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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
在北京的⽣活了⼀段時間，從⼀開始

的陌⽣到最後的不捨，冬末春初的這個季
節，是我在⼤學⽣涯裡⾯難忘的⼀段⽇⼦

在確定要到北京交換時，我曾問⾃⼰，

這真的是我要的嗎︖離開⾃⼰熟悉的台北，
離開⾃⼰的舒適圈，會不會不適應或是不

開⼼︖幸虧當時身邊的同學、⽼師、家⼈
不斷⿎勵我去探索世界，讓我對⾃⼰有了
⼀點信⼼，還記得，初到北京的時候，空

氣中尚飄著⼀絲冷冽的空氣，清華校園腹
地之⼤，逼得我不得不學會騎⾃⾏⾞，騎

⾞時，若不戴上⼿套和帽⼦，⼿和⽿朵必
會被⼀路上的風刮的泛紅，對於怕冷的我
來說，無疑是第⼀⼤挑戰。

!    
爾後開始了清⼤的學⽣⽣活，在18學

分的課堂之中，我結交了許多好朋友，他

們幫助我適應校園的⽣活，也帶我更認識

清華、更認識北京，交換的期間，我學會
使⽤⽀付寶還有微信的便捷付款⽅式，也

利⽤實名制的購票⽅式搭乘了好幾次的⾼
鐵在⼤陸各地旅遊，從北京、青島、蘇州、

杭州、西安、上海和內蒙古，我⼀共去了
七個不同的地⽅，也在旅⾏中留下了許多
美好的回憶，這段⽣活中，雖然⼀開始有

很多的不習慣，但萬事起頭難，當我逐漸
熟悉這裡的⽣活，⼀切都變得很新奇且值

得細細品味、探索。
最後，我希望看了這份交換⼼得的同

學，如果你對於學分的計算或是這裡的⽣

活適應上有所顧慮，我的建議是，請開始
撰寫你的交換動機申請書吧！不需要擔⼼

會不會後悔，因為在你來到這裡之後，會
探索到的不僅是不⼀樣的⽣活，還有更有
不⼀樣的⾃⼰。

    �

⼀、進入校園前的準備

⼀開始我按照學校所安排的接機⽇程
到達北京，所有交換⽣會在機場集合統⼀

坐⼤巴到學校，並開始在留學⽣公寓22號
樓辦理入住⼿續，校級交換⽣的部分，清
華的國際處會替我們辦好在⼤陸所需要⽤

的中國銀⾏銀⾏卡，也就是說，⼀到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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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可以把錢存進銀⾏，之後⾃⾏辦理了⼿
機號碼之後，就可以開始綁定⽀付寶、微

