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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老师寄语 

 

离开熟悉了多年的校园还有喧闹的大都市来到法国最西端僻静的海边,一切都是那

么得新鲜,新鲜得和自己的想象都不一样。身边不再天天有人来叮嘱,一切都要主动去

做。生活环境,教学方式的突变甚至还有心态的落差都需要自己去学,去调整,去适应。

从乘车、吃饭到买菜,还有每天笑眯眯地和人打招呼都要会。把自己浸泡到新的生活当

中去，只有这样才不枉费在 IMT Atlantique 的两三年。 

这本小册子是个"日常生活指南",更是作者的心得、体会和希望，希望新来的同学

能尽快地"融入"到新环境中去。 

 

吴宗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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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克服重重困难，怀揣着梦想，带着家人的期许，在朋友羡慕的目光中，你来到了

这个陌生的国度。那第一个踩上这片土地的脚步声带给你的是喜悦？是期待？是一腔

壮志在翻滚？还是一个美好的憧憬？不管怎样，那一刻意味你的生命将在一个全新的

维度里伸展，去触碰那些未知的梦幻。 

然而，伴随着这个即将铺展的梦，等待你的同样还有那些未知的困难。语言的障

碍，文化的差异，远离亲人的寂寞......它们就像那片梦之叶上的青虫，开始慢慢将之蚕

食。上课听着天书，在小组讨论的时候像傻子一般，畏畏缩缩地不敢独自出校门......发

生在自己身上的无数窘事让你开始怀疑自己，怀疑当初的选择，怀疑你的未来。上课

回来，你累得倒在床上，再也不愿听法语，窗外的雨滴乱了你心头的节奏，世界一片

漆黑。 

这个痛苦的适应期在每一个刚到这里的中国人心里应该都会留下一些烙印。然而，

没有人能代替你去承受这个过程，你所需要的是一次次倒下之后毅然决然站起来的勇

气，告诉自己我能行。 

同样，这本小册子也不能把你在炼炉之中保护起来，它所作的仅仅是一些最基本

的生活常识指导，帮助你去了解你所生活的环境，以尽快适应，投入到精彩的学习和

生活中去。在你回头看它的时候或许觉得这就是一本教娃娃走路的册子，然而希望它

能在你对这个新世界尚且一无所知的时候带给你一些有益的帮助。 

其实，学校的《Guide Pratique》已将内容写得很全，只是考虑到一些时候你或许

累得不想看法语，或者刚来法国还不能一下子从那一大堆生词里找到你想要的信息，

所以一本简单中文小册子或许能在某些时候适时地帮助你一下。 

这本小册子在编写的时候得到了布列塔尼语言部，国际处的很多帮助，参考了

《Guide Pratique》和颜安先生等编著的《留法不完全手册》，这些帮助和指导为小册

子的诞生提供了阳光雨露。同样，十分感谢黄慧学姐和张旭学长提供的关于读博和实

习的宝贵经验，让小册子的价值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感谢李炎黄同学对 Club Chine 的

介绍，更要感谢对本书提出许多宝贵修改意见的朋友们。 

限于作者水平，小册子有不少纰漏，望读者以实践为准，对于错误之处不吝指正。 

                                                                        

作者 

虎年初二于法国布雷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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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份入学的时候，甚至 summer school 还没结束的时候，

Société générale 和 BNP 两大法国银行会在学校设摊位

（这几年新来了 CMB），为新入学同学办理开户手续。这

很可能是你第一次把法语用到这么实用的场合去。 

 

一个户头可以有几个账户，最基本的是 Compte Courant (款项直接出入的银行账户，

无利息)、livret A（活期存款） 和 livret jeune（青年账户，为小于 25 岁的学生而设）。 

需要说明的是，livret jeune 的利息(BNP:2%,SG:2%)较 livret A(0.75%)高，但是存款上

限比 livret A 小很多，仅为 1600 欧。值得注意的是每个人只能拥有一个 livret jeune 和

一个 livret A。银行业务员会详细问你要开通哪些账户，届时告诉他你的选择。 

每个月用银行卡刷卡的金额也是有限制的，BNP 和 SG 的初始设定不一样，但是都可

以通过联系 agent 来提高或者降低限额。 

另外，每年开学时，最好向银行出示自己的 Certificat de scolarité，否则银行可能在第

二年开始向你收取本可免掉的月费。 

 

支票的填写方式: 

 

在法国，很多时候是用支票付费的，以下是支票的填写方式。 

(图片来源: http://sitedufilm.free.fr/cantal/chiffres.php) 

 

一、必办手续 

1、银行  

http://www.instits.fr/Certificat-de-scolarite.html
http://sitedufilm.free.fr/cantal/chiffres.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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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房租或者 RAK 充钱，用支票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 

 

 

本部分对应《Guide Pratique》(anglais: 《Guidebook》)中 Couverture médicale et 

assurances 部分。 

                         

（图片来源：http://www.lmde.com/）           （图片来源：http://www.smeba.fr/） 

 

Sécurité sociale étudiante: 

办理学生保险的有 LMDE 和 SMEBA 两家。在开学注册的时候，他们会在学校设置摊

位，与交学费注册过程结合。学生保险是必须的，09 年费用为 198 欧。平均报销护理

费和医药费的 70%。 

Complémentaire santé(补充保险) 

这个不是必须的，但是有了它，你几乎可以报销所有看病费用。依据报销覆盖范围和

反馈，价格从每年 72 欧至 384 欧不等。 

更多信息： 

http://www.ameli.fr/assures/soins-et-remboursements/index.php 

LMDE：http://www.lmde.com/ 

SMEBA：http://www.smeba.fr/ 

至于如何报销，请参看本书生活琐事之看病部分。 

2、保险  

http://www.lmde.com/
http://www.smeba.fr/
http://www.ameli.fr/assures/soins-et-remboursements/index.php
http://www.lmde.com/
http://www.smeba.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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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urance Responsabilité civile/ Rapatriement 

这个对于外国学生也是必须的。它的保险范围是学生对某一公共事务承担责任或者在

死亡情况下遗体遣送回国的费用。LMDE 为 15 欧/年，SMEBA12 欧/年。 

 

 

 

本部分对应《Guide pratique》(anglais: 《Guidebook》) 之 Le visa de long séjour et 

la carte de séjour 部分 

 

学校会有办理长居过程的介绍，大致过程如下： 

 

1.到达法国后，尽快将以下材料寄至 OFII（110，rue de Verne, 

35200 Rennes）：《demande d’attestation OFII》 

护照的所有有用信息页的复印件：身份页、签证页、入境页； 

2.去邮局寄材料，注意寄信件方式应使用 lettre recommandée avec accusé de 

réception (RAR), 虽然这种方式比较贵，但因为这个很重要，不能寄丢。（可以去邮局

直接寄；也可以去国际处索要并填写挂号信的单子，这更保险一点）。 

3.等待 OFII 回信。 

4.收到回信后，按照回信要求准备好材料，按照两个 rendez-vous 时间去办理长居。 

需准备的材料一般为： 

1). 护照； 

2). 住房证明（attestation de résidence de la Maisel）； 

3). 免冠证件照（45mm*35mm）;  

