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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學校及所在位置簡介 

 

USN大學是一所在挪威東南方以八個不同校區所組成的學校，各個校區離首都奧

斯陸的車程為一小時至四小時不等，對於地廣的挪威而言，如此距離算是非常方

便。每個校區皆設有交換學生的課程，而主要的學門也依地區而有差異，例如我

所在的Notodden校區以藝術與教育課程為主，而鄰近的Drammen則以人文學科為

主等，皆可以在學校的官方網站上閱讀到詳細的資訊。 

【網站連結】https://www.usn.no/english/academics/find-

courses/#filter[educationalLevel]=ExchangeCourse 

而當初選擇該校的原因，很大的原因是自己對於藝術學習的憧憬，也因為對於北

歐設計的喜愛，也就決定申請USN大學位在Notodden校區的Texiles課程了。整體

而言，校園內的硬體設備非常人性化，而也因為藝術課程的創作所需，空間的使

用非常彈性，除了每個課程的專屬教室外，若因創作有特殊需求，老師們皆會盡

力的協助，提供最適當的解決辦法。 

而圖書館、電腦教室、文具店、展覽空間、健身房、游泳池與學生餐廳等皆設置

於校園內，各種因課堂所需的資源基本上皆可透過學校取得。而在圖書方面，則

可善用學校的線上圖書平台Oria進行資源的調閱，若無法找到想閱讀的書籍，只

要是與課堂相關的，都能與班導討論，或直接向圖書館提出購買的建議，亦可請

學校的文具店協助訂購。 

該校區所在的小鎮Notodden，是一座由許多小山所組成的地區，唯一的主要街道

上，超市、咖啡廳、餐廳、電影院、髮廊等都找得到，健身房、足球場、藝廊的

則分布在離主要道路步行五分鐘以外的地方，整體而言，生活機能很是方便。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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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需要適應的是，只要一踏出門，不是上坡就是下坡，也因此在這邊生活了一段

時間後，我的心肺功能也在不知不覺中被鍛鍊了呢！ 

 

至於學生宿舍，Notodden目前就只有Sætre與Høgås兩處，我的住處位於前者，地

理位置介在學校與市中心之間，因此上課與採買都算方便，而後者則幾乎位在城

鎮的最高點，距離學校走下坡路約十分鐘，然而若需採買的話，相較於Sætre，需

花更多的時間，因此對於沒有車的學生而言，Sætre會是一個比較實際的選擇。 

 

而學生宿生的內裝，在Sætre的部分設有配備齊全的廚房（洗碗機、烤箱、電磁爐、

冰箱），在房間內如床墊、書桌組、書架、衣櫃等也都附在合約中，基本上，宿

舍的規格皆是兩層樓，每層樓住四個住宿生，而一樓的部分四人共用一個廚房，

兩人共用一個浴廁，二樓的部分則是四人共用一個廚房，而每間房間皆設有獨立

衛浴，因此大家皆可依照自己的需求，向學校提出理想房型的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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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學校課程與個人經驗分享 

一、 Textiles（織品） 

由於我將此次交換是為我人生中的 Gap year，因此排除了法律相關的課程，我選

擇了該校藝術學系底下的織品（Textiles）課程做為我赴外交換的學分，而在織品

學程底下，一年兩學期共四門課程，總計60 Ects，第一學期的課程分別為「Thread 

Techniques」與「Designing and sewing clothes」，第二學期則為「Redesign」與

「Art Expressions」，而課程則以挪威文教授。 

在進入課堂之前，對於裁縫，我一無所知，頂多只有先前的打工經驗與閒暇之餘

閱讀時尚資訊所累積的微弱基礎，然而課程以鉤織（Crochet）作為整學期的開端，

再則針織（Knit），以挪威文化中非常典型了兩項手工藝為引言，再開始學習使

用縫紉機，進而了解最基礎的打版知識，如此即構成了第一學期的輪廓。 

基本上，每次經過不同技術的學習後，都會伴隨著兩至三項小作業與一項大作業，

在第一學期期間，大作業方面我總共完成了一頂鉤織的帽子、一件針織的毛衣、

一件裙子，與一件外套。而每年，在不同學生的組成的啟發下，指導老師會激盪

出不同的主題，聽說幾年下來，都還沒有重複過呢！ 

而第二學期，則以再設計（Redesign）作為基礎，老師針對全球二手衣物的現況

為我們作解說，也透過學生分組報告，挑選了幾個永續的時尚品牌進行討論，再

則進入改造二手衣的工作坊。課程期間，我們學習了各種不同的技巧，像是刺繡

（Embroidery）、拼布（Application）以及衣褶（Smocking）等，目的就是為了

透過在布料上創造新的表面，以賦予過時的衣物新的美感與意義，讓每一件二手

衣物都能以獨特的姿態延續其生命。 

緊接著，即是第二學期的重頭戲——「Art Expression」，基本上，我們會以我們

在這將近一年的時間裡所學習到的所有技術為基礎，根據老師指定的主題，以布

料為基礎素材，以較以往更抽象的手法去詮釋概念，產出一件藝術品，而非只是

工藝品。而在此學期，前段課程期間，我完成了一件刺繡的袋子、一件窗簾布製

成的洋裝，與大大小小的二手衣改造計畫，後段的藝術創作，我則完成了一項中

大型的裝置藝術。 

【課程網站】https://www.usn.no/english/academics/find-courses/visual-arts-design-

and-music/textiles/  

以下是我在這邊所創作過的幾項作品與其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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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Crochet（鉤織） 

