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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陸交換生返校心得報告 

 

在這個熟悉的冬春交替之

際，短暫告別了生活二十一年的

城市，一灣淺淺的海峽，一張相

遇的機票，一道熱情的問候，跨

越時空的藩籬，相聚的緣分讓我

們在北京，碰撞出專屬彼此的熱

情與激情，一掃而空冬季北京的

涼意與蕭瑟，取而代之的暖心與

舒適，交織出深厚的友誼及深刻

的回憶，開始了我為期半年的交

換生活。 

位於北京的「中國人民大

學」，是一所以人文社會科學為

主的頂尖學校，很幸運能如願申

請上，交換期間所經歷的各種新奇體驗與點滴回憶，至今仍讓我十分珍惜且回味無窮！以下分

別就校園環境、課業學習、住宿生活、旅遊規畫、生活建議等方面，簡短分享與記錄，也希望

能提供給之後的交換生作為參考與準備。 

 

園環境 

 

「中國人民大學」或許很多人沒有聽說過，我也是在準備交換期間要選擇學校時，才知道

它的存在，後來才聽人大同學說：那是因為除了建校時間沒有北大跟清華來得久，而其又專攻

人文社會科系，再加上之前的政治因素而被鎖校過，故其名聲在全球並沒有前兩所學校來得

大，但在中國，它不僅是「985 工程」和「211 工程」重點建設的大學，是當代中國人文社會

科學高等教育和研究望塵莫及的名校，特別是其在法律學科方面，更是執牛耳的地位呢！ 

人大校園的規模，其實相較中國其他學校而言，稍嫌小了一點，幾乎用不到腳踏車，但整

體資源豐富、周遭交通方便、生活機能完整（後續的生活小建議有更多補充），其還鄰近「中

國矽谷」之稱的中關村，無論是想血拚購物或品嚐道地美食都非常方便！。 

姓 名 葉舒婷 學 號 03111316 系 級 中三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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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留學生宿舍的 Circle 

蘑菇吐司早午餐 

東區大排長龍的烤鴨套餐 

講到人大，不得不提食堂！校園內各區的特色風味食堂：東區的燒鴨飯、南區的留學生餐

廳、西區的煎餅包子、北區的便利店、中區的每種麵食，還有小北門的麻辣燙、世上最好吃的

匯賢餃子、Circle 的西式餐點、路邊小攤販的各種便宜水果小

吃等，樣樣不可錯過！  

人大還提供給交換生一對一

的貼心學伴，任何有關校園位置、

銀行開戶、手機門號申辦、課程資

訊、生活雜事等其他，對生活細節

的種種疑問，都能在他們的熱心協

助下獲得幫助與解答！ 

建議可以準備台灣的伴手

禮給當地授課師、港澳台辦公室

的老師及學伴，還有住宿阿姨，

拉近彼此的距離，畢竟禮多人不

怪，也可讓他們體會到台灣的味道

或特色。 

 

業學習 

 

在課程方面，人大對於交換學生的選課權限是相當自由

的，也就是說，可以任選所有欲修習的科目，不受學院劃分限

制，旁聽也沒有問題。除了扎實的基礎課程外，還有許多有趣

又新穎的專業選修課，於是在權衡興趣及學分抵免的情形下，

中文系方面修讀了「中國文學與中國電影」、「論語解讀」、

「廣告學概論」、「宋明理學」；法律系方面則修讀了「法理 

學」，下面舉幾堂我最愛的課程介紹一下。 

(一) 中國文學與中國電影 

這是我此次來交換最喜歡的一門課了！孫柏老師的授課方式，帶給我前所未有的全新感

受，第一次見到老師，他就告訴我們：「你們在我課堂上是學不到什麼的，我教給你們那所謂

的知識也都是屁，我只是告訴你們我的觀點，到頭來那還是我自己的東西。『知識』並不等於

思考，它只是一個『認識』新東西的過程，真正重要的是你如何思考、篩選、認同、否定等等，

有一番自己的想法，才是你自己能從這堂課得到、領悟些什麼。」 

這短短的十七週，也真的獲益匪淺，老師不單是站在作為一個影評人的角度，敘述他對一

部電影的看法及喜惡，而是教導我們關注電影就是關注現代社會的一種表現，電影的定位本就

是建立在現實參數的文本之上，故我們應多以社會文化的角度去理解、看待電影，而非單純的

審美觀去評斷。 

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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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說這堂課是「文學與電影」，不如說更像是以電影去參透社會時事，讓我們成為一個

