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DHEC 北方高等商學院 生活報告(2020 spring) 

107351020 貿碩二 連婉宜 

一、學校及課程介紹 

EDHEC 北 方 高 等 商 學 院 的 法 文 全 名 是 École des Hautes Etudes 

Commerciales du Nord，擁有 EQUIS、AACSB、AMBA 三大認證，在法國商學

院的排名在我查的時候差不多是 4~5，跟 EM Lyon 差不多這樣，共有法國的里

爾(Lille)、尼斯(Nice)、巴黎(Paris)、英國的倫敦(London)、新加坡等五個校區，

我們政大可以選的是在法國超級北北到去比利時比巴黎還近的里爾(主攻行銷)

或是南法的尼斯(主攻金融)校區。學校的校本部是在里爾，然後我本身也是對行

銷比較有興趣，加上里爾校區有宿舍可以住還有出去玩的交通很方便所以就選里

爾了。 

關於里爾校區的小小冷知識：EDHEC 嚴格來說是在里爾區魯貝縣(Roubaix)裡面

一個叫做克魯瓦(Croix)的小鎮，法國鼎鼎有名的 Paul 麵包店就是發源於這個小

鎮喔！Paul 真的是法國開得跟便利商店一樣多家，來法國一定要吃一下可頌還

有長棍麵包~~ 

碩班到 EDHEC 交換會被分配到 MSc 的 program，我這屆總共有五個類別可以

選，分別是 MSc in Strategy, Consulting & Digital Transformation、MSc in 

Management Studies、MSc in Marketing Management(裡面又分成 luxury & 

fashion 跟 entertainment & services 兩個組別)、MSc in Creative Business & 

Social Innovation，有點像是在選系的概念，選了某個系之後就只能修那個系裡

面的課，之後就不能改了！他們的正式生是必須修系裡面的所有課，一學期大概

是 30ects，雖然政大規定交換生只要修一門課就好，但 EDHEC 會建議選到

18ects(但其實就真的是建議，沒修到的話 EDHEC 那邊也不會怎樣，我到法國發

現其他交換生也沒有都修那麼多，只是可能要跟政大這邊好好談談哈哈哈)，如

果扣掉 8ects 那種看起來負擔超級可怕的課的話，基本上如果要修到 18ects 根

本等於幾乎全部的課都要選，我的經驗是很多課其實都不輕鬆甚至要花頗多時間

心力，所以一定要先看過每個系的課確保那個系的課是你有興趣的！ 



我最後選的是 MSc in Marketing Management 裡面的 luxury & fashion 組，介

紹一下我選的課們： 

1. Luxury Strategy & Innovation (4ects) 

這門課的老師是 Michael Antioco，是一個人頗好很溫柔認真的老師，對於大

家的報告跟作業都會非常認真地給出他衷心的建議然後鼓勵大家(就連最後

因為疫情停課他還是很認真寫超長的 email 給每一組同學！)上課方式大概

是前半節 PPT 授課，後半節小組上台報告他指定閱讀的一篇 paper，會介紹

一些奢侈品牌的創新、商業模式等等，然後講一些中國市場(法國幾乎每門課

都會花篇幅講中國市場哈哈哈)，然後最後有一個小組期末報告，我們這次是

要選一個 LVMH 旗下的品牌，介紹他的歷史、形象、以往的創新活動還有給

這個品牌未來的建議等等，大概要寫個 50 頁+上台報告。總之整門課作業就

是看一篇自己小組要報告的 paper+期末報告，算是比較不重的課，而且我這

學期剛好是最後一組然後因為疫情停課所以根本沒上台過 XD 

2. Global Luxury Operations (4ects) 

這門課的老師是 Marie-Cécile Cervellon，是一個很忙碌的老師，常常聽他說

要趕去哪裡上課或是工作之類的，感覺也認識很多業界的人士，第一堂課的

時候請了一個做 AI 香水的講師來演講，那堂課我聞了好幾十種香水整個嗅覺

疲勞但滿有趣的。But!!!!就只有那堂課有趣而已 QQ 這個老師雖然好講話但

是常常會突然想到甚麼就來出個小作業(但由於他太好講話所以後來系上的

班代就直接去抗議於是後期就不太有這個情況發生了哈哈哈)，對於課堂授課

進度的組織不怎麼好，個案也都是草草帶過，根本不需要認真讀也可以聽得

懂的那種。我覺得這門課最值得的應該真的是老師的人脈，這門課的慣例是

小組要報告去年 L’Oréal 商業競賽的題目，然後老師真的會請 L’Oréal 的