4). 医学证明（第一个 rendez-vous 的时候会给）； 

5). 55 欧的 OMI 邮票（粉红色）（在 Trésorerie Générale du Finistère : 4, Square 

Marc Sangnier, 29200 Brest 有卖，图方便的话，在一些 Tabac 也可以买到）。 

3、长居（titre de long sej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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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第二个 rendez-vous 的时，工作人员把一个小贴纸贴到护照上，你就大功告

成了。 

补充：如今学校提供了很多人性化的服务，比如帮你寄材料到 OFII，每年都有变化，

请注意你的邮箱并提前关注。 

 

 

 

本部分对应《Guide pratique》(anglais: 《Guidebook》) 之 Dossier CAF 部分 

https://www.caf.fr/  

学校会进行 CAF 办理的介绍。大致过程如下：在 CAF 网站上选择 Étudiant，填写问

题。填写的一些细节 RETIF Hervé(一个很有意思的老头，学籍处的老大)会在学校的介

绍会时讲到，所以那个介绍会最好还是认真地听一下。 

Maisel 会安排一个时间，收集所需的申请材料，若未赶上那个时间就得自己把申请材

料交给或寄至 CAF。 

一段时间后，CAF 会寄给你一封含账号和密码的信，登入后可以查看自己的 CAF 补助

信息。要记得在 Mes Démarches 下填写来源申报，以后才能每月按时收到补助。 

学生身份的房补和实习时候的房补是不一样的，因为认证的身份不一样。在实习的时

候，可以把自己的身份改成实习生，然后把自己的工资单交给 caf，只要工资不是太高

1600 以下，一般 caf 都会跟你加至少 100 欧（举两个知道的例子，170 变 270，290

变 409）。 

 

 

 

向 Maisel 交房租，有两种方式。可以自己每月去 Maisel 交支票或用银行卡支付，

也可以把自己的 RIB 交给 Maisel，房租便会每月 15 号自动扣除。只是，偶尔 Maisel 

也会出错，需要定期查看账户看 Maisel 是否扣错了钱。 

 

对于那些每月房租不是自动转账的同学，离校之前（比如说去做长实习或是毕业）

还是记得要把自己的 RIB 给 Maisel。因为每个人离校都要交 200 欧的押金，而这个押

金是你走之后他们清算好，然后再打入你的帐户的，那个时候肯定都离校好久了。 

5、房租  

4、房补

（CAF）  

https://www.caf.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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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家乐福（原 Super U）： 

小家乐福是离学校最近的超市，步行 30 分钟到达，顺便可以欣赏沿途风景。当然一般

大家还是会选择坐车去。应根据 13 路的时刻表坐车并安排购物时间，小家乐福的对应

车站为 Commerce，学校的对应站是 Technopole。 

在服务台填写一张表格即可得到会员卡（la carte de fidélité），积足相应积分可领取奖

品；每天都会有一定的商品打折。 

 

Carrefour： 

13 路车坐到 porte de plouzane 再转 Tram 到 Val hir 站下车 

规模很大，东西齐全； 

购物后 15 日内可在服务台退货（打折产品为 48 小时）； 

 

Ikea (宜家)： 

厨具，碗碟，杯子，台灯等家具用品应有尽有，价格便宜； 

路线：坐 13 路至 porte de plouzane 再转 Tram 到终点站下车。Tram 有两条线，得乘

坐去 porte de guipava 的那条。这条线也是去机场的必经之路 

一楼卖小吃的地方很便宜，冰激凌和饮料可以无限续杯。 

 

Decathlon（迪卡侬）： 

离宜家步行不到 10 分钟，运动用品、体育器材齐全。 

 

中超（Lien Phat 联发） 

二、生活琐事 

 

1、购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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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坐 Tram 到 Europe 站下车，在圆盘处朝管道

方向行走即到。（超市在一个铁管桥下） 

超市内有酱油、醋、豆瓣酱等厨房秘宝，也有

细面，香菜，糯米粉等这些或许你久违了的东

西。 

 

二手市场 

十月，在 liberté 会有一个二手市场，法国人把不再用的旧东西拿出来摆摊。这是淘宝

的好机会。某传奇人物 7 欧元淘到三个奇美无比的台灯，把宿舍装扮成神奇幻境。还

有个奇葩 5 欧淘到了一台笔记本，虽然没用几个月就坏了··· 

打折季 

 

 

 

每年有两个打折季。 

 

冬天的打折季从一月上旬到二月上旬，主要是服装，化

妆品等。一个打折季分为三个阶段，打折幅度随着可选

择的类型的减少而加大。 

夏季大概是六月底至七月底。 

 

(图片来源：go-sport.over-blog.com/30-index.html) 

网上购物     

   可以去 http://annonces.ebay.fr/看看。 

 亚马逊，如果所买东西达到一定价格可以免邮资费哦！ 

 

http://go-sport.over-blog.com/30-index.html
http://annonces.ebay.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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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机 

用宿舍电话打回家里的方法：  

‘0’ – ‘****’- ‘0811658181’- ‘0086’- ‘xxxx 备注：‘****’是

你自己的密码（在第一天学校给你们的信封里面, 

xxxx 是国内区号和家里电话，注意国内的城市区号若

为四位则不拨 0）。 

宿舍电话机拨打校内其他宿舍电话免费； 

 

给家里打电话可以使用 skype 很便宜，在网上买一个

国内卡就好。 

 
（图片来源：http://www.leforik.com/tag/iphone-3g-bouygues-telecom/） 

   

手机  

 

在这里办手机可使用包月方式（forfait），一般每月 30 欧至 40 欧，签约后赠送手机，

不同包月类型，服务情况不同。有一个叫 forfait bloqué 的套餐月租便宜，送手机，并

且短信很便宜，对于推荐和被推荐的客户都有奖励，很值得考虑。 

也可以购买手机卡。有很多人使用 simyo，价格便宜。若有人推荐使用，推荐者和被

推荐者均可获得 5 欧奖励。 

如今（2017），大多数人用的是 free 或者 bouygue 的 20 欧套餐，特别划算而且还可

以打给国内。有时还优惠到 3-4 欧一个月。好处还有不用绑定 12 个月（随时可解锁） 

 

 

 

 

 

2、电话  

http://www.leforik.com/tag/iphone-3g-bouygues-tel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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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交车 

这里的班车时间间隔较大，最好看好时

间再出发。可以到 bibus 网站查询时间

（www.bibus.fr ）。或者更好的办法是下

载他们家的 app。还可以去他们的网站

注册自己的手机，这样每当有罢工的时

候，他们就会第一时间内发短信通知你。 

票分为时票和天票（Ticket journée）。

时票在第一次乘车打票后一小时内均有

效,在有的超市前台购买 10 张时票（un 

carnet de tickets） 为 9.5 欧，若上车临

时购买一张为 1.5 欧；天票每张大约 4 欧 周六一张天票可以四个人使用。最近 Bibus

还推出了一种 liberte 套餐，即没有月租，刷一次算一次，月底扣除，挺适合学生的。 
(图片出处:  infobrest29.wordpress.com/2009/10/nayeong.blogspot.com/ ) 

