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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報告 

 

交換學校介紹及課程等學術方面資訊 

 

ESCP 在法國是很頂尖的商學院，而且今年在 Financial Times 排名為第一名，學

校的學術資源很豐富，但是更加出色的是因為學校背後是歐洲商業公會支持，加

上很多出色的校友，所以很多企業很願意給 ESCP 學生實習機會，校友的人脈網

絡很緊密。 

 

課程方面資訊 

選課方面有兩個大方向的選擇，第一個是自行選修(electives)，這個比較彈性可

以自行選擇；另一個是選個學程(specializations)，學程有很多個可以選擇，一旦

選定某個學程，學校就會幫你灌檔好所有學程需要修習的科目，總共 150 個小

時。 

 

兩種課程可以選擇 

第一種是 Advanced management electives，總共 30 個小時，上課 10 週。 

第二種是 Introductory management electives，總共 15 個小時，上課 5 週。 

學程方面有很多可以選擇，但是學校在本學期只有一門學程(Marketing specialization)

是英文授課，如要修習法文授課的課，學校要求法文要非常流利，而且考試都需

要以法文書寫，所以想要以法文修課的同學要慎重考慮自己的法文能力是否可以

應付。學程還有一個要求就是要申請學程的話須要寫動機信還有履歷表，遞至開

學程的部門，審核後才可以修學程。 

 

不管選什麼課，最高一學期不能超過 180 個小時，沒有最低限制，ESCP 完全按

照 Home university 的規定。開始選課時，學校助教會記帳號密碼到 EMAIL，切

記如果無法選課記得要寫信快點去問清楚，因為當初選課的前幾天我的帳號密碼

無法選課，同學要維護自己的權益，如果過了選課的時程，要再選課就會問題很

多。ESCP 的課程其中以 Finance 和 Marketing 最有名，Finance 方面的課程，學

校有強調一定要有 finance 背景的人才比較適合，而且有些 Finance 的課程學校還

需要學生提供證明是學 Finance 專業或者有修過才給修，因為本人大學和研究所

都是 Finance，所以沒有這方面的疑慮。 

 

其他課程 

學校還提供語文課程，法文課程是免費的，每周三個小時，在 Orientation week

的時候，學校會幫大家做語文測驗，依照測驗結果分級。除了法文之外，學校的

語文中心也有提供德文、俄文、中文、日文等等，有興趣的人可以到 language center

去詢問。 



 
政大財管所碩二 98357021 邱鈺玶 

 

選課程序 

所有的課程會有代碼，選課時輸入代碼或者關鍵字即可，在網路上可以下載一本

學期的 syllabus，有一些新開的課程可能沒有在那本裡面，可以寫信和學校的助

教詢問。選完後結果可以在網路上 time table裡面看到結果，要退選只能夠以 email

的方式向學校助教退掉兩堂課。 

 

Orientation week 會有一個 program 叫 European Integration & Management，學校

會安排很多教授來給所有的交換學生上不同的課程，包括巴黎歷史、法國教育、

在法語言與溝通模式、Major Debates、French style management 、European 

Institutions 等，最後一天會考試，通過考試可以拿到 15 個小時的學分。 

 

我選的是自己選修類型，接下來我要一一介紹我這學期在 ESCP 所選的課程。 

1. BUYING YOUR OWN BUSINESS:SMALL FIRM DILIGENCE, 

ACQUISITION AND OPERATIONC 

教授: Jacqueline Fendt 

課程內容會介紹 mid-size enterprise (SME)的併購過程以及 after deal 的過程，

因為在歐洲國家這類型的併購很盛行，但是真正成功的卻很少。課程會涉及

很多不同領域的專業，包括 Merger & Acquisition、會計、審計、財務分析、

法律等等。 

總共 5 堂課，第一堂課由 Jacqueline Fendt 介紹課程內容後，因為教授在個人

創業投資裡很有經驗，她還分享了她在大學畢業後投資了瑞士一間私立的

MBA 學校的過程，雖然是個失敗的經驗，但是最後還是因為夠仔細才能夠打

贏法院的官司，賺回好幾個資本額。 

最後的四堂課由另一名教授 Nathan Grass 授課，課堂上老師會給各組一個虛

擬的 case，讓各組討論是否要買下一家法國度假飯店，需要討論價格、策略、

自身的財務情況等等，最後一堂課每組報告後老師總結所有的優缺點。 

 

