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ELIS

很荣幸为您带来《学生社会补助指南》。本指南汇集了里昂学区（罗讷省、

卢瓦尔省和安省）的各种社会补助项目。请注意，本指南并未囊括所有补助项目，但指南包含
了针对学生的相关补助信息，及一些可能并不广为人知的社会补助项目，可以让学生们从中获
益。
如今，有 55% 的学生认为没有足够的财力支持每月所需的开销*。因此，无论是国家
、地区、大学还是社会各界协会，为学生提供社会补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必要。
*出处：法国学生生活瞭望协会（Observatoire de la Vie Étudiante）2016 年调查
此版指南针对国际学生，汇总了可以为国际生提供帮助的主要补助项目。补助对象涉及非欧盟
学生和欧洲学生。
独立与团体协会及当选学生联盟 (GAELIS, Groupement des Associations et Élu·e·s
Étudiant·e·s, Indépendant·e·s et Solidaires）是一个非营利性协会（根据 1901 年法律）。
联盟成立于 1993 年，旨在团结里昂地区大部分的协会社团和当选学生。GAELIS 旨在代表学
生的利益，推动各项举措来改善学生不稳定的社会地位及日常与社会疏离的情况，并在全年期
间捍卫学生的权益。

A/ 奖学金
-

I - CROUS 颁发的社会标准助学金 (BCS)

1) 这是什么助学金？
这些助学金根据家庭资源和学业内容授予。可在 10 个月内提供 1020 至 6883 欧元的补贴。

2) 获得助学金的条件是什么？
非欧盟学生和欧洲学生均可申请 BCS
申请者需满足以下条件：
-

未满 28 岁

-

持有有效的居留许可

-

在法国居住生活超过 2 年

-

在法国归属一个税务家庭超过 2 年。

3) 必要的申请步骤是什么？
2022

年

1

月

20

日至

5

月

15

日，每年填写一份学生社会档案（DSE）。于

www.etudiant.gouv.fr 提交申请。5 月 15 日之后提交的申请仍将进入处理程序，但助学金无法
在常规截止日期内授予。
-

II - Campus Bourses

Campus Bourses 列出了国际学生的原籍国在法国授予本国学生的所有奖学金项目。
您可以在

Campus

Bourses

的网站上找到所有奖学金项目和相关的申请流程信息

https://campusbourses.campusfrance.org/#/catalog
-

III - 埃菲尔奖学金 (Les bourses du programme Eiffel)

1) 这是什么奖学金？

法国外交部设立的埃菲尔奖学金，旨在奖励在法国学习的优秀外国学生
2) 获得奖学金的条件是什么？
涉及学位：
● 研究生
● 工程学位
● 博士
涉及专业：
●

法国历史、语言和文明

●

法律和政治学

●

经济管理

●

生物学与健康

●

生态转型

●

数学和数字技术

●

工程学

3) 必要的申请步骤是什么？
申请分为 3 个步骤：
●

联系您原籍国的 Campus France，咨询学业和奖学金的相关事项，获取指导和建议

●

联系您所在学校的国际关系部门，了解申请的条件和要求

●

如果学校接受并支持您的申请，将由学校为您提交奖学金申请。

IV - 与公共健康和社会教育培训有关的助学金
1) 这是什么助学金？
奥弗涅罗讷-阿尔卑斯大区根据家庭情况为学生提供公共健康和社会教育培训方面的补贴。这
类助学金的数额与基于社会标准的 CROUS 助学金数额一致。
2) 获得助学金的条件是什么？
该助学金没有年龄或国籍的限制。非欧盟成员国国籍的外国学生在提交申请时必须证明他们在
法国的合法身份。

