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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緣起(申請海外研修/申請該研修學校動機) 
   其實我從大三才開始意識到學校的交換機會，導致整個準備很趕，準備雅思檢定和自傳，而在我準備的期間，

想要去交換的心越來越堅定，查了很多IESEG學校的資料，也看了很多學長姐的經驗分享，加上家人的支持，更

覺得這是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人生能有幾個那麼長的時間給你旅遊，而且只要付東吳學費，就能在國外上課。 

   我會想去法國交換是因為我對法文很有興趣，之前有利用課外時間學法文，而且IESEG的地理位子很好，不

管到倫敦、巴黎、比利時、荷蘭、德國都很方便，加上IESEG是一間很國際化的學校，每學期有百位國際交換生，

就像一個小小聯合國，不僅可以跟法國生上課，還可以跟來自世界各地的學生一起學習，就連老師都是來自世

界各地的，課程很多都是用英文授課，不用擔心法文不好，還可以訓練英文能力。 

• 海外研修課程學習經驗(請就您研習期間所選修課程內容與經驗進行敘述。若有特別需要注意之修課事

項，亦請於此處呈現) 
    交換期間我都是修密集課程。所謂密集課程Intensive courses就是一個禮拜可以結束一堂課，都是2 

ECTS，從禮拜一到禮拜四，每天早上8點10分上課，上到中午12點30分，禮拜五舉行考試，有些老師會在禮拜

四的時後要求學生上台報告，考完試後一直到1月成績單才會出來，到時你可能已經回國才知道有沒有拿到學

分。學校規定交換生要修20 ECTS，每堂課滿分20分，交換生標準是10分即過。上密集課優點是很方便安排旅遊，

時間很彈性，缺點是上課時間不長，內容不深，也較少時間和同學相處，比較難深交朋友。另外，就是一般課

程Extensive courses，就像東吳這樣，每周上一次，有期中期末考，期末考在12月中，因此要旅行的人時間上就

比較難安排，但是通常可以和班上同學培養深厚情誼。 
    8月的最後一個禮拜是新生訓練，也是跟國際生第一次見面的時候，不同語言不同膚色的學生擠滿了講堂，

聽著演講老師在台上操著有口音的英文，介紹一切如何運作，如何選課，發放入學須知手冊(此時就是你後悔當

初沒有精心挑選照片上傳的時候)，告訴你學校wifi 密碼，調侃一下里爾天氣。前兩天學校的International Club
中午會提供午餐，法式三明治一條，國際生在學校裡的一切活動都是International Club辦的，至於活動不外乎是

pub喝酒聊天、city tour、或是到阿姆斯特丹等一些鄰近景點旅遊，透過這些活動是迅速認識其他人的好方法，

至於活動本身好不好玩就見仁見智。 
    第一堂密集課我修的是Cross-cultural Relationship Marketing And International Negotiation，這堂課限制只能國

際生修，法國生不能修，探討各國文化差異，非常好玩，尤其每位學生都是活生生的例子，第一堂課老師要求

我們分組，還限制不能跟相似文化的人一組，讀一篇論文，禮拜四的時候要上台報告，這是我第一次和不同國

家的人一起討論報告，既期待又害怕受傷害，還好最後報告順利完成。 
    New Product Development And Diffusion這堂課是一位義大利老師，口音比較重，上課要很專心聽，不過老

師人很好，老師最在意的點是上課不要講話，其他的部分都很寬容，禮拜四上課上到一半臨時要我們分組，在

下課前要依據老師提供的題目，做powerpoint上台報告，此舉雖然很刺激但是令人壓力很大，老師不會刁難學生，

如果有認真上課，老師絕對不會當你。 
   那是什麼課認真上課、認真報告、認真考試還被當呢? Advertising And Creativity in Communication這堂課，

