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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回到台灣後，再回想起身處歐洲的日子，突然覺得遙遠得有點不太現實。以

往只在書本、電視網路上看過的巴士底廣場、羅浮宮、凱旋門、艾菲爾鐵塔等等，

都成了平日通勤路上會經過的再平凡不過的場所；把凡爾賽宮、文森城堡當近郊

大公園，有時間就去走動走動；搭趟巴士、火車、廉航就能抵達許多其他歐洲國

家，運用週末或沒課時的三天兩夜/兩天一夜就能簡略的玩完一個城市。 

以前總是把課後時間塞滿打工與社團活動的我突然多出很多與自己相處的

時間，這半年的日子就像暫停的時光一樣，只需要考慮「怎麼生活」：如何安排

自己的休閒娛樂、要買什麼菜、要煮什麼飯、什麼時候讀書等等。非常感謝父母

讓我在結束學業前能有這個機會去到 9980 公里遠的地方，用 6 個月的時間從不

同的出發點去看這個廣闊多元的社會。 

 

二、學校與修課情形 

 巴黎天主教學校位在非常市中心的地方，搭捷運 4 號線和 12 號線再走五分

鐘就都能到，附近也有很多公車能直接到達許多博物館與美術館，半天課下課後

就能直接去逛逛，交通非常便利。學校規模蠻小的，但設備還算齊全，有學餐、

影印機(需要先拿學生證開卡儲值)、圖書館，但學生社團活動並不比輔大，因此



若想要多認識其他同學，就要好好把握國際處的資訊，而學校的語言中心也會有

一些活動(雖然我沒參加過)。 

在行政上，與交換生最密切相關的就是國際處與自己本系的辦公室。必須注

意的是，不同辦公室有自己上班與休息的時間，因此要看清楚各個辦公室的上班

時間，才不會在有緊急事件需要解決時因辦公室休息而白跑一趟。 

與國際處最密切聯繫的時間就是申請階段的資料繳交、宿舍申請，與開課前

幾日的國際生說明會，和開課頭幾週的選課期間。雖然表定選課期間只有兩個禮

拜，但有可能剛開學就遇到調課、停課等來不及試聽的情況，這時候可以跟國際

處的老師溝通一下，選課表晚幾天交還是很安全的。因此能聽的、想聽的課一定

要在這段選課期間去聽聽看老師上課的風格(用字難易度)、考試方式、分組與

否…等等與修課相關的各種資訊，否則選到不合適的課只會在複習、準備考試時

欲哭無淚。除此之外，國際處的行政人員們都很親切，平常上課期間有遇到什麼

大小問題也都可以去向他們求救。 

而系辦就是平常上課期間會發佈課表、停課/調課通知，以及國際生的考試

時程。不得不說法國的行政效率永遠是最令人費解的部分，尤其國際生這種在體

制外的身份常常會被遺忘，因此最好多認識幾個修同一堂課的國際生或本地學

生，這樣在停課/調課/換教室時，才不會像無頭蒼蠅一樣看著空蕩蕩的教室與一

直不刷新的螢幕不知所措。 

以下是一些我平常接收課程相關資訊的方式，儘管各個學院的作業方式可能

略有不同，但這個部分是我交換生活中覺得最煩的一件事，在此分享我的經

驗希望能幫助到往後要去 ICP 交換的同學： 

1. 最原始的學校螢幕顯示

 

↑更新極慢。選課完成前，還沒被帶入任何課程只能依靠這個確認上課教

室與時間日期 

2. 學校網站(類似簡易版輔大 tronclass，在搜尋欄打 formation.icp 就能找到) 



 

↑FASSE 每個禮拜都會在網路上發佈下週課表(planning)，要記得去確認

是否有停課或換教室 

 

↑在網站中也有公告區，如果老師臨時有事不能來要停課或是其他教材張

貼，系秘會直接公布在公告區(附圖為下午 1 點的課，早上快 11 點才公告

停課^^) 

3. 學校的 app(開學前的國際生說明會會介紹，名字叫 monICP) 

 

→很進步很方便的一個 app 

 

可以用它看上課時間與教室，這邊的

資訊通常都會是準的，就算有調課、

換教室也都會更新。 

不過前提是要確認你選的課有被帶入

這個 app，如果沒有的話就去找國際處

的老師求救~~ 

(當然非常臨時停課的那種就要去網

站看公告才能知道) 