 
《Identification》 

對於織品一無所知的我，學期之初接到的第一份作業即為鉤織出一頂代表自己的

帽子！以挪威與台灣的國旗顏色為組成元素，以及當下心理的未知狀態，再加上

對未來正面的期待，三個概念構成了左上方的花型貝雷帽。至於右下角的貝雷帽

則是以針織的技法完成，毛線是在丹麥旅行是購買的，算是紀念品形式的作品，

也是我對未來「大橘大利」的台味展望。 

（二） Knitting（針織） 

 

再來的任務即為學習針織，由於這是在挪威很重要的傳統文化，老師不免也就要

求我們要創作出受挪威傳統圖騰啟發的毛衣，然而對於初學者的我而言，要在期

限內織完一件毛衣稍嫌困難，故最後只完成了右圖的背心，途中亦完成了左圖的

襪子，也是從這次經驗，我學到要如何做良好的時間規劃，以在作品製作及書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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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之間取得完好的平衡。 

（三） Sewing（裁縫） Project I 

 

 

《Hubert》 

“People aim for the stars, and they end up like goldfish in a bowl.” 

接著則進入了學習的重點——裁縫。從基本的打板到縫製，第一個作業是最基礎

的單品——半身裙，而本次我的主題為《Hubert》，靈感來自法國哲學小說《刺蝟

的優雅》中，主角家中魚缸裡的魚，布料的特色（直紋、透明）以及背後的魚尾

細節暗示著被困在魚缸裡的魚，就像是大多數人，終其一生就將如此苟活於框架

裡，卻難以察覺。 

（四） Sewing（裁縫）Project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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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Road》 

“Like fools, we try to escape from the unpleasant life, but end up with being trapped 
in a wonderful illusion, just to acquire short-lived happiness.” 

第一學期的最後一個任務是創作出一件以春天為發想的外套，我將主題定為《On 

the Road 在路上》，然而概念要從我並不相信春天指涉的永遠是純粹美好的意象，

如烏托邦那樣的，使人想就這麼待著以遠離現實的那種氛圍，我認為那只是一種

假象，人們以為的「逃亡」不過是從一個空間逃到一個空間，說到底還是被困住

的，總之，真正的自由關鍵並不在於「身在何處」，而是「心的廣度」，然而，敞

開的過程總是漫長的，但一旦我們意識到了，也就發現，我們一直在那條路上。 

這次的作品可以說是我這半年以來最成熟的作品，無論是作品本身，又或是書面

報告即展覽的牆面設計，我運用了直紋的布料表現我想傳達的那種被禁錮的感覺，

而所有的直紋布料組合起來，在視覺上給人一種暈眩、錯視感，則表現出所有想

像的美好皆是錯覺的概念，然而，披風下的花紋布料則讓整件作品並不完全是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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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的，她指涉著自由的美好並不遙遠，但就視你能否自覺何謂真正的美好。 

（五） Redesign（再設計）Project I 

 

 

《Imperfection》 

“We are never satisfied with ourselves, but other than the part we feel insecure about, 

there still exist piles of wonderful possibilities for us to explore with our own soul.” 

本次任務的限制，是以不購買任何布料為前提，僅以手邊有的剩餘布料，結合刺

繡技法，製作出一條腰帶，而我以人們對於完美的渴求為起點，受日本的「Wabi-

Sabi」美學的啟發，透過裁減二手衣物、帆布袋與先前用剩的布料，並結合月相

的刺繡，製作出一條全新的皮帶。 

（六） Redesign（再設計） Project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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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gility》 

這次的作業限制為僅能使用二手布料，並且不能裁剪，僅能在布料表面以

「Smocking」的技巧拉出整體輪廓，因此我在二手店挑選了一塊窗簾布，應用在

前些時間學過的各種技巧，花了約一個月的時間一步步的築起作品核心概念，再

則進入實作。 

這次的作品受知名短篇小說《象人》所啟發，以對於自身不完美的自卑情結為概

念主軸，在服裝的結構上做出凹陷與垂墜的細節，凸顯「不完美」的元素，再佐

以刺繡的技法，在服裝上的幾個角落留下呼應主軸的符號密碼，讓整體設計更添

上了一層感性與神秘。 

（七） Art Expression（藝術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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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ll Fell Fallen》 

“We take what’s from the past, and stuck ourselves in. When the rest of the memories 

are fading away, the most painful one always stays.” 