人來聽報告！除了期中的 L’Oréal 之外，這學期的期末報告是 travel retail

相關的主題，老師課堂上就請了 Dior 的人來分享兼出題，然後期末也是會請

同一批 Dior 的人來聽報告！(阿但結果又因為疫情只好變成給他們看 PPT)總

之如果喜歡商業競賽 brainstorm 的同學可以來修，在這方面應該可以很快

樂，但課程的內容就普普這樣。 



3. Digital Marketing for Luxury (4ects) 

我最喜歡的一門課！老師是 Sara Van der Maelen，是個很有活力活潑的教

授~但其實這門課跟奢侈品根本沒有關係，就只是在教數位行銷，小組作業有

點多但其實我覺得都滿有趣的，會教 YouTube 跟網頁的 SEO、Facebook 的

廣告投放設定簡介、社群經營、Google Analytics、Google Ads 等等，老師

也會很認真回答大家的問題！如果是像我一樣對數位行銷有興趣之前只有粗

淺研究的話可以上，但如果你已經是老手可能會覺得太簡單(但也可以看看歐

洲人做法有沒有不一樣的地方)。另外強烈建議這門課不要找都是中國人的組

員！！！(但這個並不是那麼簡單，之後文化交流的部分再說)因為用的工具

都是 Google、Facebook、Instagram 等等，如果你的組員都是中國人的話

討論起來沒什麼共鳴……可以的話盡量多找一些不同國籍的組員這樣做起來

應該會比較有趣！ 

4. Industry Immersion (1ects) 

千！萬！不！要！選！！！！我當初就是看這門課是企業參訪的 business 

trip 所以就點了，結果後來開學才知道這個企業參訪有名額限制，只有上學

期排名前不知道幾名的人才可以去，其他人就是在家裡寫個案分析之類的報

告，交換生沒有上學期的成績，所以根本就沒有報名的資格！整個被騙！等

於就是寫作業換學分，但後來看到老師給的個案題目，要讀好幾份 pdf 看一

堆影片，根本不輸其他 4ects 課程作業的 loading，然後這個 1ects 也沒什

麼用回政大根本不夠抵一學分的時數，完全沒有任何收穫。 

5. French (5ects) 

開學前會有一個線上的閱讀+聽力測驗，看看你的法文程度如何，就完全根據

自己的程度去填就好(我之前大學有上過學校開的初級法語一年但還是幾乎

都不會)，之後開學第一次上課還是會一個一個被叫去跟老師簡單對談一下，

然後所有交換生會分成初中高三級，我是分到最菜的 beginner。上課就會從

字母發音教起，然後後來學一些簡單的動詞變化、餐廳用語之類的，基本上

我以前都學過，上起課來沒什麼壓力(可是我這個程度是沒辦法去中級的！)，

但我看我完全不會法文的中國朋友就好像很崩潰。期中考是筆試，期末考本

來是兩人一組上台簡單介紹一間餐廳(大家一定要去里爾市區吃 Big Mama，



他真的很好吃好吃到我們去吃了兩次)，但結果因為疫情就通通變成線上交作

業然後個人錄音自我介紹了。喔對了二月長假之後的第一堂課是全部的交換

生看一部法文電影(有英文字幕)，然後結束之後有個品酒會，一人可以有一杯

紅酒一杯白酒，吃吃起司簡單輕食之類的還滿有趣，只是我超爛喝一杯之後

就喝不下去了哈哈哈。 

二、生活及文化交流 

1. 交朋友 

由於我是春季去，等於是法國學校的第二學期，加上碩班他們都是只能修本

系的課，等於他們本地同學彼此已經很熟，其實不太好打入他們的圈子。我

的朋友基本上都是一開始認識的交換生而已，除非你真的非常活潑外向否則

要有好的當地生朋友我覺得有點難(但如果是秋季就去的話可能會好點)。我

在系上分組只有一組是跟義大利人+印度人(那是因為那兩個人第一堂上課沒

來所以老師就把他們跟我和另一個交換生分在同一組)，其他兩個組認識的都

是中國學生(畢竟語言還是通的)，據他們的說法，其實班上還是會分成法國人

跟國際生兩大群，法國人雖然會熱心回應你問的問題，但說到分組他們還是

偏好一群法國人在一起，討論報告可能也可以用法文比較方便。下課的時候

也有當地的國際生去跟老師反應可不可以要求每組一定要有國際生，覺得這

樣比較有文化交流的感覺，但基本上老師也只是上課的時候提一下說大家可

以一起合作比較多 idea，並不太會硬性要求組別國籍的配置。 

2. 宿舍 

我是住在學校宿舍的 studio，因為怕遇到壞習慣室友所以選自己住的房型，

一個月是 500 歐+電費(但電費因為我的合約有點狀況好像根本沒簽到所以…

有興趣可以來問我)，有附星期一到五的免費早餐跟一個月兩次打掃，早餐可

以去看跟我去的另一位同學真摯的感言就不多說了，但根據我跟我朋友們的

經驗覺得住 studio 遇到好房間的機率比 kot 大，像我的房間一開始就莫名有

