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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去交換之前，必須要清楚明白一件事，四個月很快、非常快，感覺不久前我還在盼

望著要遊歷大江南北、要和當地同學深入交流，現在卻是坐在電腦桌前打著我的交換心

得。所以奉勸各位學弟妹，在申請交換之前請好好的考慮清楚，因為這項決定或許會是

你大學生涯最不後悔的決定之一。 

 其實交換生活一點也不可怕，又或許是說，我們只是去另外一個地方體驗生活罷了!

而透過這樣的體驗，你可以成長，你也可以遭遇過很多一般人不會有過的經歷，總之就

是非常的充實。下面的介紹中我將會分成: 行前準備、抵達的第一件事、食、衣、住、

行、育、樂，來為大家介紹我在上海的生活。(先說明: 我的交換生活著重於學習、旅遊

與社團上面，若想要實習的同學請參考其他心得~) 

 

一、行前準備: 

 交換旅途中第一個會遭遇的難題就是選課了!選課系統的部分Windows必須下載 360

瀏覽器(充滿各種廣告的病毒瀏覽器)，然後用該瀏覽器搜尋上海財經大學主頁，再從主

頁右上方的信息門戶去激活自己的帳號，這樣就可以開始選課啦! 

 上海財大的選課時間跟東吳大學不太一樣，下學期的課大概在上學期末就會開放初

選，大約有兩週的時間讓你排課，但因為他們的模式是採先搶先贏制，再加上學生眾多，

所以建議提早開始選課，不然當你回過神來熱門的客早已被搶光了。另外也不用擔心課

程不適應的問題，財大和東吳一樣開學第一週都開放加退選，照著選課的步驟即可。 

   

二、抵達後第一件事: 

 1.開戶: 由於我們是交換生，算是短期滯留，所以開戶必須到和財大有配合的銀行

申請(當初不知道這點，跑了不下五家銀行 orz)，我所知道財大的配合銀行為中國銀行(五

角場支行)，現場會有專人指引你該怎麼做，我們需要準備的資料有: 入學通知書、台胞

證、身分證即可。 

 2.支付: 開完戶後最讓人期待的便是行動支付啦!這裡不用多說大家也知道，大陸最

常使用的行動支付就兩種，微信支付和支付寶，所以開完戶之後在這兩個 app 上綁定自

己的銀行卡就可以了，現場會有銀行專員協助你申辦，所以不用擔心。Ps.使用之前請小

心，此兩類 app 成癮性極高，回台灣後將無法適應需要帶錢包出門的生活。 

 3.手機門號: 這裡建議在台灣先申請個為期三天到一週的漫遊，由於開學日當天會

有電信行在學校擺攤向學生推銷只有那時候才買得到的學生優惠方案(年付 100 人民

幣，享每個月 100G 流量)，這是在外面的電信行買不到的方案，也是我這幾個月下來看

過最優惠的了，所以前三天先用台灣的漫遊，等到開學日當天再去學校辦手機門號即可。 

 4.VPN(建議在台灣就下載好): 一旦手機改用中國的門號，網路自動會管制所有的

app，所以必須在台灣事先下載好合適的 VPN(俗稱的翻牆)，因為不一定所有的 VPN 都

管用，有時候也會出現這個 VPN 可以用、那個不行的情況，因此我建議多下載幾個以

備不時之需。 

以下附上我認為還堪用的 VPN: 

Cat 跟 Super 是經過多番測試後我認為最快速也最穩定的 VPN 了，不過儘管如此，這也

是相較之下的快速與穩定了，與台灣習慣的網速相比，這依舊讓我難以適應啊。 



 
 5. app 的下載: 大陸那邊所使用的 app 與我們習慣用的有極大的差異，所以在去之前

建議先下載一些基本的以免造成不便，我就直接附上我在那邊常用的 app 給大家參考: 

飛豬: 用於訂購各種車票、飛機票 

餓了嗎、美團: 外賣(方便又便宜) 