一學年以來，最大型的作業莫過於此，這次老師要求我們要結合布料、顏料印刷，

以及電子裝置AdaFruit為媒材，探討自己所選擇的社會議題，作品形式不拘，為

期兩個月，透過自身經驗與大量閱讀，我以「廢墟」、「攝影」與「時間」為元

素，建構出此次作品的最終輪廓，談的是人們太輕易的被過去的回憶牽絆，因而

引發了生活上的各種不安與焦慮，而值得一提的是，本次的作品在Notodden城內

的歷史建築Hydroparken裡展出，因此這次的期末作品展覽，對於本校的藝術學

生而言，是一次非常難得的經驗！ 

二、 Environmental Art （環境藝術） 

而在完成了織品課程後，從五月底至六月底，我參加了同個學校，為期一個月的

夏季短期課程『Environmental Art』，這個課程以英語授課，有著來自世界各地

對於在大自然中創作有興趣的人參與，老師是知名的藝術家Stuart Ian Frost，在

課程之初給出本次的創作主題，並且簡略地對課程的目標與前期學生的創作進行

介紹後，大家即前往離學校車程約二十分鐘的後山上，開始作品設置地點的挑選，

再則進入實際的創作過程。 

本課程不以須具備任何特殊專業為前提，只要對於藝術創作有熱情都可以參與，

且課程全程不收費，也配有專業的助教協助各種專業技術的應用，像是處理木材，

又或是金屬的焊接、裁切，塑形等等，只要提出需求，老師與助教皆會盡力地尋

找資源並給予幫助。 

本課程歷年學生作品皆收錄在該網站：http://www.artinnaturearchiv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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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ze Dilutes》 

“Between birth and death, we are being tested, thus purified. When everything comes 

to an end, we then manage to perceive the essence of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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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課程主題為「Camouflage」，受達爾文物競天擇理論中，提及Camouflage的

解釋啟發，並以「What is Camouflage for?」與「Why do people like to go into the 

nature?」兩個自我提問為出發點，我併置了針對兩個問題的答案後，得出人們親

近自然，潛意識中是一種自我保護的機制，而Camouflage對於生物而言亦是一種

提高其存活可能的存在，故為了讓身處於自然中的人們意識到自己在此的原因，

我選擇以罌粟花的生命循環動態為意象，講述生命的本質，試圖以此激起人們的

思考。 

參、住宿相關注意事項與週邊生活 

只要遇到有關住宿的問題，除了可以直接到校內的辦公室，又或是其專屬網頁，

甚至是直接與承辦人員的通信，皆能得到蠻快速的回覆，但需要注意的是，在簽

約當下（基本上是透過電子郵件），最好積極地向對方要求有雙方簽名的契約，

確認雙方皆有最終的合約版本，以免事後造成糾紛。此外，也務必留意自己的住

宿合約的到期時間，由於條款上嚴格註明，若需更改離宿時間，須於兩個月前完

成程序，否則就無法做變動，儘管是國際學生，學校仍會向你收取合約上載明的

費用。 

用餐方面，因挪威物價是世界數一數二的高，故基本上學生皆會到連鎖超市進行

食物採購，鎮上超市大概就屬SPAR、KIWI、REMA1000與EXTRA為主，每間超

市在同一品項很常會有價格的落差，每間超市都有各自的取向客群，例如KIWI

被認為是較為養生的超市，REMA1000則是最平價的，而EXTRA則是最友善素食

者與特殊飲食者的選擇，SPAR則不定期的會有食物下殺折扣的活動，完全依個

人喜好，或是不同時期做採購選擇。 

而若真的不習慣每天下廚，學校則設有唯一一間的餐廳，提供沙拉吧或是每日特

餐的選擇，以及基本的零食或飲料等，但在此消費的金額，很容易就超過在台灣

吃一頓簡餐店的價錢，而食物的量，則往往不符合期望，因此除非對於自己下廚

有很大的障礙，否則還是鼓勵大家自己準備每一餐。 

至於Notodden的市中心，我會以「麻雀雖小，五臟俱全」來形容，餐廳、咖啡廳、

藝廊與電影院等娛樂都有，但每樣的選擇大概五根手指頭都數得出來，而另一方

面，飲酒文化盛行的挪威，酒吧卻不少，故無論是學生又或是一般社會人士，週

末的娛樂選擇也就不得而知，平常日間平靜、有時甚至遇不到幾個人的街道，到

了週末夜，大家的瘋狂就此盡情地流洩，想起第一次見到日夜景象的落差時，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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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中的文化衝擊是非常大的，然而雖然挪威是我待過最安全的國家，但走在週末

夜間的路上，還是得稍微留意自身安全呢。 

肆、交換學校輔導機制 

由於是第一次到歐洲，因此行前，我與對方學校的國際事務承辦人員非常頻繁的

通信，以解決心中滿滿的疑惑，而對方的態度一直是非常正面且有耐心的，甚至

是到挪威後，承辦人員以及他的學生助理，會像是朋友般的，不時的確認你的適

應情況，以及為所有的交換學生舉辦每學期三至四次的Coffee Hour、每學期一至

二次的電影馬拉松，與在聖誕節、復活節等特殊節日提供免費餐會，除了讓交換

學生間有更多交流的機會，也讓大家有了體驗挪威節慶文化的機會。 

 

