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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換學校:瑞典延雪平大學國際商學院 Jönköping University 

 

一、緣起 

小時候，一位親戚去德國當交換學生，在當時是多了不起的一件事啊！至此之後，

交換學生就變成我人生中的一個目標。高中之後的升學壓力卻逐漸抹滅我當初對

交換學生的憧憬，然而在大學之後這股熱忱又再度被燃起了。我每一學期都報名

去聽學長姐的交換心得分享，又跑去國際處詢問交換學生的申請條件，更在大家

都在玩樂的大一下到北車附近補習托福。到最後我順利的申請上了大三去瑞典延

雪平大學交換的機會，更申請到了教育部學海飛颺獎學金！至於為甚麼會選擇瑞

典？因為每次聽學長姐的交換心得分享的時候，關於北歐的分享總是讓我印象最

為深刻，因此我就把這所學校設為我的最高目標。還在東吳大學處理行政程序的

時候，系主任告訴我延雪平大學是瑞典相當不錯的一所大學，這讓我更迫不急待

地想去瑞典體驗看看這北國的大學生活。 

 

二、學校簡介 

 

瑞典延雪平大學(Jönköping University)位於瑞典延雪平市區，就坐落在瑞典第二

大湖-韋特恩湖(Vättern)旁邊，總共設有四個學院:：國際商學院(JIBS)、工程學

院(JTH)、教育與傳播學院(HLK)，以及保健學院(HHJ)。延雪平大學有 350 個合

作學校，2000 個國際學生，而且大部分的教授都是來自不同國家，是非常國際

化的一所大學。而給交換學生的課程大部分是與瑞典當地學生一起上課的，因此

每堂課都可以和瑞典及其他來自世界各地的學生交流討論。學校設有一間圖書館，

基本上所有的課堂用書都借得到。圖書館內與各大樓都設有研討室或研討區，一



學期內的小組會議大部分都會約在這裡舉行。

  

三、育 

瑞典的一個學期又分成兩個小學期(上: A1, A2 下: S1, S2)。所有的交換學生在

一個小學期中至多只能修讀三門課(包含瑞典語，若無修讀瑞典語則只能選兩門

課)。和台灣差異最大的是，瑞典重視團體分工與報告，幾乎每堂課都會分四到

七人的小組。而在有些課堂上，小組會有同儕評分制度，為了避免有搭順風車的

狀況，小組甚至可以開會表決開除組員。我也發現在國外上課跟在台灣的差別是，

幾乎每個人都是以筆電上課，並圖文並茂的做筆記。而且可能是因為學費昂貴的

關係，每個人都是相當專注的，一整個學期下來沒有看過有人趴下來睡覺的，相

對的在台灣這種狀況就比較常見。我在瑞典共選修四門課，每堂課 7.5 ECTS，

3 ECTS 可抵台灣一學分，所以每堂課只能抵台灣兩學分的系外選修。學校有教

學輔助網站叫 Ping-Pong，有點類似東吳的 Moodle，所有課程資訊(教學大綱、

上課投影片、課前必須閱讀的素材等)都會放至 Ping-Pong 供給學生參考下載。

學校也很現代化的有一個手機 App，可以給學生最即時的教學資訊。而且最重要

的功能是可以用這個 App 註冊期中、期末考，如果學生沒有註冊考試的話，是

沒有考試資格的。 

 

A1: 

Entrepreneurship and Business Planning (7.5 ECTS) 

