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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ers 

关于我们

OPEI French Business法国商务是OPEI集团旗下品牌，专业为您提供商
务语言文化培训服务。

我们致力于为希望将法国商业文化和文化实践与其职业技能结合起来的
企业、商业学校、外国留学生和个人提供服务。我们将充分利用在企业
管理和战略制定方面的专业优势为您提供符合您需求的培训课程，给您
的职业发展带来真正有效的提升。

我们可以根据您的具体要求为您量身打造您所需要的培训服务。

我们的培训行程分为巴黎和戛纳两大主线。

我们的经营理念

法国商务知识、法语商业用语和法国文化培训。

OPEI French Business法国商务的培训课程融汇了法国商务文化的
重要内容，将有助于您和您的合作伙伴在职业发展方面得到提升。

通过我们的课程，您将掌握法国商务知识，了解法语商业用语和法
国文化。对于我们来说，仅仅学会法语商业用语并不足以帮助您拓
展法国商圈。

除了通过我们的商务培训课程了解“法国式”企业经营管理战略理
念之外，我们的法国商界精英培训人员还将与您分享使法国成为今
日之法国的文化、做法和习惯。

法国商务培训之旅绝不是简简单单的旅游，而是通过法国的历史、
文化密码和法式“生活艺术”身临其境地了解法国人的思维。

内容丰富的行程安排和优质高档的服务将能使您以更加愉悦的方式
接受培训，激活您的思维方式，提升您的职业技能。

培训对象

我们竭诚向您推荐多种不同类型的培训项目。

通过我们的培训服务，您可以丰富知识、学习特殊才能，或更加严谨完善的途径学习并获
得新的资质。

我们全方位的培训服务能够满足您全部的需求。

服务内容包括：

法式商务培训工作室帮助您拓展职业发展目标
作为业界精英的培训师
与法国企业管理层进行会晤研讨
在文化名城享受包括奢华酒店、精美别墅、私人城堡、豪华游艇在内的高档住宿条件
不同种类的工作室和活动帮助您深入了解法国文化
在象征法国美食的顶级饭店用餐
由OPEI French Business法国商务专业人员陪同进行参观游览
培训内容的总结、翻译和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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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培训对象 :

o 企业
为您量身定制您所需要的培训课程

OPEI French Business法国商务培训兼顾商业、语言、文化等多方面内容。
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培训服务提升企业形象。
我们的培训师具有丰富的商业知识和从业经验，将能给您的企业提供帮助。
OPEI French Business法国商务培训能够您合作伙伴的工作效率，完善其商务管理技能。
OPEI French Business法国商务培训致力于与您分享我们的经验与技能，给您带来更远大的职业发展前景。

o 商业/MBA学校
奖励和激励

对优秀的学生进行奖励，激励他们开拓思维，了解不同的文化。
进行此类培训活动能够实现一项非常重要的目标，那就是通过团队建设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使其团结互助，激励他们超越自我。

o 学生

获得补充技能

OPEI French Business法国商务培训将是您的良师益友。
我们的信念 : 寓教于乐，共同发展。
您的职业领域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变化，关键就在于对此做出预期。OPEI French Business法国商务培训给您带来的“法国化”提升将
使您的履历更具说服力，更能赢得雇主的青睐。

o 个人

实现个人目标

我们的培训服务面向社会各界：通过获得商务管理新技能拓展并实现您的职业目标。
OPEI French Business法国商务培训为您开拓职业领域的新视野，为您的职业发展提供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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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培训工作室 :

o 巴黎商务启蒙游（为期一周）
o 巴黎商务深度游：为期2周
o 法南商务启蒙游：为期一周
o 法南商务深度游：10天9夜
o 法南商务豪华游：为期一周

巴黎商务启蒙游 : 为期一周 :
巴黎，集艺术与文化、传统与现代于一身的浪漫之都。OPEI French Business法国商务邀请您以不同以往的视角，在培养全新
商务管理能力的同时，领略巴黎与众不同的独特魅力。在为期一周的时间当中，每天的商务研讨活动分为两个部分。上午进行
法国商务培训，下午游览名胜仙境，切身体验法国文化。每日下榻酒店至少为4星等级。

巴黎商务深度游：为期2周 :
巴黎是法国历史悠久的首都城市，只有花费更多的时间才能揭开其神秘面纱，充分领略历史古都的风情。这就是我们继为期1
周的“巴黎商务启蒙”之后，推出“巴黎商务深度精修”。“巴黎商务深度研讨”为期2周，专为

法南商务启蒙游：为期一周 :
在法国南部地区，您将可以通过3座各具代表性的城市在奢华而放松的氛围中体验当地别具特色的文化风情。
举世闻名的戛纳尤其凭借其一年一度的国际电影节而为世人所瞩目，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细腻迷人的沙滩、生机勃勃的港口
和精彩的杂技表演将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体验。
摩纳哥公国因其奢华生活艺术和险峻的峭壁海岸而著称。登高远望，可以欣赏到数不胜数的豪华游艇停泊于港口中。
圣特罗佩海峡是海边休闲度假的圣地，莫雷斯高原的雄伟身姿成就了这片宁静安逸的天地。
每天上午紧凑的商务培训结束之后，您可以通过丰富多彩的活动亲身体验法国南部千姿百态的生活魅力。在为期一周的行程中
您将下榻于至少4星级的奢华酒店或私人城堡。

