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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诗国际学校于1899年由社会学家Edmond Demolins创办，是一所提供寄宿的国际化男女学
校，位于诺曼底腹地的阿夫尔河畔韦尔讷伊小镇。我们招收6到18岁的学生，从小学到高中毕
业会考。奥诗国际学校距离巴黎约一个半小时路程，位于充满田园风情的诺曼底.

奥诗国际学校提供以下课程 : 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中三年级法国教育部课程, 还有国际高中文凭
课程, 短期到全年制的法语课程 , 夏令营及冬令营.

学校的日常生活在于使我们的学生为应付高中所面临的挑战做好准备。我们帮助他们发掘自
己的才华，发现新技能，同时也利用各種机会



教学目的

我们多样化的学术课程特别包括每学期一次的模拟考试，以使学生熟悉考试条件并帮助他们适应专利国家文凭
的要求。

我们寻找学生可能遇到问题的地方。这种密集的准备有助学生做准备来过渡到高中课程

初中的目标：

• 教导学生各学科的学习方法
• 学习组织和安排工作时间
• 建立推理
• 掌握书面，口头和视觉交流
• 学会自主
• 流利的英语读写能力

我们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法： 

•持续的工作节奏
·时间表平衡，定期的家庭作业，每周一次的家庭作业，每周有书面问题，每晚特别是有监督的自习，
实时教育活动
·为三年级学生提供的培训：3段模拟考
·在所有课程中提供数学和法语的个性化帮助

我们的差异点：

•小班。
•个性化的跟进：在晚上的上课时间里，老师会帮助您理解课程并做功课。
•在遇到困难的情况下实施家教/学生辅导，并提供特殊支持。
•通过语言增加价值：六年级可以学习3种语言。
•采用新技术（3D打印机，交互式白板等）
•“ ROUTES”计划（入学培训，大学，辅导，发展，心理支持）为每个学生提供有关其教育程度或在校生的倾听
和建议。该程序还负责学生大学辅导。
•奥诗人的增值：目标是确定其优势，劣势和技能，以使其充满信心。已为需要更多持续跟进的学生签订约定合
同。
•RELAIS计划（责任，环境，领导力，发现和认可确认，国际，服务）：以学生为中心的结构化学习计划，旨在
丰富奥诗人所需要的自我知识和技能他们的成年生活。

注意：要求学生进行的工作和研究越来越多地计算器。为此，学校要求学生有一台具有以下最低配置的计算机
（Mac或PC）：I5和8 GB RAM，最好是SSD和256 GB硬盘

学科选项：

初中

LV A  :

•英文
•德语
·西班牙语
·意大利语
·俄语
·中文
·阿拉伯语

LV B :

• 英文
• 德语
• 西班牙语
• 意大利语
• 俄语
• 中文
• 阿拉伯语

LV C ou option :

•德语
·西班牙语
·意大利语
·俄语
·中文或
·拉丁语
·希腊文



什么是奥诗人？

奥诗人表现出谦卑，利他，忠诚和尊严的品质，以及对自己和他人的尊重。他/她
还展示了在各个层次（知识，学术，运动，文化和社会）发展潜力的必要动力，
决心和自律。
学校领导，老师，楼长，学生代表和学生站在学生的一边，以支持他们在学校中
的发展，并帮助他们成为奥诗“准备好自己面对未来。”

寄宿生活

在寄宿学校生活是在学习像“成人”般的生活，正在学习尊重他人和规则，学习分享和成长。

奥诗学校的寄宿学校由7座名为寄宿楼组成。在这些单性别寄宿家庭中，男孩和女孩按年龄分布。舒适
的客房设有2至8张床，可为外国学生和讲法语的学生提供住宿。每个房子都有一个名字：女孩住在马
斯拉克（Maslacq），瓦隆（Vallon），男孩住在Pins（Pins），Coteau或Sablons。小学里最小的孩子住
在Acacias。

寄宿制房由负责任的成年人负责，由楼长负责。他们是寄宿制学校的“代理父母”，他们在那里是为
了确保孩子的福祉，安全，对学校作业甚至孩子的日常生活进行监督……他们还与父母和孩子们保持
联系。学校服务。学生如有任何疑问，健康问题，零花钱，手机或任何其他特殊要求，请与他们联系...

