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出國研修⼼得報告內容⼤綱 
 

請於封⾯上⽅列標題(標題內容須含：選送⽣研修學年度/ 學期、 

薦送學校系所、年級、中⽂姓名、前往研修國家及國外研修學校名稱) 
 

研修學年度/學期 106學年度第⼀學期 

薦送學校、系所、年級 臺北科技⼤學、經營管理系、四年級 

中⽂姓名 林彥⾠ 

研修國家 法國 

研修學校 ESIEE Pa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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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請依規定⼤綱項⽬書寫，但格式不拘，可採⽤圖⽂並茂附加插圖 

字數限制：⾄少 2,000 字以上 

容量限制：8MB 

請另附研修相關照⽚原檔 20 張 

請勿呈現個⼈基本資料(⾝份證字號、出⽣年⽉⽇、電話、住址等) 

  



⼀、緣起 

⼤學的最後⼀年透過同學介紹得知，學校有交換學⽣的計畫，不僅僅

可以已較少的成本在國外唸書，也可以⾧時間深刻去體驗國外⽣活，

於是在匆忙的決定下當個延畢⽣前進陌⽣的地⽅。為何選擇法國呢？

法國屬於世界前幾⼤經濟體，與北科⼤合作的學校有好幾所都位在浪

漫的⾸都巴黎，在這時尚之都有著不少聞名國際的精品設計師品牌將

總部設在巴黎，想藉由這個機會好好的研究⼀下當地的品牌策略與⾏

銷⼿法，體驗國外成熟的市場機制，並好好瞭解箇中之奧妙處。

      
⼆、研修學校簡介 

ESIEE與北科⼤⼀樣是個理⼯很強的科

技學校，位於⼈稱⼤巴黎的郊區，地理

位置我個⼈認為⾮常的宜⼈居住，在

RER系統紅線Noisy Champs旁，附近也

有許多不同的⼤學，是個安靜治安還算

不錯的⼤學學區。學校的外型相當的特

別，在建築外的圓環還有著⼀隻象徵地

軸的裝置藝術，內部採光良好搭配清⽔

模的設計有種莫名的現代感，⽊質地板

年久失修斑駁的有點美中不⾜。設施上

影印、電腦、網路、健⾝器材等硬體設

備使⽤上相當的⽅便，軟體設備學校也

有提供類似校園⼊⼝網站的系統。 



⾷物⽅⾯學校提供了相當物美價廉的⾷物，有點類似IKEA餐廳式的點

餐⽅式，想吃什麼就拿隊伍的末端有著阿姨會跟你結帳，在巴黎⾷物

貴死⼈不償命的地⽅通常吃上⼀餐外⾷要花到20歐左右，學校的餐廳

是窮學⽣的不⼆⼈選，⼀道主菜約莫在3~4歐之間，前菜與點⼼飲料則

是1~2歐，通常⼀餐⼤約會花到5歐左右，餐廳分為上下兩層，上層為

教授與研究所學⽣，下層為⼀般學⽣區。 

三、國外研修之課程學習(課內) 

 

