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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交換是⼀一直以來來都很嚮往的⼀一件事，可能因為親眼看過外⾯面的世界之

後就再也無法降⾃自⼰己限制在任何狹⼩小的空間裡，⽌止步不前。選擇法國交換是因

為法語是我的⼆二外，對於法國這個浪漫繁華⼜又神秘的國度有無限的好奇與憧憬。

ESIEE Paris 是⼀一所電⼦子與⼯工程為主的學校，學校位於巴黎黎市區外，搭乘地

鐵到市區⼤大約需要40分鐘。學校的造型很特殊，是⼀一位知名設計師設計的，校

內常常會租借給廠商拍攝廣告或電影，我們在學期間就遇⾒見見了了⼀一次廣告的拍攝。

因為是交換⽣生，北科⼤大相對應的學校也是⼯工科居多，所以在選課上⾯面幾乎沒有

⽂文科類的相對應課程，這是比較可惜的⼀一個部份。在ESIEE我們選擇了了

MOTIS， Management - Information System. 這是⼀一個管理理的研究所課程，但相

較於其他的電⼦子或⼯工程系已經算是與我們契合度最⾼高的了了。因為沒有太⾼高的學

分壓⼒力力，所以我們選擇的都是比較軟性的課程，不過說實話其他專業課程我們

也跟不上進度，因為來來休研究所課程的學⽣生們都是有⼀一定學習基礎或是在職場

打磨過⼀一段時間了了。課程是以全英⽂文授課的，有鑑於班上都是來來⾃自世界各地的

國際學⽣生，班上的氣氛非常的融洽，在⽂文化與⽣生活的相異異中打鬧適應與學習著。

很不同的是教授們很喜歡以討論的⽅方式來來激發⼤大家思考與辯論，或者是丟⼀一個

題⽬目讓組員集思廣益。我覺得這是⼀一個訓練合作與解決問題的好⽅方式，在時間

的壓⼒力力下，要去克服和包容個⼈人的差異異性，同時也是在快速的熟悉每⼀一個⼈人的

習慣和做事⽅方式，在這國際化的社會中，我想這是必要的⼀一個能⼒力力。 

法國在我的印象中是⼀一個浪漫之都，隨處可⾒見見的花店還有當街擁吻的情⼈人。

然⽽而初來來乍到的我們卻像是被現實打了了⼀一棍，不知所措。第⼀一課便便是被繁瑣的

⽂文書洗禮，在當地申請⼀一張銀⾏行行卡，不去銀⾏行行跑個⼗十次是拿不到的，厚重的資

料真的很嚇⼈人，⽽而銀⾏行行⼈人員看著我驚愕的表情就笑著說了了⼀一句句「welcome to 

France」。再來來便便是⽣生活的磨練，其實在法國英語是不常使⽤用的這件事去之前

就被警告過了了，但沒想到的是當地⼈人即使會些許英⽂文也不願意跟你說，於是我

們只好仰賴著兩兩年年的第⼆二外語，⽤用雛⿃鳥等級的法⽂文處理理⽣生活鎖事，好在會⼀一點



算⼀一點，沒有遇到什什麼⼤大問題，頂多聽不懂價格，說錯物品名稱，鬧幾出笑話

⽽而已。所以很羨慕會兩兩三國語⾔言的同學，才驚覺語⾔言真的⾄至關重要，他是開闊

⼈人⽣生的另⼀一把利利器，沒有了了語⾔言的相通性，那做什什麼都會多30%-50%的困難

度。 

然⽽而法國卻還是那樣迷⼈人的⼀一個國度，因為是學⽣生，我們參參觀許多地點都

是免費的，博物館美術館裡的真跡讓我驚艷，沒想到我真的能夠親眼欣賞⼤大藝

術家們的作品，感動得都要流淚淚，有的時候走著走著就忘記了了時間，看著學⽣生

們在⾓角落落臨臨摹或練習勞作，不禁會⼼心⼀一笑，多麼好的環境才孕育出這麼多優秀

的⽂文藝作品，才讓法國電影在影壇與時尚界始終保有⼀一席之地。在地鐵或是香

榭麗舍⼤大道的噴泉旁，⼈人們都會靜靜地閱讀⼿手中的書籍，那是他們⾃自成⼀一格的

世界，才知道沒有了了低頭滑⼿手機的⼈人群，是⼀一個多美的畫⾯面。 

在法國的這段時間，我與同伴也走訪了了⼀一些城市。阿姆斯特丹丹是我最喜歡

的地⽅方，那裡雖然充斥著⼤大⿇麻⾦金金錢與性，但卻是⼀一個讓⼈人及其放鬆的地⽅方，梵

⾕谷博物館後⽅方的⼤大草坪被陽光襯得鮮綠，情侶、家⼈人、友⼈人們隨地⽽而坐，聊著

笑著。我想那是⼀一個⼈人⺠民⾃自得其樂的城市，無論什什麼煩惱壓⼒力力都能拋諸腦後的

地⽅方。然⽽而英國也是我很喜歡的國家，但它卻是陰暗隱晦的，空氣中瀰漫著神

秘的氣息，或許這就是為什什麼哈利利波特能過在那裡現形的原因吧。⽽而我們都說，

去過了了英國的公園，其他地⽅方的公園就都不值得⼀一看了了，那種氣派，那種⾃自然

與光影的相互照應，真的是能夠屢屢獲⼈人⼼心的。池塘邊的鴨群、⿃鳥群和天鵝暢遊

在波光中，很是可愛，⾯面對拿著相機的⼈人們，他們也毫不令⾊色，那滿園⾦金金黃的

落落葉映著⼈人們臉上的笑容，很美。 

徘徊在歐洲的我們很幸運沒有遇到什什麼困難，也是應著這次機會有幸在異異

國他鄉暢遊了了⼀一段⽇日⼦子。過於年年輕的我們還有許多要學，⽽而踏出舒適圈僅僅是

第⼀一步，也是因為年年輕所以吃的苦都算是⼀一份收穫，在國際化的環境中學著應

對學著⽣生活。每⼀一次旅⾏行行都是在告別過去，我們也終究越來來越明⽩白⾃自⼰己的⼈人⽣生

想要⽤用什什麼樣的姿態渡過。 







赴外研修調查表 
姓名：   丁艾明             所屬系所 / 年年級：    四英四                  
聯聯絡資訊(同意公開)：                                         
研修國家：   法国         研修學校：      ESIEE Paris                       
研修學期：■上學期  □下學期   當地研修科系：   MOTIS             
研修期間：⻄西元   2016 年年 8 ⽉月 24 ⽇日 ⾄至   2017  年年 1 ⽉月 31 ⽇日 

