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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大學對我而言，是人生經過 18 年後的一個轉捩點，它帶

給我了夢想和希望，讓我漸漸看到了未來的影子，在這短

暫的四年大學生活,我渴望能夠得到機會，「出國勘看世界

以及學習世界文化的不同」，這也算是為了追逐未來夢想

的一個跳板，所以我極力爭取這個交換學生的機會。當交

換學生其實從小就一直是我的夢想，但是因為英語能力的

不足，交換學生對我來說一直是遙不可及的夢。「英文」

是我求學路上一直以來的弱點，還記得國小到高中英文及

格的次數真的是屈指可數，但是沒想到現在的我，竟然就

讀於一個全英文的科系。剛進入這個全英文的環境時，真

的是困難重重，我的大一生活幾乎就是天天抱著一本英文

字典查單字，看見自己的同學原先英文都有一定的程度，

也讓我壓力大到想要離開這個科系，不過，最後我撐了下

去，也在大三拿到了班上的第二名，目前 TOEIC 成績拿到

780 分，已經通過了系上的畢業門檻，雖然還有很大的進步

空間，但這對以前的我是個遙不可及的分數，我也相信在

我越來越適應這個環境以及持續努力下，能夠拿到更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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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績。所以現在的我，已經有信心，能夠解決語言這塊問

題，是時候爭取交換學生的機會，來完成從小到大的夢

想，而我相信這個出國學習的機會，也將會是對我未來非

常重要的養分，因為我未來的夢想是希望能夠不只在台灣

發展，我想要更有世界觀，有朝一日能夠在其他國家也有

我的事業藍圖，所以這個交換學生的機會是我能從中學習

及體會不同國家的風俗習慣以及商業運作的好時機，希望

能從中累積經驗，作為邁向未來夢想的一大助力！ 

二. 交換學生簡介 

2.1 巴黎高等對外貿易學院 ESCE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chool 

  位於法國巴黎的「巴黎高等對外貿易學院 ESCE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chool」 是一所商學院，由法國商學院（Business 

France）於 1968 年成立，位於巴黎埃菲爾大學校園內。自 2012

年以來，它是法國 Conférencedes Grandes Ecoles 的成員。該

學校擁有約2500名學生和9,300名校友。 學校提供學士學位，

國際認可的管理和暑期課程碩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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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課程安排、修課/研究概況與心得 

  來到國外交換最重要的就是上課了，但是說到 ESCE 的課程

安排是一件非常不符合常理的事情，他們的選課系統十分的沒

效率，不像台灣大部分的學校選課日期當天選完馬上就可以知

道自己選到什麼課，而是要等到開學前一兩天甚至是開學後的

一個禮拜才能收到課表，後來我才知道為什麼 ESCE 使用的是

Google 表單讓我們選課而不是台灣熟悉的勾選系統，因為他們

的課程非常凌亂並不像我們所想的每個禮拜有固定的課表，而

是同一堂課可能這個禮拜有很多節然後下個禮拜就不上了，更

令人百思不解的是即便已經安排好的課表也可能在上課前甚至

是學生都已經到教室了才突然說換時間上課，而且教室也是每

堂課都不一定，有可能連續兩堂的課前後兩節在不一樣的教室，

學校俯瞰圖,學校本身不大但鄰近艾菲爾鐵塔 到校第一日所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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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上課前一定要再三確認教室代號。就在我即將開始正式上

課的前兩天，我聽到有些同學已經收到課表，所以我跑到學校

詢問，但是得到的答案是要我再回去等等，我很擔心我開學第

一天沒辦法準時上課所以我就當下再次詢問如果我隔天還是沒

收到課表該如何處理，辦事人員也只是冷冷的說了一句你除了

等還是只能等又說就算開學真的也沒有收到課表也沒關係因為

第一個禮拜又不算缺曠課，這個回覆真的讓我驚呆了，我沒想

到學校辦事人員竟然可以說出這麼不負責任的話，對於一個學

生最重要的事不就是上課嗎?為什麼學校給的反應會如此消極？

這點是我跟許多其他國家學生聊天後得知大家都無法接受的。

果然在開學的第一天我依然沒有收到課表，我真的無法這樣坐

以待斃，於是我又再度到學校希望能夠得到答覆沒想到他們還

是想要我回去等並且說很多人都還沒收到，可是我真的沒辦法

接收這個答覆，於是我就說如果我現在沒辦法得到我的課表我

就不離開，聽到這段話他們才開始勉為其難地問我的名字幫我

確認，這時才發現他們把我的名字跟姓放倒反了所以這就是為

什麼我一直沒辦法收到我的課表。而在我收到課表後才發現很

多我想選的課都沒有選上取而代之的是其他的課，原因正是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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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他們的課每個禮拜都不一樣所以在未來的某一個禮拜可能會

衝堂，所以很多人都無法得到自己所想要的課，這點也是讓人

非常不能理解的。 

 

