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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該校的簡介 

  還記得第一次到巴黎是高二的時候， 一踏進巴黎這個城市

後就深深的被這個地方吸引， 美到令人屏息的巴黎鐵塔、 宏

偉壯觀的凱旋門、 不知道已在多少書籍上看過的羅浮宮全都

像是做夢般的出現在眼前。 後來又陸續去了快十次巴黎，每

次停留的時間都不是很長， 只有約幾個禮拜的時間， 一直都

很希望可以在巴黎待久一點， 有機會在這城市生活好好地體

驗這個城市的人事物， 所以一看到學校有提供在巴黎的交換

機會便毫不猶豫的申請了。  

  我所申請的學校是法國巴黎經濟商業高等商學院（ EDC 

Paris Business School） 這間學校是位於離巴黎市中心約半小

時車程的商業區， 因為學校本身是個商學院所以總體占地並

不大， 只由兩棟樓所組成， 樓層也不高，一棟兩層樓另一棟

一層樓，大約是我們東吳城中校區第一大樓的一半大小而已。

學校周圍全都是知名的大公司，無論是上學或放學每次次都

會看到無數穿著西裝或套裝的上班族們穿梭其中。 學校的上

課環境很現代、 乾淨， 也有設備齊全的電腦教室可借用， 大

型考試例如期中考或期末考會在大型的專業考試用教室進

行。  

 

 

 

 

 

 



 

 

 

 

 

 

 

 

 

2. 你在該校修讀哪些課程？ 

  我在巴黎經濟商業高等商學院（ EDC Paris Business School）

所就讀的是 master program: 4th year International 

Entrepreneruship， 然後我修的課程總共有三科， 分別是

French as a Foreign Language 和 International Business 

Challenges 還有 Oral Business English。在交換資格正式取得後

EDC 的國際處負責老師會先寄信，信的內容有各種須知資訊

與各個年級的各種 program 中所含的課程種類與選課確認表，

比較需要注意的是不會有授課大綱， 所以並不能知道要選的

課程的授課內容是什麼，只能從課程的名字去大概猜測或上

網查詢資料，有詢問過上一屆的學長姐也是相同的狀況，另

外就是要在去巴黎之前先選定想要修的年級， 總共有五個年

級， 這個是不能修改的即便到巴黎後也是一樣， 但是原本所

選定該年級的課程是可以在開學當週做加退選的動作。  



  French as a Foreign Language 這門課就是法語課，總共有分

三個等級由三個不同的老師教授， 會在開學日第二天給所有

的交換生做口試與筆試的測驗來進行分級， 而我當時被分配

到的班級是初級班， 令我與其他交換學生比較意外的是教導

初級法文的老師的英語能力十分有限，時常發生的狀況就是

所有學生與老師在雞同鴨講，在學期中有許多其他的同學陸

續地跟學校反應，後來有聽在那裡交換一年的同學說法語初

級班的老師已經更換了。 十分建議如果想要學好法文的同學

可以先在台灣先學習基礎的文法、 發音、 單字等等， 因為這

邊是用英語授課， 還是有許許多多的文法觀念不像用中文解

釋來的詳細與容易懂。 

  International 

Business Challenges 這

門課顧名思義就是在

探討國際之間在過去

或未來會發生的各種

挑戰以及之間的各種

關係。 Oral Business 

English 雖然名稱是商

用口說英文，但實際上

課並沒有太多跟商業

有關的內容，主要還是

以口說的訓練為主，考

試都是以準備     報告然後上台發表為主。  

  在修課方面我認為有幾點比較需要注意。 在選年級的時候

務必要衡量自己的能力， edc 總共以五個年級， 一至三年級



是學士班、 四至六年級是碩士班， 在碩士班的課程中老師們

都會假定學生們已有一定的商業背景及相關知識， 上課的內

容也不太會由淺至深由， 於 edc 是屬於校籍交換， 有很大的

機會是非商學院的同學來就讀， 這方面就要特別注意， 否則

會覺得上起課來非常吃力。另外就是這邊的課程屬於比較密

集型的課程，大約都在一個月內會結束，不像台灣的大學都

多都是整學期的課程。  

  還有一點讓我覺得比較特別的就是這邊的同學們大多在

上課時都很踴躍地與老師互動與發言， 與我們在台灣常常是

處於一個被動式的學習有很大的不同， 若來這邊還是很害羞

被動其實會讓大部份的同學與老師覺得蠻奇怪的， 其實這剛

好也是一個很好的學習與訓練的機會。   

 

 

 

 
 
 
 
