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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六個月來精采絕倫的回憶是無法用我拙劣的文字精確傳達的。交換學生幾乎

是我從大一就開始的夢想，到現在為止也覺得非常值得，甚至比我之前想像的有更

豐碩的成長。且如同我過去所認為，在我們還是能睡車站睡機場能衝能瘋狂的年輕

學生時，來一場熱血的大旅行，絕對是一生寶貴的經驗。因此如果你熱愛旅行，愛

認識異國文化交異國朋友，愛探索新環境，希望體驗國外求學或極度渴望來一段和

過去 20年都截然不同的嶄新生活，那出國交換可以是一個選擇。如果你問我交換

經歷為我帶來什麼?我會說：是一段新的人生與身份，可以開拓自己文化視野和胸

襟、培養獨立的個性與能力以及感受世界的遼闊，進而重新審視自我、讓生命充滿

再出發的能量，朝人生下一階段的夢想大步邁進。 

 抵達波蘭 

 經歷 2次轉機，總共 25小時漫長的飛行，我終於抵達波蘭華沙蕭邦機場。波

蘭，一個臺灣人有點熟悉、又有些陌生的國度。這是我第一個踏上的歐洲國家，來

波蘭之前我其實沒有太多的想像，但知道波蘭冬天很寒冷，以及其擁有世界最大的

集中營－奧茲維辛（Auschwitz，波蘭文：Oświęcim）。 

相對於其他歐洲國家的資訊，台灣接觸波蘭的資訊普遍不多，從未拜訪這麼遙遠的

歐洲國度，第一次踏上這片土地時，心中總是有些害怕與新奇，好奇波蘭人會是怎

樣的個性、這邊生活的便利性，以及要拋棄過去舊有的壞習慣重新適應，獨立生

活，凡事靠自已的一人作業。 

 



 華沙生命科學大學簡介 

 華沙生命科學大學(SGGW-WULS)創立於 1816年，該校坐落在華沙南邊

Ursynów 區，是一所現代化的農業學院,其校地廣大寬闊,一共有 13個院，學生人

數約兩萬多名，每學期來自各地的交換生也相當多，不過大多都是以歐洲學生為

主。校區一共分成新、舊校區，該校在校外也擁有其他實驗林地或是觀測站，校內

建築與設備都相當新穎，是一所學習資源非常豐富的學校。  

 

 

 

 

 

 

 

 

 國外研修之課程學習 
 該校開設了相當多的英文課程供交換生選修，不過由於我所選修的課程選課人

數較少，一班不超過 10人，故都以小班教學為主。但也因這樣，老師也就能更親

近學生，更了解每位學生的學習狀況。 

在交換的期間我一共選修了六門課（有規定至少修習 20ECTS）。 

1. Business Statistics 

老師在 first meeting的時候會先讓同學自我介紹並詢問我們的程度以方便他

日後的課程安排。另外老師都會事先將上課資料及作業 email給我們，讓我們

下載後帶到課堂上，由她邊講解邊一步一步教我們如何解題。每當有不明白的

地方詢問老師時，她都會很耐心地解釋直到我們明白為止。此外，老師也在同

學們的期末報告給予很大的幫助，不但指導我們主題方向甚至直接提供數據庫

給同學們做參考，而且還會每個星期督促我們的報告進度。 

 

2. Economics and Business Forecasting 

這一門課算是我全部選的課程當中最有挑戰性的課，因為是我在中興完全沒接

觸過的內容，可說是零基礎。當初會選這堂課是因為感覺課程內容很有趣，但

實際上並不是如此，後來還有點後悔自己選了一門這麼難的課。在這堂課中我

學到了至少 10種以上的經濟預測模型，每次上課時都聽得一頭霧水，有時完全

不知道老師在說什麼，只好在下課後詢問其他同學，也因此和班上同學們變得

較熟，不但一起討論模型的算法也在準備期末報告時大家互相幫忙，這也算是

課堂知識以外的收穫。課程評量方式是書寫一份 15頁以上的紙本報告，外加

15分鐘的口頭報告。我在書寫期末報告時需要用 excel試算不同種類的模型以

找出最合適的。每當滿懷希望地計算到最終模型跑出的結果顯示錯誤時，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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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很挫折，一度很想放棄。當然最後還是如期完成期末報告，也獲得滿意的