3) 必要的申请步骤是什么？
申请人须在学业开始后的两个月内访问 www.aidesfss.auvergnerhonealpes.fr，并在线上填写
一份文件。
4) 助学金涉及哪些专业？
健康教育培训业士以下学位（infra-bac，五年级）：看护人 - 护理人员 - 托儿助理
社会教育培训业士及业士以下学位（四年级和五年级）：- 教育和社会同伴 - 教育辅导员 - 社
会和家庭干预技术员
健康教育培训业士以上学位：- 职业治疗师 - 护士 - 医学放射技术员 - 按摩师理疗师 - 手足病医
生 - 医院药房配药师 - 儿童保育员 - 助产士 - 医学实验室技术员。
社会教育培训业士以上学位：- 社会服务助理 - 幼儿教师 - 专业教师 - 专业技术教师
B/ 特殊补助
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还有各种可供申请的特殊补贴。
如欲申请，您需要预约里昂 CROUS 的员工，他/她将帮助您找到最合适的补贴项目（申请大
学的社会 FSDIE 助学金也可通过此渠道咨询）。
http://www.crous-lyon.fr/action-sociale-sante/prendre-rendez-assistant-social/
-

I - CROUS 提供的特别年金补助（ASAA）

1) 这是什么补助？
对于处于以下情况的学生：已证明有自主权（不再从父母处获得物质支持）、重拾学业、家庭
破裂或面临特殊困难，CROUS 提供一项年金补助，每年发放的数额与社会标准助学金相同。
如情况需要，该补助可在 10 个月内支付。但无论什么情况，支付期不得少于 6 个月。在家庭
破裂的情况下，需获得相应的社会评估。
2) 获得助学金的条件是什么？
您必须未满 35 岁，国籍要求与社会标准奖学金相同。对于得到“残障人士权利和自治委员会”
认证的的残障学生，补助发放并无年龄限制。

-

II - CROUS 提供的一次性特别津贴补助（ASAP）

1) 这是什么补助？
一次性特别津贴是一种视个人情况提供的紧急经济补贴，为遇到暂时性经济困难且情况可能影
响学业的的学生提供帮助。该补贴的最高金额为每年 3374 欧元（即助学金等级 1 的两倍）。
补贴旨在帮助在大学学年期间遇到严重困难的学生继续学业。您的实际情况将通过社会评估确
认。
2) 获得补助的条件是什么？
如需申请该补贴，您必须是接受全日制教育的学生，且在申请当年的 9 月 1 日未满 35 岁。对
于得到“残障人士权利和自治委员会”认证的的残障学生，补贴申请并无年龄限制。无国籍要求
。
-

III - 大学的 FSDIE（学生倡议团结与发展基金）社会助学金

1) 这是什么助学金？
“学生倡议团结与发展基金” (Fonds de solidarité et de développement des initiatives
étudiantes, FSDIE) 部分面向社会，可以为遇到暂时经济困难的学生提供补助。所有大学均提
供 FSDIE 社会助学金。
2) 获得助学金的条件是什么？
FSDIE

社会助学金可用于资助实习、人员流动（参加交换计划出国）、特定书籍或设备购买

和残障学生设备购买，或为其他可能影响后续学习和毕业的特定情况提供帮助。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查看您所在大学的网站。
➔ 联系方式：
◆ bve@univ-lyon1.fr
◆ vie.etudiante@univ-lyon2.fr
◆ action-sociale@univ-lyon3.fr
-

IV - 本地的紧急援助基金

1) 这是什么基金？
紧急援助基金旨在向学习期间遇到重大变故而遭受巨大经济困难的公共健康和社会教育培训学
员提供快速援助。
2) 获得援助的条件是什么？
本地的紧急援助基金涉及的学员与公共健康和社会教育培训助学金相同，同时特别面向经济困
难的学生。
3) 必要的申请步骤是什么？
如欲获取紧急援助基金，请咨询您所在的教育培训机构。此后，您需要与社会工作者一起整理
出一份档案。
更多信息：
https://rhonealpes.commeunservice.com/bourses/jsp/nouveauContexte.action?codeAction=M42ACCUEIL

-

V - 报销学校注册费

1) 这是什么福利？
在某些情况下，您的原籍国家/地区可能可以退还您的学校注册费。
2) 必要的申请步骤是什么？
如欲申请报销学校注册费，请联系您原籍国家/地区的领事馆。

