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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三⼤介绍



巴黎三⼤（Sorbonne Nouvelle Paris 3）

巴黎第三⼤学又称“新索邦⼤学”, 为全法国语⾔⽂学及社会⽂化类专业最为权威的⼤学之⼀。凭借优秀
的教学质量及良好的社会声望吸引⼤批的本⼟及海外学⽣。

该⼤学与巴黎⼀⼤（先贤祠索邦⼤学）及巴黎四⼤（巴黎索邦⼤学）共同构成索邦⼤学。同时，巴黎第
三⼤学与巴黎第五⼤学(Université Paris Descartes)、巴黎第七⼤学(Université Paris Diderot)、巴黎第
⼗三⼤学(Université Paris Nord)以及巴黎政治学院 (sciences Po)、巴黎东⽅语⾔⽂化学院(Institut 
national des langues et civilisations orientales)、法国公共卫⽣⾼等研究学院 (EHESP)、巴黎地球物理
学院(Institut de physique du globe de Paris)并称为PRES Sorbonne Paris Cité（索邦巴黎西岱联合⼤
学）。

巴黎第三⼤学成⽴于1970年，前⾝是巴黎⼤学⽂学院  ，并于1971年采⽤“新索邦(Sorbonne Nouvelle)”
校名，旨在表明它在巴黎拉丁区的历史根基及其所担负的在⼤学⾼等教育与研究领域⼴泛创新的使命。

巴黎三⼤同时也和巴黎政治学院等⼋所巴黎⾼校结为Sorbonne Paris Cité联盟。在巴黎13所公⽴⼤学中，
巴黎第三⼤学又以语⾔和电影艺术⽅⾯学科⽽闻名。

新索邦-巴黎第三⼤学(简称巴黎第三⼤学)⽬前有在校学⽣17873⼈(其中外国学⽣约5000⼈)，教师680
⼈，⾏政及图书馆⼈员670⼈ 。





申请流程

校内申请
三⼤申请



校内申请

时间：三⽉初

所需材料：学⽣交换访问项⽬申请表、交换项⽬学⽣申请表（国际交流中
⼼⽹站下载）、成绩单（中英⽂）、在读证明（诚信9楼教务处⾃助打印）

个⼈陈述（中英⽂）、简历（中英法三语）、护照信息页等

具体参照当年国际交流中⼼要求

申请通过以后，学校确定名单告知三⼤：

学⽣姓名和电⼦邮箱

学习时间（第⼀或第⼆学期或全年）



三⼤申请

时间：校请之后，约四⽉初

流程：先⽹申，再将申请材料寄给巴黎三⼤联系⼈邮寄地址见⽹申
后⽣成的pdf

⽹申地址：http://www.univ-paris3.fr/82655729/0/
fiche___pagelibre/%26RH%3d1209061830093 

