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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ECOM SAINT ETIENNE

学校概况
圣埃蒂安高等电信学院（Télécom Saint-Etienne，简称 TSE）是一所通信和 IT 领域的工程师
学校，隶属于法国圣·艾蒂安 JEAN Monnet 公立大学，是法国第二大省 Rhône-Alpes 的一所高等
通信专业工程师学校，是法国电信研究所所属学校之一。
学校的教学研究所涉及的学科非常广泛，包括：通信，网络，网络技术，应用性数据处理，数
字图像处理，视觉，光学和光子，电子和嵌入式系统等。
学校的坐落于 Rhône-Alpes 光谷科学研究园内，并得益于研究园内实验室的科研力量、尖端
科研仪器等资源，使得学校科研实力雄厚，领域优势明显。对于在校学生来说，每个学生都享有独
自操作高尖端仪器的机会；实验室会专门针对不同学生提出不同领域的技术研究课题并会有指导老
师加以指导；学生毕业之后还可以通过实验室的学术交流或者教授的科研关系而拥有好的就业开
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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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方向
方向 1
光学·电子
方向 2
电子·光学·通信
方向 3
系统·电子·通信
方向 4
电子·图像系统
方向 5
光学与视觉
方向 6
图像与视觉
方向 7
应用图像
方向 8
通信·网络
方向 9
通信·网络·计算机

模块 1

模块 2

嵌入式系统

光学系统

嵌入式系统

光学系统

嵌入式系统

模块 3

模块 4

信号系统

激光与图像应

电子线路

用

信号系统

通信协议与服

电子线路

务器

信号编码与

信号系统

通信协议与服

数字信号

嵌入式

传输

电子线路

务器

系统

/通信

多媒体技

嵌入式系

术

统

光学电路

图像应用

嵌入式系统

图像分析

视觉工程

光学系统

视觉工程

图像分析

计算机应用

图像分析

计算机应用

计算机应用

计算机图像处
理

多媒体技术

计算机图像处

激光与图像应

理

用

计算机图像处
理
计算机图像处
理

多媒体技术
多媒体技术

信号编码与

网络：通信与

通信协议与服

传输

路由

务器

信号编码与

网络：通信与

传输

路由

多媒体技术

模块 5

模块 6

光学电路

嵌入式

光学电路

多媒体技
术
多媒体/
信息传输

嵌入式
/通信

图像应用
图像应用
通信/

信息传输

多业务网
络

信息传输

多业务网
络

PS： 专业方向在二年级选择，每个模块大约由 3 到 8 门课组成，除了这些模块外，还有其他公共模
块，如数学，实习，项目管理等。除此以外，３年级的时候可以更换专业方向。同时每个方向还有相
对应的选修课，这些选修课不仅会和第二学位相关联，许多还是和其他学校或研究所合作教学，比如
光学方向的选修课，需要前往 l'Ecole Nationale Supérieure de Physique de Strasbourg(ENSPS)进
行 2 周的短期教学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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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级课程
相比于硕士而言，工程师的课程非常多，本校作息时间为早上八点上到晚上六点（有时会到七点半），
中途一个小时吃饭。
除了课程外，学生还必须自己抽出时间，和法国同学一起完成项目，开会，联系导师，还要应付生活中
各种各样的小事。当然，一年级的时候会相对轻松一点，没有太多专业课程，而且许多课在大学期间略微有所
涉及，但一天最多连续 9 个小时的法语轰炸，也会让你大脑呆滞的。
为了保证良好的语言环境，在一年级分班时，学校会把中国学生分到不同的小班（GROUP），每个班 20
名同学，只会有 1 名中国学生，其余都是法国同学或者摩洛哥同学，使你不得不用法语和同学们交流，以此锻
炼你的法语水平。
下面列出一年级的课程以及要完成的项目:

一年级课程
上学期

下学期

数学基础

数电

电磁场基础

电子应用项目

基础编程

离散信号

电子测量

随机信号

信号与系统

面向对象编程

概率与稳态

Os Unix

工程数学

图像

电磁场

光学

电子处理系统

网络

电路实践

通信

程序与数据结构

英语

操作系统

法语

英语

项目管理

法语

法律学

宏观经济学

微观经济学

国际法

工人实习

会计学

工程师理论

工作寻找技巧

C++应用项目

关于二三年级课程和模块的详细信息，请参考详细的学生手册或者联系各届前辈，在手册末尾我们提供了
多种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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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级课程
一周课程安排举例：
以 2012 级一年级课程为例：

图中主要有三种课程：
CM：理论课，同个专业的所有同学在阶梯大教室中一起上课。
TD：实践课，老师一般会讲解实例，或者上机完成课题，一般 2 至 3 人一个小组。
TP：实验课，和法国同学组队，2 至 4 人一起完成一个实践课题，需要提交报告。
周四下午空余时间主要用于各学生组织开会，体育选修课以及每周的学生聚会，将在后面几个章节详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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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项目
作为工程师学校，我们也有很多的交换项目，对于中国同学来说，交换项目需要在第二年第一学期向学校
申请，如果成功通过层层选拔，就可以在第三年参加交换。其中，部分交换项目可以在所在交换学校获得相
应的硕士和工程师文凭，但要收取额外学费。
下面我们对我们学校的 4 种交换项目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第一种：ORA : Ontario Rhône-Alpes
加拿大大学，面向所有这个省的学生，本校有 5 个名额，要求第一年平均分 13 分以上。
大学列表
Brock University
Carlton University
University of Guelph
Lakehead University
Laurentian University
McMaster University
Nipissing University
University of Ottawa
Queen’s University
University of Toronto
University of Western Ontario
Ryerson University
University of Windsor
York University
Waterloo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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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项目
第二种：CREPUQ - Québec
交流项目所包含的学校均为加拿大的大学和工程师学院，全部集中在 Québec 省（法语区），只对我们
这个工程师学校开放，5 到 10 个名额，竞争很小，麦吉尔等部分超级名校需要 15 分的高分，有意向的同学
需要在一年级付出极大的努力。
学校列表：
EcolePolytechnique à Montréal
UniversitéMc Gill à Montréal
Université Concordia à Montréal
Université Laval à Québec
Université de Sherbrooke
Université de Bishop’s
Institut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
Ecole de Technologie Supérieure
Ecole Nationale d’Administration Publiq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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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项目
第三种：ERASMUS
该项目是几乎各个比较国际化的学校都会有的项目，面向世界各地，但同时对语言有相应的要求。
每个大学给我们学校都提供了 1 到 2 个名额。

德国
比利时

Ruhr University
Universität Koblenz-Landau
Haute Ecole Léonard de Vinci
Faculté des sciences Fisica aplicada.

西班牙

Ciencia de la computacion e intelligencia artificial
Faculty of computer sciences.

捷克共和国

Computer Sciences – informatique

苏格兰

Computing sciences / electronique /automatique

芬兰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保加利亚

UniversitéTechnologique - Dpt.

意大利

Dipartimento di ingegneria dell ’informazione

匈牙利

Polytehcnic

挪威

Gjovik University College.

罗马尼亚

Université Polytechniq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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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种 双边交换项目

巴西

Université Fédérale

加拿大

UQAC

美国

University of Fairbanks

摩洛哥

Institut National des Postes et Telecommunications

韩国

Soongsil University

日本

Université de Tokyo

台湾地区

NUK ,NSYSU.Hsinchu NCTU.

大陆地区

IC Design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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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硕士
除交流项目外，本校学生可以在第三年申请双硕士学位
• MASTER IEGI (Intelligence Economique Gestion de l’innovation)
• MASTER Entrepreneuriat
与本地高等教育经济管理研究所合作教学

• Ingénieur Manager
与南巴黎管理工程师学院合作

• MASTER MINASP (Micro et Nano Systèmes Photoniques)
与简莫奈大学合作教学

• MASTER MAVIM (Modélisation, Analyse et Visualisation des Images)
• MASTER WI (Web Intelligence)
与高等国立矿业学校合作教学