偶尔，会有人上车查票，若发现逃票，会被罚款大约 50 欧。如果有月票，也得 valider，

不然有可能也要罚款的。 

晚上从市里回来若太晚，将会很麻烦，所以要提前看好车。  

查公交车时刻的本子有夏季时刻表和年时刻表、周末和工作日、学期和假期之分，需

分清时间，找到正确的表。 
 

火车 

 

一般，外出旅游需要在 sncf（http://www.voyages-sncf.com/）上订火车票。 

25 岁以下的同学（准确地说是 26 岁生日还没过的）都可以办青年卡 carte 12-25（家

乐福对面即可），有效期为一年，可每年更新一次，需 49 欧（更新的时候等打折，可

以 25 欧拿到新卡），这样买火车的时候可以便宜很多很多，往往只要从布雷斯特出去

一次，都会节省掉 49 欧。 

提前订票会更便宜一些。 

另外，在 http://www.trocdestrains.com/ 上可以买到便宜的二手火车票。 

 

飞机 

可以去以下几个网站看看： 

Easyvols：http://www.easyvols.fr/ 

easyJet ：http://www.easyjet.com/asp/fr/reserver/index.asp?lang=FR  

ryanair：http://www.ryanair.com/fr  

Wizzair：http://wizzair.com/?language=FR （提供欧洲内部很便宜的机票） 

3、交通  

 

 

http://www.bibus.fr/
http://infobrest29.wordpress.com/2009/10/
http://nayeong.blogspot.com/
http://www.voyages-sncf.com/
http://www.trocdestrains.com/
http://www.easyvols.fr/
http://www.easyjet.com/asp/fr/reserver/index.asp?lang=FR
http://www.ryanair.com/fr
http://wizzair.com/?language=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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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假回家可选择英航，德国汉莎等。 

另外，Brest 机场晚上关门，早上 5：00 开门，安排行程时需注意。 

 

Brest 到马赛有条 27 欧的廉价航线，去南法旅游的话不妨参考下。 
 

拼车 

在法国，拼车很普遍。http://www.covoiturage.fr 是一个选择拼车的正规网站，选个好

评多的车主，旅途愉快，而且火车便宜不少。但在看拼车网前，最好先在学校内网咨

询一下（很多法国人假期也回巴黎 etc）。 
 

 

 

邮局网站：http://www.laposte.fr/ 

邮票分为三类：寄往欧盟境内的，瑞士境内的和寄往国际的。当前价格分别为：0.56

欧，0.60 欧和 0.85 欧。除了国际邮票外，在 BDS/BDE 的办公室可以买到另外两种。

邮票价格与目的地和信件允许重量有关。 

如果信件不是很急，可以考虑 ECOPLI，价格略便宜。 

较近的邮局：13 路往小家乐福方向终点站下车（可以叫司机在邮局站提醒你）。 

邮局工作时间: 不同邮局工作时间不同，一般情况为周一至周五 9:00—12:00,14:00—

17:30,周六上午 9:00-12:00. 

校门口有可以投寄信件的黄色邮筒（出校门右手边）。 

也可以贴好邮票后给 Maisel 的大妈。 

 

 

 

 

 

 

4、寄信  

http://www.covoiturage.fr/
http://www.laposte.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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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分对应《Guide Pratique》 中 Couverture médicale — Comment se faire rembourser 部

分。  

 Pharmacie 标志 

（图片出处：http://www.cgapartenaire.fr/pages/actualites.php?PHPSESSID=rtmqfumzioxndva&page=7&type=40） 

 

看医生： 

私人医生分为通科医生（généraliste）和专科医生（spécialiste）。感冒、咳嗽等普通

病看通科医生，皮肤、牙齿等看专科医生（先去通科医生处，而后他会告诉你去哪看

专科医生）。 

第一次看病找了 généraliste 可以请他做 médecin traitant，以后比较方便。 

看医生的时候得先付钱，医生会给你处方和单子，带着处方可去药店配药。药店也会

开报销的单子。 

可以带着处方+《l’attestation de droits sécurité sociale》或 la Carte Vitale（到法国几

个月后才能拿到）+《l’attestation de droits sécurité sociale》（如果办了

Complémentaire Santé 的话会有）去药店买药，可直接要求 tiers payant。若药剂师

同意，则只需支付少量费用，若不同意，需支付全额费用。然后将填好的 feuille de 

soins 寄至保险中心，等待报销。 

医生可以在 http://www.pagesjaunes.fr/上找到(查找方法，如 Qui：généraliste; Où: 

Plouzané) 

离学校较近的医生在去小家乐福路上 Enclos 站处（紧挨着药店）。 

 

去医院： 

带上《l’attestation de droits sécurité sociale》或 la Carte Vitale+《l’attestation de 

droits sécurité sociale》（如果办了 Complémentaire Santé 的话会有）去医院，若未

预约，可能要等比较久的时间，急得话可以去看急诊。看完后，医院会给你寄账单，

然后将要交付的钱写个支票寄去就好。 

5、看病  

http://www.cgapartenaire.fr/pages/actualites.php?PHPSESSID=rtmqfumzioxndva&page=7&type=40
http://www.pagesjaunes.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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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紧急电话：112 

SAMU（救护车）：15 

消防：18（手机拨 112） 

警察：17 

它们都是免费的 

 

 

 

 

 

 

 

 

 

 

 

 

 

 

 

 

 

 

  

6、紧急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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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分对应《Guide Pratique》(anglais: 《Guidebook》)中 La vie sur le 

campus(anglais: Campus life) 部分 

 

这就是我们美丽的 IMT 校园了。中间蓝黑色的那块就是教学区，我们常在 B 区 D 区上

课，C 区是语言教室。新的食堂是白色的那个 R01，I 开头的都是住宿区。一般兔子狐

狸浣熊都在橄榄球场附近。上课最远最远的地方是 K01. 

 

 

 

 

凭学生证最多可借 6 本科技书（三星

期）和 6 本人文书（四星期），借书

时，管理员会在封面后写上截止时期，

三、学校资源 

 

1、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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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你记忆； 

穿过入口通道的两台电脑用于查询书籍，每个书架上有相应的大编号便于书查找。                      

（图片出处：http://intranet.telecom-bretagne.eu/） 

馆内复印机可免费使用。 

现在图书馆被分为了两个部分，如果实在看不进去教科书的话，还有海量的漫画等着

你。 

图书馆内有个书柜全都是中文书，是学长学姐们留下来的。有言情类的也有学习累的。 

 

 

 

 

周三晚上、周四下午会有各个体育项目的老

师进行指导，可以依兴趣选择，一般运动都

没有硬性到课要求。 

在健美室的柜子里有乒乓球和羽毛球的公共

器材，可免费使用。 

 

（图片出处：www.nipic.com/show/1/30/b836f03a272ed868.html） 

 

 

 

 

 

 

在 I3 一楼，管理一切宿舍事宜； 

可以也使用 badge 免费借吸尘器（aspirateur）； 

若在信箱内收到领取包裹的单子，须要带着此单子和学生证去 Maisel 领取；（更有可

能的是：要去周边邮局领取= =） 

2、体育馆  

3、Maisel  

http://intranet.telecom-bretagne.eu/
http://www.nipic.com/show/1/30/b836f03a272ed86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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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sel 每月有定期卫生检查，一般在某个周四中午。若不通过会被罚钱。打扫卫生的

