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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修學習概況與心得 

這次選擇 KEDGE 作為交換的學校, 一方面是想試試看商學院的課程,另一

方面則是該校位於法國葡萄酒產區,且該校之葡萄酒社團發展卓越, 故想透過畢

業前的這一年增近該方面的知識°  

輔大與 KEDGE 合作的課程是 Grande école的 programme, 今年因為該

課程負責人轉變, 課程的模式較往年稍顯不同 , 今年在第一學期須先選一主修,

並修習該主修的必修課程 ; 第二學期則全為選修課, 可依興趣選擇各專業領域

的課程° 但在正式開學前一週會先選一門課程並再一週內修完,我所選修的是

Management de projet 用法文授課, 該堂課在一週內除了上課, 同時也要進行

報告和期末考, 該課程的學生似乎都是交換學生或是 Erasmus 計畫的學生, 所

以可能為學校讓該類學生先行適應的規劃, 剛開始著實有些吃力, 但一週很快過

去, 也相當緊湊, 專心上課其實問題都不大° 

正式開學後, 一週有 4堂必修課程和 1 堂法語課程° 法語課程的部分, 開學

前會先有一個線上能力測驗進行能力分班, 但測驗內容非常簡略, 所以不用太在

意成績, 上完第一堂課後可以再依感受要求換至不同等級的班別 ; 法文課程的

老師是學校和法語教學中心合作請來的老師, 老師大抵上對對外法語教學都很

有經驗, 但因為分級好像只有三個級別所以班上學生能力差異還是滿大 ; 而在

第二學期被分配到一位剛開始教學的新老師, 再加上 Coronavirus 的影響開始

遠距上課, 所以課程比較鬆散° 



第一學期的主修課程多以老師上課為主, 另外有團體作業、報告還有考試 ; 

其中比較特別的屬 Marketing Digital 這堂課, 這也是該學期最重的一堂課, 上課

方式主要以兩組同學分別上台報告, 一為時事主題, 一為論文摘要 ; 另外除了

這兩份報告外還需完成線上課程, 並通過線上證照認證, 最後再進行期末考試 ; 

該堂課雖說壓力真的不小, 但我覺得該課程的實用度算是非常高的° 

第二學期的選修課程我基本上都選擇與我的主修 Marketing 相關聯的課程

另外有一堂Management 的課程° 相較於上學期每堂課都是一樣的同學, 下學

期因為都是選修, 便有機會認識來自不同專業領域的法國同學,  但同時也因為

上課的學生來自不同專業, 所以老師在教學上便有比較多的困難, 也比較難掌握

學生的程度° 以下學期的課來說, Marketing Stratégique 和 Défendre une 

décision marketing 是我最喜歡的兩堂課, 前者是使用一套電腦模擬軟體, 透過

小組進行決策和市場策略來進行真實市場的模擬, 相較於上學期的理論, 該課程

讓我們真正實際操作, 並且有實質的數據, 無非是受益良多 ; 而後者則是以一

週發下實際案例, 並當場進行小組討論與決策, 並做出最終版簡報, 隔週進行上

台報告, 一切仿照真實職場中的情況進行, 總共進行三輪演示 ; 相較前一門課

程, 這堂課更是等於把我們丟入真正的職場環境, 確實為一種非常好的訓練° 

而下學期的其他課程就比較鬆散, 主要都還是以完成小組報告和期末考試

為主° 再加上後來因為疫情的影響, 都改為遠距以視訊方式上課, 以外國學生來

說就更不容易, 也就穩穩妥妥的上完在 KEDGE 最後的課程° 



 