這堂課一星期分成兩堂 Lecture、一堂 Seminar。總共有約 220 人選修這堂課，

包含瑞典當地學生及國際學生。Lecture 是在一間大教室上課，授課內容主要為

基本的商業理論及商業模式。而 Seminar 固定為每個禮拜五，共開七個班，一

班 30人，小班分組授課。每次Seminar前都會有閱讀教材，一般為Business case，

需先閱讀過後才能在課堂上與小組一起回答問題，回答方式是以小組報告來進行。

在這堂課我分到一個六人的小組，組員分別是一個保加利亞人及四個瑞典人。這

堂課最特別的是期末有一個 New Venture Show，每個小組會收到 200 瑞典克郎



(約台幣 750)以經營自己的新創事業，這筆創業基金會在 New Venture Show 之後

繳回給學校，新創事業的盈餘或虧損則由小組組員互相平分。根據教授的說法，

以往年度這堂課沒有一個小組是虧損的，而記錄最高的一組總共賺了約 5000 瑞

典克郎(近台幣兩萬元)。總共有三至四個星期可以經營自己的新創事業，之後在

New Venture Show 銷售自己的商品或服務，並發表給教授評分，之後繳交心得

報告。New Venture Show 當天，學校早上把整個體育場給這堂課的 5、60 組發

表、展示自己的新創事業。其中販售商品的組很多是上網批貨來賣，也有很多組

是賣自己設計徽章(學校很流行，貼在學校的工作褲)；而提供服務的組較特別的

組則有幫腳踏車充氣的。我們這組則是綜合行銷服務及販售商品，我們有一個瑞

典組員聯絡到瑞典的一間啤酒廠 Åbro，廠商寄贈品(開瓶器、杯墊、保溫套)給我

們，我們販售這些贈品並順便幫酒廠打廣告。說實在的 200 瑞典克郎真的很少，

要在不投入私有資金的狀況下經營一個新創事業又不賠錢蠻有挑戰性的，我很推

薦如果有來瑞典交換的同學可以選選看這堂課。 

 

                New Venture Show 

Swedish Language, Culture, and, Society (7.5 ECTS) 

都來到瑞典了，如果有興趣想更深入瑞典的文化及日常就學一下瑞典語吧。這堂

課有分上跟下，瑞典語上主要教基本的日常會話；下則會教你更深入的聽說讀寫

及文法。千萬不要以為這只是一堂學習新語言的課，因為即使是瑞典語上，就有

許多跟英文差異頗大的單字及文法，如果不花時間複習跟預習，其實還蠻難過的。

除了課本的內容，也有六堂是關於瑞典社會與文化的課程，內容主要像是歷史、

性別平等、社會福利等。這堂課的期末考有兩個考試，語言考試就考課文中一些

單字及文法，而文化測驗就是，在文化課程的六個議題中，挑一個議題寫一篇比

較你的國家跟瑞典文化不同的短文。修過這堂課後，在日常生活的各種狀況上，

會比較有更深入的了解，不用到處一直依賴 Google 翻譯。 



 

A2. 

Marketing Communication (7.5 ECTS) 

這堂課主要是關於各種行銷理論及很多實例，老師上課會放蠻多廣告的，以配合 

各種行銷理論。這堂課比較特別的是期末報告的方式，小組不用上台報告，而是

將小組寫的報告內容轉換成一張 Infographic Poster(訊息圖表)，貼在教室四周的

牆上，再由同儕及老師共同平分。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7.5 ECTS) 

這是堂稍微嚴肅的課，國際管理講的主要是一個企業在不同國家、地區會遇到甚

麼困難及解決方法是甚麼。這是我報告寫最多的一門課，我小組的報告內容是可

口可樂在不同國家地區的策略改變，四個人總共寫了快 7000 字，算是負擔比較

重的一堂課。 

 