重点是擦干净水池的各个角落，擦亮盥洗室的地板，倒掉垃圾，吸去地毯碎屑，擦干

净冰箱内部。 

I4 一楼洗衣房，内有洗衣机和烘干机。使用洗衣机的大按钮选择方式，旋转为选择，

按下为确定。出现 insérer argent 时在付款机上选则使用的机器号，插入卡并确认

（confirmer），在洗衣机上按 start 键即可开始。如果洗衣币被吞了机子又没启动，可

以跟 Maisel 说明情况，他们会跟你补一个的。 

Maisel 是禁止同学在寝室使用烹饪设施的。如果被发现了的话设备会被没收。发现的

条件是：检查卫生的阿姨进门时你的锅正插着电。 

 

 

 

 

RAK 每顿 3.57 欧，1 个主菜，2 个小菜（可任意选择 entrée 还

是 dessert），若拿第三个小菜只加收 0.40 欧，使用 badge 付费。 

badge 充值是在 Centre-Vie 吧台，也可以在哪里买早餐、咖啡、

茶、Sandwich 等。 

随身带 badge，否则你有可能被拒学校主楼外；丢失卡后，补办新卡为 25 欧。具体流

程可向 Centre-Vie 的阿姨咨询。但在补卡前先问问 rak 的阿姨，说不定能找回来。 

这里在顺便提提 Facebook 上的 TB 群组，也是一个十分有用的信息发布渠道，无论是

为了找 Badge 还是看看下次 soiree 什么时候 

 

 

网站地址 www.resel.fr 

费用 85 欧/年。 

Resel 上有很多资源 :  

Who’s who  

用于查询校内人员（主要是学生）的联系方式。 

在上面注册别人就能很方便的找到你啦，很有用。 

VLC  

4、食堂（RAK）和 Centre-Vie 

5、Resel  

http://www.resel.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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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软件用于可于收看法国电视。 

安装步骤： 

www.resel.fr > Services（TV on Resel）> Utilisation（ces explications sur la 

configuration de VLC）>  Historique et téléchargement > 下载软件 > 播放列表 附加

源 SAP 公告 > 播放列表 显示播放列表 > 在播放列表中的 SAP 中可选择想看的电台。 

Proxy 

每人每月上网是有流量限制的，使用代理可以摆脱这一限制。 

Filezilla 

此软件可以连接学校的电脑，将自己账号内的文件转到个人电脑。 

Xming 和 Putty 

这两个软件配合使用可以在宿舍登入学校的电脑。 

Mozilla Thunderbird 

邮件处理软件，使用它就不用每次打开浏览器去查看邮件了。 

MSDNAA： 

在上面注册可以下载很多微软的软件，最新的操作系统，office 等。 

Garbage  

上面有很多的电影，电视剧，音乐等，是学校内部资源，可免费下载。 

Resel 有很多规则。比如，不能使用 P2P，不然会封网，每天晚上 1 点开始到第二天

早无限流量使用。 

 

 

 

每个学生有两个信箱，内部邮箱在教学楼，主要用于分发

各门功课的讲义；外部外邮箱在 I3 底楼，使用房间钥匙

串的小钥匙开启。 

 

（图片出处：sc.chinaz.com/.../downpage/154628852.htm） 

 

6、信箱  

http://www.resel.fr/
http://resel.fr/configuration/vlc
http://resel.fr/configuration/vlc
http://sc.chinaz.com/html/pictures/downpage/15462885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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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入：学校有很多电脑室，有 windows 和 Linux 两种操作系统。通过学校给你的用户

名和密码登入使用。 

打印：电脑室的打印机上有该打印机的名字，每次打印（imprimer）前需选则对应的

打印机，否则会打到别的教室的打印机上。在 window 室打印时，若选项中没有该教

室打印机，须通过开始菜单添加打印机。（Démarrer  Imprimantes et télécopieurs  

Ajouter une imprimante (si cette imprimante n’existe pas dans le liste)  Suivant 

jusqu'à l’interface de demander de entrer le nom de l’impriment  entrer le nom collé 

à l’impriment  Rechercher  OK） 

打印若不成功很可能是上下某个打印机抽屉没纸了。一般墙上都贴有哪里去找新的纸

的告示 

从 Windows 电脑登入 linux：Démarrer Communication & Internet  Connexion à 

distance   Session Linux。 

在寝室可以 ssh 到学校的 linux 虚拟机上，挺方便的。 

 

 

 

语言教室在空闲时就是自习室啦，晚上 11 点前可自由使用。内有卫星电视，可以接收

世界各地的电视机。 

语言教室内可使用 Wifi 无线网络。选择（SALSA）(未加密的无线网络), 进入任意页面，

都会要求输入用户名和密码，使用学校提供的用户名和密码便能连接。 

 

 

 

http://www.imt-atlantique.fr/ 

点击右下角 Intranet 进入 

Moodle：上有各门功课的讲义，需要提交的作业，历年的考卷，可以提问的论坛等。 

Portail：上面是个人的选课情况，各门功课的成绩，实习机会等 

7、电脑室  

8、语言教室  

9、学校网站与便捷资源 

http://www.imt-atlantique.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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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rtail de Message： 

webmail.telecom-bretagne.eu 

这是你的邮箱，各种通知都会通过这个邮箱发送，一定要及时查收。 

https://intranet.telecom-

bretagne.eu/enseignement/les_formations/ingenieur/calendrier_scolaire.php 

校历，不是用来查黄辰吉日的，可以提前知道几号放假，好提前安排旅行或者买机票 

https://intranet.telecom-bretagne.eu/communication/ 

一个容易被忘记的角落，这里可以下载所有的 word 或 PPT 模版，这几年你肯定用得

到。 

https://portail.telecom-bretagne.eu/portal/page/portal/DE/STAGES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所有之前的学长学姐做实习的档案。在你找实习的时候极具参考意

义。 

https://portail.telecom-bretagne.eu/portal/page/portal/FORMATION/ELEVES 

这里有学校所有学生的照片采集，如果突然有个谁想不起名字了只记得脸的话可以来

这里看看。 

 

 

 

 

 

 

 

 

 

 

 

 

  

file:///C:/Users/sserrec/AppData/Local/Temp/23/webmail.telecom-bretagne.eu
file:///C:/Users/sserrec/AppData/Local/Temp/23/webmail.telecom-bretagne.eu
https://intranet.telecom-bretagne.eu/enseignement/les_formations/ingenieur/calendrier_scolaire.php
https://intranet.telecom-bretagne.eu/enseignement/les_formations/ingenieur/calendrier_scolaire.php
https://intranet.telecom-bretagne.eu/communication/
https://portail.telecom-bretagne.eu/portal/page/portal/DE/STAGES
https://portail.telecom-bretagne.eu/portal/page/portal/FORMATION/ELE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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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udi du port 

