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開大學交換心得 
 

 

 

 



首先感謝東吳大學提供這次的赴陸交換機會，很榮幸的申請到南開大

學。南開大學是位在大陸的北方—天津，天津是中國的二線城市，距

離首都—北京只要搭 40 分鐘的高鐵能到，坐車去北京很方便。 

我在去南開交換之前聽大陸的朋友說，南開是一首非常知名的老牌大

學。實際去交換的時候，在課堂上體會到老師的認真教學，而我在課

後問旁邊的同學說你是怎麼考進來，大部分的同學是在各自家鄉省中

的幾十萬考生中前 100 名進入南開大學就讀，都是屬於中國的佼佼

者學生。真的是很幸運能跟他們一起上課，並學習他們讀書的精神。 

 

●南開大學生活 

我很榮幸的交換中國的知名大學，南開分為兩個校區。一個是老校

區—八里台校區，另一個是新校區—津南校區。 

宿舍、洗澡 

八里台校區是本部，建築物都很有歷史痕跡，學生宿舍較為簡陋沒有

浴室，我是住在 21 宿舍，21 宿舍算是南開很好的宿舍，四人一房空

間還算寬敞，有陽台可以曬衣服，而且離浴園的距離很近。宿舍生活

重要的是不要帶台灣的吹風機去大陸，因為大陸通常限電，功率太強

的吹風機一定會讓自己的房間跳電。即使你在南開買了功率小的吹風

機，在房間記得還是要開最低的風力去吹，因為我跟我室友之前開最



大風速讓房間跳電了很多次。 

＊津南校區的宿舍就有浴室了 

反而八里台校區的學生們要去浴園洗澡，而浴園是北方洗澡的特色，

大家要脫光衣服去洗澡，剛開始會很不習慣，不過很快就會習慣了，

浴園的一樓那現在有開放可以使用吹風機的地方，那裡是唯一可以開

最大風力吹頭髮的地方。 

＃南開浴園 

 

 

校園交通工具 

南開大學是一間很大的大學，從西門走到東門就要 40 分鐘，所以南

開的同學們都會買腳踏車來代步。我那時在南開的時候沒有買二手腳



踏車，因為大部分我是從宿舍走到二主樓／主樓上課走個 10 分鐘就

到了。後來 12 月校園推行 OFO，這是像台灣的 YouBike 的租借方

式，藉由微信錢包支付就能使用小黃車囉。 

＃南開 OFO 

 

 

食 

八里台校區有三個食堂，一食堂旁有清真食堂。校園中食堂皆是用一

卡通去扣錢的，不接受現金支付。我覺得南開食堂給的食物分量都蠻

大的，剛開始我們是兩個女生吃一份，但後來一個人都能吃完結果每

個人都發胖了。而且天津的食物口味都偏重鹹，台灣去的我們剛開始

會有點吃不習慣，尤其天津的特色豆腐腦其實就是鹹的豆花，還有煎



餅果子也是超級鹹的油條。如果吃膩食堂，偶而可以去校內的西南村

買東西吃，西南村像小市集的聚集地，可以買棉被枕頭、手套、毛帽、

小吃、文具、水果、飲料店等都可以在這裡購買。如果懷念台灣菜的

時候，推薦可以去大悅城的外婆家餐廳，這家菜色偏甜，而且分量可

以價錢 OK 朋友們一起吃不會很貴，而且外婆家的綠茶餅真的好好

吃。 

 

＃南開西南村 

 

 

 



＃外婆家 

 

衣 

在天津的冬天時幾乎每天都有霧霾，所以大家都會戴口罩。如果遇到

重度霧霾，能見度會變得不到 100 公尺，這時我們會戴著像 N95 般

的口罩。我是去南開的第一學期，9 月時天氣是涼爽的秋天，但是 10

月已經開始變冷，我跟其他的台灣交換生覺得冷就已經開始每天穿羽

絨外套或衝鋒衣。而我有在淘寶買的長版羽絨外套，其實我買很便宜

才 60 RMB 但還好可以擋的住天津的天氣。可以多帶幾件薄發熱衣或

背心去當內搭，褲子的話我是在淘寶買內刷毛的褲子。再來 11、12

月要戴上手套、圍巾、毛帽來保暖。冬天時雪靴也是很重要，因為腳

很容易冷，雪靴也可以在淘寶上購買。 



＃南開衣著 

 