四、食 

瑞典物價昂貴(其實去過倫敦、巴黎等大都市又覺得還好)，如果不自己煮都吃外

食的話會是相當大的一筆費用。光是校內的學生餐廳一份漢堡就要台幣 280，而

更讓我傻眼的是，一份麥當勞套餐要台幣 300 多塊，差不多是台灣兩倍的價錢。

另外市區也有很多披薩店，或是在延雪平的購物中心 A6 Center 也有很多各式各

樣的餐廳，但一份餐基本上都是台幣 300 塊跑不掉。所以自己煮是最省錢的辦

法，我煮一餐的花費約 80-120 元，約是外食的三分之一。延雪平市區超市還蠻

多的，譬如 Willys, ICA, COOP, Netto, Hemköp 等，都是蠻常見的連鎖超市。另

外延雪平市區也有幾間亞洲超市，其中有一間叫東方紅，裡面有賣很多種泡麵(東

南亞、日本的牌子，辛拉麵也買的到)，豆腐(只有亞超有)以及各種亞洲食材、醬

料等，但其實一般超市也都會有一排是賣亞洲食材的，可以買到米、泡菜、醬油、

韓式辣醬和麵條等等。剛去的時候我幾乎甚麼都不會煮，前幾天就一直吃麵包夾

起士火腿，但到了最後每天自己煮三餐，學會了怎麼用鍋子煮白飯，也學會做各

種義大利麵、墨西哥捲餅、雞肉丼飯、海鮮炊飯、各種炒飯、蛋餅、鬆餅等等。

所以如果是之後要去交換的同學，其實可以不用擔心不會煮飯的問題，因為到那

裏之後你自然就會了。印象最深的是在聖誕前夕，我的一個德國朋友邀請我和其

他人去吃聖誕晚餐，那天大家一起從麵團開始做披薩，之後一起聊天、喝著一個

葡萄牙女生調的酒，很特別的一次經驗。 



  

  

                                   國際週宣傳台灣時準備的珍奶 

  

五、衣 

八月中來到瑞典的時候，白天氣溫約 20 度，但隔天清晨氣溫卻只有 7 度，夏天

的時候就可以把台灣冬天的衣服拿出來穿了。雖然溫度低又常下雨，瑞典卻沒有

像台灣這種吹到骨子裡的寒風，所以其實沒有想像中的那麼冷。而且室內或公車



上都會有暖氣，所以很多外國學生外套底下其實都還是穿短袖。一般台灣的冬季

外套大約可以穿到十一月(其實看個人，我常常穿短袖，外面再加一件內裡有毛

的厚牛仔外套，就這樣穿到十二月底了，不過建議還是不要學我...)。雪衣的部

分建議來瑞典再買，當地買的選擇很多而且一定夠保暖。延雪平市區找的到的運

動用品店有 Stadium, Team Sportia, Intersport, XXL Jönköping，而且大約在十

月多的時候會有一次 Mid-Season Sale，幾乎所有的商店都會打折，我就花了

3000 多元買了一件原價近萬的冬季外套，保暖防風又防水。至於鞋子的部分，

因為大概十月中到十一月入夜後路面會微微結霜，而十一月初就又會開始下雪。

下雪之後路面會變得很濕滑所以有一雙防滑的靴子是很重要的，我從十一月中開

始大部分的時間都是穿我的防水靴，因為一般運動鞋不防滑又會一直濕掉。另外

也建議要有一雙手套，瑞典很乾冷，手容易龜裂，嚴重一點甚至會流血，所以有

一雙保暖的手套就可以防止這種狀況。 

 

