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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清華大學交換心得 

2017/02/16-2017/06/25 

 

撰寫人:法三 A 劉典晴 

 

一、 行前準備建議 

1. 交換期間生活費用: 

    我這次來北京交換四個多月，準備了十萬元台幣，其中長途旅行我分別

去了哈爾濱、內蒙古、上海、南京、蘇州、杭州、天津等地方旅行，這樣的

預算算是綽綽有餘，因為學校內的飲食都很便宜，在學校解決三餐能省很

多，但是若是打算去西藏或新疆等較遠的地方旅行，或是很喜歡買淘寶，可

能就要提高生活費用的預算。 

2. 選擇早一點到北京的飛機: 

    因為第一天，要跑很多程序，除了要辦入住手續和報到手續以外，最重

要的還有辦一張電話卡跟買生活用品、床具，前者是因為在大陸很多功能像

是外賣、淘寶跟辦銀行卡，都是需要一個電話號碼，一但沒有就什麼都不能

辦，後者則是因為當天抵達後，除非已經有買前交換生留下來的生活用品，

不然就一定還要再去購買生活用品等，要是來不及買，當晚可能會有沒床睡

的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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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提前下載好翻牆軟體: 

    手機 vpn我下載了五六個左右，因為我怕到時候會有的不能使用，而真

的到那邊後，的確有些 app用一陣子就掛了，但後期我都是用 arkvpn(我是

用 iphone)，都沒有什麼大問題，不過 iphone手機 line基本上很難翻過

去，除非你把 sim 卡拔掉+翻牆才能翻成功，但因為很麻煩，所以還是用微

信比較實際。 

    電腦的我是用 chrome的擴充軟體 setupVPN，我個人覺得蠻好用的，但

是直到我要回台的前一兩個禮拜，它開始翻不出去，下載其他 VPN也都差不

多，可能和大陸開始封鎖 VPN有關，所以之後要去交換的同學這方面可能要

找一下哪些 VPN沒被封鎖，不然到了大陸再找，會很難找。 

    不過，學校的公共區域，ex:教學樓、圖書館，都有一個免費 WIFI 叫

DIVI，連這個網路的話，能直接翻牆，不需要用 VPN就能連上臉書之類的封

鎖網站，但會不會受到大陸封鎖 VPN的影響，我就不確定了。 

4. 建議個人習慣用的生活用品從台灣帶去: 

    大陸的盥洗用品、保養品和化妝品等，若非當本土品牌，都比台灣貴上

許多，而且種類也較少，若是怕行李裝不下，可以從淘寶上找代購，也會比

在實體店面買便宜。另外，女同學建議也從台灣帶足夠的衛生棉，因為當地

的品質好像不是很好，也建議大家帶乳液、面膜或其他保濕產品，因為北京

天氣比台灣乾燥許多，很容易全身乾到脫皮。 

5. 感冒藥品、口罩: 

北京的空氣很不好，一個星期可能三天都  

是有霧霾的狀態，所以口罩是必備的，但 

我覺得這能在當地購買就行了，因為可能 

當地需求量大所以沒有很貴，而且雖然常

常有霧霾，但實際上會嚴重到需要帶 N90

口罩的時機也不高。(口罩如左圖) 

 

 

 

我個人是很少感冒的人，但是到北

京第一個星期就重感冒，所以來這

邊一定要帶足夠的感冒藥品和其他

個人藥品，ex:腸胃藥(這裡食物重

油重鹹)、過敏藥、頭痛藥…等，因

為這邊看醫生貴且藥品的品質參差

不齊，然後主要都是中藥製成的

藥，藥效不是很好，我當時有去清

華的校醫院看醫生，校醫院看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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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便宜，掛號好像 1、2塊人民幣而已，但比較貴的是你拿的藥都是全額自付，

我拿的藥(如上圖)就要 50幾塊人民幣，可想而知到外面的醫院費用會更加高。 

6.準備足夠保暖衣物: 

        

     

 

    北京冬天比台灣冷很多，2~3月每天溫度大概都是 0度左右，幸運的話可

能還會遇到下雪，但因為室內其實都有暖氣，而且又是乾冷，並沒有想像中那

麼冷(也可能是我穿很多)，真正讓我覺得很冷的是，北京開始全部停止供應暖

氣後到回暖的這段期間，因為停暖後，北京天氣還是很冷，宿舍沒有暖氣又曬

不到太陽，手腳很容易發冷，我那時候冷到晚上都睡不著，必須貼暖暖包、帶

手套、穿襪子睡覺，所以保暖衣物一定要夠，特別是有打算冬天去哈爾濱旅

行，一定要全副武裝，因為哈爾濱的冷跟北京不能比，是沒帶手套，手就會凍

傷的冷度。 

 →冬末的哈爾濱白天溫度還是零

下十幾度 

 

