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財經大學交換心得 

 

    在上海的日子一轉眼就過去了！回想剛開始寫交換計畫的雄心壯志，要實習、

要旅遊、要學習，其實真正按計劃做到的比例不高，至少讓自己 keep busy，也

因此仍然擁有了十分充實的交換生活。 

    先說我的交換生活比較坎坷一點，基本上在上海生活不想遇到的事都發生在

我身上了，去過公安局報案兩次，到最後初來乍到的陌生感和台灣人的客氣已經

自然而然地被磨光，被認成廣東人的次數還比認成台灣人多（苦笑），在心得文

中分享我的經歷給大家，也希望大家不會遇到這些事情。 

 

首先，來分享一下出國前的準備： 

1. 出國之前 

    在交換之前最頭大的事就是選課了！選課系統需使用 QQ 瀏覽器（Mac OS

系統）或 360 瀏覽器（Windows 系統），然後進入上海財經大學的主頁，再從右

上角的信息門戶進入激活帳號，注意因為激活需要一段時間，所以建議在選課開

始前就先去激活帳號，以免到時好課被搶完啦～ 

    開學後可以上上財教學網（俗稱 BB 網），老師基本上都會在上面公布教學大

綱、功課報告、考試信息、上課用 ppt 等等，在交換前幾週要寄給系辦審核的資

料都可以在這裡找到，類似被老師們充分使用的 moodle 平台。 

2. 來上海第一件事 

    剛到宿舍辦好入住手續後第一件事就是 1 辦手機門號，一般常用電信公司有

中國聯通、中國移動，辦理時要攜帶台胞證。大陸的網路是沒有吃到飽的，跟國

內比較起來也偏貴、訊號時常很差，有翻牆需要的話耗網路速度非常快，因此在

選擇手機套餐的時候要自己判斷一下。學校和宿舍也是有 wifi，但是要自行花錢

買網卡，可自行去學生活動中心開辦（建議開辦因為宿舍訊號不是很好）。注意

一定要先辦理手機門號！在大陸有很多服務是綁定手機號的，沒有手機號根本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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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通中國手機號以後，就可以帶著台胞證去 2 辦銀行卡了，學校推薦使用中

國工商銀行，基本上都可以在學校和宿舍附近看到各大銀行，個別銀行對辦卡人

身份限制較嚴格，如中國銀行規定一定要有在大陸待滿半年以上的證明才能辦理，

但交換生只會待四個多月因此不受理。 

    辦好手機號和銀行卡之後就可以綁定各式各樣的 app 了，基本上出門不太

需要帶錢，但是一定要記得帶手機！ 

3. 常用 app 

支付 

    行動支付在中國已經行之有年，其實回國最不習慣的一

點是出門要帶錢！ 

在交換的時候常常帶著手機鑰匙就出門了，因為上到百貨商

場、下到市場攤販，支付寶和微信支付是十分普遍的付款方

式。支付寶載好之後綁定手機號和銀行卡即可。 

    微信的話需要開通錢包功能，在台灣剛載好的微信應該

都是沒有錢包功能的，可以請同學轉個一毛給你，只要收到

錢以後就能開通了 

翻牆（建議在國內先載好） 

    大家一定都很關心去中國要如何翻牆吧，剛去交換的時候一定會想要和台灣

的朋友們聯絡，也想看看朋友們都在幹嘛。 

    我一開始試過很多家 vpn 的 app（畢竟本校無自己的 vpn），

只要一斷掉整個人就會處於崩潰的邊緣，多番測試之後發現 Green 

VPN 是免費 app 中最穩的，只要連網路就會自動連上，但畢竟是

翻牆，和在國內的網速比起來還是慢很多。 

    跟手機比起來用電腦上網翻牆十分無解，只能用 firefox 外掛的 SetupVPN，

但它真的是很常斷掉，而且每次都要登入滿麻煩的，建議大家在國內的時候可以

先找看看有沒有更好的方法。 

    如果要用 line 的話，據說 Android 手機是不用翻牆也可以用 line 的；iPhone

是完全不能用的，翻牆也沒用，但到最後會習慣那種看未讀訊息跳到 1000 以上

卻不能看的無力感。 

 