成績。 

 

3. Business Planning 

其實一開始這門課並不在我的清單內，由於它和 Diploma Seminar是同樣授課

老師，我想說不但可以同時獲得兩門課的學分，再加上老師人超級無敵好，何

樂而不為，所以我就毫不猶豫選了。上課方式很輕鬆，老師透過 case study教

導我們如何書寫一份好的企劃書。最後做個期末口頭報告就結束了課程。 

 

4. Diploma Seminar 

這堂課是一位土耳其交換生推薦我去上的，和我想像的上課內容有些許出入。

還記得在一開始上課的第一個星期只有 3位學生，再後來變成 6位，上課的內

容是關於如何書寫論文。這可說是一門輕鬆沒壓力的課程。 

p.s.老師常把兩堂課當作一堂課來上，一堂 2 小時的課常常 1小時就結束。下

課後老師會請學生到他的研究生喝咖啡聊天。 

 

5. Data Basis in MS Excel 

我是這堂課唯一的學生，屬於一對一教學的課程。老師人很好，除了教導我

excel的功能外，也在我 Economics and Business Forecasting的期末報告上

給予我很大的幫助。由於只有一個學生，所以上課時間很彈性，若有事想請教

都可以和老師討論其他上課時間。 

 

6. Polish Language Course 

我本身完全沒有接觸過波蘭文，所以沒有任何基礎，但是覺得既然都要到波蘭

生活一學期，有一些基礎對生活有益，且也可以藉由語言更認識波蘭文化。另

外，興大沒有波蘭文課程，在交換期間學習新語言是個很好的機會，還有環境

可以練習，所以有修波蘭文。I.一週上課兩次（不連續天），每次一小時半

（90分鐘），中間不休息，但提早 10 分鐘下課。 II.小班制，一班大概 10-

15 人，老師記得每個人，且練習機會多，會時常點人回答或是安排小組練習，

對語言學習（生活口語）非常有幫助。 III.上課時老師使用白板教學非簡報授

課，主要以波蘭文授課。 IV.不須買課本，老師會提供教材影本或講義，帶著

腦袋和一顆雀躍開朗的心去教室即可（當然還有筆記本和筆）。V.教學內容豐

富，通常為日常生活用語，數字、星期、基本問候、基礎對話（食物、交

通）、家庭稱謂、基本文法（現在式和過去式的動詞變化）等等。 VI.聽說讀

寫都會練習到，我的老師教學很生活化，所以訓練比較多是聽和說，對生活基

礎對話很有幫助。寫的部分不算真的訓練寫作文那種寫，因為連拼出單字都很

難，造句通常都得看著筆記寫出句子，所以不是真的可以寫文章。  

依我個人經驗，我超級喜歡上波蘭文課。以沒有基礎而言，波蘭文真的夭壽

難，沒有開玩笑，光是基本的發音對中文母語人來說就是高難度，連波蘭人自

己都會說波蘭文不容易，且即使我們學習了英文，其文法和字詞的變形也很

難，有些字可以用類似英文的單字去猜，但大多數的字都和英文長得不一樣，

所以會增加學習難度，且單字可以很長或與英文毫無相關。且拉丁字母非我們



慣用的語言，大多數我們學習的第二外語又都是英文，所以會想用英文的方式

去學習西方的新語言，以完全沒基礎的人來說可能有點崩潰和挫折，例如我本

人。一開始我對每個字母的發音都還不熟悉，有些還很繞口，每次都感覺舌頭

在打結，再不然就是音根本發不出來。但我絕對要說，修波蘭文真的是我豪不

後悔而且非常感謝當初修課的自己！除了波蘭文是一個聽起來溫柔舒服的語 

言，我很幸運地待到一個超棒的班級和人很好的老師，就語言學習方面，其實

短短的時間也不能真的精通什麼，但是老師很可愛，上課氣氛輕鬆和樂，而且

很注重開口說，所以不論如何，一定會比當初那個毫無基礎的自己進步很多，

對於日常生活很有幫助。且當你開口說波蘭文，即使只是一個字，都會瞬間拉