老師第一堂課就表示希望我們不要帶筆電上課，用筆寫下來的筆記對學習比較好，這對習慣帶筆電上課的西方

學生是一種打擊，大家第一堂課乖乖把筆電收起來，但是從第二堂課開始大家還是按耐不住開了筆電，因為老



師比較嚴肅一點，言下之意，就是上課很無聊，不過教學很認真。但是外國老師真的難以捉摸，害我現在回台

還要補考。 
   還有什麼課更難以捉摸的呢?非International Dimension and Consumer Behavior莫屬，我選了這堂課，但是這禮

拜我到維也納旅行了，所以我一堂課都沒去上，報告沒做，考試沒去考，結果成績單出來，我竟然過了! 
   The Leadership Experience-Planning for The Unexpected這堂課應該是我修過最有趣的課，在電腦教室上課，第

一堂課一進教室，老師就已經幫我們分好組了，不虧是德國人很嚴謹，四人一組，老師要我們運用一種特別的

電腦軟體，假設我們每組都是分析小組，情境是要評估現在要蓋一個體育場，預算要怎麼考量，要蓋多大，贊

助商要怎麼安排，這一切都可以依據那個特別的電腦軟體裡分析出來，在軟體裡面你可以跟Chairman講話，跟

Financial Manager開會，跟贊助商談條件，非常值得修的一堂課，會學到很多東西。 

 
 
〔左圖〕新生訓練在講堂進行。 

〔中圖〕International Club舉辦的餐敘活動。 

〔右圖〕第一堂課的組員(墨西哥人、中國人、巴基斯坦人)。 
 

• 海外研修課外生活經歷(可自由抒發於修課外之食衣住行等面向的生活體驗) 
(1)在旅遊的部份: 

    我8月1號飛到巴黎戴高樂機場，先在巴黎玩了一個禮拜，之後搭TGV法國高速火車到里爾Lille，在我的住

處，把我總共加起來快50公斤的行李卸下，扛著行李先到巴黎玩是一個失敗，因為巴黎地鐵沒有電梯又擠，而

且樓梯不是普通的多和長，好險路途中有遇到幾位紳士拉我的行李一把(不是要搶劫的那種)，不然我絕對回不了

里爾。在里爾休息兩天之後，帶著輕便的行李在巴黎戴高樂機場睡了一晚，準備明天一早7點的廉航到葡萄牙波

爾圖Porto，波爾圖是一個耐人尋味的美麗世界文化遺產。接著，坐火車來到首都里斯本Lisbon，吃葡式蛋塔，

好喜歡葡萄牙人的純樸和親切，我和旅伴常常說葡萄牙是一個被遺忘的國家，因為不管在網路上或是旅遊書記

載葡萄牙旅遊的資訊是少之又少，但是是我少數想再訪的國家之一。8月16號鐵道旅行來到了西班牙馬德里

Madrid，已想念米飯的我們，立馬衝去吃西班牙燉飯，直接用生米去燉，讓米飯硬硬的，跟台灣口感的截然不

同。接著來到瓦倫西亞Valencia和巴塞隆那Barcelona，趕在新生訓練之前回到里爾上課。 



 
〔左圖〕與旅伴在巴黎鐵塔前照相。 

〔中圖〕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的葡萄牙波爾圖老城區，和吃著名的溼答答三明治Francesinha。 