在學期初時，趁著包車前往警察局辦理居留證的行程，國際事務承辦人員也為我

們規劃了一趟小旅程，目的地為野生馴鹿保留區Hardangervidda National Park，導

覽員除了帶我們了解館內的展覽資訊，也帶我們到了戶外步道，解說了整個保留

區的範圍，以及馴鹿等遷移等相關資訊，這大概是身為外國人的我們，對於挪威

自然的第一次深入接觸，也透過這次，心中也開始對挪威的大山大水有了想要探

索的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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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同趟旅行，回程的路上，我們到了Notodden的著名地標——Heddal木造教堂， 

於十三世紀時建造而成，是挪威境內最大的木造教堂，是這座小鎮上最熱門的

觀光景點，不少外國遊客皆慕名而來。然而由於我們抵達的時間太晚，因此無

法入內參觀，然而僅是欣賞建築物外牆上精細的雕刻細節，也就令人滿足了。 

 

而在第二學期初時，國際事務承辦人員提議舉辦交換學生的文化交流活動，採自

願參加制，各國學生可申請擺臺與經費，於學校入口處，推廣自己國家的文化，

由於事發突然，我也只能盡我所能地準備手邊與台灣文化相關的食物與物件，以

最簡單俐落的方式呈現台灣，另也準備了小任務，讓想品嚐台灣食物的外國人，

透過回答像是「台灣所使用的官方語言為何？」又或是「指出台灣在地圖上的位

置」等問題，以獲得資格，希望透過此的互動，讓大家能對台灣有最基本的認識。 

伍、個人文化活動參與 

（一）Alternativ J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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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節假期時，應挪威室友的邀約，而參與了名為「Alternativ Jul」的慈善活動，

身為志工，我們以我們的一己之力，為所有無處度過聖誕節的街友、獨居者又或

是經濟有困難的人們服務，甚至是坐下來與他們用餐、交流，以及繞著聖誕樹唱

聖誕頌，讓他們也平等的享受屬於這個節慶該有的溫暖。 

【原文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pennychuang731/posts/1449149541878509 

（二）挪威的聖誕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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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挪威的文化中，聖誕節是數一數二的盛事，平常散在國內外的家人們，都會把

握這短短的假期團聚，一整天就這麼穿著睡衣，攤在沙發上，複習已經看過無數

次的聖誕影集和動畫，而後再盛裝，以最完美的姿態在家裡享用聖誕晚餐，餐後

接著再換回睡衣，一起把聖誕樹下滿滿的禮物拆個精光！不特別做些什麼，如此

儀式性的行程，讓家人間找回熟悉的感覺，充飽電後，在開始面對新的一年。 

幸運的我，獲得挪威室友的邀約，能夠一窺道地的挪式聖誕節的樣貌，除了嚐到

非常傳統的餐點、一起裝飾了home-made的薑餅屋，也在拆禮物的時間，收到了

好多署名給我的禮物，只能說這次的邀請，真的是讓身為亞洲人的我在冷冷的冬

天被暖暖的心意包圍著呢！ 

（三）薩米國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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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好朋友是薩米人，而有幸參與在奧斯陸舉辦的盛大慶典！ 一早抵達了奧斯

陸市政廳（Rådhuset） ，場內外皆聚集了身穿傳統服飾的薩米人，各種樣式與

顏色的組合，代表著來自不同地區的薩米族群，許多一年一會的親朋好友們，

都把握著與彼此寒暄的機會，而年輕一輩的薩米人們，也會互相交流，談著自

己在都市的生活，又或者是最近進行的權益爭取行動。整場早餐會伴隨著薩米

幼稚園小朋友合唱的歌聲，薩米青年三種語言的詩句朗讀，以及薩米女歌手的

演唱，在這同時也是諾貝爾和平獎頒獎地點的此處所舉辦的薩米盛會，似乎也

與他們對於安居與平等的權利的渴望，互相呼應著。 

透過活動，以及薩米人們熱情與友善的對待，深刻地感受到他們為了保存自己

的文化的用心，以及民族的韌性，同時也感受到挪威政府協助的誠意與尊重。

而對於亦有原住民文化的台灣，兩者之間，或許在文化保存與推廣的部分，有

可以互相學習之處，讓不同的族群間能夠彼此尊重，文化獲得良好的保存與推

廣，也讓更多不同的聲音能夠有發聲的機會。 

【原文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pennychuang731/posts/1489920107801452  

（四）Holmenkollen Ski Festi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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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挪威冬季的大型盛事，絕對非每年在首都奧斯陸舉行的Ski Festival莫屬，在

這天，你可以親眼見證挪威人的瘋狂，與對滑雪運動的熱情，在活動期間，許多

觀眾一早就上山，在茫茫雪海中找到觀賽的最佳地點，升起營火，拿出馴鹿皮，

並拉開啤酒的拉環，振奮的一天就此展開。整座上山瀰漫著一種慶典的氣氛，而

黃湯下肚後，一向冷漠的挪威人，也變得極為親切，只能說挪威文化的這一面，

真的讓我大開眼界呢！ 

（五）復活節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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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活節假期，大概是下學期中唯一的長假，因此國際學生，無不趁這段時間，

規劃挪威國內旅遊，而挪威人則大多前往家鄉，與家人朋友們一同度過。而那

時，我幸運地受到朋友的邀請，前往北挪威去度過我的復活節假期，拜訪了在

峽灣內的度假小屋、見到了極光，也品嚐到了傳統的復活節餐點，可以說是過

了一個非常娜式的假期呢！  

（六）挪威國慶日 

  