    不過據消息稱中國政府要強力打壓使用外國 vpn 翻牆上網，現在要翻牆可能

更難，大家加油囉～ 

 



再來，就是前往上海財經大學囉： 

 

    上財的前身是上海商學院，創校歷史最早可以追溯到 1917 年，是中國的第

一間商科學校。校區不小，對於讀東吳的我們來說應該是無法想像的，如果衝堂

教室又在校園的兩頭，用走的過去是肯定會遲到的，這個時候就要仰賴腳踏車啦

～時常可以看到腳踏車或電瓶車穿梭在校園裡，和東吳很不一樣呢。 

    我們住的是研究生公寓，是一個有模有樣的小區，人口數也不少。小區裡面

有研究生和教職員親屬，也有國外來的交換生，所以可以看到學生早上騎腳踏車

出去上學、阿公阿嬤帶孫子出來玩、家庭主婦去後門買菜之類的，很像住在一般

的社區。 

    宿舍附近生活機能不錯，從正門出來往右轉兩三間店，

有一間雜貨店，要採購宿舍起居東西的話建議去那裡買。

再一直走下去，有一間很大的樂購（類似家樂福的地方）；

在樂購向右轉就有一間中國工商銀行，學校是建議到這家

開戶，但我室友開中國農業銀行好像也沒怎樣（？） 

 