初期規劃 
選擇此校原因：   ⼆二外是法⽂文                                           
是否有相對應科系：□ 是(系所名稱                     ) ■ 否 
校⽅方網⾴頁網址：   http://www.esiee.fr/                                           

赴外學校申請 
何時開始準備資料：⻄西元  2016     年年  2 ⽉月 1  ⽇日 
何時繳交資料提出申請：⻄西元  2016  年年   ⽉月   ⽇日 
何時獲得錄取通知：⻄西元  2016   年年  3 ⽉月 16  ⽇日 
是否需繳交保證⾦金金: ■  是，$    30000        (新台幣)  □ 否 
申請所需資料清單(若若有網址請提供)：                                                      
研修學校聯聯絡窗⼝口(單位/⼈人+電話/信箱) 
  Leïla Zadi       leila.zadi@esiee.fr                                                    

簽證申請 
是否需要申請簽證：■ 是 □ 否 
簽證費⽤用：$    1961        (新台幣) 
申請/核發簽證單位(如駐台辦事處)：     法國在台協會                       
申請簽證單位官⽅方網址：         http://www.france-taipei.org/-
%E6%B3%95%E5%9C%8B%E5%9C%A8%E5%8F%B0%E5%8D%94
%E6%9C%83-                             
申請所需⽂文件(請逐⼀一列列出)： 護照，長期簽證表格，照片，⾝身份
證，學習動機和⽇日後⽣生涯職業規劃的說明，個⼈人學經歷(CV) ，財⼒力力
證明，已繳交費⽤用的收據                                  
申請所需時程：    1週        (申請⽇日期)              (取得⽇日期) 
簽證流程:    線上繳交資料，⾯面試，領取簽證                                                

出發前準備階段 
機票何處購買:    skyscanner           購買網址: https://
www.skyscanner.com.tw/?ksh_id=8e0ec6e5-ab7a-4e74-



b555-3e9a075219ff&associateID=SEM_GGT_00065_00032&gclid=CO
TDwKuU39ECFQybvAod0skECQ&associateid_proc=true                                    
研修學校是否有提供接機服務：■ 是 □ 否 
若若有，是否收取費⽤用：□ 是 $            (新台幣) ■ 否 

課程與學分抵免 
學期起始⽇日期： 2016  年年  9 ⽉月  19 ⽇日 ~ 2017  年年  1 ⽉月 31  ⽇日 
學制(學年年劃分)是否與台灣相同: □ 是  ■ 否 ，             
可申請科系及課程(若若有網址請提供)  
M.Sc. management-informations systems 
Master computer science - Diplôme d'ingénieur 
Master of electronics - Diplôme d'ingénieur 
選課⽅方式： ■ 線上選課  □ 紙本選課  □ 其他：            
選修學分數上限與下限：上限        下限              
是否可跨系選課：□ 是  ■ 否  □ 其他：              
課程難易易度：□ 困難  ■ 普通 □ 容易易 
授課語⾔言:    英⽂文          
學分抵免 
• 是否有抵免學分：□ 有  ■ 無 
• 學分抵免難易易度：□ 困難  □ 普通 □ 容易易 
• 抵免學分數：_______堂課，共________學分 
• 當地研修之課程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   學分：        
                        __________________   學分：        
   北科⼤大抵免課程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   學分：        
                        __________________   學分：        
語⾔言學習資源：■ 有 □ 無 (如：語⾔言學習中⼼心) 
• 是否額外收取費⽤用：□ 是 ■ 否 
請簡單說明學習的語⾔言、⽅方式及申請單位等 
             每週會有兩兩次法語課，按照個⼈人程度分班上課                                               
                                                            