修課方面，我選了社會經濟學院(FASSE)，修的課有四堂： 

1. Les objets de la sociologie / L1 / CM / 3 ect / Hicham Benaissa， 

課程難易度：★ 

這堂課大概就是概論課，老師用字很淺白，沒有社會學基礎的人也能夠輕易

上手。而且老師願意給國際生考口試，大概五分鐘左右，像我的考題就有類似：

什麼是社會資本？布爾迪厄對於學校教育形塑階層的論點與其他學者有何不

同？ 

但這個老師很愛臨時停課，所以課排太滿的話有時候會搭不上補課時間。原

本老師跟我們一群國際生約好最後一堂課要考口說，結果原本最後一堂課在星期

四，當天早上臨時停課移到星期五，有兩位國際生朋友就因為星期五有別的課來

不了也考不到期末口試，事後跟老師一直喬不攏補考時間，一度要改成筆試，拖

了超過一個月才解決，對於交換生這種必須事先安排好出遊、返家日期的情況真

的是有點麻煩。 

2. Sociologie des inégalités / L3 / CM / 2 ect / Sophie Rouay-Lambert， 

課程難易度：★★★★★ 

這堂課是我唯一大三(最高年級)的課，其他都是大一的，因此這堂課的難度

與深度比其他課進階了好大一截。但我很喜歡這堂課，課程內容會講到法國社會

至全球社會的不平等現象，如遊民問題、女權問題、殖民帶來的問題等等，就像

在臺灣大三、大四社會系學生的選修課程訓練學生對社會的批判性一樣。 

也因為課程多以法國社會為主，所以常常老師所講的社會制度、政黨、政治

人物與法規等對本地學生而言是基本常識的東西，我們一點也不清楚，所以有時

候會跟不太上上課內容，而且這堂課老師用字也比較難，與一般我們所學到較口

語的法文字彙完全不一樣。但老師人蠻好的，也願意給國際生另外考口試，口試

方式是老師會出一題很大的問題(我的題目是：請論述目前社會上的不平等)，並

給我們 15-20 分鐘準備，再依照自己準備的內容作答，並與老師討論自己國家現

況與法國的比較，在口試過程中，如果有想不出來的字或專有名詞老師也會引

導，因此不需要太過緊張，就當去跟老師聊聊你的想法與自己國家的現況。 

3. Sociologie politique / L1 / CM / 3 ect / Sophie Enosattali， 

課程難易度：★★★ 

這堂課前半段是從政治的開天闢地講起，從古希臘時期一直講到近代社會的

政治樣貌。後半就是講政治中的實際應用與手段，如政黨、投票、媒體等等。考

試方式是與本地學生考一樣的筆試卷，給國際生多一個小時的作答時間，老師在

改卷上會比較寬鬆一點，但在準備過程中也還是不容易的。 

我這次期末考題是兩大題手寫題，第一題是請講述西方現代「國家」的形成



與發展過程，第二題是閱讀一篇與政治議題相關的文章(大概 A4 一半的長度)，

並針對文章內容發表看法。 

4. Introduction à l’anthropologie / L1 / CM / 1 ect / Marion Dapsance， 

課程難易度：★★ 

這堂課前半段也是介紹人類學的發展歷史，後半段則介紹人類學的概念，包

含宗教、儀式等等。老師上課有點無聊，感覺是照著自己準備好的課綱一直在台

上唸稿，因此底下同學也都不太買帳，上課時有點吵，如果怕聽不清楚就要往前

坐一點(通常坐前面的人也比較認真上課，較能跟附近同學借到質量良好的課堂

筆記)。 

這堂課也是我唯一被當掉的一堂，考試是考與本地生一樣的筆試卷，外籍生

有多一個小時的作答時間，是 20 題作答題，但涵蓋的概念很多很雜，是論述型

的作答方式並非簡單的簡答題，因此非常不好拿分。 

(我上的這四堂課都沒有 ppt，板書也是老師偶爾想到寫一下，因此對非法語母語

者而言要一聽就完全懂還是有些難度的，可以跟本地學生借電腦打的筆記。我除

了 Les objets de la sociologie 是完全靠自己理解、上課筆記和課後聽錄音檔打逐

字稿再整理筆記之外，其他都有跟本地同學借筆記，同學人都很好都會願意借，

也可以趁機認識他們~~) 