食在上海 

    出門在外食的部分最重要啦～上海口味偏甜，像有次我去市區吃鼎泰豐，小

籠包甜到不行真的很不習慣，認識的上海人幾乎也都是嗜吃甜食，不過正宗的滬

菜不便宜啊！很多時候還是吃便宜的小吃店維生。再來我最不習慣的地方就是 

——每間餐廳幾乎都有賣牛蛙啊啊啊啊啊啊！！！第一次和朋友聚餐看到他們



吃牛蛙吃得很開心就很驚恐，畢竟它還保有牛蛙的形狀，就像來不及逃生被煮了

一樣。不過喜歡吃田雞的人應該是會很自在，除了一般小吃店之外也有很多專賣

牛蛙的店。 

    由於上海有很多外來人口落地生根，因此也有很多不同菜系的餐廳，像是東

北菜、川菜、清真餐廳。總體而言，若不是要花 100 人民幣以上上館子吃一頓

好的，在外面吃的一頓 20 人民幣左右的快餐、麻辣燙、麵食等等，普遍是重油

重的，還有標注辣的食物一定沒在跟你客氣，跟老闆說小辣是不會被受理的～意

想不到會炒辣的菜也會加不少辣椒進去「提味」，不過我個人很愛吃辣所以就滿

合我胃口的，不愛吃辣的學弟妹可能要特別詢問老闆哦。 

Ø 我的口袋名單 

    宿舍附近吃的不少，後門正對面的一間牛肉麵店很優質，有朋友每天至少一

餐吃那家。再往內走就是三門路市場，裡面有很多便宜的小吃還有水果店，冬天

的話水果直接放陽台就不太會壞掉。小吃的部分，非常推梅菜扣肉餅！只是要碰

運氣才吃得到；還有一間賣夫妻肺片的，其實就是像鹽水雞一樣選料然後再辦醬

料秤重賣，不選肉的話挑到吃得飽也才 14 人民幣。 

    從宿舍走到學校的路上有一排小吃店，每天早上上學我都會去買包子當早餐，

一個才 1.5 人民幣根本買到賺到啊！市區就比較有可能賣到 2 人民幣了。在這排

有一間黃山菜飯很好吃，在店內吃還可以免費續飯續湯。 

    校內學生餐廳也滿多間可以選擇的，但吃來吃去還是覺得清真食堂最優，至

今還沒在裡面吃到雷的，有上學的日子想到能吃清真食堂就很開心啊～尤其是自

助餐 cp 值超高！三菜一飯例湯自己盛，菜雖然是員工打的但是絕對滿滿一匙，

大概才 13 人民幣，每到吃飯時間都是最多人排隊的地方。另外學餐比較推薦的

還有綠葉餐廳的現打果汁，雖說不是很便宜（但平均也不會超過 20 人民幣），

但是用料扎實，跟大陸其他奇怪味道的果汁比起來絕對大勝！      

    學校後面有一條上財韓國街，有很多韓國留學生都常去那裡吃飯。餐廳老闆

也大都是韓國人，料理非常道地，幾乎每一間我覺得都勝過在台灣吃到的韓式餐

廳，而且價錢也不會太貴。 

    在走往復旦的路上有一條大學路，由於客群多是學生所以有很多不錯的餐廳

和酒吧，價錢也不會走很高檔的路線，很適合和朋友們到這裡聚餐聊天。比較推

的店有 Casa Casa，漢堡披薩都很厲害，週五週六都有駐唱歌手；夏朵，很美的

下午茶店，蛋糕也很好吃；波西米亞，是一間很有情調的酒吧。  

    上海比較知名的小吃中最優質的就是小楊生煎了！每次吃到都會很驚艷不

斷噴出的湯汁和飽滿的內餡，建議一定要試試。 



行在上海 

    有看到先前介紹稍微提到的上財周邊和市區的不同嗎？沒錯，上財所在的五

角場離上海最繁華的市區有一大段距離，對於在台北求學生活的我們是很難想像

的。要到市區知名景點或是到金融區上班，光是坐地鐵就要半小時以上，更別提

到離宿舍最近的地鐵站快走 20 分鐘 or 慢走 30 分鐘 or 騎車爬上爬下 15 分鐘，

所以一般到市區都是一起打個車，一個人攤下來才 10 人民幣左右。 

   大眾交通工具的話公車一段票是 2 人民幣，地鐵平均比台北便宜一點。公車

和地鐵都能刷交通卡，在地鐵站就能買到。 

   在上海打計程車起步價 12 或 14 人民幣，如果不是像強生這樣有規模的計程

車行，是有可能被多收錢的。一般都用滴滴打車來叫車，不過若是在景點附近很

難叫到車或是會有收費很貴的私家車問你要不要搭車。在搭計程車的時候我很愛

跟師傅（計程車司機俗稱）聊天，有很多風俗民情、當地人的想法等等都是在和

這群最了解上海的人對話中得知的，所以在打車的時候不妨和師傅們聊聊天。 

