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赴陸交換生返校心得報告 

 

首先， 

很高興能遇見點開文章的你／妳， 

因為這代表你／妳距離了解並成功申請交換又更邁進一步了。 

 

交換心得我分成三部份做分享： 

第一部份 交換速覽與提醒 快速了解交換生活與在交換前給各位的提醒。 

第二部份 復旦的交換生活 介紹復旦大學交換的生活，包括選課、住宿資訊還有一些在

上海生活的「趣事」。 

第三部份 個人心得 在交換學習期間與壯遊時期的小記事。 

 

那麼， 

我建議想申請大陸學校交換的，可以把第一部份看完。 

而針對想交換「復旦」的加上第二部份會更加認識交換過去後的生活。 

而第三部份算是我個人交換後的一些感情記事，分享一點我遇到的事，紀錄那些曾經。 

第一部份：交換速覽與提醒 

關於我個人出發前的一些疑問： 

 為甚麼要交換？交換有必要嗎？ 

要我說，如果你有機會去交換，我認為這是需要的。 

而為了什麼要交換，這個問題必須好好的問問自己。 

你是想脫離舒適圈、擴大眼界挑戰自己；又或者是想探探未來到大陸工作的可能性？還是

想到大型企業實習感受不一樣的職場文化？ 

我認為不管是什麼，能夠切記並且實踐，那麼這一學期所經驗的將會是人生中無可取代的。 

選擇交換，一定要有你的理由，而不是因為逃避或者盲從。 

因為你的初衷將會賦予你這次交換是否具有價值，並在看到大家放縱玩樂時能夠不迷失你

自己。 

 什麼時候去交換比較好？ 

我個人建議在大二、大三這兩年中去交換最好，第一是回來還有時間能夠完成缺少的課程

追趕上畢業，另外是大四出去交換要抱有「可能」放棄掉拍畢業照（大四上）與參加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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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禮（大四下）的覺悟（當然你也可以選擇飛回台灣）。而以上下學期來說我個人比較推

薦下學期前往交換，一是時機比較恰當，由冷轉熱天氣舒適，且趁著春天的時機出遊能享

受百花爭艷，再者，一結束學期後將會是暑假，沒有趕著回來的壓力，之後的兩個月可以

多善加利用，不管是出去壯遊還是實習，還有，如果你和我一樣選擇搭乘廉航，對僅有的

行李重量將會是一大福音，因為冬天的東西可以帶的少，而夏天的衣服幾乎不用帶直接到

當地「淘」。 

 

 交換下來會有很大的花費嗎？大概多少？ 

不得不說，在東吳時我就住在家中，並沒有外宿這麼久一段時間的經驗，加上復旦位處上

海可能生活開銷會較為貴一點，所以這邊只是給予大約數字參考（因為我沒有精準記帳的

習慣），花費多少豐儉由人，加上有學生餐廳在，我想在生活費這個部份上還是可以克服！ 

 

學費 復旦大學住宿 生活費（吃喝玩樂用） 加碼遊玩 

同東吳註冊費約五萬 一學期 800 人民幣 約一萬台幣／月 共約三到五萬 

 

一般來說，過去的第一個月花費最多，有一些消耗生活用品要購買，所幸學長姊都有將一

些日用品流傳下來給我們（以復旦為例！包括床墊、床單、檯燈、臉盆、吹風機等等），

所以剛開始過去還不用大採購，說真的，實際看到以後覺得很窩心，也希望交換的各位能

夠愛惜並流傳下去：）  

 

關於交換前的準備： 

1. 了解交換當地的氣候狀況 

不得不說了解當地氣候這件事情看來簡單但卻非常的有學問。 

包括要攜帶過去的衣服、你／妳的保養品還有化妝品，最好都能透

過先理解當地的氣候預先做好準備。 

我個人的例子是剛交換到復旦時還是二月冬天還沒有完全結束，我

衣服帶足了暖了，萬萬沒有想到我的皮膚沒辦法適應上海的乾燥變

得乾癟還會痛，我只準備在台灣最低限度使用的保養品，結果就是

擦了也效果有限，最後還是請我的家人幫我寄保養品過來我才得

救…。 

 

 

2. 有一個健康的身體 

請讓你的身體在健康的狀態，因為無法知道實際到了當地不會有不適應的問題。 

＜＜＜至於這兩張小圖我個人覺得滿有趣的，這是我七月旅行從西安到青

海相差「一天」的溫差，那時候在西安走在路上熱到懷疑人生，一下火車

到了青海把能穿的衣服都裹上了，搞得我一臉矇，想起來都覺得好笑。 



 
 