在每个学年开始时，楼长们和学校领导指定几位学生代表。由于他们的责任心，自制力，聆听技巧而
被选择，学生代表是代表所有奥诗人榜样的学生。他/她也是同学们和成年人之间的沟通桥梁。
饭后每天晚上，楼长们会晚点名，确认所有学生都在场，并分享当天或第二天的重要信息。



日程表

时间 活动
6h45 起床

7h15 早餐

8h00 à 10h45 上課

10h45 休閒時間

11h00 à 12h50 上課

12h50 午餐時間及休息

14h à 16h00 上課或是週三體育或文藝活動時間

16h00 點心時間

17h15 - 19h00 自習時間

16h45 - 17h45 體育或文藝活動時間

19h00 晚餐或休閒時間

20h15 晚點名(樓長聚集所有樓裡的學生)

21h00 較年輕學生熄燈時間(6ème et 5ème)

第二段自習時間4ème et les 3ème (facultative)

21h30 熄燈

22h00 較年長學生休息

22h30 較年長學生熄燈

校历2020/2021

寄宿生返校日: 周一 2020八月三十一日, 1 pm起 
开学 : 週二 2020九月一日
结业日:  : 週二  2021七月六日

期間 開始日 返校日

諸聖瞻禮節 周五 2020十月十六日 課後 週日 2020 十一月一日

耶誕節 周五 2020十二月十八日 1pm 週日 2021一月三日

寒假 周五2021 二月十九日課後 週日 2021三月七日

復活節 周五2021四月二十三日 課後 週日  2021五月九日

聖母升天日 周三2021五月十二日 2 pm 週日2021五月十六日

所有学生都需要到场 :
• 2020年十一月十一日 2020 - «Baptême de Promotion»
• 2021年六月十二日週六, 校慶

放假日
• 到Paris Porte Dauphine : 下午五点由学校校车出发, 除了圣诞节则是13h出发, 圣母升天日,  则是 14h.
• 到机场 : 欧洲班机在十一点到下午三点之间 或者国际班机则是由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三点之间

返校日

• 校車由Paris Porte Dauphine 19h30出发到学校
• 校車在中午十二點半到下午四點半間在戴高乐机场

NB : 
• 返校日寄宿楼将于下午13h開放



日常生活

洗衣服務 :  学生能够使用楼里的付费机洗的洗衣服务; 学生应该标上他的姓名在所有的衣物上

通訊: 所有的学生可以借着楼长办公室的电话来接收来电. 他们也可以手机但只有晚上以及周末时可以使用.

生病:  每一天楼长将需要看病的学生跟校医沟通. 小镇的医院离校只有三公里其中包含有急诊室. 学校也有医护直升机的停机
坪可以将孩子送到医院

校規 : 校规建立在遵从奥诗传统的价值: 开放, 宽容, 有礼貌. 主要的规范在于尊重彼此, 服装仪容, 准时 以及与他人相处. 相同
的也提到责任,安全 , 环境, 健康, 整洁.  这些相关的规定将于注册文件里.

食膳: 食堂采自助式学生在那与同学们共享早餐, 午餐以及晚餐.  学校的餐点都是由学校的大厨以及他的团队所准备, 所有的
餐点都是均衡, 健康以及多样化的.   点心时间将在寄宿楼使用.

體育 : 除了正式体育库以外, 学生也可以使用以下的体育设施: 乒乓球桌, 健身房, 足球场, 篮球场, 攀岩场, 拳击场... 

学生须着校服上课.  校服以及运动服将于学期初发给学生.

制服: 由学校提供在上课期间穿着、在周五坐校车去巴黎以及周日游巴黎返校都需要穿着
需要穿着

服裝規定 : 学校所需衣物 除校服外，学生必须穿着适合实际情况的衣服。推荐的钥匙扣将在注册时发送，并且必须包括冬
季服装（平均温度为-5° 至+ 10° ），半季（10° 至20° ）和夏季（20° 至30° ）。警告！禁止穿破洞或褪色的牛仔裤，下课后和
周末允许穿运动鞋。为外国学生提供床单。

寢室: 学生寝室有二到八人床 学校提供床垫床单等用品

其他讯息

签证

若您没有欧盟的国籍你必须要申请长期学生多次往返签证‚

学校提供的文件 :

-注册证明
- 付款证明‚ 亲属需可文件以及住宿证明.
- 医疗保险证明

保险

在紧急医疗情况或是需要送回国你都需要有一份医疗保险 学校都可以帮忙处理
若你是欧盟的国籍请提供来自你国家的健康保险

欧元付款
你可以用国际汇款 支票付款或是信用卡付款

接机

• 校车由巴黎Porte Dauphine metro晚上七点半出发到学校周五晚上也有校车到巴黎
您也可以由机场搭RER或是巴士到Porte Dauphine metro在非校车的 时段‚若提前申请‚我们也可以帮您定出租车你到达 时将
有楼长来欢迎你并安置你在你的寝室以及告诉你所需的讯息



學費  2020/2021 - 初中

FRAIS OBLIGATOIRES

全寄宿 
隔週寄宿 

寄宿五天 走讀

入學費 (1) 
(uniquement dû la 1ère année)

2500 € 2500 € 2500 € 600 €

保證金 (1) (1)