五月十七日，挪威國慶日，是歷史上挪威正式脫離丹麥獨立的日子，因此在這天，

全國各地大大小小的城鎮，皆會有遊行，而人們皆會穿戴起傳統的服飾Bun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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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或是正式的套裝，來慶祝這別具意義的一天。而值得一提的是，來自不同地區

的Bunad，皆各有特色，而身為薩米人的朋友，當然的也換上薩米的傳統服飾，

如此的景象對於學習織品的我而言，可說是賺到了呢！ 

陸、個人行程規劃 

由於很晚才知道自己未來想往藝術與設計領域發展，所以在台灣時，大多時間仍

用於法律系的課業上，故在了解自己未來取向後，能擁有遠赴歐洲求學的機會， 

我非常的珍惜，也覺得這一切來得正是時候！趁著在國外的期間，我盡量地將自

己曝於異國的藝術與文化氛圍裡，許多在台灣難見的藝術家作品，又或是屬於挪

威特有的手工藝品，都盡量的收進眼底，覺得很充實，也很感謝學校能給予我這

樣的機會，而以下大概條列這幾個月以來參與過的活動與展覽。 

（一） Oslo Designer Saturday 

 

 
一年一度的 Oslo Designer Saturday，在首都奧斯陸設了十餘個點，有些是店面，

有些是大型展示中心，參加者可以拿著地圖，搭乘活動專屬的免費公車，到各個

駐點參觀北歐設計品牌的作品，而同時這個活動亦是新銳設計師的設計比賽，他

們的作品也展示於其中！透過該活動，不僅可以透過公車路線更深入探索奧斯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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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在為期三天的活動內，一飽北歐設計的眼福！ 

【官方網站】http://www.designerssaturday.no  

（二） Oslo Innovation Week 

 

也是一年一度的 Oslo Innovation Week，是屬於挪威活動中少數幾個較為國際化

的盛事，為期一個禮拜，每天都會有大大小小的演講與工作坊，主題每年都不太

一樣，像是 2017 以 Sustainability 為軸心，衍生出如探討食物、能源等面向的演

講，而工作坊方面則以 Visual Reality 為核心，主要著眼於科技的創新，參與過

後，我深刻感受到挪威在食品與永續面向的用心，以及對於其科技的發展程度大

為驚訝，也才發現自己對他們的了解是多麼淺。 

【官方網站】https://oiw.no  

（三） Munch Museum 

 

提到挪威最富盛名的藝術家，大概就屬代表作為「吶喊」的孟克了吧！這裡不僅

會邀請許多策展人，以孟克的作品從不同的面向去解構再建構出新的主題，也會

以當代藝術家的作品去做呼應與互動，至今參觀過的兩檔展覽，結構都非常緊密，

每每觀賞完後，都能受到啟發，而展覽出版的畫冊也非常精緻，讓人不收藏也難

啊！ 

【官方網站】http://munchmuseet.no/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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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National Museum 

 

位在奧斯陸的國家美術館，是真正展有孟克作品「吶喊」的地方，而除了這件作

品外，美術館內也有著許多如莫內、畢卡索等著名藝術家的創作，另也放置了許

多知識性的資訊在展場各處，參觀的民眾可拉開抽屜閱讀，透過此對展示的作品，

抑或是藝術史上的專有名詞有更深入的了解！而我認為如此的設計不僅能緩解

民眾的緊繃感，也讓他們在觀看的同時能即時的對照資訊，而有更深刻的體驗。 

【官方網站】http://nasjonalmuseet.no/en/  

（五） Norwegian Folk Museum 

 

在奧斯陸有一座島稱為博物館島，島上有許多如 Folk Museum、航海博物館、維

京船博物館等，然而我最喜歡這座 Norwegian Folk Museum，園區佔地很大，裡

面不僅有挪威歷史上木造房屋的演變及挪威著名的木造教堂，也重建了挪威不同

年代各家各戶房間裡的不同風格裝潢，甚至還有復古的糖果店在園區裡營業，在

那邊待了半天的時間，就像是把挪威的過去如身歷其境的走了一回呢！ 

【官方網站】https://norskfolkemuseum.no/en  

（六） Telemarksgalleri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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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所在的小鎮 Notodden 裡，每年都會有一場國際性的盛事，即為「Notodden 

Blue Festival」，這個時候會有來自世界各地的藍調樂迷前來朝聖，而去年鎮上的

畫廊也與其合作，策劃了一檔展覽，展示了許多挪威當代重要藝術家的作品，甚

至也有藍調音樂之父 Bob Dylan 的畫作（如圖）呈現，我也才知道，原來挪威的

歷史上，也有如此的音樂淵源存在啊！ 

【官方網站】https://nia.no/telemarksgalleriet/ 

而除了在城市內的參訪外，在學期結束後，我亦與朋友登了兩座位在挪威南部的

山。 

（一）Gaustatoppen 以及 Trolltun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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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挪威，首先會想到的絕對是這裡的峽灣與大山，對於熱愛戶外運動的挪威