法南商务深度游：10天9夜 :
法国蔚蓝海岸被称作地中海地区最美的地方之一，拥有为数众多的风景名胜，可以让您在奢华的氛围中放松心灵，是举办商务
文化培训活动的最佳地点。
OPEI法国商务专为您设计安排为期10天的行程计划，了解法国商务文化知识，领略当地自然风光和生活艺术。在为期一周的陆
上行程中您将下榻于至少4星级的奢华酒店或私人城堡。第二个周末您将乘坐并居住在豪华游艇上，品味地中海的迷人风情。

法南商务豪华游：为期一周 :
OPEI法国商务邀请您前往举世闻名的蔚蓝海岸，在接受法国商务文化培训的同时，让心灵在地中海温柔的海风中得到舒缓放松。
丰富多彩而各具特色的文化活动会让整个旅程给您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
此行程的最大亮点：在整个商务培训行程中下榻于豪华游艇之上。

最少6人 - 每次培训行程最多8人
法南商务启蒙游、法南商务深度游、法南商务豪华游成行日期从每年6月1日至9月30日

巴黎商务培训除圣诞假期全年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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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商务启蒙游（为期一周）
第一周行程安排

日程安排概述：（非详细日程安排，最终详尽日程安排将于各位贵宾抵达法国2周前提供给您）

周六
第一天

（可选机场接送）

抵达巴黎戴高乐国际机场：乘坐专车至酒
店下榻，参加培训方举办的欢迎酒宴。

周日
第二天

- 巴黎时间下午1点30分抵达兰斯，参观
闻名全世界的香槟酒窖，品味绝世佳酿。

-至葡萄酒庄享用午餐。

- 返回酒店，并于酒店用晚餐。

周一
第三天

上午9点开始法国商务课程。

下午游览参观卢浮宫博物馆。晚上至巴黎
知名饭店品味法国传统美食。

周二
第四天

上午9点开始法国商务课程。

下午游览参观凡尔赛宫。然后返回酒店享
用晚餐。

周三
第五天

上午9点开始法国商务课程。

下午首先游览参观凯旋门和香榭丽舍大街。
然后品尝法国精美糕点。

晚上在塞纳河游船上享用晚餐，领略巴黎
璀璨夜。

周四
第六天

上午9点开始法国商务课程。

下午首先游览参观如梦一般的蒙马特高地，
然后前往绘画工作室学习了解绘画入门知
识。

晚上至巴黎知名饭店品味法国传统美食。

周五
第七天

上午9点开始法国商务课程。

下午14点开始游览参观巴黎圣母院、圣日
耳曼德佩大街和巴黎左岸。途中可在巴黎
著名咖啡馆小憩，并前往左岸地区的名品
商店。

晚上至红磨坊享用歌舞晚宴。

周六
第八天

（专车送机，可选）

专车送抵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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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商务深度游：为期2周

第二周行程安排

日程安排概述：（非详细日程安排，最终详尽日程安排将于各位贵宾抵达法国2周前提供给您。

周日

第九天 参加厨艺工作室，初步了解法国烹饪技艺，

并享用您亲自烹调的美食，了解法式餐桌礼

仪。

下午前往布洛涅森林和路易威登酩悦集团博

物馆参观游览。

周一

第十天

上午9点开始法国商务课程。

下午14点游览玛黑街区，参观毕加索博物馆

和卡纳瓦雷博物馆。

晚上在高档餐馆顶层享用晚餐，并可领略巴

黎都市夜景。

周二

第十一天

上午9点开始法国商务课程。

下午14点游览尚蒂伊城堡。晚上返回酒店享

用晚餐。

周三

第十二天

上午9点开始法国商务课程。

下午14点参加时装工作室走进巴黎高级时装

世界。

晚上至巴黎著名餐馆享用晚餐。

周四

第十三天

上午9点开始法国商务课程。

下午游览参观历史名胜巴黎地下墓穴和荣军

院博物馆。

周五

第十四天

上午9点开始法国商务课程。

在酒店享用午餐后，出发前往西堤岛圣礼拜

堂—由圣路易在司法宫中心建造的经典哥特

式建筑参观。

参观位于塞纳河畔的巴黎古监狱。这是法国

王室在巴黎最早的居所，后于法国大革命时

期用作监狱。

晚上至疯马俱乐部享用歌舞晚宴。

周六

第十五天

（专车送往机场，可选）

出发前往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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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南商务启蒙游：为期一周

一周行程安排

日程安排概述：（非详细日程安排，最终详尽日程安排将于各位贵宾抵达法国2周前提供给您 )