C/ 住房补贴
-

I - CAF 补贴

大家可以便捷地通过 CAF 网站申请住房补贴。

通过您的社会保障卡，您可以以个人名义获得这种补贴。但是，获取房补后，您的父母将无法
继续为您领取家庭补助。
1) APL（个人住房补贴）
APL

可负担在法国租房的任何人群的部分租金。获得补助的条件与住房情况（住房必须参保

社会保险，且满足一定的体面居住标准和最低居住条件）及收入有关。
2) ALF（家庭住房补贴）
ALF 可根据一定的家庭情况（受抚养人等）支付您的部分房租。
3) ALS（社会住房补贴）
ALS 涉及被排除在其他 CAF 住房补贴（APL、ALF）之外的人群。获得补助的条件与住房情
况（住房必须满足一定的体面居住标准和最低居住条件）及收入有关。
4) 收入补助
收入补助涉及半工半读的学生（职业培训合同 contrat de professionnalisation 或学徒合同
contrat d’apprentissage）。获得收入补助的条件与家庭收入和家庭组成有关。
➔ 联系方式：
◆ caf.fr
◆ 罗讷省 CAF：67 boulevard Vivier Merle 69409 Lyon CEDEX 03
◆ 0 810 29 29 29 （学生热线）每分钟 6 欧分
-

II - CROUS 学生公寓

里昂 CROUS 在里昂学区拥有 40 处学生公寓，提供超过 9500 间住房。这些公寓位于里昂、
维勒班 (Villeurbanne)、圣普列斯特 (Saint-Priest)、马西莱图瓦勒 (Marcy-l’Etoile),、布雷斯地
区布尔格 (Bourg-en-Bresse)、圣艾蒂安 (Saint-Etienne) 和罗阿讷 (Roanne)。每处公寓均配有
一位活动组织人员，他/她会在全年间为大家组织免费活动。
与 CROUS 的社会标准助学金一样，CROUS 学生公寓住宿的申请也需要通过学生社会档案（
DSE）流程提交。
-

III - LOKAVIZ

CROUS

推出了一项帮助学生寻找住房的服务：LOKAVIZ。在此门户网站上，您可以直接找

到面向学生的优惠住房，无需中介费。
➔ www.lokaviz.fr
-

IV - Form'Toit

奥弗涅-罗讷-阿尔卑斯大区为签订学徒合同、职业培训合同、实习合同（有偿或无偿）或参与
在职教育的学生搭建了一个找房平台，方便他们找到临时住所。
➔ 请前往该网页了解更多信息 www.formtoit.org
◆ 罗讷联系人：
●
-

Martin Baptiste 04 15 32 87 05 alternance.69@formtoit.org

V - Garantie VISALE 租房担保

Garantie Visale 是“住房行动”住房捐金管理机构向租户提供的租房担保。该服务使租户能够在
没有担保的情况下租赁住宿。您可在其网站 www.visale.fr 提交 Garantie Visale 申请
➔ 联系方式：
◆ 0970 800 800

D/ 国际人员流动补贴
-

I - 大学提供的 ERASMUS + 奖学金

1) 这是什么奖学金？
Erasmus+ 是一个欧洲学生交流计划，鼓励学生在欧洲范围内交流学习。如果您通过学校交流
项目在非本国籍欧洲国家的高等教育机构进行一段时间的交流学习，就可以获得 Erasmus+ 奖
学金。
2) 获得奖学金的条件是什么？
有 2 种类型的 Erasmus + 奖学金：
-

Erasmus + 学业奖学金专门面向参与 Erasmus + 项目的学生。补贴时长 3 至 12 个月
，不同国家/地区补贴的金额在每月 150 欧元至 300 欧元不等。