 

 

 

 

 

  最後我總計選了五門課，除了法文課以外其他都是全英文教

學，在這之中我覺得法文課和品牌策略管理是我覺得比較有收

穫的，特別是法文課，教授不僅僅只是教我們平常實用的法文

還會跟我們分享很多在法國應該注意的細節和該去體驗的東西，

真的是受益良多。至於品牌策略管理則是透過小組報告按部就

班地完成老師所交代的報告，最後完成報告的那一刻才發現在

不知不覺學到了很多，因為這份報告必須是六個來自不同國家

的人組成並且用自己國家的角度去分析同一個品牌在不同市場

的效益，在跟組員討論的過程中不只是能了解不同市場也能了

解組員間彼此文化的差異。我所選的其他三門課因為不推薦所

左右兩張圖是兩個不同禮拜的課表，可以發現課程相差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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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就不列出來了，但是這三門課不推都有相同原因，大致上這

三門課的教授從頭到尾都沒有什麼教學幾乎都是給我們一個主

題然後希望透過我們自己準備報告來學習，但是大部分的國際

生都覺得這個方法學不到什麼，後來才有聽說這種教學方式是

很典型的法式教學。 

 

 

 

 

 

 

  而關於考試的部分我所選的五門課都有期末考，由於歐洲的

秋季學期大部分都在聖誕節前會結束，所以我的期末考在十二

月中前就結束了，然而這個期末考卻是讓我永生難忘的因為我

非常不幸運的碰上法國史上最大罷工(這個部份我會在「五. 台

法大不同」的部分詳細講解) 而如果單純講解法國的期末考的

期中報告 品牌策略管理團體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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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也是非常讓人不解的，首先監考的部分並不是當科的教授親

自監考而是請了學校一些英文不太行的一般職員來監考，所以

覺得考卷有問題根本無法詢問，更糟糕的是正如我之前所說有

好幾堂課的老師根本沒有上過什麼課所以題目大多都並不明白

教授希望我們的答案是什麼，就算很多學生曾經在期末考很久

前就開始詢問教授期末考的大致方向，但是教授們都沒有給我

們明確的方向讓我們準備。 

 

 

 

 

 

 

2.3 師資、校園特色、設備等資訊 

  ESCE 的教授大部分都是外聘，並沒有專屬只為 ESCE 上課

的教授，而教授也是來自各個國家並不單只有法國，但是大部

考試前一周老師突然要我們現場 

完成一個報告 

考試前三十分鐘前才能知道自己的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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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不是法國籍的教授也幾乎都在法國生活許久，像是前面提到

的品牌策略管理的教授是美國人但是已經在法國生活三十年了，

他自己笑稱他比法國人更像法國人。不過如果是傳統的法國教

授都有一個令人詬病的的地方就是他們很常忘記在任何時候都

要用英文表達，他們常常因為法國學生用法文提問而他們也就

直接用法文回覆，這導致很多時候我們國際學生錯過了許多重

要的資訊。 

 

 

 

 

 

 

  至於談到 ESCE 的設備環境的話，從法文老師那邊耳聞 ESCE

的教室課桌椅都是非常新的，因為他還有在其他學校教學所以

他告訴我們 ESCE 的設備算相當好了。不過 ESCE 讓我們國際

最喜歡的法文課教授 法文課教授在最後一堂課印給我們做紀念的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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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最不滿意的是他們的國際事務處，因為不但效率慢還只有

少數的人會講英文，常常想問一件事不但要等很久有時候還得

不到回覆，像我有一個朋友因為學生證被做錯而不斷去詢問但

是等到了學期結束他始終沒有拿到他的學生證。 

2.4 課外活動與當地學生或居民接觸的經驗 

  課外活動的部分 ESCE 的學生會都會定期舉辦一些活動，但

是這些活動通常都把國際學生跟法國學生分開的，所以其實要

認識法國當地學生的機會非常少，大部分從活動中認識的都是

來自法國以外的同學。我總共參加了兩次學生會所舉辦的活動

一次是遊塞納河畔，另一次是巴黎商學院一起合辦的夜店 party，

這邊要特別提到歐美很多人周末放鬆的去處都是夜店或酒吧，

這跟台灣的文化有些差異。而從這兩次的活動中讓我認識了不

少人，不僅僅只是 ESCE 的同學也認識到了其他學校的朋友。

至於法國當地朋友的部分很幸運的是我剛好遇到了兩個下學期

要到台灣交換的同學，所以他們在法國也是特別照顧我，而且

由於他們是非洲裔的法國人，因此特別帶我去嘗試了我從未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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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 過 的 非 洲 菜 ， 這 真 的 是 非 常 珍 貴 的 回 憶 。

 

 

 

 

 

 

 

 

 

 

  

與 ESCE 同學們一起參加夜店 Party 

Party 中認識的它校亞洲朋友 與亞洲同學一塊遊船合照 

塞納河遊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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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住宿 