六、住 

只要準時報到，學校基本上會保證所有人都有住宿。然而我一個保加利亞朋友開

學一個禮拜之後才到瑞典，他就要每天花一個小時坐火車通勤。學校提供多個住

宿地點，但我建議選擇 Råslätt 或 Vilhemsro。我自己是住 Råslätt，這是一個離

學校公車車程二十分鐘的社區，雖然這個社區的居民經濟狀況沒有感覺很好，但

這裡提供 570 個床位給國際學生，朋友都住得很近，感覺就像一個給國際學生

的小社區。因為大概有一半的學生都住在這裡，所以這裡常常會有派對，或是每

個禮拜三晚上去夜店前的 Pre-drink 也常會約在這裡。一般在 Råslätt 是每三個

人一間，每人有一間自己的房間，而浴室跟廚房是共用的。我跟一個印度人和一

個法國人同一間，和別人住一起很容易就會觀察到其他人的生活習慣。像我運氣

比較不好，我的印度室友就兩三天才會洗一次碗，讓廚房的環境不太乾淨。而我

的法國室友從來不自己煮東西，冰箱永遠都放著一盒冷凍披薩。但除了衛生習慣

這點，兩個人其實也都蠻隨和好相處的。另外 Råslätt 也有一間專門給學生的公

共空間叫 Sockertoppen，裡面有撞球桌等可以給學生免費使用，地下室也有一

間桑拿的蒸汽室，有的時候會看到有人蒸一蒸之後站到戶外去吹冷風。在其中一

棟公寓的一樓也設有一間給住戶的健身房，或是到社區活動中心也有健身房和游

泳池(第一次免費之後有學生價)。另外社區裡也有一間超市 Willys 跟郵局，我最

後寄行李回台灣就是在這裡寄的。Råslätt 周遭景色很美，走路二十分鐘會到一

個湖，我常常天氣好的時候會來這裡走走，也在這裡遇到過住在隔壁棟也來散步

的荷蘭朋友。但在北歐我最不能適應得就是日照長短了，八月中到瑞典的時候，



每天晚上九點天黑，傍晚九點的夕陽，大概是瑞典最美的景色了。然而日落時間

卻一天比一天早，在冬至當天，落日時間是下午三點十五分。在每天三點多天黑

的日子裡，心情真的會變得比較低落，尤其是上完課出來天就已經全黑又在下雪

的時候，真的會鬱悶到問自己當初怎麼會選擇來瑞典。 

 

    

  

 

七、行 

我住 Råslätt，就在 1 號跟 3 號公車的起點站，而這兩班公車也都可以去延雪平

的所有地方了。到學校的車程是二十分鐘，而去 A6 商場的車程也差不多是二十

分鐘。單趟約台幣 110 塊，但是學生可以在 Sockertoppen 的櫃台買學生月票約



1300 台幣。而到瑞典的其他大城市像是哥德堡跟斯德哥爾摩也都是坐巴士會比

較方便，從延雪平出發車程分別是兩個半小時跟四個半小時，是平常假日可以去

遊玩的好地方。 

 

八、樂 

開學的前十天是 Kick-off Week，據說前幾年這個活動有得到 “The best Kick-off 

Week in Europe” 的美譽。活動前會依商學院、工學院等不同學院分成多個小組，

在以小組為單位活動。活動包括探索城市、許多團康活動等，其中有一天的體育

活動後還開放我們到學校旁邊的湖游泳。但另我印象最深的應該就是 Pubcrawl

了，整個晚上連續去了六、七家酒吧，在路上每個小隊都高呼著個自的隊呼，整

個市中心都是我們國際學生的聲音。而在 Kick-off Week 的第六天是 Kick-off 

Festival 整個下午到晚上學校都有演唱會，Icona Pop 的現場表演更是將整場的

氣氛帶到最高潮。 

 
Kick-off Festival 

 

Jönköping University 的學生最主要的娛樂就是學生夜店了，學生夜店叫

Akademien(Aka)，只有每個禮拜三晚上會開，晚上八點到十點免費入場。我們

住 Råslätt 的朋友們禮拜三的行程通常如下 

20:00-21:30 在 Råslätt Pre-drink 

21:30-22:00 出發去夜店 

22:00-02:00 夜店 

02:00-02:30 回 Råslätt 



  

我在台灣沒去過夜店不會跳舞，又因為有在運動所以也不喝酒。剛到瑞典的時候

其實還蠻不習慣的，看著其他外國學生喝完酒又跑去跟其他人一起盡情的跳舞其

實心裡還蠻複雜的。但我很開心 Kick-off Festival 的當天我的德國朋友把我拉到

舞池，如果不是她，我不知道還要拖多久才會開使參與這種場合。而從那之後我

才懂得珍惜與享受跟一群外國朋友玩樂的時光。以前我還是大一在聽交換心得分

享的時候，每一個學長姐都說著要離開你的舒適圈，生活才會變得多采多姿。然

而卻沒有人告訴我要怎樣才能離開舒適圈。到瑞典後看到各個場合裡，比較保守

的永遠都是亞洲人。我想過於保守、有太多顧慮而不敢盡情的參與活動就是我的

舒適圈吧。所以我覺得最簡單的方法就是如果有人找你去喝酒或去派對就去吧，

想太多而有所顧忌反而會使你原地踏步，而且其實也有很多人是喝過就之後才會

變外向的。記得最好笑的是，我認識一個瑞典人，上了一整個學期的課，座位只

隔了一排卻沒有講過半句話。但一次派對中，他卻是搭著肩對著其他人說我們有

同一堂課是一起上的。現在回台灣後，我卻非常想念和外國朋友在夜店的舞池圍

著一圈，一起喝酒、一起唱歌跳舞、一起大笑的時光。 

 

