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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陸交換生返校心得報告 

 

 

一、該校的簡介 

跟許多交換學生比起來，我算是年齡稍

大的交換生，因此，在交換學生開始申請前，

深思熟慮了好一段時間，後來還是決定申請

交換了，畢竟這是學生生涯中，非常難能可

貴的經驗，也藉由這次的交換之旅，為我的

學生生涯畫上完美句點。 

之所以申請人民大學是因為人大位在人文薈萃的中關村，附近有頂尖的知名大學

包括北大、清大等知名院校，因此學習風氣極

佳，菁英學子也聚集在此，形成了知識分子追

求學問與專業的寶地。而人大在中國大陸的高

校當中，是211與985工程中赫赫有名的學校，

亦是中國大陸的「黨校」，與台灣的政治大學

在學門上有許

多雷同之處，尤其在文法商特別出色，本身學商的我，

毅然決然就選擇申請人大進行交換學生。在這裡學習

除了學習資源充沛外，更能認識大陸各省的頂尖人才，

與他們一起上課學習與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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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的上課環境非常好，著名的校園景點有

一勺池、實事求是石、人大教二草坪、世紀館等

等。正逢是秋冬交替之際，人大校園裡的銀杏黃

得太美太自然，能在人大上課求學真的是非常幸

福的一件事。尤其每間教室的硬體設備都相當新

穎與齊全，且每間教室都相當新，看不到過於老

舊的設備或桌椅。在住宿方面，我是被分配到品園 5樓，品園的宿舍是比較新的宿舍

群樓，離人大西門很近，也離商學院、明德主樓特別近，因此上課我也不必走太遠的

路，被分配到品園宿舍，我是感到相當幸運的。 

宿舍採上床下桌的格式，研究生的房間是四人

一間，有簡易的陽台供曬

衣服與蹲式廁所，一開始

來到人大在上廁所方面

還挺不適應的，因為在台

灣都是馬桶能坐著上，但在人大幾乎都是蹲式的，但時間

久了其實也習慣了。在每個房間都備有空調，到了冬天學

校都會供應暖氣，樓管阿姨對同學也都很客氣，宿舍是沒

有門禁的，只是超過11點半回來要填寫一下外出紀錄單，

基本上品園 5樓是男女研究生混住，所以看到男女生一起進同一棟樓也不必太過驚訝，

這倒是挺特別的一棟宿舍樓，管理佳、設備也新，住起來挺舒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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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該校修讀哪些課程 

我在人大一共修了 5 門課 10 學分，這對一

個純粹交換性質的學生而言，課程是挺多的，人

大每個學期所開設的課程實在太多且五花八門，

很多課程都是在台灣所沒看過的，機會難得的情

況下，即選擇了一些我感興趣的課程。人大的交

換學生有設定最低要選 6學分的課程，並且交換

生是不受學院修課的限制，因此，可以到其他不同學院去選課甚至去旁聽，我覺得人

大的選課制度真的比台灣還要來得更自由且更有時間彈性做課程搭配。以下是我在人

大選的課程： 

(1)移動媒體研究： 

這堂課是開設在新聞學院的課，主要是在講

手機媒體的傳播以及互聯網時代的媒體衝擊，授

課教授是匡文波 教授，相當資深的新聞學界老教

授，課程上課方式主要以簡報搭配老師講解的方

式來進行，是我在人大上課最輕鬆又不隨便的一

堂課，每週上課在課堂上繳交一篇老師規定的手

寫作業，當作是上課出席與主要的成績評分，匡老師上課非常幽默風趣，雖然一頭白

髮，但是上起課來的邏輯思維一點也不輸給時下的年輕學生，這堂課既輕鬆又活潑有

趣，相當推薦。 

(2)投資實務： 

這是一門開設於經濟學院的課，若對總體經濟與金融投資、衍生性金融商品感興

趣的同學，我也很推薦此門課程。這堂課最大的特點，會邀請來自各產業中的中高階

主管、講師來學校講座，且許多講師中有很多都是從人大畢業的校友，這就看得出人

大的經濟與商學領域有多麼的「牛逼」了。這堂課幾乎不太點名，上課教室是在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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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 2樓，教室非常大環境非常好，有許多相當有趣的講座主題，同學們往往會在問與