 
 
 
 

 

 



 

 

3. 生活及住宿環境介紹 

  在住宿的方面 edc 並沒有提供任何宿舍， 但是會在寄來的

信中提供幾間與學校有合作的“類宿舍”給要去做交換的同學

們作參考， 若覺得不合適也可以自己在外面找。 我們這屆東

吳總共有三個人去交換，我們三個都沒有住與學校有合作的

那幾間。 學校提供的有兩間， 一間是位於市中心的第七區，

另一間則是位於學校附近也就是我前面有提到過離巴黎市

中心約半小時車程的商業區， 因為之前分享會時上一屆的學

長姐是建議不要住在學校附近， 因為商業區的生活機能不是

太好，其實就有點像台灣的內科或汐科，基本上非上班時間

及假日都不太會有什麼人， 所以我那時候先選擇跟學校合作

的位於市中心的第七區的那間先聯絡， 但遲遲都沒收到回覆，

後來到了巴黎後有詢問才知道因為那間房子大約只有七、 八

間房間， 非常早就會先被預訂走了， 因此如果想要預定的話

非常早就要詢問，像是我當時六月中才詢問已經太晚了。 

 

  由於當初我跟學校合作的第七區的那間先聯絡， 但遲遲都

沒收到回覆， 所以我後來選擇在 airbnb 上找房， 因為想住在

市中心， 所以也是以小巴黎的房子為主來搜尋， 由於我後來

找到的房子狀況並不是很優，也非常不幸的在住家樓下被搶

劫， 所以並無法推薦我的住所， 但可以分享幾個找住處需要

注意的技巧。 首先如果要使用 airbnb 的話除了地點之外， 評

價真的非常重要， 因為我是我那間房子的第一個房客， 因此



我只能以房東各種關於房子的介紹與我詢問他問題後得到

的答案來衡量這個房子， 所以實際與想像難免會有落差， 再

來就是 airbnb 超過 28 天即算是長期租屋， 如果取消的話只

能拿回第一個月的租金剩下的都沒辦法退款，這點真的要注

意，若對房子有擔憂最好不要一次租到底，可以先考慮租 1~2

個月， 若不滿意的話還可以搬家， 否則為了省小錢（ 長期租

通常有折扣） 最後反而得不償失。  

  再來就是關於租金的

部分，學校提供的那兩間

平均租金都是一個月台

幣三萬元以上到四萬元

左右，我相信大部分的同

學聽到一定會嚇一大跳

覺得怎麼會如此貴，尤其

是如果周遭有同學是去

歐洲其他國家交換的，比

較一下可能巴黎一個月

的租金都可以付他們半

年的租金了，有些人也會

拿這租金跟台北做比較， 覺得三萬多在台北已經可以租到非

常好的地段或非常寬敞的房子， 但為什麼這價錢在巴黎只能

租到一個十坪以內的小套房，最主要的原因當然是巴黎的物

價本身非常高，撇開北歐的話在歐洲巴黎的物價絕對是前三

名的高， 所以當然而然租金也高。  

  我所租的房子在第七區， 第七區與第十六區在巴黎就有如



臺北的信義區， 是非常精華的區域， 治安相較其他地方也來

的好很多， 我一個月的房租約台幣五萬五左右， 但在上述我

有提到原因， 因此就不額外推薦與贅述我的租屋。 巴黎當然

也有便宜的房子， 在巴黎我所認識到的同學們有些一個月的

租金台幣三萬以內就可以解決，但相對來說他們所居住的位

就不會在市中心， 可能會位於市中心約一小時至兩小時的車

程。 我覺得租屋這件事情其實非常個人， 有些人會覺得才去

半年， 所以願意花多一點錢住在比較好的位置， 有些人則是

想把租屋的錢省下來去別的國家旅遊， 這並沒有好壞優劣之

分， 但最重要的除了要衡量治安問題與學校的距離也都要考

慮進去，否則省了小錢但早成更大的不便真的就划不來了。 

 
 
 
 
 
 
 
 
 
 
 
 
 
 
 