周六
第一天

（专车接机，可选）

抵达尼斯机场：乘坐专车至酒店下榻，参加
培训方举办的欢迎酒宴。

周日
第二天

参观摩纳哥历史名胜。

在毗邻摩纳哥湾的豪华饭店享用午餐。下午
参观蒙特卡洛大赌场。

返回酒店享用晚餐。

周一
第三天

上午9点开始法国商务课程。

下午由导游陪同参观戛纳。

晚上在上流社会趋之若鹜的著名饭店享用晚
餐。

周二
第四天

上午9点开始法国商务课程。

课程结束之后，登上游船享用午餐。下午游
览圣托诺拉岛和勒岚岛的修道院和葡萄园。

返回戛纳，在酒店享用晚餐。

周三
第五天

上午9点开始法国商务课程。

下午参观电影艺术工作室活动。晚上前往梦
幻般的金棕榈酒店享用晚餐。

周四
第六天

上午9点开始法国商务课程。

下午前往参加格拉斯花宫纳香水厂了解香水
制作并参观香水博物馆。

返回戛纳，在酒店享用晚餐。

周五
第七天

上午9点开始法国商务课程。

下午通过丰富多彩的水上活动（滑翔伞、充
气冲浪板、摩托艇……）感受碧海蓝天的独
特魅力。

在豪华游艇上享用烟火表演晚宴。

周六
第八天

（专车送机，可选）

出发前往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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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南商务深度游：10天9夜

周中行程安排

周末行程安排

日程安排概述：（非详细日程安排，最终详尽日程安排将于各位贵宾抵达法国2周前提供给您 )

周六
第一天

（专车接机，可选）

抵达尼斯机场：乘坐专车至酒店下榻，参
加培训方举办的欢迎酒宴。

周日
第二天

参观摩纳哥历史名胜。

在毗邻摩纳哥湾的豪华饭店享用午餐。下
午参观蒙特卡洛大赌场。

返回酒店享用晚餐。

周一
第三天 上午9点开始法国商务课程。

下午由导游陪同参观戛纳。

晚上在上流社会趋之若鹜的著名饭店享用
晚餐。

周二
第四天

上午9点开始法国商务课程。

课程结束之后，登上游船享用午餐。下午
游览圣托诺拉岛和勒岚岛的修道院和葡萄
园。

返回酒店享用晚餐。
周三

第五天
上午9点开始法国商务课程。

下午参观电影艺术工作室活动。晚上前往
梦幻般的金棕榈酒店享用晚餐。

周四
第六天

上午9点开始法国商务课程。

下午前往参观格拉斯花宫纳香水厂了解香
水制作并参观香水博物馆。

返回酒店享用晚餐。
周五

第七天
上午9点开始法国商务课程。

下午通过丰富多彩的水上活动（滑翔伞、
充气冲浪板、摩托艇……）感受碧海蓝天
的独特魅力。

在豪华游艇上享用烟火表演晚宴。

周六
第八天

上午乘坐游艇前往圣特罗佩。

在游艇上享用午餐，然后参观圣特罗佩。

经典圣特罗佩风格晚会，返回游艇下榻。
周日

第九天
乘坐游艇游览圣特罗佩海峡和周边名胜。

游览当地葡萄酒庄，并品尝佳酿。

至葡萄酒庄享用午餐。

返回游艇游览海景，然后享用晚餐并欣赏
表演。

周一
第十天

（专车送机，可选）

出发前往机场：送君千里，终有一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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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南商务豪华游：为期一周
一周行程安排

日程安排概述：（非详细日程安排，最终详尽日程安排将于各位贵宾抵达法国2周前提供给您）：具体价格请向本公司咨询。

周六
第一天

（乘坐直升飞机前往摩纳哥）

抵达尼斯机场，与培训方一起登上专为您准备
的豪华游艇，共同度过之后的一周时光。

游艇晚宴。

周日
第二天

参观摩纳哥历史名胜。并在蒙特卡洛大赌场的
奢华饭店享用午餐。

下午继续游玩蒙特卡洛大赌场，晚上返回游艇
享用晚餐。

周一
第三天

上午开始法国商务课程。

游艇停靠昂蒂布，参观格拉斯花宫纳香水厂，
并游览市区名胜。

返回游艇享用晚餐。

周二
第四天

上午开始法国商务课程。游艇停靠于戛纳码头。

下午参观电影艺术工作室活动。晚上前往梦幻
般的金棕榈酒店享用晚餐。

漫步克鲁瓦塞特大道，然后返回游艇。

周三
第五天

上午开始法国商务课程。

游艇停靠圣特罗佩，参观圣特罗佩历史名胜。

在圣特罗佩豪华饭店享用晚餐，然后参加经典
圣特罗佩晚会。

周四
第六天

上午开始法国商务课程。

下午游览参观诸岛国家公园：Port-Cros和
Porquerolles。

在市中心豪华饭店享用晚餐。

周五
第七天

上午开始法国商务课程。

下午游览Calanques石灰岩山丘海湾。

在豪华游艇上享用烟火表演晚宴。

周六
第八天 乘坐专车或直升飞机前往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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