包括上面說的透過氣候可以先前做好準備，但是如果是到了當地對空氣過敏呢？在我交換

的期間有一次最嚴重的霧薶，北京的 pm2.5 高達 600 而上海也有接近 200 的可怕數值，空

氣灰的肉眼都能感覺到髒，又加上春天的花粉，如果有過敏的同學要多加留意，而過敏可

能是到了當地或者在台灣已有的毛病，最大的問題我想還是如果在當地生病怎麼辦？ 

我自己在交換期間有感冒生病，先是在藥局拿藥後才到復旦校醫院看醫生，不得不說還好

復旦有校醫院，因為在大陸當地並不像台灣隨處可見診所直接看醫生，想看醫生要走一趟

大醫院，實際花費我也並不知道多少…但是你可以看到有不少藥局，可以購藥（並不貴），

但是以我先前感冒先去藥局買藥而後在網路上查到的賣假藥問題，也是會多少讓人擔憂，

當然我的意思並不是所有藥局都賣了假藥！只是買了藥要對藥廠多留一份心眼，以大藥廠

的藥為主。而在交換前，我就有準備感冒藥了，沒有想到藥吃完了病卻還沒有好還加重，

所以建議去交換之前最好大概了解生病該怎麼處理，包括能不能請保險（回台後）、去哪

看醫生都可以問問學長姐、負責老師或是當地學伴，最重要的是帶著一個健康的身體才有

可能完成任何事啊，而這其中絕對包括玩樂啊！！！ 

 

3. 請千萬保護好手機和台胞證 

手機、手機、手機！！！台胞證、台胞證、台胞證！這兩個東西尤其重要！ 

首先，是在大陸手機非常容易丟，一過去復旦大學交換初期就有請警官來為我們演講一些

在大陸的注意事項，其中我最記得的一句話，你的手機一但掉了，就不（太）可能找回來

了。到復旦的所有交換生在第一個月就有人掉了手機、掉了台胞證，不管在公車上包包大

開被人摸走還是插在口袋裡面。在大陸手機非常的方便，因為有電子支付的關係，也就代

表著手機裡面暗藏錢庫，你可以不帶錢包出門但不能不帶手機出門。 

我個人的經驗是有一次跟我同學一塊並排在一起走在上海火車站的連通道聊著天，聊到一

半有一個人要從我們的中間穿過去，一般人很直覺的反應就是從左右閃開讓他過，沒有想

到的是他留意的是我同學剛放進大衣口袋的手機（正好在我們內側），但是那個人伸進去

口袋的手打到我同學的大腿，我同學一個反抓，然後罵他三字經，他才趕裝鎮定又埋入人

群中，試問，有多少人有我同學的敏銳和勇氣？總而言之，我沒有。事後回想，又有哪個

人看到別人在聊天會從中間穿過去的？你的手機不好好保護好，相信我，真的會丟。 

而台胞證就如同我們在大陸的身分證一般，在大陸很多東西是實名制體系，包括你買火車

票、住宿、飛機、辦手機、帳戶，一切沒有台胞證萬萬不行，要注意的是台胞證不要在大

期間過期，不然還要在當地跑流程，現在過去大陸已經是免簽了，還有護照的部份可以先

到移民署辦理快速通關更省時喔～ 

 

4. 化妝品和保養品千萬要帶 

因為搭乘廉航且沒有查清氣候的情況下讓我在機場捨去了我的部份化妝品和保養品真得

是讓我後悔莫及，原本我以為在大陸購買就可以但沒想到的是一到屈臣氏放眼望去的親民

品牌價格變的很不親民，不得不提跟台灣相比大陸這邊對外來品牌關稅較高一些所以價格

也會相對的被拉高，當然也可以購買，就是會有一種心在淌血的感覺…所以我建議你在過

去之前看好氣候準備好相對應的保養品、化妝品，少帶一件衣服絕對不比少一樣化妝品麻



 
 

煩！所以請保留給化妝品或保養品一定的公斤數。這裡還要再提醒，男生的話也應該帶一

些保養品，因為天氣乾並不只是女生要面對的挑戰，為了你的臉和身體不要呈現感癟皺

巴，帶上一些以防不時之需才是上策。 

 