「社會人」，不論是以娛樂性或是社會性的心態來對待，至少我們確確實實用我們的方法在關

心社會了。 

(二) 廣告學概論 

特別介紹這堂課並不是因為我

喜歡，反而是我特別吃力的課程，從

未接觸過廣告學的任何方面，一開始

在上基礎理論時，都還跟得上，但每

當有作業或是要我們設計出一則完

整廣告方案時，我便會一個頭兩個

大，才深深體會到即便腦袋裡擁有再

多厲害的名詞或理論，若無法將它們

實際操作、應用，也都是枉然。 

廣告與我們的生活密不可分，隨

著現代消費模式、興趣、接收資訊方式的改變，廣告的傳播也隨之產生複雜變化，尤其是在中

國這麼多人口的地方，如何設計出獨具特色殺破重圍的廣告，更是難上加難。 

中國與台灣教學方式最大的不同也在於，台灣重學術理論，而中國多是實體操作；台灣愛

考問答題，幾乎所有題目都有一定的標準答案，但中國多愛考申論題，沒有百分之百的標準答

案，只要你言之有物、合情合理，能將所學融入其中，即便所答具爭議的立場和觀點，但你從

頭徹尾能一以貫中，自然能奪取高分。 

(三) 法理學 

該課程內容及方向較類似於我們低年級時的法學緒論課，除了介紹中國的現行法律體制

外，尚引領如何掌握法律的基礎知識和原理，訓練法律思維方式和法學研究方法，還有頻繁的

課堂思考互動，以幫助創新思路、開闊視野，為後續的學習和研究奠定穩固基礎。 

第一堂課老師就醍醐灌頂的教導我們：法理學是法學中的基礎理論，它雖然是最初級的，

卻也是最重要、最複雜深刻的法律根本，擁有一定的學科地位，所關注的焦點為：於法律人而

言，什麼是法律？為「事實上是」，而非「應當是」，也就是生活實踐中，有權說「法律是什

麼」的人，他們的一種態度之預測，認知主體為大眾，具有一定的標準，不一樣的主體和場景

之切換，法律的意義也可能隨之放大或縮小。 

法律與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而世界上最難解的就是人際關係，故就顯出「秩序」的重要

性，來管理人際間錯綜複雜的關係。以英文來看，「order」的意義：要形成秩序，必須先有「命

令」的輔佐，要如何使人民服從一個國家所制定的規則，即放下自我，接受、服從國家的管理，

需要其正當性，也就是我們所謂的「法治」，讓已制定的規則，得到普遍的遵循，具一定的強

制力及權威性，並保障其實施，這就是法律的形成，讓我們對於法理學先有大致上的認知，再

逐步細分各類章節授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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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課堂上的知識外，幾乎所有課程還會讓我們參考許多相關的課外讀物和影片欣賞，但

不同於台灣，這裡的老師會要求我們需要帶入自己習得的知識及觀點，做一番自我「評論」、

「分析」，要訓練學生獨立思考的能力，或是能提出前人未曾提及的盲點，勇敢表達自己的想

法，而不是單純描述「心得」、「觀後感」。 

報告方面，老師的標準非常嚴格，連書寫格式、文章段落、繳交方式等等都十分要求，一

般會分為紙質版及電子檔兩份，在繳交電子檔時，不可只附加資料檔案便直接傳送，該有的禮

貌禮儀一定要具備，這是留給老師好印象的小秘訣。 

考試方面，可以備註自己是台灣交換生，故內容寫繁體字，老師是可以諒解的，說不定還

會看在是交換生的份上，標準放寬鬆一點！ 

出席方面，我所選的課程幾乎都沒在看出缺席的，老師們一致認為自己所選的課程，如果

你有心想上課，出席的部分根本不需作為評分標準來綁住學生；你無心上課，他們也不需要這

種學生坐在教室裡聽課，是一個可以鍛鍊自己意志力跟積極力的好訓練。 

 

宿生活 

 

知行五樓 1220 室是我在人大的新

家，室友的每日相伴，最是令我永生難忘

的回憶，六個個性喜好、生活習慣截然不

同的台灣女孩們相聚一室，喜怒哀樂一起

分享，嬉笑怒駡一同宣洩，陰晴圓缺一塊

探討，滋養著我們茁壯，伴隨著我們成長，

拉近彼此心的距離，開啟我們羈絆的序幕。 

 

 

住 

↑大推 尤陳俊老師的法理學 & 孫柏老師的中國文學與中國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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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宿舍空間算大，但設備確實簡陋，如狹小