人而言，登山早已是他們血液中的一部分，因此若想體驗道地的挪式文化，山

行是不可或缺的一環，哪怕只是住處後面的山，又或是散佈在境內各處的不同

等級的大山，都是很好的選擇，而這次和挪威朋友進行的最後一趟旅程中，我

們挑了位在Telemark內的Gaustatoppen，以及位於西岸的精靈之舌Trolltunga進行

攻頂，兩座加起來共約十八小時的步行，感覺就像是一場朝聖之旅，考驗著意

志力，也激起了腦中的許多思考，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正式的登山經驗，有些

辛苦，但走過後，內心則會有滿滿的充實感。然而必須注意的是，若想好好的

體驗這一切，該有的登山裝備與保暖衣物、食物等皆不能少，否則整趟旅途可

能就因此變成一場災難了呢！ 

柒、出發前準備及費用 

基本上申請該校課程的程序並不複雜，在收到對方的入學許可通知後，即可以開

始上該校的網站（又或是在先前就可以先開始瀏覽），在八個校區內的交換學生

課程選項中，選擇自己想要的、可以進行畢業學分抵免的課程。 

同時，也可以準備機票的購買，基本上秋季學程皆是在八月中開學，而春季學程

則會是在一二月，再來最重要的，即是向位在台北敦化北路上的丹麥商務辦事處

提出學生簽證的申請（網站：http://taipei.um.dk/zh-tw/）。 

l 關於學生簽證辦理的事前準備，以下的部落格文章在當初幫了我很大的忙：  

http://shawbar.pixnet.net/blog/post/41313506-【挪威留學】申請學生居留證 

l 同時也附上在申請挪威學生簽證時遇到種種困難的筆者文章： 

http://yvggb929n.pixnet.net/blog/post/34342646-挪威學生簽證辦理｜根本快被整

死，請叫我福 

再來以下，則針對大家在過程中可能會出現的疑問進行解答。 

（一）關於申請簽證的財力證明 

由於該校所給的入學許可，在文中已註明「USN confirms that the student has 

sufficient means of substances for the relevant period of studies in USN」，基本上，

這句話已經擔保我們是有足夠的財力在挪威生活，根據丹麥商務辦事處人員的說

明，是不用再附上其他財力證明的，但為了保險起見，還是需要再次向對方確認，

以免事後產生糾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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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關於住宿 

等收到入學證許可，也知道自己之後會在哪個校區進行交換後，就可以開始上

https://www.ssn.no/?lang=en_GB 尋找所屬校區的宿舍，並在期限前完成宿舍的申

請程序。通常房租皆需要在每月的15號前繳交，故以我的情況，第一個月的房租

是從台灣以外匯的方式繳費，而外匯的手續費與匯率每間銀行皆不同，建議就以

手邊已經有開戶的銀行進行查詢，以找出最符合需求的方式，另外需注意的是，

目前台灣沒有銀行掛挪威克朗的選項，因此只能以美金或歐元進行匯款。 

而等到了挪威後，沒有意外的話，各個校區皆會設有如住宿中心的小辦公室，屆

時就可以以刷卡的方式，繳交每個月的住宿費，也就不用擔心需要一直從台灣進

行外匯了。 

（三）關於生活費 

基本上，挪威的物價是台灣的三四倍左右，當初我準備了台幣四十萬，作為在挪

威十個月的生活開銷，如此的金額，若沒有出國旅遊的計畫，僅是日常花費（食

物、簡單的娛樂）一般而言是完全沒問題的，然而若有在挪威境內旅遊或出國旅

遊的計畫，交通費就頗為高昂，因此仍是看自己的行程規劃，去做基本開銷的計

算。 

（四）關於消費方式 

北歐國家目前幾乎都是以信用卡進行消費，現金基本上也都會接受，而唯一需注

意的是，在某些商家或購票機器，會要求信用卡持卡人輸入碼Pin碼（共四碼），

因此在出國前開通國外刷卡功能時，請務必確認申請的是Pin碼，以免到了挪威

後，發生像我一樣有卡卻無法刷的窘境。 

然而在某些地方的店家，由於不常有外國客人光臨，因此卡機也常常發生無法接

受外國卡的情況，又或是挪威地方性大大小小的市集，大多時候只接受現金交易，

因此，換些挪威克朗帶在身邊會是比較保險的做法。 

（五）關於氣候 

在挪威幾乎完整的經歷四季後，第一個感想是，這邊是一個極為乾燥的國家，甚

至是到了夏天，皮膚依然很常有龜裂的現象，因此，保濕的乳液可說是絕對必備

的！而到了冬天，南部冬季氣溫大概都在零度至零下二十度不等，而怕冷的我，

以基本的配備如羊毛內衣、羊毛內搭褲與其他的羊毛配件等打底，再穿上薄薄的

保暖機能外套，最外層再搭上防風防潑水外套，鞋子部分，則以防水的登山鞋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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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如此的暖度，應付南部的冬天是綽綽有餘的，然而由於體質不同，大家還是

要自己感受後去做調整。 

捌、個人感想 

My Lucid Dream in Norway 
（收錄於東吳法律系法律人生涯手冊第二十二期） 

 