〔右圖〕在西班牙巴塞隆納和世界著名景點高第Gaudi的聖家堂拍照。 
 
   9月12號搭了17小時的巴士從里爾到捷克布拉格Praha，玩了三天之後到卡羅維瓦立Karlovy Vary小鎮，非常

像電影佈景，美的不真實，在那裏遇到很多台灣觀光團，在路上聽到台語有種想哭的衝動，他最有名便是溫泉，

路邊有賣溫泉杯，讓你拿來直接飲用路上冒出的溫泉，非常……不好喝，礦物質味很重。捷克最後一站庫倫洛

夫Cesky Krumlov，台灣人號稱的童話小鎮，名不虛傳。搭Student Agency巴士前往奧地利維也那Wien，到達時

凌晨4點，地鐵還沒開，在寒風中等了快2個小時，為了省錢時間再奇怪時間的巴士也搭就是我們窮學生的心聲，

還好維也那的優美平衡了旅遊的各種身體極限。因為地理因素讓我們決定接下來造訪，斯洛伐克Slovakia首都布

拉提斯拉瓦Bratislava，對這個國家一無所知，但從路上一些詼諧的銅像可知，這是一個可愛的城市，事實上也

是如此，當傍晚坐在多瑙河畔時，想起台灣的一切，好想哭阿! 這趟旅行最後一站來到了匈牙利的布達佩斯

Budapest，充滿神秘色彩的城市，我們一到住處，host就煎蛋給我們吃，還告訴我們哪裡好玩，立刻感受到匈牙

利人的友善和這城市的魅力。搭上廉航回里爾。 



 
 
〔左圖〕庫倫洛夫Cesky Krumlov，童畫小鎮。 
〔中圖〕維也那傳統小吃，香腸配麵包。 

〔右圖〕布達佩斯Budapest的城堡城門。 
 
    9月28號到荷蘭阿姆斯特丹Amsterdam進行四天三夜的旅遊，運河穿插在街道中，超級典型的荷蘭風情，跟

想像中沒有落差，但仔細一看，會發現這是一個非常奔放的國家，下午即可以看到櫥窗女郎在對男性路人拋媚

眼，連紀念品店的紀念品都是限制級的，路上一間一間的coffeeshop(賣大麻店)，隨處可以聞到大麻味，那是一

種一生聞過一次就不會忘的味道。10月初又去巴黎，這次去看瘋馬秀。10月5號是雙十國慶的里爾場次，台灣駐

法大使在里爾與台灣人的餐敘，吃到了很多台灣料理(只要上網登記就可以參加喔!)。10月8日去比利時布魯日

Brugge一日遊，吃到正宗的比利時鬆餅，非常好吃!10月11號參加學校合作的旅行社cice voyage去巴黎迪士尼一

日遊，正好是萬聖節期間，整個園區都是南瓜裝飾。由於念念不忘台灣菜，隔天再去巴黎參加雙十國慶巴黎場，

在長榮飯店舉行，菜色比里爾場更加豐富，不愧我從里爾特地來。10月18號搭eurolines巴士到德國法蘭克福

Frankfurt，德國豬腳用烤的，皮脆脆的像餅乾，湯汁都鎖在裡面，刀一切下去豬油與湯汁從肥肉滲出溢滿整個盤

子，德國物價比法國便宜，相對的物美又價廉，人非常親切，遇到好幾次，在找路時，有德國人主動上前問有

需要幫忙嗎?下一站前往柏林Berlin，柏林非常好玩，但是，是我少數覺得相當沉重的旅程，尤其參觀柏林圍牆、

集中營、猶太人博物館之後，每個遺跡都是那麼令人毛骨悚然。接著搭上廉航前往比利時布魯塞爾Brussels，看

尿尿小童和吃鬆餅，搭iD Bus回里爾。 
 
 



 
 

〔左圖〕荷蘭阿姆斯特丹有名的字體標語。 

〔右圖〕德國柏林布蘭登堡門前跳躍。 

 

    11月7號搭Eurolines巴士到德國慕尼黑，我們錯過了啤酒節，但是慕尼黑依舊好玩。新天鵝堡外觀非常夢幻，

吸引了我們也吸引了大批觀光客，購票後要按時間入場來分散人潮，我們的入場時間是下午3點半，還有很多空

閒便先前往隔壁的舊天鵝堡和阿爾卑斯山湖，由於景色太美拍照拍到忘記時間了，看了一下手錶離入場時間只

剩20分鐘，我們則一路狂奔到新天鵝堡，由於在山腰上，加上天氣寒冷，奔跑時吸入一堆冷空氣，真的覺得快

死了，終於到達時還是超過時間了，只好硬著頭皮去求售票員能否讓我們進場，好險我們在德國，他說沒問題

便立刻幫我們安排下一場入場時間。隔天我們上了阿爾卑斯山的楚格峰，上面白雪靄靄，是我第一次見到雪!在
雪裡滾來滾去，狂拍照還錄影，在冰天雪地裡玩了一整天。由於地理位子相近，我們隔天前往奧地利的薩爾斯