8 月会在 Brest 的海边举行。海边的长街上摆满布列塔尼的传统的游戏，空气中飘着布

列塔尼特产 Crêpe 的香味，流行音乐演唱会和布列塔尼传统音乐演唱会相映成辉，是

体味布列塔尼文化的绝佳机会。 

Festnoz 

布列塔尼的传统节日，旨在传承布列塔尼文化。人们手挽手跟着传统音乐跳起布列塔

尼的传统舞蹈，十分好玩。舞蹈脚步有简单和复杂的，来参加的人都很热情，可以请

教他们怎么跳哦。 

WEI 

每年开学后不久，学生会会组织一个称为 Wei 的活动，以帮助新入学同学增进了解。

Wei 主要是去野外露营，野炊等。参加人员会被分为小队活动，这又是认识朋友的好

机会，鼓励大家积极参加。 

ESN 出游 

廉价，暴走，sandwich，

这些几乎成了 ESN 旅游

的代名词。信 ESN，省

钱，信 ESN，很累。 

Campagne 

每年的 12 月的学生会

（BdE 和 BdS）竞选是

TB 的一件大事。学生们

自发组织几个竞选的队伍

（liste）竞争学生会的职

位，从拉外联到免费送早餐，从晚会到投票，那些日子 TB 沸腾了。参加 liste，即便

只是干事（staff），跟法国人一起闹一闹也能认识好多人。 

Vidéo club 

每周的周五至周日晚 8:30, 学校的 vidéo club 会在 Grand Amphi 播放电影。每一次都

会有邮件介绍这些电影，良莠不齐，因此建议先略作了解再选择观看。 

四、精彩生活 

 

 

1、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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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imations musicales du Dellec en Juillet 

就在我们学校附近的小城堡，七月的每周五晚上都有音乐会，免费。如果谁暑假在学

校做实习的话，可以一饱眼福啦。 

Gala 

TB 最重要的活动之一，可以把它理解为是毕业生晚会，但大家都可以参加。西装、晚

礼服、音乐会、虚拟赌场，在这里你可能看到身边的同学以一种无比光鲜的形象出现

在你面前，而你也在音乐和红酒中沉浸于法国的梦幻里。 

Global Village 

每年四月初的 Global Village 又是 TB 的一件盛事。来自五湖四海的学生各国的风土人

情。展台、厨艺、舞蹈，这一天让你跨越整个地球。 

其他 

另外，平日里还有很多精彩的事情可以做，去海边远足，抓海鲜，去电影院看电影，

去溜冰、游泳，好多东西等你去挖掘 

 

 

 

Famille d’accueil 

每年，ESN 会联系有兴趣接待外国学生的家庭和新来到这里的外国学生结对，旨在帮

助外国学生融入法国社会。去法国家庭做客，交流东西方厨艺，这是绝佳的机会，当

然这是有名额限制的，所以一定要抓紧机会哦。 

Vivensemble 

一个帮助中国留学生融入法国生活的联谊组织。注册费每人 5 欧，无条件限制。每月

一次两三小时的接待活动（做客吃饭，散步聊天，出游观光）还可以帮你找到一个法

国家庭，互相交流文化，增进感情。 

联系方式：vivensemble29@hotmail.com 

网址：http://vivensemble29.spaces.live.com/  

 

 

 

2、法国家庭  

mailto:vivensemble29@hotmail.com
http://vivensemble29.spaces.liv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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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est 餐馆 

开元大酒店（

La porte du 

bonheur） 

 

Tram 11€ le midi et 15€ 

les soirs et 

weekend  

自助，各种鸡鸭

肉炒菜，虾饺，

春卷，水果，甜

点，沙拉，冰淇

淋 

三颗星 

中国城（

Chinatown） 

 

Tram 12.6€ le midi et 

15.8€ les soirs et 

weekend. 

 

比开元多了青蛙

腿。 

油腻。 

三颗星 

福明 

（Phuc Minh） 

 

23, Rue de la 
2ème Division 
Blindée 29200 
Brest 

Prix repas : 12€ 

(prix moyens) 

Midi 11.90 

Soir 15.90 

Fin de semaine 

grillade 18.90 

不太油腻，很

棒。 

四颗星 

Ruffe 1 BIS RUE YVES 
COLLET 29200 
BREST 

18€ 中午 很正宗的法餐，

价格也适中 

五颗星 

 

另外关于 Brest 的法餐，强烈推荐市区的 Ruffe，又便宜又好吃。 

 

 

欧罗巴----旅行者的天堂。巴黎、普罗旺斯、威尼斯、罗马、黑森林、巴塞罗那、阿姆

斯特丹、布拉格，那些你曾经想都不敢想的地方现在就在你的身边啦！鉴于本部分内

容太多以及笔者本身的经历局限性，以下仅挑选几个地方作简要介绍，由于英国比较

特殊，因此将用较大篇幅讲述。另外，穷游网是研究攻略，查找资料的好去处。 

英国 

去英国签证需办旅游签证。法国有三处办理这种签证的地方，比较方便的是在巴黎。

具体流程： 

 

 

在此网站填写个人档案
http://www.visa4uk.fco.gov.uk/ 

根据提示预约提交
文档材料的时间

在此处递交材料，
18 rue de Prony,
92600 Asnières Sur Seine,
France

5到10天后
收到签证结果

3、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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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有效证件:  

1．护照  

2．居留  

3．学生证/注册证明  

4．最近 3 个月的银行账单(要有个千元以上, 最好别太少)   

5．住房合同/水电单等以证明你在法国有地方住（最好是再提供近 1、2 个月的手机账

单）  

6．护照照片 2 张(特别注意: 最近 6 个月内拍的，不接受数码照片。底色为淡色/白色。

个人建议穿深色衣服拍最好了)  

7．邀请信及邀请人护照和英国长居复印件，或是：需提供一个旅馆的详细地址（名称，

地址，电话，传真），无需订单 

签证费用：10 年为 77 欧；如邮寄返还签证材料，需另加 21 欧邮寄费。 

 

 

（图片出处：http://www.colmarie-torfou.net/joomla/images/stories/PAE/angleterre.jpg） 

 

荷兰 

 

极力推荐阿姆斯特丹和它附近的风车村。 

http://www.colmarie-torfou.net/joomla/images/stories/PAE/angleterre.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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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出处：http://news.xinhuanet.com/travel/2007-11/14/content_7070538.htm） 

瑞士 

瑞士美在田园和乡间，有很多美丽的山谷和温泉。但如果想旅游瑞士大城市的话，瑞

士同样是不错的选择。苏黎世发达的金融业，伯尔尼熊园和国会大厦，日内瓦联合国，

洛桑的乌契湖区（Ouchy）……太多的东西可以去体验。 

瑞士境内交通天票 20 欧左右，一张票可以到达瑞士的任何地方。也可以买 swisspass 

4 天，8 天，15 天或 22 天交通票旅游瑞士全境，价格便宜，部分景点会相应有打折。 

 

 

 

 

 

 

 

 

 

 

 

 

 

http://news.xinhuanet.com/travel/2007-11/14/content_707053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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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renren.com/profile.do?id=317832904 

在 TB 的日子里，还有一个重要而特别的组织，它就是 Club Chine。 

为了帮助大家了解这一组织，Club Chine 09-10 届的主席李炎黄对它进行了以下介绍，

并对当年的活动进行了概括。 

  