 

 

 

 

↑下雪後的清華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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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抵達清華 

1.電話卡: 

    抵達清華，辦理報到和入住手續後，首先最重要的是先辦一張電話卡，大

陸現在電信主要分為中國移動跟中國聯通，我個人是使用中國聯通的日租卡，

推薦給想要省電話費的同學使用日租卡，一開始需先花 100元人民幣買電話

卡，裡面有 30元額度能用，話費不夠可以再充值，然後每個月會固定扣 5元基

本費，打電話跟 4g網路則是每天收費，在北京市區打電話好像是一秒 1 毛 2，

網路則是 500mb 1元，但到了北京市外，全國網路就必須買流量包，流量包就

貴很多，像是 500mb的網路要 30元，但是因為大陸免費 wifi蠻多的，所以想

要省錢就能省很多。而中國移動大多都是月租費的方案，當時大多朋友都是用

一個月 78元，而且都必須簽約一年以上，交換生活結束後，可能會有違約的疑

慮。 

    因為現在電話卡都必須實名認證，所以必須去電信的營業廳買，中國移動

在照瀾院有據點，而中國聯通則是在東北門主校門那邊的紫光大廈一樓有據

點。 

2.銀行卡: 

    能綁定清華學生卡的銀行卡只有中國銀行，所以辦好電話卡後(一定要先辦

電話卡，因為沒有電話號碼不能辦銀行卡)，可以去 C樓一樓的中國銀行辦卡，

建議早點去辦，因為在大陸期間銀行卡幾乎是辦各種帳戶的必填資料，學校食

堂付款是用學生證內的錢去扣款，所以也需要有銀行卡才能將錢圈存到學生卡

裡面。(PS:當時學校中國銀行校園卡缺貨，等了大概三、四天，又排隊等了半

天，才成功辦好銀行卡，因為銀行的工作人員效率不是很好) 

3.腳踏車: 

    因為清華校園真的真的真的很大，據說有台大的三倍大，所以建議一定要

購買一台腳踏車，學堂路上有好幾家腳踏車店，大家可以貨比三家，大多新車

價錢都落在 200初頭，然後鎖頭請務必不要買太便宜的，因為便宜的很容易被

偷，我的”二手”腳踏車騎兩個星期就在學校內被偷，再找車的時候，我看到疑

似我的腳踏車就試著開鎖，結果鎖開了，但結果車不是我的…。 

4.生活用品: 

    床墊、床組、盥洗用具等生活用品可以去 C樓地下一樓的超市購買，但是

若不嫌遠，可以去校外一家叫卜蜂蓮花的大賣場買，種類比較多也比 C樓超市

便宜一點。 

6. 網路: 

當初我剛到清華的時候，因為接洽我的老師沒有給我學校 WIFI的帳號和密 

碼，在加上我當天因為來不及辦電話，所以第一天我沒有行動網路也沒有 WIFI

能用，根本與世隔絕，所以建議之後前往交換的同學，千萬要先問接洽的老師

學校 WIFI帳號密碼是什麼，如果老師也不知道，帳號可以試試看自己名字的漢

語拼音第一個字加上後兩個字的第一個英文字母再加上 17(17表示 2017 年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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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ex:劉典晴，漢語拼音是 LIU, DIAN, QING，WIFI帳號就是 liudq16(因為

我是 2016年入學)，然後密碼是當初選課的時候設的密碼，但這只做參考用，

因為我也不確定之後會不會改。 

三.日常生活 

1.食: 

(1)校內飲食: 

    基本上，清華校內食堂都很便宜，大概都在 5~15元人民幣上下都能吃飽，

但主要都是中式的居多，早餐也幾乎都是中式，很少西式跟日式，像我一樣不

愛吃中式早餐的同學，早餐應該也會很苦惱。水果的話，靠近宿舍跟教學樓附

近有賣水果的小攤販，C樓超市也有賣，但這兩個地方會比較貴一點點，如果

要便宜一點的水果，可以到主校門附近的照瀾院的生鮮市場買。 

       
↑食堂”瀾園”賣的水煮魚，一份 18   ↑食堂”紫荊園”早餐賣的方便麵，          

元(瀾園是教職員的食堂價位會比較    一份大約 2、3元 

 高一點，但還是比外面便宜) 