答中會進行到接近下課時間才結束，師生的互動性非常好。課程在快結束時會要求同

學繳交一篇投資相關的小論文當作課程的回饋與評分。 

(3)人員素質測評： 

自從上了研究所後，就一直想上有關於人力資源相關的課程，只可惜東吳大學的

課程在人力資源有所涉獵的課程上是相對比較缺乏的，因此我就選了這門屬於勞動人

事學院相關的專業課程，由於這堂課是必修課程，因此老師很重視同學的出席與上課

表現，這堂課我也參與了孝祖討論與小組上台報告，期末也要求要繳交期末論文報告，

且論文的文獻資料來源也要求必須是 SSCI等級的文獻才可以採用，因此課程設計非

常紮實，也學到很多人力資源的選才、訓才、用才、留才等專業知識。 

令我印象深刻的是王老師所組織的棉花糖實驗設計，透過膠帶與吸管如何能讓棉

花糖擺到最高處且不掉落，這個實驗設計充分反映了組織中的團隊合作能力與誰比較

具有領導能力，看似一個簡單的實驗設計，可以研究出非常多團隊合作相關的問題與

方法，台灣的研究方法，我認為需要大幅改進，且可以參考以人大的實驗方式，將受

測者帶到實驗室內，填寫相關資料，進行實驗，並於進行實驗後進行問題反饋，一系

列的過程更有真實感且有實際參與，此種實驗設計方法相對比起台灣慣用發問卷的研

究方式，要來得更精準更完善。 

修習這門課程也讓我認識到了一群可愛的小夥伴們，真的是有緣大家才能夠在一

堂課一起上課、一起討論報告、一起吃飯，其帶你們來到台灣遊玩的那天，必定熱情

招待。 

(4)企業制度與公司治理： 

開設在人大商學院的工商管理研究院的企業制度與公司治理，在這堂課我充分的

體驗到中國大陸學生製作簡報的功力與報告展示的功夫，真的是簡報做得既精美講得

又相當到位，這真的值得台灣學生好好學習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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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堂課算是我交換的選課清單中，與我原本的專業領域最相似的一門課程，之所