Club Chine 是我校中国学生自发组织的团体，自成立以来不断发展，与 BdE，Brest

学联及 ESN 组织建立了友好关系并开展了广泛深入的合作，成功地组织并且参与了学

校的各项活动，在校园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社团宗旨 

中国学生联合会团队的内部建设和传统活动的组织（迎新，各种节日活动及晚会），丰

富课余文化生活；加强对新生生活学习方面的帮助；加强毕业校友和在校学生之间的

联系，给在校学生或者申请的同学提供更多的参考经验；通过积极开展与其他友好组

织的合作，以形式多样的活动展现中国学生风采，不断提高我们的在校影响力。  

历史沿革 

2002-2003 主席:   王丹（创始人） 

2003-2004 主席:   刘和欣  

副主席: 崔修齐 

2007-2008 主席:   朱建伟  

2008-2009 主席:   董圆圆  

2009-2010 主席:   李炎黄  

副主席: 陈逸君，  龚健晶 

2013-2014 主席:   崔碧蔚 

2014-2015 主席:   霍泽金 

2015-2016 主席:   周晋海 

4、Club Chine  

http://www.renren.com/profile.do?id=317832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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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17 主席:   郭娇 

2017-2018 主席:   王雪 
 

 

举办活动 

 

迎新晚会 

迎新烧烤 

国庆烧烤 

趣味运动会以及颁奖晚会 

 
Global Village 

中秋节卡拉 OK 活动 

 

ESN 饺子晚会 

春节饺子宴 

春节晚会 

亚洲音乐文化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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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课：从 summer school 开始我们就要学语言了，最开始是法语和英语，要是初始

等级高的话，在后来几个学期还可以学日语等有趣的小语种。所以，最好在 summer 

school 的时候好好表现，定级到 B1. 

大课：很多人一起上，Tronc Commun 在 Grand Amphi。很多同学不把大课当回事，

但是笔者建议大课也需认真对待，因为大课的学习是建议一个完整知识体系的好方式。 

PC（Petite Classe）：小课一般是十几个人，以做题为形式。刚开始的时候由于法语问

题可能会来不及读题，因此建议拿到讲义后能在课前先把题目读一下。这对听懂课有

比较大的帮助。 

TP（Travaux pratiques）：实践课主要是上机，两个人一台电脑。若尚未能明白老师所

讲的内容，可以找一个比较 gentil 的法国人一起做，有助于练法语，也可以认识法国

人。当然一个人做也比较刺激，对能力提高帮助较大。 

Projet ：projet 是小组实现，主要分为分析需求（Cahier de charge），技能培训和需

求实现（Rapport final）三个部分。刚来到法国的同学会在 projet 小组里会度过相当痛

苦的一段时间。但是重要的是不管遇到什么挫折，依然应该保持积极参与的态度。这

会赢得你法国同伴的尊重，也能快速提高自己。 

小贴士：project 每个学期的主题都不一样。第一个学期是探索发现，第二个学期是编

程，第三个学期是创新，第四个学期是综合。一年级刚来的时候，尽管语言可能有障

碍，最好也不要把 projet 的主要工作全权交给法国或者别国小伙伴，一定要亲自出力！

因为他们很可能做的不如你好。rapport 憋不出来就用中文写，Google 翻译的最新版

足够我们产出语句通顺的法语 rapport 了，不放心就再重读改改。 

 

 

Simulation d’entreprise 一年级的经济游戏，四人一个小组。如果这个游戏安排在入

学刚开始，那么对于刚来到法国的中国学生确实是一个挑战。但是这也是提高法语，

训练团队合作以及交朋友的好机会。一定要将游戏的背景文件研究清楚，对于每一年

的数据，弄懂它们的计算方式，这便于做决策，也便于理解经济知识。 

 

五、学习实习 

 

1、教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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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暑期短期实习 

在 TB 实习。给学校 secrétaire 发你的 CV 和 lettre de motivation，他会帮你转发到学

校的各大系的 secrétaire，然后各大系的 secrétaire 会帮你转发到本系里的各个老师的

邮箱，如果有老师招实习生并且对你感兴趣的话，就会跟你取得联系。 

 

提示：想在哪个系里实习，可以直接找系里的 secrétaire，不通过学校的 secrétaire；

也可以直接找几个老师问问他们手头里有没有实习。总之，要够灵活。一般在学校总

能找到，尤其是那些最近申请到了科研经费的老师 

 

中长期实习 

实习在每一个 TB 学子的成长生涯里占据及其重要的位置。以下是一位毕业于张旭学长

与我们分享的一些经验： 

 

根据时间长短不同，实习可以分为 3 类：1 年的，半年的和 3 个月的。 

1 年的长实习(Stage Jeune Ingénieur)安排在 S4 和 S5 之间，只有工程师可以做，

master 不行。Jeune Ingénieur（以下简称 JI）可以被申请作 

 

为毕业实习（Stage de Fin d’Étude）如果答辩审核通过，在 S5 结束后就可以直接毕

业了，否则还须要重做一个半年的毕业实习。当然,即使 JI 通过了，只要自己愿意，也

可以申请再做个半年的短实习，年景不好的时候，很多人都这么干。3 个月的实习一般

都安排在暑假期间，时间比较短，工资也很低（1/3 smic）, 主要是假期不回家的同学

给自己找点儿事干，这里不多说。 

TB 同学们最关心的，往往是一年的长实习 JI，下面针对一些常见的问题，简单回答一

下。 

1． 是不是一定要做 1 年的长实习？ 

答：不是，不过以往的中国学生都倾向于做，因为能缓解一下家里的经济压力（通常

能够攒出下一年的学费），同时也是一个很不错的经历，对将来找工作很有帮助。但是

最近几届的学生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选择不做 JI，直接进入三年级，这样可以提前

半年毕业，时间就是金钱，金钱就是生命。 

2、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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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找实习难不难？法语很水，成绩一般的，会不会找不到？ 

答：一点儿都不难，只要是坚定了决心要找的，再水也找得到。年轻人要有点儿信心。 

3． 大概什么时候开始找实习？上哪找去？ 

答：JI 的开始时间一般是在 6 月底到 9 月初之间。每年从 3 月份开始，就会陆续有一

些 offer 贴在学校的 portail 网站上，offer 会越来越多，比找实习的人数还多得多，而

且好的往往在后面，所以不用太着急。4 月份的春假可以在家里准备准备 CV 和

motivation, 一开学就开始投吧。主要还是从 portail 上面找，因为那上面的公司都是有

针对性的来我们学校找实习生的，联系起来比较直接，相对于企业网站上公共招聘的

那些板块，要方便得多。4 月底的时候，往往会有 alcatel 的大批职位挂到网上（好几

十个），他们还会派人来我们学校集中面试。我印象中面试组织得比较混乱，而且回复

也很慢，有的职位甚至到 6 月才给回信，所以个人不太喜欢 alcatel。仁者见仁，智者

见智哈。 

一般好的资源都不是放在网上的，一般得通过学长学姐介绍。 

 

4． CV 和 Motivation 怎么写，是不是投得越多越好？ 

 

