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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民大學─春季交換 
法律系二年級 03141334 陳巧曼 

  位於北京的中國人民大學是中國眾多有法律系的

學校中，占執牛耳地位的系所。很幸運能如願申請

上其法學院，並於 2016 年 2 月至 2016 年 7 月

在人民大學展開交換生活。交換期間所經歷的各種

體驗與點滴、所認識的朋友，在我結束交換後仍然

十分珍惜！ 

以下分為幾個部分為我在人民大學生活部份做介

紹！ 

 

 

 

 

 

(一)、校園環境 

  人民大學在中國不算是校地十分大的學校，但比起台灣的話算是非常大。

與台灣不同的是，校園裡面本身就是一個小社區，校園內除了食堂外，還

有超市、水果攤、影印店、書局、咖啡廳、居民街所開的一些小吃店，一

切生活基本所需基本上都可以在學校裡面解決，這對於學生來說是十分方

便且有保障。 

(二)、住宿環境 

  雖然全部交換生不是居住在統一的住宿樓，但學校仍是讓交換生居住在

一起。因幾乎全校的學生幾乎都是住在宿舍內，所以宿舍的空間有限，房

間大小雖然夠大，但書桌是兩人共用一張，若想讀書則大部分的人都會去

圖書館、上課樓空閒教室念書。洗浴的部分，我所居住的知行樓是有隔間、

浴簾的浴室，而其他宿舍樓則是類似澡堂一般的浴室。人民大學有實施晚

間 11 點後斷電，是為防止學生熬夜打遊戲，故 11 點後大部分人都會就

寢。雖然宿舍環境不那麼理想，不過宿舍阿姨對我們都十分體貼和關心，

總會和我們聊聊天、說說笑。而我也在北京和我的室友們度過 20 歲的生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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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課業學習 

  人民大學是中國頂尖的大學，而人大的學生也是各省的學霸，和他們交

流的過程中，也可以了解大陸大學生們的想法，是十分有趣的且收穫豐富！

而人大的老師教授們也都是學富五車，教學認真的。而我於人民大學有修

讀下列課程： 

1. 證據法學： 

  這是人民大學法律專業大二的必修課。證據法學除了告訴我們證據的淵

源、分類之外，也告訴我們要如何找尋證據的過程、手段和方式。對於法

律系的學生來說，了解如何判斷什麼是證據是十分有幫助的。這門課貫徹

了人大校訓「實事求是」的精神，往往只有法律的理論構建自己的法學基

礎是不夠的，我希望自己能了解何謂“證據”、要怎麼檢索“證據”以及

怎麼證明“證據”的過程和方法，並透過學習此門課程更能使自己有「實

事求是」的精神！ 

2. 刑法案例分析： 

  這門課是我於人民大學中最喜愛的一門課，老師會發案例給大家討論，

案例中的問題在哪裡、為什麼會有這個問題、我們要怎麼去理解這個問題

等等，一開始我就按照我在台灣的上課方式，不太上課發言、老師問我問

題也不太會回答，但後來漸漸習慣了老師的教學方式、也受到同學們踴躍

發問的影響後，也會和大家討論和分析案情，老師也會特別問我說：如果

是台灣的法律會怎麼適用？會怎麼判刑？這不僅有利於我對大陸法律的

了解、也有助於我將其和台灣法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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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國法制史： 