5. 下載好 APP 如果你有翻牆的準備 

如果你有到了大陸當地有要繼續使用 ig,fb,line 等的打

算，強烈建議你在台灣就要下載好翻牆軟體！你可能會

問，哪個翻牆軟體好，但這沒有標準答案，因為我們認

為好用的翻牆軟體就在我們交換期間被停掉了…要注

意的是如果你是拿 iphone 翻牆後可以使用 ig,fb，但你

一定要把當地的 sim 卡拔除翻牆才可以使用 line，而

android 系統有些根本不用翻牆還是可以用 line，真的

是極其不公平是吧！但是就是沒辦法哈，不過交換到了

後期我個人也就放棄翻牆的動作了，因為說真的用來滑

ig,fb 的時間，在這邊絕對可以找到其他事情為你填滿。

看開一點，你就會發現，其實很多事情可做很自由～ 

 

6. 關於出去玩的提醒 

在交換期間有旅遊的打算其實非常的正常，而我個人的旅行都以自由行為主要，因為彈性

不會被催促愛去哪裡就去哪裡，在這邊要先提醒各位的如下： 

 台胞證必須隨身帶在身上。 

 需要住宿前要先詢問可否接待台胞（用台胞證入住）！！！！ 

 火車票可以在 12306 訂，但取票一定要用台胞證在人工窗口領。 

 絕對要預留充足的搭車時間，因為算上安檢取票時間不足真的…很心力交瘁。 

 用學生證身分購票為你直接打半價，多加利用～ 

 離開原處省分，記得花錢買全國流量這錢不要省。 

 青年旅館，省錢、能接待外賓的好選擇（一晚約 40-70rmb）。 

 出去玩安排行程好用的 APP 推薦：螞蜂窩（自由行）、去哪兒、攜程。 

 買不到火車票可以多花點錢刷票。 

這意思是如果你在 12306（官方）買不到理想的火車票可以透過代購的網站為你刷票

購買，如去哪兒、攜程，需要多收一點錢（約 30-50rmb）會有專門的機器為你 24 小

時刷票，讓你不用一直關注有沒有人退票了要買票了的問題和無奈。 

＜＜＜這些大致上是我推在交換期間可以用上的好用 app了，紅色

圈起來的 vpn區都是在台灣就下載好的，實際上到了當地能不能連

上就要看個人造化了。像是放了個笑臉的 green大概是我們公認最

好用的翻牆，後期就掛了…愛心的部分應該可以說是在大陸不得

不用的 app了，包辦了各種日常生活需要！ 

 



 
 

 偶爾選擇廉航，你想像不到的價格。廉航的價格有時候比搭乘高鐵更便宜又快，如果

時機點對且來回距離遠耗時，廉航是不錯之選。 

 

大抵上這些是我個人旅遊歸納出來的一些事前提醒，不得不說萬事熟能生巧，還想知道什

麼都可以請教百度～ 

 

 

抵達當地要做的事大約流程： 

 

 剛到機場時，記得先別急著辦理門號，在機場辦是最不划算的地方，到了學校附近一

般街邊的通信行辦理即可，在所處省內辦的好處是省內流量比較優惠，也可以詢問有

包含全國流量的方案出去玩會更划算！以我辦的方案為例：一個月 36rmb，包括省內

流量 3Ｇ、全國流量 200mb，還有打電話的優惠。 

 銀行戶頭的申辦必須要在有手機號碼的前提下，所以被列為第二流程，相信大家在前

往交換前會先準備一些現鈔以備不時之需，我個人認為現鈔以帶前 2-3個月所需即

可，不需要帶全額（我個人身懷鉅款會極度不安），剛到的時候要多留意，一直到真

正存進銀行！至於大約第二個月時可以開始提醒家人從台灣匯款的事宜，基本上都會

有一定的額外收費，但大金額的匯款會比起用台灣的 visa卡直接從 atm領更划算，

匯款並不會當天就到帳，以我的經驗大概需要兩到三天的時間，所以千萬不要不信邪

的把錢全花光在匯，這樣大概會焦慮死吧…下面的圖片是要請家人從台灣匯款前要提

供的資料，給各位參考： 

 

那麼，第一部份的介紹就此結束，希望出去交換前你能做好準備，避免我曾經犯過的錯！祝福

你們交換順利。 

第二部分是關於復旦的一些資訊，有興趣前往復旦交換的可以參考看看，先行理解～ 

辦理手機門號 辦理銀行戶頭 
電子支付 

各種帳號 



 
 

