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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緣起 

從大一入學的時候，我當時內心就有一種想法，以後一定要爭取到出國交換的機會，來開拓

自己的眼界和見識。因此每一學期的交換動態以及英文組的交換姐妹學校我都一直在關注，

每學期英文組都會有固定一定有的那幾所學校，而自己也早已查過了這些姐妹學校的相關訊

息（還有去學校官網看過）。而當時和班導討論後，老師建議我最好大三下學期去交換，這

樣不會錯過專業課。我的心中也早已經有了幾所心儀的學校，根據之前的招生簡章，瞭解了

自己心儀學校所需要的語檢成績要求，早在大二上學期就準備了雅思考試，自學做了習題之

後，達到了心儀學校的語檢要求。在完成了去交換硬性指標後，我就安靜地等待大三下姐妹

交換學校的名單。 
 

 交換生甄選準備 
 

從 106下學期開始，交換生所需要準備的一切檔和資料都改成電子檔，上傳到谷歌表單，這

樣不僅節約了能源也方便了許多。大家可以根據上一學期交換生所需的資料，開始準備。所

需準備的材料一般分為書面材料和麵試資料。書面材料一般有：交換生 e 履歷，護照 pdf 檔，

語言檢定證明，歷年中文成績單，個人缺曠請假 pdf, 個人資料使用同意書等。其中一些材料

大家可以從假期，開始準備了，這樣開學遞交材料的時候才不會手忙腳亂。當遞交完書面材

料後，大家可以開始準備面試可能會被問到的問題。通常面試的語言是中文，英文和你所處

語組的那個語言。一般會一次有五到六個人同時面試，大家以平常心來面對就好了。 

 

 簽證之辦理 

 

我申請的是瑞典的達拉納大學（Dalarna University），在收到入學許可，就可以開始著手準備

簽證申請了。我們不是申請旅遊簽證而是叫做半年居留許可證（是一張卡），只需要通過網

上申請，遞交材料就好了。這是瑞典移民局的網站，點進這裡的連結，登陸可以開始申請簽

證了： https://www.migrationsverket.se/English/Private-individuals/Studying-in-Sweden.html) 

 

1. 需要準備的簽證材料： 

A． 準備財力證明正本+並掃描出 pdf檔 

B． 至少 6個月的保險（因為達拉納大學不會為我們提供） 

C． C.先寫好  Reasons for studies in Sweden +Present employment or studies 

D． 簡單來說就是你"到瑞典的求學原因"以及"目前學業情況"。在申請的過程中，他們會

需要你提供這兩項資訊，大概各自寫個 100多字就可以了 

E． 當網上申請完成後，還有一些事項需要大家注意：當你收到簽證通過的郵件後，並不

會馬上得到居留卡，因為你還需要到大使館去錄入生物指紋資訊（拍照+錄入指紋）。臺

灣的同學請注意，因為臺灣沒有瑞典大使館，但是用臺灣的護照可以去瑞典（旅遊的身

份，待 90 天）。大家可以先以旅遊的目的進入瑞典，之後到達瑞典後再到移民局官網去

申請錄入生物資訊哦。（一定要提前去申請哦，還有不要超過 90 天才想起要申請的事

情。）大陸的同學請注意，我們在遞交完網上的申請，收到簽證通過的郵件後，就可以

著手買機票回大陸的瑞典駐華大使館錄入生物資訊了。我記得在北京和上海都有大使館，

但是大家要根據自己的戶籍地，去相應的大使館錄入生物資訊哦，大家還是要自己去瑞

典駐華大使館去查找一下資訊。我是再錄入指紋後的兩個禮拜，就收到了大使館的來信，

讓我去取居留證（可以拜託朋友或者家人去領取喲，但是需要本人和委託人的身份證正

https://www.migrationsverket.se/English/Private-individuals/Studying-in-Sweden.html