• MASTER EEAP (Electronique Electrotechnique Automatique et procédés)
与国立里昂应用科学学院合作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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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社团
BDE（Bureau des étudiants）
学生社团，既学生会，就像在国内一样，
是和大家关系最密切的学生组织，经常会组织许多课余活动，丰富大家的课余生活。但跟国内的学生会不
同的是，每届学生会成员只担当一年，由学生选出，且与行政活动无关。学生会选举是每学年开头最盛大
的活动之一，学生们将会自发的组织成各个小组，最后将会由三个小组竞选学生会，在 2 个月的时间内，
除了会举办各种 Party 以外，还会提供早餐，午餐，零食，代表同学们向学校争取各种学生福利，甚至帮
你做饭洗碗洗衣服!!!
2012 级班雨桐和赵晓娟两位学长学姐参与学生会竞选。
社团网站：http://bde.telecom-st-etienne.com/
BDE 职责
圣埃学生传统之一，每周 4 晚街道上所有的酒吧和舞厅会被这个城市的学生霸占，其中一个酒吧必然会是
属于我们学校的。我们俗称它 SOIREE,每个 SOIREE 都有不同的主题，超人，星球大战等等，穿上奇葩的服
装，在酒吧里练练法语，和法国同学拉拉感情，是每个留学生的必修课之一！酒吧之后学生会还会组织大
家跳舞，溜冰，音乐会等等。
除了每周 4 例行 Soiree 外，学生会还会组织以下活动：


每周 5 中午的午饭，法式三明治+烤肠+无限量薯片和饮料



整理和发放历年考卷



给每个学生安排“教母”和“教父”（就是帮你学习的学长学姐）



迎新活动和新生郊游



短途旅行和野外郊游



售卖零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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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jet & Tech
机器人俱乐部，每届固定 7 名成员，代表学校参加
罗纳省机器人大赛，法国机器人大赛，瑞士机器人大赛，
欧洲机器人大赛。几乎所有的法国工程师学校都有这个
社团，共计约 150 个队伍参与法国机器人大赛。队伍成员全部由上一届
成员面试选拔。一年级为自学准备期，会获得独立的小机器人项目，没有
专业限制，完全是自学研讨完成，工程师基本能力之一。二年级为比赛期
，学校单独安排三间工作室，从电子设计到机械加工，共计 3 个电子公司
提供免费的芯片和技术，2 个银行提供资金赞助，用半年时间完成特定功
能的机器人来参加比赛。
2011 级董川学长将代表学校参赛，2012 级申志兴学
长成为新一届成员。
顶峰成绩：2002 年法国第一，2003 年欧洲第一
社团网站：http://robot.telecom-st-etienne.com/

BDS(Bureau des Sports)
学生社团，主要负责运动项目，除了大学的体育课以外，我们也有自己的运动场所，自己的足球队，橄榄
球队，篮球队等等，而且会不定期的和其他学校之间进行比赛。除此以外
该社团还负责组织诸如滑雪，漂流等大型户外体育活动
2011 级李硕朋学长是校足球队队员。

BDA(Bureau des Arts)
学生社团，负责艺术方面，旗下包括电影社团，音乐社团，摄影社团以及我们的拉拉队 PomPom Girls.丰
富了同学们的课余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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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ub Gala
学生社团，主要负责学年晚会（毕业晚会）的策
划,各界毕业生，老师都会参加，每届花费 2 万欧
左右，而这些钱都是由学生们自己通过售卖门
票，拉赞助等方式筹集，而且这个晚会的每一环
节都是学生自己安排策划，从场地的租用，DJ,购
买装饰，晚餐到邀请嘉宾，主持晚会等都是学生
亲手策划，学校不做任何干预。
2010 级刘泽明学长参与举办 2008 级毕业晚会，2011 级王思思，董川学姐学长参与举办 2009 级毕业晚
会。

INSPIRE
学生社团，中文名青年公司，每届任期一年，
将负责学校与各个公司的接洽，并向学生提
供项目和技术支持.
从 2 年级开始，每个学生都可以通过这个组
织接到各个公司的项目，从网页制作到 IPhone 应用应有尽有，是增加科技经验和赚取外快的第一选择。
2010 级林卓学姐就任 2011 年公司成员。2011 级华裔张开泰学长就任 2012 年公司负责人。