-

Erasmus + 实习奖学金专门面向在欧洲实习的学生。补贴时长 3 至 12 个月，不同国
家/地区补贴的金额在每月 300 欧元至 450 欧元不等。

3) 必要的申请步骤是什么？
如欲申请该奖学金，您需联系所在教育机构的国际关系部门，了解有关外国合作机构的信息。
每个机构都有各自的申请程序和时间表。申请流程一般于出国前的 6 到 12 个月开始。
E- 国内人员流动补贴
I / 研究生人员流动补贴
1) 这是什么补贴？
这是一笔 1000 欧元的补贴。如果学生已获得学士学位，在不同于获得学士学位的学区就读硕
士学位第一年，且享已有特定奖学金/补贴，那么，该学生即可享受研究生人员流动补贴，获
得跨地域流动资助。
2) 获得补贴的条件是什么？
如欲获得这项补贴，您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

已获得社会标准助学金 (BCS) 或特别年金补助 (ASAA)

-

在不同于获得学士学位的学区注册学籍。

3) 必要的申请步骤是什么？
可在网站 messervices.etudiant.gouv.fr 的“研究生人员流动补贴 (Aide mobilité master)”部分申
请该补助。

F/ 饮食补助
-

I / AGORAés

1) 这是什么补助？

AGORAé 是一家社会及学生互助食品杂货店，位于校园内，由学生自己（通过 GAELIS 和
FASEE）直接管理。AGORAé 以十分优惠的价格提供各种优质产品：价格大约为市场价格的
10%。它也是一个提供免费活动的生活场所。
我们的 AGORAés 免费提供女性生理用品。
2) 获得补助的条件是什么？
如欲获取 AGORAé 补助，您需整理一份文件并经由委员会评估。该委员会将根据您的收入和
支出计算您的“生活费用”，这将决定您是否能够获得

AGORAé

补助。您可以前往

www.gaelis.fr 下载里昂的 AGORAés 文件，前往 www.fasee.fr 下载圣艾蒂安的 AGORAé 文
件。
3) 必要的申请步骤是什么？
文件整理完成后，您可以前往 AGORAé 提交或直接通过电子邮件发送。
里昂一大 AGORAé - agorae@gaelis.fr
Bâtiment Déambulatoire
43 Boulevard du 11 Novembre
69 100 VILLEURBANNE
里昂二大 AGORAé - agorae.lyon2@gaelis.fr
Campus Porte Des Alpes, en face de la MDE
5 Avenue Pierre Mendès
69 500 BRON
-

II - 里昂的爱心餐厅协会（Les Restos du Coeur）

里昂的爱心餐厅协会每周二和周四下午为学生提供服务
➔ 联系方式：
◆ ad69.secretariat@restosducoeur.org
◆ 电话： 04 78 78 05 05
-

III - 里昂的大众救济协会（Le Secours Populaire）

大众救济协会每周一下午 6 点至 8 点为学生提供服务。
➔ 联系方式
◆ contact@spf69.org
◆ 04 72 77 87 77

G/ 医疗补助
-

I - 补充医疗保险 (La Complémentaire Santé Solidaire, CSS)

1) 这是什么补助？
补充医疗保险可以为您的医疗支出提供补助。根据您的收入，补充医疗保险可分为两种：不收
取任何费用，或每人每天收取不到 1 欧元的费用。
2) 获得补助的条件是什么？
根据申请人的收入提供补助。

CSS

如果您未满 25 岁，且希望以个人名义申请，您需满足以下条件：
-

申请时不可与父母同住一屋

-

单独填写纳税申报表，或以您的名义承诺在接下来的一年完成单独纳税申报

-

停止接收可减免税收的生活费，或以您的名义承诺在提出申请时不再接收生活费

如果您年满 25 岁，且希望以个人名义申请，您需要满足以下条件：
-

参保医疗保险

-

支出不超过最高收入额

3) 必要的申请步骤是什么？
请前往 www.ameli.fr，通过您的 Ameli 帐户在“我的申请步骤 (mes démarches) ”栏目下在线提
出申请。
➔ https://www.complementaire-sante-solidaire.gouv.fr/faq.php
-

II - 里昂第一大学和里昂第二大学的大学健康服务 (Service de Santé Universitaire,
SSU)

大学健康服务配备一支综合学科团队，由全科医生、护士、营养师、妇科医生、心理医生和精
神科医生组成，旨在关注学生的身心健康，预防身心问题。
如需相关的医疗和专业咨询，请在大学网站上进行预约。