本）。 

F． 這裡有一個網上更詳細申請瑞典簽證的攻略，大家可以戳連結看一下： 

G． http://neverland0860.pixnet.net/blog/post/299369041-

%E3%80%90%E4%BA%A4%E6%8F%9B%E3%80%91%E7%91%9E%E5%85%B8%E7%B0%B

D%E8%AD%89%E7%94%B3%E8%AB%8B%E6%95%99%E5%AD%B8%402017%E5%B9%B4 

 

 出國前準備 

 

出國前除了辦理簽證以外，最最重要的事情當然是打包行李和買機票了。很多人都在擔

心瑞典是不是很冷，衣服是不是需要帶很多，我想在這裡告訴你，並不用帶很厚的衣服。

瑞典冬天很長，而且經常下雪（我是一月份到的法倫，一直到三月底都在下雪），有時

會天天下雪，但是溫度沒有很低，基本上最冷的時候只有零下 11度。所以大家準備一雙

雪地靴就夠了，羽絨衣，帽子，圍脖和手套必不可少。毛衣不用帶很多，室內都有暖氣，

很熱，暖氣會一直開到 4 月底，我基本上在室內穿衛衣。而瑞典的春天非常短，加上緯

度高，日照非常強。所以這邊的瑞典民眾從十度以上，就開始穿短袖短褲了。大家也可

以到這邊再買一些短袖，我之後也會介紹我交換的而這座城市的一些概況。機票我是通

過 SAS（北歐航空）買的往返票,因為 SAS有青年票，所以價格非常親民，在這裡強烈推

薦。 

 

當預定好機票後，你最好也提前買好火車票。因為我所交換的學校位於瑞典達拉納省的

法倫，那裡沒有機場，而且學校也不會安排接機去斯德哥爾摩的阿蘭達機場。因此需要

你自己扛著行李，在阿蘭達機場乘坐機場快線（就是火車）到達法倫。所以大家的行李

不要太沉啊，不然火車扛行李會很麻煩。 

 
大家可以登陸 SJ（瑞典火車公司）的網站，來買從 Arlanda C 到 Falun C的火車票。下麵

是連結： 

https://www.sj.se/en/home.html#/sok/Arlanda%2520C/Falun%2520C/enkel/avgang/20180603-

1338/avgang/20180603-1400/VU--///0/// 

或者可以在穀歌下載 SJ公司的 app直接在上面購買火車票。非常方便。 

 

最後大家可以帶一些自己具有家鄉味的醬料或者零食，來解一下思鄉之愁。因為法倫這

裡沒有華人超市！！！所以很多我們做飯的調料這裡都沒有賣的，大家還是從家裡背來

吧。 

https://www.sj.se/en/home.html#/sok/Arlanda%2520C/Falun%2520C/enkel/avgang/20180603-1338/avgang/20180603-1400/VU--///0///
https://www.sj.se/en/home.html#/sok/Arlanda%2520C/Falun%2520C/enkel/avgang/20180603-1338/avgang/20180603-1400/VU--///0///


2. 研修學校簡介 

我所交換的學校是瑞典的達拉納大學，位於瑞典中部的達拉納省。學校主要有兩個校區，一

個位於達拉納省博倫厄市區，專業基本上都是與理工科有關。而另一個校區位于達拉納省法

倫市，基本上專業為教育，語言，藝術，也就是我所交換的校區。 

 

 

這就是學校的週邊，與我們傳統

觀念的學校不同，沒有圍牆，沒

有高大的教學樓，而是簡約的北

歐建築。學校的後身，則是全市

最高的地方，滑雪跳臺。 

雖然學校外部看著很簡單 ，但是

內部設施非常完善。因為瑞典人

民有著 Fika 的文化，課後或者閒

暇時都會和朋友喝咖啡。於是學

校裡面竟然還有一台星巴克自助

咖啡機。 



 
 

