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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语言 & 文化课程
在鲁昂！

ROUEN

FRENCH IN NORMANDY

10个理由

选择“诺曼底法语学院”的

1. 荣获《语言之旅》杂志颁发的2008-2012 “星球奖”，唯一一家“超一流语言学校”
2. 获得“国际语言组织” IALC认证，获得法国国家政府认可的教学质量
3. 小班授课
4. 无可挑剔的教学质量，经验丰富的教师队伍
5. 教学形式新颖
6. 绝佳的教学设备
7. 多样的文化体验课程
8. 提供多种住宿条件
9. 个性化教学，跟踪每位学生进度
10. 物超所值

国际语言组织 IALC -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Language Centres

法国官方认可的教学质量
法国“名牌外语教育”是官方的教学质量保
证，该称号由法国高等教育教学研究部、法
国文化与对外交流部，以及法
国外交与国际关系部，三个国家级政府机构
共同颁发。

国际语言组织”成立于1983年，旨在监督私立语言学校
的授课质量 。所涉及的语言学校均为外国学生提供本国
语言学习课程，使学生完全融入国外学习环境。国际语
言组织IALC下属的语言学校为大中小学生、工作者、外
国教师等，提供优质课程。这些成员学校具有独立性，
提供的课程能够反映本国的文化和风俗习惯，用饱满的
热情，为提供最优质的语言课程而共同努力。

诺曼底大区

“诺曼底法语学院”是鲁昂唯一
一家私立语言学校！你将有机会
在此练习法语，了解一个真实的
法国！

这里有你认识的法国！
选择鲁昂的几大理由：
绝佳的地理位置

交通便利

• 鲁昂是诺曼底首府，历史文化中心城市

• 乘火车一小时左右即从鲁昂直达巴黎，参观法国首都
近在咫尺！

• 鲁昂是法国大城市之一，地铁、公交车等公共交通便
利，市中心很多地方也可以步行到达
• 鲁昂是绝佳的短途旅行出发站，周围有众多的历史人
文景观，等等

• 从鲁昂乘欧洲之星火车、泰勒斯机场快轨，轻而易举
就可到达三个大巴黎地区的机场，方便你的法国境内外
旅行！

阿姆斯特丹

伦敦
等待你的探索与发现：
建筑艺术与历史文化
• 漫步于芒石海峡之畔，见证二战期间美国士兵诺曼底
登陆的遗址；游览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证的世界文化
遗产圣米歇尔山；探索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不同时期
保存至今的无数建筑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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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美食
• 诺曼底大区是美食者的天堂，本地特色美食
品种繁多，各式奶酪享誉世界——卡蒙贝尔奶
酪、苹果酒、卡尔瓦多斯酒，等等。
• 鲁昂本地的特色餐厅、小酒吧、咖啡厅等超
过500家，其中有不少米其林美食指南推荐的
星级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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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昂拥有全法第二大的印象派美术作品展览馆（展品数量仅次于巴黎奥赛博物
馆！）；你可以在此参观莫奈故居，吉维尼小镇上的神奇花园；欣赏克里斯丁·
迪奥博物馆的展览，以及他的童年故居。
• 鲁昂附近的多维勒小镇每年都举办诸多国际电影节，包括每年九月的美国电影
节和每年三月的亚洲电影节
• 鲁昂是逛街购物的不二选择！小到跳蚤市场，大到国际一线大牌，高档定制，
各种商品应有尽有！

法定节假日学校正常开放！

诺曼底法语学院

课程从入学的第一天上午就会
开始——绝不浪费你的时间！

“诺曼底法语学院”成立于1992年，是一所家族管理学校。学生在此可以感受
到活力四射而又亲切的学习环境，又同时享有最优质的教学资源。
诺曼底法语学院：
• 最多可容纳120名学生；
• 接受过来自全球43个国家的学生；
• 坐落于塞纳河左岸，最繁华的“植物园”街区，
靠近圣瑟韦小镇商业中心；
• 步行23分钟即可到达历史文化中心；
• 地铁、公交便利；
• 步行9分钟可到达学生宿舍区

我们的硬件设施：
• 10台公共电脑
• 公共网络
• 免费Wifi
• 免费的学习资料，开放的自习中心
• 图书馆（书籍，DVD）
• 冷热饮自动售货机
• 免费饮用矿泉水
• 零食糖果自动售货机
• 免费停车场
• 轻松愉快的学习环境

