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马业马术高等学院

2016 年国际学生培训招生手册

Welcome to … l'École supérieure du cheval et
de l'équitation !欢迎来到法国马业马术高等学院
在法国，马术是一种休闲，一种运动，一种职业，也是一门艺术。马术是法国第三大运动，法国拥
有一百万以上的马匹数量。马匹用途的多样化（赛马、马术、休闲、农耕）和马匹繁殖的高质量
（塞拉法兰西是世界上最优秀的运动马品种之一，世界上最好的耐力马）使法国成为世界上的马术
大国之一。
法国马业马术学院（法国马司-IFCE）隶属于法国农业部和法国青年体育部，是旨在促进法国马业发
展的公共机构。直接隶属马司的法国马业马术高等学院分别位于两个历史悠久的地点。

在诺曼底这一养马沃土和无数冠军的诞生地，法国马
业马术高等学院每年招收各类基础培训和在职培训的
法国和海外学生来松木国家种马场学习。学生们可以
学习全国最优秀的老师在马车、马术、年轻马调教领
域及教师和研究人员在养马和繁殖领域的专业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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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卢瓦尔地区的索米尔，法国马业马术高等学院位于
索米尔黑骑士学校。学院致力于培养和提高法国和海
外的马术学生、教练和比赛骑手。学校拥有黑骑士经
验丰富的教师团队，他们不懈传承着法国传统马术。
2011 年法国马术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非物质
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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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 formations de l'ESCE – Site du Pin
法国马业马术高等学院专业培训-松木分校

© Fondation du Patrimoine

法国马业马术高等学院-松木分校，兼具学校，研究院和传播中
心功能。
法国马业马术高等学院-松木分校关键数字：
• 14 名教师
• 100 匹教学马（13 匹种公马、60 匹母马、20 匹马车马）
• 硬件设施：
– 2 个室内马场；室外沙地马场和草地马场；花园；
调教圈；溜马机；50km 野外骑乘区
- 马业多媒体图书馆
– 采精区；2 间超声波观察室；6 间人工授精马厩；2 个鲜精和冻精调
配实验室

Vue aérienne du Haras du Pin

法国马业马术高等学院-松木校区提供各种专题的短期培训：繁殖、养马、马术和马车。这些培训可
以让学生学习相关专业的基础知识，提高专业能力。以下培训课程大纲可以根据学生的实际需要和
水平进行调整。也可以申请订制其他特殊专业培训。
专题

培训费
面向人员期限（最佳时
（€/天）* 间）

期限（最佳时间）

Technique d'élevage 养马技术

350

养马者

5 天（全年）

Reproduction 繁殖

400

兽医、种马场管理人员和
人工授精师

5 天（5 月到 10 月）

Perfectionnement technique en
équitation (dressage, cso, cce)
马术技术提高（盛装舞步、场地
障碍、三项赛）

240-350** 教练和比赛骑手

5 天（全年）

Perfectionnement technique en
attelage (1 cheval ou 2 chevaux)
马车技术提高（单匹马或两匹
马）

400

教练和比赛骑手

5 天（全年）

Initiation à la sellerie

400

所有人、学生、骑手

5 天（全年）

300

学生

14 天（全年）

鞍具制造入门

Découverte
马业发现

* 参考价格不包括学生到达松木的交通费用，在校住宿和餐饮的费用，学生自己马匹的寄养费等。
** 价格根据学生人数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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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roduction 繁殖技术
目标：提高鲜精、冰精或冻精人工授精和胚胎移植的操作技术
学生水平要求：经过兽医专业培训，掌握解剖学、生理学和马匹操作基础知识
培训特色：理论教学+实操
学生人数：不超过 5 人
最佳时间：2 月到 10 月
培训费: 400€/天（参考价格）
内容：
种公马部分（5 天）：
种公马解剖学和生殖生理学
不同类型的交配
生育率计算
性病防治
发情期检测，鼓风机选择，使用增强棒
种公马行为学
种公马交配准备
安全手动交配
采精和质量控制
精子实验及结果
鲜精、冰精或冻精人工授精剂量准备
实验室及设备管理

© F Grosbois

母马部分（5 天）：

© A Bassaler

母马解剖学和生殖生理学
母马繁殖季准备
发情期检测和管理
母马交配准备
手动交配管理
妊娠母马
辅助繁殖的不同技术
母马人工授精准备
鲜精、冰精或冻精人工授精
胚胎冲成、操作和放入
超声波操作或演示（根据学生水平）

可选参观：1 天

© A Bassaler

种马场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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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iques d'élevage 养马技术
学生水平要求：
经过兽医专业培训，掌握解剖学、生理学和马匹操作基础知识
培训特色： 理论教学和实操
学生人数：不超过 5 人
培训费: 350€/天（参考价格）
内容:
饲养：