大眾點評: 各種餐廳的評價與推薦菜色，還有該餐廳的折價券 

Metro 大都會: 搭乘上海地鐵掃碼支付用 

上海移動和你: 有關手機門號的流量、方案的更改都可以在上面做查詢 

 6. 校園卡的申請: 開學第一天除了找各系所的負責老師以外，還要到學生中心辦理

校園卡(申請位置: 學生中心進去右轉到底)，這相當於妳在交換期間的學生證，也可以

在裡面儲值錢在學校消費。 

 

三、食: 

 民以食為天、吃飯皇帝大，所以我將吃放在第一順位介紹。上海的口味是偏甜偏油

的，但整體而言還是我們可以接受的範圍。價錢方面大概就是台北市價格再便宜一些(外 

食的話平均落在 16~25 人民幣之間)不算太貴。接下來我就以宿舍為基準點，由近而遠的

來介紹一下我的口袋名單吧! 

 1. 宿舍一出來右轉沿著三門路一直走，過秋陽路會立刻看到一家讀酥世家的糕餅

店，這是我們本屆交換生公認最喜愛的點心店了!便宜又好吃拿來當作早餐剛剛好。再

往前走有五公尺就會看到名叫千里香的餛飩店，真的非常推薦吃那間店的北京炸醬麵，



堪稱極品。再繼續直走會有一個美食廣場，裡頭的東西都還不錯，沒有特別雷的餐廳，

推功夫手卷，便宜又吃得飽。若繼續走下去的話會走到附近最大的量販店華潤萬家(上

海三門店)，若要採購日常用品或是零食都很推薦來這裡，非常便宜。這樣敘述起來感

覺走了好幾百公尺，其實這樣大約兩百尺不到而已。 

 2. 我們上學會沿著國權北路的方向往學校前進，而沿路上也有許多不錯的店家，這

裡我推薦黃山菜飯(菜飯與湯喝到飽，適合食量大的人來吃)和湘里鄉湘菜館(聚會的好地

方)，另外還有德比饅頭，他的價錢讓我驚艷到，一顆包子 1.5 塊人民幣，雖然味道不怎

麼樣，但 CP 值夠高，偶爾吃還是不錯的。 

 3. 接下來就是我們交換生最常接觸到的校園食堂啦!上海財經大學雖然小小的，但

食堂可不少呢!正所謂「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兩個校區加起來共有四個食堂可以做選

擇: 綠葉、清真、新食堂(在國定校區)、新園食堂(在武川校區)，每個食堂都有每個食堂

的特色，可能是考量到來自不同地區的學生有不同飲食習慣的緣故，下面我稍微介紹一

下他們的各自特色: 

綠葉食堂: 主要是賣港式的料理如煲仔飯、港式燒臘、火鍋等等，也是我這幾個月下來

吃最習慣的一個食堂了，因為我個人認為這個食堂最符合台灣人的口味。 

清真實堂: 顧名思義是賣一些回族地區料理的食堂，像是蘭州拉麵、烤羊肉串等等，我

個人是不太習慣這個食堂的食物，不過有些交換生特別愛。 

新食堂: 這食堂特別大，總共有三層樓加地下一樓，地下一樓有咖啡廳跟全家便利商

店，一二三樓就是各種食物都有，這裡推薦三樓的自助餐，價格實惠、種類多元、味道

也不錯。 

新園食堂: 在我交換末期蓋好的食堂，我還沒有去體驗過，據說是賣一些偏西式的料

理，就等各位學弟妹去發掘囉! 

*這裡提醒各位: 用校園卡支付價格會比用支付寶或是微信支付便宜兩到三塊人民幣 

附上看起來實在是不好吃的餐點~ 

 

 4. 最後就是要推薦我們交換生最常聚會的地方「五角場」啦! 五角場是一個聚集許

多百貨、商城的地方，裡面也有很多不錯的餐廳，偶爾想吃好一點的餐館或是看個電影

來這裡準沒錯。這裡我推薦幾個來大陸必吃的連鎖餐館:  