    如果是要在附近距離移動可以使用 mobike 或 ofo，大陸城市街道寬廣、交

通工具距離大，因此共享單車是生活中必不可失的工具，路邊停車的點可以說是

隨處可見，非常方便。使用方式在一開始身份認證要等一段時間，接著只要在路

邊看到共享單車就能承租，通常是半小時 1 人民幣，是上學或去地鐵站的好選

擇。 

樂在上海 

    上海市區有知名的東方明珠、外灘、豫園、靜安寺、田子坊等。 

    東方明珠塔座落於金融樞紐陸家嘴，從南京東路站下車走到外灘就能看到。

兩廂比較起來，我比較偏愛外灘的風光。外灘沿著黃浦江岸一排皆為清朝和民國

初年的洋行改成的金融業，著名的和平飯店也在這裡，每一間的內部都像西洋骨

董般精緻，也可以進去銀行參觀；外部裝潢也很美！每間外面都有簡介說明這間

的前身是什麼，真的是很有歷史感卻又很精緻的地方。全景的話從陸家嘴下車走

到黃浦江邊就能看到，而外灘和東方明珠都是十點半熄燈。 

外灘看過去東方明珠夜景 陸家嘴看過去外灘夜景 



    比較特別的地鐵上海圖書館站附近的法租界區（請畫三顆星），那裡就像一

個歐洲小鎮，路上行人十之八九都是洋面孔，許多國家的大使館也都設在這裡。

在法租界裡就算不做什麼，只是和朋友在街頭信步走路，就會覺得很滿足、放鬆

心靈，是我在上海最最最喜歡的地方，只要有空就會往那裡跑。雖然是高級住宅

區，在那裡也有很多酒吧和餐廳，價位都偏高檔。 

 

遊在中國 

    大家應該都很想透過交換的機會去中國各地看看吧！由於實習工作較繁忙

的關係，我多是在上海或江蘇地區的小旅行，有一些還是去那裡工作⋯⋯	

	

    如果要去一日至二日遊的話，很推薦去蘇州

走走，從上海搭高鐵過去很便宜，車程約30分鐘。

我們英文校名的蘇州大學就在蘇州，假日的話出

示東吳學生證給警衛就能進入校園。蘇州大學非

常美，甚至還有一區是江南小橋流水的造景，校

園內還保有遷校前東吳大學的校門，對於思鄉的

我來說非常的有感覺啊！ 

 

    蘇州是一座非常有文化氣息的古城，市區

內隨處可見詩詞中知名的景點和詩人故居，像

是虎丘、寒山寺等等。傍晚的時候可以去山塘

街的橋上看落日，從傍晚到日落後都各有美景，

建議去橋旁餐廳的室外座位點一壺茶和朋友

們邊聊天邊欣賞落日餘暉。 

法租界一隅 豫園九曲橋 



				我去了三次杭州西湖，第一次驚豔、第二次對花粉

大過敏、第三次出差短暫一瞥，不過也是收集到冬末、

仲春、初夏的西湖，是很特別的經驗。行程安排的話想

要走完西湖十景建議安排兩天，景點附近食物較貴可以

選擇吃小楊生煎。因為西湖就在市中心，杭州市區交通

非常恐怖，搭公車或打車都會被卡在車陣中動彈不得，

建議搭地鐵就可以到各個旅遊景點。 

 

    我去過車程最久的地方是南京。經歷痛苦的五小時硬座火車，我對自己發誓

不管多便宜再也不要坐兩小時以上的硬座。硬座就是一個個連著的座位，和不認

識的人面對面，伸伸腿就會碰到對方，座位也沒有扶手像捷運那樣；椅子是硬的

木椅包裹著一層布、地上有很多令人懷疑的污漬、車廂內有充滿民生氣息的味道，

還有大人買一個位子給兩個半大的小孩坐直接擠到旁邊的乘客，對於習慣台鐵和

高鐵的乾淨禮貌舒適的我來說非常不習慣。上述都是抱怨啦～給在考慮旅遊要舒

適還是要省錢的同學參考。 

 

    南京的歷史氣息非常濃厚，明朝和民初的遺址非常多，明故宮、中山陵、總

統府、南京大屠殺紀念館都在這裡。 

    南京大屠殺紀念館非常值得一去，展覽動線規劃很好，能夠讓參觀者循序漸

進地沈浸在歷史慘案裡久久不能自拔。看完展覽後我和朋友們都陷入在悲傷的情

緒裡好一陣子。 

 

    在參觀總統府的時候甚至還看到路邊在賣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和徽章，真

是為他們捏一把冷汗；當地最知名的商圈 1912 也以民國初年命名，能看出不論

歷史真相為何，國父孫中山是很被推崇和尊敬的。 

  