三、巴黎生活 

 大家對於巴黎的印象總是極為兩極化，一方面是受盡世人喜愛、推崇的旅遊

景點；另一方面是治安堪憂，扒手與各類騙財分子滿街跑的危險城市。但作為一

位在巴黎居住六個月的交換學生，我覺得巴黎並不如想像中那麼危險，只要謹慎

一點(重要東西絕對不要放口袋並顧好包包)、不要打扮得太浮誇，也不要與陌生

人太貼身的互動(果真是在外會異常熱情主動接近你的外國人不是傳教士就是騙

子)，就能像個普通人一樣平安的度過每一天，因此真的不需要讓自己過度精神

緊繃而錯過了這個城市很多美好的地方，有時候太緊張兮兮反而會讓自己看起來

就是個很好騙很好搶的亞洲觀光客。 

對於沒有太多旅費一直出遠門玩其他城市或其他國家的人來說，巴黎真的是

一個很好的選擇，因為光是一個巴黎就有很多地方可以去、很多活動可以參加，

可以多追蹤一些博物館或巴黎市政府的粉專，能得到許多有用的資訊。我就因為

追蹤了艾菲爾鐵塔的粉專才看到有個 130 周年的活動，參加了線上的小遊戲就免

費得到原價 25.5 歐的電梯登頂券兩張！另外，巴黎真的是對擁有歐盟簽證的 26

歲以下青年最友善的地區了，除了歌劇院、夏季的凡爾賽宮花園以外，幾乎所有

景點都可以出示簽證或學生證(有些地方只看簽證)拿到免費入場的票。對芭蕾或

歌劇感興趣的同學也可以用很低的價格買到很好的位置(曾經用 25歐買到 105歐

的巴黎歌劇院一樓正中間位置)或是青年獨享的 avant-première(開演前一天的總



彩排)，只要有心多查資料、勤勞多出門，在藝文方面巴黎的慷慨絕對是其他地

方不能比的！ 

所以，交換期間能夠收穫的多寡並不是直接取決於口袋的深淺(當然很有錢

的話會是另一種完全不一樣的舒適生活吧)，而是在於是否有用心去看、去感受、

去生活。巴黎是一個處處都充滿歷史與故事的城市：羅浮宮最底下的古城牆可以

看到這個城市的演變與歷史的進展，古時候抵禦外敵的城牆後來轉為王宮，經過

時間的淬鍊敞開了宮廷大門，迎接來自世界各地的遊客，成為世界首屈一指的美

術館；凡爾賽宮的華麗與奢華讓人讚嘆十八世紀時期歐洲王權的建構與輝煌；而

豪斯曼式建築與筆直的街區規劃顯現了當時政府執行都市計畫的手段；最後，從

巴黎人們與地鐵中乞討者的互動可以看法國人對待弱勢人群的左派思想。我想，

只要不虛度光陰，交換生活會比你想像的更有收穫。 

四、交換心得 

出發前曾想過交換生的生活會是多麼的艱辛，在報名時曾經猶豫很久，一度

卻步想要放棄，但真正走過後，發現只不過是去遠一點的地方生活而已。就像我

從南部到北部讀輔大一樣，而交換生活只是換了一個語言環境，多跑了一些繁瑣

的程序，並沒有想像中的恐怖，反而看到了與以往人生很不一樣的風景。因此非

常建議學弟妹多多把握學校豐富的交換資源，踏出舒適圈，用一段生活去看看這

麼廣大的世界。 

短短半年的時間內，細細想來也是有不少收穫的。首先，最直接的就是語言

能力。學語言最快的方式果然還是要把自己丟到那個環境去。從原本怕講錯而不

太敢講法文，到在火車上不畏懼與陌生人用法文聊天，就算有不懂的、不會講的

也能很坦然地在聊天過程中詢問、釐清且學習。雖然不知道程度上是否有大幅的

進度，但光是心態上就有很正向的改變。 

另外，我認為這半年的經驗帶給我最大的收穫就是「永遠不要小看自己」，

儘管平日裡我不是個不自信的人，但到了歐洲不免還是會擔心自己語言不夠好、

會不會表現的不夠體面，不過，在這六個月的期間內，逐漸破除自己淺意識中的

西方優越迷思以及文化自卑感。我想這也是法國教會我的一課，因為當地有許多

外來民族，在人種組成上非常多元，因此作為黃皮膚人種也不曾被欺負、歧視，

能夠不畏首畏尾的在歐洲行走，甚至還體悟到沒水準的人全世界都有(在看似很

高級的歐洲中也是很多) (舉凡闖紅燈、亂丟垃圾、公共空間抽菸、攀爬公共設施

等等)，對比下來，被媒體妖魔化的臺灣社會真的可以說得上是民風質樸、井然

有序、治安超級好，出了一趟遠門後才學會更加珍愛自己和自己的國家。 

最後，想推薦大家一個很棒的慈善組織 Emmaüs，是法國非常大的 NGO，

每年暑假都有開放很多據點讓世界各地的人去那邊當志工幫忙他們工作，所屬據

點會包吃包住。除此之外，又可以在那邊交朋友、練語言，相信法文系的學弟妹



應該都知道這個組織，但還是想再跟大家推薦，有機會去的話一定會是一段很難

忘的回憶。 

 

五、照片分享 

 

照片分享 照片說明 

 

[時光飛逝~~] 

 