二、研修學校（機構）概況與心得 

 KEDGE 高等商學院為波爾多高等商學院和馬賽高等商學院合併而成,並在

Paris, Marseille, Toulon 等地設有分校, 另外也因在中國蘇州有分校, 學校大約

有 200 多名的中國交換生° 對於該校一開始抱有滿高的期待, 畢竟是法國排名

前十的商學院, 且又是 Grand école 的課程, 但實際上多少有些失望° 但也許是

因為今年剛好碰上新的負責人、新的體制, 所以學校在行政上也有些不熟悉, 所

以在一開始遇上些許問題° 但學校設備算是滿新、滿齊全, 社團活動也很豐富° 

 再者即法國學生上課非常喜歡聊天, 這一點其實多少會影響聽課的狀況, 會

擔心這一點的需要有些心理準備° 而上課時間有時候會臨時調動, 最好是出門

前再多確認一次° 另外有一個問題就是, KEDGE 會有同樣的課程分為英文與法

文授課兩種, 聽到許多同學的說法是上課內容落差滿大的, 法語授課內容比較紮

實, 課業量也相對重, 反之英語授課內容較簡單, 課業也較輕鬆° 

 

三、國外生活體驗與心得 

 這次交換的過程中, 最波折的實屬找房租房了, 因為先前已去過波爾多並看

過學校位置, 加上有法籍保證人, 我一開始就決定要在波爾多市區租房 ; 然因

2018 年開始有 TGV 直達,有越來越多人來此就學, 另為波爾多市區非常小, 好

區的房子更是供不應求, 我是 8 月 13 就到當地開始找房, 一方面 8月為法國假

期, 多數法國人皆出門度假, 再者可能因為我對房子各方面的要求都比較高, 所



以找了半個多月都未找到住處, 最後先是找到一個 Colocation 可以住一個半月, 

而後再過一個多月才找到現金的住房° 其實說來我也算幸運, 因為第一間的室

友 Vincent 與我年紀、興趣相近, 人非常好, 常介紹朋友給我認識, 也因此認識

了在酒莊工作的 Léa 才有機會去到許多平時不對外開放的酒莊和品酒會° 

 其他方面以交通來說, 波爾多的交通費用算是非常的便宜, 住在市區的話, 

也相當便利, 而波爾多也是法國餐廳最多的城市, 無事可以多多走訪, 價錢相對

一二線大城便宜° 平常上學我通常都自己煮飯,帶便當, 一方面比學校學餐好吃

也比較便宜, 食材的話假日有河邊市集, 大多物美價廉, 常去光顧的話因為亞洲

臉孔,很快便會被記住, 與小販熟了之後便會時不時多送你一點° 

 另外, 讓我感受最深的便是 Léa 帶我去的那幾次 apéro, 讓我深深感受到法

國人的那種瀟灑自在, 之後每當下課後下了 Tram, 想要放鬆時便會來個 apéro

讓自己好好放鬆° 

  最後令人難以忘懷的便是歐洲疫情大爆發, 從一月底法國就幾乎買不到口

罩, 還記得當初因為在別的城市談工作便和家裡談好要留下來, 結果過兩天法國

政府宣布全國商店開始關閉、實施 confinement, 疫情又更加嚴重, 便決定訂機

票回台灣, 當時機票飛漲一位難求, 運氣下訂到隔天的最後兩張票, 從訂機票到

上飛機不到 30 個小時, 我飛了兩趟國內線, 跑了三個城市, 把房子的東西收妥, 

只帶了必需品回台, 剩下的則勞煩友人幫我搬家和退房, 在去機場的 uber上司

機聽到我要搭長程飛機, 還給我手套帶著, 上飛機保護自己° 最終是順利回台° 



四、照片分享 

 

  

 

 

 

 

 

 

 

 

 

 

 

 

 

 

 

 

 

 

 

波爾多生活日常 

左圖: 早上出門樓下廣場突然

冒出的一隻大鳥和大青蛙 

右上: 新家的餐桌和小陽台 

右下: 波爾多三不五時就滿出

來的酒瓶回收站 



 

 

 

  

巴黎——白晝之夜 

左上: 遊行的飛龍 

左下: 睡蓮旁的音樂會 

右上: 遊行車噴出來的棉花糖 隨手吃 

右下: KONG 



 

2020 初雪在里昂 

上圖 : 下課後看到下了第一場初雪, 在里昂, 直接訂

了機票飛過去, 還好雪還沒停 

下圖 隔天里昂市區雪停了, 跑到附近的 Macon 繼續

追雪、堆雪人, 順便來一支今年的新酒 



 

 

 

一年一度 里昂燈光節 

除夕夜煮給法國朋友的年夜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