信、淘寶等線上⽀付的app，請務必記得留
⼀點現⾦在身上，購買入住宿舍需要⽤到

的寢具及⾃⾏⾞，我個⼈在清華遇到的問
題是，將⼤部分的存進中國銀⾏的銀⾏卡
之後，發現還沒有辦法去中國移動電信辦

理⼿機號碼，所以也無法綁定任何⽀付
app，學⽣證也因為中國銀⾏本身系統故障

⽽沒辦法充值⾦額和提款，所以⾯臨了現
⾦不⾜但也沒辦法把錢領出來的狀況，這
點請⼀定要注意！

最後要提醒的是，不管在⼤陸的哪裡，
請務必帶著台胞證以及證件照以備不時之

需，無論是辦理入住宿舍⼿續、辦理⼿機
號碼和旅遊住宿酒店時，台胞證都是證明
身份的重要物品，再來就是學⽣證也請務

必隨身攜帶以⽅便證明你在⼤陸久留的⽬
的。

!
上學時段的塞⾞景象

⼆、⽣活在清華

宿舍的⽣活和在台灣並沒有什麼區別，
唯⼀要習慣的是洗澡⼀事，⼀間淋浴間有

三個位⼦，每天早上七點到九點以及晚上
的五點到⼗⼀點會供應熱⽔，這對在清華
的⽣活上是⼀段很重要的時間！只要錯過

了這段期間，就有可能要在冬天或是初春
洗冷⽔澡！是⼀件很⾟苦的事情，至於沒

有隔間，可能會看到隔壁同學的身體則不
是⼀個很嚴重的問題，總歸⼀句話，習慣

就好！洗澡的時候嘗試與隔壁同學聊天，
未必不是⼀個認識新朋友的好選擇，作為
交換⽣，對校園⽣活必定有很多不熟悉的

地⽅，說不定也可以在洗澡時解決很多問
題呢！

!   
必備的洗澡卡                                                             

整個清華校園是⼀個⼤學城，無論是

銀⾏業務、⽇常⽣活⽤品採購或是娛樂，
像是看電影、聽⾳樂會，都可以在校園裡
⾯滿⾜，⾸先，⼤家⼜中的C樓是⼀棟弧形

的建築物，裡⾯有學⽣超市可以購買所有
的⽣活⽤品(包含寢具、食物、衣服等）、

中國銀⾏（開學的時候必須激活你的銀⾏
卡才可以開始使⽤，可以在此辦理）、中
國郵政、地下室書局（⼤部分的清華學⽣

在此購買書籍），其中最重要的事學⽣公
寓管理處，無論是洗澡卡或是洗衣卡都要

在此充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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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樓與紫荊操場的晚霞

如果你喜歡聽⾳樂會，那麼清華的⾳
樂節⽬將會滿⾜你所有的需求，只要關注

校園的微信公眾號（類似粉絲專⾴），就
可以獲得許多演出訊息，清華有許多表演

場地，⼤部分都會在蒙民偉⾳樂廳及新清
華學堂舉辦，且學⽣享有學⽣票價，通常
⼀張⼆樓的票價只要20元⼈民幣，我在清

華聽了至少五場的⾳樂會，有些節⽬很搶
⼿，所以必須準確地掌握購票訊息並在開

票當天去⾳樂廳售票⼜排隊搶票，才能搶
到便宜且位⼦又好的⾳樂會⾨票。如果你
喜歡看電影，那麼就不能錯過熱⾨院線⽚

在學校⼤禮堂的上映時間！基本上⼤禮堂
播放電影的時間都在每週三、週四的晚上

六的和晚上八點各⼀場，學⽣票價只要20
元⼈民幣，以北京的電影票價⽔準來說算
是非常實惠，我在清華⼤禮堂⼀共看了三

場電影，需要注意的是，因為票價是統⼀
的沒有固定坐位，所以必須提前20分鐘左

右到現場排隊，才能找到⼀個比較好的位
⼦。

!  
蒙民偉⾳樂廳及新清華學堂

清華也有許多咖啡廳，⼈⽂圖書館的
⽂圖咖啡、照瀾院的⼗年咖啡、荷塘⽉⾊

咖啡等，都是適合討論課業和沈澱⾃⼰的
好地⽅，我時常在課餘的時候到紫荊書咖
做報告和讀書，如果你也喜歡在咖啡廳讀

書的感覺，不妨在清華校園或是五道⼜附
近找⼀家⾃⼰習慣的咖啡廳享受⼀個⼈的

世界。

!    
荷塘⽉⾊⼀隅

三、食在清華

清華校園的食堂很多，⼀般學⽣的早
餐習慣在清芬食堂解決，午餐就依照個⼈

的喜好選擇食堂，由於政府有補助清華學
⽣的伙食，在校園的每⼀個食堂伙食費都

比台灣便宜許多，食量⼤的男⽣只要花10
元⼈民幣就可以吃得很豐盛又有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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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許多⼈會擔⼼北京的食物會不會過
於油膩⽽造成身體不適，我的經驗是，北

