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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 
交換學⽣生/雙聯學位⼼心得報告 

 
姓名  林⼤大為 學號  0116089   

系所及年級  資訊⼯工程系資⼯工組 105 

交換期間  ⾃自  2016   年 8  ⽉月  ⾄至  2017  年  7  ⽉月 

研修學校/前往地點  法國貢⽐比涅科技⼤大學 UTC 

ㄧ、︑､⼼心得報告(攻略)  

    期中⼼心得內容是 after校內出選後的應備事項，⽽而延續期中⼼心得，期末⼼心得注重法國當地⽣生

活與旅⾏行注意事項。︒｡ 

 

1.  網路問題 

A.  來到法國⾸首要解決網路問題，⽽而第⼀一個依靠是 UTC的網路  

你必須先拿到屬於 UTC的學⽣生帳號密碼(有點像 e3系統)，然後連上 portalUTC後依照這

個帳號密碼登⼊入並輸⼊入⼿手機或筆電的 MAC address，勾選要連的網路等 30分鐘後即可開

通。︒｡這邊我只是簡單帶過這個程序因為到時候 UTC會發操作說明，照著⾛走基本上沒問題。︒｡  

如果你遇到了完全 100%照著⾛走卻還是無法連網的⿃鳥事，那就是要設定 proxy，經過 UTC

的 proxy才能連上網路，⼀一般⾮非歐盟的⼿手機都會遇到，不確定為什麼但設 proxy後幾乎能

解決，這邊給出 proxy網址，應該可以救很多交⼤大同胞，甚⾄至可以救⼀一些你的外國朋友：

http://www.utc.fr/proxy-utc.pac  

Phone wifi proxy設定⽅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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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第⼆二個⽅方法就是⽤用當地電信 sim卡網路  

⾸首先，你要已經搞定好住宿和開好銀⾏行帳⼾戶，才可以⾛走到這步，因為便宜的網路⽅方案是要

上網申請的，要寄 sim卡到宿舍，和輸⼊入銀⾏行 RIB來扣款。︒｡  

開始話題，建議可以先辦 free的 2歐⽅方案，雖然只有 50MB⼀一定不夠，但這是準備跳槽

其他電信的先前準備。︒｡  

在法國，⼿手機電信有 Orange、︑､SFR、︑､Free、︑､Bouygues不定期會有⾮非綁約優惠，常常是

24歐⽅方案(⽉月 20GB)降價變成 9.99歐，但前提是你必須原本不是那個電信⽽而是要攜帶號

碼跳槽過去才會有這個優惠，所以我當時是⽤用 free的 2歐⽅方案攜碼跳槽到 Bouygues的

9.99歐⽅方案，⽴立⾺馬變網路⼤大爺爽爽開。︒｡為什麼要去Bouygues呢？第⼀一點是因為Bouygues

可以網路解約，第⼆二點是當時他的優惠最好，不過光是可以網路解約這項就很吸引⼈人，因

為⼀一般電信要寄實體信過去才能解約，實在⿇麻煩。︒｡  

這裡有個網址介紹法國電信與跳槽的實際⽅方式和後⾯面原理，建議詳細閱讀。︒｡  

法国办⼿手机卡的那些事⼉儿——运营商、︑､保号、︑､套餐全解答：  

https://www.ecentime.com/article/french-mobile-forfait 

補充：現在歐洲實施數位單⼀一市場，所以在其他歐盟國家可以爽爽開漫遊價格也⼀一樣唷～  

 

C.  第三點我們要來談談 B&YOU⼿手機解約(B&YOU：Bouygues旗下公司，看完第⼆二點的網

址應該知道這是什麼)  

基本上我抄了網路上這位格友的作法：  

登⼊入B&YOU網路帳⼾戶後，在左側欄位選擇 Infos perso，接著在網⾴頁最下⽅方會看到Gestion 

des lignes，選擇 Resilier ma ligne。︒｡  

基本上需要 10天解約才會⽣生效，當解約⽣生效後也會收到最後⼀一期帳單，還有，當解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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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後，電話號碼也就不能⽤用囉！如果確定要解約就點下⾯面的 Je souhaite resilier。︒｡  

點擊後會進⼊入下⼀一個⾴頁⾯面，⾸首先最上⽅方是你要解約的電話號碼，第⼆二個是解約動機 Motif 

de resiliation，這是⼀一定要選的，我隨便選個 Offre inadaptee。︒｡因為要回台灣，所以 Votre 

nouveau fournisseur d'accès/opérateur 這個我就沒選空著。︒｡確認你的 Email，然後下⾯面

是解約⽣生效⽇日期，基本上最快是 10天後，我是 01/July解約的，最快⽣生效⽇日期是 11/July。︒｡  

選好後系統會⾃自動計算你的解約費⽤用 Frais de résiliation，因為我是沒有綁約的 sans 

engagement，所以解約費⽤用是€0，確定資料都沒問題就按下 Je continue吧！  

Ref：http://whj1128.blogspot.fr/2016/11/bouygues-telecom.html  

 