近與當地人的距離，除了可以獲得溫暖的笑容，也會增加了解波蘭文化或是教

到當地朋友的機會。通常你開口嘗試說波蘭文，波蘭人都會很開心很和善，給

予你鼓勵之外，也很樂意幫你練習發音。 

 

 一整個學期下來，我發現國外的學生相當勇於表達自己的意見與提問，老師對

於各種問題也都相當歡迎，整學期的課上下來收穫很多，學習起來是非常快樂的。

另外，老師也非常樂於帶學生出去參觀，有次還是系主任抽空自己開車帶大家出去

參觀。 

  



 生活在波蘭 

 

1. 飲食方面 

 波蘭最常見的餐點組合是幾塊肉片或一塊雞胸肉、馬鈴薯或薯條、一碗番茄湯

麵，佐一杯紅色的飲料。它在購物中心的美食街都一定點得到，而且價格很便宜。

如果想要吃更道地口味的食物推薦到牛奶 BAR。 

 波蘭著名的傳統食物有：Pierogi（波蘭水餃）、Kaczka pieczona z jabłkami

（蘋果烤鴨）、Bigos（獵人燉肉）、Zapiekanka、Kotlet schabowy（炸豬排）、

Kiełbasa（波蘭香腸）、żurek（波蘭酸湯）等等。 

 當中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pierogi。它是常見的家常菜之一，不但外表長得和

台灣水餃幾乎一模一樣，烹煮方式也很像，甚至更多元，煮的、炸的、蒸的都有，

而且價格不貴。波蘭水餃特別之處就在於它的內陷，它的口味可分為咸的和甜的。

由於大家都說一定要吃過當地的水餃才算是有到過波蘭，所以我就秉著冒險的精神

點了藍莓口味的水餃。每個人的接受度不同，我個人是無法接受它的味道。此後我

就很排斥波蘭水餃，幸好後來有吃到真的好吃的 pierogi才讓我對它改觀。 

 

 

 

 

 

 

 

 

 

 

  



2. 波蘭語 

 關於艱澀的波蘭語，例外總是多過於規則，但是最重要的還是練習說。感謝我

的波蘭文老師總是以生動的動作和互動式的方式給我們練習簡單的對話，一個月後

便可以簡單的購物、問路、閒聊幾句等。但在波蘭生活不容易，你不能用英文溝

通，多半是擺出一張: 那是你家的事，你必須當場找翻譯，大多遇到的人還算好

心。只是好幾次要處理手機儲值，當下的服務讓你感受到在台灣應該要對服務人員

心存感恩，這裡不耐煩的態度是常見的。自從跟波蘭朋友抱怨: I would like to 

experience customer-oriented service in 10 years here(希望在十年後體驗到

波蘭以客為尊的服務態度) ，但他們給我的回答是：可能要再等 100年。 

在這裡分享一些我在波蘭的常用語： 

中文 波蘭文 念法 

你好/早安 dzień dobry 金斗不累 

(非常)謝謝 dziękuję（bardzo） 錦褲耶（八戳） 

請 proszę 剖謝 

對不起 przepraszam 切普拉尚 

再見 do widzenia 都 尾災尼亞 

是 tak 踏 

不是 nie 捏 

我不會說波蘭語 nie mówić po polsku 捏 幕夫耶 剖 普斯古 

你說英語嗎？ czy mówisz po angielsku？ 此 幕夫耶 剖 安捷斯古？ 

這是什麼？ co to jest? 挫 拖 也四特 

非常高興認識你 bardzo mi miło  八戳 咪 咪我 

你叫什麼名字？ jak masz na imię 牙克 麻世 拿 一滅 

我的名字是 AAA nazywam się AAA 拿機房 謝 AAA 

這個多少錢？ ile kostuje？ 一累 口斯禿耶？ 

 