  這門課是人民大學法律專業大一必修課。「中國法制史」這門課程在台

灣通常比較不受重視；而在大陸，他們對於這門課十分重視。我亦從中學

習到很多，一開始以為它可能很像歷史課，但後來發現它並不是那樣。各

朝歷代的法律又有十分大的不同，如果我沒學過中國法制史可能就只是單

純的覺得古代的法律就是那樣，但學過後才發現，每個朝代的法律都是由

很多因素所造成，除了君王的意志外，還有該朝的內憂外患、不同民族、

社會變遷等。 

  我認為法制史是十分重要的課程，它並非只是歷史的陳述，而是帶有古

人智慧的流變，透過了解各個朝代的法律發展，我們可以從其中找到法律

修改、刪除的理由，並可以用古人的思考智慧運用於現代。 

4. 法理學 

  這門課除了介紹中國的現行法律體制外，尚引領如何掌握法律的基礎知

識和原理，訓練法律思維方式和法學研究方法，還有頻繁的課堂思考互動

以幫助創新思路、開闊視野。這門課還要求學生們繳交電影影評、讀書報

告等，但不同於台灣老師的要求，一般台灣老師要的只是「心得」、「觀後

感」，但這門課的老師要求我們寫的是「評論」、「分析」，而不是單純你自

己的感覺，老師對報告的要求十分嚴格，這點我覺得對學生來說是件很棒

的事。大學生顧名思義就是大大學習而後生，如果習慣了只會寫心得、感

想，卻不會去分析一件事，這就枉為大學生了！ 

5. 網絡法學 

  這門課主要講授的是面對網絡、科技的日新月異，法律要怎麼適用關於

網路的犯罪。大陸的因特網、物流網十分發達，且兩者相互結合，故中國

網絡犯罪也隨之而起，故其有特別研究網絡法的學者專家。因網絡科技的

快速發達，網絡犯罪也隨之而生，故未來網絡法的也必定得制定完善。學

習、了解網絡法學，有利於我面對未來法律體系的變化具有更快的適應能

力，也能更了解其中一二。 

6. 國際關係與國際法 

  此類法律學科是人大的重點課程。隨著中國近日在國際舞台的地位越發

重要，與國際相關的法律實用性也越發增大，這些課程有助識中國與國際

互動的商業及法律層面，其視野也有別於學習國內法，顯得更加靈活且接

近市場對法律人才所期待的擁有專業領域。 

  並且，此門課程為國際關係學院所開，有別於台灣關於國際法的課程幾

乎都是法律系所開設，由國際關係學院所開更有助於我們從國際關係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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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國際法、國際原則，而不是直接教給我們原則、條例。老師於課堂講

授中，會補充許多國際法運用的案例，讓我們可以更融會貫通。 

  在人民大學學習是件很新奇、也很讓人享受的事情！對於長期在台灣念

書的我來說，已經習慣了台灣的教育模式、上課方法。在人民大學上課，

同學們大部分都帶上電腦，用電腦做筆記，而在台灣大部分的同學則是帶

著紙筆，我想這是跟老師的上課模式有關吧！大陸的老師上課通常都是用

ppt 上課，課本通常是學生回家自己看；而台灣老師上課的方式通常都是

用書，故學生們也都帶著書去上課。我想這就是兩岸老師上課的差異造成

台灣學生上課方式不同吧！ 

 

  和台灣的學生不同，大陸學生更會主動上課發言，且他們的統整能力更

為成熟。在許多課程中，老師會問問題，而學生們通常會主動舉手發言、

回答老師的問題，甚至是主動問老師問題。這相比起台灣，通常老師問於

我先認題，底下是一片沉默。且有些課程的老師會要求同學們課上討論後

上台和大家分享，這讓我見識到大陸學生的統整能力，讓我十分敬佩。 

  雖說大陸學生感覺能力普遍都很強，但我認為台灣學生比較願意空出時

間去做其他的事情，例如：社團、打工。除了課業的學習能力外，台灣學

生會有其他時間去參與社團、打工或者是去做和自己興趣有關的事情，我

覺得這是很棒的一件事！除了課業外，大學生應該要有其他時間去做夢或

是為夢想鋪路。 

  兩岸的學生面對學習、學習以

外的事務都有不同的態度，這是

我去交換中所看見的不同！我

覺得兩者都有對方互相借鏡的

地方，也有彼此可以效彷的態

度！ 

 

 

 

 

(四)旅遊活動 

  去北京的一學期中，除了去北京地方的景點外，還去了天津、西安、江

南和蒙古。在課本中曾經讀過當地的風景、樣貌，但實際去過後，更懂得

「行萬里路」的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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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北京旅遊 

0225 圓明園之旅： 

冬末去了圓明園，看見了一大片結冰的湖！這是台灣不曾見過的景色，當

下真的十分開心。圓明園中還有英法聯軍破壞後留下的殘骸，身在其中時，

好像可以感受到當時戰爭的殘酷。 

 

