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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陸交換生返校心得報告 

 

 

一、序 
 

  回想起剛到中國的種種不習慣：入境的

時候被要求走本國人通道、翻牆連不上、熟

悉的 App 幾乎都被鎖了、得適應許多中國獨

有的 App、還有文化衝擊……等等，然而發

現已經習慣了之後，卻馬上要回台灣了。這

四個月在上海做了很多不可思議的事，認識

了許多大陸的朋友，還記得某次跟大陸的朋

友聊天時，他表示如果台灣人稱呼他們為 

「中國人」的話，其中會隱含著台獨的思想，

但我根本就沒有想到那麼多，因為家中都稱呼對岸為「大陸」，我也自然而然

中國、大陸夾雜使用。也有遇到曾來過台灣交換的大陸人，我們相談勝歡，從

兩岸差異聊到台灣小吃，再聊到兩岸未來前景發展……。 

 

二、行前 
 

  此時學校會藉由 E-mail 通知許多事項：例如選課、宿舍、報到日期等等，

建議選好課之後就將選課清單回報給系上確認學分抵免的問題，免得開學後加

退選的麻煩。 

  雖然台灣的插頭在大陸幾乎都可以使用，但要注意電壓的問題，大陸的電

壓是 220V，因此有些電器像是吹風機等等的到大陸後再買就好了。 

  趕快去喝珍奶，到上海後想喝得花上將近台灣一倍的價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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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抵滬 
 

  宿舍安頓完成後，最重要的就是去辦手機號（門號），我有些朋友是在機

場就找攤販辦了，但現在中國手機號都實施實名制，因此去直營營業廳會較保

險且不容易被騙，主要的電信公司有中國移動和中國聯通。因為手機號在中國

會跟很多服務綁定在一起，所以記得選擇適合自己的流量，免得沒流量又沒

Wi-Fi 的時候還要去向路人求救。而且流量是有分全國流量以及省內流量的，

要是你離開上海市的話，就會開始扣除你的全國流量。 

 

  開通完手機號後就可以去銀行辦銀行卡（開戶）了，聽說銀行對於個人的

開戶較為嚴格，但是只要表明是來交換的學生，便可以順利的辦得銀行卡。我

是辦中國工商銀行的戶頭，開戶只要台胞證，不用印章，拿到的銀行卡幾乎都

是借記卡（簽帳金融卡），要注意的是，刷大陸的卡是要在 POS 機上輸入密碼

的，因此行員會請你設定密碼，要牢記起來。還有在大陸提款，是先取現金，

不像台灣是先拿卡再取款，不要像我的朋友拿了錢卻忘了拿走卡片。 

 

  相信你一定會常常聽到：「在中國都不用帶錢

包，連路邊賣菜的小販也可以用手機支付……」等

等的說法，沒錯！真的只要帶鑰匙跟手機就可以出

門去了。最普遍使用的是支付寶、微信錢包，如果

不會綁定銀行卡的話，在銀行開戶的時候可以順便

請教他們，他們都還滿樂意幫助的。但如果要出去

旅行，記得還是得帶些現金，因為像是觀光景點的

門票、地鐵單程票等等還是要付現。 

 

  再來就是 VPN 翻牆軟體的下載，推薦使用

Turbo VPN 這個程式，幾乎都能順利地翻過去。

或者去問問看讀國立大學的朋友，可以跟他們借帳

號來翻牆，相較起來會比較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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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上財 
 

  上海財經大學的前身叫做上海商學院，算是中國財經類別中數一數二的重

點大學，師生間簡稱學校為上財或財大。雖然校

區被學生說很小，還有人戲稱學校是「小破財」，

但已經是好幾個外雙溪校區的大小，兩堂課中間

還有 25 分鐘的下課讓學生去換教室，校園內有

很多共享單車，是穿梭在校園內很好的一個工

具。 

   

  很幸運的，去交換的學期學校剛好在慶祝

100 周年校慶，學校舉辦了許多活動，甚至每個

學院還會發一袋紀念品給每一位在校生以及回

母校參加校慶的校友。              上財的吉祥物—老鷹    

 

  財大總共有五個校區，但最主要的教室是在國定路校區以及武川路校區 

（兩校區隔著一條馬路而已）。離學校最近的地鐵站是軌道交通 10 號線的江

灣體育場站，騎腳踏車大概 5-10 分鐘的距離，從江灣體育場站到五角場站之

間是五角場，算是一個小市中心，是百貨公司以及人群的聚集地。學校附近有

一條路叫大學路，兩旁開了許多咖啡廳以及酒吧，是一個十分有歐洲氣息的一

條街，學生下課後常常去那聚餐，路上還有一個文創市集，假日也是聚滿了人。    

          國定校區側門                       上財會計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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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宿舍的部分，台灣去的交換生是被安排到三門路上的研究生公寓，離地鐵