A2I
本校工程师联盟，是由各界毕业生组成的关系网和联盟，包含了本校前身的毕业生，有 30 年的历史。


帮助各界毕业生寻找实习和工作



资助各个学生组织



编辑学年手册



各界毕业生成立的公司通过该组织提供工作机会给本校学生



学校结构的评价和监督

联盟网站：http://www.ingenieurs-telecom-st-etienne.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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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
工程师与硕士最大的区别就是工程师是与公司的紧密结合的。 本校 3 年课程中共安排三个实习：
工人实习（STAGE DE OUVRIER），这是一个为期一个月的短实习，目的在于让学生了解企业环境和公
司构成。实习是在第一学期结束的寒假。
专业实习（STAGE D'INITIATIVE PERSONNELLE），在第一或者二学年结束的暑假的期间完成，实习时
间 8 周以上，目的是为了让学生将理论知识用于实践。在这个实习中，学生将参与到团队项目中，了解团队项
目的全过程，项目结构，项目的方向等等。
在第三学年，为了让即将步入社会的毕业生更好的完成校园到企业的过渡，学校在第三年的下学期安排了
毕业实习（ STAGE DE FIN D'ÉTUDES），为期 5 至 6 个月。
EDEN3 实习：部分三年级学生也会选择整个第三年实习，为期 9 至 10 个月。在此期间，学生可以不到
学校，远程完成学业。
所有的实习都由学生自己寻找，每个实习都是一门必修课，当然，学校会提供相关的合作企业的信息,帮
助学生寻找到自己满意的实习。
简单举例我们的实习情况： 、
2009 级杨士诚：法国巴黎 Orange 公司的毕业实习，软件开发。
2009 级马妍

：法国巴黎 Orange 公司的毕业实习 , 软件开发。

2009 级刘昕

：法国巴黎 Orange 公司的毕业实习 , 软件开发。

2009 级王腾

：法国巴黎 BNP 公司的毕业实习，上层应用开发。

2010 级严匡世：法国里昂 Spora 公司的 EDEN3 实习，软件开发。
2010 级刘泽明：比利时
2010 级林卓

Barco 公司的专业实习，图像处理。

：法国巴黎 Pneus 公司的专业实习，网站开发。

2010 级杨荔璇：法国巴黎 Vitec 公司的专业实习，多媒体开发。
2011 级李硕鹏：法国南特 Beapp 公司的专业实习，安卓开发。
2011 级董川

：法国巴黎 Adacsys 公司的专业实习，FPGA IP 核开发。

2012 级班雨桐：法国圣艾 QWEEBY 公司的工人实习，PHP 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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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来
根据 letudiant.fr 统计:
2012 年本校刚毕业的工程师平均年薪约为 34100 欧元，介于在 32-36 千欧元之间
2009 年本校毕业工程师的三年后平均年薪已提升至 37-40 千欧元
作为一个创办仅 20 年的工程师学校，在 2013 年 67 所 BAC+5 工程师大学校评级中直接晋级 B 级，（A+一
所，A 级三所），显示出我们学校的潜力。下面给大家介绍我们各届中国学生开拓出来的发展方向，希望能对
大家对未来的法国留学生活起到很好的帮助：

生活 消费与娱乐

发行 #

生活
消费与娱乐

VIVRE A SAINT ETIENNE

住房
学校目前没有宿舍楼，但不必担心，城
市里有许多学生公寓，而且在来法国之前，
学校会提供给所有新生一个住房清单，可以
根据自己的要求选择房子，然后和房东邮件
联系，学长学姐们也会帮你们联系和提供建
议。
一般来说，第一年大家都会住在同一栋
学生公寓里，方便相互照应。在学生公寓
里，有独立卧室，厨房和卫生间，同时楼里
也会住着许多其他国家其他各个学校的学