「如果當初我沒有勇氣去嘗試看來幾乎不可能的事，如今我就還只是個牧羊人

而已。」——《牧羊少年的奇幻之旅》 

六年前誤打誤撞的進入法律系，被動的完食了滿滿的一百八十個學分，胃是飽的，

但心裡卻覺得空虛至極，好像硬是吞下了那些大家口中所謂營養的知識，但身體

卻叛逆的不予吸收，眼看畢業的時間在即，所有的法條理論仍消化不良，卻還是

逼著自己繼續嚥下新的函授課程，腦滿腸肥之下，那個被壓抑太久的自我，再也

按耐不住， 

「你真的喜歡法律嗎？」 

我大概在心裡給了一萬次否定的答案，卻因為當了超過二十年的「乖學生」，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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慣了消極被動的接受被餵養的一切，怎麼樣也提不起勇氣面對心中的解答，同時

也害怕自己的衝動，迎來不如預期的結果，最終讓周遭的人失望，種種的不安累

積之下，使我遲遲無法正視自己的人生，思考想為何而活、為何而努力，非得等

到死線將至，必須做出即將步入社會的第一個決定時，才開始對自己的人生抽絲

剝繭，試圖找出自己的熱情所在。 

由於外語是所有學科中，我相對擅長的一項，故為了在日後求職時具有競爭力，

而報考了多益檢定考試。在等待成績公布期間，偶然得知學校交換申請報名即將

開始，從小就一直懷有在國外求學的憧憬因而湧上心頭，縱使明白，經濟狀況、

成績、與情感壓力等，大概會使一切難以實現，卻還是耐不住好奇心，大致瀏覽

了學校提供的交換資訊，以過過乾癮，然而在考試結果出爐後，比預期還高的成

績，意外地給了我申請交換的衝動與信心。 

然而，就像先前所提及的，由於在法律系的五年裡，雖是逼著自己到課與苦讀，

但心態的消極，導致成績經常落在平均偏差的一群，但偏偏交換申請的評選標準，

課業成績的佔比又偏高，故就算對自己的英語檢定成績頗具信心，在校成績卻讓

我感到十分不安，雖然深知自己將面臨將是一場硬仗，我仍是選擇推了自己一把，

畢竟在步入社會之際，我已無路可退。而也因為如此的勇氣，意外的獲得父母的

支持，即使資料的準備與遞交有些匆促，但一切總算是順利地展開了。 

「恭喜您獲選為本校推薦之交換學生。」 

終於一切塵埃落定，在得知自己即將前往的學校是挪威的 HSN 大學後，我迫不

急待地深入瀏覽這所學校的交換生課程，然而當初下定決心以挪威的 HSN 大學

為志願之一時，心裡早就向著該校位在 Notodden 校區的藝術課程，其中又以織

品（Textile）最令我感興趣，故在透過與該校承辦人員頻繁的通信，確認選課資

格的細節與費用後，儘管知道這門課程是以挪威文教授，但一心只想著追夢的我，

不允許自己有逃避的權利，胸有成竹地接下挑戰，準備好好奮鬥一場。 

然而，追夢著實不易，當你毅然決然的放下最初的選擇，跳脫舒適圈，立下新的

目標付諸努力，不僅要面對因不安連帶而生的負面情緒，還得有著耐心，藏起脆

弱的那面，故作堅強的向大家說明自己是如何走到當下的決定，然而我的說詞卻

難以使人們信服，因此在事後，我仍是常常被追問著， 

「什麼時候要考律師呢？」 

我給的答案始終如一，隨之而來的質疑、勸阻以及惋惜卻也不曾少過，但透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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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次與他人分享自己的決定，一次次地收到不被看好的回應，反而淬煉了內心的