以選這門課是因為日後出社會到了職場，一定也離不開企業制度的範疇與一個成功的

企業是如何管理，才得以邁向成功之徑，兩者之間是息息相關；授課老師為趙晶 教

授，也是我在人大見過講話速度最快的老師，雖然講話的節奏非常快，卻非常清楚有

條理，每次聽趙老師在評論文獻與同學報告，猶如在聽名嘴開課一般的暢快，這堂課

當然也是上得非常過癮。 

(5)房地產金融： 

這堂課是我在人大上過最硬、壓力最大卻也是收穫最多、極度推薦的一堂課，授

課教授是况偉大 教授。况教授在中國大陸研究房地產金融可謂是赫赫有名的專家學

者，上過他的課的同學都對他的課程有著極高的評價。 

在修此課程之前，我幾乎沒有任何的房地產金融知識與背景，因為這堂是選修課，

想說上得很比較輕鬆，沒想到修過的同學都說很緊張，老師很會提問台下任何一位同

學，並且每位同學要進行分組報告，並且都要輪流上台報告給太下的老師與同學聽，

所看的房地產金融相關文獻都是老師安排的，因此全都是原文，要逐一把原文內容透

過翻譯成中文也使需要一大段時間，整堂課上下來其實非常戰戰兢兢，但是况老師上

課雖然講求紀律，時常從下午 2點開始上課的時間，一直上到傍晚將近 6點，雖然常

常拖延到下課時間，甚至有同學還要準備上下一堂課，卻也從沒聽見過同學們對上課

時間有任何怨言。 

况老師是個充滿詼諧、幽默的老師，正因為有著高深的房地產金融專業背景再加

上與同學們的互動關係良好，使房地產金融上起來相當有趣。課程內容包中國房市的

房地產泡沫、次級房貸所產生的金融風險與房市影響、房地產面臨的主要兩大風險，

一個是利率風險，一個是提前還款風險等等。剛開始上課時，常常簡報上呈現一大堆

數學推導公式，並集合了金融、物理與數學，在台下很多同學其實都聽得一頭霧水，

但是因為老師會點名同學回答課程相關專業問題，因此每位同學上課都很認真，且也

不恥下問，上課幾乎沒有同學敢遲到，也親身參與跟學霸一起討論論文的氛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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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樣的學習環境下，真的是充滿緊張、興奮與活潑的元素於一課，非常棒的體

驗。我也非常感謝也很幸運的在交換學生這短短期間，能夠選到况大神的招牌課程-

房地產金融，這堂課是我在中國人民大學交換時最喜歡同時也最累的一門課，但是况

老師的金字招牌–房地產金融真的上得太棒了！極度推薦的優質課程。 

 

三、生活及住宿環境介紹 

位處於北京市海淀區中關村的中國人民大學，其學校周遭有頂尖學府：北大與清

大並列在同一指標上。自然而然使得整個中關村是菁英分子、人文薈萃的精華學區，

學校的學習資源與生活機能的便利性是非常方便、文明與進步的。 

眾所皆知的環境汙染問題在中國大陸，

尤其是華北地區更加顯著，當然在北京求學

過程中，最大的一個挑戰就是空氣問題，北

京在我從 9月到 1月中所交換的這段時間，

真正的好天氣我所指的是完全沒什麼霧霾又

沒有下雨天，但是很遺憾的，這樣的天氣幾

乎都維持不超過三天，因此來北京必須要做的防護工作就是出門在外必帶妥口罩，有

時候一天下來因為霧霾的嚴重程度，可能口罩要換好幾個，我用手機 APP所看到過的

霧霾指數最高曾經看過超過 800，這是非常可怕的數據！若一天到晚在外沒有戴口罩，

你會感到喉嚨很不舒服，鼻孔也會是黑灰色的，那些似霧非霧的白色物體，其實它真

的不是霧...而是濃濃厚厚的霧霾...北京常常一整天沒有太大的風，因此，從河北省

一帶所發展的重工業影響到空氣品質所飄到北京上空的霧霾，是完全散不開的一層層

魔鬼面紗，所以到北京交換或是出遊，防霾工作定要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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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第三方支付，想必很多人都聽說過，但是

沒有實際體驗過還是無法親臨感受第三方支付所帶

來的便利與好處，若跟台灣比較起來，因為大陸的

第三方支付發展以及年來大力推廣互聯網金融，只

要到大陸申辦好手機號與個人開戶銀行(最好是中

國銀行，因為人大是跟中國銀行進行合作)就能以微信進行轉帳或是支付，甚至是給

群組或好友發紅包也是時常有所交流的，因此在支付方式比台灣來得更方便，出門只

要帶上手機，基本上所有的事情都能處理好，一方面大大減少了支付的時間，另一方

面也更有安全性。 

人大的校園卡是解決在校內食堂用餐

與洗澡水卡的必帶卡片，人大校園卡也是進

入宿舍或是進入大樓教室要進行刷卡的卡

片，水卡的儲值金額上限是 15塊人民幣，

食堂吃飯費用建議一次最多儲值 100 人民

幣，不要存太多錢在卡片上，因為丟失了會

被人拿去使用，在北京交換的時間，我已經看過無數張同學的校園卡遺失的例子，因

此人大校園卡是非常重要的，千萬要好好保管不要遺失。若不幸真的遺失，因為補辦

非常麻煩，要至人大 IT中心申請掛失補辦，且要等上數個工作天，因此，在這幾天

你在學校如同上述這幾項，你都會沒法運作，更重要的是，該校園卡是與銀行帳戶綁

定在一起，因此務必格外要妥善保管好。 

每天生活所必需的三餐問題，在人大校園內吃

的問題可以在不踏出校門的情況下得到充分的解

決，人大的校園裡有東區、西區、南區、北區、中

區食堂、清真食堂、伊蘭小館等等，每個食堂都有

專屬自己的食堂特色，提供了大陸各地的料理與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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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比較不同的是，在大陸如果要多一點飯記得跟他們講幾兩飯，是以兩為單位而不