 

 

 

 

 

 

 

 

 

＃霧霾口罩 

 



娛樂 

在天津的娛樂可以去唱 KTV，大陸的唱歌娛樂費用比台灣便宜很多，

KTV 裡的歌曲和唱歌設備都很齊全，有時 4 個人平分下來才 100 多

台幣，很適合朋友們的室內娛樂活動。 

天津曾經是租界區，有義式風情區、五大道、海河、天津之眼等地方

可以去玩。這些地方都可以從學校的西門或東門搭公車和打滴去，如

果要搭計程車千萬不要司機招攬你的黑車，因為會看你不是本地人亂

喊超貴的價錢。建議在大陸可以下載滴滴出行的 APP，這個可以直接

用 APP 打到車，而且司機會照路線走比較安全。或是可以使用微信

APP→錢包→叫車服務來打車。 

 

＃滴滴出行                           ＃微信叫車服務 

 

 



＃天津遊玩 

 

 

 

 

 

 

 

 

 

 

 

 

 

 

 

 

 

 



＃南開景色 

 

 

 

 

 

 

 

 

 



●課業學習 

在南開交換時期，發現大陸學生普遍都很喜歡台灣人，當你問他們問

題時，都會很熱心的來幫助你。大部分的老師上課時也是認真教授課

程。在南開大學我跟台灣的室友一起去蹭課—武打課，武打老師傳授

我們有什麼武打動作可以防身，並也上拳擊、踢腿、摔人等動作的課

程，是一堂老師很親切實用的課程，並也認識一群可愛的武打同學。 

而我也有去學習外師老師所教授的英文課，整堂課老師全程使用英語

教授，老師也會讓學生站起來找不同學生用英文討論，在不同節日如

萬聖節、聖誕節日會帶我們一起慶祝。這是一堂非常有趣味又可以練

習英語的課程。 

＃南開武打課 

 

 

 

 

 

 

 

 



＃南開英文課 

 



而我在南開學習最特別的課—現代中國文學史，這堂課是一周上兩次

課，林晨老師採用討論課的形式來教學。林晨老師藉由學習美國大學

的教學模式，一周會規定三本文學的書讓學生閱讀，並安排博士班學

生來當各組的助教。週一由助教們的帶領下進行讓組員分享自己的看

法，並藉由和同學們的討論，去激盪出更大火花得到更多新的 idea。

週三再由老師為學生進行課程講解。我很喜歡這種上課模式，可以聽

取老師上課，也可以讓學生用自己所理解的想法來表述自己的觀點，

並加深學生對這堂課學習的印象。關於大陸同學的學習態度上，每天

晚上都可以在教室看到同學們認真的自習，並學習到晚上十一點。在

這種濃厚的學習風氣的影響下，我也會跟朋友一起去教室學習。 

＃南開討論課 

 



＃南開討論課成果展示 

 



●課外活動 

前人有句話是「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而當我去經歷過才能去

體驗其中的意義。作為交換生不僅在課業上的學習，大家也都會利用

假期去安排旅遊。還沒去過大陸之前，北京、蘇州、杭州、哈爾濱等

地方都只在地理課本認識。但當我真實的去這些地方旅遊過，地理課

本上的地名活潑起來了，並跳進我的心中，更加豐富我的歷程。 

廣州 

首先我跟江西的朋友用十一假期去廣州玩，我從天津出發搭 27 小時

的硬臥火車去廣州，來回總路程共 60 小時。大陸的臥鋪火車是讓長

途旅客搭乘過夜所設置的床位，第一次搭有床位的火車讓我覺得很新

鮮，在這趟旅途中也認識到不同旅客一起聊天也很有趣！廣州是人口

密集、產業發達的城市。在廣州我感覺到中國的快速進步，到處是高

樓大廈、百貨商圈林立。在廣州的電影院體會到 4 D 的電影，那是會

讓你的椅子上下左右搖晃和根據電影場景做出灑水、噴氣、震動等效

果。上海有東方明珠在閃耀著，而中國的南方則有廣州塔在輝映著。

後來的廣州形程都在走美食路線，當然我最愛廣州的地方是當地的早

茶，因為廣州人可以從早到晚喝早茶–午茶–下午茶–晚茶，一群三五

好友吃完茶點再叫服務員回沖茶後，他們再繼續聊天。所以大部分茶

餐廳都會跟客人收茶味費。我真的很推薦廣州的港式茶點好好吃喔！ 



＃廣州塔 

 

