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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研習報告 

交流學校：上海同濟大學法學院 

 

這篇交流報告是 2016.09-2017.01 到上海同濟大學交流，及大陸旅行生活的總結和心得，

希望對也到同濟大學或赴陸交流的同學提供小撇步能有些幫助。 

 

壹、同濟大學 

一・為什麼選擇上海 

同為兩大發達城市，最初在北京或上海的學校猶豫，但看了帝都煙塵瀰漫伸手不見五

指照片，選擇迷幻但有藍天的魔都。上海高樓大廈之多，豔冠他亞洲城市，但真實居民生活

絕非如此光彩鮮明，倒也切實中國政府強力推廣的“中國夢”。 

二・同濟大學印象 

 同濟大學是屬於 985、211 工程知名高校，其中建築學院最為突出，有“北清華南同

濟”之稱，汽車學院也有相當名氣。因為是工科學校背景，法學院並不突出，也配合工科專

業，知識產權課程較強勢。同濟大學主要有兩個校區，四平路的校本部和嘉定校區，若能選

擇，建議選四平校區的學院，嘉定離市區較遠，反而更靠近江蘇，據說手機信號也是接收到

蘇州的電信。 

 滿懷期待與緊張來到同濟大學，大於想像的校園，排排梧桐綠蔭，舉手的毛澤東像，

形象各異的幾棟建物。學伴領我認識校園幾乎暈頭轉向，這裡是食堂，那裡也是食堂，食堂

可真多呢，是我對同濟的第一印象。 

 原來同濟素有「吃在同濟」之美名，四平校區有數個食堂，有夜宵大排檔與烤串，還

有火鍋燒臘和韓國菜，吃遍各食堂，感受在同濟的學生很幸福呢。感謝學校安排學伴，帶我

度過初來的不適應與不安，也和學伴、同一個學伴的台灣交流生結為好友。 

 

三・校園生活 

從彰武校區宿舍宿舍到四平校區約將近一公里路，除了買台二手腳踏車也可以用租

的，類似台灣的 ubike，不同的是公用腳踏車沒有固定停放位置，要租用前先用 app 看附近

有沒有空車，有的話就可以使用，使用完畢可以停在任何地方，也可以停在宿舍樓下。如果

是買腳踏車，大約 150 元人民幣可以買到好一點的二手車，平時一定要記得上鎖，盡量停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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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區裡，附近小偷不少。每個學生有一本學生證和一張校園卡，校園卡同時是宿舍門禁卡，

也是繳納電費和食堂餐費的充值卡。 

 短短半年交流生活，就像擷取大學四年精華於中。平時在中德圖書館佔位讀書，趁著

傍晚一小時的離座時間頂著寒風兜著衣領走到自選餐廳吃晚餐，飯後散步消食到酸奶屋喝一

杯，再回到圖書館直到放起晚安音樂，才牽了腳踏車抖嗦著身子回彰武。平常上課的日子如

此消磨時間。一到放假，背起行囊，約了或不約朋友，出門歷險享受大川大江風光。 

  

四・宿舍 

在四平校本部的港澳臺交流生都住彰武校區宿舍，彰武宿舍是研究生宿舍，樓層越

高，宿費越高。室內條件比本科宿舍好一點，兩張單人床、獨立衛浴和陽台。電費是充值

式，不開空調一週電費約¥50 人民幣。浴室裝有熱水器，冬天大約開 2 小時可以洗 10 分鐘

熱水澡。宿舍有洗衣房，一次¥5 元人民幣。也有認識的研究生在房裡裝了台洗衣機。 

 從沒住過宿舍的我體驗有室友的日子。宿舍生活如同想像，雖然不是太適應無隱私的

空間。但偶與室友整晚暢聊，半夜斷電大聲悲嘆，或買塊野餐墊在房間約朋友聚餐小酌，少

時鄰居敲門嫌吵。度過這些歡笑也多、抱怨也多的日子，才算完整的大學生活吧。 

 