由於科系的關係我選擇了M.SC. Management of Technology-Information 

Systems (MOTIS)這個類似EMBA的科系，⾮常特別的是同學們來⾃全

世界各地，特別的是幾乎都有驚⼈的⼯作經驗，有的是某⼤廠的⼯程

師有的擁有⾃⼰的科技公司等等，在學制上MOTIS是屬於研究所，⽼

師來⾃歐洲各地，在教學上課程全以英⽂授課，內容涵蓋了資訊與管

理的科⽬，在課程的剛開始並不知道MOTIS為了使學⽣在兩年內拿到

學位，課程是幾乎每天每週朝九晚五的安排，在聽負責的教授介紹時

相當的吃驚，⽽交換學⽣可以選擇想要的課程，我選擇了ERP系統、

專案管理與國際⾏銷。 

課程之中⽼師的教學⽅式與台灣相當的不同，常常會主動的⾛向同學

將問題拋向我們，再由⼩組討論的⽅式逐⼀的發表各組的看法與⾒

解，⾏銷課程的期末報告更是令我⼤開眼界，各組的報告⽅式會隨著

組員來⾃的國家⽽⾮常的不同，德國的同學相當的有科技感、印度的

同學報告充滿著寶萊屋⾵格的⾊彩。在與同學討論、上台報告的同



時，可以不斷地精進⾃⼰的英⽂能⼒，也可以感受到不同⽂化不同國

家對於英⽂的⽤法，相當的特別。 

其實在法國英⽂的普及率是相當低的，於是學校⽅⾯要求我們每⼀位

⾮法語系國家的同學都必須上⼀週兩次的法⽂課程，在法語課程的開

始前會有紙本的測驗⽅便分組，⽼師通常是以法國⼈為主也有幾位教

授是來⾃法語系國家，課堂中以法⽂授課，⽼師講的⾶快前幾堂課真

的很煎熬， 經過了幾次震撼教育可以慢慢的跟上⽼師的進度，建議來

的同學們先在台灣有個基本的基礎，在上法⽂課時會⽐較容易進⼊狀

況。

 
四、國外研修之⽣活學習(課外) 

在⽣活上說難不難說容易也沒有到很輕⽽易舉，光是學校推薦的宿舍

⼀個⽉就要價500歐元左右，⾷物上外⾷通常⼀餐少則10歐左右，物價

⽅⾯其實是與台灣差距相當⼤，宿舍通常附設廚房，在學校周圍也有

很多超市、離亞洲超市也相當近，⾃⼰與朋友搭伙也可以省下不少的

開銷。 

交通則是⾮常的⽅便划算，可以買Navigo交通卡每⽉⼤約75歐元可以



將⼤巴黎、⼩巴黎的公眾交通⼯具搭到飽，學⽣也可以寄信去公司申

請價格半價的學⽣卡，⾏動網路我們都相當推薦Free這家電信公司，

每個⽉只要19歐有法國100G、法國境外25G的流量，相當的⽅便與划

算。學校離巴黎的Disneyland很近，如果有興趣不仿也可以辦張年卡慢

慢的享受Disney的美妙世界。 

  
在巴黎只要你擁有18~26歲居民⾝份，就等同擁有巴黎的博物館通⾏

證，這代表著巴黎幾乎所有的名勝景點（凱旋⾨、巴黎聖母院、凡爾

賽宮等）、博物館（羅浮宮、羅丹、奧塞美術館等）都可以免費參觀

⽽且不限次數，只要在簽證的⽇期內想去幾次都是沒問題的，這是個

相當不錯的福利，通常⼀個地⽅⾨票約莫在12歐左右，博物館通⾏證

48hr也要價50歐左右，⼤家不仿可以多花些時間透過這些博物館、名

勝古蹟好好享受著巴黎的浪漫與歷史，保證完全值回票價。 

在歐洲⾧時間居住還有⼀個好處，就是可以花很少的時間與價格拜訪



鄰近的國家，在這次交換學⽣的計畫中我與朋友⼀同拜訪了冰島、義

⼤利、英國、⽐利時、奧地利、德國、西班⽛等國家，並且透過提早

規劃⽐價、訂票的⽅式，通常去⼀個國家的成本都可以壓得很低，也

可以體驗⾶機、鐵路等不同的交通⽅式，如果有駕照的同學也不仿換

個國際駕照，可以在國外開⾞的體驗其實⾮常的新鮮與特別。  

 

 

  



五、與台灣學習環境之⽐較(請條列式列

舉)  

l 同學間⼩組討論機會多 

l ⽐較有機會遇到來⾃不同國家的同學

有特別的看法與⾒解 

l 教授常會臨時丟出問題 

l 期末成績單不會有排名 

l 期末報告會在期初就公佈主題、格式 

l ⼩組報告時同學各司其職⽐較不會有

冗員的存在 

l 外⽂全以該語⾔授課（法語） 

l 有任何課程需求可以和教授預約時間

討論 

 