 

 

＃廣州上樓茶餐廳 

 



蘇州、杭州 

古人有句話「上有天堂，下有蘇杭」對江南區域的美譽。在台灣以前

就很想看江南的小橋、流水、人家景色。經過四天的蘇杭旅行，在杭

州看到遼闊的西湖，剎那心中油然而生一股感動，真是被西湖的神秘

魅力觸動著。 

後天從杭州坐火車去蘇州玩，覺得蘇州是一個古色古香的城市。我最

喜歡蘇州的一大特點是蘇州保存古蹟建築的方式。蘇州把城市中心規

劃成古城區，城市外邊才是現代化建築，這樣的城市設計使蘇州呈現

很整齊分區感覺，並不會出現古蹟、高樓大廈排列的突兀感。 

在蘇州兩天的旅行中，喜歡這個城市帶來慢活的氣氛和街道上可見的

小橋、流水、人家的景色，再加上蘇州有著便利人們的生活，這點生

活機和台灣很相似，讓我覺得蘇州很適合人宜居。蘇州的啞巴生煎包

很有名氣，生煎包裡的湯汁很多很甜，吃下去湯汁會噴發出來，吃完

真的超過癮。 

而且身為東吳大學的學生，有機會來蘇州一定要去蘇州大學走走，因

為蘇州大學和東吳大學有著密切的淵源。蘇州大學至今還保有東吳大

學的校門，能在異鄉看到東吳大學的校門覺得分外感動和親切。 

大家如果想體驗中國的江南式風情，我超級推薦大家一定要來蘇州遊

玩。  



＃西湖一隅 

 

＃蘇州平江路 



＃蘇州大學–東吳校門                  

＃江南風情 



東北十日行 

在大陸的旅遊最終站–東北，這趟東北行是大陸同學邀請我去他們家

作客，而他們想帶我遊玩東北。剛下長春時，天氣顯示零下 18 度，

體感溫度超級冷，真的是衣服包得密不透風的走出去。在長春我跟朋

友去滑雪，沿著坡度滑下去時真的好刺激。朋友們也帶我體驗東北人

平常的冰上娛樂–滑冰、冰梯、冰猴等，真的很好玩，來東北讓我這

個南方孩子最興奮的事是雪，在東北的冬天路上都積滿厚厚的雪，我

也都興奮的去堆雪人、打雪仗。 

接下來去吉林的朋友家，朋友帶我去看吉林霧淞，霧淞是在特定地方

有的現象，像是樹上下雪般很美麗。我們也有去體驗吉林的溫泉，最

特別的是去泡室外溫泉，因為你必須要衝出去室外，而室外零下 20

度太冷了你會趕快進去很熱的溫泉，你的身體就會體驗到極度溫差的

冷熱體驗，真的很特別。 

接下來就是前往哈爾濱，哈爾濱有著最冷的天氣和最美的冰雕。在哈

爾濱我們去玩了著名的冰雪大世界，冰雪大世界就是冰雪建造得城堡

樂園般，裡面擁有許多絕美的冰燈、冰雕和多項的冰雪設施有雪圈、

冰梯、雪盆。尤其是去玩長達 300 公尺的冰梯，從冰梯溜下來真的

超級刺激有很好玩。在東北體驗到零下 25 溫度和下雪真的是很令我

永生難忘的經驗。 



＃吉林–霧淞 

 

 

 

 



＃哈爾濱–中央大街 

＃哈爾濱–冰雪大世界 

 