2.   銀⾏行部分  

A.  銀⾏行申請  

在 UTC的夥伴基本上推薦⽤用 Social Generale這家銀⾏行，各銀⾏行這樣聽下來這家最好。︒｡

先到實體銀⾏行約個 Rendez-vous，等時間到了找個法⽂文好英⽂文也不錯的翻譯，即可去簽

申請單之後便可以開帳⼾戶，過幾個禮拜後收到銀⾏行卡，再過幾天會收到⼀一組 4碼的銀⾏行

卡密碼，銀⾏行卡密碼是不能⾃自⼰己設定的，這組密碼要背起來！之後在超市或其他地⽅方，就

可以⽅方便地使⽤用銀⾏行卡再也不⽤用煩惱零錢的問題喔耶。︒｡  

 

B.  銀⾏行解約  

銀⾏行解約裡頭的前的問題，假如要會回台灣最多⼀一次⼀一⽇日可以匯 4000歐；假如要領現⾦金

帶回去最多⼀一次⼀一⽇日可以領 3000且要分兩次領錢，先領 2000再領 1000，估計 ATM最

多⼀一次只能吐 2000歐。︒｡  

寄錢回台灣要填寫⼀一份申請表，因為台灣是外匯限制國家，所以不能像法國在 app上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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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下資料就可以匯錢。︒｡ 

寄錢回台灣最多⼀一次 4000然後要提供受益⼈人姓名、︑､帳號、︑､swiftcode，還因為要防洗錢，

所以要附註匯款⼈人姓名、︑､帳號、︑､匯款理由…等等。︒｡  

最後記得留⼀一筆錢⼤大概 10⾄至 15歐給⼿手機電信去扣款。︒｡  

 

3.  Crous 退宿  

A.  ⾸首先，要在⼀一個⽉月前提出退宿，並⾄至 reception去填⼀一個申請表。︒｡  

然後要在四天前預約退房檢查的時間，檢查完成後扣除損壞費⽤用後，再等⼀一個⽉月後才會退

回預備⾦金。︒｡  

注意：  

⼀一定要注意時間，⼀一個⽉月前櫃檯申請，四天前預約退房時間，然後⼀一定要打掃房間，要把

房間打掃的和進來的時候⼀一樣，不然他們會 charge⼀一個很重的清理費，廁所污垢、︑､鏡⼦子

⽔水垢、︑､桌⾯面櫃⼦子灰塵都要擦乾淨，我同學就是沒有清乾淨就被刁難，還檢查了冰箱後⾯面垃

圾，我是因為打掃很乾淨⼜又表現⼀一臉無害親切樣⼦子，他就看⼀一看就說 Okay了。︒｡  

 

4.  旅遊  

A.  旅遊⼼心法  

這邊簡單提⼀一下歐洲旅遊的⼼心法，不脫離⼀一個⼤大原則，就是確定假期，找國家和想去地點，

確定要待的天數，提早訂機票⽕火⾞車票等國家間⼤大交通(因為是浮動價格)，然後再訂住宿，

最後再安排國家內城市間交通和怎麼到達景點的⽅方法細節。︒｡ ⽤用這個⽅方式去排假如細節沒

有如期出發前完成也沒關係，因為⼤大⽅方向⼤大交通都已經確定，剩下的可以⽤用隨機應變

cover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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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旅遊景點⼯工具  

可以⽤用以下網站制定景點和思考要待的天數  

•   TripAdvisor  
•   Maps.me  

•   窮遊網  

•   google map tourist attraction  
 

C.  旅遊交通⼯工具 

可以⽤用以下網站制定交通  

•   Skyscanner （主攻廉航機票）  

•   Goeuro 網站（適合西歐）   

•   FlixBus （跨國巴⼠士也⽀支援國內巴⼠士）  

•   GetbyBus 網站（適合東歐巴爾幹半島國家）  

 

D.  旅遊住宿⼯工具  

•   Hotelscombined (可以查 booking.com hostel world agoda的網站)  

•   AirBNB (民宿型，可以與當地⼈人交流，兩⼈人以上划算)  

 

5.  法國必備好⽤用 app  

•   ⼀一分錢 （法國特價即時資訊）  

•   Voyages-SNCF.com （法國國鐵）  

•   Next Stop Paris （巴黎地鐵必備離線規劃）  

•   法語助⼿手 （學習法⽂文華⼈人必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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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列出個⼈人最常⽤用的 APP，當然還有很多細節的 app但不常⽤用就不列出了。︒｡  

 

6.  ⾐衣服特價時間  

A.   Zara  

•   冬季—12⽉月底  

•   夏季—6⽉月底  

•   季中 special price 3⽉月（款少）  

•   季中 special price 6⽉月（款少）  

 
B.   Uniqulo  

•   考慮合適尺碼：上新後不久的限時特優。︒｡  

•   不考慮尺碼：2⽉月、︑､8⽉月最低，3⽉月、︑､9⽉月少有的更低，品種零星幾種。︒｡  

•   什麼折扣可以考慮⼊入：5折。︒｡  

 
C.   H&M  

•   冬季：12⽉月初  

•   夏季：7⽉月初  

•   ⼩小型季中 sale：3⽉月  

 

參考網址：  

https://kknews.cc/zh-tw/news/enkrrqz.html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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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瑞典交換⽣生朋友在巴黎聖母院夜景 

 
 

Lyon燈節 

 

 
 
 



8	  

 
 

Airbnb融⼊入當地法國家庭⽣生活 at Colma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