选择programme international进⾏填写

http://www.univ-paris3.fr/82655729/0/fiche___pagelibre/%26RH%3d1209061830093


填写可能涉及到问题: （以LEA为例）

注册学院及专业：可以⾃主选择，没有实质性差别，选课不受
学院限制。推荐LEA（应⽤语⾔学院）图⽚内容仅供参考；     

语⾔等级：英法根据⾃⼰情况填写，中⽂选择母语⽔平，开学
报到时学校会组织TCF考试，根据这个考试结果进⾏分班。详
细参照课程介绍部分。



邮寄材料

邮寄地址：见⽹申后⽣成的pdf

时间：通常为每年5⽉15⽇之前，具体见三⼤⽹站要求

所需材料：

1.⽹申结束后的PDF打印⽂件（须由学⽣本⼈和负责⽼师签名）

2.在校学习成绩单

说明学习计划和选课内容的动机信（法语）（可选课程可在⽹申地址上查
询）

每年6⽉底之前：巴黎三⼤寄出录取通知，学⽣收到后开始办出国签证等相
关⼿续 



留基委奖学⾦申请
⽹址：http://apply.csc.edu.cn/csc/main/
person/login/index.jsf

时间：收到邀请函之后，截⽌时间参看csc⽹站

注意事项：留学⾝份选择本科插班⽣

所需材料：
•国家留学基⾦委出国留学申请表（包括个⼈信
息及中⽂留学计划）

•出国留学单位推荐意见表
•⾝份证扫描件
•外⽅学校邀请函（姓名，出⽣⽇期及留学⽇期
⾼亮标注）

•在读证明、中英⽂成绩单
•学院及国际交流中⼼签字盖章的中英⽂学习计
划

（绝⼤部分⽂件与校请和外校申请⼀致，具体参照
⽹站及国际交流中⼼要求）

http://apply.csc.edu.cn/csc/main/person/login/index.jsf


留基委奖学⾦申请

资格通过后相关程序

⽹址：http://apply.csc.edu.cn/csc/
main/person/login/index.jsf

待办事项：

•交保证⾦

•资助出国协议书公证

•…

（具体事项参照信息平台待办事项栏）

http://apply.csc.edu.cn/csc/main/person/login/index.jsf


预签证程序

*办事效率低，每个步骤之间

所需时间长，需要注意时间

问题

涉及⽹站：http://
www.chine.campusfrance.o
rg/zh-hans/theme/pastel

http://www.chine.campusfrance.org/zh-hans/theme/pastel


预签证程序
步骤：

1.PASTEL系统注册，完成注册后会⽣成cf学号，
签证时会⽤到

2.留基委项⽬法语专业可以不提供tcf成绩，参不
参加考试随意；⾮留基委项⽬则须先参加tcf考
试后提供考试成绩

3.准备相关材料，并交到cf前台

4.材料审核通过后，留基委项⽬内学⽣等cf领取
免⾯试证明的通知，领取完证明后才可以递签，
奖学⾦项⽬不需要交材料费，不需要⾯试，
pastel系统材料费项⽬变绿后即可开始；其他学
⽣须按步骤逐步完成缴费和⾯试

*所有状态均可以在pastel系统中进⾏查询，请随
时留意



预签证程序
所需材料：

1.学籍或成绩单认证（时间较长，可以提前准备）

2.⾝份证 护照（必须提供）

3.贴有照⽚的学习类奖学⾦申请表

4.法⽅邀请函

5.个⼈简历

6.出⽣证明并公证其与原件相符, 同时翻译成法语或英语

7.…

（具体参照http://www.chine.campusfrance.org/zh-hans/node/296562cf⽹站要求）

⽹站上有所需⽂件列表，按照奖学⾦获得者，在读⼤学⽣的要求准备

（留基委资格通过后材料准备可以与预签证及签证材料同步准备）



签证

时间：cf把信息转到中智法
签后即可

涉及⽹站：中智法签
https://cn.tlscontact.com/
cnSHA2fr/splash.php 



签证
1.选择最近的签证中⼼办理，在线注册，提供⼀个电⼦邮箱地址即可成功在线注册。

2.填写申请表，准备签证申请材料，成功注册后，根据系统提⽰，在线填写签证申请表，将得到⼀
份对应的清单材料。

3.在线预约并打印预约通知单，及时选择合适的递交签证申请时间，签证申请处理的时间⼤概在⼗
个⼯作⽇以上。（⼀定要打印预约通知单！！否则就是⽩跑）

如果未按预约进⾏申请，你的个⼈注册信息将在预约当天⾃动删除。

如想进⾏新的预约，需要重新注册

4.来中智签证法国受理中⼼递交材料携带好【预约通知单】、【签证申请所需材料（按照顺序）】
及【护照】准时（最好提早半⼩时）来到中智签证法国受理中⼼。您可以选择由代理⼈递交您的
签证申请。代理⼈必须提供: 

由申请⼈亲笔签字的信息完整且⽆误的委托书（可在⽹站上下载模板）

代理⼈⾝份证原件和复印件



签证

5.递交材料签证中⼼⼯作⼈员会检查您准备的材料是否完整以及是否符合法国驻华使馆的要求。

申请材料不完整的情况下，签证中⼼有复印机可以当场补充已提供⽂件的复印件，或直接递交不完整的
申请（拒签可能性较⼤）。

若您不希望提交材料不完整的申请，您可以在三天之内⽤同⼀个TLScontact帐号登录⽹站并重新预约。 

6.交纳签证费及签证服务费

签证预约单上有显⽰具体费⽤⾦额，但由于汇率变化，最好多带⼀点。于签证中⼼以现⾦或刷卡（仅限
中国银联）的⽅式⽀付签证费及签证服务费。

签证费：90天以上长期学⽣签证，50欧元按照当天汇率转RMB

签证服务费 200元RMB左右

7.查询申请进程递签后，随时登录签证中⼼⽹站，通过个⼈页⾯查询签证申请进程。 8领取护照当您的护照返
回到签证法国受理中⼼后，我们会以短信形式通知您前来领取（或者在缴费的时候直接选择EMS快递服
务）。领取护照时携带【⾝份证原件】，【复印件】及【申请表校对单】。他⼈代领，需要提供【申请者的
⾝份证复印件】、【申请表校对单】和【委托书】，以及【代领⼈的⾝份证原件】和【复印件】 