2. FINANCIAL ANALYSIS AND STRATEGY OF FIRMS 

教授: Alain CHEVALIER & Jyoti GUPTA 

這堂課是很進階的財務課程，總共 10 堂課，每堂課都有個 case，各組輪流上

台報告，老師會針對各組的結果進行 chanllenge，因為我大學跟研究所都是學

finance，而且兩位老師的教學很深入，讓我對於財務知識更加深入，這是我

覺得在這學期收穫最大的課程。課程內容包括企業初次上次 IPO、value 

creation、market timing、可轉換公司債 convertible bond、實質選擇權應用、

併購等等議題；不僅課堂上搭配很多學術實證結果，因為老師也有很多在業

界工作的經驗，所以更能夠與我們分享很多的 insight。最後一堂會有各個 case

的 mini question 的期末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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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INTERNATIONAL FINANCE 

教授:Christopher Kobrak 

這門課是入門課程，總共 10 堂課，探討跨國國際企業營運會遇到的問題，例

如匯率風險、避險工具、International treasury management and contro l、期貨

選擇權、新興市場財務議題等等，老師的專長是 business history 所以課堂上

會有很多機會聽老師分享 business history。授課課本是 Multinational Financial 

Management，老師不會強制要求要買課本，上課老師會有 ppt，圖書館有課

本可以借，或者在學校的書店也可以買到最新版本，不過一本的價錢超過在

台灣販售的價格，所以同學如果要修這門課，可以在台灣先買這本書再帶過

去。沒有分組報告，評分標準是期中考跟期末考。 

 

4. THE U.S CINEMA INDUSTRY: THE DREAM FACTORY 

教授:Olivier Delbard 

這門課主要在介紹美國電影發展史，包括好萊塢電影、獨立電影、studio system、

production& distribution、美國電影與歐洲電影比較、電影籌資融資管道、電

影相關的連動式債券等等衍生性金融商品。老師在課堂上除了上述之外還會

欣賞經典的電影片段，這學期總共 5 部電影，每個電影都是在美國電影是上

扮演重要的角色，會分析拍攝手法、剪接技巧、台詞場景、人物刻畫方式等

等，沒有課堂作業，期末交一份大報告即可。 

電影名稱:Citizen Kane、All About Eve、Rear Window、The Night of the Hunter、

Annie Hall 

 

5. BUSINESS EXPERIENCE,HISTORY AND SOCIRTY 

教授: Christopher Kobrak& Jean-Michel Saussois 

這堂課主要由 Kobrak 主講，只有在講到 business education 才會請 Saussois

來講課，另外這學期老師也有請到一位來自 Rutgers University 客座教授 Philip 

Scranton 演講 Projects as Business History。老師要求很多的課前閱讀，除了上

課前發的一本講義裡面的資料，老師還會指定一本書 Scale and Scope 閱讀，

搭配書裡面的內容來講商業歷史，主要都集中在工業革命之後美國的部分，

其他評分項目還有包括課堂報告一本自選書的簡介，期末報告寫自選書的書

面報告 10 頁，老師會提供一分清單選擇，也提供書讓同學借，不在清單上的

書籍經過老師同意也可以選，我個人自己選了一本不在清單上的書 M&A 

titans，老師在口頭報告有一些特別的要求，分析方式也會在課堂上講解清楚，

不過因為分析方式是質化分析而非我熟悉的統計量化分析，所以這對我有點

吃力。期末考試考所有老師上課講過的東西、客座教授的演講內容、Scale and 

Scope 書的內容、班上每位同學報告的內容，會有大約 6-7 題申論題，只需挑

選 4-5 題撰寫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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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及文化交流 

 

學校的社團不少但是同學大部分以法文溝通，所以 ESCP 對於國際交換學生並沒

有特別宣傳社團，但是 ESCP 有建議交換生參加巴黎所有學生的社團，名叫

CIJP(Club International des Junes a Paris)，參加會員不到 20 歐元，可以參加很多

這個社團辦的活動，辦的活動裡面有免費的也有自費的，自費的行程裡有去諾曼

第、羅亞爾河、波爾多、聖米歇爾山、吉維尼小鎮(莫內花園)、Auvers sur Oise(梵

谷之家)，而且費用比很多旅行社都便宜，很划算，網站上有英文介面，社團負

責人也說英文。這社團也提供語言交換的機會、博物館紀念碑解說、巴黎市內觀

光導覽等等。 

 