CV 还是挺重要的，作为一个普通学生，肯定不会有太多 expérience professionnelle，

所以就多写写 projet 吧，本科的毕业设计，来这边后的 projet S4,在国内做的暑假社会

实践等等，尽量扯吧，别太谦虚了。关于语言能力，尽量写上参加过的官方考试的成

绩（TOEFL, TCF, DELF 等等）, 实在不行写个 niveau B2，最好别写那个 parlé et 

écrit。计算机技能那栏，不要把所有你用过的编程语言，工具和技术都罗列上去，根

据用人公司要求的 profil，有针对性地写几个就好了。不论 cv 还是 motivation, 一定不

要写错别字，最好找个关系好的法国同学或者老师帮你看看。 

投简历的时候，一般是以邮件的形式，把 CV 和 motivation 做成 pdf 附上，邮件里简单

写几句话（不要超过 5 句），强调一下你投得职位的 titre, 你什么时候能开始，落款写

清楚联系方式：姓名，电话，邮件，地址… 我个人不赞成海投，确实投得越多成功的

机会就越多，但是也很浪费精力，而且很多实习的题目你可能不是真的感兴趣，甚至

于根本没看懂，只是里面的某个关键词或者技术你以前见过，这样的话,就算去了可能

也会很郁闷。另外面得太多，被很多公司录了也是件很尴尬的事，拒人和被拒都挺痛

苦的，所以还是慎重一点，仔细了解一下实习的课题和公司背景再行动吧。 

 

5． 关于面试 

 

答：大多数公司，在你投了简历后的 3-4 周内就会联系你的。不联系你也别沮丧，可

能是负责人放假或者出差去了，继续投别的职位就好了。一般情况下，项目的负责人

（你将来的 encadrant）会直接打电话给你，第一句自报家门的时候会说得很快，听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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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很正常，可以让他重复一下。电话里一般会先要求你简述一下自己经历，把自己 cv

里的东西给他解释一下。所以平时没事的时候可以自己做做训练，拿着 cv 讲一讲。之

后可能会问一些很简单的问题，比如你未来 5 年想做什么，要不要留在法国，你的优

缺点是什么，你什么时候能开始实习等等。技术问题很少有人提，一般的形式是：“你

了解 XXX 技术么？”这种情况诚实地回答 oui 或者 non 就可以了，不用扯太多。有一些

公司电话面试就可以搞定了，也有一些会要求你去当面谈。面谈的时候淡定一点，谦

虚礼貌，实事求是就好了，很多时候对方只是想看一看，你作为他未来一年的同事，

能不能愉快相处，所以表现得松弛一点不要太紧张。 

 

6． Alternance 
 

在三年级的时候可以选择做 alternance，其实跟实习差不多，只是公司会跟你交三年

级的学费，而且不用做学校的 project。相比之下甚至更轻松些。但是坏处是如果之前

你已经做了 fin d’etude，你在三月份的时候不能直接去找工作，必须要结束

alternance 后才能去找工作。而且 alternance 工资不高（1200 – 1900），作为 CDD 还

要交比实习更高的税（25%）。但是，前六个月每周只用上两天班，但是拿全职的薪水。

后六个月就相当于毕业实习。还可以享受做 alternance 公司的各种员工福利，比如年

终奖什么的。但是一定要在 10 月之前入职。 

 
 
 

 

 

如果想在学校读博士，三年级的时候可以开始关注。对于自己感兴趣的领域，提前跟

相关的老师表达想读博士的意愿，在老师有合适的课题并申请到课题经费时，博士生

活就离你不远了。当然，如果一个课题有多个人同时申请的情况下，老师会选择最优

秀的那一个，所以如果平时的成绩比较好，那么申请成功的概率比较大。  

博士工作一般是对一个大的课题研究 3 年，所以课题的选择比较重要：最好是自己感

兴趣的，至少是不反感的，否则三年的生活会是一种煎熬。  

博士课题是多样性的，有些偏应用，有些偏理论，但共同点在于：创新。所以要求对

相关领域的方法有全面的了解，扎实的理论基础比较有助于课题的进展。每人会有一

个指导老师，可以经常跟他讨论，他的意见会对你的研究有所帮助。  

一般来说，博士生不需要上课，但可能有少量的课程，还有少量的培训课程（比如语

言课程），所以时间表比较自由，只要能完成足量的工作就可以了。 

另外，在这里给大家介绍几位杰出 TB 毕业的博士学姐学长们创建的科技公众微信号： 

科技蜘蛛。 

 

3、选择继续读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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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蜘蛛” 有两层寓意，一是”捕捉”，捕捉最新的科技资讯，深入解读最前沿的科技干货; 

二是”结网”，让国内了解这世界不只有硅谷，还有生机勃勃的 EuroTech，进而连接科

技界的中欧人脉。 

 

和大部分科技公众号不同，科技蜘蛛坚持为读者提供原创文章，而且质量有保障目前

主要涉及的领域包括人工智能，机器视觉，通信 / 物联网，互联网 / 软件等。 如果你

热爱科技，想在课余继续紧跟科技前沿，拓展视野，就毫不犹豫关注他们。如果你爱

写文字，有自己感兴趣的话题，更不要犹豫给他们投稿，这会是你向科技蜘蛛的广大

受众展现才华的一扇窗口。 

 

 

 

 

 

对于工程师，在三年级我们是可以再修一个 Master 学位的。 流程大致如下： 

大概二年级暑假前收到邮件，关于master的申请，交cv和lettre de motivation。不过开

学第一天还有动员会，那个时候报名也是可以的（需要获得各种信息，主动跟老师联

系）。然后你会发现你比别人多上点课，每周四早上八点到九点就是给master的课。大

概年底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你的课表上多了好多红色“creneau”，都是master的考试。 

 

Master 好处：双学位喽，只要多交两百多欧的注册费，多考六门考试，多上几个小时

的课。 

Master 坏处：比别人忙（一月到二月底最忙），考试纯靠自己，poly 给你，回家自学。 

 

虽然我们是外国人，但是我们还是有很多各式各样的机会出去交流，甚至双学位。 

如果你不是第一年来法国，拿的签证不是一年制的 ofii，而是比如三年学生签证，就可

以早早准备申请 S3 出国交换，可以去香港大学，或者韩国 kaist 那种亚洲 top10 的学

校。S3 出国的好处就是基本没有法国人跟你抢名额。 

 

如果拿的签证是一年制的 ofii，就只能考虑 S4 出国交换，这时候会面临很多竞争，可

4、其他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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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去不了什么好学校了，加拿大澳大利亚瑞典韩国香港那些都是热门，只能去布达佩

斯布拉格那种冷门的，但是也可以申请试试看，流程有点像填高考志愿，不到最后不

会知道留给你的是什么。 

 

每年圣诞左右，你们可能会收到一个关于 project innosoc 

(http://sociallab.fer.hr/innosoc/)的邮件，是欧盟资助的一个项目，内容就是公费给你买

机票去欧洲某城市生活两周，包吃包住包玩，听很多 conference，做一些 case study。

可以结识很多欧洲各国的工程院校的学生，跟他们交流也是开拓视野的一种方式。 

 