签证所需材料清单
请注意需要保留的原件

1、两张相同的⽩底彩⾊近照（近6个⽉内拍摄）

2、长期签证申请表原件（在签证中⼼⽹站上⾃⾏下载+填写，全部⽤⼤写字母，check box要画叉叉××，都要去法国
了必须习惯画叉叉××）

需要填的部分有：

1-9

12 ×“普通护照”，跟着护照上的信息写13-16

17地址要按照提⽰的顺序写，18邮箱正常⼤⼩写，19电话号码前加个（+86）

21写ETUDIANT，22写国内学校地址，23×“学习”，25填录取你的法国学校地址

26写开学前⼏天就⾏（别太早啊同志们，⼀般最早提前15天）⼯作⼈员会问你开学时间+你什么时候⾛，

27 ×“1年以上”，29跟着写“PAR MA RESSOURCE FAMILIALE”

30-32的check box⼀般⼤家都是×“否”，还有32最下⾯的两栏左边“你的签证中⼼（SHANGHAI/BEIJING/...） 时
间”，右边“韩梅梅HAN MEIMEI”



签证所需材料清单
OFII申请表原件+复印件

需在⽹站上⾃⾏下载+填写

⾸字母⼤写，其他⼩写

需要填的就第⼀⾯第⼀个表格之前的部分，⼀共就⼗⾏。

如果成功申请，返还回来的会有【你的护照】+【OFII申请表原件】

之后有⼀部分是在你领到签证到了法国以后需要填写并邮寄给OFII的信息（各地OFII地址在第⼆页有放）

出⽣公证书原件（内含翻译）+复印件 

有⽗母或担保⼈签字的同意承担申请⼈在法国学习期间所有费⽤的担保函原件+复印件+翻译件

这个担保函和翻译都有模板，百度⼀下就有好多。

翻译可以是英⽂或者法⽂，可以⾃⾏翻译

如果⽂件中包含的⽂字内容较少，则翻译的内容可以直接写在该⽂件的复印件上，即翻译件和复印件是同⼀份⽂件。
所有翻译⽆固定格式要求，但翻译必须清楚、准确，⽆需认证或公证，不需要盖章