京的食物味道不比台灣美食且較油，但只
要幾天之後，腸胃就會⾃動適應這些食物

因此不⽤過於擔⼼伙食問題。

!   
食堂菜⾊之⼀

!   
⽔果攤：開到晚上⼗⼆點

如果有習慣吃⽔果的同學，可以在學

堂路上或是觀疇食堂的地下室找到⽔果攤，
在我⼀到清華的⼆⽉份，正式砂糖橘盛產
的季節，北京的⽔果非常甜，每天我都得

吃上五顆砂糖橘才滿⾜！到了春夏交際，
西瓜盛產的季節，食堂或是⽔果攤都會有

很多西瓜，在清華，常常會看到許多同學
抱著半顆⼤西瓜，把它當成正餐在吃呢！

四、學在清華

清華的學習風氣⾃不待⾔，校園裡有
許多圖書館，從最⽼舊的⽼館到最新的北

館，都是讀書⾃習和尋找⽂獻資料的好地
⽅！我最常待在北館的個⼈間，只需要在

學校的網站系統上登記預約，就可以在個
⼈間的空間裡⾯⾃在讀書，⼀次最長可以
預約的時間是四⼩時，在結束前⼆⼗分鐘

可以再次續借，如果習慣和⼀⼤群⼈⼀起
努⼒讀書的⼈，也可以在外⾯的⼤桌讀書，

圖書館裡的空間很⼤，不需要擔⼼有位⼦
不⾜或是空間不夠的情形。

!    
新清華學堂

!    
北館裡的個⼈間

在法律系的⼤多數課堂上，可以看到

⼤家普遍會帶著電腦上課做筆記，將講課
內容體系話地記錄下來是需要花⼀段時間
學習的功夫，我個⼈認為這種上課的⽅式

有利有弊，好處是可以很快地將筆記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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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且容易複習，壞處是減少了書寫的機會
且電腦的誘惑較容易使上課時分⼼。

在這裡，我想推薦法律系的交換⽣幾
⾨課程，第⼀⾨是楊⾃然⽼師的普通法概

論課程，普通法概論課程就是東吳裡⾯所
學的英美侵權、契約再加上衡平法的綜合
課程，⽼師的學術涵養非常豐富且同時他

也是台灣⼈，其⽗親是曾任東吳法學院院
長的楊楨教授，因此與東吳也有幾分淵源，

上課的⽅式幽默風趣，⼗分受到清華學⽣
喜愛，在這課程中，⼀個禮拜平均讀五到
八個案例，上課時，⽼師不會⼀⼀的深入

講解，⽽是直接切入重點說明，再搭配其
他的⼩案例做舉例加深我們的印象，因此，

課前閱讀案例的過程非常重要，由於⽼師
留學澳洲，因此在他的課程中也會搭配⼤
量的英國和澳洲案例，這些案例是在東吳

學習英美法時比較少⾒的案例。
第⼆個要推薦的課程是陳建民⽼師的

知識產權法，陳建民⽼師是專利實務界的
資深⼯作者，他的課程通常不會有太多的
理論學說，必須事前閱讀教科書的內容再

去上課，⽼師在課堂上主要都是從實務案
例出發，闡釋知識產權法裡⾯的基本概念，

⼀個學期之中，課程內容會涵蓋著作、專
利及商標，每⼀週⽼師也會將⼀些思考題
上傳至網路學堂，供我們做思考練習，若

是有不懂的也可以直接寄郵件給⽼師討論，
⽼師都會很有耐⼼且詳細的回答問題，期

末考的部分是申論題，⽼師會給⼀到三個
完整的案例，通常與課堂的案例無關，會
從近期的時事中挑出與知識產權有關的案

例，因此課外的新聞吸收也非常重要，⽬

前推薦的有知識寶、中國知網等有關知識
產權法時事新聞的網站。 

在清華，要完全掌握課程資訊必須善
⽤清華⼤學的網路校園⾨⼾系統，系統中

會顯⽰教室上課的位置以及時間，清華校
園有⾃⼰的無線網絡系統，帳號密碼跟⾨
⼾系統的帳號密碼相同，請務必記住⾃⼰

在選課時期所設定的密碼，否則沒辦法使
⽤校園無線網，清華每個⽉提供我們20Ｇ

的免費網路流量，如果怕使⽤超量，可以
事先在⾨⼾系統的網路繳費中存⼀些錢，
超過20Ｇ的⽤量後採階梯式計費，1G⼀塊

錢⼈民幣。網絡學堂是課堂⽼師上傳課程
資料和公佈課程訊息的平台，許多線上作

業也是在網絡學堂繳交，因此在清華學習
的期間，要養成固定查看網絡學堂資訊的
習慣，才不會錯失發佈的重要資訊。

五、社團及活動在清華

在每個學期初，都會有社團的百團⼤
戰，就像是我們所謂的社團博覽會，許多

社團會在紫荊宿舍的兩旁擺台，有許多不
同類型的社團可以任你選擇，社團活動並
不是強制性的，所以不⼀定要參加社團，

相反的，如果想要參加多個社團的⼈，也
可以依照⾃⼰的規劃安排參加。

我在清華交換的期間參加了清華交響
樂團，清華交響樂團是中國業餘交響樂團
的翹楚，樂團裡⾯的團員都是特長⽣，特

長⽣是在⾼考時加考了⾳樂項⽬的學⽣，
⽽加分的條件就是必須為清華⼤學的藝術

團演出，他們的演奏技巧不輸⾳樂系的學
⽣，加入社團的條件也⼗分嚴格，必須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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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考核通過才能確定是否成為其中⼀員。
我很榮幸地在這段期間成為清華交響的⼀