五・修課 

 開學之初，圖書館將近無虛席，個個同學都辯才無礙口條清晰，大部分還做得一手好

ppt，普遍都有實習經歷。相較台灣，上海學生的實習風氣更盛，企業公司也更願意釋出機

會攬留人才，而在台灣想到知名企業實習缺是相當不易。 

我來的學期上課週數為 17 週，第 18.19 週是考試週，選課時課程表上會顯該課程評

分方式是考查或考試。考查是指老師決定考試或報告，有考試會在最後的上課週考。如果課

程評分方式是考試，學院會另外安排考試時間。 

 交流學期選了五門課，共十學分。有些課程會壓縮為半學期，每次上課時數延長，有

實習需求或想安排出遊可以藉此管理時間。大陸學生的上課情形與台灣差不多，一樣會有人

翹課滑手機，且法學院學生不習慣帶法典上課，大多數用手機查法條。然而大陸學生相當努

力，剛開學的圖書館就近乎滿座。另外不推薦來此選體育課，因為體育課要求學生刷段，也

就是除了上課，要求學生一學期至少運動一定時數，需要刷卡證明。 

 修課還需注意的是不是每個老師都會將上課用簡報給學生，如果有會傳到開課那屆的

班級公共郵箱，帳號密碼要詢問同學。 

1.國際金融法 

 有宏觀國際金融也有微觀部分，沒有學過大陸合同法也沒關係，基礎法理相通。有票

據法、保險法、公司法基礎較容易上手。上課有許多案例分析。 

2.案例研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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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指定行政法案例，學生選擇報告，一堂約 5 個學生報告，老師講評。非報告案例

也需要事前讀過，會抽問。這堂課讓不是選擇公法方向的我，第一次讀這麼多公法期刊和論

文。大陸的法學資料雖然版面陽春，卻比台灣慣用的易操作與注重使用者經驗。較常使用的

有北大法寶，百度文庫、westlaw 中國版，用同濟 ip 登入能免費下載文檔。 

3.法律診所 

 類似法律扶助課程，前幾屆會帶學生去實習，這屆因為時間安排只在教室授課。授課

教師是執業律師，注重法條應用，上課會分享正在處理的案件。考試方式是分組報告盡職調

查（due diligence) 和法律意見書。老師相當照顧台灣學生，一些不同用詞會特別解釋，偶

而也會提到台灣法律，老師曾言崇拜王澤鑑老師。 

4.歐洲聯盟法 

 原本由特別親切的退休教授上課，後來老師住院，改另一個老師。上課方式是簡報講

授，學生報告考評。主要講授歐洲共同體組織架構，與歐共條約中反傾銷反補貼部分。 

5.環境資源法 

 上課方式簡報講授，最後一堂課會讓學生拷貝簡報檔。考評是分組報告和筆試。上課

重點擺在國際環保協議， 起源與因果關係，及為何各國立場搖擺不定，議定書效果為何不

彰。 

6.庭審觀摩 

 大陸法庭也是審判公開，然而法院不能隨意參觀。需要預約、經過兩重安全檢查，還

得有大陸身分證。某堂庭審觀摩課，大陸同學將名額讓給我，才有機會得以避開身份限制登

門旁聽。用一個詞形容就是門禁森嚴。當時聽的案子是偽造公文書，被告認罪。首次聽到檢

察官對被告道德教誨，要被告重新做人切莫再行犯罪行為， 旁邊同學竊竊私語檢察官好像

電影裡的正義化身，算是蠻奇特的體驗。 

 

六・社團 

1.攀岩社 

 在同濟朋友的邀請之下加入攀岩社，又一傳十、十傳百，不少台灣交流生也在攀岩

社。攀岩社的社費為$50 人民幣/學期，主要會用來買滑石粉。回到台灣後也想繼續攀岩，

台北運動中心的價錢為$100 台北/小時，所以加入社團真的很划算呢。攀岩的樂趣在於，每

次比上回爬的更快更難，看似阻礙不通的路線，竟轉個姿勢換只手就能順利跨過，嘗到達標

的成就感。 

 