 研修學校之住宿 

與臺灣的大專院校不同，瑞典的各大住宿，學校並不參與管理，而是由地方的各大租屋

公司承包下來。而且也並沒有國際學生就會特殊照顧，給予你宿舍的說法，而是要同本

地學生一樣，用積分來申請房子。在收到學校的錄取通知書後，去當地的學生租屋公司

網站註冊，登陸，從登陸那天起，每天會獲得 1.5 積分。每個月都會有房源，但是你要

用你的積分去申請房子，積分排名前三的人，會有這間房子的選擇權，之後再根據排名

的先後順序，選擇是否要這間房子。所以越早註冊越容易申請到房子。在這裡我要提醒

一下，春季去的交換生，通常我們學校的放榜會晚于達拉那大學申請的截止日期，但是

依舊可以申請。只是要自己儘早和對方學校老師聯繫，儘快在租屋公司網站上面註冊，

多拿到一些積分。遇到了很多交換生和我一樣，沒有申請到一月的學生公寓，所以最後

自己一月是在 Airbnb上找到的房子。 

 

租屋公司的房間主要分為三種，一種是單人套間帶浴室廚房，第二種是單人套間帶浴室

共用廚房，第三種是 sharehouse，會和當地居民住在同一個 block，但是你的室友都是學

生，一人一間臥室，三個人共用廁所和廚房。而我最後申請上了房費較貴的第一種類型

的房間。而除了房型外，還分為是否帶傢俱，大多數不帶傢俱的房間，需要你自己和租

傢俱公司聯絡租床，餐具，桌子，椅子，各種傢俱了。而有無傢俱的房子，價格也不同。

下面就是我房間的樣子，環境非常好。 

這裡是學校的圖書館。分為安靜

的自習間，討論室，電腦室，以

及圖片裡展示的可以和朋友們吃

飯喝咖啡，聊天的休閒場所。這

棟建築在當地也很有名。 



 
 
 

 

 研修學校之日常交通 
 

因為住的地方都不在校園內，而且距離學校都有一定的距離，所以大部分時間我們住學

生公寓的都採取搭公車去學校，一個月的公車卡，學生票 270 克朗，相當於台幣要一千

自己的小廚房，還有自帶烤箱和

冰箱，但是廚房用具有部分是自

己租的，還有部分是買的。 

自己的單人衛生間 

自己的小天地，床桌子，還有書

架和衣櫃，除了床上四件套是自

己買的外，其他都是原本房間就

有的。 



多塊，或者你也可以買一輛二手的自行車，騎車去學校。 

3. 國外研修之課程學習 

達拉那大學大部分提供的英語授課的課程與教育相關，也有部分英文系的課程。我對教

育學非常感興趣，而未來也有打算申請和教育相關的研究所專業，因此我選擇了三門和

教育相關的課程，一門瑞典語初級課程，一門英文寫作課。而瑞典的課程上課方式與臺

灣有很大的不同。首先瑞典的課程並不是從學期初上到學期末的，而是會根據學分集中

兩三個月上課。課程會分為 lecture和 seminar。所謂 Lecture就是教授主要講授專業相關方

面的知識，seminar 則是主要學生提出問題並且一起探討，教授只是起到輔助作用。除此

之外，在瑞典的學生每一堂課之前，都要自己複習相關知識點，這樣上課後，才能跟上

老師的上課節奏。有些課甚至會有一些 field study 完成,類似我們國內的短期實習。比如

說我選的一堂課，Sweden Education System, 需要我們去當地的中小學校實際探訪，參觀，

同當地的學生一同上課，感受瑞典教育，以及本國教育的差異，最後將自己實習的心得

寫入學期末的論文裡，並在最後報告給同學和老師。 

 

 

我所实习的学校是法伦蒙特梭利学

校。学校从幼稚园到初中部的学

生。这是幼稚班的孩子们上课的情

形。 

我所實習的學校是法倫蒙特梭利

學校。學校從幼稚園到初中部的

學生。這是幼稚班的孩子們上課

的情形。 

蒙特梭利與普通學校的其中一處

不同就是學校的環境更加偏向於

家庭。在每個教室後面，都有一

個小廚房，學生可以做一些簡單

的東西。 



 

 