員，並和交響樂團在新清華學堂成⽴五週
年的時期演出了⼀場⾳樂會，在每週⼀次

合練和⼀次分部練習時光，我和樂團裡的
團員培養了深厚的友誼，即便在演出任務
結束之後，我們仍時常⼀起吃宵夜、看電

影和談論⼀些未來的⼈⽣規劃。

!    
開演前合影

!
全體合影

清華的3⽉7號是女⽣節，正好是在我
交換的這段期間，在女⽣節的當天，男⽣
們會在學堂路的兩旁掛上⼤⼤的紅布條，

慶祝女⽣節的到來，在課堂上，還會送⼀
些禮物給女⽣們，是⼀個非常有趣的活動，

男⽣節舉⾏在⼗⼀⽉，便是女⽣回報的節
⽇，請⼀定要把握這個活動，找到最有趣
的布條標語！

!
校園各處都有紅布條

六、旅遊

在交換的期間，我⼀共安排了六次旅

遊，分別是青島、蘇州、杭州、西安、上
海和內蒙古。

青島市⼀座中西風味並存的城市，歐
式的建築物搭配中式店⾯招牌，是青島特
有的風光，當我爬上信號山公園的⼀處望
向渤海，眼前的⼣陽和建築物交織成的天
際線，令⼈難忘，青島的啤酒⼀條街不禁
讓⼈想到德國⼈在那裡暢飲啤酒以及充滿
⾳樂的景象，但事實上，啤酒⼀條街是類
似於台灣海產店的聚集地，在那裡可以品
嚐到青島的海鮮以及青島⽢甜的原⽣啤酒。

!
信號山⼣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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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我爸爸長期待在蘇州經商，因此
蘇州對我來說不是個陌⽣的城市，在蘇州，
除了有名的園林、寒山還有⽼街之外還有

許多值得去遊歷的地⽅，於是這次的旅遊，
我決定去蘇州的蛋⿈區-⾦雞湖⼀探究竟，

⾦雞湖的周邊圍繞著許多仿古蘇州建築⽽
建的別墅，在不遠處，有⼤陸唯⼀⼀家誠
品書局，在那裡我彷彿回到了台灣的⽣活，

蘇州的烏鎮也是⼀個非常適合去體驗中國
古代江南風味的⼀個地⽅，烏鎮裡⾯不僅

是⼀個古建築觀光區，那裡同時有居住已
久的居民，因此可以隨處看⾒居民在觀光
街道上曬衣服的情景，⼗分有趣。⽽到了

蘇州，斜塘⽼街的評彈是⼀項不能錯過的
蘇州⽂化，評彈又稱為說書或是南詞，是

平話和彈詞的結合表演，使⽤的⽅⾔是蘇
州話，評彈的主題多是中國古代歷朝發⽣
的歷史故事，雖然聽不懂蘇州話，但我仍

去欣賞了⼀段評彈表演，如果想要體驗蘇
州風味的說書彈唱，不妨⼀試。

!
斜塘⽼街的蘇州評彈

清明節時我和室友去了杭州，這⼀次
的旅⾏中我才徹底體會到⼤陸⼈⼜眾多的
威⼒，不論是西湖的⼈⾏步道上或是外圍
的公⾞道，都被⼈們擠得⽔泄不通，西湖
的斷橋殘雪⼀景也瞬間變成「⼈橋」，雖
說如此，⾛在西湖畔還是依稀體會了⼀點
「⽔光瀲灧晴⽅好，山⾊空濛⾬亦奇」之
感，如果是冬季時期來交換的⼈，就更要
來⼀賭真正的斷橋殘雪之狀⽅不虛此⾏了。