六、研修之具體效益(請條列式列舉) 

l 可以深⼊體驗外國⽣活 

l 深刻體驗國際品牌的⾏銷策略與市場

定位 

l 法國學⽣福利多（博物館、歷史景點

免費） 

l 體驗國外課程安排與台灣的不同 

l 外語能⼒增強 

l 周遊列國⼤開眼界 

l 低成本國際旅⾏ 

  



七、感想與建議 

透過這⼀學期的交換真的⼼中有很多新的想法與⾒解，對於國外旅⾏

從無知到也不再陌⽣，也透過交換學⽣認識了許多來⾃各地的朋友

們，真⼼推薦只要有能⼒的同學⼀⽣⼀定要申請⼀次交換學⽣，對於

⼈⽣⼀定有很⾮凡的影響。旅居歐洲在出國交換前是個夢想，但才發

現原來出國並不是難事，透過深⼊瞭解法國可以了解到歐洲的歷史興

衰與悠久，⾝在台灣真的很難體會到⼤國的格局，⼩⾄⽣活⽅式⼤⾄

公司政策、策略是如此的超出我們想像，透過歐洲旅⾏體驗到歐洲各

國的⽂化差異與歐洲聯盟的⽅便性，在歐元區旅遊真的⾮常便利，透

過歐盟的整合將不同⽂化背景的國家們凝聚在⼀起，在參觀位於布魯

塞爾的歐盟總部時更是能了解歐盟對於國家發展有著重要性⾓⾊。 

我也透過延畢半年的時間好好的重新檢視我在⼤學之中所學的種種，

並且運⽤這個機會好好的重新規劃未來的⽣涯發展，⼈常說出了國格

局與看法會有很⼤的變化，⽽對於我來說曾經⼀⼼想要離開台灣這個

⿁島，在國外的半年看了不少的國家，真⼼的覺得台灣其實是個蠻適

合居住的地⽅，撇開政治與薪資問題不談，以台北市來說與歐洲各⼤

都市相⽐竟然有勢均⼒敵甚⾄更好的地⽅，硬體設備、社會福利等等

都不輸國際都市，也打消我⼀⼼想離開台灣

的念頭，半年說⾧不⾧⼀下就結束了，我也

會將這次出國研修的收穫永遠的運⽤在我未

來的⼈⽣當中。 



赴外研修調查表 

姓名：    林彥辰    所屬系所 / 年級：    經營管理系四年級   
聯絡資訊(同意公開)：                                         
研修國家：    法國   研修學校：    ESIEE Paris     
研修學期：n上學期  o下學期   當地研修科系：   Motis     
研修期間：西元  2017 年 9 月 11 日 至  2018 年 1 月 31 日 

初期規劃 
選擇此校原因：   學校位於巴黎地區    
是否有相對應科系：n 是(系所名稱   Motis    ) o 否 

赴外學校申請 
何時開始準備資料：西元   2016 年 10 月 1 日 
何時繳交資料提出申請：西元  2017  年 3 月 19 日 
何時獲得錄取通知：西元  2017 年 3 月 24 日 
申請所需資料清單(若有網址請提供)：                           

簽證申請 
是否需要申請簽證：n 是 o 否 
簽證費用：$ 1779   (新台幣) 
申請/核發簽證單位(如駐台辦事處)：     法國在台協會                        
申請簽證官方網頁：  https://www.france-taipei.org       
申請所需文件(請逐一列出)：   護照正本、法國註冊證明or入學許可、

英文或法文在學證明、簽證表格、財力證明     
申請所需時程：   2017/05/31   (申請日期)     2017/6/07      (取得日期) 