平時過日子的時候沒

有意識到時間走得如

此快速，整理照片時，

看到同一個地方卻呈

現不同的景色才意識

到半年的時間是如此

急匆匆的消逝啊~~ 

 

初到巴黎時校園內的

小花園和教堂都還是

冬天陰沉蕭瑟的模

樣；半個月後下了 2019

年的初雪，很幸運的有

在這半年的交換中看

到下雪的巴黎；最後一

張則是五月考完所有

考試，最後一天去學校

時拍的。 

 

慶幸自己還算有好好

把握，也期許即將去交

換/有志申請交換的學

弟妹能抓緊每一個珍

貴而短暫的時光。 



 

 

[國際生交流活動] 

 

國際處每隔一段時間

會舉辦餐會，也會有想

認識外籍生的當地學

生來參加，可以趁機問

他們一些課程/生活上

遇到的問題。 

 

建議可以在出發前學

幾道拿手菜，因為國際

處會有活動是讓大家

各自帶一盤代表自己

國家的菜餚，料理也是

在外交朋友的好媒

介，有興趣的人可以多

多研究~~ 

 

下圖則是和戲劇社學

生一起去看劇。全法文

的法式喜劇，又跟政治

相關，並不是看得很

懂，尤其很多嘴來嘴去

玩弄語言藝術的笑點

完全跟不上，但看到了

很厲害的舞台技術呈

現！ 



 

 

 

[Opéra de Paris] 

 

交換期間在巴黎看了

兩場芭蕾、一場歌劇，

都很喜歡。Opéra de 

Paris 的節目大概是在

四月左右開賣，建議喜

歡藝文活動且預計要

去巴黎交換的學弟妹

可以提早研究節目並

且在出發前就先買，否

則熱門的節目幾乎都

會賣光(或是剩下最貴

的位置和當天視線超

級不佳的 5 歐票)，青

年有套票優惠我記得

便宜蠻多的。 



 

 

 

[日常美景] 

 

平時沒事的時候很喜

歡沿著塞納河散步，尤

其宿舍的位置只要搭

一站捷運就能小運河

散步通往塞納河。甚至

還曾經從 12 區巴士底

那邊走三個小時，沿著

河畔慢慢散步走到 7區

鐵塔，沿路上都很美，

除了風景之外還有運

動的人們、坐在河邊聊

天喝酒的人們，有種跟

大家一起生活得很愜

意的感覺(? 

 

另外三四月的櫻花季

也很美~ 



 

 

 

[旅遊照片分享] 

 

交換期間出國玩了兩

趟，看了從高中就很喜

歡的音樂劇，也去中歐

了解這一塊消失在我

們課本贏家式歷史觀

下從未學習過的中歐

地區。 

 

也和臺灣的朋友們去

過不同的城市看看不

一樣的法國~~ 



 

 

 

[Emmaüs-Etoile] 

我去志工營的時候剛好

遇到一位資深的管理人

員要退休了，所有夥伴、

志工和以前曾經在這裡

住過的夥伴都來參加這

個退休趴。第一次體會到

法國地趴踢：晚上七點吃

餐前小點心一直吃到十

點才吃甜點，好漫長。 

我覺得志工營期間真的

是我這半年最難忘的回

憶之一，在這裡遇到很多

有自己故事遠離家鄉來

法國討生活的人，也有許

多退休後來做半日志工

的法國爺爺奶奶，大家都

很熱情，尤其那段時間是

香港反送中剛爆發的時

候，很多人都會找我討論

香港、臺灣和中國的關

係，並且會很用心記住我

是臺灣人。 

而且這邊是在法國東南

部，貼面禮是 3 次和巴黎

2 次不一樣，超有趣的~ 

深深覺得來做志工的是

我，卻是我吃了很多好吃

的東西，獲得滿滿滿的

愛，真的很感謝當地的所

有工作夥伴和志工們給

我一個這麼難忘的回

憶。好捨不得大家，回巴

黎的火車上哭得一把鼻

涕一把眼淚。 



 

[善用歐盟青年身分！] 

 

有 26 歲以下歐盟簽證

幾乎可以免費進入大

部分巴黎的美術館、博

物館、古蹟，一定要好

好把握這個優惠!!! 

 

另外，在巴黎最便宜的

電影院是 UGC Bercy

和 MK2 Bibliothèque，

平日的青年票只要 4.9

歐。若是交換一年又喜

歡看電影的學弟妹可

以考慮辦電影卡 UGC 

illimité(要綁約一年)，

它涵蓋法國最大兩家

電影公司，不限時間不

限影廳不限電影只要

有買電影卡都可以看~ 

 

最後，祝福學弟妹們順利取得交換資格，並且充實度過交換的日子！ 

有任何問題我幫得上忙的話，也都歡迎找我討論~ 

信箱：j8063403@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