  住宿方面我是住在由學校幫我們介紹的「cite universitaire」它

是一個巴黎非常大的大學城，裡面除了住著來自巴黎各個學校

的學生以外還會有其他的社會人士甚至是家庭居住在裡面。大

學城用各個國家來去命名每一棟房屋的名稱，但是並不是你來

自哪一國就會住在你國家的那一棟宿舍，他們是依照申請單位

來分配的，像是透過 ESCE 所申請的就會被分在相同的地方，

然後因為又分為單人房含衛浴、單人房不含衛浴、雙人房不含

衛浴，所以依序會被分配在柬埔寨棟、挪威棟、荷蘭棟，我個

人是選擇單人含衛浴的房型所以我被分配在了柬埔寨棟，整體

來說我一開始覺得柬埔寨棟真的是非常的小又非常的舊，但是

非洲裔法國朋友帶我品嘗道地非洲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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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我參觀了其他同學所住的荷蘭棟之後我才知道我很幸福了，

因為荷蘭棟是超過百年的老建築，裡面不但陰暗潮濕，地板只

要有人走動就會發出怪聲音像極了常常在西方恐怖片裡看到的

場景。所以總結下來我最推的應該就是單人不含衛浴的房型了，

因為我有一個韓國同學住在那邊，我曾經去他的宿舍一起煮飯

也順便參觀了一下他的房間，發現房間非常的新也很乾淨，唯

一美中不足的就是廁所跟衛浴設備室共用的，不過房間裡仍然

有一個洗手台，我覺得整體評比下來是最好的。另外，要注意

的是每一棟都會有負責打掃的人，每一個禮拜他們都會固定在

安排掃日的那天到你的房間打掃，你必須要把東西放整齊讓他

們打掃，至於床包的部分則是兩個禮拜換一次，你必須自己把

床包枕頭套拔下來放在床上，否則他們是不會替你更換的。廚

房的部分都是共用的也是都會有人幫忙打掃，雖然廚房有提供

一些廚具但還是建議用自己的，而冰箱的部分柬埔寨棟的每個

房間內都有屬於自己的冰箱但是每間房間冰箱的大小都差很多，

像我房間的冰箱就特別的小。再來要講到我申請跟退房時的事

還有租金的部分，申請的部分正如我前面所說是經過學校介紹

但真的就只是「介紹」，因為接下來的每一步都跟學校沒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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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了，如果我們想要申請就必須填寫一個表單然後接著等待大

學城那邊的通知，他們是用 E-mail 的方式交代你接下來申請的

每一步驟，所以要記得每天確認自己的電子郵件，但是不得不

說他們的效率真的很慢從七月初開始第一步驟到七月底才完成

押金的匯款但是就算匯了押金還不能保證你百分之百確定可以

入住，因為入住的人可能太多，我在七月底匯完款後才知道有

這回事，因為其他國家的交換學生在群組反映說他匯了款卻得

到大學城的訊息說他無法入住之後會退押金給他，這真的讓我

害怕極了，因為我八月十六就會抵達法國而現在已經七月底了

萬一我沒得到入住權就完蛋了，於是乎我拼命發郵件給大學城

想要確認我有沒有得到入住權，但是他們始終沒有給我回覆，

我真的急壞了，於是我只好聯絡 ESCE 請他們幫我詢問，但是

他們給我的回覆是要我繼續等待，時間來到我要去法國的前一

個禮拜，我仍然沒有收到入住通知，我就再次跟學校反映並且

表明我下禮拜就要抵達法國了，這次學校才徹底非常強烈的跟

宿舍反映，所以我在要去法國的前一個禮拜終於確定我有住的

地方了。原先以為申請宿舍會是最繁瑣的事，但等到退房時才

發現退房才是最困難的事，因為退房後要把押金的部分退還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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帳戶所以你必須提供一個帳戶，由於我之前有聽說去年住在大

學城的台灣同學跟我說他去年是退到台灣帳戶就可以了，所以

我就準備了一個台灣帳戶繳交，當我要繳交時起先柬埔寨棟的

辦事人員跟我說我可以用台灣帳戶但是我的資料不完全，於是

乎我就再請家人重新申請了另一份資料來補足所缺，沒想到當

我要再次繳交時，辦事人員卻突然變卦了，告訴我不能用這個

帳戶因為沒有 IBAN 碼，但是 IBAN 碼是歐洲帳戶才有的台灣

帳戶並沒有，於是乎我就告訴他我們的帳戶沒有這個碼，沒想

到他竟然很生氣地回我這不關他的事，是上面的長官跟他說的，

他的責任只是負責收好完整的文件。聽完這段話我整個人都心

寒了，因為我們唯一能接洽的人就只有他和另一個女辦事人員，

而大部分的人都會選擇不找另一個女辦事人員因為那個女辦事

人員態度極差不但冷言冷語還會看心情來決定他今天要不要幫

你辦事。所以，即便我當下很心寒但是我還是繼續嘗試跟他溝

通，而我嘗試詢問有沒有其他替代方案，他說唯一的辦法就是

找到一個法國帳戶，但是我的朋友都是待半學期，每個人回去

前一定都會把帳戶結戶，而且押金會是在 2020 的 1 月 1 號開始

後的八個禮拜才會退款，所以我根本找不到一個法國帳戶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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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我想起前一年住在大學城的朋友說他是退到台灣帳戶，我