妊娠母马解剖学和生理学
妊娠晚期母马管理与跟踪
生产的预测、准备、跟踪
问题检测与相应处理
母马与新生马驹护理、免疫力转移管理
马驹产前和产后的生长和发育阶段

Roger

母马、妊娠和生产管理

预

© Laurence&Vincent

马匹消化系统解剖学与实际后果
不同类型的饲料知识与质量评估
特殊需求（生长期年轻马、繁殖母马、种公马、训练马）
马匹个体与集体行为；饮食竞争概念
饲喂量检查、计算和比较
经济饲喂方法：饲喂量成本比较和优化方法
评估马匹身体健康；体重估算
饮食引发健康问题的主要原因（腹绞痛时的应对方法；听诊；寄生虫
防、粪便学）
牧场管理与优化

新生马驹的行为、健康与生理跟踪
新生儿主要疾病和问题：马驹腹泻
生育后母马管理
断奶前与断奶期马驹

孤儿马驹

© A. Laurioux

呼吸系统疾病、骨骼系统疾病

可选:
→ 参观本地种马场（例如：专业领养马场）
→ 参观一家谷仓带有鲜草干燥机的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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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牙齿疾病与牙齿问题预防；牙齿护理观察

Perfectionnement technique en équitation
(Dressage, CSO, CCE)
马术技术提高 （盛装舞步、场地障碍、三项赛）
目标：提高马术技术（目标是参加盛装舞步、场地障碍或三项赛比赛）
学生水平要求：成熟骑手（galop7 级）
学生人数：不超过 8 人
马匹：自带马匹（必要时可使用学校教学马）
培训费：240-350€/天（参考价格）
内容：
训练方法
通过模拟机评估技术水平和个人马匹的舞步水平
训练课
障碍提高训练：马匹体操训练，地杆和独立障碍练习，全程障碍练习，全程障碍分析，热身管理，精神
准备
舞步提高训练：换腿和两道蹄迹线练习
训练视频分析总结
口衔和水勒的选择
打圈和长缰训练
鞍具、马具/蹄铁的修护
自然驯马法入门：轻松装卸马匹
比赛安全规定和规则（盛装舞步、场地障碍、三项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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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个人水平提高训练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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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fectionnement technique en attelage 马车技术提高
目标：提高单匹马或两匹马驾车技术（目标是参加马车舞步、马车操控和马车马拉松项目比赛）
学生水平要求：马车技术成熟学生
学生人数：不超过 2 人
马匹：自带马匹（必要时可使用学校教学马）
培训费：400€/天（参考价格）
内容：

Initiation Sellerie 鞍具制造入门

© Pixel Visuel

评估学生技术水平和马车马舞步水平
训练方法
确定需要提高的关键点
马车平地训练
长缰训练
马车训练：舞步、操控、马拉松
操控和马拉松比赛分析
参观索米尔分校以及黑骑士教练长缰训练
个人总结所学知识
制定个人水平提高训练计划

Renaud Vinck et Don Camillo
Vice-champion du monde 2014 d'attelage à 1

目标：学习和掌握鞍具制造基本技术，完成简单鞍具作品
学生水平要求：零基础
学生人数：不超过 10 人

理论和实操培训
皮质和材料
不同皮质的使用，皮质的鉴赏
不同马鞍和鞍具名称
马鞍、水勒、肚带和副缰
机器和工具
赞助

工作技术
皮质部分的切割和准备
部件组合、完成工艺和缝制技术
制作简单鞍具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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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n

© A Rivard

培训费：400€/天（参考价格）

Découverte 马业发现
目标：提高马术技术，地面和马车训练入门，学习养马技术基础知识
学生水平要求：成熟骑手（Galop5 及以上）
学生人数：不超过 12 人
马匹：学校教学马
培训费：300€/天（参考价格）
内容：
马术课：10 到 13 节课
学生骑乘技术水平评估
古典马术课程
打圈和长缰练习
马背体操
马匹自由状态训练
马车

© A Laurioux

参观课（根据学生情况分组制定行程）
法国马业马术高等学院-松木分校
松木国家种马场
诺曼底种马场
圣米歇尔山游览
根据比赛日程安排参观赛马和/或马术比赛
马医院
卡昂马业马术机构
多维尔：赛马场、Arqana 拍马公司、欧洲马术中心

© A. Cherifi

理论与展示教学
马匹饲养和消化
马匹个体、集体行为观察与分析，饮食竞争概念
评估马匹身体健康；体重估算
马匹外观护理
主要疾病知识和消化寄生虫预防
腹绞痛：应对方法？
实操：马匹听诊；伤口处理
马厩维护
蹄铁修补
马匹初训展示
马匹装卸
所学知识个人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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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 formations de l'ESCE – Site de Saumur
法国马业马术高等学院培训-索米尔分校
法国马业马术高等学院-索米尔分校提供马术和高水平竞技体育培训。该培训由索米尔黑骑士专业高
级教练担任培训师。