!
西湖風光

在四⽉底時，清⼤校⽅帶著校級交換
⽣們從北京搭⾼鐵到西安旅遊，這次的出

遊令我難忘，⼀⾏⼈坐著⼤巴到了北京西
站等待⾼鐵時，有⼀種回到⾼中畢業旅⾏
的感覺，既興奮又緊張，在⾼鐵上，⼀⾏

⼈你⼀⾔我⼀語的聊著⾃⼰在台灣的學校
和來到北京之後的感想，⼀路上認識了好

多好朋友，我們⼀起⾏⾛在夜晚的西安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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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上雖然陌⽣但卻不害怕，西安的華清池
是唐代楊貴妃以及唐玄宗洗澡的地⽅，兵

⾺俑更是從歷史課本上跳出來的⼀個個臉
龐，我在兵⾺俑博物館仔細端詳了好多兵

⾺俑的臉部表情，發現他們的長相個個不
同，只能驚嘆古代⼯匠的⼿藝是如此精巧！
西安⼈的個性爽朗剛烈，⼀路上西安籍的

導遊就猶如我們的「訓導主任」時時要求
我們認真聽講，以不至於空⼿⽽回，在這

些歷史故事中讓我們又更了解西安，是⼀
趟既有歷史意義又驚艷的旅程。

!

!
兵⾺俑博物館

在期末考試完後，我再次回到蘇州找
爸爸，蘇州離上海的⾞程約是兩個⼩時，

於是我趁爸爸要到上海開會的時候，⼀同
來到了上海，並⾃⼰搭乘地鐵來到上海最

精華的地段-外灘，外灘情⼈牆的對⾯就是
明信⽚中最常看到的東⽅明珠，⽽身後的
便是⼀條仿歐式建築的銀⾏⼤街，整座城

市散發出繁華又古典的味道，不難看出⼗

⾥洋場的影⼦如今還存留在上海的⼤街⼩
巷中，上海的南京東路是⼀條很繁華的商

業街，以此為中⼼輻射出去會發現，⽼上
海⼈的房⼦並不⼤，他們的飯館往往是⾃

家樓下的⼩店鋪，⾛在外灘以外的地區，
保有舊時⽣活⽅式的上海，更別有⼀番風
味。

!
南京東路歐式建築

!
外灘

我在交換期間旅遊的最後⼀站是河北
承德的⽊蘭圍場以及內蒙古的烏蘭布統草
原，從北京坐上巴⼠，⼀覺醒來，窗邊的

景⾊已經從⽔泥磚瓦轉變成青青草原和⽩
雲，百草敖包代表著祈福，當我們到達時，

熱情的內蒙⼈已在那裡等待我們並為我們
舉⾏歡迎儀式，⼀杯⾺奶酒、⼀⾸歌都能
讓⼈感受到他們真摯的歡迎，烏蘭布統草

原屬於丘陵草原，每翻過⼀個丘陵就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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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景⾊，萬⾺奔騰以及牧⽺⼈牧⽺的
景象在這⽚草原上輪番上演，更讓⼈興奮

的是，我在內蒙古學會了騎⾺，不需要馴
⾺師的牽引也可以⾃⼰騎⾺完成⼀段路！

三天下來，內蒙古的這番風景，不愧於雲
的故鄉、花的故鄉之名。

!
將軍泡⼦畔騎⾺

!
牧⽺

   

七、總結

        在這次的交換過程中，我受到了很多
幫助，希望藉由這篇研習成果的報告，能
激勵更多⼈踏出⼀步，多多去體驗清⼤以
及⼤陸的⽣活，我的視野更加開闊，⼼境
也更加成熟，感謝這段期間家⼈的⽀持，
感謝國際處聖芳學姊的耐⼼，感謝法學院
燕雪秘書、虹淑秘書以及庭儀助教的幫助，
最後我想感謝⼀位促使我萌⽣交換念頭的
蕭宏宜⽼師，⽼師在課堂上所謂的「閒聊」
讓我開啟了⼀段難忘的旅程，也讓我⾒識
到了世界之⼤，若是不⾛出家鄉，或許在
⼤學五年中我都只是個守著書堆的學⽣，
但有了這段交換⽣涯後，我有了與他⼈不
同的經歷和體驗。
        最後，如果你看了我的研習成果報告，
對於交換⽣涯仍有疑慮的話，歡迎找我詢
問，我會盡我所能解答幫助所有的問題。
我的line ID：hannywangyea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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