我们的学生： 来自世界各地，共同营造了完美的多元文化学习环境，让
你在不知不觉中感受世界多元文化的熏陶！

住宿条件：
诺曼底语言学院，是鲁昂唯一一家私立语言学校。我们为外国学
生提供最佳的住宿选择：
• 与我校有合作的所有宿舍区都提供单人宿舍，如有特殊需要也
可另外申请
• 绝大部分的宿舍区都在学校附近，方便上下课
• 宿舍区从周一到周五提供早餐和晚餐，同时在周末提供午餐
• 全年都可另外申请单人套间或独立公寓
• 公交车25分钟可到达市中心的新青年旅社
• 步行25分钟可到达市中心的旅馆
• 公交车15分钟，或骑自行车8分钟，可到达市中心

如何申请：
填写申请表，任选邮寄、电子邮件、传真方式，提交
到“诺曼底语言学院” French in Normandy。详情
请参考学院官网 。

我们的学生可享受多样的文化
体验课程，包括兴趣活动和外
出参观活动

文化体验课程
鲁昂“诺曼底法语学院”的普通教学周安排
09h30
11h00
11h30
13h00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法语课

法语课

法语课

法语课

法语课

法语课

法语课

星期六

课间
法语课

法语课

法语课
午餐

备考专题

14h00-16h00
写作专题

阅读专题

口语专题

DELF
DALF

口语专题

免费活动

免费活动

免费活动

免费活动

免费活动

强化课

短途旅行
（付费活动）
查看官网 了解
活动日程及详
细安排

16h15-17h30
趣味语法

戏剧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 电影俱乐部

参观鲁昂集市，探索
特色美食

参观吉维尼
小镇的莫奈
花园

个人辅导

参观圣米歇尔山

星期天

课程套餐

诺曼底语言学院

这里介绍的是我们 全年提供的
基础课程

学生可以自由选择不同的基础课程套餐——强化班每周
25小时课程。半强化班每周15小时课程，只在上午授课。

« A类 强化班 »

报名时间 ................................................. 全年
开班时间. ................................................ 每周一
时长.......................................................... 一周以上
最大班额. ................................................ 2人
年龄 .......................................................... 16 岁以上
课程.......................................................... 每周25小时
语言水平 ................................................ 所有等级

« B类半强化班 »

报名时间 ................................................. 全年
开班时间. ................................................ 每周一
时长.......................................................... 一周以上
最大班额. ................................................ 2人
年龄 .......................................................... 16 岁以上
课程.......................................................... 每周15小时
语言水平 ................................................ 所有等级

DELF/DALF备考班
该课程专门为备考DELF DALF的同学开设， 同时可能涉及
一些强化班和半强化班的课程。
报名时间 ................................................. 全年
时长 .......................................................... 4周以上
最大班额 ................................................. 12人
年龄 .......................................................... 16岁以上
课程 .......................................................... 每周25小时
* 每节课为60分钟

诺曼底法语学院 FRENCH NORMANDY课程设置
• 每节课为60分钟
• 提供从A1（初级法语）到C2（高级法语）所有级别的
课程
• 新班开班时间为每周一，全年无休（只有圣诞节和新年
两周不开新班）
• 开学第一天会带新同学参观鲁昂市区
• 每天上午的课程主要涉及基础口语、句法结构和词汇
• 每天下午的课程主要涉及语法、语音、听力、写作，以
及文化主题课程
• 每个班不超过12名学生
• 我们提供专业DELF / DALF备考课，鲁昂有考试中心
• 我校同时还组织BULATS剑桥博思职场英语测试（考试日
期灵活）和TCF法语水平测试（每月一场）
• 学期结束时，每位学生都将获得法语学习证书，包括学
习小时数、学习期限、法语等级（具体参考欧洲语言标准
CEC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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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曼底法语学院FRENCH

IN NORMANDY
地址 : 26 bis rue Valmont de Bomare - 76100 Rouen - France : 电话 : +33 2 35 72 08 63
传真 : + 33 2 35 72 08 64 - 电子邮件 : info@frenchinnormandy.com

紧急联络电话 : (+33) 6 72 43 10 04
地址 : EURL

LANGUAGE SERVICES NORMANDIE PICARDIE
Siège : 26 bis rue Valmont de Bomare - 76100 Rouen - France
Capital de 7 622,45€ - RCS ROUEN : B 411 845 829 - N° d’existence : 23760421476

eleri.maitland@frenchinnormandy.com
info@frenchinnormandy.com

诺曼底法语学院 French in Normandy 注册号 : 9320624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