+    

↑”紫荊園”午、晚餐賣的香菇雞肉       ↑”紫荊園”午、晚餐賣的自助餐  

   飯，一份 9.5元                    這樣約莫 8元(學校的青菜賣的超級 

                                     便宜!!那一盤菜大概 1.5元而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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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李園”的自助餐，這樣大約 12元 

 

 

 

 

 

(2)校外飲食: 

    清華主校門外面，是一個小型商圈叫五道口，那裏有很多餐廳，特別是韓

式料理，超級多，我一個學期應該吃過十幾家不同的韓式餐廳，所以如果吃膩

校內的食堂，也可以到五道口去吃，但價位會比校內貴許多，平均都要 50塊左

右。不過如果懶得出去校外的話(從宿舍騎車到五道口要大概 10多分鐘)，也可

以叫外賣，大陸的外賣非常發達，而且有時候外賣買到一定金額可能還會比現

場吃便宜，外賣 app主要分為餓了嗎、百度外賣，美團外賣跟大眾點評的外

賣，每家優惠都不太一樣，可以比較一下再買。 

(3)其他: 

因為北京相較上海，西式的食物較少，所以像是咖

啡在北京都不便宜，沒有台灣便利商店的便宜咖

啡，大多數咖啡廳的價位都落在星巴克的價位，就

連宿舍一樓自動販賣機泡的咖啡也不便宜，一杯

300ml的拿鐵要 14塊人民幣。清華校內，若是想喝

不貴的咖啡，我推薦清芬園旁邊的階梯走上去，有

一家咖啡廳叫水木領航，它大杯拿鐵 18元，是我覺

得校內 CP值還算高的一家咖啡廳。 

 

(→北館旁邊咖啡廳的拿鐵，一杯 2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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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衣: 

    北京天氣雖然是四季分明，但是冬天很快就會變成夏天，春天比較短一

點，很怕冷的人建議還是帶幾件夠保暖的衣服，因為雖然 2月已經算是冬末

了，但真正開始熱的時候大約是四月底，帶太少冬天衣服，可能會和我一樣每

天都穿差不多的衣服出門，想買新衣又怕變熱，所以冬衣跟夏衣的比例可以斟

酌一下，或是行李裝不下冬衣到北京購買也行。另外，交換結束後要回台灣

時，行李太多帶不回去，我建議可以在冬天結束後，冬衣寄中國郵政的海運回

台灣，因為比起其他空運或是私人貨運，便宜很多，我寄了大約 12~15公斤的

衣服，才 136.5元人民幣，普通空運我知道的一公斤都是 18元左右收費的，而

且有些私人貨運還會限制衣服數量跟種類，但是海運就是寄到台灣時間會非常

久，要兩個月，而且這麼久的時間也不知道會不會被寄丟，怕寄丟或趕時間的

話，還是要各種因素考量一下。 

    買衣服的話，我推薦可以用淘寶買，但是要多家比較一下，買家秀的評價

一定要看，因為雷貨很多，另外，淘寶的衣服通常質量都不是很好，所以很介

意衣服材質的還是買有品牌的會比較好。 

 

3.住: 

港澳台的交換生，清華宿舍安排都是歸在本科生公

寓，通常都是交換生會四個人住一間，但是偶爾也會

有人跟本科生住一起，ex:我，會跟本科生住一起往

往都是那房空了一個床位，然後你的科系又跟他們一

樣就會被排在那間房，像我的室友們，都是法律系大

四的學姊。 

(→我的大陸室友們) 

 

 

 

    宿舍費用非常便宜，一學期只要 450元人民幣，但是洗澡(按洗澡時間扣

錢)、洗衣服(洗一次 2.5元)、飲水機都是另外要收錢的，但住在南方的我們最

不能習慣的應該就是他們的浴室，浴室是一個小型公共澡堂，裡面只有三個蓮

蓬頭，然後沒有任何的隔間跟簾幕，就是會全裸跟別人一起洗澡的意思，但其

實也不用太害羞，因為大家好像都很習慣，也不會有人特別看著你洗澡，然後

熱水供應時間是從下午 5點到晚上 11點，不過後來有增加新的時段是早上 7點

到 9點。 

    另外，清華有熄燈的制度，意思是指在晚上 11點會開始斷電一直到隔天早

上 6點才會恢復供電，也因為這個制度我在那邊一開始生活都很規律，但是到



8 
 

了五月多，夏天要來臨時，就開始不會熄燈了，因為要供應冷氣用電就不會斷

電了。 

 

→我的書桌，床在書桌上面，最原始的桌子是

完全沒有設置檯燈的，通常交換生都是購買充

電式檯燈(因為半夜會熄燈)，但只有一個檯燈

對我來說還是太暗，所以我就再買了一個燈管

(淘寶購入)黏在床下方，這樣就亮很多，燈管

也不貴，大約 40塊人民幣。 

 

