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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真正留給別人的，其實是每一次與他人
相處，藉由愛與關懷的簡單行動，分享真實自
我。懷著這樣的心，把每一天都當作是一趟旅
行，20歲時在20個不同國家留下了足跡 。不喜
歡說自己努力完成了什麼事，相信我們更該把
困難當成事情來做，別把它當成問題解決。愛
做夢，不認命，但很踏實。
在我們的一生中能夠有多少機會「重新開
始」呢？透過交換學生的計畫，我來到瑞典展
開了接近一年的全新生活，在這個地方沒有人
認識我，我也不認識任何一個人。校區裡我是
唯一的台灣人，一舉一動都影響著外國人對家
鄉的印象。從國小到大學，我都不曾離開過台
中求學，是多麼嚮往新鮮自由的空氣。先前累
積的旅遊經驗，讓背包客旅行已不再是此趟旅
程的目的，交換學生除了是種重新（全新）開
始，更代表的是一個自我檢視。檢視過去20年
來，我為自己的生命留下些與創造了什麼。盡
可能地剔除自己的預設立場與習慣，這次的目
的是學習與累積生命不同的元素。
當我在紀錄這段故事時，已經是在歐洲的第
八個月，時間是如此的飛快，這篇文章給剛進
入大學的學弟妹：你能做得絕對不只如此！給
正在步入社會的我們：把為什麼留給自己，結
果給別人。給長輩們：這是世界另一個角落的
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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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鎮街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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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動機

有人問我為什麼願意花一年的時間與
金錢在國外大學交換，除了會延後畢
業，甚至根本拿不到學位？連身旁的親
戚都給我這樣的疑問。對我而言堅持把
握大學階段的這個機會，是因為我覺得
要趁年輕的時候（當身心靈還未過度受
社會價值污染前），不該給自己太多的
侷限並盡可能地嘗試各種機會，這是豐
富生命元素最直接的方式。生命中的各
種經驗，不見得在每個當下都可以解釋
出個所以然，不過每一個細微的決定都
是在建構未來專屬於你的形象。隨著年
紀的增長，社會是現實的，但是我們的
心不能。
身為中興大學的學生某種程度來說是
相當幸福的，校內資源非常豐富，不過
競爭者還不算踴躍，所以相對來說更容
易爭取到機會。學校提供的交換機會遍
及亞洲、大洋洲、美洲以及歐洲，當初
我選擇了瑞典農業科技大學（Swedish
Universit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SLU），是因為這所大學如
同興大一樣，是在瑞典唯一的農業專門
學校，而且也想趁交換機會學習和本科
系相關的知識，更期待的是有機會能到
人們口中「先進發達」的國家生活。每
年的一月及五月是繳交申請資料的階
段，篩選標準是40%的校內成績＋40%
的英語成績，最後剩下的20%則是自傳
內容以及老師推薦函等等。SLU這所大
學主要有七個校區分散在瑞典各處，
其中最主要校區是在斯德哥爾摩附近
的Uppsala，那是一個規模龐大的大學
城，在那可以體驗到各種我們在電影裡
熟悉的歐美校園生活經驗。我則是選擇
了位於瑞典南部的Alnarp校區，這裡離
哥本哈根大概一小時的車程，是一個非
常非常安靜的小鎮。校區規模小，學生
人數也不多，不過這裡卻是瑞典園藝、
景觀與農藝相關系所最重要的校區之
一。在這個小鎮裡就只有自然環境、校
園以及當地居民而已，生活周遭簡單平
靜，擁有了更多時間與自己獨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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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舍生活

