间的学习提供了⼀一个良好的保障。

公寓型酒店 

学⽣生也可以选择公寓式酒店，位于波尔多
市中⼼心，步⾏行15分钟到学校。公寓式酒店
是学校长期合作伙伴 ，在我校注册的学
⽣生可享受优惠房价。 

在波尔多的住宿

酒店和⻘青年旅舍 

根据需要，学校也可为学⽣生预定市中⼼心的酒店或
青年旅舍。这是短期居住的最佳⽅方案。在校注册
的学⽣生同样也可享受优惠房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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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学⽣生能够深⼊入了解法国⽂文化和感受真实的法国⽣生活，
在课堂教学之外，学校会组织丰富的游览项⽬目和主题式活
动，带领学⽣生发现探索波尔多，西南地区以及领略法国风
⼟土⼈人情。学校对游学项⽬目的各项活动安排尽职尽责。具体
的游学项⽬目可以根据学⽣生所处的不同国家，不同年龄，不
同类型和需求等情况，私⼈人订制。活动领域基本包括体育
运动，历史⽂文化以及特⾊色美⾷食(⾃自⾏行车环游，海边帆船，
各种体育运动，观看戏剧，品尝地⽅方特⾊色美⾷食等等) 

保龄球娱乐 

戏剧欣赏 

电影之夜  

辩论会 

葡萄酒品鉴 

奶酪品鉴 

波尔多城市观光 

旱冰出⾏行 

波尔多博物馆参观 

社团活动 

法餐烹饪体验 

短途旅⾏行 (圣埃⽶米利永,⼤大沙丘, 阿卡熊海湾, …)

⽂文化娱乐活动每⽉月有所不同，以下是⼀一些学校长期
组织的活动 : 

⽂文化活动项⺫⽬目

Newdeal Institut Page #8



签证办理和注册材料项⺫⽬目

2⼩小时专业⾯面签培训

800 €

住房证明及房东相关材料

语⾔言学校注册证明

全程在线辅导DIY签证办理

费⽤用⼀一览表

Newdeal Institut 9

短期游学项⺫⽬目

签证办理和注册材料 280 €

每周 每⽉月

法语课程 102 € 408 €

住宿包早晚餐 210 € 840 €

午餐 55 € 220 €

游览项⺫⽬目 根据所选游学项⺫⽬目另⾏行计算

法语➕ 实习项⺫⽬目

签证办理和注册材料 提供签证材料，在线陪同申请签证 800 €

2+1项⺫⽬目 2 个⽉月法语课程(120h) + 1 个⽉月法国企
业实习 1260 €

4+2项⺫⽬目 4 个⽉月法语课程 (240h) + 2 个⽉月法国企
业实习 2400 €

系统法语课程 : 听说读写+⾼高校预科 +DELF/ DALF法语⽔水平考试强化课

周数 12 24 36

学时 180 360 540

学费 1530 € 2970 € 4320 €

法语课程

周⼀一⾄至周五
每⽇日三⼩小时

寄宿法国家庭 (每周租⾦金/ 每⼈人)

住宿包早晚餐⾷食 仅住宿

寄宿法国家庭 210 € 160 €

公寓式酒店 (每晚房价)

1 ⾄至 6 晚 7 晚以上

1⾄至2⼈人独⽴立公寓  62 € 起  55 € 起

2 ⾄至4⼈人整套公寓  92 € 起 75 € 起

住宿

语⾔言学习居留时
⻓长90天以上的成
年⼈人可以申请较
容易获得的临时
⻓长期学⽣生签证
(VLST)。 

短期游学项⺫⽬目
（90天以下）
法语课程安排在
周⼀一、周⼆二、周
四、周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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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尔多欢迎你
乘坐⻜飞机  