  飲食的部分， 巴黎的美食相信我不用多敘述大家也已經耳

熟能詳，馬卡龍、玫瑰可頌、巧克力、各種精緻的甜點、油

封鴨、 海鮮大餐、 牛排、 以及無數的迷其林餐廳…等， 還有 

一個大家比較不知道的就是巴

黎的中餐也非常好吃，在巴黎最

不需要擔心的問題應該就是找

不到好吃的料理可以吃了，但有

一個最大的問題就是， 貴， 包括

連學校的餐廳都非常貴，但如果

貴卻好吃那是值得，貴卻難吃那

就是浪費了。對於要待半年但又

想到處旅遊的我們， 天天在外面用餐實在是個很大的負擔，

因此在台灣從未下廚過得我來巴黎後也開始學著去超市買

菜親自做飯， 尤其是去學校時， 通常都會自己做個三明治或

是帶個小點心， 因為承如上述， 學校餐廳貴又不好吃。 但是

當有特別的節日時或是週末不想下廚時我們也會約著朋友

一起到外面餐廳用餐， 多點人一起分擔也不叫不會那麼貴

呢。 

 
 
 
 
 
 
 



 
 
 
 

4.交換學校輔導機

制 

  edc 負責交換事

宜的主要有兩個單

位， 一個是學校的

國際處另一個是學

生團體叫做 open 

up  

。 國際處的負責老

師 Guylaine 人非常

友善，在交換期間及行前準備時有任何問題都可以問她，包

括選課、 住宿、 該注意的事項..等，她都會給予非常詳細的

回覆。 open up 則是 edc 裡面的一群學生所組成的類似社團

的一個組織，他們會幫每一個交換生分配一個 buddy， 這個

buddy 就是在 edc 裡就讀的本校生，有任何問題或需要幫助

的地方除了剛剛提到的老師也可以向自己的 buddy 詢問，另

外 open up 也負責舉辦各種大大小小的活動，在開學日的第

一天時便會帶著大家去巴黎有名的景點參觀，之後在每個週

末也會舉辦各種活動讓大家自由參加，但大部份的活動都需

要繳錢，像是去迪士尼的話門票也會比自己去迪士尼來的貴，

但這就很看個人， 也些人因此就不會選擇參加 open up 舉辦

的活動，有些人就覺得沒關係。但他們也會舉辦一些不需要



繳錢但又可讓大家同樂的活動，例如有一次就舉辦了各國美

食的交流會， 美個交換生先在家裡煮好該國的特色料理， 在

帶去學校一同與大家分享交換， 那個活動我就覺得特別有

趣。  

 

 
 
 
 
 
 
 
 
 
 
 
 
 
 
 
 
 
 
 
 
 



 
 

5.交換學校是否提供獎補助 

  EDC Paris Business School 並沒有提供交換生獎學金的補助，

若要申請獎學金只有東吳有提供補助。 

  

6.個人行程規劃 

  到處去旅行應該是所有交換生最期待的事了， 承如我上面

有提到的， edc 的課程屬於比較密集型的課程， 大約都在一

個月內會結束，再加上學期中間會有約莫十天的秋假， 因此

有非常多的時間可以讓同學好好的安排及計劃出遊。 除了在

法國旅遊外， 我去了義大利、 德國、 丹麥、 英國、 愛爾蘭、

土耳其， 以下就是我旅遊時的部分照片分享：   

 

 

 

 

 

 

 

 

 

 

 
 
 



 
 
 
 
 
 
 
 
 
 

 

 

 

 

 

 

 

 

 

 

 

 

 

 

 

 



 

 

8.個人感想與其他推薦 

  如果經濟與家庭都許可的話， 我真的覺得交換學生是一輩

子一定要做一次的事，光就學費的部分來說，交換學所負擔

的絕對比自費過去要來的划算許多，然後這對於大部份的同

學來說應該也是人生第一次一個人長時間到異地生活，不管

過去在台灣有多麼的依賴家庭的照顧， 在交換時生活上所有

的大小事都要自己處理， 這也是一個可以學習獨立的大好機

會。 除此之外就是可以學習其他國家的讀書風氣， 不論是去

哪一個國家交換，每個國家的學生及老師一定都有值得學習

的地方。 這次的交換真的讓我學到了非常多事， 除了變得更

成熟獨立之外， 也大大的拓展了我的眼界， 讓我對自己的未

來有了全新的方向。  

  最後我想要私心的推薦巴黎這個城市， 雖然來這城市已經

有十幾次了， 這次也待了半年的時間，可以說幾乎是對它瞭

若指掌了， 在這次交換中在巴黎也發生了幾件令人非常遺憾

又驚魂未定的插曲， 也知道巴黎並不是大家想像中的那麼美

好， 但它仍然是我全世界最愛的城市沒有之一， 它的美好是

會讓人成癮的，儘管有許許多多的缺點，但當你轉頭一看到

夕陽下的鐵塔， 那些缺點似乎又變成那麼微不足道， 大家有

機會一定要來好好地欣賞這令人又愛又恨的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