宿舍大門

宿舍交誼廳

宿舍個人房間

搭機抵達哥本哈根，再由火車經過跨海大
橋到了瑞典。第一天全身上下約60公斤的行
李，抵達宿舍之後我突然意識到：全新的生
活已經開始，而且這（交換學生）是我在高
二時就設立的目標，居然就這樣實現了。宿
舍是一棟兩層樓的建築，一層樓大約住了十
個人，每個人有專屬於自己的房間，大小約
是4坪左右。與室友共用的浴室、廁所、洗衣
機與烘乾機、廚房和客廳，這棟宿舍裡幾乎
都是交換學生，來自印度、孟加拉、中國、
辛巴威、衣索比亞、哥倫比亞、義大利、西
班牙、法國、匈牙利、德國、捷克、拉脫維
亞及瑞典的人，大家來自不同背景，每天都
有分享不完的故事，光是看著室友準備三餐
就可以感受到強烈的文化差異。前幾週時總
是覺得室友的名字怎麼都這樣稀奇古怪，光
是要唸出來就不容易。值得一提是難以想像
平時餐桌上的話題，舉凡日常生活、休閒娛
樂、運動比賽、宗教信仰、國家歷史、世界
地理、政治、文化、道德議題、兩性關係到
生命故事，真的是包羅萬象。可能會帶給來
自亞洲的學生一個衝擊，怎麼一頓晚餐可以
與室友們聊著國際關係、女權議題或是永續
發展長達兩三個小時，不同文化背景的大家
彼此分享著「個人觀點」，這與我們從小受
的教育鼓勵附和與認同是極大的差異，有時
候甚至感覺到自己的孤陋寡聞無法完全參與
大家的聊天。
初來乍到

宿舍廚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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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瑞典的學習，我申請到的是Agroecology
Program（農業生態學），這個碩士學程主要
目標是探討目前農業發展該如何永續經營，
強調的是用一種系統化（systemic）與全面
性（holistic）的角度去思考農業行為的本
質，包含了實質生產面、社會互動關係、道
德議題、政策發展、全球暖化等面向。每一
學期只需要修兩門課程共30學分，每一堂課
程大約2～3個月，一次只需用心於一堂課程

就好。教授給我們的第一個任務是自我
介紹，每一個人都要分享你是誰、從哪
裡來、為什麼來、有什麼經驗？聽了大
家的自我介紹後，我震驚也緊張了！發
現每一個人都有強烈的意圖與追求的理
想，所以才到這裡讀書，在讀碩士之前
幾乎大家都有實際工作的經驗亦或是尋
找了好久才確定自己的方向，我在所有
人之中是年紀最小的，同學的年齡分佈
從23~35歲都有。除了學歷背景，教授
在意的還有你的工作或是實習經驗。
在某次聚會中我跟了一位30歲的瑞典
男生聊天，他說：「我以前是在銀行上
班，可是那種生活我一點也感覺不到快
樂，而且我發現到這世界上有很多不公
不義的事情。於是我大學重新讀過，直
到現在找到自己喜歡的人生方向。雖然
我不會種田，但我想靠著我的思想解決
現在全球農業的問題。」接著他又說：
「幾乎一半以上的瑞典學生在高中或大
學畢業之後並不會直接繼續求學，很多
人會四處打工，存下幾十萬的存款後開
始到世界各地冒險，Gap Year幾乎是我
們必經的過程，它不只是一趟冒險更幫
助我們了解這個世界。」我之前總覺得
不公平，為什麼國外的學生感覺起來不
及我們認真努力，卻往往在各種成就都
領先呢？但現在似乎透了些答案，「主
動」與「被動」學習的差異。當別人是
懷抱熱情追求知識，心甘情願的投入並
也享受著；反觀台灣社會給我們的期待
與觀念讓人生被公式化了，哪裡都輸不
起！「跳脫」多半時候只能流為口號，

只因為大家都這樣，而且現實也是如
此。被奴性所驅使，讓我們習慣抱怨卻
又得意自己努力著！
幾年前有一本書非常暢銷：夢想這條
道路上 跪著也要走完，我始終充滿著
疑惑，為什麼在夢想的路上要如此卑
微呢？如果這是一條夢想路，那我們就
該好好享受；如果這是一條夢想路，就
算不被認同、不看好，我們也不用承擔
外人的評價；如果這是一條夢想路，我
們更應該昂首闊步並且虛心學習，為自
己感到驕傲，因為除了自己，沒有人可
以阻止你前進。每個個體都是改變現況
的關鍵，「把為什麼留給自己，結果留
給別人」，在做未來的決定時，我們更
該多問問自己：為什麼我要這麼做？我
為了什麼而做？請面對與珍視內心的聲
音。當你選擇對自己負責時，就將結果
（決定）留給了其他人，停止讓外人再
擅自定義我們的價值。
也因為在這裡有機會遇到不同背景與
觀念的一群人，與每位新朋友聊天後
都可以在分享與對談中有意想不到的收
穫及有趣的故事：有些人理想、有些人
瘋狂、有些人謹慎...大家都不怕自己
跟其他人不一樣，往各自的理想前進或
是仍在尋找中。於是我開啟了一個計畫
『人群／People』，以影像及文字記錄
了每位朋友的生命故事，原本只是一個
想法，想不到在同學間傳開，在校園內
開始有人主動來參加這個計畫，大家稱
之”People of Alnarp”，更是我意想
不到的收穫，有機會再跟大家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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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態度