里昂一大的服务地点位于拉杜阿 (La Doua)、里昂东部 (Lyon Est) 和里昂南部 (Lyon Sud) 校区
的大学健康中心 (CSU)。
➔ 联系方式：
◆ ssu@univ-lyon1.fr
◆ 电话：04 27 46 57 57
里昂二大的服务地点位于阿尔卑斯之门 (Porte Des Alpes (Bron)) 校区。
➔ 联系方式：
◆ ssu@univ-lyon2.fr
◆ 电话：04 78 77 43 10
-

III - 里昂第三大学的预防医学和健康促进服务 (SMPPS)

该服务配备一支综合学科团队，由全科医生、护士、妇科医生、营养师、精神科医生和心理医
生组成。这预防性医疗服务位于 La Manufacture des Tabacs 校区。
-

IV - 圣太田大学 (l’Université Jean Monnet Saint Etienne) 的大学预防医学服务

该大学预防医学服务团队由医疗、辅助医疗和社会团队组成，包括多名医生、一名护士、一名
社会助理、一名心理医生和一名营养师。服务点位于学校大楼 (La Maison de l’Université) 一
楼。
➔ 联系方式：
◆

secretariat.smpps@univ-lyon3.fr

◆ 仅限电话预约：04 78 78 79 83
◆ 无需预约：04 78 78 78 80
◆ Manufacture des Tabacs 校区 | Espace rue Sud | EG – RDC 大楼
V – 国家医疗援助
1) 这是什么援助项目？
国家医疗援助 (AME) 是一项为处于非法居留状态的外国人提供医疗服务的项目。
2) 获得援助的条件是什么？
如欲获得援助，您必须满足一定的资格条件，即：
-

在法国居住三个月及以上

-

无居留证，且未申请过居留证

-

拥有不超过一定上限的收入。

3) 必要的申请步骤是什么？
您需要填写一份文件，提交给罗讷省社会医疗保险局 (La caisse primaire d’assurance maladie
du

Rhône)，点击以下链接可获取文件：https://www.service-

public.fr/particuliers/vosdroits/F3079
H/ 其他类型的援助
-

I - 设备免费借用（自行车和电脑）

里昂一大在学年期间免费为学生提供自行车。
如欲借用，您需持有学生证、身份证，参保民事责任险并提供一张 50 欧元的存款支票作为押
金。“自行车借用表 (Fiche de Prêt Vélo)”可在大学网站上找到。完成表格后，您需要联系学生
办公室 (BVE)。
里昂一大的拉杜阿校区 (La Doua) 和洛克菲勒校区 (Rockefeller) 还通过大学办公室 (BU) 提供
笔记本电脑。如欲借用，请在 Affluences 网站上申请“电脑借用预约”。
-

II- “free velo’v”服务

里昂市还推出了一项“free velo’v”的服务：
18 至 25 岁享有奖学金的学生可以在 3 个月、6 个月或 9 个月的时间期限内免费使用一辆自行
车，使用时长可续期至 24 个月
如欲申请该福利，请在“https://freevelov.grandlyon.com/”网站上完成申请
-

III - 大学校园内免费提供的女性生理用品

在学生参与式预算投票之后，里昂一大、二大和三大均在校园内设置了自助式免费女性生理用
品售货机。

-

IV. GAELIS 的 Sors De Ta Piaule 项目

GAELIS 于 2013 年发起了 Sors De Ta Piaule 项目，以期让学生们不花一分钱即可享受到娱乐
与消遣。在一年中的三周时间里，该项目在不同的校园、学生公寓、公园等场所组织了数十种
各色各样的活动（参观里昂的街头巷尾、舞蹈课、烹饪、早餐、反射疗法等）。这些活动面向
所有学生且完全免费！

I/ 职场融入

I.