© A Laurioux ou A Bassaler

© A Laurioux

法国马业马术高等学院-索米尔分校关键数字：
• 35 位教师和教练
• 300 匹马
• 硬件设施：
– 300 公顷土地和 50 公里赛道
– 4 座大型马房，500 间马厩
– 7 个室内马场和 18 个世外马场，奥运会规格
– 4 个遛马机和 3 个打圈场
– 1 个阶梯教室
– 1 个多媒体图书馆
– 1 个运动医疗中心
– 1 个马医院
索米尔分校的培训课程分为长期培训、短期技术培训（七月 -八
月）和海外培训课程三种形式。
Stage 培训

Coût de la
Public concerné
formation* 培训 面向人群
费

Durée et période de
l'année

Formation sport longue
durée
长期竞技体育训练

8000 € pour les Athlète et enseignant
10 mois
de haut niveau
10 个月 8000 € 高水平运动员和教练

10 mois (octobre à
juillet)
10 个月（10 月到 7 月）

Stage technique à la carte
个人定制技术培训

240-350
€/jour**
240-350 €/天

1 à 8 semaines (JuilletAoût)
1-8 周（七月-八月）

Cours dispensés par un
écuyer hors de France
黑骑士教练海外培训

1000 €/jour
1000 €/天

需要提高技术或教学水
平的成熟骑手/教练

Selon demande (toute
l'année)
根据需求（全年）

* 参考价格不包括学生的交通费用，在校住宿和餐饮的费用，学生个人马匹的寄养费等。
** 价格根据学生人数和技术要求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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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ation sport longue durée (10 mois)
马术竞技体育长期培训（10 个月）
目标：获得马术中级或高级教练文凭（专业证书或国家文凭），同时参加专业 2 级和专业 1 级马术比
赛
文凭：培训结束通过考试的学生可获得法国国家文凭，学生应通过国际马术资格认证（IGEQ）确认
法国国家文凭与本国文凭水平互认互通。
学生水平要求：获得竞技体育比赛成绩的骑手（盛装舞步：业余 2 级：换腿、定后肢旋转半圈；场
地障碍或三项赛：国际马联比赛“青年组个人赛”；熟练掌握法语
学生人数：不超过 9 人
时间：十月到七月
马匹：个人马匹（每个学生 1 或 2 匹马）
培训费：8000 欧元（参考价格）
内容：
中级教练（BP）培训大纲（马术教学）：
考核下列能力：
休闲骑乘、初级教学、零基础教学及活动
马术活动组织
参与俱乐部运营管理
调教提高马匹

马具和设施保养及维护
高级教练（BP）培训大纲（比赛教练）：
制定一个竞技体育水平提高计划
协调竞技体育水平提高计划的实施
实行该项目竞技体育水平提高的步骤

© A Laurioux

考核下列能力：

确保安全进行体育项目教学
确保高水平骑手教学
提高项目水平和成绩（盛装舞步、场地障碍、三项赛）、身体素质训练、学习知识传达
教学、教练、公关、对学生的认识等理论课程
马学课程（马匹、护理、行为、解剖学等基础知识）

管理、会计、公关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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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ge technique à la carte 定制技术培训
技术培训的目的是提高技术或教学水平。培训是为讲同一门语言、水平相近并拥有相同竞技体育或
教学提高要求的一组骑手或教练量身定制的。
目标：提高教学和/或竞技体育水平（盛装舞步、场地障碍、三项赛等）
学生水平要求：成熟骑手、专业骑手和/或教练和/或教师。
学生人数：每组 3-10 人
最佳时间：主要在七月-八月
马匹：学校马，教学马
培训费：240-350 €/天
内容：
每个培训主题都是相关技术和教学能力的强化深入学习。可根据需要进行一周或几周的专项学习。
根据学生要求，每个培训主题可以作为独立的强化深入学习或与其他主题结合学习。

多样化实操
• 学习如何将训练、健康和骑手成绩相结合
• 提高地面、打圈和长缰训练技术
• 法国古典马术入门
• 改善人马关系，降低风险
场地障碍或三项赛一周训练计划示例（周日休息）
• 每天三节马上训练课
• 三节身体和心理素质训练课
• 两节视频分析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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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术技术
• 提高盛装舞步、场地障碍或三项赛的马术教学或技术，提高盛装舞步或场地障碍的马上技术
• 调教马匹和马上教学（打圈、马背体操、专项练习）
• 调教马匹和马上篮球教学
教练技术
• 提高盛装舞步、场地障碍或三项赛的教练能力（包括残疾人骑手）
• 制定和实施一套完整的训练计划
• 调教、训练一匹一个项目的年轻马
• 提高马车教练能力
教学技术
• 提高培训内容和课程技术设计
• 改善教学公关
• 设计培训素材
• 完成培训师、导师或评估老师的任务
• 学习实施协会教学纲要的方法和工具
• 提高马车或动物拖车的教学水平