3 號線江灣鎮站或是 10 號線三門路站較近。宿舍附近有 TESCO 量販店，可以

去那邊添購寢具、食物等等，住宿時主要吃飯的地方幾乎都在往 TESCO 的路

上，都滿便宜的，但衛生環境不是那麼好。如果還有什麼需要的，直接上淘寶

購買絕對是一個方便又快速的選擇，幾乎一兩天後就能收到了，而對面的水果

店會幫忙代收快遞。 

   

  寢室內有三個房間，分別是兩間雙人房以及一間單人房，床位是由樓長安

排的，無法自行選擇。雖然房間內部簡陋，但三間房間共用一個衛浴，相比大

陸某些學校是公共大澡堂還沒有拉簾，上財研究生公寓算是比上不足，比下有

餘。 

   

  校園卡儲值後可以在學生餐廳中做使用，但是校園卡不是學生證（他們的

學生證是一本小冊子），因此有些景點的售票員會不准許購買學生票，這時再

拿出國際學生證，便可順利購買。而也曾遇過一次售票員認為交換生不能購買

學生票的情況發生。 

 

五、生活 
 

1.食 

  學校內有許多學餐：新食堂、綠葉餐廳、清真食堂……等等，價格都在

RMB20 以內，是經濟實惠又好吃的一個選擇。而學校外有前面提到的大學路，

以及武川路往南經過學校再繼續走，有一條韓國街，那邊有許多道地的韓式料

理，都比在台灣吃到的還好吃。 

 

  在中國，每個人的手機裡一定有大眾點評這個 App，不知道附近有什麼好

吃的時候，只要點開，附近餐廳的價位、推薦菜、顧客的評價都在裡面，是一

個非常實用的程式，有時餐廳還會跟大眾點評合作，用大眾點評來買單，可以

購買優惠套餐或是享有結帳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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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非常推薦去吃些在台灣較少見的料理，像是新疆

料理：烤羊肉、新疆奶茶（是鹹的！）、酸奶哈密瓜……

等都非常好吃。又或是西北麵食館：肉夾饃（酥厚皮夾

著剁碎的滷肉）、涼皮（有點類似板條）等等，第一次

去吃還不會點餐，因為都看不懂菜單。還有小楊生煎，

算是上海的名產，生煎包裡頭有滿滿的湯汁，朋友第一

次吃還噴到隔壁桌呢。 

 

 

  最後就是中國最方便的——外賣，主要有餓了麼以及美團外賣，下單後半

小時內餐點就送到了，隨時隨地都可以叫外賣，在路上都會看到一堆「外賣小

哥」騎著電瓶車送餐，甚至還有看過幫忙排很有人氣的店家，再外送到家裡的

「幫買幫送」服務，非常方便。 

 

2.衣 

  上海的天氣：夏天跟台灣差不多熱，但是冬天非常冷，只有大概 10℃左右，

有時還會到接近零度，1 月底左右還會下一點小雪。宿舍房間內是有冷暖空調

的，只是有些床位距離冷氣非常近（伸手就能碰到冷氣的近），因此可以跟室

友協調冷暖器的使用時間，免得夏天冷氣直吹太冷，或是冬天暖氣開整晚皮膚

會乾燥。羽絨服等等的在淘寶上都賣得很便宜，如果怕質量不好，在上海幾乎

每個地鐵站出來都有百貨商場，絕對不怕買不到喜歡的衣服。 

 

3.住 

  在中國旅行可以選擇住青旅，或是 Airbnb，而他們很常用攜（ㄒㄧㄝˊ）

程這個軟體，它可以訂房也可以訂火車票，如果想住舒適一點，但預算有限，

可以選擇：錦江之星、如家，7 天等等的連鎖旅館，性價比都滿高的。但要注

意，預訂前須確認好能不能接待外賓，否則會再辦理入住時遭拒。還有，在中

國住宿，每一位入住的人都一定要帶台胞證，有些還要押金，才能登記入住，

這點跟台灣只要一張證件當代表不太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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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行 

  在中國 Google 服務都無法使用，因此需要下載百度地圖或是高德地圖，

用起來都還滿順手的，如果怕耗費流量的話，還能事先下載離線地圖使用。 

 