在瑞典的課堂上會有
無止境的發問，無止境
的討論，無止境的質
疑。老師授課從來不照
著課本進行，通常是分
享實務經驗、近期社會
議題或是討論期刊文
章，總是會設計一堆問
題讓大家分組討論，並
在下課前上台分享。幾
次課堂之後，我發現歐
洲學生有一種能力是我
們缺少的，當他們在發
表言論與想法時，總
是講得天馬行空似乎整
個地球都能在手心裡轉
動，聽起來很唬爛卻非
常有說服力，重點是教
授還會延續學生的想法
繼續（唬爛）下去！一
開始我很不理解這種現
象，但後來我覺得或許
這就是差異造成結果的
不同，我們總是追求結
果與現實，而忽略了過
程與可能性，標準答案
的思考在這裡完全失效
也找不到！
兩個月後第一門課
程結束前，我們必須
依照這段時間所學去
設計一個題目並交出
一篇報告（acadamic
report）及上台發表
（presentation）。報
告內容包含摘要、前
言、材料方法、結果討
論、總結、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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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讓學生自由主導的專討

課堂報告

難得好天氣學生提議到太陽下上課

課後討論

其中這裡的教育非常要求參考文獻的格式及依據，
完全沒有任何的抄襲空間，學校有一套系統只要將
報告輸入就可以立刻查出有沒有任何一段文章是抄
取而來。教授非常在意個人的想法，因此他不會直
接告訴我們該怎麼做，而是期待學生去創造各種可
能，當下的我感到非常的無助，畢竟是一交出一篇
15~20頁的學術報告。我這時才懂了為什麼老師不用
教課本，卻給我們這麼多延伸閱讀，也沒有任何考
試，因為當你要完成這一份報告的時候，學生就會
主動從課本中尋找知識，從延伸閱讀裡印證自己的
理論與想法！連續兩個禮拜，我都關在24小時開放
的圖書館裡，想盡辦法完成在這裡的第一個任務。
過程中幸好有一位西班牙朋友很熱心的幫忙我，不
過他並不是直接給我看報告該怎麼寫，而反問我該
怎麼做？我提出想法之後，他實際陪著我一步一步
完成，結束後他才跟我說”What did you worry
about? You were on the right track. Always
remember Study hard, Play harder!” 我才發現
其實絕對有能力可以完成，只是一直以為自己不
行。而那位西班牙人真的是會玩又會讀，總是帶著
大家去做瘋狂的事情，但在課業上也不馬乎。

SLU圖書館

在瑞典的飲食

在瑞典的飲食

師生關係

在這裡教授與學生是對等的關係，老師非常在意
課堂上學生給予的回應與討論，而學生們更不會害
羞於發表言論及提議。還記得上課第一週就發生了
一件令我難忘的事情，當時教授正忘我的分享著內
容，都已經過了下課時間。這時有一位女生拿著水
果站了起來，她說：「我覺得應該要讓大家休息一
下，都坐在位子上這麼久了，而且我還沒吃早餐必
須先離開了。」我當下心想完蛋了，居然有人這麼
大膽...原來只有我反應過度。老師意想不到的回
應：「對齁，我居然忘了時間，下課吧！我也想去
喝杯咖啡。」我覺得在瑞典的校園內師生擁有平等
且健康的關係，幾次專討經驗下來，教授並不會去
評斷內容的好壞，反而非常重視與尊重個人論點，
更會進一步延續報告者的內容討論，甚至直接推薦
學生去看某篇文章。他們尊重你想分享什麼，而非
在意自己預期聽到什麼。在某個聚會裡我遇到了一
位曾經到過中興大學交換的瑞典學生，他給我這樣
的疑問：「為什麼在台灣感覺學生與教授有階層上
的關係，研究生似乎不敢向老師拒絕，那到底是為
了什麼與為了誰求學呢？」適時的反思是成長的