波尔多机场法语名为 L’aéroport 
Bordeaux-Mérignac 是阿基坦⼤大区( la 
région Aquitaine Limousin Poitou- 
Charentes) 最⼤大的机场。机场坐落在
波尔多城郊西北⽅方，距离市中⼼心⼗〸十⼏几
公⾥里的Mérignac区，可乘坐公共交通
到达。 

Learnin’Bordeaux 法语学院根据学⽣生
需求，提供准点专车接机服务。 

波尔多机场年客运量近500万⼈人次，
是连接欧洲北部与南部的重要纽带。

乘坐⽕火⻋车 

著 名 的 波 尔 多 ⽕火 车 站 法 语 名 为
(Bordeaux Gare Saint Jean，其历史
悠久，是连接法国所有主要城市的
重要铁路枢纽。同时也是连通欧洲
各国的重要中转⼤大站。 

2017年7⽉月起，开通波尔多到巴黎的
超⾼高铁快线，车程只需2⼩小时。 

乘坐有轨电⻋车 

学校距离有轨电车tramway A号线的
Stalingrad 车站，步⾏行只需2分钟。 

 Learnin'Bordeaux欢迎你
乘坐公共汽⻋车 

距离学校最近的车站名为 Stalingrad，可根据
实际情况选择乘坐 Bus 10 / 27/ 28 / 45 / 62 / 
80 / 91 92 

ECOLE LEARNIN’BORDEAUX 

BY NEWDEAL INSTITUT



协议条款 

此协议条款适⽤用于直接付款的个⼈人或团体，以及通过Newdeal 

Institut提供的获得享受资⾦金补助的学⽣生。注册合同的签订意味
着申请者完全接受此协议条款。Newdeal Institut会严格按照此
协议条款的内容处理所有申请注册的个⼈人，团体或学⽣生的相
关事宜。 

1.	⼊入学条件 

报名申请者应⾄至少年满18周岁，或在⽗父⺟母声明同意的情况下
⾄至少16周岁。对于未成年学⽣生团，必须有随⾏行⼈人员履⾏行监护
责任。 

若因法国法律在出国留学年龄限制⽅方⾯面的规定⽽而造成签证问
题，Newdeal Institut概不负责。 

2.	付款条件 

建议通过银⾏行转账⽀支付学费。银⾏行转账产⽣生的相关费⽤用由学
⽣生⾃自⾏行担负。 

3. 签证办理和注册材料费⽤用 

根据申请签证的要求，Newdeal Institut配合出具相应有效⽂文书
⽤用于学⽣生办理赴法签证。根据所选课程和学时⻓长短的不同，
签证办理和注册材料费⽤用略有不同。此费⽤用从课程开始的第
⼀一个⽉月算起⽣生效，有效⾄至之后的12个⽉月。 此项费⽤用应在报名
注册时缴纳，概不退还。 

4.	住宿 

Newdeal Institut根据学⽣生的要求帮助其在波尔多找到合适的居
所。因此，学⽣生必须距⼊入住前⾄至少⼀一个⽉月告知 Newdeal Institut

其对住宿⽅方⾯面的要求。对于少于⼀一个⽉月告知的情况，Newdeal 

Institut有权拒绝帮助其预定住房的要求。 

5.	更改变动 

Newdeal Institut有权取消报名⼈人数不⾜足以成班的课程，在必要
的情况下，有权更改期间的费⽤用和时间安排。 

6.	保险 

6.1.	医疗保险，意外险和民事责任⼈人⾝身保险是学⽣生在法期间
必须签订并购买的法定基本保险。尤其地, 学⽣生必须按规定确
保其有能⼒力或由具有经济⽀支付能⼒力的他者担保，即担保期间
的全部医疗花销或者外出⾏行程取消造成的⼀一切损失。Newdeal 