體育活動 

學校也有提供體育活動，不過在法國要從事體育運動需要去做比較詳細的健康檢

查，場地礙於學校校園不大也只有部分時間才有開放，所以我並沒有參加。不過

在宿舍 Le vivaldi 裡面有健身房，平時不會開，可以要求管理員開放，設備老舊。

另外，宿舍附近有公立的游泳池，價格約台幣 40-120 元左右，很多巴黎家庭都

會帶著小朋友去游泳。 

 

其他戶外活動 

巴黎的綠化做得非常好，幾乎每一區都會有公園，，很多巴黎人喜歡去曬太陽，

我也曾經和其他的交換生一起去野餐。在巴黎街頭隨時都看的到很多人在跑步，

幾乎是一種國民運動。 

 

食 

1. 建議可以準備大同電鍋，我當初是請家人買歐式 220V 的大同電鍋，其他的

鍋碗瓢盆是二手的，宿舍只有提供電爐跟冰箱，並沒有烤箱和微波爐。 

2. 法國的水含有很高的鈣和鎂，可以去家樂福或者歐尚買濾水壺，避免腎結石，

曾經有同學在法國住了半年回台灣後就腎結石，而且很多人一開始一兩個月

會掉頭髮掉的很嚴重。 

3. Le vivaldi 宿舍右邊的圓環星期二跟星期五早上都有市集，開到約一點半，可

以採買新鮮蔬果。地鐵站 Bastille 站出來也有個巴黎最大的傳統市場，周四和

周日有。 

4. 超市在宿舍對面有一間 Simply，圓環的也有一間比較大的 Simply，算是中上

價位的超市，Simply 在圓環的那間肉類比較便宜，宿舍對面那間則是疏果比

較便宜，高級超市有 Monoprix，低價位的超市有 ED、Champion、ATAC、

Casino，大型量販超市有歐尚(Auchan)、家樂福等，在巴黎街頭很多超市，但

是大型的比較少，郊區才會有大型超市。13 區是華人區，有一間很大的陳市

商場，販賣很多中國食物，附近也有很多華人超市和餐廳。韓國超市和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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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市在地鐵站 Opera 附近有，但韓國超市不久前遭遇祝融，不清楚何時才會

再開張。 

5. 早餐法國人喜歡吃可頌麵包、巧克力麵包、咖啡等等，法國人所謂的咖啡就

是黑的濃縮咖啡，如要加上牛奶要特別告知，在法國超市或餐廳可以常見

Baguette，記得吃不完要放在冰箱，第二天在拿出來解凍才會一樣軟，不然的

話因為天氣乾燥第二天會變得很硬。 

6. 學生餐廳 ESCP 有提供，依據不同菜色算錢，通常 3-5 歐之間，結帳處的麵

包是免費的，餐廳裡面有微波爐，同學如果自己帶便當也可以在那裏吃，但

進去 ESCP 的學生餐廳需要餐廳的儲值卡，如果帶不是 ESCP 學生的朋友去

需要加錢。法國政府也有提供學生餐廳 CROUS，有些要儲值卡，有些則付現

即可，離宿舍最近的學生餐廳在 RUE DE REUILLY 路上，學生餐廳總部在

Port Royal 底鐵附近，餐廳儲值卡也可以用來付游泳池和博物館的入場券。 

7. 外食部分，速食店除了大家熟悉的麥當勞外，有漢堡店 Quick、肉片夾生菜

薯條 Kebab，如果有學生地鐵年票 Imagine-R 可以打折或買一送一，結帳之

前記得詢問店員。 

8. 在巴黎到餐廳吃至少都 15 歐起跳，低價位的法餐也要 18 歐，所以最好在網

路上先搜尋評價再前往，網站可以參考 trip advisor 或者中國留學生網站新歐

洲。 

 

衣 

1. 季班交換，我一月才到巴黎，天氣大約 4 度上下，但已經不下雪了，建議春

季班的同學帶一件保暖的雨絨衣還有冬天保暖衣物即可，至於秋季班，因為

11 和 12 月是最冷的季節，去年冬天還下了大雪，所以提醒要前往的人手套、

毛帽、暖暖包、雪靴都不能少。還有很重要的一點，在巴黎為了自身安全，

請盡量穿著暗色系的衣服，最好是黑色的，巴黎街頭除了時尚雜誌那些造型，

巴黎人認為黑色才是流行，所以盡量低調一點，避免被搶劫或者欺負。 

2. 洗衣服方面宿舍有提供洗衣機，洗衣 3 歐，烘衣 1 歐，只接受硬幣，這比起

外面的洗衣店很多。 

3. 折扣季在 1 月和 6 月，通常第一天就會很多會被搶光，如有中意的可以先試，

等到打折季再買，巴黎的打折是真的下殺到 2 到 3 折，但是大家熟知的大的

名牌是不參與打折的。 

4. 在巴黎藥局也是藥妝店，可以買到不錯的法國品牌，而且價格都比台灣便宜

很多。 

5. 剪頭髮在巴黎學生至少 40 歐以上，所以大家可以出發前在台灣把頭髮整理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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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 

