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赴陸交換生返校心得報告 

 

一、 四川大學簡介 

四川大學位於有天府之國之稱的成都，成都擁有天然美景及豐富的人文底蘊，

為我所嚮往的城市。四川大學擁有三個校區：江安校區、望江校區及華西校

區，是教育部直屬全國重點大學，佈局在中國西部、“985 工程”和“211

工程”重點建設的高水準研究型綜合大學。學科門類齊全，覆蓋了文、理、

工、醫、經、管、法、史、哲、農、教、藝等 12 個門類，有 31 個學科型學

院及研究生院、海外教育學院等學院。四川大學積極服務於國家和區域經濟

社會發展，大力推進創新創業，服務社會能力不斷增強，此外，不斷推進國

際交流與合作，國際影響力和競爭力顯著提升。 

 

相信在這個美麗的城市，優秀的學校，一定會為我交換的一學期中帶來不一

樣的體驗！ 

詳情請見四川大學官方網站：http://www.scu.edu.cn/ 

姓名 林欣樺 學號 01114208 系級 政延 B 

交換學校 四川大學 交換期間 2016  秋季班 / 第 1 學期 

http://www.scu.edu.cn/


二、 校園生活 

我選擇交換的專業為法

學專業，俗稱江安守護神，

四年大學都在江安校區。

江安校區為一半封閉式

的校區，進校門必須出示

校園卡或學生證，但不是

查得很嚴格。生活區包括

一條商業街及宿舍，是學

生生活的區域，學校食堂

及洗澡(晚上 12 點斷熱

水，早上 11 點開始提供

熱水)必須用校園卡付款，所以校園卡要記得充值。宿舍有門禁：早上 6 點

(或六點半)前不能出宿舍，晚上 11 點後不能出宿舍，晚上 12 點半後不能進

宿舍，否則會被登記，不過對於交換生而言，登記倒不是問題。商店街的店

家約晚上 11 點就打烊，所以想吃東西只能叫外賣了。此外，為了學生安全，

晚上十點以後只能從教學區回生活區，不能從生活區到教學區。 

 

宿舍稱為圍合，每一個圍合有好多棟宿舍，江安交換生住的是九舍，唯一男

女混住的圍合。房間由三至四人一小寢，三小寢為一大寢，包含：公共衛浴

(廁所和淋浴在一起)、公共空間

及陽台。學校會提供床墊、床

單、枕頭等床上用品，但其他如

網路線、檯燈、衣架、曬衣桿、

水桶、臉盆、衛生用品等生活用

品皆須自己買，學伴會帶你在

商店街購買及辦理電話卡。電

話卡的部分，中國電信台灣人

無法辦理，不推薦中國移動，網

速慢且流量少，可以試試聯通。 

 

三、 交通 

江安校區在雙流區，三環的地方，地鐵正在建，所以交通不方便。不論年級，

每天都可以出學校的，從學校到市區可以選擇搭校車，每次四元，在搭車的

地方有售票亭，先買好票後上車，可使用校園卡付款。此外，也可選擇搭學

校對面的公交車(西南門或南門皆有站牌)至地鐵世紀城站改搭地鐵。中國的

計程車便宜，可用滴滴或 UBER 叫車，比在路上攔車便宜很多，切記路上攔

車一定要叫司機用跳表計費，否則會被當肥羊宰。 



四、 銀行卡 

中國除了用現金，使用支付寶或微信線上付款最方便，不論是訂車票、外賣、

掏寶、叫車等都須用到，所以必須有中國銀行卡。望江校區(校車停的的地方)

便有一間中國建設銀行，可至那辦理銀行卡，攜帶證件即可辦理，然後下載支

付寶、微信 APP，綁定銀行卡即可使用線上付款了！ 

 

五、 學校課程 

川大並無學分限制，只要達到東吳要求的至少抵免一學分即可。會有一星期

的時間旁聽課程，川大對交換生選課也非常優惠，只要你想上，不論是否額

滿都能用人工方式加選進去，大家可以把握這點選擇熱門課程。但課程並不

會提供授課大綱，所以對於有學分壓力的同學會比較麻煩，不知道是否可以

順利抵免，這點就要自己跟東吳系辦確認囉！ 

 

我沒有學分壓力，所以只選了 5 學分，其餘

用旁聽的方式，這樣要安排旅遊也比較方

便。推薦法學系張曉遠、羅蓉的課，他們上

課方式重視討論及案例分析，不僅可以學到

專業知識，也可了解中國社會現狀。 

 

