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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10-27  報導／� 鄭瑋津 

國立交通大學傳播與科技學系在第一屆即有同學成為交換學生，由於學校對於交換學生有諸多限

制，在歷經了三年的奮鬥後，今年，劉千榕終於如願以償，八月底前往芬蘭育華斯夫基拉大學（

University of Jyväskylä），展開為期一年的海外生活。

 

問問
：：

當時是如何得知交換學生的消息？當時是如何得知交換學生的消息？

答
：

大一下從網球隊學姐那裡得知學校有交換學生的機會，因為她到瑞典當過交換學生，所以從那
時起我就相當注意這方面的資訊，主要是從學校的網頁獲取資訊，此外我覺得口耳相傳很重要
，像另外兩個跟我一起來的外文系同學（佳穎和子建）都是因為學姐曾有過這樣的經驗。

問問
：：

當初決定要去，有經過很多討論嗎？為什麼會選擇芬蘭？當初決定要去，有經過很多討論嗎？為什麼會選擇芬蘭？

答
：

其實沒有想太多就決定要去，我覺得是一個能夠拓展視野的機會，跟媽媽陸續提過一些，她也
十分贊同。至於芬蘭則是因為學校只提供瑞典和芬蘭的交換學生，而瑞典是理工大學，所以就
選擇了芬蘭。另外，其實在歐洲，到國外唸書是很平常的事，有一個歐洲學生參與的交換學生
計畫，稱為 Erasmus，雖然一學期只有少許的補助款（每間大學金額不同，有一、兩個同學是一
學期四千台幣左右），卻有很多人參加，相較於台灣，補助的算很多，但提供的名額就少了。

問問
：：

想成為交換學生似乎要經過重重關卡才能夠出國，你是怎麼熬過在學校的三年，又以想成為交換學生似乎要經過重重關卡才能夠出國，你是怎麼熬過在學校的三年，又以94分分
的高分考過托福？的高分考過托福？

答
：

我們這一屆成績要維持在全班前百分之十五，因為班上人又少，所以讓我比較緊張，聽說下一
屆就已經放寬到百分之五十，讓更多人有機會可以申請，不過交大申請的人數一直不多，我們
這一屆甚至開放第二次申請，卻還是沒人報名，這個議題很適合探討，為什麼大家越來越不想
出國？我在芬蘭認識一個台大的學姐，她說，台大的交換學生是要用搶的，需要考試，有些人
甚至因為沒考上寧願延畢，我就覺得跟交大差很多。另外，托福成績要達到七十分以上，現在
新制的托福iBT新增了口說，難度提高很多，所以我當初是放棄口說，其他部分利用一個多禮拜
的時間一直做練習題，作文可以背一、兩個模版，對考試很有幫助，不過平常能多聽聽廣播、
看看英文報紙當然是最好的方法。

問問
：：

那你到了芬蘭後，有沒有什麼適應上的問題？那你到了芬蘭後，有沒有什麼適應上的問題？

答
：

一開始覺得很棒，一切都很新奇，過了一段時間後變得很討厭。像他們很喜歡吃沙拉，但我沒
有很喜歡，歐洲人也比較個人主義，以分組作業來說，假如這週要進行一個團體討論或作業，
有人可能會提出他有一個考試要準備、要去遠方旅行…等等理由而不一起做作業，其他人也不
會有什麼意見，剩下的人就比較倒楣要把作業完成，這是我非常不適應的地方。還有，我的室
友是一個德國人和一個日本人，我和日本人可能是行為或價值觀相近，相處的比較融洽，和德
國人感覺沒辦法變得熟識一點。

問問
：：

在芬蘭的生活情況，大概是怎麼樣？談一下住宿環境、交通方式、飲食和平常的休閒娛樂在芬蘭的生活情況，大概是怎麼樣？談一下住宿環境、交通方式、飲食和平常的休閒娛樂
…等等。…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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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化自如　幕後的聲音演員變化自如　幕後的聲音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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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余膚色　我想說的事關余膚色　我想說的事

總編輯的話總編輯的話  ╱╱  郭穎慈郭穎慈

本期共有十九篇稿

件。頭題〈夢想配方

　攝影甜點與咖啡〉

忠實刻劃一位科技新

貴勇敢出走，開設一間攝影風格咖

啡廳的歷程和堅持。

本期頭題王本期頭題王  ╱╱  洪詩宸洪詩宸

嗨，我是詩宸。 雖
然個子很小，但是很

好動，常常靜不下

來。 興趣是看各式

各樣的小說，和拿著相機四處拍，

四處旅行。 喜歡用相機紀錄下感

動，或值得紀念的人事物。 覺得

不論是風景還是人物，每個快門

的...