小楊生煎: 來上海必吃! 每吃一次驚艷一次，充滿湯汁的生煎包還是第一次吃到，真的

要來嘗試看看。 

新白鹿: 主打道地的杭州菜，道不道地我不知道，但便宜又好吃是絕對的! 一大盤糖醋

排骨 9 塊人民幣就知道有多划算，回台灣最懷念的也是這家餐廳。 

外婆家: 性質同新白鹿，個人認為比新白鹿差一些，但也是當地非常有名的餐廳，可以



嘗試。 

(五角場的交通方式: 於三門路國權北路的公車停靠站搭乘 99 路公交車到五角場邯鄲路

站) 

四、衣: 

 上海的冬天相較於台灣冷非常多，所以來的話大衣、羽絨外套是必備，最好是準備

一條圍巾與手套，因為上海和台灣一樣屬於濕冷的天氣，再加上冬天動不動就降到 5 度

左右，很容易受寒。 

(上海看病並不像台灣一樣享有健保的補助，所以非常不便宜，能不生病盡量不要生病) 

 

五、住: 

 我們交換生是住在距離校園大約一公里外的校外宿舍，也稱作「上海財經大學研究

生公寓」，主要是提供學校教授、博士生和交流生居住的一個小區，裡面常常可以看到

來自世界各國的交流生出沒。(具體地址為: 寶山區三門路 409 號研究生公寓，外賣、收

貨都填這個地址再加上自己的寢室樓別樓層即可) 

 宿舍小區內有一座垃圾回收區、洗衣烘衣間(洗衣一次 6 元、烘衣依照時間計費)、

兩個自動販賣機，大門口一出來還有一家便利商店與水果店，生活機能非常方便!附圖

為研究生公寓的門口。 

 
 宿舍內部的話共有三個房間、一個客廳、一個衛浴和一個廚房，房間分別為 A 房(3

人房)、B 房(3 人房)、C 房(2 人房)，通常個房間入住的人數為 1~2 人，並不會住滿。住

下來的感覺還算舒適，不過這裡要提醒”電費貴得驚人”我們也不清楚電費的計算模式

是如何，但是依照冬天必須開暖氣的情況，平均每人一個月須要付將近 1000 台幣的電

費，繳費單每個月固定會出現在各房間的信箱裡面。 

下面附上宿舍內部的環境: 



 

 

六、行: 

 在上海交通那麼繁華的地方基本上所有的交通工具我們都會接觸到至少一遍以

上，這裡來一一介紹各種交通工具的使用與常用時機吧! 

1.哈囉單車: 上學好幫手，在上海隨處可見的共享單車，使用方式很簡單: 打開你的支付

寶，掃哈囉單車上的條碼即可開鎖，依使用時間計費，通常我們都會購買月票，16 人民

幣騎到飽，不論是上學或是去地鐵站都很方便，隨借隨停。 

2.地鐵: 整個上海市非常大，共有兩百多個地鐵站，要去機場、迪士尼、海洋館等等的

都必須搭乘地鐵，而每個地區又用不同的 app 來搭乘地鐵，像上海地區就是使用 Metro

大都會這個 app 來搭乘。(離宿舍最近的地鐵站為: 三門路地鐵站) 

 
3.飛機: 上海市共有兩個機場，虹橋國際機場與浦東國際機場，虹橋國際機場基本上都

飛松山機場，浦東國際機場則是飛桃園機場，兩個機場離宿舍都有很長的一段距離，通

常都是搭地鐵、計程車(車費大約 200 人民幣左右)或是五角場的機場巴士(30 人民幣)。 

4.打車: 不得不說，在中國打車相較於台灣真的是便宜許多，常常坐了 20 分鐘以上的車

程結果車費不到 20 人民幣，打車的話支付寶打開就可以叫車了，或是高德(百度)地圖輸

入目的地即可直接叫車。 

 

六、育: 