房。位于城市商业中心附近，有大型超市，
公交站点，银行等，生活方便。乘坐有轨电

车 15 分钟就可到达学校。
当生活稳定之后，我们也会选择搬出去
住，寻找更便宜的房子，更好的环境，同时
各界因为实习，工作，交流等各种原因离开
的学长学姐，也会把他们的房子留给下一
届，为想换房子的同学省去了很多麻烦。
以 2011 届为例：
房屋 45 平米，带公用花园和仓库。房租
275 欧，房屋补助约 160 欧每月，实际每月

生。

115 欧房租。一室一厅一卫，没有家具（需

以 2012 届为例：

步行 10 分钟到学校。

公寓 20 平米，房租 362 欧每个月（包含水
费），房屋补助约 170 欧每月，实际每月

实际房租 200 欧，包网络和水费，20 平米，独立卧
室，厨房，卫生间，含家具。配有电梯，洗衣房，健
身房，乘坐有轨电车 15 分钟到学校。

要自己补购二手家具）。地处市政府旁边，

学校宿舍将在 2014 年完工，优先一年级新
生。

200 欧房租。独立卧室，厨房，卫生间，带

关于更多住房问题，房屋补助问题，请联系

家具，免费网络。楼道里配有电梯，洗衣房

我们的 QQ 群或者人人主页。

（3 欧每次），在底楼配套有健身

2012 级学生公寓

2011 级自己找的房子
实际房租 115 欧，不含家具，阁楼，45 平米，一室
一厅一卫，带公用花园和仓库，地处市政府旁边，步
行 10 分钟就可以到学校。

生活 消费与娱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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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餐厅及饭菜

城市活动

TRAMWAY

中国年

消费
饮食
学校餐厅：由于 TSE 在中午没有午休时
间，（通常是 12:30 下课，13：30 上
课），只有一小时的午餐时间，所以我们

文化节

只能选择在学校餐厅吃午饭。
学校的饭菜价格比较便宜：

TRAMWAY 与 VELO

牛排+薯条+其余 2 种蔬菜 2,75€

交通费用

在圣埃蒂安，主要的交通工具是有轨电车
（Tramway），如果你住的离学校比较
远，建议你办 Tramway 的年卡，对于学
生是 250€每年。当然你也可以选择城市里
提供的自行车租借系统（15€/年），自行
车站点在城市里随处可见。

主菜（鸡肉，猪肉，鱼肉等）+薯条+其

68%

余 2 种蔬菜 3.5€
比萨（鸡肉，火腿，奶酪） 2.5€
还提供各种甜点，酸奶，水果和沙拉

了解右侧文章中的这些“温度计图表”。

____

备注：学校餐厅只在中午营业，晚上下课
后就不得不自己回家做饭了。持学生卡可
以在城市所有大学的食堂吃饭。

水电费用
取决于不同的住房合同，有些水电费是
包含在房租里的。如果单独支付，电费
每月大概 40€（冬天开暖气大概 70
€），每月水费大概 15€。

课下聚餐
TRAMWAY 与 VELO
TRAMWAY 与 VELO

生活 消费与娱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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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
手机：这里的手机一般是签合约，(和国内联
通签 iphone 的模式相似，首付+月租)。如果
你从国内带手机过来，也可以直接办电话卡，
通常电话卡 20€/月。如果你电话不多，而且
不需要手机上网，我们也可以考虑办最便宜的
套餐（2€/月 60 分钟通话时间 120 条
SMS）。
同时可以考虑在国内开通全球通服务，方便刚
下飞机向父母报平安，学长学姐也会安排人去
接你们，你们可以使用我们的手机联系下父
母。

上网：在大部分学生公寓里，都有免费的有线
网接口，但是网速一般。我们可以在网络运营

总费用

公司签合约的 BOX，是一个集成上网，数字
电视，固定电话为一体的盒子，根据套餐不同
价格不同，固定电话可以往国内免费打电话。
价格一般为 30 欧每月。电视频道含法语节

总体来说，圣埃蒂安的消费水平在法国
属于中等偏低，每年花销大概 7000€左右。

备注
每年的总费用中，旅游占了相当大的一部
分，大概 1000€每年.