就再次反問辦事人員為何朋友去年可以退款到台灣帳戶而今年

不行，得到的答案依然是一句他不知道他不是負責人。這下我

真的是崩潰了，我完全不知道該怎麼辦，沒有任何的管道可以

拿回我的押金，那不是一筆小數目是整整 975 歐，比一個月的

房租 575 歐都高上許多，就在我難過卻想不出解決方法時，好

在我的台灣同學知道了我的情況，幫我想出了一個辦法，他有

英國的帳戶可以先把錢退到他那邊。於是乎我就再次詢問了辦

事人員，因為我不確定英國的帳戶是不是可以被接受，好在最

後他告訴我這個帳戶是可以的，不過由於我前面有說過我押金

會在 2020 的 1 月 1 號後八個禮拜退還所以目前我並不確定到時

押金是否能順利退還。整體來說，大學城的外觀光鮮亮麗又很

寬廣，但是要居住在裡面真的很需要碰運氣因為每一棟的新舊

差異很大，而且遇到的辦事人員也是很需要碰運氣，不過聽說

大學城在法國非常難申請因為租金較為便宜交通又便利，所以

如果要來到巴黎讀書還是可以考慮看看，住在這裡也比較容易

認識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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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城和 ESCE 的位置 

柬埔寨棟 房間內設備殘破老舊 

房間內向外看的景色 大學城主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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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個人活動與旅遊 

    4.1 巴黎 

       出國交換除了獲得學業的知識，再來相當重要的就是「旅行」，

人家常說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一趟旅行之中真的能學到相當多寶

貴的知識，而且難得有機會大老遠的跑到離家鄉 9000 多公里之遠的

法國當然一定要把握機會好好遊玩，這也算是拓展自己的視野。 

        到巴黎讀書有許多重要的景點是必須跑的艾菲爾鐵塔、凱旋

門、羅浮宮是基本景點，這些景點第一眼看到時真的覺得會被眼前的

景色給震撼到，因為從沒想過有一天站在鐵塔和凱旋門底下，才會發

現原來自己這麼的苗小，不過這些夢幻的場景最後都被我從太陽升起

拍到黑夜，所以在我心中也從奇幻變為了平凡，這也算是一種幸福吧！

大學城早晨風景 離開大學城前最後的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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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由於我不是一個太懂得欣賞藝術的人所以法國眾多的美術館和博

物館我並沒有走訪，對喜歡藝術的人可能會覺得我很浪費來到法國怎

麼沒有進去走走看看呢，但對我來說大自然和人文景觀是我比較喜歡

的，我常常會在空閒時間在街道上走走看看，發覺法國人與人之間的

相處與文化，有時也會悠閒的坐在草皮和三五好友一起野餐聊天。在

法國生活的這幾個月中，有幾個活動最令我感到難忘，其中一個是

「Nuit Blanche 白晝之夜」，白晝之夜是全球性的夜間城市藝術節，

2002 年創始於法國巴黎，發展至今，每年都會有包括歐洲與世界各

地的 30 多個城市共同響應。「白晝之夜」根基於「都市創新」及「公

共空間設計」兩大核心概念，為市民提供親近藝術及城市的場域。而

另外一個令我印象深刻的活動就是聖誕節市集了，不得不說對從小就

很嚮往過聖誕節的我，能夠有機會歐洲體驗聖誕節的氣氛，真的是一

件很幸福的事，除了巴黎的聖誕市集以外我還去了奧地利維也納的聖

誕市集以及瑞士日內瓦的聖誕市集，這些真的都是我寶貴的回憶。還

有一個在巴黎很特別的回憶就是我和特地從台灣來找我的朋友一起

去巴黎迪士尼玩，雖然這不是我第一次到迪士尼樂園玩，但是我卻從

未想過能夠到歐洲僅有的迪士尼遊玩，特別是巴黎的迪士尼有著傳說

中的主城堡，真的彷彿置身童話故事般。 



22 

 

 

 

 

 

 

 

 

 

 

 

 

 

 

 

與西班牙好友等人一起在鐵塔下野餐 

巴黎迪士尼城堡內外合照 

凱旋門與羅浮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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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晝之夜 

白晝之夜 

紅磨坊 130 周年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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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其他國家 