2.復旦法援社 

 除了同濟的社團，也加入復旦大學的法律援助社，較可惜的是同濟無同類社團。社團

的主要業務是法院排班和社區法律中心排班。法院排班工作內容是批上訪狀。但因為我沒有

大陸身份證，不能排班法院工作。一次到虹口的社區老年人法律援助中心協助律師諮詢，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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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詢的人，通常也不是太困難的法律問題，更多時候是陪他們說說話，聽他們的故事。然而

大多數以上海話溝通，除了「轄牙」之外什麼也不懂，對我的確是一大挑戰。 

 

七・buddy program 

 同濟大學的港澳臺辦為每位交流生都配有學伴。學伴會在學期先聯絡，安排接機事

宜，協助採買生活用品、認識校園等。這些志願者學伴們都曾到台灣交換，對台灣人有一定

程度的理解。很幸運我的學伴豪爽熱情還懂吃懂玩，不僅學校附近美食小吃信手捻來，上海

周邊遊玩還能充當導遊，可謂多功能學伴。一開始不理解事多沒錢花時間的學伴苦差役怎麼

如此多人願意擔任，然而異地要安頓生活、選課乃至小麻煩大困難皆有學伴幫忙照料，受到

照顧的地方太多了，基於感恩與回饋，所以交換生們回國後才會那麼義無反估的當志願者角

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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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彰武宿舍房間 

圖 2.房間窗景 

圖 3.堆放在宿舍門口的雙十一光棍購物節包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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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上海生活 

一・銀行卡 

 四大銀行在同濟附近都有，與學校合作的是農業銀行。刷農行卡可以直接在校內加值

機充費校園卡，若是其他銀行也可透過支付寶轉賬。出於風險分散，建議可以多辦一張銀行

卡，其中一張綁定支付寶，另外一張收台灣的匯款。因為支付寶的登錄可以使用手機接收驗

證碼，如果手機遺失，那是相當麻煩。另一個理由是，控制花費囉，淘寶的確會讓人買得太

忘我，還有宿舍良伴-外送 app，很容易花了多少錢都不記得了。 

 離開大陸若想保留銀行帳號，農業銀行不收管理費，工商銀行是存款 300 元以下每年

收 12 元管理費，半年無使用會凍結帳戶，需臨櫃解凍。由於銀行帳戶實名制，須留有手機

號，如果更改為台灣手機號碼，大多數功能無法使用。 

 

二・手機卡 

 同濟聯合廣場有中國移動的門市，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學校的教育超市二樓也可以買

中國聯通的手機卡。聯通的 4g 網路較划算。移動一個月資費¥50 有 700mb 流量，同樣價

錢聯通有 2gb 流量。如果有申辦校園網路，校園網本身就是中國電信的手機卡，校園網可

在宿舍接線上網，也可以連校園 wifi。 

 回台灣後若想保留大陸手機號，可以選擇停機保號，每月 5 元管理費。如果不保留，

建議要把支付寶帳號和其他手機號註冊的帳號註銷，尤其是實名制帳號（例如支付寶、去哪

兒），銀行也需更改手機號碼。因為電信回收手機號碼後，再賣給下一個人，等於擁有自己

原本的支付寶帳號，而支付寶的安全級數卻不高，只要有註冊號碼就可以更改密碼。 

 我的做法是保留銀行卡也保留手機號，每個月用支付寶餘額匯一元進銀行帳戶避免凍

結。 

 上海是扒手很多的城市，或許所有的大都市都有這個困擾。有個交換生錢包被偷兩

次，有的剛買的 iphone7 在公車上被撞一下就消失了，有人手護著包包，仍在地鐵上被

扒，還有人聽著音樂散步，手機也會被摸走。而我，在大陸買的手機放在外套口袋，過個馬

路手機就沒了。當時有馬上報警，等到警察開車來案發地，卻要我自己去派出所報案，還得

攜帶手機購買收據證明手機屬於我。所以手機被偷其實是怨天無人的，沒什麼機會能找回

來，或許當下使用徐找手機功能還有點機會，但在扒手關機之後，可能性微乎其微。 

 手機遺失首要做的是，打給電信將自己的號碼停機，因為支付寶、銀行卡、和大多數

app 都是綁定手機號。再來將支付寶功能停用，更改微信密碼，若不放心，也可以停用銀行

卡的手機銀行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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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東方明珠上俯瞰上海 