 

4.行: 

    首先，一定要先下載百度地圖或高得地圖，因為 google地圖在大陸完全不

適用。 

(1)地鐵、公交車: 

    在學校內通常都是以腳踏車代步，但到了校外，主要都是搭地鐵和公交

車，在北京的悠遊卡叫一卡通，地鐵跟公交車都能使用，大多數地鐵站都有販

售，但是退卡只有少數幾個地鐵站，要特別注意。北京的大眾交通運輸收費都

很便宜，以地鐵來說，他的收費金額範圍從 3~7塊，你從最東邊坐到最西邊也

才 7塊，更別說北京很大，所以每個地鐵之間的距離都是台北捷運的 2~3 倍，

由此可知它比台北捷運便宜許多。另外，地鐵各站都會有安檢，所以進入地鐵

站時間會比較費時。 

    公交車我比較少搭，但是和台北公車比較不同的是他上下車都要刷卡並且

每站都停，不會有下車鈴，另外，在運行中嚴禁司機和任何人說話，所以有些

路的公交車會有隨車的人員。 

(2)計程車(滴滴打車、出租車) 

    北京市有所謂的黑車(沒有執照的出租車)，千千萬萬不要搭黑車，如果路

邊攔出租車一定要看一樣有沒有執業證照，除了出租車，也可以打滴，下載滴

滴出行這個 app，就能叫車，裡面的快車它就類似 Uber，這個不但比出租車便

宜，安全性也還不錯，因為坐誰的車都會有紀錄，能知道師傅(司機)的評價，

另外這個 app上面也能叫出租車，所以非常的方便。 

(3)共享單車(ofo、mobike) 

    這個跟台灣現在剛推行的 obike一模一樣，只要下載他們的 app，並繳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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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就能隨時借車還車，在北京這麼大的地方，千萬別信任自己的腳，會走到

瘋掉，所以共享單車會用到時機還蠻多的，我個人是比較喜歡用 mobike，因為

ofo的故障率較高，常常會騎到壞車，不過建議大家兩個都用，因為它們常常

會輪流有幾天免費使用。 

5.育、樂: 

    說到北京，一定都會想到各種歷史古蹟，所以在北京大多比較特別能去玩

的也是歷史景點，ex:紫荊城、長城等，若是要逛街的景點，除了學校外面的五

道口商圈外，像是西單、王府井等也都是商圈，但是我覺得都大同小異，幾乎

都是百貨公司聚集的商圈，我自己沒有去過像是東區或是西門町這種有許多小

店的商圈。如果想要去看看北京的酒吧的話，可以去三里屯的酒吧，雖然我自

己沒有去過，但是聽朋友說晚上很漂亮，所以也是外國人很喜歡去的酒吧街，

但消費就稍微高一點，但如果想體驗北京比較當地的酒吧，可以去後海酒吧

街，那邊都是會有駐唱歌手在裡面唱歌，有唱搖滾的，也有比較民謠的，和三

里屯比較西式的酒吧氛圍很不同。 

    然後，北京的 KTV 很便宜，特別是半夜或是白天去唱的時候，而且英文

歌、韓文歌等也很多，不過幾乎都是盜版的，整體品質也沒有台灣的 KTV 好，

只能說是以它的價位決定的品質，另外，在北京唱 KTV會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就

是點歌很不方便，因為我們不會打拼音的中文，就會很難操作點歌機，所以唱

歌可能有一半時間都在猜這首歌拼音怎麼打。 

    如果是要運動的話，紫荊公寓(宿舍)前面就有一個操場，可以跑步，但是

有霧霾的時候，就會很麻煩，因為為了不要慢性自殺，會必須帶著口罩跑步。

不過，學校也有健身房，但是我覺得很貴，價位跟台灣私人健身房價位差不

多，不是像台北公立運動中心的價位，所以我一次都沒去過，但根據我的大陸

室友說法，外面的健身房更貴，大家可以自己考量預算，選擇適合自己的運動

場所。 

另外，新清華學堂常常會有演

出，不論是歌舞劇、音樂劇或是

音樂會等都有，而清華學生購買

很便宜，可以關注他們在微信上

的公眾號，一定會有自己喜歡

的。然後也時常會撥放電影，電

影票只要 20~25元，不過撥放的

電影大多都是快下檔的電影。 

 

 

(↑劇團在清華的演出:杜蘭朵公主，學生門票只要 40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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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校生活 

1.課程: 