    難得來一趟歐洲，當然不能只待在法國，也是必須要適時走訪其

他國家，託親戚好友的福有他們的陪伴我的旅程一點都不孤單，我總

共走訪了英國、比利時、荷蘭、義大利、奧地利、瑞士、摩納哥。 

  英國 

    英國是本次交換我第一個造訪的其他國家，會選擇第一個造訪英

國其實是有原因的，因為這是一個跨越一萬多公里尋找相隔一年不見

的英國朋友的故事。我的這位英國朋友是在 2017-2018 年在義守大學

的交換學生，他在這一年內和我們這一群的朋友培養出了相當深厚的

情誼，還記得在他交換結束要回英國的那天，我們在機場道別時的那

巴黎聖誕市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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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不捨與難過，因為我們都不知道何時能夠再相見，甚至不確定這輩

子是否還有機會相見，所以在那時她殷切的期盼著有天我們能夠到英

國找他。當我確定我申請到出國交換時，我所做的一件事就是馬上開

始收尋到英國的票，買了一張歐洲之星的車票到倫敦準備開始我的尋

友之旅。還記得走出倫敦的國王十字星車站第一眼看到我的英國朋友

時那份感動與開心的感覺真的是快要喜極而泣，從沒想過這麼快就可

以與他在見面，而且這次與在台灣時的角色剛好相反，這回變成她是

我的導遊要帶我走訪倫敦的景點，讓我的這趟旅程美好又有意義。 

 

 

 

 

 

 

 

 

白金漢宮 倫敦眼 

我與英國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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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利時、荷蘭 

    比利時與荷蘭是在 10 月底爸媽、阿姨與外婆來找我時，規劃安

排帶他們一起去玩的，整體來說非常好玩但是相當疲累，因為家人來

玩的時間有限所以不但要安排他們玩法國還要坐火車到比利時與荷

蘭。比利時的部分整體來說因為我們只有走訪布魯塞爾所以能看的景

點相當有限，但是喜歡巧克力的人一定要來，因為這邊真的是充滿各

式各樣的不同種類的巧克力而且相當的好吃。荷蘭的部分我們總共走

訪了鹿特丹跟阿姆斯特丹兩個大城，這兩個城市的邊郊地帶都有荷蘭

最著名的風車，大量的風車配上美麗的湖畔相當的壯觀，而這兩個城

市若比較起來我個人比較喜歡鹿特丹，因為阿姆斯特丹的市區太過壅

擠而且到處都充滿著大麻味相當不舒服，不過也算是大開眼界，因為

荷蘭是允許大麻與紅燈區的開放國家。 

 

 

 

 

 尿尿小童與布魯塞爾大廣場 



27 

 

 

 

 

 

 

 

 

 

  摩納哥 

    摩納哥是我本次交換的最後一個國家也是最特別的一個，它就位

在南法，本身並沒有機場須搭飛機到與它最近的法國城市「尼斯」後

搭三十分鐘的火車才能抵達，摩納哥非常的小，整個摩納哥其實用徒

步就能走完，但是摩納哥雖小但是卻是非常的奢華與壯麗，因為摩納

哥有賭場與 F1 賽道所以國民的收入相當高再加上位處於蔚藍的海岸

旁這些種種的優勢，讓許多觀光客都慕名前來。 

 

比利時有名的鬆餅和巧克力 

荷蘭著名風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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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我這次交換的旅程當中比較難忘的回憶，其實其他國家也有

很多的評論但覺得每個人對不同的國家都有不同感受就不多做說明，

總結對於旅遊的部分建議未來的交換學生如果想要到其他國家旅遊

不論遠近都還是建議不要獨自前行，因為出國在外總是會有許多突發

狀態，如果有人能夠互相照應會安全許多，如果一時之間找步道旅伴，

也可以到 FACEBOOK 的台灣巴黎社團留言尋找旅伴！ 

 

 

摩納哥車站 F1 賽道 

沿海地帶 賭場外場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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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台法大不同 

  5.1 文化衝擊及飲食習慣的差異 

    因為從小到大都生長在台灣，一時之間轉變到了一個全新而

且是完全不一樣文化的環境，一定會有許多的不習慣，而在這幾個

月的交換生涯當中法國其實存在著許多讓我完全無法適應的地方。

首先，最基本的飲食方面是我最無法調適的，在台灣我就是一個台

灣傳統小吃愛好者，我對外來食物幾乎都不感興趣，對我來說白飯

配菜比牛排薯條還更加有滋味，所以在法國那些精緻而且昂貴的法

餐對我來說真的是一種浪費，而且他們吃上一餐往往要花上兩個小

時，加上他們晚餐時間總是落在八點以後，對我來說真的無法適

應。再來談到買東西的部分，法國並沒有像台灣有著 7-11、全家等

類型的超商，大部分都是向家樂福一樣的大型購物商場，所以購買

的東西大部分都是一次大份量的，當然也是有小型的商店，但是價

格就會和大型商場相差許多非常不划算。而法國不論大型還是小型

賣場都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他們的結帳速度相當的慢，往往買

個東西都要花上很久的時間排隊，因為他們收銀員的動作很緩慢，

看起來總是有氣無力，其實這個現象也不僅止於超市，其他不論是

賣東西的地方或是銀行等辦事機構都是需要花上好長的時間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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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其他同學對於他們處理事情的效率真的一直相當不解。再來說