圖 5.武康路地標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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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旅行 

一・交通票 

 通常使用去哪兒（qunar)、攜程訂飛機票或火車票，中國鐵路局的官方 app 是

12306。有消息說今年開始新式台胞證購買火車票可以機器取票，就不必大排長龍等待人工

櫃檯領票。航班票價浮動迅速，鐵路票價則固定。幾次購買的經驗是，凌晨的機票比較便

宜。如果買廉航春秋航空，得注意有沒有附加托運行李額度，如果機場臨櫃買行李重量會貴

上許多。 

 鐵路主要分成高鐵、動車、快車，座次分成軟臥、硬臥、軟座、硬座。軟臥是四人包

廂上下舖，價格最高也最舒服，有車廂管制，無車票不能進入。硬臥是三層床舖，下層最方

便但是會被踩來踩去，中層床舖挺尷尬，因為高度剛好是行人走過眼睛視線角度，上層較不

易上去尤其是背著行囊且裡天花板高度不夠坐起，但隱私性最佳，軟臥車廂也有管制。軟座

類似台灣自強號的椅子，也有車廂管制。硬座價格最低，但是人流量大，沒有車廂管制，安

全性較差，且椅背不能調整，長途旅行會很不舒服。雖然鐵路都有禁菸宣導，但是硬臥僅是

貼張紙呼籲禁菸，進到廁所迎面而來的大量二手菸使人發暈難受。 

 至於長途巴士買票較不容易，因為去哪兒或攜程的巴士票務沒有開放台胞證號碼購票

（實名制），需要事先查長途巴士的發車站，再到車站官網買票。例如從上海南站到黃山，

去程票在上海南站網頁買，回程票從黃山公路的網站買。 

二・訂房 

 多數利用去哪兒攜程或螞蜂窩訂房，每個訂房網的配額、價錢不相同，得多方比較。

且大陸很多旅館甚而青旅只接待內賓，也就是持有中國身分證的公民，但不一定會在訂房網

顯示這項限制，如果訂了無法入住訂房網不會退款。後來發現使用 booking.com 或 agoda

等國際訂房系統就可省去這項麻煩，而且好幾次享有最優惠價格的都是 agoda。 

三・門票 

 旅行最省不了省不得的就是門票了，掏錢買門票才會想到在台灣玩多幸褔，連國家公

園都不收費。大陸景點通常有學生票，一般國際學生證、校園一卡通、同濟正式本科學生

證、台灣學生証可以使用，但不保證。除了學生票，有時候大眾點評、去哪兒的團購票會更

優惠。買學生票最推薦使用國際學生證，因為上面不會註明是本科或研究生。校園一卡通沒

有鋼印，適逢節日票口會較嚴格不收。至於同濟學生證，因為交換生的註冊章只有一個學

期，偶爾會遭受質疑。台灣學生証只能碰碰運氣。但是在大陸學會討價還價，時常多費唇

舌，票口不會太過為難。 

  

四・行腳紀錄 

 剛好選了幾門半學期的課，多了不少閒暇時間，不敢說走遍上海，但重要景點、深街

小巷皆踩點在記憶裡留下記號，最喜歡漫步武康街，仰望法租界的浪漫和吃遍網紅店，也喜

歡靜安寺愚園路散步，藏有老上海小吃，細細體會張愛玲筆下的上海繁華與哀愁。也遊歷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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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在電視和課本上的城市，蘇州、杭州、南京、西安、張掖、敦煌、哈爾濱、成都。每一個