签证所需材料清单
⽗母或担保⼈的银⾏对账单/存折原件+复印件

⽗母或担保⼈的不低于存额为7380欧元或6万⼈民币左右（不含学费）的银⾏对账单或存折原件

银⾏对账单: 即银⾏进出账单是指您的活期银⾏卡或者存折，该账单中体现了您在银⾏的⽇常⽀取
记录，不是定期存折或者存款证明。

⽗亲或担保⼈近六个⽉以来的银⾏记录（信⽤卡除外）原件+复印件

母亲近六个⽉以来的银⾏记录（信⽤卡除外）原件+复印件

⽗亲和母亲近六个⽉以来的银⾏记录：

对于申请长期留学的申请者，您必须提供⽗母双⽅的银⾏记录原件。

如果您只能提供其中⼀⽅的银⾏记录原件，则需要给使馆写⼀封解释信，说明未能提交该⽂件的
原因。解释信将同您的其他⽂件⼀起递交到使馆。

如果申请者有学校出具的奖学⾦证明，则不需要提供此类⽂件。



签证所需材料清单
法国学校注册证明复印件

法国住宿证明复印件

租房者请提供租房合同； 

如果是免费住宿，您需要提供房主出⽰的提供免费住宿证明、房主⾝份证或居留证复印件； 

将住⼤学宿舍的申请者需提供C.R.O.U.S.出⽰的证明。 

如果为其它情况，请提供详细说明⽂件。

法国学校⼊学⽇期的延期证明复印件

如开学⽇期已过，需提供。

法国⾼等教育署的⾯试证明原件

护照原件+复印件

复印前五页（带内容的备注页），以及所有带签证或盖章的签证页。

旧护照原件+复印件

签证申请/护照领取委托书原件

代理⼈⾝份证或护照原件+复印件



流程实例







选课推荐



选课须知

开学前⼀周有⼀次法语⽔平测试，将决定你在三⼤可选的法语相关课程的难
度⽔平；同时，分数过低的同学将被要求参加为期⼀周的基础加强课程。

我校交换⽣可以⾃由选择三⼤所有年纪所有学院课程，开学宣讲会上会发给
学⽣每个学院分宣讲会的时间地点（各学院相差很⼤，请留意参加），分宣
讲会将会对本学院及课程有总的介绍，并发给学⽣该学院的课程⼿册，⾥⾯
提供了详细的课程内容，学分分值及课程表，这将是学期初帮助你选课的第
⼀⼿重要资料。

每个学院报到时间有所不同，选课需要在学院报到当天去到学校及相关教室
进⾏登记。



选课须知

强烈推荐选择的课程：

1.⽔平考试后分组选择的法语相关课程

2.LEA学院的汉语⾔相关课程，课程编号为X5CHTL，
X5CHTR 

3.LEA学院的中国⽂化课，课程编号为X1CHCV

（虽然有极⼤的选课⾃由度，但同学们需要知道的是除外语课以外三⼤所有课程均以法语授课，有相当⼀部分
课程会出现理解困难乃⾄影响考试成绩的情况，因此，在以下列出可以稳拿学分（按时出勤及考试）的⼏门课
程，同学们可以在保证⾃⼰学分获得的基础上根据⾃⼰爱好再选择其他课程。）

*即便是同⼀节课或相似课程，我校交换⽣也能选择在⼀学期听该课三个年级的课程（只要课时不冲突），这样
可以极⼤的保证学分。



⼊校交费后同学会获得⾃⼰的学⽣卡，同时取得进⼊线上校园系统
（isorbonne）的账号密码，请尽快熟练使⽤isorbonne系统，可以随时
线上查看课程表，尤其是开学时，需要在isorbonne上查看每节课的课
室和教授安排。

每学期第⼀节课⽼师都会⾸先介绍课程内容以及，最重要的，考试安排
（时间，形式等），由于是法语授课所以请多加留意。

⼀开始听课有困难的同学可以从国内带⼀只录⾳笔或在课上使⽤⼿机录
⾳，课后可以重听理解并温习；同时留意⾝边做笔记的法国同学，他们
很多都使⽤电脑，请不要害羞，下课直接向他们问好，告知⾃⼰的情况，
⼀般对⽅都会慷慨的把笔记发到你的邮箱，这对理解课程是有极⼤的助
益的，认识到新朋友也是⼀件很好的事；



巴黎⽣活指南



交通

地铁

巴黎交通系统名叫RATP，交通卡为Navigo，学⽣可办理全年半价
交通卡Imagine R。需要到地铁站内的信息咨询处索要申请表格。

半年可以办理navigo合同：每⽉70欧或按周结算，每周需要预先充
值下周费⽤。

如果出⾏频率低，购买⼀打10张单次票的carnet更为划算。巴黎地铁
部分线路没有⼈声报站，需要留意车厢外的站台标识。巴黎地铁由
于年份已久，常发⽣故障停滞不前。通常等待⼏分钟即可，如果时
间过长，建议转换交通⽅式，以免上课迟到。如果逃票被发现，则
罚款⾦额⾼昂，且警察每⽉均在地铁⾥检票。



交通

⽕车票

⽕车票优惠合同：如果经常乘坐⽕车出⾏，可以到SNCF的专营店办理carte jeune青年卡，费⽤为50欧元，需要携
带有效证件。使⽤青年卡购买法国境内的⽕车票时，可以享受⼤幅优惠。出⾏时需要携带青年卡，因为有时在列
车上检票时会被要求出⽰。

⽕车票种类：

⽕车票分为⼿机软件订购的电⼦车票；  

到车站后⽤机器⾃助打印或到SNCF代理商处请求帮助打印的纸质车票。

各车票的使⽤⽅法：

电⼦车票可以上车后向列车员出⽰⼆维码，也可以根据订单号打印纸质车票。                      

纸质车票需要在进⼊车厢前⾃助在站台检票。

关于退票和退款：         

如果在列车尚未⾏驶出站，可以在SNCF客户端退票，但会扣取约为车票价格10%的⼿续费⽤。如果使⽤银⾏卡购
票，退款将返还⾄购票时绑定的银⾏卡账户，不可返还现⾦。反之亦然。