第二部份：復旦的交換生活 

1. 該校的簡介 

我想，關於復旦大學的簡介我就不多說了...想了解復旦大學「官方」介紹在網路上有非常

多的資訊，包括復旦大學是大陸排行前三名的大學、全球排名前百大的學校等等…這邊我比

較想提醒的是，想要申請復旦大學，客觀和良心的建議你的學業成績要好一點比較吃香，你

可能會問為甚麼…其實最主要還是心理壓力問題，我個人的意見是：成績的好壞並不是決定

你能夠申請成功的絕對標準，卻一定是你能夠成功申請上的不可或缺條件！在復旦的每個學

生都「身懷絕技」，雖然在校成績好，到了復旦你更是要拿出好幾倍的努力，你的學習成績

多少反應了你在課業上下的功夫更重要的是抗壓能力！特別是要修讀科系的專業課，建議你

是曾經對於你修過的課做過一定的功夫（有底子）並且是為自己成績負責的人，在復旦的課

一多，面對同班同學的競爭與功課期中期末的挑戰，你一定要有抗壓性。 

 

2.你在該校修讀哪些課程 

我交換的期間修了 15學分，基本上，上課日集中在 2-3天，從早到晚。 

復旦與東吳選課比較不同的點包括： 

 選課不是隨機抽選，而是搶課制 

這個還蠻特別的，如果遇到想要的課卻爆滿時可以嘗試有事沒事多到選課網站上瞥一眼，   

特別是結束選課的前一兩天，特別容易遇上有人退課的，這個時候你就可以順利的選上。 

 晚上也有正課上，是把課集中的好選擇。 

在台灣，晚上的課大多是夜間部的，不過在復旦（大部分大陸的學校），晚上 6點以後也

有課可以選，可以把課集中在一天，很方便～ 

 期中退選要錢 

這點還真的是挺重要的。退課要錢是一個對我們東吳人來說挺「新鮮」的事，但其實在復

旦退課要錢最主要還是避免你浪費學校的資源和課程的名額，退課費可不便宜（大概 1000

多…?有點忘記了…），強烈建議在加退選週對要選的課都要好好的去聽一次，才能有把

握的推知會不會到最後要面臨退課危機… 

我交換期間修讀的課程包括： 

 

 

 

 

還有還有要提醒的是！！！ 

 選課前好好的看授課大綱，課程其實有

分科系的專業課與公開的全校性課程，

（科系）專業的必修課與專業的選修課

課程硬度不同，而全校性的課程更活

基本上都是哲學系的課～我很推哲學系的公開課，也就是全校選修的那種，上課有內容老師也都挺有趣的 

 
這邊附上我在選課時在網路上看到的復旦選課秘笈，

有興趣可以一探究竟： 

选课丨复旦最难选上的课 TOP15，你中了吗？ 

【转】复旦大学选课经验谈 

 

https://doc.sanwenba.com/p/15di5GB.html
http://blog.renren.com/share/269037862/3141582933/4


 
 

＜＜＜一樓的 wecoffee大概會是你一開始去習慣口味的良好第一步...

北區食堂有二樓喔！二樓雖然小貴了一點，我個人覺得…比較好吃哈

哈。嗯…還有清真餐廳也推薦。 

潑，課程上也比較多元，老師本身上課很有魅力，我很推薦去上！ 

 最後，可以多選擇標註名師或是精品課程的課，很值得一上～ 

 

3.生活及住宿環境介紹 

必須得說，復旦大學提供的住宿條件真的非常優良！ 

 住宿環境 

 

基本上交換生是住研究生公寓，以兩人為一間，三間為一單位，而且還有公共空間、廁所

與衛浴，不用去公共澡堂坦誠相見，基本上在台灣的習慣，直接沿用不會有甚麼問題！另

外要提醒的是洗澡的熱水是另外收費的儲值方式，而飲用水可以去某棟樓（我忘記了…）

租借飲水機然後叫水。洗衣服的話北區宿舍也有洗衣坊，基本上洗一次 5-8rmb，還能接

受，應該說這條件真的很好～。 

 

 用餐 

在復旦的食堂用餐會是省荷包的好選擇～所幸的是離住的地方最近的北區食堂可說是各

個食堂當中選擇最多好吃的了，早上也有很多早餐可

以選擇，另外下雨天不想出門也可以在宿舍叫外賣，

想吃甚麼都很方便～不過我個人認為上海物價還是

稍微貴了點，基本上和在台北吃一頓飯差不多（又或

者貴一點）。 

 附近商圈、地鐵 

不想待在學校我想最常去就會是附近的五角場了吧，復旦（邯鄲校區）距離五角場大約

10分鐘的車程，在五角場要吃的想玩的都有（ＫＴＶ、電影院…），也是百貨的聚集地，

而附近大學路的氣氛也很不錯，餐廳、咖啡廳密集晚上還有很多的酒吧，有機會可以找個

時間嘗試一下。 



 
 