中國課程跟台灣不一樣的地方在於授課時

數，有些課可能學期中就結束，有些要到學

期的最後一周，就看自己安排了。我選的三

門課結束時間都不一樣，因此不會全部擠在

一起考試，時間運用上較自由方便。 

 

六、 川大交換生協助 

去之前會與川大的負責老

師聯繫，學伴也會在你來之

前聯絡你，所以一開始的生

活起居問題可以不用擔心，

老師及學伴會協助解決。記

得請輔導員(每個系都有負

責交換生的輔導員)在學生

證上蓋註冊章，才能享有學

生票優惠喔！此外，感謝川

大提供每位交換生 3000 元

人民幣的獎學金補助！ 

 



川大會舉辦給交換生的旅遊，這次我們到熊貓基地、金沙博物館、寬窄巷、

自貢、汶川等地區旅遊。此外，台商協會也會不定期舉辦活動邀請在四川就

讀的學生參加。大家可以關注宿舍前的公布欄！ 

 

七、 學校活動 

學校青春廣場會擺放海報宣傳，可以知道活動訊息。此外，可以請學伴把

你加入系上的群組，或是主動詢問近

期活動，最好參加系對(羽球隊、辯

論隊等)才不會錯過活動資訊，也不

會跟系上脫節喔！ 

 

社團的部分，青春廣場會有擺攤，有

興趣的可以至攤位詢問。注意的是他

們的社團活動集中在假日，所以社團

活動時間常常重疊，只能擇一參加了。

而社團通常用 QQ 聯絡(類似 FB)，有

些課程也會使用 QQ 交代作業相關事

宜，因為我無法用中國號碼辦，最後

是請台灣朋友用他的台灣號碼申辦，

所以建議去之前先辦一個 QQ 帳號。 

 