是碗，通常二兩飯的份量就非常多了。 

此外，比較高級的餐館有俄式風格的 1958與

宴客用的匯賢食府與天使食府，校園內也有多處咖

啡館供休憩，在下

午想喝下午茶或

是晚上約會可以

選擇到水穿石，我去過幾次，氣氛真的很不錯。另

外，也有品園超市跟 24小時營業的知行超市以及匯

賢超市，滿足師生在校園內的日常生活所需物品進行採購。 

在大陸，很多人也很喜歡透過手機 APP叫外賣，例

如美團外賣、百度外賣等等，叫外賣非常普遍被使用，

尤其當天氣寒冷不想出門或是不知道吃什麼，只要手機

上看餐館，菜單與價格都在手機 APP 上，只要透過手機

APP就能叫外賣人員親自送到你家門口，這也使得中國

大陸這些年來，擁有龐大的外賣商機之一。如同大陸所使用的滴滴打車，不論人在何

處，只要不是荒郊野外，都能透過打車 APP來找到接待的師傅，並去到你指定的地點。 

在人大交換時的宿舍情形在上述有稍微提起一些，這裡再補充一點親身體驗的感

受，因為我是被分配到靠近人大西門的品園 5樓，這棟樓特別之處在於它是給研究生

住宿的並且是男女混住，我剛搬來宿舍的時候，看見男男女女進出同一棟大樓，起初

真還有點驚訝，久而久之才覺得習慣。宿舍的規

畫在品園群樓是採四人一間、上床下桌的格局，

並且有個簡單陽台供曬衣服與簡單的廁所，而大

部分的學生宿舍裡的廁所都是蹲式的，因此剛從

台灣來人大交換時，也一度有點不太適應，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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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樣是時間早晚會慢慢適應的。 

品園的宿舍算挺新穎、知行群樓也是非常

新，要說必較老舊的宿舍大概就是東風群樓，

它是人大較早建立的宿舍區域，因此愈靠近東

門的宿舍同常會比較老舊些，但是宿舍該有的

都會有，包括 WIFI 在大陸高校中也都是要按

照使用流量進行付費的，而人大的 WIFI 流量

每個月會免費送 10G，超過 10G 的使用量要另外進行儲值網路流量才能上網，而上網

很多人常上的 FACEBOOK就要透過翻牆了。推薦一個不錯的手機 APP叫做 VPN MASTER，

我都是靠這 APP 進行手機翻牆上 FB 關心一下台灣朋友的動態；另外 LINE 是完全被封

了，因此我到了人大沒多久，就把 LINE給刪除了，至於為何刪除？原因是因為 LINE

在無法使用的情況下，但是接收到的訊息會使容量空間愈佔愈大，很不方便。所以一

般而言，在大陸都是使用微信來互通的。 

關於人大的其它事項像是洗澡，人大的洗澡方式我在還沒來到之前也是聽許多人

說過是大澡堂，男生有男生澡堂，女生有女生澡堂，是完全獨立隔開，且入口都有管

理委員會專人負責管理。澡堂裡面有簡單的門簾隔間，也就是進去澡堂後大家都坦誠

相見，我是不太會去看其他人...但是我不敢保證其他人會看你...剛來人大要洗澡的

時候，真的不太能適應...老話一句，時間會解決一切的不適應問題。 

交換生主要的負責單位是位在明德主樓的港澳

台辦公室，負責的老師是楊梅老師，此次交換的相

關程序與所有業務承辦的過程都是透過這裡進行傳

達聯繫，在此也非常感向楊梅老師與參與其中的工

作團隊，你們辛苦了，想對你們說的話真的太多，

歡迎有機會到台灣來走走看看。 

  