目，英语节目，甚至中文节目，也可以随时点
播电视剧和电影。

TOURIST
作为留学生，旅游和实习是我们度过假期的
主要方式，但是学校的假期并不多，其中实习又

方式，看过各种各样的欧洲美景。

在北欧看极光，驻足美丽的布拉格广场，在瑞士
的少女峰上眺望，乘坐地中海的豪华游轮。。

占了很大的一部分。为了抓紧时间，逛遍欧洲，

每一届学长学姐都有丰富的旅游经历与你分享，

不留下遗憾，我们尝试了各种各样有效的旅游

帮助你完成梦想的欧洲之旅

生活 消费与娱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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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URIST

方式：
沙发客(Couchsurfing)：强力推荐的方式，不
仅免费，还可以结交国际性的好友，锻炼自己的
法语和英语水平

旅行团：跟团是最方便的方式，但是时间
稍微有点赶，但是确实很方便，我们也找
到了相关的超便宜的旅行社网站和旅游团
购网站！！
http://www.ouituan.com/

网址：https://www.couchsurfing.org/

法国团购网站

CouchSurfing，中文含义为沙发旅行，也译为

http://www.anseltravel.com/

沙发客，是一个旨在帮助旅行者与当地人建立联

法国安塞尔旅行社

Couchsurfing 借宿

系的一个国际性非盈利网络。通俗地说就是当你
旅行时你可以住在当地会员家；当有会员来你的
城市时你可以接待他们住你家，以此达到既省钱
又能进行文化交流的目的。如不能提供住宿，你
还可以选择“出去喝一杯”，即做免费导游带他
们逛你的城市。沙发冲浪世界各地的会员会举办
各式各样的聚会，旅行者能参与其中，同样你也
能在你的城市或你旅游到的城市邀请当地沙发客
和旅行中的沙发客加入你举办的聚会.

同学借宿：不仅是中国同学，法国同学也非常欢
迎你过去玩，比如你去巴黎，你就可以直接问

开车的巴黎同学，回家的时候搭个车，顺
便借个宿，不要想太多打扰人家的问题，
法国同学很友善，答应你就真的没问题 ~
一次可以省很多很多钱。

背包客(Backpacker):中文名又译作驴友。
在欧洲绝大部分城市都有背包客旅店和青
年旅馆或是瑞士山屋，提供廉价住宿，并
配备有厨房等设施，对于那些喜欢独自旅
游，不想提前订旅店而约束自己行程的同
学的不二选择。并且还有背包客旅游年卡
的会员卡，既节省了钱，又能在旅行中锻
炼自己和结交世界各地的朋友。

提前在网上买票，一般越早买票越便宜。
法国也有卧铺车哦，一般晚上出发，第二
天早上到达，方便便宜。
旅游不需要制定太多的计划，预订太多的
票和旅馆，那样只会让旅行变得太过匆忙。

西班牙之旅

到达目的地的第一件事，不是找景点，也
不是拍照，而是找旅游局！！在那里，你
可以拿到免费的地图，免费的纪念品，还
可以询问他们的建议和游玩的注意事项，
比如组织一起登山，皮划艇等，再比如哪
个景点，哪天会关闭，某个景点每天几点
会有额外表演！！！