在瑞典的飲食

原動力，改變從來不是
件容易的事，尤其當改
變是由下而上、由內而
外，雖然每個地區都有
屬於各自的文化背景，
不過這些存在於「世界
另一個角落的事實」，
或許值得我們參考與借
鏡。
飲食生活

在瑞典生活的三餐都必
須自己準備，基本上不
太可能外食，學校附近
只有學生餐廳，何況連
基本學餐都需要約300塊
台幣了！料理食物一直
以來都不是我的問題，
問題是在瑞典這樣氣候
的國家基本上物產很不
豐富，許多蔬菜水果都
是必須靠進口或是在溫
室內生產，食材的品質
遠不及台灣當地生產的
美味。這時就會讓你懷
念台灣，因為那是熱帶
亞熱帶國家專屬的生命
力。另一方面的也讓我
懷念卻也思考了自己的
飲食文化，也因為在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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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聖節派對

1

62

報告結束後的 Home party

國際之夜

聖誕節交換禮物派對

典的每一餐幾乎都是自己準備的，
非常清楚自己到底吃下肚的是什
麼，瞭解每天蔬菜水果與肉類的攝
取量，反觀是不是在台灣的我們一
切都太便利了？除了便利之外，消
費者偏好便宜的選擇，而商人又想
從中圖利，剛好遇上過度善良的台
灣百姓，我們真的很難確保自己的
食物安全。在這裡幾乎每棟教室都
有一間廚房，每到了中午用餐時
間，學生們就會帶著食物來加熱，
通常都是前天晚餐的剩菜。其中我
發現義大利人的飲食習慣是最健康
的，多半追求的是食物的原味，也
沒有過多的調味。在瑞典我遇到了
許多為環境著想的人，他們吃素並
不是因為宗教信仰，而是他們相信
自己是改變地球的力量！甚至有一
群人稱作Vegan，他們不使用任何
的動物產品，包括雞蛋、牛奶、蜂
蜜、皮鞋、軟糖（吉利丁）。在這
裡永續發展、環保低碳、動物福祉
已經在年輕一代中發酵，並且也越
來越多人有實際的作為！

2

課餘休閒

平時除了讀書吃飯，休閒娛樂也是交換
生活中很重要的一環。歐洲人熱愛足球，
天氣好的時候，大家會在草地上踢球，而
有重要足球比賽時，就會聚集到教室裡用
投影機觀賽。除此之外，因為有許多來自
世界各國的學生，大家會自發性地舉辦國
際之夜（international night），分享
不同國家的飲食文化與傳統遊戲。當然在
歐洲不可錯過的就是夜生活了，學生們
會想盡辦法用各式各樣的理由招集大家
一起喝酒聊天，舉凡：生日派對、特殊節
日、報告結束、心情不好、想要跳舞...等
等。而通常又可以分為三種：酒吧、家庭
派對、主題派對。每週四的晚上，學生會
（union）會變身成為酒吧，音樂大聲到
全校都可以聽見，大家就會趁這個機會在
接近週末時好好放鬆。雖然不是很習慣這
樣的場合，在舞池裡怎樣風格特異的舞步
都有，在酒精的催化下大家其實都在其中
展現自我，是徹底地放開心胸，其實根本
不會有人在意你跳得有多醜多好笑。家
庭派對就是俗稱的轟趴（home party）
通常是週末夜晚在某一棟宿舍或朋友