到兩個衛生相關的問題，廁所跟口罩應該是在台灣隨處可見與可得

的，但是不論在法國還是歐洲都相當稀少，廁所的部分公廁本身就

非常稀少有的還需要收費，就連觀光景點為了上廁所都要排上一個

小時以上，有時候甚至沒有地方可以上，店家的部分除非有消費才

能借用廁所，所以我好幾次出門在外時因為沒有廁所憋尿憋到全身

不舒服，對健康真的相當不好。至於口罩的部分也是非常無法接受

的一個點，在台灣我們都知道口罩是用來防治傳染病毒的好東西，

但是對沒經歷過 SARS 的歐洲人來說，戴口罩的人都不應該出現在

街上，因為不是生重病就是恐怖攻擊的份子，還記得我媽媽到法國

來找我時，有一次我們到市集逛逛，他因為怕冷於是戴著口罩逛

街，沒想到竟然被攤販用厭惡的表情給趕出去，後來才知道在歐洲

口罩都是給生重病的人用，他們看到戴口罩就會以為妳生了重病還

跑出來傳播細菌，但是他們卻沒想到口罩不是只有感冒的人才能

戴，口罩不但能預防細菌傳染還能有禦寒作用。最後要說一點最無

法接收也是在法國生活最不便的地方，那就是他們的罷工實在太常

發生也太嚴重了，還記得 9 月初剛到法國時就體會過第一次罷工，

那次才知道原來罷工可以罷得如此全面，飛機、火車、地鐵、公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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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大眾運輸工具全部都停止運作，想要出門簡直非常困難，尤其

是我的宿舍離學校搭地鐵也要 40 分鐘以上，如果用步行的話走路快

的人要一個半小時，慢一點的人要 2 小時，大家一定會好奇我怎麼

知道走路的時間要多久，那是因為我真的體驗過了，而比較慘的是

上述的兩個時間都不是我所使用的時間，我從宿舍到學校只用了 50

分鐘，大家一定會覺得我是如何辦到的，原因很簡單，因為我全程

用全力衝刺。在學期的最後，我的期末考的第一天，那是法國有史

以來最大的罷工的第五天，還記得那天提早了兩個半小時出門，一

走出門就是滂沱大雨，我腳步飛快地想要走到宿舍外搭僅剩有行駛

的輕軌，但是一到外面我整個人傻住了，因為映入我眼前的是兩三

百個人拼命地想要擠上那個早已塞滿人的輕軌，這時我心想沒辦法

我好多花一點錢搭 Uber 了，沒想到我打開手機才發現，我竟然連一

台 Uber 都無法叫到，因為供不應求的關係，罷工的時期即便你有錢

也不一定搭的到車，路上也是滿滿的人看到計程車就拼命的想要攔

車，整個場面非常失控，我整個人也慌了，我非常的難過和緊張，

但是我一直不斷告訴自己要冷靜，趕快想想辦法離考試時間也剩一

個半小時了，這時我唯一的辦法也只剩下靠我的雙退拼命的拔腿狂

奔，也管不了路上這時的風雨有多大，我只是一心想著拿起手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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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機導航，選擇一跳最快的路線拼命的跑，等到到了學校，我的全

身還有鞋子早已溼透，脫掉外套時還在滴水，不幸中的大幸是我準

時抵達了考場，但是因為吹風淋雨讓我考試時頭非常的痛根本無法

專心做答，我還因此在走回宿舍的路上放聲大哭。雖然會覺得適時

替自己的權益努力去爭取是件好事，但是法國這種長期罷工犧牲其

他人權益來引起政府關注的行為我實在無法認同，因為它為國家帶

來的不是繁榮而是損失，在罷工期間多少的行業都選擇停工，這會

對法國整體帶來多大的損失與對國家形象上的損失這是難以估計

的。 

 

 

 

 

 

 

 

法餐 

罷工等輕軌場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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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如何應對 