的長桌得兩人共用一張、浴室無門只有拉簾、熱水

需要加值校園卡、廁所整潔難以維持；以及許多規

定限制，所造成的作息不便，如洗澡水和電源的供

應直到 23 點、一個月 10G 的網路流量、每層樓都停

的電梯，好險還有室友們及宿舍阿姨的溫馨陪伴及

照顧，讓原本的艱苦克難，都被我們培養出的深厚

友情及歸屬感所取代了！ 

 

 

遊行程 

 

學校會安排兩三個全部交換生一

同出遊的行程，沒有硬性要求，可隨意參

加，但這也是擴展人脈的好機會，可藉機

認識從各個學校齊聚在一起的台灣學生。 

這次學校帶領我們前往故宮、居庸關

長城，全都是我一直以來夢寐以求前往參

觀的名勝古蹟，建議大家最好跟學校一同

參觀，不僅能認識新朋友，最重要的是還

省了交通費跟門票錢！ 

 

若想出北京，行程安排方面，可以參

考螞蟻窩 APP，裡面有許多部落客的旅遊

心得和規劃分享。交通方面，高鐵和火車

是大部分學生的選擇，可以下載攜程 APP

旅 

←    我們的「假掰」宿舍照 XD 

來到北京，不爬長城 

非。好。漢！ 



來到北京，不爬長城

非、好、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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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明園的壯氣 

頤和園的秀氣→ 

購票，但搭乘火車時需要比較注意自身安全和財物，建議可以體驗看看

長程時間的硬臥或軟臥火車（右圖所示），不僅價格方面較親民，還更

能體會各具特色的城市風情與在地文化！ 

住宿方面，青年旅社或是快捷酒店也非常推薦，可以上美團或大眾

點評 APP 參考一下網友評論，多方比較之後再行決定，建議先打電話過

去跟對方確認，台灣人是否可以住宿，有些旅社和酒店是不收外賓和港

澳台旅客的。 

此外，出門在外，台胞證一定要記得隨身攜帶，尤其是住宿時，台

灣旅客多要出示證件檢視身分，這點十分重要！ 

 

(一)北京 

 

從柔美秀麗的太魯閣到巍峨險峻的萬里長城，從臺

北故宮的民族精華到北京故宮的歷史至寶，我們生活在

不同社會環境的同時，也有著共同的民族記憶。 

 

 

 

 

 

曾經，我們透過余光中先生的《鄉愁》遙望彼此，

感悟歷史；我們在席慕蓉的詩畫中，描繪無怨的流年。

如今，我們一同在周杰倫的歌聲中，暢談青春的點滴；

我們一同在九把刀的小說裡，回憶純真的時光。 

 

 

 

幾個月的時間，我們相互傾聽、彼此交流，

走過前門大街，逛過南鑼鼓巷，踏過圓明園，遊

過恭王府，一起比較北京與臺灣不同的風土人

情，在喧囂熱鬧中品嚐老北京的特色。當日月潭

的清靈遇到頤和園的端莊，當墾丁的海灣碰上運

河的碼頭，當臺灣的夜市蕩出北京的小吃，我們

更能體會到：不同地域的風情背後，多元文化的

精彩迸發。 

 

 



 

 

7 
 

 

 

 

 

 

 

 

 

 

 

 

 

 

 

 

 

 

 

(二)西安 

 

不論是長安，亦或是西安，這美麗名字，經歷過十三朝的風風雨雨，終也就闌珊。 

 

比起北京些許被現代感染的急忙步調，西安居民是有些微傲氣存在的，或許是為了中國人

的歷史保存為傲，或許是為了中國人的文化形成為傲，在被許多現代化、西方化的渲染之下，

他們仍堅守自己的西安傲骨，並發揚光大。 

 

旅客總是會不自覺放慢腳步，仔細品嚐其美其深其廣，外面的紛擾都暫時拋到九霄雲外，

在回味中國歷經的許多磨難，而至今仍堅忍不拔、屹立不搖的同時，似乎也在提醒著我們不要

忘記當初確立的初衷，這裡有太多值得我們愛的理由，或許這就是古都的魅力所在。 

 

鐘樓開始燈亮，流光溢彩，古城內最繁華的西大街上車水馬龍，我們走在歷史的洪流上，

從此古城的風景心頭常繞，不肯褪去。 

180 天的日夜交替 

這短暫時光卻已將 

永恆「京光」納入

人生清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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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安旅遊也有要注意的地方，譬如耙子散佈、騙子