一大堆餐具跟三個枕頭也沒有奇怪的味道甚麼的，還算滿意，最後退房也沒

被扣奇怪的押金，但我朋友就被扣一大堆莫名其妙的甚麼浴簾太髒之類的錢

(但明明他一開始住的時候那個浴簾就已經很髒)，但還好他一開始就有跟宿



舍管理員講，後來寫信去跟宿舍的公司吵架也有成功要回錢。所以住宿舍的

重點就是覺得哪裡髒或是不太對勁東西快壞掉一定要一開始就瘋狂去反應！

至少留個照片之類的紀錄，不然之後非常有可能被亂扣錢！(跟法國人講話就

是要一直盧才有用！)但住宿舍的好處就是可以上課前 5 分鐘再出門啦~然後

中間有空堂也可以回去睡午覺免得流離失所。喔阿對了春季去的同學可以注

意一下，當初我這學期是 1/3 迎新我就想說我提早兩天到去宿舍整理一下好

了結果 1/1 宿舍也是快樂放新年不開放 check-in 所以我就只好帶著家當走

在冷風中住在里爾市區旅館一個晚上^^，提醒大家不要像我一樣傻傻地在

1/1 抵達法國。 

3. 洗衣服 

之前好像都沒有人提過這件事，所以提供一下資訊，宿舍的洗衣機 30 分鐘是

3 歐，烘衣服一小時是 1.5 歐，真的是超爆貴，但手洗又太崩潰加上沒有脫水

機這個東西所以別無選擇 QQ 只有浴室裡的毛巾加熱器勉強可以拿來弄乾一

些沒辦法烘的衣服。然後這些大概是歐洲少數不能刷卡的費用，所以平時要

多累積一些 1 歐 0.5 歐 2 歐的硬幣！ 

4. 法國的水 

雖然說歐洲的水基本上是打開水龍頭就可以喝，但我覺得宿舍水龍頭的水好

難喝，煮過之後上面還會有白白一層看起來像石灰之類的東西(聽說用法國的

水洗頭還容易掉頭髮但我是沒感覺)，所以我有上課都去學校的飲水機裝水回

來喝，或是去超市買水(台灣超爆貴的 Evian 在超市一大罐也都才不到一歐)，

但不知道為甚麼我觀察法國人最常買的某個牌子的水也不好喝哈哈哈，所以

我每次都亂買其他的牌子，覺得還可以，比宿舍的水好喝太多。喔對了如果

去瑞士玩一定要狂喝瑞士的水！瑞士的水龍頭水超級好喝！ 

三、交換須注意事項 

1. 保險 

大家一定要記得保旅平險跟不便險！歐洲交通真的雷！我的電子報會再詳述

我遇到的雷事。 



2. 開戶 

可能會有人想說去半年而已，如果我台灣的信用卡不用手續費需不需要開歐

洲的戶頭？我自己是覺得可以開，因為有些東西只能用歐洲的卡刷，像是超

級划算的 ouigo(就是法國平價版高鐵)。至於要開哪一家？自從看到前一年有

人開 BNP 被雷到無極限之後我就直接去開 N26 了，網路辦一辦認證一下超

迅速，再請家人從台灣匯錢就可以了，只是記得開卡之後要去領一次現金之

後才可以刷卡，唯一缺點大概是目前沒辦法在法國存現金進去帳戶。如果要

辦法國銀行的話，學校迎新的隔天會有銀行來學校擺攤(但我睡過頭就沒去了

哈哈哈)，但聽我的尼泊爾朋友說那個銀行的 APP 都是法文根本看不懂，然

後他的卡也莫名其妙不能刷還要一直去找當初辦卡的專員，他後來根本完全

放棄，而且最後關戶好像還要親自去銀行辦，感覺就很不方便。 

3. Sim 卡 

我是去里爾市區辦 Free，我看大家都辦這家因為最便宜，我是選一個月 10

歐的方案，在法國每個月網路 50G，歐洲境內一個月 4G，個人覺得很夠用了

~(宿舍跟學校都有 wifi)而且用台灣的信用卡就可以辦(每個月會從當初刷的

卡自動扣錢)，自己去按機器就可以了網路上都有教學，真的不行的話店員雖

然英文沒有很好但比手畫腳大概也可以知道你想要做甚麼，辦完之後的那張

單子要留著，之後寄信去解約需要上面的資訊！ 

4. 可以加入的 Facebook 社團 

大部分交換生一定會加的是「歐洲交換學生 Taiwanese Exchange Students 

in Europe」，會有人在裡面賣一些二手的生活用品、提供旅行資訊，還有糾

團出去玩！愛交朋友缺旅伴的話很好用。另外有一個「台灣人在里爾 / 

Taïwanais à Lille」，這個可加可不加，因為裡面人很少也不太常有人發文，

但如果真的遇到跟里爾有關的問題應該比較好求助。另外一個很推薦大家加

的是「巴黎臺灣同學會」，這個社團不限學生身分，裡面有很多長期居住在法

國的台灣人，所以對於法國的資訊比較了解，像是我這次遇到疫情，法文不

好看不懂當地新聞，大部分的資訊都是從這個社團裡得知的，我覺得真的很

有幫助！最後有住學校宿舍的話可以加「Twenty Campus Croix」，這是宿舍

的 FB 社團，管理員會在裡面宣布哪天要施工或是辦甚麼節日活動之類的資



訊(公告都會有英文版本可放心)。如果有甚麼問題的話也歡迎從 FB 找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