堅定，卻也不免為大多數人的悲觀感到失落。勇於為自我人生負責的態度，本該

是被好好鼓勵的，然而在普遍消極保守的價值觀下，這卻像是禁忌般的存在，無

奈之餘，反而更想努力顛覆社會既有的認知，成功了也好，失敗了也罷，總是要

勇敢的試過了，才無愧於人生。 

而從法律跨到藝術，確實有很多的事物需要重新學習，但幸運的是，由於當初在

申請交換的同時，早已確立了選課方向，故為了在真正進入課堂時有一定的認知

與知識基礎，在出國前，我兼了兩份工讀，分別為畫廊助理與服飾銷售，希望透

過此，除了支撐日常開銷外，也能累積相關經驗與知識，縱使這段期間總是心力

交瘁，但因為是興趣所嚮，反而有甘之如飴之感呢。  

然而出國前，即使自認為已做好準備，以迎向充滿未知的新校園生活，但等到真

正進了課堂，還是免不了衝擊。在習慣了台灣的被動式教育後，對於這邊的老師

傾向擔任被動的協助性角色，以及大多時候，學生必須自主學習的上課模式，一

開始簡直讓人無所適從，但在透過嘗試、經歷挫折，進行修正後，也終究是步上

軌道，而也是透過如此的過程，才讓我體會到，當再也沒有人告訴你必須做什麼，

一切的資源與時間分配都操之在己時，自律性與毅力突然就變得好重要。 

「YouTube and Google are totally our best teachers!」 

這句結論完全點出了我在挪威的學習方式，對於想從這門課吸收多少知識與經驗，

完全交由學生決定，每個人都為自己的產出、想學習的事物負責，老師僅會提供

教學方向，細節則交由學生自由填充，整個學習，即是在一連串的探索、創造與

解決問題的過程中漸漸累積經驗，不僅訓練了發現癥點並予以破除的敏銳度，更

重要的是，也學會了為自己的人生承擔責任。 

而也是從這時，我才深切的感受到「取」和「捨」的真諦，你大可選擇每天早上

到學校發呆，晚上去各大派對狂歡，抑或是專注於課堂，盡量的堆疊自己的知識

厚度，任何選擇都沒有對錯的問題，端看每個人為自己設下的目標為何，然而，

保有初衷，心無旁騖地向前進是非常困難的，故在面對靈感難產、同儕壓力、以

及生活種種困難時，如何能平衡自己的選擇，是不可避免的挑戰。 

「你不敢吭聲，就註定得不到任何幫助。」 

除了教學模式外，挪威學生的「有話直說」，一開始亦是讓人手足無措，記憶中

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在某次針對班費流向的討論時，班上的同學們開始與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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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火藥味十足的溝通，而事後當我談起當時談話氣氛是多麽令人不自在時，他

們僅以稀鬆平常的口吻分享著，由於從小就被教導勇於表示意見，深知保持沈默

並無法解決問題，故每每遇到無法妥協的事情時，總會選擇發聲。同樣的，若在

學習過程中不提出想法，老師也無從給予協助，所以才更該適時地表達自己的意

見。 

但對於生性內向的我而言，在成長過程裡，鮮少在課堂中與老師對話，也不擅於

在面對不平時表達自己的意見，然而，這樣的人格特質，在挪威，甚至是整個西

方國家是行不太通的，不主動提出需求，又或是不參與討論，後果都是咎由自取，

而也是在我開始練習在課堂上發言，和老師討論我的需求與困難後，才發現踏出

這一步，不僅能得到原先尋求的幫助，也附帶得到了課外的資源，果然，臉皮一

點都不值錢啊。 

然而，透過課堂上練習發言，個性變得外向些後，在面對人際關係時，挪威人的

冷漠，卻又讓我吃了不少的苦，平時相處所感受到的親切感，並不代表友誼的建

立，若想深交，是需要刻意的製造話題與機會，進而在過程中漸漸熟絡，相較於

亞洲式的隨和與熱情，挪威的地廣人稀與寒冷的氣候，使得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疏

遠，因而形成了此地獨有的社交模式，對於外國人而言，若想融入群體，亦是需

要遵循如此的通則的。 

身為 Notodden 校區唯二的亞洲人，面對如此艱難的社交挑戰，在沒有同國學生

互相取暖的後路下，我將自己全身投入這場戰役，試著與挪威人建立友誼，雖然

過程中不免嚥下了許多不解與失落，但苦盡甘來後，成功結交了一群好朋友，被

領著體驗了各個面向的挪式生活，深入接觸挪威的不同面貌，覺得既幸運又感激，

皇天果然不負苦心人啊！ 

而這段期間，對於各種體驗機會，我都很珍惜，也很用心的投入與感受，但卻因

為沒有太多所謂「精彩」的照片出現在社群媒體上，而引來旁人的關切，面對這

些提問，我只想回應，當你全神貫注於當下所經歷的一切事物時，影像的紀錄與

否已不是重點，過程中的那些美好早就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發自內心所感到的

快樂，是不需要用任何媒介去證明的。 

然而，這樣的反應卻也不令人意外，社會對於交換生的刻板印象，多半是在派對

裡夜夜笙歌，又或是在各國的古蹟名勝打卡拍照，於個人頁面留下的影像紀錄，

雖呈現著到處吃喝玩樂、沒有任何煩惱的表象，然而事實上，陌生的文化、語言

的障礙、新的社交模式等，各種差異下造成的衝擊與摩擦，是一切美好的代價，

若只是對國外生活有著憧憬，而沒有接受挫折的決心，或許就要有心碎的準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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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在國外，你的人生也不會因此在一夕之間轉變。」 

有著如此的認知，保持著平常心，無論身在何處，皆能踏實的累積著經驗與能力，

或許這麼說有些老派，但我認為，當人全神貫注地投入眼前的目標時，看似失去

很多享樂的機會，然而，生命卻會在意想不到的時候給予回饋，因此，當身邊的

人為你所選擇的道路提出質疑時，就還是堅定的走吧，那些只有你自己知道的苦，

都是在為了更好的自己鋪上扎實的底，而其中的快樂，是他人無法理解，也拿不

走的。 

就這樣，交換生生活接近了尾聲，一場短暫的，像夢一樣的旅程，讓我有機會在

挪威植下我生命的一部分，這裡不僅是我實現夢想的開端，這期間所收集的故事、

遇見的每一個人，都將在我回台灣後，以另一種形式，繼續存在我的生命裡。若

你準備好了，若你對自己的懷疑已遠遠大過肯定了，不妨就放手一試，說不定人

生的樣貌，就在過程中漸漸清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