城市都印象深刻，擁有獨特的風土人情。每一眼是感動與滿足，每一口是驚艷與不能忘懷。

此時就很羨慕大陸同學，讀書萬卷哪勝出門即天下。 

1.蘇杭 

 「上有天堂，下有蘇杭。杭州有西湖，蘇州有山塘。」似乎自古以來蘇杭就被並列而

稱，其實兩地並不近也不同省，菜系分別是浙菜和蘇菜。當然以幅員廣大的中國看來，兩地

不過是地圖上小指頭的距離。很多交換生也選擇蘇杭排在一次旅行到訪。蘇州看園林，拙政

園、獅子林，蘇州園林博物館。有些人為解思鄉之情，也特地到蘇州誠品一遊。 山塘街目

前是觀光客街，各式小吃羅列街頭，不乏知名老店與排隊人潮，乘興也可搭船遊江賞夜。想

避開人潮可以去平江街，也有眾多小食與個性小店。若在秋天，可以安排到陽澄湖吃大閘

蟹，陽澄湖景色優美，出租車駛進湖區，恍然誤認歐洲。遊人不多，大片青綠偶見綿羊，樹

林冠披秋色。難得陽光掃過湖面，折射葉面，再打散在臉面，刺出露營一晚的欲望。大閘蟹

個頭小小的，蟹膏鮮美，來一聽店家自釀酒，舒舒服服的一餐。飯後環湖騎行，實在太愜意

自得。從上海搭高鐵到蘇州只要半小時，而到上海屬地的上海後花園崇明島卻要三個小時，

陽澄湖不失為一個郊遊踏青的好選擇。 

 第一次去杭州於中秋假期，G20 峰會剛結束， 交通動線紛亂，遊客滿街，不是很好

的印象。聞名的蘇堤適逢天雨，成了傘堤。摩頂放踵行人堵住湖光，徒見對岸高樓燈火。龍

井倒是值得前去，綠意盎然山靈毓秀，以及好吃的農家菜。雖然度涉九溪十八澗時手機喝了

養出龍井好茶的溪水，我也與龍井土地親密接觸，但是不改對龍井的喜歡。第二次去杭州，

待在西湖北面靠近浙江大學玉泉校區那側，避開群人聚集的雷峰塔，離白娘子許仙相遇的斷

橋稍近，才體會書卷中煙雨江湖的靈氣，明白古今墨客為何對西湖念念不忘。 

 

2.南京 

 「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剛好住在烏衣巷口，雖有王導謝安紀念館但

不見飛燕往復，換個季節或許可見金陵六題之景。說到南京就連想江寧織造的紅樓夢，曾為

六朝古都，南京的確文藝系氣息稍重，市區美術館博物館林立，菜色也比隔壁鄰居上海精

緻。南京似是沾染六朝的不羈，整個城市也相對晚睡晚起，晚上九點多江南貢院、夫子廟景

區依然燈火通明遊客絡繹不絕。走在秦淮河畔，立足貢院相看對岸酒樓，食客歡笑映上江

面。聽說明時與貢院隔江對望的盡是青樓尋花處，頗有古今對照之色。 

 

3.成都 

成都之行最深刻之事莫過於，明白不要一個人去成都玩。滿街的成都麻辣火鍋，容不

下隻身背包客落座，只能聞香嘆息，怎麼就沒人發現個人小火鍋的商機呢。成都果真是熊貓

產地，懶散悠閒，流行在茶館吃茶，生活節奏走路步伐也慢上海許多，或許經營生活的態度

才養出嗜辣卻生的白淨清秀的成都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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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哈爾濱 

哈爾濱又名東方小巴黎，倒覺得這是個流淚的城市。也許不少人對哈爾濱的想像是俄

羅斯風情，路上盡是俄羅斯人走動。實際上甚少見到金髮碧眼的臉孔。曾經哈爾濱不只是個

有歐洲建築異國風城市，而是道道地地落座東方的歐洲都市。如今那些精細雕琢下的教堂被

觀光客佔領，還掛上俗爛的霓虹燈、架起售票台。然而離中央大街稍遠的教堂仍保有生活

感，傍晚的大媽廣場舞、大叔鬥陀螺、聞鐘聲飛揚群鳥，少了宗教的莊重肅穆，多了點人間

味。 

 