學費 
當地學校需繳交費⽤用 
學費： 
□是，約$          (新台幣)  ■否 
是否需購買教科書:  



□是，約$          (新台幣)  ■否，來來源                      
其他項⽬目：             費⽤用：             (新台幣) 
是否提供獎助學⾦金金: □是 ■否 

住宿 
住宿地點:     Ampere                                                
住宿申請時間:                
是否需要保證⾦金金: ■是，$     30000       (新台幣) □否 
學校是否提供宿舍：■是 □否 
校內宿舍型式包含：■單⼈人房 ■雙⼈人房 □其他：     ⼈人房 
您採⽤用的住宿⽅方式： 
■ 學校宿舍  1   ⼈人房 □ 寄宿家庭 □⾃自⾏行行租屋 □其他：         
其他住宿資訊來來源：■研修學校 □朋友  
                   □網路路-網址：                                                               
住宿費⽤用： 
您所住宿的房型費⽤用 
$     20000         (新台幣) □⼀一週 ■⼀一個⽉月 □⼀一學期 
就您所知，其他房型費⽤用： 
□單⼈人房：$                 (新台幣) □⼀一週 □⼀一個⽉月 □⼀一學期 
■雙⼈人房：$        17000     (新台幣) □⼀一週 ■⼀一個⽉月 □⼀一學期 
□多⼈人房：   ⼈人房：$        (新台幣) □⼀一週 □⼀一個⽉月 □⼀一學期 

交通 
學校附近交通⼯工具 (距離可以步⾏行行距離計算) 
■公⾞車車 站名：                       (距學校距離：           ) 
  計費⽅方式：                      
□火⾞車車 站名：                       (距學校距離：           ) 
  計費⽅方式：                      
■捷運 站名：      Noisy Champ      (距學校離： 5分鐘        ) 
  計費⽅方式：      按距離計費                
□公共⾃自⾏行行⾞車車 站名：                 (距學校距離：           )            
   計費⽅方式：                      
□其他：                            (距學校距離：           ) 
   計費⽅方式：                      



□無 

住宿附近交通⼯工具 (距離可以步⾏行行距離計算)(若若鄰近學校，此項可略略) 
□公⾞車車 站名：                       (距學校距離：           ) 
  計費⽅方式：                      
□火⾞車車 站名：                       (距學校距離：           ) 
  計費⽅方式：                      
□捷運 站名：                       (距學校距離：           ) 
  計費⽅方式：                      
□公共⾃自⾏行行⾞車車 站名：                 (距學校距離：           )            
   計費⽅方式：                      
□其他：                            (距學校距離：           ) 
   計費⽅方式：                      
□無 

*整體總開銷 (含簽證費、機票開銷、學校雜費、住宿費、⽣生活費等
所有開銷)： 
        25萬                       (新台幣) 

⽣生活 
當地平均溫度(攝⽒氏)範圍：   -9到25              
衣著建議:   冬天需要厚外套，⼿手套及帽⼦子，會下雪                   
當地與台灣之時差(快或慢幾⼩小時):  夏天6⼩小時冬天7⼩小時               
校園內是否有提供無線上網(Wifi)：■ 有 □ 無 
住宿環境是否有提供無線上網(Wifi)：■ 有  □ 無 
當地英語使⽤用普及率：□ 偏⾼高 □ 普通 ■ 偏低 
當地主要語⾔言:    法語        其他語⾔言:            
當地物價與台北之比較 
例例如：捷克布拉格vs.台北為1.2比1 (即為當地物價比台北貴20%) 
                  2比1                                          
⽣生活⽤用品採買地點 
學校附近：請以條列列式簡單說明店名、交通位置等 
     走路路10分鐘Super U   宿舍樓樓下有⼩小超市                                                    
     地鐵3站到達家樂福                                                       
其他：請以條列列式簡單說明店名、交通位置等 



                                                            
醫院診所與藥局 
學校附近：請以條列列式簡單說明店名、交通位置等 
    宿舍樓樓下有藥局及⼀一間診所                                                        
                                                            
看診或就醫費⽤用: $            (新台幣)，所需證件:               

其他：請以條列列式簡單說明店名、交通位置等 
                                                            
                                                            

飲食 
校園 
■校內餐廳 □宿舍餐廳 □宿舍含廚房設備 □其他：                 

校外 
請⼤大略略分享校外附近⽤用餐地點，並以條列列式說明 
餐廳名稱：              類型：         價位：         步⾏行行距離：      
餐廳名稱：              類型：         價位：         步⾏行行距離：      

其他建議 
  學校對⾯面的街道有許多店家，但可以依個⼈人預算考慮⼀一下，因為歐
洲外食普遍偏貴，⾃自⼰己煮會省很多錢                                                          
                                                            

其他 
該國家或該學校提供之其他補助或福利利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其他建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