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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医疗保险体系包括基础医疗保险（由社保承担部分 - Assurance Maladie）和自选补充医

疗保险（通常称之为“医疗互助保险”- mutuelle，即由私营机构或公费医疗负责的部分）。  
 
 

参加社保 
 

 
您因学习或深造来法。即可注册留学生专属网站，以便从抵法开始享受医疗费用报销的福利。（法、

英、西三语、阿拉伯语、中文）网站免费且操作简单。根据您最终就读的高校机构或个人地址，您可在

注册生效后立即享受医疗费用报销的福利。 

  https://etudiant-etranger.ameli.fr/ 
 

 

 
 
 
 

您需登录网站 ETUDIANT-ETRANGER.AMELI.FR 进行注册 
 

请在网站填写必要信息并提交相关证明资料。注意保持证件清晰可见。 
 

- 您的个人信息（姓氏、名字、出生日期、出生地、邮件地址、在法地址和电话号码） 

- 高校注册证明或您的学生卡（需明确把开学日期登记为生效日期） 

- 您原籍身份证或护照复印件  

- 标注学生身份的签证复印件和抵达法国日期 

- 您的居留许可或签证在线许可确认函 
 

您随即将收到医保部门签发的（带临时号码的）权利证明。 

 
自满足条件起，便可在您的个人空间内填写并提交申请： 

- 出生公证以及（需由具有在巴黎上诉法院进行专业口笔译资质的公司 http://cetiecap.com/ 或

签发出生公证的国家/地区法国使领馆认可宣誓译员提供的）译文（如需） 

- （用于报销到账的）个人法国银行账户 IBAN 号或银行账户信息。 
 

您即将得到带正式分配编号的医保权利证明。 
 
 

法国医保 (AMELI) 开户 
 

在收到您的最终医保号码后，您便可以在 ameli 网站开设个人法国医保 (ameli) 账户。  

有了法国医保 (ameli) 账户，您随即可以查询报销进度、在线处理个人事务、下载证明、申报资料变更

等。 
您还可以申请社保卡 (carte vitale - 参保人医保卡) 或申请个人欧洲医疗保险卡。 
 
 

https://etudiant-etranger.ameli.fr/
http://cetiecap.com/
https://assure.ameli.fr/PortailAS/appmanager/PortailAS/assure?_nfpb=true&_pageLabel=as_creation_immediate_page
https://www.ameli.fr/assure/remboursements/etre-bien-rembourse/carte-vitale


 

申请社保卡 (CARTE VITALE) 

社保卡 (carte vitale) 是供已参加医疗保险的人员使用的卡片。您的社保卡能够作为您的参保凭证和医疗

保险权利证明。社保卡完全免费且严格保密，内含您报销医疗费用所需的所有信息。您只需向医生出示

社保卡，即可在一周内自动完成报销，无需寄出健康表 (feuille de soin)。 
  
在您获得正式社保号码后，请通过法国医保 (Ameli) 网站或使用智能手机或平板登录手机应用内个人账

户中《我的活动》(Mes démarches)一栏申请社保卡，并填写社保卡申请表和提供（最新证件照和身份

证等）相关证明文件。  
 
您还可以通过法国医保 (Ameli) 网站个人帐户申请可在出行欧盟国家、欧洲经济区国家或瑞士时使用的

欧洲医疗保险卡 (CEAM)。根据所出行国家现行法律和相关手续，您可以使用欧洲医疗保险卡 (CEAM) 来

证明您拥有在当地享受医疗保险的权利。注意：仅限在（紧急意外情况下）逗留期间的必要治疗手段方

可使用欧洲医疗保险卡 (CEAM) 支付。 
 
如需了解社保卡 (carte vitale) 详情： 
https://www.ameli.fr/paris/assure/remboursements/etre-bien-rembourse/carte-vitale 
 
如需了解欧洲医疗保险卡 (carte Européenne d’Assurance Maladie - CEAM) 详情： 
https://www.ameli.fr/essonne/assure/droits-demarches/europe-international/protection-
sociale-etranger/vacances-etranger 
 
费用报销 
 

医保单位将根据您个人的就医记录告知您适用的报销额度和规定。  
 

为了完成报销手续，您应当把全科、专科医生或药剂师填写和签名的病历表以信函方式邮寄至居住地的

医保单位。  
 
为获得最高报销额度的几点建议： 
 

 选择并申报一名主治全科医生（如未进行该操作，报销金额将会被缩减）：就医时让所选择的

全科医生填写主治全科医生申报表，然后将其寄回居住地的医保单位。亦可由所选择的全科医

生转告医保单位。 

 优先选择“1 类”全科医生：他们均按标准费率接待病患。目前挂号费为 25€ 

  “2 类”全科医生按（自主定价的）“自定费率”接待病患。  

 切记在进行预约时咨询医生从属类别或登录网站查询annuairesante.ameli.fr。 

 参与（互助）补充医疗保险。 
 
 

 

特殊情况 
 

 

拥有欧洲医疗保险卡或魁北克医疗保险参保证明的学生 
 

在抵法之前，欧洲和魁北克学生应当分别在原籍国家或地区社会保障中心申请欧洲医疗保险卡 (CEAM) 

或魁北克医疗保险参保证明 (RAMQ)。拥有欧洲医疗保险卡 (CEAM) 或魁北克医疗保险参保证明 (RAMQ) 

的学生在其居留期间无需参与学生社会保险。 
 

如需在法就医，应当与其住址所在省份的医疗保险紧急救援处 (CPAM) 下属国际关系部取得联系。 
 
对于在巴黎居住的学生： 
 

      Assurance maladie de Paris – service des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75 948 Paris cedex 19 