家舉辦，小小的空間裡可以
將人擠得水洩不通，大家一
樣是喝酒聊天，也提供了一
個認識新朋友的管道。主題
派對則是像變裝舞會一樣，
依照不同節日會規定大家需
要打扮特定的造型或風格參
加派對，而這也是我覺得最
棒的經驗！在歐洲夜生活就
像是我們到夜市逛街吃小吃
一樣，是他們放鬆身心、認
識朋友的管道之一，而飲酒
更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
份！但是還不是很認同這樣
的習慣，多半酒精催化只是
某種藉口與寄託，大家甚至
也不在意酒的品質，只要有
酒就喝，或許哪裡都一樣這
是一種暫時逃避現實的方
法。
北歐氣候

這次長時間待在北歐，讓
我體會到了瑞典南部的溫帶
氣候。剛抵達瑞典時為夏
天，那時從台灣來的我還搞
不懂為何大家如此熱愛陽
光，只要天氣好的時候，有
許多人到公園去曬太陽或運
動。秋天近了，天氣也漸漸
變得不穩定，日照明顯變短
而且好天氣也不多了，不

春天的校園景色
2 夏天的校園景色
3 秋天的校園景色

1

3

過自然景觀的轉變足以讓我遺忘不好的天氣。所
有大樹與灌木的葉子開始轉變顏色，越接近秋末
顏色更是多變化，不過更顯得秋天的淒涼感。等
到冬天來的時候，樹上的葉子都掉光了，蘋果樹
上掛滿一顆一顆蘋果，大家經過的時候都會摘個
幾顆當作上課的點心。在這邊的冬天，會讓人無
比懷念台灣的好天氣，早上八點起床時外頭仍是
微亮，在下午三四點則又天黑了。當遇到整天課
時，甚至會是出門上課與放學回家都是天黑的狀
態，難怪每到了冬天瑞典人都會額外補充維他命
D。陽光在這更是格外珍貴的，時常毛毛細雨，天
空總是被烏雲覆蓋，大概兩到三週太陽才會完全
露臉一次。
不過冬天令人格外期待的就是下雪了，但大概
也只有我對於雪有如此大的熱情，因為下雪時真
的很不方便，不管是走路或騎腳踏車都容易滑
倒，尤其當溶雪的時候鞋子總是濕成一片。無論
如何，一片雪白的世界會讓人永生難忘。大約三
月的時候春天來了，陽光露臉了，天氣也回暖
了。走在校園的路上，漸漸可以聽到越來越多的
鳥叫聲，樹上的松鼠、草地上的兔子與刺蝟都回
來了，我心想：天啊！這不是跟童話故事裡一
樣。而最讓人驚豔的是寒冬過後，漸漸從草地裡
冒出的球根花卉，黃色、白色、紫色到處都開滿
著鮮豔的花朵，在這裡的氣候四季分明，春天完
全可以感受到大自然的活力與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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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辜負 你想走的路

人，群
北極圈內的森林

跳舞極光

芬蘭聖誕老人村

極光之旅

雖然旅行不是在計劃之內的事，不過
透過這次機會，我把握地利優勢到北極
欣賞極光，而這也是一輩子必定難忘的
經驗。每年十月底到十一月以及一月底
到二月是看極光的好時間，適合觀賞
的地點有很多：挪威、瑞典、芬蘭、冰
島、加拿大、俄羅斯。觀看極光完全取
決於天氣，就算極光不活躍，但是當天
氣好的時候都會有很棒的觀賞效果。我
這次選定的是芬蘭的Inari，從哥本哈
根前往赫爾辛基，再由芬蘭首都搭乘北
極特快車（13小時的夜間火車）抵達聖
誕老人的故鄉，最後是五個小時的客
運抵達目的地：芬蘭北部湖邊（Inari
lake）。我在芬蘭的北極裡(Lapland)
五天中，終於這一天讓我看到極光，那
是種與自然結合的感動，我想可能這種
感覺會像是登上玉山主峰或是完成跳傘
一樣的成就喜悅。零下15~20度只是聽
起來可怕，我身上一頂毛帽、兩件衛生
衣、一件襯衫、一雙手套、衛生褲、普
通休閒褲、羊毛襪、登山鞋，最後是一
件羽絨大衣就可以在這種環境下渡過。
當我面對浩瀚的星空、流動的極光，幸
運時還可以看到流星飛過，那一刻我才
體認到人有多渺小，也就是因為人之所
以渺小，所以如何留下自己的價值。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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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想去或許愛才是永恆！這樣的感動是
深深烙印在回憶底層，在這種強烈刺激
的感動下，多希望心愛的人就在身旁。
心得反思