1. 在巴黎要找一個學期的租屋很不容易，很且大部分只願意租一年，在法國租

屋需要有法國的保證人否則就要請銀行保證，不但一大筆錢會被鎖在銀行還

需要再付銀行手續費，而且同學在台灣無法看屋，巴黎的房子很老舊，很多

管線漏水問題無法直接查覺，所以強烈建議交換學生住 ESCP 建議的 Le 

Vivaldi 宿舍，這樣的話房子的保證人就是 ESCP，免去找法國保證人的煩惱。 

2. 宿舍有三種類型的房間，雙人房約 500 歐，單人小間的約 600 歐，單人大間

的 studio713 歐，同學最好上網盡早申請，申請時注意也要勾選負 1.5 的房屋

保險，第一個月的房租是義務性要交一個月，所以同學最好當月 1 號就入住，

不然也可以找hostel先住幾天，每月房租可以選擇用自動扣款或者信用卡交，

請同學以信用卡交，不然房東可以隨時扣錢，我的例子就很慘，我已經先預

交一個月的房租還有一個月押金跟管理費，但在我給房東 RIB(自動扣款)後，

他竟然忘記我有交就再扣一樣的錢，導致我的錢大部分都先給了，房東不願

意先退還我，我也無可奈何。入住只能夠在周間，房東星期一到星期五才會

開門，而且要先寫正式的 EMAIL 預約。燈泡很容易壞，所以按開關的時候

要小力一點。退房要在 1 個月前寫掛號信通知，房東再退房前一個星期會到

房間提醒哪裡要打掃乾淨，退房的時候都要打掃得乾乾淨淨，我有很多同學

被扣了 200 歐元，房東會檢查得很仔細，建議最好找個會法文的同學陪同，

而且把房屋合約拿出來看，避免房東惡意扣錢。 

3. 宿舍水電都包，但是不包含網路，所以同學在開好銀行戶頭後要盡快申請網

路，我申請的公司是 DARTY，一個月 32 歐，含網路、電話、電視，打回台

灣市話是免費的，會有無線網路跟有線網路，同學可以盡量找人分擔費用。

另外解約的時候不需要太早寄解約信，我離開前兩個多月前寄出，結果公司

收到就馬上斷網，而且無法恢復，需要重新再簽一個新的合約，我當時只好

找到其他人可以給我分享他的網路才省去麻煩。 

 

行 

1. 18-26 歲可以申請 Imagine R，一個月 32 歐，9 月到 1 月間可以申請，合約是

一年，在離開前可以寫信給公司解約取消自動扣款，還有另一種地鐵卡叫做

Navigo 是一星期加值約 20 歐的，加值只能從星期 1 用到星期日，即使在星

期三加值還是只能用到星期日。地鐵票可以在櫃台或者在機器買，機器有英

文介面，買 10 張 12 歐，但是只能用一次。如果要一天去很多地方也可以買

一日票。18-26 歲周末要出 1-2 圈可以買青年周末票。 

2. 有了銀行卡可以租腳踏車，一次 1 歐，熟知巴黎市區可以騎腳踏車欣賞風景。 

3. 地鐵我個人認為雖然很方便但是很髒亂而且不安全，所以我可以的話都儘量

搭公車，上學在宿舍前面搭 46 號到 Saint Ambroise 站下車走路 5 分鐘可以到

校，宿舍的地鐵站是 Daumesnil，ESCP 則是在 Rue Saint Maur。 

4. 地鐵圖可以在各個地鐵站的櫃台拿，小的就是只有地鐵圖，大的我拿過三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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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號大的地鐵圖是有公車和地鐵站，二號有詳細的街道圖、地鐵圖和公車路

線圖，三號就是整的大巴黎 1-6 圈的地鐵圖、RER 線還有一般郊區火車路線

圖。我個人都是拿二號還熟知巴黎街道和公車路線。 

 