     當你人在國外碰到這些種種的困難該如何處理和調適呢？飲

食的方面，人在國外常常會覺得外面的東西又貴又不合胃口，很想

吃吃自己家鄉的食物，當然法國也有好幾家台灣人所開的餐廳，在

異鄉可以吃到鹽酥雞和珍珠奶茶真的很解鄉愁，但是因為國外物價

太高，所以想解鄉愁一餐可是要花上好幾百元台幣，只能偶爾吃。

因此解決飲食問題的最好方法就是自己親自下廚，或許大家一定會

覺得不是每一個人都能煮出一手好菜，但是誰不是從不會到會的

呢，這個也正好是一個很好的機會讓自己學習到新技能，而且當你

自己學會自己煮菜時，挑食和浪費食物的壞習慣也會一掃而空因為

你會知道煮菜是一件辛苦的事，為了要吃飽又是自己煮的，再難吃

也要想辦法吃完，只有這樣才能省錢又可以吃到自己家鄉的食物。

所以我強烈建議大家出國前都先好好學一下廚藝，由於我從以前就

有習慣跟媽媽學一些廚藝，所以這方面真的幫助我很大，在國外很

快就開始自己下廚省了不少的錢。再來要說到在國外下廚有一個很

大的好處，那就是你有機會在公共的廚房認識到更多來自世界各地

的朋友，而且有機會品嘗到各國的美食，像我在宿舍的朋友幾乎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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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廚房認識的，在離開前印度的朋友還特地煮了印度咖哩雞給我

吃呢！ 

 

 

 

 

 

 

 

 

 

 

 

 

思念家鄉時，帶著西班牙好友 

一起吃台式餐點 

自己下廚煮飯 

宿舍學餐 3.85 歐，也是省錢

的選項 

印度朋友煮咖哩雞請我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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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來說到的是辦事效率和罷工的部分，雖然非常無奈，但是無

論如何我們身在他鄉也無法改變別人的習慣，所以唯一的解決之道

就是提早、提早再提早，像是期末考的第二天因為有了第一天的教

訓，所以我提早了四個小時出門到學校，雖然很浪費時間，可是能

確保完成重要的事做一點犧牲事必須的。至於辦事效率方面，能做

的事情也事提早處理，因為知道法國辦事都要等待和排隊，所以確

定自己辦事的東西都有帶齊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才不會輪到自己

時少了一樣東西又要重新排隊。 

六.行前準備與建言 

  6.1 醫療、保險、帳戶辦理 

    在出發前一定要先了解法國的一些規範與措施，因為有些東西

事需要出生證明才能申請的，必須在台灣事先申請。基本上保險的

部分法國有一個免費的學生保險事專門給外國學生，而這個申請時

間是在開學後的兩個月左右，當時學校說這是每個人都必須保的並

且會用 e-mail 通知，但是等到時間接近時我並沒有收到訊息，再加

上先前已有去年就讀 ESCE 的朋友告訴我申請失敗的經驗，所以我

在台灣時就決定直接放棄申請，所以我連出生證明都沒有申請。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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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這裡要非常小心，雖然我沒有申請法國的學生保險，但是我個人

本身就在出發前保了私人的保險，也算是給自己的一個保障，所以

建議大家不論有沒有申請到法國的學生保險，自己還是必須保一個

私人的保險比較有保障。至於銀行的部分也是因為有鑑於朋友告訴

我在法國申請帳戶往往也要等上一個月以上，加上回台前也要提前

關戶，但是我交換也不過只有一學期，所以前後時間扣掉，用到帳

戶的時間其實很少，所以我並沒有開戶，而是選擇帶多一點的現

金，加上法國刷卡非常方便，不開戶其實並沒有問題。但是這邊要

注意到一個很重要的事，那就是在法國很多扣款或是退款的部分都

只能使用法國帳戶，像是法國好幾家電信業者都是要求要先有法國

帳戶才能開通電信，不過好在有一家叫做 Free mobile 的電信業者，

它是允許用其他信用卡來扣款的，但是要小心那張信用卡必須是帳

戶有錢的信用卡，才有辦法刷過機器，像我個人就是用中華郵政的

金融卡來扣款。其他所需注意的部分還有像是要多準備一些個人護

照影本與入學證明影本等重要文件，因為國外影印機並不好找也不

便宜，隨身攜帶護照影本也能預防護照不見時可以馬上申請新的護

照。 

6.2 對於未來學生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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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各位未來想要去到法國的同學我有以下建議: 1. 再去

法國前要確保自己的語文聽說能力有一定的程度，不單單只是英文

能力必須達到非常頂尖，就連法文都要有一定的口說程度，只有這

樣才能減少生活中的麻煩，因為法國人對於不會講法文的人非常不

友善，一方面是他們的英文能力不佳，另一方面是他們有高傲的民

族性，所以為了在法國生活的更便利我會強烈建議法文有一定能力

的同學比較適合，不過當然，不會法文但是有英文能力的人也能在

這生存，只是會常常碰到不順心的事。2. 當你有了語言能力緊接著

很重要的就是跟家人確認，他們是否有這個能力供你出國，因為這

半年甚至是一年的花費，往往都要 30-60 萬元不等，而且這個金額

還是在省吃儉用的情況下的花費。3. 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要搞清楚自

己「出國的目的」，如果只是因為看到其他人出國覺得很酷很好

玩，那我會強力建議還是不要出國了，因為在國外讀書其實沒有想

像的那麼輕鬆，大家看到的往往都是美好的那一面，完全沒有想到

在外讀書，一個人要背負多少的辛苦和內心的糾結，到那裡之後什

麼事都必須自己來，即便你碰到再困難的事也只有自己能夠想辦法

解決，還必須克服一個人看到家人朋友在台灣團聚或是出遊時的那

份空虛寂寞。我們往往把出國讀書想的太美好了，我們應該思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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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這趟出國所想要學習到或是想得到的是什麼才對。4. 出門前比須