堡Salzburg，是神童莫札特的故鄉，它沒什麼世界級的景點，主要是感受小鎮的街道和氛圍，非常精緻的城市。

11月14號前往海德堡Heidelburg，跟里爾相像，是一座大學城，在車站遇到一位老爺爺幫助困惑要怎麼買票進城

的我們，他毅然決然地跟我們一起搭上電車進城，到站時，他表示等等他和一位老朋友有約，但時間還沒到，

可以先給我們免費的城市導覽，我們覺得很開心但又有點不好意思，他沿路介紹街道的歷史，還主動幫我們拍

照，老爺爺還會講韓文，知道台灣很多城市例如嘉義之類的，覺得不可思議的結束了這一天，但是，把這奇事

po上臉書之後，有人回應他上次來海德堡也遇到同一個爺爺，於是我們懷抱著疑惑開始了第二天的旅程，結果

到相同車站又看見爺爺在那裡徘徊，覺得毛毛的，便故意往前走一個站避開他。回里爾搭Eurolines巴士，先到

布魯塞爾轉車，但上一台巴士delay，導致我們要轉的下一台車已經開走了，那時已經是晚上10點多了，我們還

在比利時，明天一早有密集課，而Eurolines服務處表示下一台往里爾車是早上6點，如此一來便趕不及上課了，

在深夜拖著行李的我們不知何去何從，可能真得看起來很可憐巴，服務處叫住我們，要我們等一下，叫了一台

計程車把我們從比利時載回法國，免費! 
 



 
〔左圖〕德國慕尼黑BMW博物館。 
〔中圖〕阿爾卑斯山楚格峰。 

〔右圖〕德國海德堡的謎樣爺爺。 
 
     12月前兩個禮拜去了義大利，先到龐貝古城Pompei，了解維蘇威火山和道地義大利披薩的威力，隔日搭火

車前往我最期待的羅馬Rome，其實整趟歐洲之旅我都蠻小心尤其在保管自身財務方面，只有在捷克被摸過包包

一次，後來都沒有類似案例，直到來到了義大利!真是一個邪惡但又超級好玩的國家。在羅馬地鐵我的後背包整

個被大拉開，還好我及時發現，回瞪拉我包的人，他竟若無其事的走開，接下來到了佛羅倫斯Florenze，我坐在

麥當勞裡吃東西，發現竟有人在摸我外套的口袋，想偷我的手機，又被我發現，回賞他一記拳在他背上，他也

不痛不癢的走掉。在經過旅城中一些些不愉快經驗後，來到了威尼斯Venezia，你能想像它有多漂亮，它事實上

就是這麼漂亮，搭乘貢多拉穿梭在房屋之間，再通往大運河欣賞夕陽，有如夢境般。最後一站來到了米蘭Milano。 
12月後兩個禮拜來到了南法，從亞爾薩斯省Alsace開始，参觀史特拉斯堡Starsbourg和柯爾瑪Colmar的聖誕市集，