●個人成長 

這次去大陸交換是我第一次離家這麼遠，我和我的室友們在初期非常

想家。來這裡體會到即使大家都是說中文，但不論是在口音、吃飯口

味、或是生活習慣上都有明顯的差異。 

我還是覺得自己很幸運能來南開大學交換，修現代文學的課程學習課

前準備資料、口說課綱，並在討論課和組員們分享自己的想法，這真

的是我最喜歡的一堂課。這堂課使害羞的我漸漸能條理的說出自己的

看法，可以勇於表達意見和聆聽別的同學看法，讓大家在互相討論中

更增長自己的經驗。 

在南開的生活，感受到人亦是最美的風景。在這裡與來自四面八方的

同學認識真的很有趣，他們聽到我們是台灣學生也都會很熱心的幫忙。

在這裡認識的朋友我覺得都很可愛，會跟你討論大陸和台灣的不同，

也非常好奇台灣的我們是什麼看法。 

在南開的宿舍生活也與三位台灣的室友相知相惜，室友們也都很照顧

我，讓我即使再這麼遠的地方也不孤單。大家也會一起規劃旅遊，在

旅途中能更加認識中國的美。 

在這裡我真心地感受到每一位朋友真誠地對我，讓原本不認識的我們

產生出一條情感的紐帶，而這些朋友們也成為我人生中最寶貴的收

穫。 



透過來大陸交換，增長了看事情的視野。在廣州旅遊感受到大陸的經

濟是真的在快速成長，廣州的市區遍布數不清的高樓大廈，百貨商城

一棟比一棟大，這些現象是台灣和大陸在經濟層面的差異。在大陸的

旅遊也是一個盛行的行業，來大陸才知道這裡地域是有多麼廣大，要

到比較遠的地方都要搭乘飛機、臥鋪火車等交通工具。而且每個地方

都有不同的代表特色，像是東北的冬雪、冰雕、雪雕；北京的故宮建

築、京味小吃；南方的江南風情小橋、流水、人家；西北的廣大內蒙

古草原等風景的不同。 

來南開交換，也看到大陸的同學們有多麼的認真，每天晚上教室一定

都有同學們在自習。他們除了學習也會積極參加不同組織團體活動。

這些都是值得我們去學習的地方，甚至我課後也會一起去學習。 

＃南開的朋友們                      ＃南開室友們 

      

 



＃旅遊照-故宮 

 

＃旅遊照-長城 

 

 

 

 

 

 

 

 



●感想與建議 

＊提供一些建議給之後想來南開交換的同學們參考 

1.來大陸交換可以不用先帶吹風機，因為功率不同 

2.如果冬天來交換，記得要多帶保暖衣物 

3.記得一定要在大陸前先下載好這裡的 APP，如果是 Android 系統

手機的應用商店是無法在大陸下載 app 的。 

◎極度推薦 Android 下載應用商店 app：應用匯、360 手機助手、

百度手機助手。 

大陸生活必備 app 

☆地圖：百度地圖、高德地圖 (離線狀態也可以使用) 

☆交通：滴滴出行 (招計程車的軟件，避免黑心司機多繞路和亂喊價

的風險) 

        8684 公交 (可以查詢公車路線和站牌) 

        鐵路 12306 (中國官方鐵路 app，可以線上訂票) 

☆娛樂：大眾點評 (可以查詢娛樂、餐廳等各項評價) 

        美團 (可以訂外賣，有時可以在餐廳使用美團的折扣卷) 

        餓了嗎 (可以訂外賣的軟件) 

☆旅遊：攜程 Ctrip (可以訂住宿、機票、火車票) 

        去哪兒 (規劃旅遊行程必備攻略) 



感想 

回來台灣已經兩個月多了，還是會時常想起在南開的點點滴滴，懷念

著新開湖倒映的二主樓、主樓前周總理的巨大直立的雕像、秋天時落

葉紛飛的大中路、到了冬天變成小雪漫漫的校園。 

但是我最懷念的還是校園裡的同學，想起曾經熱情幫助我的他們，一

起激盪思維的討論課，和大家一起課後吃食堂的時光。 

雖然我與朋友們隔著一條海峽，但卻無法阻礙我們的友情。透過這次

交換機會親身地走進這裡，感受到最真實的大陸，完全顛覆我本來的

認知。即使種種原因使兩岸有著許多差異，但就是因為不一樣能使我

們激發出更多的火花。 

在南開看到大陸學霸們學習的精神，和在公共場合上勇於表現自己的

看法，這些都是值得我學習的地方。來交換重要的不是強調我們之間

有多大的不同，而是大家一起互相學習和尊重各地方的文化。很慶幸

自己做這個決定出去交換，離開台灣出去體驗有了想家的情緒、感謝

父母讓我來交換、並知道自己還有很多不足需要去學習，這次的交換

體驗也成為我這一生珍貴的回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