  要去上海市中心最方便的交通工具就是地鐵，可以先購買一張交通卡，押

金 RMB20，可以搭乘地鐵或是公交車，還能綁到 Apple pay 裡面，這樣出門

連交通卡都不用帶了。地鐵 RMB3 起跳，公交車幾乎都是一次 RMB2。地鐵進

站都要安檢，只是有些安檢很鬆，通常不太需要理會他們，原則上是前面的人

如果有配合安檢，你再配合就好了，據說，這樣廣大設立安檢好像是為了提供

更多的就業機會。大陸人衛生習慣都不太好，曾經搭過有尿騷味的車廂；也看

過有人在地鐵即將關門前，對著月台吐痰。治安部分，有朋友第一次搭公車，

錢包就被偷了，因此搭乘公共運輸的時候還是要提高警覺。再來就是上海人普

遍沒有先下後上的禮貌（真的是上海人，去北京時大家都很守秩序），要是抱

持著台灣禮讓是美德的精神，恐怕會永遠無法上下車。也要注意平日的末班車

都不會到很晚（11 點前左右），如果錯過了就只能打車回宿舍。 

 

  在中國，共享單車真的非常方便，路上隨便就有，地鐵站出來也一堆，只

不過品質良莠不齊，有些單車非常難騎，或是頭歪掉的都有。主要有 Mobike

摩拜（橘紅色）以及 ofo 小黃車（大黃色）兩大共享單車公司，可以購買月卡，

一個月內不限次數騎乘單車，很划算。但腳踏車因為是跟電瓶車騎在同一條馬

路上，再加上在中國騎電瓶車不用駕照、常有外送小哥要趕著送餐，因此他們

常常闖紅燈、逆向，在路上騎腳踏車時都要非常注意，有一個台生，剛來交換

不到一個禮拜就因為騎腳踏車摔車骨折，返台治療休養，真的要很小心。 

 

  如果有很多人一起出去，或許出租車是一個好選擇：可以路邊攔車，或是

使用滴滴出行，一個類似 UBER 的程式，起跳價都是 RMB14，只是滴滴出行

的師傅（司機）比較不像出租車的良莠不齊。從宿舍打車到浦東國際機場，大

約是 RMB160，如果有四個人要一起去，一人的費用才 RMB40，算是滿划算

的。再推薦一個打車 App：嘀嗒出行，因為使用的人比較少，常常提供很多打

車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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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的鐵路有分很多種車型，最快的是高鐵（G）或是動車（D）、以及

來往兩城市間的高鐵叫做城際列車（C），這三種車型時速都非常快，像是上

海到北京最快只要四個多小時。接下來是快車（K），速度較高鐵慢很多，裡

面通常有臥鋪，可以去體驗在台灣搭不到的臥鋪，睡一覺醒來就到目的地了。

購買火車票也是實名制，進站前需嚴格安檢，也會查台胞證，因此要提早到站，

不像台灣高鐵，發車前 3 分鐘進站都還來的及。車次代碼是由英文加數字組成，

而英文就是漢語拼音的第一個字當縮寫，例如高鐵（Gao Tie）就取 G 為縮寫。

上海裡面有好幾座火車站，較新蓋好的車站像是上海虹橋站裡面真的非常巨

大，像極了機場，但是從宿舍到紅橋火車站要耗時 1 個小時以上，非常久，因

此要搭火車的話，建議去上海火車站會比較近（30 分鐘內就能到），但就是一

個比較老舊的車站。 

軟臥           餐車車廂內的東北早餐 

普通假日的虹橋火車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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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育 

  去大陸交換的好處之一就是上課是用中文上課，都能聽懂上課的內容，抵

免學分時也比較好轉換。但相對的，不像去其他國家交換的學生，能夠增進外

語能力。 

 

  在上海有一個台生社團，叫做上海台生聯誼總會，會提供在上海讀書的台

生們一些兩岸資訊或是活動，像是在 10 月底的時候，我跟很多上海的台生就

去參加了兩天一夜「百名台生看上海」的活動，其中還有去參訪台商企業——

南僑集團，也去了上海的海邊城市，金山。他們舉辦的活動不但不須支付行程

費用，還能跟其他學生交流，每次去都有收穫，但是社團有點傾中。 

 

6.樂 

  上海有很多有名的景點，相信隨便上網搜尋都有一堆結果跑出來，因此我

就介紹些我個人比較喜歡的景點。順帶一提，中國到處都有「園」，像是上海

豫園、蘇州拙政園等，讓人看到最後都對古代庭園意興闌珊了。 

 

→中華藝術宮：就是世博的中國館，可以去拍照，建築物裡面是上海美術館。 

→法租界：上海圖書館附近，很有歐洲氣息的地方。 

       中華藝術宮             淮海中路與武康路口的法租界建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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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中心大廈：世界第二高樓，可以鳥瞰整個外灘和陸家嘴，夜景很美。 

→上海迪士尼：淡季平日去人還是很多，記得先拿飛越地平線的快速通關。 

  淡季平日要入園的人群               充滿聖誕氣氛的迪士尼    

           從 118 樓看出去的夜景                說中文的迪士尼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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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明島：隸屬於上海市的小島，有點像鄉村，島上的溼地風景區很適合去看     