0227 故宮行： 

學校安排交換生和學伴一起出遊！很愛看古裝劇的我，對於「紫禁城」有

許多想像，每個劇中的場景真的出現在眼前時，內心有許多感慨和感動。

不 過 故 宮 的 人 潮 真 的 很 多 ！             

 

0305 南鑼鼓巷： 

北京有許多有特色的胡同，許多胡同都是清朝建築留下。南鑼鼓巷被規劃

成具有商業特色，故較繁華，如果想要看較原始、純樸的胡同可以到其他

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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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11 王府井： 

我覺得王府井是十分好玩的地方，有一個地區是有點古代風，賣小吃還有

烤蠍子。而另一區則是很現代化，有台灣的天福茗茶、coco，也有 forever21、

H&M 許多外國品牌，可以在一個景點看見許多不一樣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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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18 恭王府： 

清朝建築風。不過真正的恭王府已經在英法聯軍毀壞，現所見的恭王府是

後 來 復 建 的 。 恭 王 府 內 豪 華 ， 又 被 稱 為 「 小 故 宮 」。

 

 

0319 長城之行： 

長城之行也是學校安排的旅遊。有

句話是這麼說的「不到長城，非好

漢」，因此我們也來到了北京特別著

名的景點─長城。而上長城得爬上

十分長的階梯，出發前得好好練體

力。長城上的景色十分遼闊，下長城

的時候我們搭纜車，看到的風景又

跟爬階梯上來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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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01 七九八 798 藝術特區： 

一個類似台北華山、松菸的地方，裡面有許多展區、販賣展覽品的地方，

也有許多咖啡廳、異國餐廳等，可以看見北京看見藝術相關的景區，是一

種很新奇的感覺！ 

  

 

 

0406 玉淵潭賞花： 

每年 3-4 月許多人會至玉淵潭賞花，北京

花季沒有很長，所以要好好把握時間。玉

淵潭主要是有桃花和櫻花，還有一些其他

不同品種的小花，路上會有許多人戴花圈，

會覺得很有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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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08 北京野生動物園： 

北京擁有兩個野生動物園，我們去的就是其中一個。野生動物園內除了

有像台灣一樣的不同動物的展館，還有可以載著遊客進去野生動物區的

籠子車，在籠子車內可以餵棕熊吃紅蘿蔔外，還有老虎、獅子、斑馬、

駱駝等生物可以近距離觀看，是一個十分難得的經驗    

 

0416 北京九華山莊泡溫泉： 

和室友們一起至九華山莊泡溫泉，是因想在仿清朝建築的地方享受一次泡

溫泉的經驗，且九華山莊的藥泉有許多不同種類和功效，是一次很棒的體

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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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25 頤和園之行： 

每個月都去了北京以外的地方，所以拖到很晚才看到頤和園，裡面的建築

就跟之前看過故宮、恭王府感覺差不多，不過頤和園占地非常大，裡面的

植物、建築也都十分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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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西安之旅 0325-0328 

西安為十三朝古都，我們看了唐朝的華清宮、秦朝的兵馬俑，還爬了被稱

為「天下第一險山」的華山，縱觀我在中國的四個月，我最喜歡的旅程就

是西安了，在西安，我看了不同朝代的經典，也爬了金庸筆下華山論劍的

險山。歷史，彷彿一幕幕地又出現在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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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江南之旅 0422-0427 

我們於四月底至江南旅遊，看了西湖的雷峰塔、蘇州的藕園和瘦西湖、南

京的中山陵、烏鎮的小家流水還有上海的繁華，這趟旅程跨了兩個省、走

了許多地方，不同於西安，江南的小橋流水有一種唯美之感，好像更能體

會別人所說的小家碧玉的蘇州、大家閨秀的杭州，走過江南一遭，「上有

天堂、下有蘇杭」這句話可真不是誇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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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天津之旅 0521 

在北京隔壁的天津，也是拖了許久的時間才去的，和室友找了她以前在台

灣認識的南開大學的朋友吃飯，也去了義式風情區、梁啟超故居和古文化

風情街，只可惜我們去的那天天津之眼正在為修，在天津也看了許多不同

於北京的風景，北京較多的是清朝建築，而天津則異國建築較多，不同的

城市擁有不同的風景，在當地旅遊好像更能了解其中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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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蒙古之旅 0527-0601 