費用 
當地學校需繳交費用 
學費：   0    (新台幣) 
整體總開銷(含：簽證、交通、伙食、住宿等)：    300,000   (新台幣) 

課程與學分抵免 
選課方式： n 線上選課  o 紙本選課  o 其他：            
選修學分數上限與下限：上限          下限            
是否可跨系選課：n 是  o 否  o 其他：              
課程難易度：o 困難  n 普通 o 容易 
學分抵免 
� 是否有抵免學分：o 有  n 無 
� 學分抵免難易度：o 困難  o 普通 o 容易 
� 抵免學分數：_______堂課，共________學分 
� 當地研修之課程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   學分：        



                        __________________   學分：        
   北科大抵免課程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   學分：        
                        __________________   學分：        
語言學習資源：n 有 o 無 (如：語言學習中心) 
� 是否額外收取費用：o 是n 否 
請簡單說明學習的語言、方式及申請單位等 
    校內提供國際學生免費法文課    
                                                            

住宿 
交換學校所提供之住宿選項 
o交換學校宿舍 
n交換學校配合之校外租屋公司 
o交換學校提供之校外租屋資訊 
學校是否提供宿舍：n是o否： 
校內宿舍型式包含：n單人房n雙人房 o其他：     人房 
您採用的住宿方式： 
n 學校宿舍   雙  人房 o 寄宿家庭 o自行租屋 o其他：         
其他住宿資訊來源：o研修學校 o朋友  
                  o網路-網址：                                                               
住宿費用： 
您所住宿的房型費用 
$   18,500   (新台幣) o一週 n一個月 o一學期 
就您所知，其他房型費用： 
n單人房：$   20,000   (新台幣) o一週 n一個月 o一學期 
n雙人房：$   18,500   (新台幣) o一週 n一個月 o一學期 
o多人房：   人房：$        (新台幣) o一週 o一個月 o一學期 

交通 
研修學校是否有提供接機服務：n 是 o 否 
若有，是否收取費用：o 是 $            (新台幣) n 否 
 
 
學校附近交通工具 (距離可以步行距離計算) 
o公車 站名：                       (距學校距離：           ) 
  計費方式：                      
o火車 站名：                       (距學校距離：           ) 
  計費方式：                      
n捷運 站名：     RER Noisy Champs          (距學校距離：  步行五分鐘  ) 
  計費方式：                       
n公共自行車 站名：   RER Noisy Champs    (距學校距離：  步行五分鐘  )     
   計費方式：                      



o其他：                            (距學校距離：           ) 
   計費方式：                      
o無 

生活 
當地平均溫度(攝氏)範圍：   12~20     
校園內是否有提供無線上網(Wifi)：n 有 o 無 
住宿環境是否有提供無線上網(Wifi)：n 有  o 無 
當地英語使用普及率：o 偏高 o 普通 n 偏低 
當地物價與台北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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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換學校所在國家城市與比例   法國  vs.  臺北 2.5：1   
生活用品採買地點 
學校附近：請以條列式簡單說明店名、交通位置等 
   家樂福    RER Noisy le grand                     
   陳氏亞洲超市   RER bussy saint georges   
其他：請以條列式簡單說明店名、交通位置等 
                                                            
醫院診所與藥局 
學校附近：請以條列式簡單說明店名、交通位置等 
   學校附近有兩間藥局  步行五到十分鐘    
                                                            
其他：請以條列式簡單說明店名、交通位置等 
                                                            
                                                            

飲食 
校園 
n校內餐廳 o宿舍餐廳 o宿舍含廚房設備 o其他：                 
 
校外 
請大略分享校外附近用餐地點，並以條列式說明 
餐廳名稱：   Good Tasty   類型： 速食店 價位：  約8歐  步行距離： 三分鐘  
餐廳名稱：              類型：         價位：         步行距離：      
其他建議 
    外食價格非常的高，但法國人注重飲食，食物與服務都相當不錯   

其他建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