中山陵俯視景 

西湖絕美夕陽 



活在中國 

    由於去上海的時候我的畢業學分只差一學分，我在上財只修了兩門課，其他

時間都在實習。實習工作我是在實習僧和應屆生求職通找的，微信上也有群組提

供實習資訊。有很多外商公司都將總部設在上海，因此有非常多的實習職位。 

    就我在台北找過實習的經驗來說，上海的實習機會比台北多很多，但是企業

一般偏好一週能去四天以上，至少也要三天且其中有連續的兩天，而且最好是大

三生（因為據說大四生對企業來說會有要不要轉正的問題）。寫好履歷之後就能

在 app 上投遞，我的實習工作就是在實習僧上面找到的。 

    我實習的過程很幸運，雖然職位是實習生，但主管不會交給我打雜的工作，

反而多花時間教了我很多工作的技巧。公司氣氛非常好、同事們相處融洽，所以

雖然工作很爆肝但是也很充實，還有機會在大大小小的活動中跑遍中國各地，我

認為是非常寶貴的工作經驗。 

 

    由於我的上班地點在公司密集的區域，通勤時間的地鐵非－常－可－怕，北

捷的擁擠程度完全不能比。車門一打開所有原本在排隊的人都往前擠進去，每個

人都貼著彼此，完全無法動彈，最後一個擠進去的人一定是貼在門上，車門有時

候還關不起來，擠不上車的人只能等下一班車。準備要下車的時候，要趕緊擠到

門邊，因為一開門外面的人會衝進來，沒有什麼先下後上的觀念。 

    因為人多，小偷也會伺機而動。事情發生在上班的第三天，我還在適應這樣

恐怖的通勤方式。在我擠上車、車門在我背後關起來，正在竊喜不會遲到的時候，

耳機裡突然就沒音樂了。那時我還以為是手機鬧鐘還是軟體出了什麼問題，但我

整個人趴在門上動彈不得，就只好等兩站後下車的時候再查看。 

    下車後，我身上就只剩耳機線，外套中的手機不翼而飛，我的手機被偷了！

當時我整個人都傻了，活在治安良好的台灣這麼久從來沒發生過這種事，尤其我

還聽著耳機，在我印象中這樣會被偷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 

    出站後我就直接向地鐵警察報案，但被告知還要再去被偷的那一站報案。下

班之後我回到被偷手機的那一站去報案，也是我在大陸第一次報案。警察們聽到

我是台灣人，對我很熱情友善。報完案後，他們告訴我： 

1. 手機放在口袋裡就有一半是屬於小偷的 

2. 聽耳機小偷就知道你的手機放在哪裡 

（我後來觀察到當地人大多用藍牙耳機） 

    他們有和我聊到台灣治安如何，我說在台灣還沒遇過這種事情，而且遺失物

大多都找得到。他們表示：「中國人口多所以小偷也多」，實在是頗有道理。 



    這個經驗分享給大家，希望大家在上海生活的時候多注意，不要發生憾事。

在大陸遺失物一般就是成為別人的了，自己多小心啦～ 

 

總結 

    在上海的四個月裡，雖然常常想家想台灣的一切，尤其一開始手機被偷、每

天都在生病、過多的花粉讓我過敏一個多月⋯⋯完全事事不順。 

    不過住下來也習慣了上海的生活，每天逛淘寶（超快寄到）、冬天每天吃草

莓（超便宜）、路邊單車隨手刷條碼就可以騎，非常享受第三方支付和什麼都買

得到的生活。回台灣後，反而有很多不適應的地方，最明顯的就是沒有外送了！

在公司、在宿舍、在學校，只要想吃什麼就上餓了麼和美團外賣看，很常打折加

免運下來比出去買還便宜，而且大多都 30 分鐘就可以送到；還有中國的大辣口

味讓我一去不復返，回台灣不管吃什麼都要再加辣椒。 

    在上海的生活我學到了獨立和從不同的觀點去看事情，而且能體會不一樣的

生活方式是可遇不可求的機會，不要害怕會失去什麼（像是手機），得到的一定

比失去的多，希望學弟妹們在交換生活中也能收穫滿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