猖獗，要小心保管好自己的隨身物品，特別是要去參觀兵

馬俑時，一定要認證正規公車「遊 5」（306），搭車地點

在「火車站東廣場」，也就是面對火車站方向的右邊，若

有疑問直接問火車站外的公安，不要輕易和路人搭訕，會

來主動拉客的不是騙子就是黑車，別

傻傻上當。遊 5 採取先上車再售票的

方式，去回程都只賣單程票，此外，

其司機和車掌小姐都會穿正規制服

配戴臂章，很好辨認。 

 

(三)江南：上海→烏鎮→蘇州 

 

嚐過西安的豪情壯志，便要去體會妖嬈多姿的江

南溫柔之下的堅韌。 

 

江南就像一個夢，這個夢輕輕地落在每個人的心

頭，使得我們在有生之年，為這場夢而癡心不改。為

了一場杏花煙雨，為了一剪庭院月光，便背著簡約的

行囊，走在青石鋪就的小巷。 

 

來到水鄉江南，是為了圓夢，這場夢就像是前世未

了的宿願，在今生必然要以一種癡情的方式來完成。也

不知道這個夢是否會在夢裡縈繞一生。 

江南的春天美得不可方物，萬

紫千紅，明豔撩人，撫過徐徐清

風，岸邊綠柳，最是那一低頭的溫

柔，春雨輕叩，天水一色，水遠與

天連。 

依靠水源生活的居民們，骨子

裡有一種不怕苦不怕難的堅韌精

神，因為他們知道，即便迷惘徬

徨，水會給他們力量及答案，帶著

他們繼續通往前方。 

他們被溫柔所包覆，被堅韌所慣養，成長為一種獨具

特色的江南文化，景色與人文雙方相互照映著，並且以此

為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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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州大學裡還存有東吳大學的舊址，大家可以去那邊參觀看看喔！ ] 

 

活小建議 

 

 選課：這應該是交換的同學最關心的問題了！差不多在要去交換的前一個月底，就會收到

學校傳來的課程資訊，建議在選課前，先跟該系助教確認一下可折抵的課程，只要名稱跟

內容大致相同，基本上都是可以抵免學分的。 

若是課表上沒有課程大綱，可以跟授課老師說明一下緣由，老師便會給你電子檔了！ 

學分沒有上限，但有 6 學分的下限，可以隨自己所願盡量修課，若想修外系的課，東吳有

16 學分可折抵，一樣先跟助教確認好再做選擇，免得得不償失，有可能面臨學分不夠的

延畢危機喔。 

 氣候： 

○1 2～3 月仍有朔風，幸運的話還能看到降雪，需多帶發熱衣、禦寒厚外套、內搭褲、暖

暖包等過冬產品，才有可能平安度過冬末之際。而室內因供暖氣容易過度乾燥，應注意室

內外溫差大、多補充水分，並可擺置裝了水的臉盆，以增加濕度來減緩不適感。 

○2 4～6 月天氣漸漸轉熱，但需到 5 月才會完全換成夏季服裝，太陽雖大，但因為是乾熱，

不會像台灣一樣流汗而變得黏悶，算是比較舒服的天氣。 

 穿著： 

○1 春秋兩季，日夜溫差大，早上很熱，晚上很冷，出遊記得攜帶小外套。 

○2 夏季跟台灣差不多，短袖無袖全都會派上用場。 

○3 冬季一定要記得洋蔥式穿法，內層可穿具發熱和排汗功能良好的衣物，中層衣物保暖，

最外層防水防風，應付天氣變化，視場合與溫度，也可一層層加上去或脫下來。 

 霾害：北京的空氣汙染嚴重，沙塵暴、廢氣等易引起眼睛及呼吸道不適，出門前別忘了戴

上專門防護 PM2.5 的口罩，或上網關注空氣品質指數。 

 保養： 

○1 北京的空氣極度乾燥，一定要記得多帶保濕產品和面膜過去，在北京購買的話，價格會

貴很多，也不一定找得到台灣有的或是適合自己的品牌。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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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女生的話，衛生棉也建議從台灣帶過去，大陸自產品牌便宜但品質不敢保證，進口品牌