 
 

10 
 

四、交換學校輔導機制 

每位來到人大的交換生，人大的港澳台辦都相當貼心的為每位人大交換生搭配一

個接待大使，而這位接待大使將會陪伴你度過這個學期在人大的交換時光，也就是學

伴，等於是交換生的守護天使。只要在人大或北京比較不熟悉的地方，學伴都會盡力

去解決當前所遇到的困難並非常客氣地將相關資訊進行告知。 

我的學伴是人大藝術學院的學生，會念書又會畫畫，

可謂是名才子。剛到人大進行交換學生的第一個周末，

學伴就邀請我到他家作客，他家是在河北，吃了不少河

北當地才吃得到的食物，並藉此機會到了河北走走，一

共兩天一夜的旅程相當充實，學伴的爸爸媽媽也都非常

熱情，到河北的當晚，我還特

地到了我學伴的老爺、姥姥家

裡，老爺還特地寫了兩幅書法

送給我當作紀念品，真的有如獲瑰寶的意境，書法真的是

寫得出神入化呢！ 

交換這一路上總是不孤單寂寞，因為有學伴的陪同與問題解決，使得一路走來相

當順利。雖然學伴平時作業繁多、課業壓力大，但是並沒有因為課業關係而把接待大

使這份工作給遺忘了。這裡

也要特別說一下，每一位接

待大使都是人大學生自願性

參與選拔，透過學校層層面

試與篩選，最後才得以脫穎

而出的，因此每一位接待大使都抱持著一種負責任的使命感，

加上兩岸關係血濃於水，使得這份友誼更加難得、更加會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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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惜。在此我也要好好謝謝我的好學伴、好夥伴、好哥兒們–孟垚，因為有你，我的

交換之旅更加精采與順利，謝謝你。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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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澳台辦公室在每個新學期都定期

舉辦交換生的一些校內與校外活動。像

是迎新活動，介紹學校的選課系統與校

園環境以及生活等等；也安排了北京故

宮參訪、北京市規劃局參訪、國家大劇

院參觀、慕田峪長城旅遊、北京現代汽

車企業參訪等等，我除了因為上課因素

沒有去現代汽車參訪，其它行程都全程參與了，這是很難得的體驗，人大的港澳台辦

真的是非常貼心、用心與關心，特別感謝港澳台辦的楊梅老師以及每一位接待大使，

學校的各種交換生資訊與活動，都是需要透過他們與同學們聯繫，真的是需要耐心與

愛心的工作項目，謝謝你們，也祝福大家都健康、平安、順利。 

校內於 9 月中剛開學不久有國際美食節，這裡展出了各種的異國料理，同學們也

都打扮成其它國家具有代表特色的服裝以及攤位設計，真的是好吃、有趣又好玩。 

人大的如論講堂經常不定期舉辦音樂會演出或是歌劇表演，也有上映許多熱門電

影供觀賞，而人大同學

買票也會給予優惠，校

內外的活動真的是太

多采多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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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參加社團或企業實習等其他安排 