八、 建議 

交換是個難得的經驗，把握每一個機會，體驗當地生活，認識朋友！ 

我的聯絡資訊：WeChat：sandy821014 



四川大學交換心得---東吳大學林欣樺 

交換時間：2016/9-2017/1 

交換專業：法律學系二年級(江安校區) 學號：2015411029999 

一學期的交換實在短暫，從一

開始的不適應到現在交換計畫即

將結束，彷彿一場美夢似的，實在

不捨得醒來。 

四川大學擁有美麗的校園環

境，優良的師資，以及優秀的學生。

交換期間，除了參與系上活動，如：

電影欣賞、迎新晚會以及羽毛球系

隊等，還參與了社團活動。川大學

生在課業外的表現也十分活躍，豐

富的社團活動，各式講座、競賽等，都超乎我的預期！印象最深刻的是川大的 i

創街，學校為了鼓勵學生創業而提供的平台，雖然許多同學認為把商業街讓出來

給學生創業造成吃飯的不便，且學生總是開較高價位的咖啡廳，了無新意，也不

符合學生的消費水平，但我認為這是一個很好的練習機會，讓學生能夠以較低成

本與風險，練習創業。《創享匯》咖啡廳伴隨創新創業決賽揭開開幕儀式，讓我

驚訝的並非學生的創意，而是執行力，讓計畫不是空想，而是實際在運作！搭乘

成都地鐵時，車上電視也在介紹地鐵傳媒孵化器路演，而路上也能看見成都市政

府打出的口號「創業之都，夢想之城」，我想不僅在成都，整個中國年輕一代都

在熱血沸騰。整條商業街，在二樓一處有個特別的人文匯集地—《葭南茶室》，

這個茶室不但融入了成都茶文化，更把川大的記憶融合在茶室中，不論是桌子、

佈置或吧台，都是用川大老舊的磚頭、門所製成，讓茶室不只是茶室，還有一份

歸屬感與回憶。茶室還會不定期舉辦人文活動，如：畫展、哲學討論、講座等，

除了實體課程，還有網路課程，打破距離空間的限制，使更多人能享受人文思辯

的洗禮。 

課程方面，在寬闊美麗的校

園，上課是一種享受，踏出教室，

陽光灑在河面，搭配兩旁銀杏樹，

猶如身在一幅畫中。法律系的課

堂上不僅帶給我法律上的知識，

透過案例講解與討論，讓我更了

解當今中國社會現狀。除了課堂

知識，我還到成都中級人民法院

旁審，法庭充斥一種嚴肅的氛圍，

我們旁聽了兩審，這兩審都恰好



凸顯了一般人民對法律知識、制度的缺乏，沒有律師的當事人，容易搞不清楚狀

況，使得自身權益無法伸張，也許就是因為這樣的原因，有時會出現法律規定需

由當事人主張才生效，但法官會主動幫當事人決定的情況。我認為法律知識的普

及，不僅是在中國，在台灣也是需要加強的！ 

法律系讓我成為川大的一份子，運動會參加了立定跳遠及 100 公尺接力，即

便大家嘴上說法律系從來只是志在參加，但到了比賽場上，還是卯足了勁全力衝

刺，最後雖然沒得名，整個過程都讓我很開心。此外，法律系羽毛球隊如一個大

家庭，彼此互相激勵，指導學習，感情非常融洽，每一次的比賽都讓我非常感動，

使我忘記自己交換生的身分。法學院迎新晚會《與你相遇，好幸運》，可以看出

法學院學生的用心及驚人的創意，從一開始的開場就令我十分感動，歌詞以及川

大校園影像的搭配，當下真的覺得自己就是川大法學系的學生！接著小品表演我

們的年代，更是帶我走過青春，最後那句我們的年代就是我們的年代，更把我們

拉回當下，提醒我們創造自己的青春記憶。最後一組用剪影的方式，從進入川大

到畢業的過程呈現，非常有創意，對於高年級來說更是無限的回憶與感動！整場

迎新，對我來說更像是畢業典禮，

就像畢業生要離開川大那樣的

不捨。 

四川擁有豐富風景及人文

氣息，這是四川吸引我的地方。

第一次一個人旅行，我到了離成

都兩個半小時的陶坪羌寨，一個

保存最完善的羌寨。在那裡，有

小姑娘幫你導覽羌族人的房子，

並介紹羌族的文化風俗與信仰，



從介紹中可以知道羌族人的智

慧，非常有趣，所以我很推薦這

個地方。 

另一個讓我好奇的少數民

族---藏族，雖然這次沒機會到拉

薩旅遊，但我認為應該先了解他

們的文化歷史再去才有意義，由

於台灣人的身份導致無法在西

藏自助旅行，實在非常可惜。不

過學校每年都會由藏族同學擺

攤介紹藏族文化，不僅可以試穿藏族傳統服飾，頭髮編織，還可以玩「桌遊」！

需要準備 54 貝殼，每隊 9 個棋子，然後擲骰子往前進，如果和最先把所有棋子

走到終點的隊就贏，我也是看了好幾輪才大概知道怎麼玩，不過最重要的是過程

中大家的互動，而且骰子的不確定性更帶給遊戲刺激感，我們這隊本來要贏了，

但就一點之差，功虧一簣。 

說到桌遊，音悅協會豐富了我每個夜晚，幾乎每晚約狼人殺，從第一次接觸

到迷上，雖然好幾次開始懷疑自己的智商，但還是很喜歡玩，我想最好玩的不是

遊戲本身，而是大家的互動，他們濃厚的友誼體現在期末音樂會上，儘管接近期

末考，還是抽空出來討論，即便當天有幹事因為考試不能參加，考完了也趕來，

社員間彼此緊密濃厚的友誼實在令我羨慕。 

另一個我很喜歡的社團是女性與社會學研究社，探討性別相關議題，從小我

就對性別議題感興趣，也致力從事相關工作。透過社員間的討論與分享，給我不

一樣的思考點及材料，看見有人如此關注性別相關議題覺得挺欣慰的。在這裡交

換期間，很明顯感受到一點：男生應該保護女生，對於性別刻板印象在這裡尤為