3. 交通方面 

 在波蘭的代步工具不外乎就是火

車、公車、地鐵、電車和腳踏車（類

似 u-bike）。只要持有國際學生證

（ISIC）或是波蘭學生證，所有的交

通票都是「半價」。拿到學生證後就

可以到地鐵站，或是路邊的購票機器

為學生證加值，道理和悠遊卡加值一

樣，最棒的是你可以買三個月的交通

票。月票、三個月的票都是加值後你

可以搭任何交通工具，包含火車、電

車、地鐵、公車，但要注意，若你搭火車到比較遠的地方，像是 Zone2，就另外再

買票，不能只用學生證唷！不然會被視為逃票罰錢！請千千萬萬不要逃票，因為相

較於其他歐洲國家，華沙的交通費真的非常便宜。另外，不管是買印出的票卷或是

使用學生證，記得一定要打票，學生證只需要在第一次使用時過卡，讓儲值在學生

證裡的票卷生效即可，之後如果有查票就拿學生證給查票人員即可，而買票卷則是

波蘭捷運 



上車就打卡，上面會有時間。請注意，華沙交通票卷是以「時間」為計算，不像台

灣捷運以「距離」計算。例如他們的票會分「20 minutes ticket」（學生價 1.7 

茲，約 13.6 台幣）、「40 minutes ticket」、「70 minutes ticket」。我買過

三日票也買過一個月的票，因為有時候實在很難預測自己會搭多少趟或是多久，個

人覺得買單程票比較不方便，也不一定較便宜，倒不如直接買三天、七天或一個

月，這樣也不用擔心買的票失效（因為全都是看時間）而綁住自己自由活動。買長

期一點就可以隨心所欲去任何地方，不會擔心去 A地逛太久，去 B地時車票已失效

的問題。 

 

4. 宿舍生活 

 學校共有 7棟宿舍，每一棟除了名字以外，外表和內部都完全一樣。宿舍分為

雙人房和三人房，房內都有冰箱，衛浴和廁所則是 10個人共用的。宿舍是男女混

宿，有當地人也有國際生，是非常多元化的人群組成，所以如果你想多接觸外國

人，住宿舍絕對是最佳的選擇，不但便宜又可以交朋友。恰巧我的室友也是來自台

灣的交換生，在沒有語言障礙和溝通不良的情況下，我們相處得十分融洽，每天一

起煮飯聊天，也是我走跳歐洲的好旅伴。 

  

 

 

 

 

 

 

 

 

 

 

 

 

 

 每層樓都有公用的廚房可使用，裡面有電磁爐和烤箱。身為跨洋而來的窮交換

學生，微薄的預算無法負擔波蘭餐廳的價格，再加上吃不慣波蘭的食物且想念中式

料理，我和室友化身小廚娘，挽起袖子洗手作羹湯成為了最佳解決辦法，廚藝也進

步了許多。漸漸地我也發現廚房成了交換生最常出沒的地方，大家便煮邊聊天還會

分享彼此的料理，整個廚房除了充滿食物的香味外還滿了歡樂的笑聲。若想要認識

新朋友，除了酒吧之外，廚房也是不錯的地方。 

 整體而言，宿舍的環境還不錯，設施都很齊全，但我無法理解的是明明是雙人

房卻只有一張書桌和一張椅子，所以我和室友都會輪流使用，到最後我們都直接選

擇坐在自己的床上用電腦。此外，舍監英文不通，如果有需要得找會波蘭文的人或

當地學生幫忙，不然完全是雞同鴨講。 

宿舍外觀 

房間內部 



 