5.西安 

「給我一天，還你千年」作為陝西歷史博物館的口號震撼人心，唐代的藝術珍寶精美

絕倫。但一次逛完四個展廳接收資訊量太大，腦袋發昏腳步虛移，卻滿足的不得了。西安不

愧為千年古都，在唐代華清宮遙想唐玄宗與楊貴妃的愛情故事，到被栩栩如生氣勢輝煌的秦

時兵馬俑折服，居然可以在一天之內見歷到，還好運的遇到秦俑發現人呢。不過這兩處五 A

級景點也有個知名旅遊陷阱，華清宮門內有販售酥餅，導購信誓旦旦的稱，這餅是貴妃酥，

混合了幾種雜糧穀物，是風華絕代六宮粉黛無顏色讓唐明皇三千寵愛集一身的楊玉環最愛的

小點。同樣的東西到了兵馬俑博物館，搖身一遍改名秦皇酥，秦皇御用點心，導購依然說，

只此一家，過了這村就沒這店。其實過了這一家，到處都是店，到了哪個景就取什麼名，至

於味道，嚐不出和義美蛋捲的區別。 

 

6.敦煌 

 「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千年後西行關口刻著「新栽楊柳三千里，引

得春風度玉門」，雖然不再是孤城長征人不還，秦時明月漢時關仍佇立荒漠。月牙泉是絲路

的明珠，莫高窟、西千佛洞是佛教文化的見證，歷代壁畫塑像各顯當朝審美。兩趟飛機兩趟

火車，途經山西、蘭州、張掖才抵達西出陽關前最後的都市，並不舒適，但在 bucket list 上

劃掉一項，心滿意足也心懷感激。物換星移的嘆息，飛沙恆在的蒼涼，敦煌就是這麼矛盾又

美妙。為了瞻仰鳴沙山的星空，躲在月牙泉的廁所取暖直到溫度陡降寒意滲骨，還是不見幾

顆星。再去的話，會選在能夠露營的季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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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蘇州大學東吳老校門 

 
圖 7.與旅伴攝於敦煌雅丹魔鬼城 

 
圖 8.哈爾濱外郊雪場-二浪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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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多數交換生都有共識，交換不只是接觸學校課業，遊歷體驗也是重要一環。語言相

通，大陸交換生活常被認為除了生活的不適應，並無太艱難，實際上因為口音方言駁雜，常

常面臨雞同鴨講的情況，心理上確是感覺完全陌生的國度。甚至每一次出行都是跳脫舒適

圈，非習常的景色風土人情，並不完全信任的交通工具，每次也懷著忐忑的心，保佑平安出

行平安回家。而政治因素的複雜性，台灣人得特別小心行事注意言行用詞。 

雖然路上依然常見飛車吐痰、隨地便溺，難免閃避不及惹人嫌惡。但大陸人耐苦韌

性、隨遇而安卻是習慣安逸的台灣人所沒有的特質。在東北遇到路面結冰，高速公路封路，

若不及時趕到火車站，恐怕要在遊覽車上過夜。旅伴和我緊張焦慮，深怕回不了哈爾濱，其

他旅客相當淡定沈穩，似乎早做了最壞打算，不但不責怪還反過來安慰巴士司機。 

五個月上海同濟生活心得，有新鮮的愉悅，也有想家的寂寞。從有點聽不懂上海人口

音，到熟悉如常，甚至模仿腔調。因為知道待在上海的時間如此短暫，比以往在台灣時更勤

於參加講座、加入社團、不放過任何活動，抓緊時間開闊視野，珍惜所有有緣認識的朋友。 

今年一月 2 號買盆漳州水仙花擺在同濟宿舍陽台種養，養一個月水仙遲遲不願開花，

離開上海的隔天，室友發照片來告訴我水仙開了。室友問可不可惜，其實不，因為好好照顧

了，或許有了盡人事的努力才有聽天命的豁達。在大陸幾乎每到一個城市會寄明信片給自

己，最後一張是從上海寄，上面寫“玩樂半年，除了拓展眼界，也要有智識增長”，不管身

在何處，如後也這般期許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