又超貴。 

 飲食： 

○1 北京的各種特色小吃非常多元，推薦一試！但在外飲食要

特別注意路邊小攤的環境是否衛生，以避免腸道傳染病或食

物中毒；而北京菜口味大多偏重、偏鹹、偏辣，若因蔬果攝

取不足而排便不順，可以多喝酸奶改善。 

○2 或是下載外賣 APP，如美團、餓了麼、大眾點評，當天氣

因素或是身體狀況不佳時，你一定會愛死外賣！而訂外食

時，每個 APP 可以多方比較優惠，看哪個比較划算。 

○3 飲水方面，宿舍是沒有飲水機的，不然就是要到一樓用

學生卡去打水，建議可以網購整箱的瓶裝水（550 毫升 x 24

瓶，或是 4500 毫升 x 4 桶），再用自己的水瓶分裝，比較

省錢省時又省空間。 

 電壓：中國的電壓為 220 伏特，插頭形式也不統一，要確認所攜帶的電器用品之電壓，並

準備變壓器或萬用插頭。多孔插座一定要準備，不然 6 個人只用幾個插頭，一定來不及充

飽，23 點斷電時會欲哭無淚！ 

 醫療：腸胃藥、退燒藥、防蟲蚊藥等各種成藥，建議都在台灣藥局準備好帶過去，雖然學

校會強制統一健保，但還是不建議去看醫生，價錢昂貴外，也不見得適用。 

 交通：學校地理位置優越 

○1 東西門出去都有公車站牌；而地鐵方面，東門出去有人民大學地鐵站，西門出去則是蘇

州街地鐵站，進入地鐵時一定要過安檢，較嫌麻煩。 

○2 出門玩可以打車，計程車起跳價比台灣便宜，西門有計程車排班，東門則需自己攔車。

也可以用滴滴 APP 打車，一種線上叫車服務，起跳價比計程車貴，但服務、車況都比較

好，付費方式也方便得多。 

○3 可以選擇「共享單車」出遊，學生有押金優惠，每日第一次借車免費，第二次開始以時

計價，一學期騎下來，比 Ubike 優惠些許。 

 網路：如上所述，每人一個月只有 10G 流量，超過用量者 1G/ 2RMB，無續費則斷網。如

有下載大型資料需求者，可以去校內咖啡廳（超推 Circle），點一杯飲料或一套餐點，然

後使用他們提供的免費網路。 

 翻牆：中國大陸最近雖然嚴格追查 VPN，但依然可以在台灣先下載備用。 

 隨身物品：在北京出門，基本上只需要學生卡、交通卡、手機、鑰匙，沒有你到不了的地

方，除非出遠門，否則只要攜帶小包包就好，過安檢也可不用脫掉，非常簡便。 

 購物：淘寶！淘寶！淘寶！淘寶！因為太好買了，所以一定要說不只 3 次！免運費加取貨

方便，實在令人過分手癢，不買就太對不起自己了！ 

 娛樂：中國唱歌、電影、酒吧等娛樂，價錢都比台灣便宜超多，一樣用 APP 多比價，一

定要跟室友和朋友揪一團玩到瘋！ 

 伴手禮：除了台灣著名的美食外，女生最愛收到的禮物就是面膜和明信片了！ 

「串串」是來到北京 

一定要品嚐的在地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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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感想 

 

來到中國，還沒有太大語言的隔

閡、時區的差別、文化的不同，但已

樣樣美食美景當前、各個人才輩出，

開闊我平庸的視野、狹隘的心靈，庸

庸碌碌的每一天，都帶給自己全新的

體驗，像是從來不曾好好與自己交談

般，一邊讚嘆世界之大，一邊彌補自

己的不足，忙裡偷閒中過得分外充

實。 

逛了一圈人大，你或許會說：北

京很大，人大很小，甚至小到在地圖裡讓人找不著，但它每個角落裡都確實滿溢了你我的一點

一滴，珍藏了我的每一個發現，從知行宿舍走到北區食堂，享受北京風味在口中的放肆；記憶

了我的每一段回憶，從食堂走到明德大樓，記下老師如沐春風的諄諄教誨；乘載了我的每一步

足跡，從教學樓走到世紀館，陶醉在友情激勵下紊亂的大汗淋漓，在我們每個人的心中，都占

了極大的青春詩篇。 

謝謝人大參與了我的青春，為我單薄的二十一年韶光豐富一筆耀眼光彩，比起實際上得到

的專業知識和學術成就，更多的是自身心靈的獲得及改變，從只會依賴爸媽的小屁孩，變成凡

事都要自己來的獨立與成長；拋開成見以友善謙虛的態度看待自己從未接觸過的新世界；脫離

僵化的學業體制和生活模式，有更多的時間和空間可以好好跟自己相處，更加清楚自己想要的

是什麼，缺少的是什麼，重新審視一次自我。 

大抵對人大而言，我只是眾多過客之一，但這些瞬間，一定都是真真切切在我生命中的停

駐，期許自己在未來還能把握每個像這樣的難得機會，勇於嘗試用不同的方式，體驗世界的寬

闊與美麗！ 

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