再南下到里昂Lyon，法國第三大城，越接近冬天的天氣越不好，而我記憶中的里昂是一直下雨。再往南邊的亞

威農Avignon，天氣就開始放晴了，跟梵諦岡相似，曾經是教宗國，城牆包圍著整個城市，主有幾個特定入口可

以進出。旅程來到了萬惡之都馬賽Marseille，由於靠近北非，馬賽有非常多的移民和穆斯林，一個最不像法國的

地方，我們幾個女生傍晚走在路上就一直被騷擾，我們是為了要看它美麗的海岸而來的。接著去了尼姆斯Nimes
和加德水道Pont du Gard，是在法國的羅馬人遺跡。尼斯Nice坎城、Cannes和摩納哥Monaco，都相鄰於蔚藍海岸

旁，最佳避寒勝地。 
 
 

 
 



 

〔左圖〕羅馬競技場 
〔中圖〕搭乘貢多拉行使在大運河上。 

〔右圖〕加德水道Pont du Gard，兩千多年前羅馬人在此蓋了壯大的地上水道。 
 
    整趟歐洲之旅最後一站是英國，我們從里爾搭Megabus去倫敦，我終於聽得懂路人在講什麼了，好欣慰。經

過這麼多城市後，如果要進行排名，英國絕對是我第一名想再訪的國家，倫敦的整個城市氛圍太驚人了，它跟

巴黎很相似有強大的城市魅力，但是不像巴黎這麼擁擠，反而給人一種舒服的感覺。12月29日前往大英博物館，

可以說是我看過最厲害的博物館，因為裡面展了各式各樣不是他們的文明，從中南美洲馬雅文明到復活島的石

像他們都有，不收門票是正確的，裡面根本沒幾樣是他們自己的東西阿。那晚吃了Fish&Chips，超~難~吃~!連
超市的食物也可以難吃又貴，事實上英國食物其實很好吃，例如:他們港式飲茶和印度料理很厲害(殖民關係)，
難吃的是他們的傳統食物。隔天前往巴斯Bath看羅馬浴場，下午去巨石陣，晚上在Queen’s Theater看悲產世界舞

臺劇。哈利波特Studio超級好玩，裡面全是拍片真得使用的佈景。2014年最後一天，在倫敦眼煙火下跨年。1月1
號街上有LNYDP新年遊行，西敏寺Westminster 、Abbey柯芬園、Covent Garden、聖保羅教堂St. Paul Church、
大笨鐘Big Ben、倫敦塔橋Tower Bridge、海德公園Hyde Park有冬季遊樂園。 
 

 
〔左圖〕國王十字車站King’s Cross的哈利波特9又4分之3月台。 
〔中圖〕倫敦眼前跨年。 
〔右圖〕LNYDP(London New Year Day Parade)倫敦新年遊行。 

 

 
(2)食的部分: 
    我平常在里爾上課會去地鐵St. Philibert站搭56號公車到里爾最大的超市Auchan採買，比家樂福便宜，或是

到中國超市買泡麵，有一家叫美香的在Wazemmes站，是最近的，但不是最便宜的，比較多樣的話可以去巴黎士

多Paris Store，在地鐵Teleport站，很遠接近比利時，我只有旅行時才會吃餐廳，吃它們傳統料理的部分，平常上

課我都自己煮，沙茶醬醬油等在美香都買的到，在老里爾區有幾家Kabab，是像沙威瑪那樣，一個6歐上下，很



好吃非常飽，老里爾也有很多家餐廳賣北方料理很不錯，在Rihour站大廣場那裏，有一家里爾最有名的甜點店叫

Meert，價錢不便宜但是值得嘗試，它最有名是千層派，法國最便宜是法國麵包(里爾1歐以下)，切記一定要在麵

包店買，不要在超市買，非常難吃，它們麵包店的麵包超很有水準。 
 
(3)衣的部分: 
    在那裡最好買的便是衣服了，在小的鎮都會有H&M，不用排隊，Zara、Mango、Bershka、Gap隨處可見，

從台灣帶來的衣服好多原封不動又帶回去。 
 
(4)住的部分: 
    我在里爾住邱媽媽家，出去旅行的時候，最大考量就是交通(地理位子)再來價錢，我大部分都是住青年旅舍

hostel，有時為了要住更省會住到混宿(男女混)。有時後會住 Airbnb，類似 coachsurfing 住在當地人的家，但是

要錢的，好處是有廚房可以下廚省錢，選到評價較好的 host 還會提供旅遊資訊，我還住過提供免費牛奶，還煎

蛋給我們吃。 
(5)行的部分: 
    我在里爾上課都是坐地鐵到 Crmontaigne 站，再搭 18 號到 Soferino 站下車。我到別國家旅遊大部分都搭巴