明顯，且被大家所接受。就

是因為這樣，更要提倡性別

平等，對於男性而言也是一

種解放，不需要被傳統壓力

束縛，更能活出自己。另一

點感觸很深的是中國對性教

育的不足，很多時候大家是

避於談性的，有一個女生告

訴我，她的性教育是升大學

時父母教她的，但對於我們

而言，從小學到高中，健康

教育課都有關於性的教育，我們注重的是如何安全享受性，但中國一些地方還是

存在保守的的思想，尤其非常看重女性的「貞節」，人格權法老師告訴我們一個

案例，一個十幾歲的女生，為了不被性侵而跳樓，導致終身癱瘓，但她不後悔，

她認為她因此保住貞節，而中國媒體也讚揚她的行為，這對我來說是不可思議的，

也說明了中國在性別議題上仍存在高度落差，如同其貧富差距般。 

除了校園生活，旅遊也是學習的機會。在太古里的黑武士星巴克，有一位店

員告訴我：你們在學校學習，我在社會學習。當下聽了覺得非常有道理，也是我

選擇交換的原因，從小總是被呵護，未嘗一個人生活，而學校所學的也僅限書本

知識，欠缺真正的社會歷練，也無法將所學運用於生活，這是華人社會的通病，

這次有機會到中國交換，是踏出舒適圈的一大步。「一個人旅遊是成長最快的方

式」，這是我在曼谷遇見的一個姐姐告

訴我的，第一次一個人長時間旅遊是

在十一長假的時候，我選擇了重慶，距

離成都大約兩小時的動車時間，是個

有趣的城市，聽說用導航會被帶到河

裡的地方，一個連本地人都會迷路的

城市。然而這五天的天氣實在讓人熱

得吃不消，星巴克成為我每天必去的

景點，在那用 wifi 及吹冷氣。在重慶

搭公交車別有樂趣，上上下下，從這頭

繞到了另一頭，兩邊看似很近的距離，

卻要繞一大圈，沒幾步就是一個斜坡，

「山城」的稱號果然名不虛傳，也難怪

連導航在這都會失靈。重慶最讓我著

迷的是她傍晚的景色，我最喜歡傍晚

時在朝天門碼頭散步，一邊欣賞街頭

表演，一邊欣賞風景，暑意瞬間消失，



只希望時間一直停留在這一刻。 

來到四川，最出名的景點之一，非九寨溝所屬，湖水透明清澈，山群繚繞，

彷彿畫般的人間仙境。九寨溝的觀光發達，景區內管理優良，環境也保護得很好，

且設有環保的園區觀光車，讓遊客可以輕鬆地欣賞美景。到九寨溝之前，我們先

到了黃龍，四千多米海拔的高度，黃龍景區不像九寨溝有園區觀光車，索道下來

後必須徒步到達最高的景點，由於海拔高，必須放緩腳步，免得高原反應，一路

上，巧克力成為救命良藥，有點暈的時候，

吞一兩顆巧克力，就能減緩高原反應帶來

的不適，終於抵達最高點，映入眼簾的是

一個天然的調色盤，一切堅持都值得了！

來到九寨溝，除了欣賞大自然的美，還要

走進藏家，了解藏族文化。這次很可惜沒

到拉薩，不同地區的藏族人，文化習俗也

有些差異，此外，氂牛肉也是這裡的特產，

其肉質較一般牛肉軟，價格也較高，且第

一次親眼見到氂牛，格外新鮮有趣！ 

九寨溝是一生必須到一次的地方，俗

話說，看過九寨溝的水就不會再想看其他

的水了！此話實在不騙，九寨溝的水清澈

見底，水下的樹根盤根錯節，水面上是一

幅風景，水面下是另一個風景。 



看了最美的水，當然要拜訪有天下第一險之稱的華山！華山位於西安，從成

都搭了 16 小時的火車，第一次嘗試臥鋪，是個特別的體驗。最特別的體驗是我

們翻過秦嶺，從前只會出現在地理課本的名詞，如今我竟翻越它，有點不真實的

感覺。這次西安行，另一個主要目底是拜訪好友星月，因她之前來東吳交換而認

識，這次由她當導遊，帶我們暢玩西安！第一次在晚上爬山，還是著名的華山，

令我格外興奮，但這份興奮很快被澆滅，平時沒鍛鍊體能的我，爬一小段就得休

息，途中多次想要放棄，但最後還是咬緊牙

關，爬上東峰看日出，總共爬了十個多小

時，相當疲憊，卻是一個難忘經驗！我永遠

忘不了遠方看過去的地燈呈現垂直狀，那

似乎無止盡的垂直坡！ 

來到西安，兵馬俑及華清池已成必去

景點，我以為會是金碧輝煌，非常奢華的大

池子，結果是個小巧的池子，確實出乎我的

意料之外。此外，市區景點如大雁塔、城門、

回民街、歷史博物館等，也都值得一去。尤

其在大雁塔景區內，可以找個解說員，會讓

整個遊覽更具意義也更有趣！晚上的西安

市區也是燈火通明，走在城牆上，紅色的燈

籠在黑夜的襯托下更加豔麗！ 



這次交換，雖然沒到新疆及西藏，但到

了歷史悠久的敦煌，看到了從未見過的沙漠

景觀以及嚮往的石窟文化---莫高窟！由於

11 月的敦煌已進入淡季，雖然街道有些冷清，

但也更添加悠閒之感，很幸運的，我們在青

旅遇見一位在敦煌工作的熱心福建大叔，開

車載我們到各景點遊玩！ 

這次的大西北旅行，止步於青海，西寧

具有廣大的回族人口，走在西寧市區內，彷

彿到了另一個國度般，使人忘記自己是在中

國。在去西寧的路上，張掖是個中轉站，還

在猶豫是否要在張掖旅遊時，遇到了一位東

北姊姊，巧的是我們在西寧是住同一個青旅，

於是我就跟著她一起行動了！丹霞景區是

張掖著名的景點之一，可惜當天的顏色不如預期的鮮豔，有些小失望，不過卻在

景區遇上一個可愛的韓國男國中生，小小年紀就一人從上海搭火車到西邊玩，實

在不簡單！ 

 