  

煮飯的爐子 

廚娘日常 

土耳其美食 

台式滷肉、紅酒燉西洋梨 

簡單家常菜 

一起享用美食的我們 



 交換生的收穫 

 

1. 旅行看世界 

 旅行不可諱言是大多數來歐洲的交換學生的重點！

在波蘭交換的好處就是它的地理位置優越，可以輕易

地到達其他歐盟國家。我的交換學期也有很大一部分

時間花在旅行上，創造了一次又一次永生難忘的美好

經驗！雖然大部分的旅程都有旅伴陪同，但難免也會

有獨自旅行的時候。從一開始的寂寞與擔憂，到後來

習慣享受安靜也習慣主動和當地人聊天把陌生人當朋

友，我愛上獨自旅行那無邊無際的自由，喜歡自己做

一個安靜的旁觀者細細閱讀每個城市，喜歡簡簡單單

的事前計畫等著驚喜來找我，喜歡隨心所欲行程說變

就變，喜歡一路上收到 的友善幫助，喜歡旅途中每一個當下很崩潰事後卻覺得超

過癮的波折。 

 

2. 學習  

 透過交換學習，能看見各國學老師與學生不一樣的教學與學習方式，這能使自

己的想 法不再被拘限住，對同一件事會開始有更多不一樣的見解與想法。對於各

種不同文化也能會更開放的接納與理解。 

 

3. 語言  

 波蘭的官方語言是波蘭語，當地居民除了年輕人以外，其他較年長的波蘭人都

不太會 說英文。因此學會一些基本的波蘭語是必要的，而多學一種語言，就多了

一種看世界的方 式。 另外，與各國同學一起上課或宿舍生活，也會學到一些其他

語言。雖然也只是一些基本的用語或是短句，但是我相信藉由學會這些簡單的外

語，可以幫助拉近彼此的距離，與了解不同文化間的差異。  

 

4. 生活體驗  

 第一次到一個語言與文化完全不同的地方生活一學期，

生活感觸當然是相當的多，很多在台灣習以為常的習慣，在

其他同學眼裡看來是相當特別的，也或者是奇特，不過我們

看他們也會有同樣的感受。這些不一樣的生活體驗，也成了

交換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使我的想法比以前更加開

闊。  

 

 感想 

 這一學期下來，細數每一段時光，從第一天飛機降落在華沙蕭邦機場，之後入

住宿舍、第一次開始上課、報告、聖誕節、新年、學期結束到返回學校。每一段時光

都讓我回味無窮，這其中當然酸甜苦辣都有，像是第一次去採購生活用品時，看不懂

商品的波蘭文標示，只能靠著查字典確認；聽不懂宿舍阿姨在說甚麼，最後幸好有路



過的波蘭同學幫忙翻譯；和同學出去玩，結果迷路差點錯過車；聽不懂同學說的英

文，最後漸漸聽懂；每堂課程的樂趣等等。這些回憶都成了人生中的美好的記憶，真

的很謝謝學校以及所有幫助我的師長朋友們的幫忙，也感謝 父母支持我一圓交換夢。  

 這半年內我自己也成長不少，看了許多事物，許多以前只出現在歷史與地理課

本上的東西可以讓我實地探索發掘，不用像以前一樣只能在自己腦袋中幻想一個與實

際完全不合的巴黎，找到自己觀賞的步伐，了解自己，探索自己喜歡與不喜歡的做事

與生活方式，不用遷就於他人，出國後所學到的事情只有自己最清楚，難以用口語形

容，因此，想出國的同學真的要好好利用交換機會，趁年輕既省錢又能體會不同的生

活! 不管去哪裡交換，只要先想清楚你交換的目的是什麼並且 be open-minded、嘗試

走出舒適圈，一定都會是個精采的經驗！ 

 

 

 

 

  



 旅行足跡小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