想清楚自己的學分數是否已經夠了，因為正如我前面所說法國的選

課制度其實非常凌亂，不一定能選到自己想要的課，甚至有時候即

便你選到了想要的課，但是因為教學方式的不同讓你適應不良無法

拿到學分，所以在台灣先多修課會是比較建議的方法。5. 如果順利

完成前面幾項也順利出國了，那就要好好享受生活，雖然在國外可

能會遇到很多不順心的事，但是碰到問題時不要慌張不要絕望，要

冷靜下來處理事情，這些當下你覺得很煩心的事，可能都是你成長

很重要的養分。若是一個人在國外孤單寂寞時不要把自己封閉起

來，可以適時打電話回台灣給親友，因為他們是生活的動力。最

後，祝福各位將來要到法國讀書的各位一切順利！ 

 

6.3 對於學校單位之建議 

  我在這邊強烈建議學校，之後不要與 ESCE 簽訂合約，因

為他們是一間非常不負責任的學校，對外國學生沒有特別的關注，

當我們需要幫忙時總是覺得不是自己的責任而推託給其他人，任何

重要的事情總是沒有答覆或是要等待許久，這不是個案而是其他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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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交換生也有相同的反應，更重要的是這間學校直接把台灣歸於

中國的一部分，完全不尊重台灣學生，在我們的入學證明裡面還寫

著「中國的一部分」，真的非常不公平。而且法國整體來說並不友

善，很多系統都不人性化，就像 ESCE 就連期末考遇上罷工也完全

沒有解決之道，我們國際學生不斷的詢問萬一罷工影響我們準時考

試的權益該如何處裡，法國學校給我們的答覆永遠都是「不知道」

或是「你們必續想辦法」，這讓身處國外的我們感到相當無助。 

 

七.總結心得 

  出國交換是我從小到大的夢想，而夢實現的這天真的非常

美好，當我得知確定能夠出國交換時真的是開心到不行，巴不得馬

上就搭上飛機前往法國，但是等到真的要出發的那天，在機場跟來

送機的爸媽到別，進到候機室的那一刻才發現我真的好不捨，從小

到大從來沒有獨自到那麼遠的地方，當我抵達巴黎的宿舍關起房門

時，剩下我一個人，外面磅礡大雨，內心孤單寂寞，不禁流下了男

兒淚，這時才知道原來出國交換最困難的就是要有夠強大的心理素

質來戰勝內心的孤獨與恐懼。到了法國經過了一兩個月的生活才發



40 

 

現，我好像把出國讀書想的太美好了，法國真的有太多的不便再加

上不友善的人們，讓我開始不斷打電話回台灣抱怨為什麼我會選到

一個這麼糟糕的國家呢，但是爸媽總是告訴我要懂得調適自己，而

前一年在法國讀書的朋友則是告訴我等我回台灣會想念法國的一切

的。但是當時的我完全想不到有什麼是值得我懷念的，只知道想趕

快脫離這個惡夢，不過當我回到台灣，休息冷靜了一個禮拜後，我

開始思考朋友所說的話，我好像慢慢開始能夠體會他說為什麼會懷

念了，因為當下不能夠釋懷那些不好的事，但是過了一陣子後會發

現其實那些當下覺得痛苦的事，到頭來都是很寶貴的經驗並不是每

個人都有機會經歷，所以我現在覺得即便法國沒有帶給我太多好的

回憶，但它也是我曾經居住過好幾個月的地方，讓我學習和思考了

很多不同的人生觀。所以總結這趟交換旅程讓我知道「外國的月亮

並沒有比較圓」，有時候出國一趟才會知道自己的國家有多麼好，

並不一定會輸給別人所以不要貶低自己，當然國外也是有許多值得

我們學習的地方，我們應該要有判斷力，吸取好的東西來增進自

己，這也是一趟交換最珍貴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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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其他照片 

 

 

 

 

 

 

 

 

 

 

 

 

 

吃到很熟的法式餐廳老闆 打街頭籃球認識的朋友 

這次交換和我最投緣的西班牙朋友 很好的義大利朋友們 

摩納哥朋友回台前一天合影 義大利朋友回台前一天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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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人來找我時的出遊照 

法國太陽下山景色 

法國很好吃的可麗餅 

在法國和朋友一起去攀岩 

義大利好吃的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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