      夕陽。前往崇明島的路上還會走一座橫跨整個長江出海口的上海長 

          江大橋。 

→蘇州大學：去看校園內的東吳大學舊址。進校門前要檢查學生證，直接拿東      

            吳的學生證竟然能進去，警衛還很熱心地告訴我們舊址在哪。 

崇明島島碑                  蘇州大學內的東吳大學舊址 

 

→南京：可以參觀民初時期的臨時大總統府，看著館內的展覽，有很多的感觸。 

→濟南：山東的省會，還去了老殘遊記中提到的大明湖遊船。 

位於南京的總統府                       大明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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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島：靠海的城市，曾經被德國佔領，因此發展出有名的青島啤酒。 

→北京：中國首都，北京市內有許多歷史古蹟文物，地鐵十分方便，北京以天 

        安門為中心，向外擴張發展。 

青島海邊——棧橋 

 

     青島啤酒博物館                      北京天安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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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心得 
 

  我們時常在新聞中看到「大陸學生多認真…」的報導，這句話也不全然是

對的，學生中一定有認真跟不認真的，只是大陸認真的學生比台灣多也比台灣

認真。舉例來說，圖書館閱覽室隨時都很多人，就算還沒到期末（大陸學校通

常只考一次學期考試）。圖書館內還有一區是比較晚關門的，在那區讀書的每

個人桌上都疊著一大疊書，經過時可以很明顯地感覺到他們已經讀到很憔悴

了，但還是扳著臉，繼續苦讀。因為大陸人真的太多了，他們從小就被教育不

要輸別人，而想要出人頭地，讀書就是一個最直接的方法。 

 

  再來就是一定會遇到的政治問題。因為口音，搭出租車時常常被師傅猜是

不是從福建、台灣來的，一旦師傅們知道你從台灣來的，幾乎都會問你政治問

題，尤其越北方，越靠近首都的師傅越喜歡問這種問題。頭一兩次被問還挺新

鮮，但是到後面就直接說是從福建廈門來的，直接省去不必要的麻煩。 

 

  還遇過一個師傅，他曾經交過台灣女朋友，他說，大陸人普遍都很喜歡台

灣女生，感覺很像是偶像劇中會出現的人，而且講話聲音特別嗲。之所以他會

這麼說，應該是因為大陸的有許多喜歡我行我素的大媽大叔，脾氣都不是很好。

遇過很誇張的是一位大叔逆向騎著電瓶車，差點撞到來車，結果他竟然直接破

口大罵對方沒長眼；或是買鐵路票時也會遇到很多插隊的人，這時一定要大聲

地請他去排隊！不需要讓他們。 

 

  去了大陸後還得適應他們的衛生環境，隨地吐痰早已見怪不怪，比較讓我

驚訝的是，我去了一個商場逛街，他們直接把店裡的垃圾掃到走廊，不管是垃

圾或是灰塵，就直接掃出店外，就沒他的事了。還有在大陸的服務業，會跟你

微笑的算是很難得一見，通常都是臭臉迎人的。曾經走進餐廳，店員都在滑手

機，站在櫃台前思考完要吃什麼後，剛開口要點餐時，店員卻馬上說餐點都賣

光了，可是連正眼都沒看我。但這都是少數，可能一個禮拜遇到一兩次而已，

到最後也是很習慣了，後來遇到有禮貌的店員還會嚇到。之後在大學路上一家

台灣人開的飲料店買飲料時，聽出店員的台灣口音，我跟朋友就開始跟他聊天，

他說，在大陸的服務業很難當，因為要面對比台灣更難搞，更多的大陸奧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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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加上有時外賣小哥趕著要取飲料送貨時的口氣也很糟，因為一旦超時就會被

罰錢。 

   

  最後是要分享在上財當交換生中，發生的一件事：上財對於台灣來的交換

生其實不怎麼重視，沒有交換生迎新、沒有學伴（其實還好，因為語言都能通），

但在交換快接近尾聲時，在上財的微信公眾號裡看到一篇文章「交換生告別之

夜」，內容寫道：「來自世界各地的交換生……並謝謝交換生們這一學期來對

於他們舉辦的活動都有積極參與……」後才發現，校方都沒有通知台灣來的交

換生有這一系列的活動，更別說是邀請了。其實當下是很難過的，因為都選擇

上財去交換了，一定對於學校有一定的認同與喜愛，可是卻是得到如此的回應。

後來我跟學姊一起去港澳台辦公室反應，卻得到因為人手不足，活動名額有限，

因此無法邀請到所有交換生的回覆，當然這個回覆很難接受（參加名額有限的

話應該是讓大家去申請，而不是內定哪些人能夠受邀參加活動吧），但他們也

有表示在增加人力，希望有幫之後要去上財交換的同學爭取到一些權利。 

 

  最後感謝在上海遇到的每個朋友， 

因為有你們，讓我在上海交換期間過更

順利更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