11 月的青海並不美，但一同遊玩的旅伴卻很美！很開心在青旅老闆的幫忙

下拚到了車，與來自不同地方的姊妹們一起玩，司機大姊更是一個專業拍照高手，



讓我體驗了不同的旅遊樂趣！雖然海不美，但公路卻很美！筆直的公路，廣闊的

視野，坐在車上也是一種享受！ 

一個人旅行，最大的好處就是可以認識來自八方的旅遊者，在西寧的青旅，

認識了一群喜愛旅行的好友，回到成都，其中一個還熱情的邀請我到他的青旅品

嘗他親手做的川菜！吃完晚餐，與其他室友玩桌遊看電影，互相交換訊息，分享

對兩岸的看法，一個非常知性又歡樂的夜晚。一個月後，我們也精心的以麻油雞

回饋他們，但他們似乎吃不習慣，不斷地沾辣椒醬。 

 

轉眼間，已到年底，準備迎接新的一

年。決定和室友到峨嵋山度過這特別的跨

年，12 月的峨嵋山已覆蓋白雪，零下的

溫度凍得我直發抖，然而，新年的第一個

日出卻無限美麗，最讓我感動的是那由粉

紅色與藍色漸層而成的天空，搭配靄靄白

雪，實在美不勝收！ 

一人來到陌生城市交換，學習團體生

活也成為重要課題。幸運的我的室友們都

很好相處，陪我度過了下半年的所有節

日，元宵節煮湯圓，聖誕節的聖誕派對，

一起跨年，都讓我好感動，然而，最感動

的莫過於平時客廳桌上滿滿的食物！大

家分享食物，也分享心情！ 



要離開學校的那幾天，眼淚不時的掉下來，每天和朋友吃晚餐，珍惜剩下的

時光，尤其我最愛的法律系羽球隊，直到最後眼眶泛著淚都不忍說再見。最後一

天，我一人走在校園，走過每一個充滿回憶的地方，穿過我最愛的路，看著樹葉

從綠變黃，到現在光禿一片，坐在河邊的椅子上回憶和朋友在這看超級月亮，吃

水果聊天，多麼想回到剛來的時候呀！ 

回台灣的最後九天，我住進市區的懶骨頭青旅，一間國際性且飯店式管理的

青旅，淡季的房價不高，且這裡提供的餐點也不貴，交通位置更是便捷，對面就

是騾馬市地鐵站，走十分鐘即可搭乘機場巴士，CP 值非常高！在這裡，認識了

來自香港及台灣的朋友，我們總是聊到兩三點才各自回房，在這來來去去的地方，



每天看著室友換著，能夠遇到如此真心的好友，實在難得！ 

最後，我認識了一個瘋狂的四川女孩，

我們一起尋找她心儀的地鐵列車長，一段

只會出現在小說的情節竟活生生地發生，

聽得我都覺得不可思議，於是我們在地鐵

2 號線一人守著一邊，看會不會遇見那個

他。一個小時過去，我們決定直搗列車長

休息的地鐵站等，成都地鐵司機帥又高，

身為旁觀者的我也跟著臉紅心跳，終於，

我們透過一位地鐵站工作的大姊找到了

蛛絲馬跡，要到了一個可能的號碼，我們

不斷的猜著究竟是不是他。回到青旅，她

鼓起勇氣打給他，真的被我們找到了！正當和對方聊得開心之際，無意間得知對

方有女友了，瞬間從天堂掉到地獄。但無論如何，陪著她尋找的過程，讓我好像

又年輕了一遍！ 

交換的一學期中，遇見了好多人，嘗試好多的第一次，充滿無限回憶。首先

感謝川大給我這個機會，讓我來到這個美麗的學校體驗不一樣的生活，感謝國際

處辛苦的老師們幫我們安排在這裡的一切，尤其時時關心我們的春艷老師。感謝

在這裡遇見的每一個人，充實了我在這裡的每一天。除了校園生活，我也學習一

個人旅遊，學習獨立與成長，在路上遇見許多幫助我的人，讓我感受中國人的熱

情，看見中國的美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