交換一年的時間其實一眨眼就過了，
不是很長也不算短暫。對於我而言，
如果只有半年的學習會比較偏向體驗性
質，一年的時間可以幫助習慣養成與能
力內化。和到其他國家交換學生的台
灣學生聊天後，大家通常有共同心得：
「感覺在國外這一年，學習到的遠比在
台灣大學其他三年累積起來還多。」姑
且我不認同這樣的結論，但不可爭辯的
是台灣的教育與學生出了些問題。我們
容易被現實妥協，做出了一個安逸卻不
一定理想的選擇，改變往往都是別人的
事。我們都不是政策的決策者，而他們
也不暸解真實的需求，但每個人都可以
從自身做起，成為那位「在未來期望見
到的改變」！
當設立下未來的目標時，自己若是能
擁有強烈的信念，大可以不用擔心過程
中所遇到的挑戰與困難，因為長長的路
會帶著你走。太多的時候我們會要求自
己必須準備好了才採取行動，可是現實
是永遠不會有所謂準備完成的時刻，反
而是在實際採取行動時才會發現真正該

補足的部分。交換學生只是豐富生命元
素與開拓視野的方法之一，當然這也是
專屬於學生的權利，出發前必須先說服
自己行動的理由與目標，有些人想趁著
機會旅行世界，跳脫熟悉的生活圈、有
些人希望可以學習到不同體制的教育、
有些人則是單純想流浪闖蕩。不管目標
是什麼，只要這個決定對你而言是成立
的，那麼請你就毫不猶豫的出發吧！過
程中或許迷惘，但我們能做的就是不斷
修正方向並且享受當下。你永遠無法預
先把生活點滴串連在一起，只有在未來
回顧時，才會明白那些點點滴滴是如何
串在一起的。
最後我想分享的是永續發展與節能減
碳的觀念，這些是我過去相當陌生的
名詞，雖然瞭解其中含意卻不曾放在心
上。在瑞典受到教育及生活習慣的影響
後，讓我去反思了台灣的經濟發展。我
們認為的繁榮有相當程度建立在數字與
物質成就之上，卻無形中在消耗（可逆
或不可逆）生態環境，忽略了自然資源
才是無價的資產。台灣人塑膠袋用量是
歐盟國家平均值的四倍；台中擁有全世
界最大的火力發電廠，發電效率卻是倒
數；我們擁有全世界最高密度的便利商
店，提供無與倫比的服務；台灣的健保
與醫療讓其他國家都稱羨。便宜的電
價、水費、食物；便捷的生活、交通、

服務，這些是我們天天都享用著，可是
當提到稅收與使用者付費時，大家都希
望由別人來付出與承擔代價。
反觀我們真的需要如此廉價、便利且
快速的生活模式嗎？這樣迎合人性貪婪
與惰性的經濟發展，只是建築在消耗未
來環境的代價成本之上。來到瑞典讀書
之前，我一直認為先進發達的國家意味
著是生活物質無所缺乏，人民都使用高
單價高品質的商品，但其實不然。在這
裡生活幾個月之後，瞭解到了其中真正
的涵意是指：人民不需要為生活最基本
需求所擔心。換句話說，勞工不必擔心
被財團壓榨，因為已經有明確的法律保
障勞工權益。人民不必擔心失業或是退
休，因為社會福利的架構已經健全。家
庭不必擔心吃下肚的食物，不必擔心環
境的污染。學生不用因為學習而擔心生
計...等等。雖然身為台灣人的我，心
中仍會羨慕與渴望其他國家的優點，不
過「出走，是為了尋找回家的路」，當
我們跳離了熟悉的環境與平面，更可以
客觀整體的觀點面對問題，避免在表象
中打轉。其他國家固然有值得學習跟進
的地方，但身為海島國家民族的我們必
然有屬於自身的優點與不可取代性！而
作為一位交換學生，除了自身的成長與
學習，更應該將知識與經驗內化並貢獻
於社會。

瑞典農業科技大學交換學生
國立中興大學 園藝系四年級 陳德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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