交換須注意事項  

行前準備 

1. 我建議大家可以去買一本法國留學用書，我自己則是買了”開始踏上法國留學

之路”，裡面有很多詳細的資料，可以省去很多蒐集資料的時間。 

2. 學生簽證申請請盡早在網路上先填好資料、因為 ESCP 的入學通知會很晚才

會寄到，而且法國在台協會不接受 SCAN 的文件，所以一定要等到文件所以

一定要等到文件寄達才可以接受面試，面試之後一兩個星期才拿的到簽證，

所以時間要衡量好。面試費用 7500 台幣，簽證費約 50 歐元。 

3. 居留證辦理現在已經不用出生證明，報到當天，學校助教會給一個證明證明

你的出生日期跟城市，基本上用那張就行了，不用特別申請然後在法國翻譯

公正文件。 

4. ESCP 會要求交換學生保險，一定要保的項目有: Civil Liability insurance、

Individual accident insurance、Assistance-Repatriation insurance、Medical 

expenses abroad。這些請在台灣找保險公司保，然後把保險英文正本帶去，學

校的負責人確認後才能更領取學生證。除了這個保險，法國政府還要求每個

人都要保社會保險，學校會統一收取 200 歐元，可以以現金或者信用卡交。 

5. 護照跟其他文件請影印幾份備用，在法國影印一張要台幣 4 元左右，大頭照

也需要多帶幾張。 

6. 因為申請學生簽證就需要開匯票，所以我在兆豐銀行開給兆豐銀行法國分行

5820 歐元的匯票帶到法國去，請切記一定要開到法國的銀行，否則可能前半

年都不會入帳，會很麻煩！身上至少要準備一個月的現金才夠用，因為第一

個月要安頓自己會有很多支出費用。旅行支票在法國不常見，而且很多地方

都要手續費。 

7. 請記下各個緊急聯絡電話，包括駐法代表處、信用卡公司、航空公司、保險

公司等等。 

8. 國際學生證我個人認為在歐洲沒有什麼用到，有法國 ESCP 那張學生證就足

夠用。 

9. 變壓器不用攜帶，只需要買轉換插頭即可，幾乎所有的電子產品都有變壓的

作用。因為宿舍的電壓不穩，上學期有同學電腦的變壓器燒壞，所以在宿舍

使用請小心注意。 

10. 巴黎的文具用品很貴，可以自備一些。個人藥品跟其他生活用品請自行準備。 

11. 在網路上申請好宿舍後要把合約簽好寄給房東，請愛用 GOOGLE 翻譯簽對

位置，不然房東會很生氣。 

12. 可以在台灣買張國際電話卡，出外旅行可以跟家人報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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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達之後 