4. 國外研修之生活學習 

在瑞典交換，你會遇到許多來自歐盟國家的交換生，而且學習的亞洲學生很少，這樣你

會有更多機會同歐洲國家的學生交流。你會在課上認識許多同學，在大家熟悉彼此後，

你可以主動約朋友去滑冰，野餐，到你家做客，甚至一起去別的國家旅遊，這樣主動熱

情，你才會認識越來越多的朋友。比如我會經常邀請朋友來家裡吃飯，讓他們品嘗一下

中國美食，有時會帶著做好的食物去朋友家裡，大家一起開派對。另外因為瑞典是申根

國家，有了申根簽證就意味著，你可以去其他的歐盟國家旅遊，看看不同的國家，體驗

不同的文化。因此在學期結束我也預留了三個禮拜，自己做旅遊攻略，獨自闖蕩，去體

驗不同的文化。 

即使在寒冷的冬天，瑞典的學生

們也會有許多戶外課。這是我與

瑞典國小二年級的學生，一同參

加的數學戶外課。學生們通過參

與戶外闖關答題活動，來鞏固他

們之前在課堂上學過的知識。 

這是我們平日裡 seminar 的教室，

基本上人數不會超過 15 個，有的

甚至會不超過 5 個。這樣每個學

生都會有和老師探討自己問題的

機會。 



 

 

 

和朋友們一起去法倫的湖上滑

冰，這也是我人生第一次室外滑

冰。 

美食交流。邀請了法國，義大

利，瑞典，日本，中國的朋友來

家裡做客。教大家包餃子，和芋

圓。也有義大利朋友帶來的意式

甜點。 

有時非常想念家鄉的美食，會和

來自中國大陸的交換生，臺灣的

交換生一起做飯，吃火鍋。一解

思鄉之情。 



 

 

 

 

難得遇到溫暖晴朗的天氣，和好

朋友們一起去野餐。瑞典有許多

森林草地，是非常適合野餐烤肉

的地方。 

我也經常去到隔壁的共用廚房串

門。大家一同吃晚餐，聊天。 

在冬季，是極光的高峰期。有時

幸運的話，在法倫就可以看到北

極光。於是大家經常一起相約去

看北極光，裹上厚重的羽絨服，

在漆黑的夜裡，架著腳架慢慢地

等待著極光出現。 

春季到來後，天氣變暖，白天越

來越長，有時大家會一起相約烤

肉，通宵到天亮，再一起看日

出。 



 

 

5. 研修之具體效益 

 深刻體驗了瑞典的文化，如性別平等，教育醫療等福利，參加了當地的迎春節日和仲夏

節。 

 體驗了不同的教學體系，體會了不同的學習環境。一學期完成了十篇大小英文論文，英

文寫作水準飛速提升。 

 去當地學校實習，瞭解對比了不同教育體系，並且著重對比了英文課程教學的差異，讓

自己收益匪淺。 

 獨自一人在一個全新的環境，一個人生活學習，半年，變得更加獨立堅強，遇事沉著冷

靜。 

 遇到了來自世界各地的交換生，與他們交流，又讓自己打開了新的世界大門。 

 可以利用假期，去領國旅遊，開拓自己的視野。 

6. 感想與建議 

在去瑞典之前，經常會聽大家評價其為福利制度超級棒的國家，性別平等，奶爸帶娃等等。

來到這裡之後，親眼所見，體會後，才知道瑞典國家的福利制度到底有多好，也深深體會到

我們的社會與人家社會間的巨大差距。而且瑞典人民雖然高冷，但是非常友善，從老到小，

英文能力快要達到母語國家水準，所以不用擔心語言不通的問題。因此真心推薦大家來瑞典

交換，學習的同時，也好好體驗這個北歐國家的風土人情，對不同種族的包容，以及真正為

民著想的福利制度吧！ 

和來自其他國家的交換生組團，

去俄羅斯，芬蘭，愛沙尼亞玩

耍。 

邀請臺灣，中國還有德國的交換

生，一起體驗中國重慶的麻辣香

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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