你旅游的时候是你放假的时候，其他法国
人也放假，请提前查好天气，节日等信息，
避免店不开门，景点不开放，下雨等十分
扫兴的事情。

意大利之旅

包车旅游：在里昂有部分中国司机提供的
服务，包车旅行，3 到 4 人，司机也会充
当临时导游，既没有背包客的奔波劳累也
没有跟旅行团的时间紧蹙。

北欧邮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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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
体育课
我们学校在行政上是 Jean-Monnet 大学的下属工程师学院，所以 TSE
的学生可以享受 Jean-Monnet 大学提供的所有体育项目。这里的体育
项目种类十分繁多，除了篮球，足球，网球等常见体育项目外，学校还
提供攀岩，射击，射箭，瑜伽，高尔夫，跆拳道，舞蹈等国内很难体验
到的项目。所有项目都提供器材，周一到周五天天都有，根据自己的日
程安排可以选择不同的项目，上够一定的课时还有额外的学分奖励，费
用只要 15 欧一年！
运动项目种类丰富：
有氧健身操
身体塑形
Hip-hop
压力放松运动
射击
射箭
四肢伸展运动
常规舞蹈
摇滚舞
萨尔萨舞
合气道
水疗运动
羽毛球
女子篮球
男子篮球
法式拳击
定向运动
攀岩
女子足球
男子足球
室内五人足球
高尔夫
运动体操
女子手球
男子手球
柔道
空手道
健美
游泳
滑翔伞
女子橄榄球
男子橄榄球
自身防卫
跆拳道
太极拳
网球
乒乓球
射击
男女混合排球
女子排球
除了常规体育课之外，本地运动协会和大学会联合组织各种户外运动，
有独木舟，铁人三项，攀岩等，时间为周 6，周日。
PS：个别高危运动会要求提供保险，以及课前培训。

攀岩
攀岩是在 Jean-Monnet 大学的室内攀岩
场地进行，有 3 个攀岩运动场，老师会提
供专门的攀岩装备，两人一组，不用担心
安全问题。高度从 5 米到 15 米不等，有各
种难度路线。每学期老师也会组织去里昂
实地攀岩，从 25 米的小山到 50 米的峭
壁。该运动是学生比较喜爱的运动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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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余活动

SOIRÉE

法国朋友

每周四晚，学校学生会都会组织各
种各样的活动，统称为 soirée，形式
多种多样，一般形式为 Facebook 上
通知你，学校各处也会贴海报，到哪条
街哪个酒吧或者餐厅集合，8 点多开
始，喝酒聊天，各种互动和表演，之后
有可能是跳舞，有可能是滑冰，甚至于
是 5V5 的足球比赛！~

本校没有国际生，大部分都是法
国人，中国人除了华裔以外就是西电
的学生。

这是增进与法国同学感情最好的办
法，不仅可以锻炼语言，也可以拒绝中
国人抱团，如果你一个中国人，你身边
就会围一群法国人，如果一群中国人，
很少会有法国同学会凑过来玩的。
作为工程师，你的每一个项目和课
题都必须是至少 2 人以上完成，成员
都是自己寻找，你只有建立自己的法国
小圈子，才能更好体验法国工程师的生
活，始终一群中国人是很难体会留学的
意义的。
所以一定不要害羞，即使你法语很
烂很烂！！！让法国同学知道你的热情
你就会发现，一年级是你找法国同学一
起做项目，一起玩，二年级是法国同学
找你一起做项目，一起疯！！

一年级时，你们会被分到不同的
组，每个组只有一个中国人，所以没
有太多的机会和中国同学在一起，不
知道是不是没多少中国人的缘故，所
有同学都对我们特别特别好奇，学校
许多法国同学也是选修了中文作为第
三外语，为容易打成一片，有什么问
题问他们，他们都会非常热心的帮助
你。所以，不要担心自己法语不好而
不说话，拿出你的勇气 ~
除了法国同学外，因为住在城市
里，你也会认识各个学校的学生，各
个年龄段的朋友，他们不仅能提供给
你很多有用的信息，节假日还会很热
情的邀请你去做客，尤其是法国老年
人 ~~ 所以搬家之后不要犹豫，去邻
居那打招呼吧 ~

联系我们
ＮＯＵＳ

ＣＯＮＴＡＣＴＥＲ

关于新生接待，以及学校注册，银行开户，公寓住宿等问题，会
有高年级学长学姐帮助办理，下面是我们的联系方式：
学校官网：

www.telecom-st-etienne.fr

学校 Accueil 邮箱：contact@telecom-saint-etienne.fr
Facebook 主页： Ecole D'ingénieurs Télécom Saint-Etienne
www.facebook.com/telecomsaintetienne
人人主页：

法国圣埃蒂安电信工程师学院
page.renren.com/601461251

QQ 圣埃蒂安-西电交流群：57241650

25 rue du Docteur Rémy Annino
42000 Saint Etienne
Tel : 04 77 91 58 88
Fax : 04 77 91 58 99
contact@telecom-st-etienne.fr
www.telecom-st-etienne.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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