本期疾速王本期疾速王  ╱╱  吳建勳吳建勳

大家好，我是吳建

勳，淡水人，喜歡看

電影、聽音樂跟拍

照，嚮往無憂無慮的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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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蘭當地的百貨公司。照片提供／

劉千榕

左起：佳穎、千榕與Friendship Family 一同用餐。照片

提供／劉千榕

答

：

 

 

學校沒有宿舍，我住的地方是一個住宅區，住宿的環境還不錯，很像彰化那樣的小鄉鎮，到首
都赫爾辛基要三個多小時，到學校走路要半小時，所以我們平常都騎腳踏車，不過因為冬天腳
踏車會在雪地裡打滑，我們就會坐公車，一趟2.7歐元（約合台幣一百多塊），算蠻貴的，所以
當地人也幾乎都用腳踏車代步。飲食方面的話，我們都是到超市買食材，自己煮東西來吃，因
為學生餐廳一餐價錢是2.35歐元，為了省錢，只好一週跑兩次超市，另外，芬蘭人很喜歡喝酒
，一到週末市中心往往擠滿喝醉的人，而這裡最有名的是伏特加，不論男女都喝到小腹變得很
大，還有這裡的巧克力和冰淇淋很好吃，不過是發胖的淵藪，要自己好好節制。至於平常的休
閒娛樂主要就是聊天、洗桑拿浴、逛二手店和偶爾參加派對。

問問
：：

你所指的桑拿浴是什麼？你所指的桑拿浴是什麼？

答
：

 這是芬蘭的特產，傳統的作法是在一個很像烤箱的地方待幾十分鐘，然後衝到室外，跳進湖裡
，如果在冬天的話，就要先把湖鑿出一個洞再跳，現代的作法則是以沖冷水取代跳湖，這在每
一個芬蘭家庭都有，我到冬天一定要去試一下。

問問
：：

除了平常生活，另一個部分就是上課吧！芬蘭的學校或課程制度跟台灣有什麼差別？除了平常生活，另一個部分就是上課吧！芬蘭的學校或課程制度跟台灣有什麼差別？

答
：

現在全歐盟用的是同一套學分制度ECTS，跟台灣不一樣，所以回學校換算起來有點困難，歐盟
用同一套學分計算方式有助於大家可以去其他國家學習。除了修課以外，當地學生旅行的的頻
率很高，甚至許多人蹺課都是為了去遠方旅行，老師和學生都沒有很在意分數，如果成績被當
掉，老師會建議你再學一遍，在成績單上也不會出現被當掉的科目，在學期中可以隨時退選課
程，不喜歡就可以退掉。另一個比較特別的是課程都是短期密集型的，可能是一、兩個月，也
有三、四天就結束的，因此每個禮拜課表都不一樣。

問問
：：

那育華斯夫基拉大學對於交換學生有什麼特別的措施嗎？那育華斯夫基拉大學對於交換學生有什麼特別的措施嗎？

答
：

有兩個制度很好，一個是Friendship Family－學校會分
配不同的芬蘭家庭給交換學生，跟這些家庭相處，
就能更加了 解芬蘭文化；另一個tutor制度，是由被
訓練過的芬蘭學生為交換學生處理當地大大小小的
事情，例如開戶、選課等等，每個人都有一個tutor
，芬蘭學生也可以因此得到學分。不過這間大學學
生多歸多，課程卻沒有跟上腳步，英語授課的課程
較少，又多是網路教學，課程的內容和規劃也沒有
十分符合交換學生的需求，這是我沒有很喜歡這間
大學的原因。

問問
：：

除了學校課程之外，你還有遇到什麼比較不順遂的事嗎？除了學校課程之外，你還有遇到什麼比較不順遂的事嗎？

答
：

應該算是歐洲人的歧視吧，雖然只是少部分人的想法，但有些時候並不是很尊重亞洲學生，也
許是他們根深蒂固的觀念就是亞洲學生英文不好，反而是這裡有很多來念科技大學的大陸學生
很照顧我們。還有就是覺得出國並沒有想像中好，撇除英文課程不談，這裡上的課並沒有在交
大學得多和難，現實就是要適應一個截然不同的文化，事實上是不太簡單的，新奇之後的孤單
和沮喪也只能藉由和朋友聊天化解，幸好有佳穎和子建一起來，我們在一定程度上是支持著彼
此。

問問
：：

摒除這些不愉快，到目前為止，你覺得最大的收穫是什麼？摒除這些不愉快，到目前為止，你覺得最大的收穫是什麼？

答
：

視野開拓，開始接觸一些不同的事物，也開始思考一些從未想過的事情，並且體驗不同的文化
，而在這邊不得不講英文，不僅提升口說的技巧，增加表達英文的自信心也非常重要。

問問
：：

有什麼建議可以給同樣想成為交換學生的同學？有什麼建議可以給同樣想成為交換學生的同學？

答
：

多增加英文能力，尤其是口說，並且學習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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橙色的季節　唯美「柿」界橙色的季節　唯美「柿」界

新竹九降風吹起陣陣柿香，一片澄黃映入眼
簾，那既是辛苦的結晶，也既是甜美的滋味。

   

  

就如同一道沒有標準答案的選擇題，千榕放棄安逸的生活和熟悉的環境，選擇勇敢追逐夢想，在

充滿冒險和不確定性的異地完成大學生涯的最後一年，得到的和失去的無法由外人來衡量，遑論

桑拿浴和巧克力的誘人，在千湖之國體驗到一種視野的放大、思想的延伸，相信都在她生命歷程

中寫成一頁精彩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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