Institut要求学⽣生出具此担保证明。 

6.2.学⽣生的所有物品，⾐衣服，⽇日常⽤用品，⻋车辆和贵重物品请⾃自
⾏行妥善保管，如有被偷盗，丢失或者损毁发⽣生，Newdeal 

Institut概不负责。为了避免或降低损失，建议学⽣生购买相应保
险以防万⼀一。 

6.3.	对于居住在⼤大学公寓，学⽣生公寓，或接待家庭中的学⽣生，
按法国法律规定，要求居住者必须签订并购买相应的居住民
事责任保险。此保险应在⼊入住前提前办理。Newdeal Institut有
权要求学⽣生出具签订居住民事责任保险合同的证明。 

7.	变更/ 推迟 / 退款 

7.1.	如果未能按注册时间准时到校⼊入学，尤其是因赴法签证
办理拖延造成的⼊入学延误，注册⼊入学时间可以且仅可以推迟
⼀一次。 

7.2.	所有已经开始的课程都要求付清全款学费。除以下7.3和
7.4条款所涉及的情况外，所有未预先告知Newdeal Institut的
情况，⼀一律不予退款。 

7.3.	签证拒签 

若签证被法国领事馆拒签，预先⽀支付的，没有上的课时费可
以退还，转账退款产⽣生的银⾏行⼿手续费⽤用⾃自动扣除在内，由学
⽣生⾃自⾏行负担。根据条款3，签证办理和注册材料费概不退还。 

7.4.	对于因⾃自⾝身疾病或亲⼈人离世不得不中断学习的学⽣生，施
⾏行部分退款。 

因患疾病⽽而要求中断学习的学⽣生应出⽰示由医⽣生开具的诊断书，
需证明其必须停⽌止上学或必须回到本国接受治疗；因⽗父⺟母⻓长
辈或⼦子⼥女，配偶离世必须中断学习，鉴于以上两种情况，
Newdeal Institut会以相应课时作为偿还。签证办理和注册材料
费⽤用 (⻅见条款 3) 概不退还。 

7.5.	所有涉及条款7.3和条款7.4.情况的申请者，必须按要求
出⽰示相关证明⽂文书。 

8.	上课出勤 

⾃自⼊入学开始，学⽣生应按课表准时上课，不得⽆无故缺勤。根据
出勤记录，在结业时，学校会给学⽣生开具真实的学时证明。 

9.	纪律规范 

对于⾏行为恶劣或举⽌止异常的学⽣生，Newdeal Institut有权在不预
先告知的情况下，中⽌止其课程，所缴纳的学费不予退款。此
情况同样适⽤用于严重违反Newdeal Institut校内纪律的学⽣生。 

10.	图像使⽤用权 

Newdeal Institut有权给本校学⽣生照相，照⽚片⽤用于学校宣传册， 

⼲⼴广告或学校官⺴⽹网 。 除⾮非学⽣生声明反对使⽤用其照⽚片。 此反对声
明，学⽣生应在⼊入学前，以书⾯面形式提前告知校⽅方，最迟应在
注册期间告知校⽅方。

11.	访问和信息获知权 

申请注册期间的学⽣生只能把学校内部相关信息传递给那些在
实际⾏行动中或有意图明确计划想要了解并有意愿来学习的个
⼈人。根据1978年1⽉月6⽇日⽣生效的法国信息法第78-17条款规
定，所有学⽣生可以和学校沟通，咨询并获取相关信息，如有
必要也可提出修改意⻅见。 

12 .  取消课程及其声明 

通过媒介或者在学校官⺴⽹网上办理的注册可在注册即⽇日起14天
内取消。若注册的课程已经开始进⾏行，则⽆无法取消。要求取
消课程的声明必须通过书⾯面形式并邮寄到以下地址：Newdeal 

Institut 2 rue Paul Camelle, 33100 Bordeaux。发⽣生的任何争端
均属于波尔多专⻔门法庭和法国法律管辖的范围之内。



LEARNIN’BORDEAUX BY NEWDEAL INSTITUT  

2 rue Paul Camelle 33100 Bordeau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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