在還未至中國交換以前，我最嚮往去旅遊的地方就是蒙古了，對於草原、

騎馬有著無限的想像！雖然北京到蒙古要搭 30 個小時的火車，但蒙古的

景色真的超級遼闊，一望無際的草原上散落著一團一團的綿白，是乳牛、

綿羊和馬兒。我們也到了滿州里，那裏充滿了俄羅斯風情！第一次吃了水

煮羊肉，那無羊騷味、腥味的羊肉在口中化開，真是超級難忘的。第一次

騎馬在草原上奔跑，那更是不同的滋味了！ 

 

  不同的旅程，帶給我不同的感受，除了北京外，我走過了西安的歷史、

江南的煙雨、天津的風情和蒙古的遼闊，每一趟旅程都遇見了不同的人、

感受了不同地方的風俗民情、看了不同的歷史和風景，即便到現在，我仍

能深刻回憶起在旅行中我的感動！不管是對旅伴們相依為命的感謝、還是

對歷史文物的感嘆、抑或是對自然風景的體會，每一分我都深深地收藏著！

走過不同的城市、認識了不同的人，我才能好好地認識這個地方，好好地

喜歡這個地方，好好地感謝每個城市所帶給我的不同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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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給未來交換同學的建議 

1. 北京的冬末還是零下，但是不會太冷，防寒的衣物可以不用帶太多，

大概三四套就可以，因為冬天衣服非常難帶，所以以實用為主！ 

2. 北京的霧霾是滿嚴重的，可以不用從台灣帶口罩去，因為台灣一般所

販賣的口罩是防不了霧霾的，可以至當地在去屈臣氏或是家樂福買 3M 專

用防霧霾的口罩！ 

3. 冬天去的時候室內還有暖氣，很溫暖！不過到一個時間點會斷暖，每

個城市斷暖的時間好像不一樣，若剛好在斷暖時間附近去旅行的時候記得

特別注意天氣狀況。還有，就算初夏去旅行也要注意當地天氣，高緯度的

地方真的非常寒冷！ 

4. 如果自己有固定使用的國外牌子記得好好帶去，台灣常見的國外牌子，

運動品牌像是愛迪達、Nike，美妝品牌像是 etude house、innisfree，

在中國的價格都比台灣貴上許多！不過中國的國產品牌價格是滿平價的！ 

5. 到當地可以好好找機會認識當地的同學，其實大部分的時間都還是跟

台灣的同學、室友在一起，所以其實很難特別認識人大的同學！(如果是

分組報告比較多的專業可能比較有機會，像是法律系通常都是繳交個人報

告，所以比較少機會跟當地同學交流。) 

6. 記得從台灣帶好自己平常需要或是可能需要的藥品，畢竟至當地可能

買不到、或是看醫生可能比較貴，像是胃藥、感冒藥、止瀉藥、止渴藥等，

如果有打算去路程較長途的旅程，則可能需要暈車藥；如果要去比較高海

拔的地區，像是西藏、青海，可能會有高原反應，則需要買紅景天，台灣

似乎有賣膠囊，在人大校醫院則是有紅景天的實體，可以泡來喝！ 

7. 淘寶真的很好買，所以大家要節制阿！不過，其實重點是，因為中國

網絡很發達，所以大家要小心詐騙可能發生，如果有疑問，可以詢問學校

港澳台辦公室的人員！ 

8. 課程可能會有要繳交報告的需求，所以可能要詢問老師是否可以使用

繁體字！ 

 

(六) 結語 

  結束了這次的交換，回想那短短的四個月，發生了許多事、也體會了以

前不曾有的經驗，很感謝這趟研習中所有幫助過我的朋友、同學、老師、

父母，甚至是一面之緣的陌生人，如果少了任何一個人，我的研習都不會

這麼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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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是課業上還是旅遊上，我都有十分意外的發現，發現另一片土地的

美好、發現不同於以往的自己。交換結束了，但在我心中的那份感動並未

隨之結束，它永遠長存我心中！中國人民大學，我畢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