      36 46 （咨询信息或预约） 
 
 

https://www.ameli.fr/assure/remboursements/etre-bien-rembourse/carte-vitale
https://www.ameli.fr/paris/assure/remboursements/etre-bien-rembourse/carte-vitale
https://www.ameli.fr/essonne/assure/droits-demarches/europe-international/protection-sociale-etranger/vacances-etranger
https://www.ameli.fr/essonne/assure/droits-demarches/europe-international/protection-sociale-etranger/vacances-etranger
https://www.ameli.fr/sites/default/files/formualires/132/s3704_0.pdf
http://annuairesante.ameli.fr/


 

需提供的资料如下：  
 

- 欧洲医疗保险卡 (CEAM) 或魁北克医疗保险参保证明 (RAMQ) 的正反面复印件 

- 个人身份证明的正反面复印件 

- 个人名下的法国银行账户流水 

- 在法住址证明文件 

- 病历 

- 学生卡正反面复印件 

+ 境外具体地址 
 
备注：在任意欧洲国家享受社会保障的（非欧盟）第三国学生亦可在其居住的除丹麦、瑞士、挪威、冰

岛和列支敦士登以外的欧盟国家申请并使用欧洲医疗保险卡。 

上述所有学生均可后续参与附加医疗保险。 

 

带薪工作学生 
 

勤工俭学的学生应当在其住所所在地医保单位参保。必须在每年正式开始工作前完成带薪工作申报事宜。  

随即可以参与（互助）附加医疗保险。 

上述所有学生均可在随后参与附加（互助）医疗保险。 

 

补充医疗保险 
 

 
补充医疗保险也称之为“互助保险”(mutuelle)，可用于报销扣除医保所承担额度以后的费用（即非社

保承担的自理费用）。  

该保险以自愿为原则，但强烈建议购买一份补充医疗保险。 
 
受益人： 

所有（以受薪人员身份或按住所地址）参加社保的人员  
 
流程： 

多家私营保险公司均可提供附加医疗保险产品。  
 
LMDE 和 HEYME 管理中心亦可提供类似产品。上述部分产品会包含专为学生提供的民事责任险（比如实

习需要）以及住房保险。 
 

医保单位提供补充医疗保障 (complémentaire santé solidaire - CSS)：  

- 联合补充医疗保障是一项在您收入微薄时，可为您支付医疗费用的救助金。根据您的收入水

平，其可能不收取任何费用，或仅需支付每人每天不超过一欧元的费用。联合补充医疗保障费率将根据

您的个人情况和收入水平而定。  

- 如参与联合补充医疗保障的人员已先行参加医疗保险或互助保险并符合条件  

             例如：参保人年龄在 29 周岁或以下 - 参保费率为每月 8 欧元 

法国医保 (ameli) 网站内设有 CSS 费率计算器以供使用：https://www.ameli.fr/simulateur-droits 

 
 
 

居留期少于三个月的学生 
 

 
LMDE 管理中心可提供相应产品。 

- LMDE 的“外籍学生保障”(couverture étudiant étranger) ：保障自参保第二天起立即生效，

有多种保障期限可选（1、2、3、6、9 或 12 个月），每月标准优惠费率 52 € 可享 100 % 医疗

费 用 报 销 。 www.lmde.fr/mutuelle-sante/je-viens-etudier-en-france/couverture-
etudiant-etranger 

    

https://www.lmde.fr/
https://heyme.care/fr/mutuelle
https://www.ameli.fr/essonne/assure/droits-demarches/difficultes-acces-droits-soins/complementaire-sante/complementaire-sante-solidaire
https://www.ameli.fr/simulateur-droits
https://www.lmde.fr/mutuelle-sante/je-viens-etudier-en-france/couverture-etudiant-etranger
https://www.lmde.fr/mutuelle-sante/je-viens-etudier-en-france/couverture-etudiant-etranger


 

 

巴黎地址和网址 
 

医疗保险 (www.ameli.fr ) 
 

可登录网站 ameli.fr /法国社保 (Ameli) 门户查询所有参保相关联系方式。 

敬请在登录法国医保 (Ameli) 网站时输入您的邮编，以便了解您所在地区的医疗保险紧急救援处 (CPAM)  

服务点联系方式。  
 
      点击 Adresses et contacts > un autre sujet > Dans un de nos points d'accueil。      

      36.46，开放时间周一至周五 8 点 30 至 17 点 30 

      境外请致电 +33 184 90 36 46（免服务费 + 话费）。 
 

 

医疗保险紧急救援处 (CPAM) 可提供英语电话咨询服务，请在 8 点 30 至 17 点 30 时间内拨打  

09 74 75 36 46（服务费 0.06 €/分钟 + 话费）。 

 
LMDE– LA MUTUELLE DES ETUDIANTS (www.lmde.com) 
https://www.lmde.fr/mutuelle-sante/international/je-viens-etudier-en-france 
 

16, rue Chanoinesse 75004 PARIS 
开放时间：周一，周二，周四，周五：9 点至 12 点 30 和 13 点 30 至 16 点 30。 

           Cité                Hôtel de Ville              Saint-Michel-Notre-Dame 

                 
 

 

HEYME – (www.heyme.care/fr)  
 

https://heyme.care/fr/mutuelle 
 

 
 

http://www.ameli.fr/
http://www.ameli.fr/
http://www.lmde.com/
https://www.lmde.fr/mutuelle-sante/international/je-viens-etudier-en-france
http://www.heyme.care/fr
https://heyme.care/fr/mutuel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