1. 從機場到宿舍有很多種方式，可以搭 RER 到市區轉地鐵，或者搭乘 ROISSY 

BUS 到地鐵站 OPERA 再轉地鐵，也可以搭計程車，我個人當初是有朋友在

戴高樂機場接機，然後搭 RER，通往機場的 RER-B 線是出了名的治安死角， 

當天我差點被黑人男生搶劫，而且地鐵站只有樓梯並沒有手扶梯或者電梯，

所以我建議大家為了安全，搭乘計程車到宿舍。 

2. 手機門號，要辦手機門號也是要簽一年的合約，我沒有簽約，我去菸酒店買

了 Lebara 的預付卡，然後可以網路上填寫資料或者打給客服後就可以使用，

這是我在法國看過最便宜的手機門號，我大約一個月花在手機上 15 歐元上下，

要加值去菸酒店買儲值卡然後打手機 sim 卡內建的 recharger 加值就可以。這

家公司打國際電話市話約 0.1 歐/分鐘，所以我強烈建議大家使用這家。我有

韓國朋友在 simply 超市裡面買過 SFR 的預付卡，除了卡費很貴，通話費也不

便宜。 

3. 入住後最要緊的兩件事情就是去辦理居留證和銀行開戶，因為在法國要辦理

手機、網路等等沒有法國銀行的戶頭，公司不會接受你的合約申請。居留證

辦理地點在 Bastille 底鐵站附近，可以自行交件，大約兩個星期，也可以請

ESCP 統一辦理，但我等了兩個多月才拿到，我也有韓國交換學生朋友要離

開法國也沒有等到體檢，所以建議同學自行前往。通知體檢後要去菸酒店買

印花稅郵票 55 歐元，體檢完當場就可以拿到黃色的居留證。法國的銀行為了

吸引客戶有很多開戶的優惠，BNP 會給 70 歐元，HSBC 給 100 歐元，因為當

初我搬進宿舍時房東給我一張 BNP 的宣傳單，只要我是 ESCP 的學生又住在

宿舍可以享有 70 歐元，三年內不用管理費，還有兩個青年定存帳戶，利率

1.5%跟 3%，所以我就在 BNP 開戶，開戶後一個星期會收到銀行寄來的網路

帳號密碼，銀行還會寄通知請本人去領支票本跟兩張卡，一張是金卡信用卡，

另一張是藍卡，拿到卡後要去提款機提一點錢才可以生效。支票本要以法文

來寫，所以我並不常用。開戶的時候記得要先給銀行手機號碼，每個星期五

會收到戶頭錢明細。有時候銀行自己內部有些問題，卡片可能要長達一個月

才會收到，所以同學們要自己斟酌要帶夠一個月生活費現金。 

4. 宿舍不提供網路，ESCP 有牽網路，但是我沒有聽過有人可以用過，通常大

家都自己去申請，我簽的是 DARTY 這家公司，離學校地鐵站 3 站的

Republique 站出來有一家很大的分店，簽約要帶護照跟銀行的 RIB，然後會

約時間到宿舍去裝，安裝人員通常都會遲到，裝好後可以打免費市話回台灣，

一個月約 33 歐元，可以找別人分，當然如果可以找到有人願意把網路分流不

用自己簽約是最好。 

5. 法國政府會給留學生房屋補助，所以在拿到居留證後，要盡快到房補單位CAF

網站上申請，ESCP 會提供一分 PDF 檔案，教同學如何在法文介面下申請房

補，填好資料後列印給房東簽名，本人也要簽名，拿居留證影本、申請表格、

RIB 帳號、房屋合約影本、學生證影本交去即可，巴黎總共有 20 個區，每個



 
政大財管所碩二 98357021 邱鈺玶 

區的 CAF 不太一樣，以宿舍在 12 區為例，在地鐵六號線上的 Nationale 出來

走路約 10 分鐘就可以到。大家要注意，一定要快點申請，我當初就是因為太

晚申請，本來法國政府是會從第二個月給房補(第一個月如果從當月一號入住

就會給房補)，但因為我的居留證晚拿到所以法國政府只從第 3 個月起給我，

損失了 203 歐元。在 ESCP 提供的宿舍裡不管是哪種房間，都是 203 歐，所

以大家還是去申請最便宜的房間就可以了。 

 

離開之前 

1. 離開巴黎之前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寫解約信，通常在 1-2 個月之前要以雙掛

號信寄出，宿舍、網路、地鐵卡都要解約，寫解約信可以請 ESCP 的助教開

立一個證明，證明只交換一學期就會回台灣的一張紙，然後寫法文的解約信

即可。解約信的內容請參考下面(資料來源:參考＂開始踏上法國留學之路＂

這本書的範本) 

Nom prénom :姓名 

Adresse :地址 

Numéro de portable:電話號碼 

Courriel:電子郵件 

Numéro de l’étudiant : 客戶號碼 

Numéro du payeur: 手機號碼 

Nom d’entreprise: 公司名稱 

Adresse: 地址 

Numéro de téléphone : 電話 

 

Objet : Résiliation d’abonnement carte Imagine R(主旨 Imagine R 解約信) 

 

Madame, Monsieur, 

Par la présente je vous prie de noter que je résilie mon contrat d’accès à carte Imagine R. 

(想要解約 Imagine R) 

J’ai choisi pour un règlement par les prélèvements automatiques et je vous demande de faire le nécessaire pour 

arrêter les prélèvements sur mon compte à partir du 28/05/2011, pour la raison suivante : retour définitif à mon 

pays.(希望在 2011 年 5 月 28 解約) 

 

Je souhaite être informé de la date de résiliation effective par écrit . 

Je vous prie , Madame,Monsieur,d’accepter mes meilleures salutations. 

 

Fait à PARIS , le 16/03/2011(寫此封信的日期) 

Signature 

簽名 

 

P.J. Le certificat de mon retour définitif 

(附上回國證明) 



 
政大財管所碩二 98357021 邱鈺玶 

2. 銀行關戶問題:因為宿舍的押金是兩個月後才會退到法國的戶頭，所以我在離

開巴黎之前還是留著戶頭，把信用卡和支票帶回台灣，等到押金退還後，直

接寫支票再存到台灣的銀行即可，然後可以跟 BNP 銀行的行員要求關戶文件，

直接列印下來簽名之後再掃描以 EMAIL 寄給行員就可以完成關戶手續，但

我不清楚其他家銀行手續，同學還是要自行詢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