(uniquement dû la 1ère année) 2700 € 2700 € 2700 € 1000 €

學費及住宿費 (2) 32 875 € 30 015 € 25 095 € 14 440 €

個人預支費用(3) 1000 € 1000 € 1000 € 250 €

沒有附加活動的總費用

新註冊費用  39 075 €  36 215 €  31 295 €  16 290 €

續註冊者費用  33 875 €  31 015 €  26 095 € 14 690 €

選項

洗衣 Inclus   Inclus  1580 € n/a

交通運輸 Inclus  970 €  1940 € n/a

醫療保險 
(pour les élèves étrangers)  580 €  580 €  580 €  580 €

零用金 : 授權孩子每周領取
................€ par semaine x 40 semaines/an .............. € .............. € .............. € .............. €

授權購買MacBook Air(6)  我授權學校幫我的孩子購買MacBook Air (一台約 1400 € 學校將收去購買的價格)

課外活動 

一年的活動

 飛行dès 15 ans, >1m55, licence, assurance, 
théorie, vols inclus)

3980 € 3980 € 3980 € 3980 €

 錄音室  戲劇 640 € 640 € 640 € 640 €

 網球  擊劍 1120 € 1120 € 1120 € 1120 €

 網球個人課程 1735 € 1735 € 1735 € 1735 €

一期的活動 (5 個月)

Sports

 武術          瑜珈        拳擊 320 € 320 € 320 € 320 €

 高爾夫 560 € 560 € 560 € 560 €

 馬術      卡丁車 (>1m45) 865 € 865 € 865 € 865 €

Arts et musique

 吉他           鋼琴        打擊樂 560 € 560 € 560 € 560 €

 吉他  (c. part.)  打鼓 (c.part.) 865 € 865 € 865 € 865 €

 藝術 325 € 325 € 325 € 325 €

第一学期必选TP 

第一志願  藝術    資訊   烹調   馬術   卡丁車    戲劇

第二志願  藝術    資訊   烹調   馬術   卡丁車    戲劇

增加的TP選項 卡丁車 / 馬術 (par 
terme)  680 €  680 €  680 €  680 €

Frais obligatoires
(1) Le droit d’entrée et le dépôt de garantie sont dus uniquement la première année.
Le dépôt de garantie est remboursé intégralement lorsque l’élève quitte définitivement l’école, déduction faite des sommes dues à l’école
(sauf cas d’annulation, résiliation ou exclusion, c.f Contrat de Scolarité du dossier d’inscription).
(2) Les frais de scolarité et d’internat recouvrent les frais d’inscription, de scolarité, d’internat, le prêt des livres (les livres non restitués
seront refacturés en fin d’année) et fournitures scolaires, les activités sportives (dont l’inscription à l’association sportive), les sorties
scolaires (sauf cas spécifiques).
(3) La provision pour frais personnels sert à couvrir les dépenses occasionnelles de l’élève pour des événements imprévus (frais médicaux,
déplacements non pédagogiques, dégradation, etc.). Le solde est répercuté sur la facture de l’année suivante ou clôturé au départ de l’élève.
Un réapprovisionnement peut être demandé selon les besoins. Les licences obligatoires dans le cadre des activités UNSS seront répercutées
sur le compte des frais personnels.
(4) Transports : il s’agit des trajets en autocar Paris-Verneuil le dimanche soir et Verneuil-Paris le vendredi en fin d’après-midi. Un service de
minibus est également proposé pour les trajets Rouen-Verneuil/Verneuil-Rouen. Sur demande, des arrêts peuvent être étudiés sur ces deux
parcours pour les familles résidant hors de ces deux villes.



註冊方式

1.若想要注册奥诗初中的课程:

2.孩子的动机信
两年成绩单

3. 书面审核后将会有面试. 面试将是必须的

4. 若你有机会到学校面试 : 您可以参观校园以及寄宿楼

5. 面试后, 将告知您面试的结果并且将注册表寄给您

有时，需要其他文件来协助总监做决定。请您将其寄给招生处
注册
请正确填写的注册表并在15天内寄回招生服务处。只有在收到注册表格和付款后才能确认注册。如果需要签证，我们可
以寄给您相关签发文件。请到当地法国领事馆办理签证。

CONTACTS

FRANCE

Delphine LE HUEROU 
Admissions Collège

Tél. +33(0)2 32 60 40 03 
delphine.lehuerou@ecoledesroches.com 

Philippe POIGNON
Suivi des dossiers d’admission

Tél. +33(0)2 32 60 40 50
philippe.poignon@ecoledesroches.com

RUSSIE

Daria BRUSOVA

Tél. +7 499 702 45 01
Mob. +7 916 653 83 39

ecoledesroches@ecoledesroches.ru

CHINE

蔡侑嬑

Tél. +33 2 32 60 40 59
Mob. +33 6 11 59 76 00
微信yuyi_berdal

yuyi.berdal@ecoledesroches.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