鄰近的地鐵站就屬江灣鎮和江灣體育館了，五角場可以搭乘地鐵，能到上海的哪裡玩我就

不多說了～提醒各位可以去辦一張交通卡，在公車和地鐵的使用上會比較方便喔～另外，

一剛到的時候應該最需要去的就是買一些日常用品吧，五角場有一間算大型的沃爾瑪可以

去逛一逛。 

 

4.交換學校輔導機制 

接待交換生的單位以港澳台辦事處為主，負責你交換的一整個學期的事物，接待我們的吳

慧老師、還有為我們辦理住宿的北區宿舍的各位老師、負責人都很熱情，有什麼事盡管問

就對了～不用擔心。 

 

5.交換學校是否提供獎補助 

這個我就不清楚啦。 

 

6.交換學校安排了哪些活動和景點參訪?或者參與該校哪些活動規劃? 

 社團博覽會 

剛開學的時候都會舉辦社團博覽會，各社團基本上都會出來擺台，很熱鬧～復旦的社團類

型多樣又有趣，常常會辦很多活動，想了解更多的話，就把自己當新生，不要錯過博覽會！ 

 上海一日遊 

通常會在開學的前幾天抵達上海和辦理完住宿，復旦大學很貼心的在我們剛到的時候為我

們舉辦上海一日遊，好好認識上海，這也是能跟不同學校的交換生交流的機會喔，不要錯

過～ 

 實地考察 

學期中，復旦會舉辦「考察」安排我們交換生一起出去，我們交換的時候是到江西去～一

群人出去還是挺好玩的，基本上復旦安排的活動不需要支付什麼額外的花費，所以，有活

動就盡量參加吧！ 

 

7.參加社團或企業實習等其他安排 

因為課業比較多的關係，所以在復旦交換我基本上是以課業、社團活動、旅行為主，社團

活動的部份因為因人選擇而異所以我就不多說啦，想了解關於該社的消息基本上都有微信

公眾號，可以多加利用，另外，我個人比較遺憾的是沒能實習，實習的話基本上必須有一

個禮拜三天的時間，最重要的是，在復旦交換的期間透過復旦的身分，你能夠成功申請實

習的機會大大提升，上海算是大公司比較密集的地方，所以有好的實習機會，建議可以放

手一搏試一試！ 



 
 

 

第三部份： 個人心得 我想，看到這裡的人應該差不多要吐血了吧…我個人也是打的快吐血了… 

所以第三部份，不為了各位提醒什麼， 

就只是真正的為我自己到復旦交換、為這段自己出走的時間畫上一個完美的句點。 

每一個人的選擇都是不同的，所以我相信獲得的經驗都會是最獨一無二的且無可取代的。 

 關於那些在復旦經歷的時光 

 

 

 

 

 關於那些出走的日子 

 

 

 

 

 

 

 

 

關心過流逝的日子嗎？ 

對我而言，在復旦的每一天都是新鮮的，是重生的大學生活。 

新學期、新住宿、新室友還有新老師，什麼事情都值得新奇且謹慎。 

看一場午夜場的電影、迎接 KTV包廂走出來的早晨、為了讀書跑了無數

咖啡館的周末、和室友一起痛苦掙扎的期末、還有課上強大的同學們到

最後學期末的謝謝參與，相信我，日子真的過的很快很快，而這美好的

時光真的很值得好好享受與充實。 

六月底結束交換，七月出走，八月一號回到台灣。 

大旅行我都安排在暑假---坐了吉普車上了長白山看到難得的鏡面、抵達充滿俄

國氣氛的哈爾濱、前往遼闊無邊的內蒙古看見了銀河和流星、出發去了充滿歷

史文化感的西安、碰上下大雨的青海，然後走進敦煌欣賞千年遺址莫高窟，最

後，坐著 34小時的火車回到上海。 

我是一個人旅行，但我不孤單，因為一路上遇上一個又一個的新朋友。回想起

來我真的很幸運，一開始提著膽、帶著有點難以想像的勇氣開始，一路上應付

著旅行上遇到的各種事，那些不用鬧鐘自己醒來的日子，強迫讓自己從閉俗到

外向生出開口跟不認識的人交談的勇氣，然後偶爾自己雷到自己，被迫面對自

己討人厭的缺點，就我而言，這段旅程，真的很不一樣。其實，個人覺得沒有

什麼祕訣，就是讓自己保持一顆最開放的心，然後發現自己，原來也可以。 

 

最後，就預祝各位申請上 

自己理想的交換學校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