人大每學期都會舉辦一次社團的百團大戰，各

種好玩有趣的社團都使出渾身解數來展演，最重要

的是歡迎來自各地的同學，找到有興趣的社團加入

並與自己志同道合的社友們參與其中。但我這次交

換只有逛了百團大戰。拿了很多各社團所發的傳單，

但是後來沒有加入社團，因為平常修的課太多，以至於上課天數很分散，建議趁著沒

課時可以到北京其它景點走走，個人是非常推薦找一

個社團加入，因為真的可以透過社團認識許多大陸各

地來北京念書的好朋友，未來有機會再到大陸各地區，

也可以找這裡的同學聚起，請他們帶你去你想去、想

吃、想看、想玩的地方，這就是對青春的頌讚啊。 

這次來人大交換剛好遇上人大的「秋招」。上

百家企業齊聚在人大的世紀館進行現場面談、筆試、

諮詢，一大早的世紀館外的求職或找實習的學生估

計有幾百位，大排長龍的求職隊伍從世紀館一路排

到操場外面，第一次在校園看到這種景象，真的讓

我非常驚訝。許多男女學生參加秋招，服裝儀容都穿得相當得體、正式，手上拿著一

疊自己的履歷，若來北京交換，對於未來生涯規劃有企圖心的同學，甚至是想在大陸

地區尋找工作的人，建議一定要參加秋招試試自己的能耐與了解當時就業趨勢，對自

己的人生視野與規劃相信會有莫大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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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個人行程規劃 

趁著這次的交換之旅，我也跟許多同學一樣，

在廣大的大陸去了不少地方，人生如旅行，到處走

走停停，有些地方趁年輕想去就去，可能這麼一輩

子只會去過一次，所以好好把握當下的機會，中國

大陸各個地方的民俗風情與歷史是非常獨特、有紀

念意義的，因為去的地方太多，吃的美食也太多，細節內容就算要講三天三夜也講不

完。而出門在外，務必要小心自己的手機、錢包、鑰匙是否隨時攜帶在身，錢財不露

白要收拾好，中國大陸旅遊景點非常多，地域遼闊，若要遠行建議車票在一週前就上

官網或攜程網先預訂好，避免向隅。 

我個人從北京搭 K字頭的老舊火車，並且以站票的方式從北京車站一路搭到哈爾

濱車站，總共站了 16個小時半，看到 K 字頭的 1 號車廂，中國最底層農民工的真實

寫照，自己到達目的地時，早已疲憊不堪…但也大概是我人生中，搭車搭最久且是全

程用站的難忘體驗吧！以下就稍微列舉出我這次交換過程中曾經去到的地方： 

 

【北京】 

故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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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王府： 

 

圓明園： 

 

頤和園： 

 

慕田峪長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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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壇： 

 

【河北】 

 

 

【南京】 

中山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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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雞鳴寺： 

 

 

 

大總統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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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州】 

蘇州知名麵館： 

 

 

 

 

 

 

 

 

寒山寺： 

 

 

 

 

 

 

留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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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外灘： 

 

 

 

 

 

 

靜安寺： 

 

 

 

 

 

 

 

【山西】 

平遙古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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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台山： 

喬家大院： 

 

 

【哈爾濱】 

第一次到哈爾濱就遇到冬至後最冷的「三九」天，體感

溫度絕對超過-30度。保暖工作一定要做好，不然真的會急

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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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雪大世界： 

 

 

 

 

 

 

 

 

聖索菲亞教堂： 

 

 

 

 

 

 

 

 

  



 
 

21 
 

八、個人感想與其他推薦 

短暫的旅程，精采的過程，獨特的你我他。時間實在太快，那些沒能來得及吃飯、見面的

朋友真是不好意思了。哪天我們會再見面的。在這

裡遇見的每一個你，在我生命中寫下了獨有的篇

章。 

春夏秋冬的變換，人生的風景無常，光陰荏苒，

使彼此更加

珍惜彼此的緣份。歡迎你們到台灣來玩，必定熱情款待，

好好帶你們遊山玩水！各位朋友們，工作的，一帆風順，

學習的，學有專精。大家都平安健康快樂。 

「聚是一團火；散作滿天星。」乍到帝都來，記憶猶

新似的，像是昨日才發生，而今日，我已經畢業，邁向下一個人生階段，並在台灣工作了。相

聚即是有緣，這條情誼線已經串起你和我，無論東西不分南北，咱們心中都有彼此的回憶。如

果再讓我選擇一次是否要去中國大陸交換學生，我的回答依舊是：「是，我一定要去。」 

 

港澳台辦在這學期送給各位交換生的祝福詞我非常喜歡，它是這樣的： 

識於冬，別於夏， 

春風暖意綠枝芽； 

在北地，南望家， 

淺淺半隔一海峽； 

獨不忘，唯人大， 

終會重逢，那怕天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