 來交換的首要目的除了遊山玩水外，最重要的就是學習了嘛!這一個學期我總共修了

13 個學分，一門系必修、兩門系選修和兩門通識，所以大約可以看出當地學生們對各種

課程的上課態度，這裡必須先打破大家的一個迷思，就是大陸學生上課的認真程度並非

我們耳聞的那麼高壓，上課睡覺、聊天、打手遊的也大有人在，整體而言和台灣學生的



上課方式並無太大差別，最主要的差別在於兩點: 1.上課人數的不同，由於人口基數眾

高，所以一堂課大約有 110 個左右的學生，通常在一間可容納 120 個人的大教室上課。

2.上課絕不遲到，或許是校方有所要求，這裡的學生只有缺席和準時上課兩種情況而已，

上了四個多月的課，從來沒有看過有人遲進教室的，我認為這是台灣學生值得借鑑的好

習慣。 

 雖然上面說到大陸學生的上課態度並沒有想像中那麼高壓，但課後的時間卻依然可

以感受到學生們各個充滿狼性。舉例來說，在寒冷的冬天清晨，學校的圖書館門口可以

看到一排學生正排隊準備著進去搶位置念書。又或者是，平時上課總是坐倒數幾排聊

天、打屁的同學，在段考考出了極高的成績，或許跟上財本身就是頂大也有所關係，但

第一次見到這種景象難免會心生敬佩。 

 除了學習以外，社團活動也佔據我交換生活中很大一個部分，上財的社團週通常於

開學的第二週開始擺台，地點在綠葉食堂前面的綠園道，為期三天。這裡推薦兩個我參

加過覺得 CP 值極高的社團: 

1.上財跑步協會: 這是一個鼓勵大家走出宿舍到操場跑步的社團，每周二和五會有人帶

大家在操場作熱身並帶大家跑步(速度和距離有分等級，所以不用害怕跟不上)，不定期

還會有各項運動賽事邀請團員一同參與，像我就很幸運地跟團員出去比過幾次賽，也得

到了不錯的名次。 

附上華東師範大學馬拉松接力賽合照 

 
 

2.電影協會: 繳少少的社費，看很多部電影! 就是對這個社團最好的詮釋了，必須強調

的是，不只是在學校看二輪電影而已，很多首輪片的首映都可以免費去電影院觀看，像

我交換期間就看了野蠻遊戲 2 和誤殺的首映，不得不說，30 塊的社費，可以看那麼多部

電影，真的是非常划算，若不知道該加入什麼社團好的話，非常推薦電影協會。 

 

七、樂 

 有這麼好的機會可以常居中國，若不好好完一下豈不是對不起生為大學生的自己嗎?

這裡我向大家推薦這四個月在中國可以怎麼安排自己的旅遊。首先第一個月因為對任何

事物都還不太熟悉，再加上上海就是個非常大的花花城市，所以第一個月我建議先鎖定

上海地區就好，把上海在第一個月好好完過之後再出發開闢其他城市。像是上海外灘、

中華藝術宮、迪士尼、海昌海洋館等等的都非常棒。 



 

 第二個月呢，就可以開發江南的其他地區啦! 從上海到蘇州、杭州、浙江都是非常

近的，搭動車(類似火車)的話大約 2 小時內會到，很適合安排兩天一夜的小旅行，光這

三個省份一整個月都不夠玩呢! 不過這樣玩下來到後面看到小橋流水、大家庭院會變得

完全無感就是了 XD。  

 第三、四個月就可以跑一些搭飛機的省分了，搭乘國內航班的話機票不會太貴，我

們都在飛豬這個 app 上購買我們的機票，像我就在第三個月去了四川、成都，第四個月

去了哈爾濱，都是非常不錯的地方，另外這種比較遠的行程，建議可以在飛豬上順便買

一些旅行社推出的團，玩起來比較不費力。 

 

八、總結 

 在上海的這四個月中，你會常常想念台灣的人情味和食物，尤其大陸人的強勢或許

會讓第一次到大陸的台灣人感到錯愕，但我認為這一些難處和挑戰都是使自己成長的好

時機，像原本我待人溫和，就如同好好先生一般，然而經過這四個月的磨練之後，我悟

到了對某些人是不需要客氣的，越客氣越會被占便宜，脾氣也漸漸地學會硬起來，這是

我一直以來所缺乏的。總之，這四個月雖短，但能學到的著實不少，不用害怕需要去面

對一些未知的挑戰，我可以肯定的告訴想要申請交換的同學，未來的你，會感謝今天決

定出去交換的自己，祝福接下來即將出去交換的同學們能滿載而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