士、廉航、火車。巴士: Eurolines: 是歐洲最多點最大的巴士公司，我旅行很常搭，價錢便宜，品質還可以，我

從里爾搭到布拉格整整 17 小時 ID Bus: 是法國的巴士，我很常搭他來回里爾巴黎。Megabus: 是英國巴士，我

去倫敦的時候有搭乘，不是說很便宜普通而已，反正一切跟英國相關的東西都貴，比起歐洲之星已經便宜一半

了。廉航:如果覺得有些地方太遠，巴士要坐很久，廉航其實並不貴，只要不拖運蠻划算的。Skyscanner 很好用，

可以同時比價各個廉航的價錢，因為有些廉航去官網買，每點一次就會加價超賤，比好價再點比較划算 
Easyjet 是歐洲廉航，也是我最常搭的，價錢波動很大，要常常上去看。Ryanair 也是廉航，有時價錢超級便宜，

但是他最大缺點就是他停的都是小機場非常之偏遠，要到市中心要花一筆錢，通常如果機票沒有 18 歐以下，搭

Ryanair 就不划算(遇到有經驗的台灣人說的)。火車:歐洲鐵路 sncf，火車是所有交通工具最貴的，我在葡萄牙西

班牙玩的時候，在台灣飛達旅行社有買歐洲任選四國通票，兩個月內可以選擇 5 天到 9 天中間在任選相鄰四國

裡無限次搭乘，我選葡西法比。另外，我有辦 Card de Jeune 青年卡，付 50 歐ㄧ年內搭乘 sncf 火車都有青年優

惠價，我在法國境內完的時候用這張卡省很多錢。 
 

• 海外研修對個人的具體效益與感想 

 

    這趟旅行我成長很多，而成長過程不一定都是快樂的。搬著行李從車站走到旅社再從旅舍走到車站、巴士

坐到屁股爛掉、分組分到地雷組員、語言不通的無力感、思鄉之情無處宣洩、被法國銀行整慘、旅行前的一堆

功課、睡眠不足、住青旅要特早起起床搶熱水……等，這些都是旁人無法體會的，但是經過這些鍛鍊，我變的

更加獨立，更有規畫，也更敢講英文了，重點是體力變好，我們旅行的原則是5公里以內都是可以用走的，搭地

鐵是一種冤望錢。 

    在IESEG上課，讓我學習到如何成為一位有想法的人，他們上課態度是很鼓勵學生發表意見或是質疑老師

的，在分組討論中，每個人都必須提出己見，在進行辯論，達到共識。幾乎每堂課都有報告，老師很注重學生

的意見和想法。有些老師上課很活潑，會發明一些遊戲，讓我們藉此瞭解某個觀念。西方學生很習慣上課帶筆

電，遇到不懂的地方，馬上查詢，很多老師在介紹新觀念時不會直接給你明確答案，要學生們一直舉手發表個

人見解，老師再修正成正確的定義，這樣可以促進我們在課堂中不斷的思考。 

    這半年是我生活最充實的期間，上課期間每天6點半起床，周末立刻去鄰近小鎮旅遊，禮拜一在回來上課，

旅遊期間也不能睡太晚，感覺要把每一天都塞得滿滿的才划算，我也養成作日記的習慣，把一切點點滴滴都記



錄下來，現在讀那些文字，又覺得好不真實，感覺這半年是做了一場刻苦銘心的夢。 

 