青年援助基金 (FAJ)

1) 这是什么基金？

FAJ 旨在为青年提供住房、交通或健康领域的一次性支持，帮助青年融入社会与职场。
2) 获得援助的条件是什么？
FAJ 面向 18 至 25 岁的年轻人，且需要满足以下条件：
⇒ 法国国籍或在法国合法居留（持有效居留许可）的外国人；
⇒ 面临社会和职场融入的困难，或物质困难；
⇒ 没有收入或收入较低。
没有省内最低居住期限要求。
3) 必要的申请步骤是什么？
申请必须由推介人（当地委员会 Missions locales、授权协会等）提出，并由省级顾问主持的
当地支持委员会审查。

II.

城市之家 （Les maisons de la métropole)

“城市之家”是一个独特的社会接待场所，为人们提供里昂市和里昂大都会所有援助及支持项目
的信息，并帮助人们从中获益。

第一次前往无需预约。此后，“城市之家”将为您分配一位对口您需求的专业人士。

III.

当地委员会 (Les missions locales )

当地委员会是区域性的公共服务部门，负责协助 16 至 25 岁的年轻人融入职场（求职、面试
准备等）。

里昂有 6 个当地委员会，维勒班有 3 个：

●

里昂一区当地委员会：2 Rue des Pierres Plantées

●

里昂三区当地委员会：265 Rue Duguesclin

●

里昂七区当地委员会：62 Rue Georges Gouy

●

里昂七区当地委员会：24 Rue Étienne Rognon

●

里昂八区当地委员会：307 Avenue Berthelot

●

里昂九区当地委员会：10 Place Abbé Pierre

●

维勒班当地委员会：50 Rue Racine

●

维勒班当地委员会：4 Allée Henri Georges Clouzot

●

维勒班当地委员会：33 Rue du 8 Mai 1945

J/ 残障
a) 大学服务

3 所里昂大学均设有“残障委员会”，负责支持生理或精神存在障碍或长期残障的学生，为他们
提供帮助。
大学还有义务任命一名“残障推介人”，他/她的职责如下：

●

在进入高等教育之前和课程期间参加迎新活动

●

确保相关各方之间的协调，为残障学生提供接待、信息和支持

●

与学生一起分析他/她的补助需求

●

代表学校处理所有与残障学生有关的事务

●

为大学社区的残障教育做出贡献

●

协调服务活动，管理人力和财力资源

里昂一大残障委员会：mission.handicap@univ-lyon1.fr

里昂二大残障委员会：mission.handicap@univ-lyon2.fr

里昂三大残障委员会：handicap@univ-lyon3.fr

b) CROUS 提供的服务

在以下领域支持残障学生的社会服务：
●

与有关住房的问题

●

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困难

CROUS 提供 272 间可供 PMR（行动不便人士）使用的住房

c) FEDEEH 奖学金

FEDEEH 奖学金旨在支持残障青年毕业生就业，面向困境中没有资金支持的残障青年。

奖学金由 La fédération 100% handynamique 协会授予，您可以在他们的网页上找到所有相
关信息：https://www.handinamique.org/bourses/

d) 省级-大都会级残障人士之家 (Les maisons départementales-métropolitaines des
personnes handicapées, MDPMPH)

省级-大都会级残障人士之家 (MDMPH) 可接待残障人群，为他们提供信息并回应他们与自身
残障情况相关的请求。

MDMPH 能够帮助残障人士获取他们的权利，同时负责分配对残障人士的补助。

其职能如下：

●

就业和职业指导

●

机构和医疗社会服务指导

●

确认“对就业的实质和持久限制” (restrictions substantielle et durable pour l’accès à
l’Emploi, SDRAE) 及“确认残障工人的地位” (reconnaissance de la qualité de
travailleur handicapé, RQTH)

●

MPDMPH 就残障人士是否能够获取残障补助金 (PCH) 做出裁决

●

MDPMH 就残障人士是否能够获取成年残障人士津贴 (AAH) 做出裁决

●

MDPMH 负责残障人士出行卡 (la carte mobilité inclusion) 的分配

MDPMH 地址：8 rue Jonas Salk, 69007 Lyon。

周一至周五上午 8 点至中午 12 点，下午 1 点至 4 点 30 分，可拨打 0426838686 联系总机（
周二仅限下午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