学校现在跟 science－po 也有合作，简单介绍一下，这就是专门生成法国国家领导人

的学校，类似伦敦政经学院。三年级好像 12 月初的时候，science po 可能会有一个

presentation，介绍我们跟他们的一个合作项目，内容我记不清了，大概就是新增一种

录取途径，读完三年级可以去那边读一个高大上的学位镀金。到时候工作了，工资会

高一个 level。如果专业方向吻合的话。 

 

再比如三年级的时候还可以去 ENSAE ParisTech，最后一年可以在巴黎学统计学，大

数据等金融方向的专业。 

 

 

 

如今这个正在编写最新版中文手册的人还没有毕业，无法从自己的经验上给出建议。

于是乎安利一位谷歌学长的公众号：法兰西上班狗。在这里你可以获得一些灵感。更

泛的你可以去 linkedin 上查找三到五年前的学长们如今的职位，可以了解下这条发展

路线自己是否感兴趣。 

 

 

 

  

5、找工作了  

http://sociallab.fer.hr/innos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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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这所学校名为 TB，Telecom Bretagne。她有着一个辉煌的时代。如今我们有幸在

此相聚，继续为她谱写着传奇。在这里我们收集了一些学长学姐们的留言寄语，留给

新来的你们。 

 

都说人年轻的时候呆过的城市，以后不论走到哪里，都会跟随他一辈子。Brest 在法

国不算是一个漂亮的城市，不过如果缘分把你带到这里，便注定会是一段难以忘怀的

日子。 

 

所以，好好学习，好好恋爱，好好享受生活，不虚度光阴。 

 

我毕业典礼的时候，学校放了 Nolwenn Leroy 的一首歌，Tonnerre de Brest。当你

离开这所学校，这座城的时候，再听这首歌，一定会和当时的我感同身受。  

 
Est-ce que désormais tu me détestes  
D'avoir pu un jour quitter Brest  
La rade, le port, ce qu'il en reste  
Le vent dans l'avenue Jean Jaurès  
Je sais bien qu'on y était presque  
On avait fini notre jeunesse  
On aurait pu en dévorer les restes  
Même au beau milieu d'une averse  
                                                                                                              TB di yi SHUAI 

 

 

在布村生活了三年，很幸运遇到了一群可以通宵喝酒扯淡唱歌跳舞的人(其实我们对到

学习工作还是很认真的). 布村有句老话叫铁打的 TB 流水的小布兵, 大家终有一天都将

会离开小布, 去闯荡江湖，对你们而言，TB 就是绝世高手笑傲江湖之前修炼自己的隐

世之所，这里你们将跟自己的兄弟姐妹们一起踏碎凌霄，放肆桀骜. 

能在天涯海角相遇，是莫大的缘分。 

愿大家在 TB 都有一段美好时光，龙行天下, 未来是属于你们的! 

                                                                                                                    Zejin HUO 

 

 
You must be the change you wish to see in the world. 
                                                                                                                       Mina HE 

 

六、写在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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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前，当我阴错阳差被 TB 录取的时候，我并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也不知道什么

在等着我。如今在经历了四年的酸甜苦辣之后我觉得自己很幸运当年做出了一个正确

的选择。四年的演变，就是一个自己在否定之前的自己的过程。我当初问自己的学

长，在 TB 能学到什么？如今我自己可以给出这个答案：如果你是想学一门专业技

术，然后用它出去工作用它打遍天下无敌手，那么你来错了。作为一所工程师学校，

TB 在三年给你的耳濡目染的价值远大于你在课上学会了某种编程语言或是某种现流行

技术。我其实觉得作者编写这个手册的目的虽然出发点是好，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却限

制了新来的学生们的发展。为什么要循规蹈矩地去走学长学姐走过的路？为什么要学

弟学妹们不假思索的拿他们的经验去用却自己少了体验和思考的过程？在这三年里我

考过 A，也考过 E，考 A 的内容我早就忘记，但 Projet 拿 10 分时候老师留下的评语

却至今依然记得。而正是这些犯过的错误走过的弯路铸成了如今的我们。TB 的学生生

涯正是我们成长和犯错之时。如果你迷茫了，如果你不知所措了，也许这本手册里藏

着某些经验，可以给你思绪灵感。但某些该走的路该受的苦，请不要去回避。 

 

TB 的未来由你们谱写。 

 
                                                                                                                    Emile Ajar 

 

 

我第一次空降在渔村，已是十多年前，却又恍如昨日。我还记得那一天的兴奋，那一

年的兴奋，长实习完再归去的兴奋，每一次归去的兴奋！怎么能不兴奋呢，第一次走

出国门，一切都是新鲜，遇到来自世界各地不同文化迥异个性的朋友们，享受缤纷多

彩的校园生活，体验截然不同的教学方式，学习各种知识增长各样见闻，还有那片看

不厌的变幻无穷的海。关于渔村的记忆，是 Tim Burton 的《大鱼》的色调，一段段

光怪陆离的探险。 

希望每一个空降在渔村的孩子，都满满享受这一程，收获专属于你的宝贵记忆。 

有到来的兴奋，就有离别的忧伤。从来没有在这么短时间内有过这么多相识和告别。

真正的朋友，没有真正的告别？只有真正的告别！那些在同一屋檐下愉快的相聚的日

子，都不会再有了。那些和你一块步行去超市买菜，和你一起上自习做 projet，和你

一起去海边散步，和你一起抓螃蟹过春节的朋友们，后来都不在你身边了。 

所以珍惜你的相聚，每一分每一秒都是珍贵。 

我第一次空降在渔村，已是十多年前，而我好希望，是明天。 

2017 年 2 月 12 日，于冬日沉睡的 Parc de Sceaux 

                                                                                                                 Junyi F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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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TB 的三年多时间里，生活会是充实的. 

你会发现自己渐渐适应工程师的学业，看惯不明所以的 Poly，和永远做不完的 TP。 

你会发现自己渐渐学会各式各样的技能，学会做几盘菜，接触新的运动，当然还有学

会编程。 

你会发现自己渐渐喜欢上 TB 的校园，喜欢躺在草地上晒太阳，喜欢坐在 RAK 窗边吹

海风，喜欢去学校后面徒步看海。 

你会发现自己渐渐爱上传说中的法餐，法棍奶酪鹅肝香肠生蚝牛排酱鸭以及各式甜

点。 

你会发现自己渐渐习惯法国式的生活，习惯 l'apéro 和喧闹的 Foyer，以及凌晨砸门

的醉汉。 

你会发现自己渐渐不再孤单，找小伙伴搭伙，一起八卦同学，微熏聊天到半夜。 

你会发现自己渐渐依恋上 TB，依恋上这个小小的校园。 

20 出头， 也正是青春绽放的年纪。在这里你将遇到各种各样的或好或坏的人和事，也

需要独立做出各种各样的选择。 迷茫，就去思考；犹豫，就大胆去做；照顾好自己，

再关心关心周围的小伙伴们；收获学业，知识，阅历，友情，爱情；不踌躇，也不匆

忙。 

希望你在 TB 的几年愉快地度过，TB 也能见证你的成长和成功，不忘初心，方得始

终。 

                                                                                                                   Botu S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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