• 建議前置作業注意事項(簽證申請、申請住宿等) 

    當初我預計於8月1號出發到法國，在2月中就買了阿聯酋的學生機票，來回36,100台幣，托運可至30公斤，

在杜拜轉機，阿聯酋飛機很舒適，機上娛樂也很多。四月初時，IESEG會要求學生到它的官網線上註冊，其中它

會要你上傳照片，記得要傳好看一點的照片，不一定要證件照沒關係，因為它會把全部國際生的照片印在入學

手冊，在新生訓練時發給每個人。然而在五月之前要寄紙本資料到IESEG，交給國際處由學校一併寄出即可，大

概在5月中會收到IESEG的電子檔入學許可，而在5月底就會收到IESEG快遞來的紙本入學許可。 

    此時，請盡快去辦簽證，最好在暑假前辦好，因為暑假期間法國在台協會會非常忙碌，可能會把你的簽證

拖很久或是辦事人員脾氣會比較差一點，我在7月前去辦，兩個禮拜簽證就下來了，簽證需要經過兩階段，第一

階段要面試，面試須準備自傳、動機、正本影本財力證明、正本影本法國入學許可…等，詳情可以上官網查詢，

面試無須緊張，面試人員會叫你用英文自我介紹，之後都用中文問答，有點像在聊天，基本上像我們已拿到法

國入學許可的人，一定拿得到簽證，但是聊天15分鐘的代價是台幣7,500元，結束之後他會請你到隔壁間去進行

第二階段，把你的護照和資料交給辦事人員，為你的簽證上拍張大頭照，繳交40歐的費用(依當天匯率算成台

幣)，如果遇到辦簽證期間要出國去畢旅的話，是可以去在台協會借出護照的，等你回國再歸還，此舉必造成處

理簽證時間拉長。簽證這件事，事不宜遲，沒有比要出國了，簽證還沒拿到還悲慘的事。 

    住房的部分，是我花最久時間處理的，IESEG里爾校區有宿舍Concordia，但是他租金從8月1號開始算到12

月，新生訓練是8月最後一個禮拜開始，9月1號開學，而如果你像我一樣全部都修密集課程，大約11月底課程就

會全部結束，12月就會去旅行，不會住在里爾，而且Concordia租金400多歐/月，水電費另算，在非常需要暖氣

的冬天電費是很吃緊的，所以我便放棄住Concordia。後來我有找AEU的住宿，地點非常好，很推薦，但我發現

得太晚，好房子都幾乎被訂光了，很搶手要用抽籤的，而且抽籤結果公布的比較晚，已經快接近我出發日期他

才會通知我有沒有上，所以後來我決定去住嫁到法國的邱媽媽家，他最大的優點就是可以讓我合約簽9月到11

月，我在里爾的三個月，這樣我就不用花冤望的房租(380歐元/月含水電)，後來我在生活上遇到的問題都直接 

問邱媽媽，非常方便。 



 
〔左圖〕與邱媽媽(右三)一家人和同時期的房客在家中合照。 

〔中圖〕邱媽媽中秋節在院子舉辦烤肉和吃月餅。 

〔右圖〕飯後餘興節目。 

 

• 各項支出花費情形(此資訊僅供未來申請交換之學弟妹做為參考) 
支出項目 支出金額(單位：新台幣) 備註 

生活費 350,000元  

住宿費 15,200元/月 

□學校宿舍   
校外租屋，租屋單位:里爾邱媽媽，網址: 
http://blog.xuite.net/lihmiin2002/twblog/127609262-%E6%
B0%91%2F%E5%AF%84%E5%AE%BF%E4%BB%8B%
E7%B4%B9%E8%88%87%E5%83%B9%E6%A0%BC 
是否推薦學弟妹向原租屋單位申請住宿?  
是  □否，原因:房況不錯、價錢合理、房東

熱心、鄰近地鐵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