交通

机票

如果计划预定航班，可以选择综合的机票销售⽹站进⾏
对⽐挑选，即选择从第三⽅代理商处购买机票。欧洲廉
价航班有easyjet, ryanair, transavia等。   

优点：可以清晰对⽐各家航空公司，机票的价格，登机
时间，起落机场，飞⾏时长，⾏李限重等信息。   

缺点：部分代理商在退票或改签时效率过慢，或恶意扣
款。



租房

房价：每⼈每⽉600欧到1000欧左右（房价根据是否合租及所处地段波
动）。

关于房补：交换⼀年可以申请CAF房补并办理长居证，详细要求请见
CAF官⽹介绍。交换半年则由于签证问题，没有资格申请房补。

安全：巴黎北部的17-20区等治安较乱，中⼼及南部较好。

学校宿舍：巴黎三⼤可以在开学前申请宿舍，但由于宿舍资源紧张，
许多情况下不能获得分配的宿舍。宿舍的房费较低每⽉500欧元左右。

房源：可以利⽤法国租房⽹站联系房东，如leboncoin⽹站，也可以尝
试民宿airbnb，或经济类酒店长租。



租房

住房合同：⼀般由房东通过邮件提供带有房东签名的电⼦版，
在收到合同时⼀定要仔细查看各处细节，包括房东要求的预
先⽀付的定⾦⾦额、预先垫付的押⾦⾦额、退房时可能产⽣
的清扫费⽤、每⽉⽀付房费的固定⽇期等。（如果预付定⾦
和押⾦⾦额过⼤，超过每⽉租⾦是不合理的，退房时房东有
可能恶意赖账或诈骗。）

请妥善保管房门钥匙：钥匙⼀旦丢失，需联系房东出⽰房产
证明才能补配新钥匙，且费⽤⾼昂，约为100余欧⼿续费。
如果⼊住酒店并丢失钥匙，也会被扣除合同⾥相应的费⽤。



银⾏卡
开户： 常被选择的法国银⾏：SG（法国兴业银⾏）、BNP Paribas（巴黎国民银⾏）、
LCL（⾥昂信贷银⾏）。这三家银⾏⽀持银联和visa，更⽅便。开户需准备护照，住房
合同，有时银⾏会要求查看经济来源的证明资料，如⽗母的银⾏对账单。开户时间需提
前预约，⼀般不能直接开户，距离预约⽇期需要等待⼏天时间。开户时长为⼀⼩时左右，
在签署各种合同后，银⾏不会直接提供银⾏卡密码，所以法国的银⾏账户仍不能直接使
⽤。需再等待⼏⽇，收到银⾏邮寄来的信函，⾥⾯会通知银⾏卡已被设定好的四位密码。
另会收到信函通知⽹上银⾏登录的⽤户名和密码，及⽹上⽀付密码。

转账：可以通过⽹上银⾏转账给法国账户，也可以去银⾏办理。转账时间⼀般第⼆天到
账。

法国的银⾏卡可以少额透⽀，类似于信⽤卡的功能。但利息较⾼。

销户：在法国境内销户时，要求没有未完成的转账记录或未完成划款的消费记录，同时
要求账户余额最好清零，因为柜台⼈员不能直接把余额以现⾦形式补偿给你。如果余额
较⼤，可以请求转账到其他同学的法国账户。销户时需要携带护照、银⾏卡和⽀票本。



⼿机卡

法国⼿机卡常选择的运营商：Bouygue、Orange、Free等。

运营商产品：

使⽤期⼀个⽉的⼿机卡，当场⽀付完毕。（主要⽤于没有办理完法
国银⾏卡阶段）

单独购买的⼿机卡：每⽉固定付费的套餐，绑定银⾏卡直接划款。

购买⼿机及⼿机卡：每⽉⼿机费可享受优惠。

销号及解除固定套餐：去代理商处说明情况，⼯作⼈员会提供⼀张
撰写好情况的信函，邮寄到指定位置即可。⼀周内销号。



Merc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