Prestation de l'ESCE à l'étranger 法国马业马术高等学
院海外培训服务
法国马业马术学院-法国马司可以派遣专家出国进行项目评定、考察、咨询或支持。索米尔分校黑骑
士教练或松木分校培训师可以出国进行培训。

Stage 培训

Coût de la formation*

Public

培训费

面向人群

Expertise à la demande

500€**

专家项目咨询

Perfectionnement en reproduction,
technique d'élevage, perfectionnement en
attelage

所有客户

1000€**

繁殖和养马技术提高、马车技术提高

Perfectionnement en équitation avec
écuyer enseignant

Toute demande
Etudiants, éleveurs, gérants
de haras, inséminateur,
meneur 学生、养马者、种马
场管理者、人工授精师、领导

1000€**

Cavalier confirmé
成熟骑手

马术提高，黑骑士教练授课
** hors frais de déplacement et de séjour de l'intervenant 不含培训师差旅费

Expertise à l'étranger à la demande 定制海外服务
目标：法国以外的马产业发展项目
费用：专家费 500€/天（参考价格）
专家能力：
组织和发展马产业
马术设施工程（建立马术中心、赛马场、繁殖中心等）
卫生检疫控制（身份鉴定、流行病检测、信息系统）
育种项目（马匹评定、表型和遗传数据产生、制定选种计划、家族系谱保存）
发展养马业、纯种繁殖

建立教学体系和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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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vention pédagogique à l'étranger 海外教学
Perfectionnement en techniques d'élevage 养马技术提高
目的：养马繁殖管理水平提高
学生水平要求：兽医、人工受精师、种马场管理人员、熟练掌握法语、英语或德语（或配备一名翻
译）
学生人数：每组 3-10 人

时间：根据要求
最佳时间：全年

内容：根据需求和时间定制服务

Perfectionnement en attelage ou en équitation 马车或马术提高
目标：提高马车或马术（盛装舞步、场地障碍、三项赛）教学和技术水平
学生水平要求：成熟骑手、专业骑手、教练、教师，熟练掌握法语、英语或德语（或配备一名翻译）
学生人数：每组 3-10 人
时间：根据要求
最佳时间：全年

内容：根据需求和时间定制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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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ations pratiques 实用信息
Demande d'informations 信息索取
联系人: international@ifce.fr
申请条件：
18 岁以上（或者由一位成人陪同）
持有在法居留签证（涵盖培训期）
拥有一份医疗保险和一份公共责任险
拥有马术运动保险和法国马术协会骑手执照
在培训开始至少两周以前：
发送信息表至：esce@ifce.fr
以银行汇款方式支付培训费

Hébergement et restauration 住宿与餐饮
ESCE-site du Pin 法国马业马术高等学院-松木分校
Hébergement 住宿：
可租附近乡村旅馆（10 人：1500€/周）

可住学校（单人间 30 €/天）
Restauration 餐饮：
每日三餐 25€ TTC/天

可使用学校厨房
ESCE-site de Saumur 法国马业马术高等学院-索米尔分校
Hébergement 住宿 :
可租索米尔附近套房

更多信息请查询 http://www.villagehotelier.com/tarifs/
Restauration 餐饮 :
午餐 12,50€ TTC/天

可使用学校厨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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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ès – coordonnées 地址信息
ESCE-site du Pin 法国马业马术高等学院-松木分校：
Adresse 地址：
Les écuries du bois, 61310 Le Pin-au-Haras
- Arrivée par avion 飞机到达
• 从法国戴高乐机场出发：到达戴高乐机场火车站，乘坐前往 Argentan 或 Surdon 方向的火车
• 从奥利机场出发：前往蒙帕纳斯火车站，乘坐前往 Argentan 或 Surdon 方向的火车
- Arrivée en train 火车到达
乘坐地铁前往巴黎蒙帕纳斯火车站，乘坐前往 Argentan 或 Surdon 方向的火车
火车站距离法国马业马术高等学院松木分校 15 分钟车程。

ESCE- Site de Saumur 法国马业马术高等学院-索米尔分校：
Adresse 地址:
Terrefort- 49411 - Saint Hilaire Saint Florent
索米尔火车站距离法国马业马术高等学院索米尔分校 15 分钟车程。
可从索米尔火车站乘公共汽车前往：在火车站乘坐 1 路车至市中心（市中心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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