九、歐洲旅遊 

出國半年，包含瑞典我去了十二個國家，整個一月都在歐洲繞。但是我誠心建議

如果要玩得扎實一點學期中就要出去了，否則像我最後想去的地方太多，又只有

三十幾天的時間，每個國家都只能短暫停留。我會這樣是因為我從來沒有來過歐

洲，而在瑞典交換和大家聊旅遊的時候，發現大家都去過很多歐洲國家，而相對

之下我完全沒有故事可以說，因此我想要每個國家都體驗一點。然而旅途才剛開

始，在德國轉機要去英國時，我就錯過一班飛機了。之後和櫃檯改完機票後，又

因為在機場的失物招領找行李找了一個半小時而又差點錯過第二班飛機，但我因

此創下了從掛行李、過安檢、過海關、到登機門只花了十分鐘的紀錄。我去過的



所有國家當中，景色最壯闊的就是挪威的峽谷跟冰河了。我去的地方是挪威的

Preikestolen(聖壇岩)，挪威最熱門的爬山景點，也是不可能的任務 6 的拍攝地

點。這是我唯一跟團的行程，導遊說在夏天每天有大約六千人會來爬山，每個人

是肩並肩上山的。上山後坐在懸崖邊，和團員們吃午餐並喝著嚮導準備的藍莓茶，

真的是永生難忘的回憶！而其中在德國柏林與匈牙利布達佩斯，我拜訪了兩位在

瑞典結識的好友，並由他們當嚮導，帶我參觀他們城市。我是獨生子，從小一個

人習慣了，但是自己一人匆促的在歐洲旅遊也難免顯得寂寞，因此拜訪朋友們的

這一個禮拜，大概是我旅途中最開心的時光了吧。而在冷冽的北歐待了五個月，

我最期待的旅行就是去艷陽高照的南歐了，像是在羅馬的街頭吃著冰淇淋看著街

頭藝人、在烈日下的摩納哥跳海游泳、在法國尼斯的蔚藍海岸等待晚霞、或是在

西班牙巴塞隆納參觀高第的聖家堂等，都是永遠不會忘記的旅程。雖然前面提過

隻身一人旅遊會覺得孤單，但習慣了這種步伐以後，卻想多花一點時間在歐洲，

更加細細的品味每個城市。以下附上一個我遊歐後做的一個小影片。 

https://youtu.be/bZ2o5smEK9k  

   

  

Preikestolen, Norway 

https://youtu.be/bZ2o5smEK9k


  

Budapest Parliament                                   Brandenburg Gate, Berlin 

  

Colosseum, Rome                                     Stockholm 

  

The French Riviera, Nice                                 Moose Safari (School Trip in Sweden) 

  

Athens                                                   Monaco Monte-Carlo 



       
        Sagrada Família, Barcelona       

十、心得感想 

我真的非常感謝東吳大學有這麼好的一次機會可以讓我到歐洲生活半年，也非常

感謝教育部給予我這筆學海飛颺獎學金，也感謝爸媽對我生活費的贊助。還記得

要出發去瑞典的前幾天，我是多麼的不想離開台灣；而到了學期結束時，朋友們

每天都聚在一起就是為了珍惜最後大家同聚一堂的時光，每個人都依依不捨不想

離開瑞典。這群來自世界各地的陌生人，都已經變成了最真摯的好朋友；而這個

曾經陌生的城市，也成了一個溫暖的家。聖誕前夕，一個個送朋友們去車站，歡

笑之餘，其實是非常難過的，很多人在離開之際也掉下了眼淚。回來台灣後，我

覺得一切都變了，但變得不是台灣，而是我。這半年難忘的回憶已經將我變成一

個更有自信，也更獨立堅強的人，也讓我更清楚自己未來的志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