這個學期，我總共選了 5門課程，分別是法理學、國際經濟法學、中國近代法

制研究，法律英語和幸福經濟學，以及一門我期中退選的課:司法政治。 

(1) 國際經濟法學: 

    這是由車丕照老師開授的課程，老師人很好，他都是以 PPT形式上課，內

容充實，在這門課上，我發現大陸同學普遍都很專注在課程上，而且都習慣用

筆記型電腦做筆記，不論是什麼課大多數人都會使用電腦。然而這門課評分方

式是以 20%的期中作業加上 80%的期末考去評分。 

(2) 法理學: 

    法理學是系上唯二能抵必修的學分，另外一個是國際公法(大陸稱國際法 

學)，這門課是江山老師開的課，平常上課沒有課本，也沒有講義，也不會點

名，都是以講授為主，講授內容天馬行空，從希臘神話故事說到哲學思想是常

有的事，評分方式則是以期末繳交一篇 3000字和法理學相關的文章(不論是心

得、論文或是小說都行)。  

(3) 中國近代法制研究: 

    這門課是由陳新宇老師開的課，從課程名稱上來看，感覺很枯燥，但其實

上課內容我覺得還蠻有趣的，聽著老師說清末民初，法律的變革，而且我的室

友還跟我說陳老師很喜歡台灣，所以在老師知道我是台灣交換生後，能感受到

老師對我特別照顧，在最後一堂課還特地走到我旁邊和我握手，希望我這次交

換的過程能收穫滿滿。這門課，雖然也是以老師講授為主，但是老師每個星期

都會給一些論文或是相關的書籍，讓我們課前閱讀，上課再去做討論，沒有制

式的一本課本或是講義，這種方式我覺得還蠻不錯的，很像西方國家的教學模

式，由學生自己學習，老師只是給予適當的協助。不過，這門課給我很大的挑

戰，因為它的評分方式是由一篇 5千字的讀書心得和一篇 8千字的論文來給

分，在東吳的老師們顯少會出字數這麼多的作業，所以我也不善於寫字數這麼

多的作業，但是真正寫完的時候，會蠻有成就的，這也是我對這門課特別有印

象。 

(4) 法律英語 

    這門課是由一個美國籍外師開授的全英語課程，雖然它的名字叫法律英

語，但第一堂課他就開宗明義，直接說他就是要上英美法，是很有"深度"的一

堂課，想退選的同學趕快退選，接受英美法教學兩年多的我怎麼可能退選呢!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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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課，如同老師所說的都是上英美法，但是他沒有專注在哪個法，而是從憲

法、刑法、侵權行為法...，一路上到家庭法，每個地方都概括講授一些基本概

念，然後就給很多 case 讓我們去看，上課方式也是非常的特別，常常會讓我小

組討論，或是玩小遊戲，雖然上課內容我覺得不難，但是考試我覺得不簡單，

特別是實例題，若是僅僅看老師給的講義和 case，絕對寫不出來，一定要自己

課後找相關資料研讀，考試才能上手，也因為如此，要在這門科目上拿好分數

是會比較困難的。 

(5) 幸福經濟學: 

    這一門課好像是他們的通識課程，是開在後八週的課，一次上 4堂課，不

知道是不是因為成績只寄通過和不通過(不會有分數)以及老師人很好，這門課

是我上的所有課，第一次看到學生翹課最誇張的課(整班學生有大約 30幾個，

每周來上課只有 10個左右)，即使沒有翹課的學生，大多數不是滑手機、玩電

腦，就是睡覺，真的不誇張，雖然清華是聚集學霸的學校，大家也都說大陸學

生很用功，但是事實上他們也會有翹課、上課玩手機的時候，這是讓我蠻驚訝

的一件事。除此之外，這門課主要就是以經濟學的角度去分析幸福，評分方式

是以 3000字小論文加上期末考來評分。 

(6) 司法政治: 

    這門課是社科學院開設的課，原先我觀看授課大鋼，以為是以司法和

政治的關係去做分析的一門課，結果開始上課後，我才發現這是一門需要運用

大量統計學知識去做分析的課，有各種設計模型、實驗數據以及公式，是我從

未接觸過的領域，而且課業非常重，每周都會給英文論文或是原文書籍，讓我

們提前看，除此之外，評分作業是一篇＂研究＂論文或是三篇回應論文，後

者，每一篇需在一星期內繳交，這讓當時的我內心小宇宙爆發阿！那時候我覺

得壓力真的好大，同學們又都是學霸中的學霸，不論是上台報告還是作業都表

現得很優秀，所以就期中退選了，後來才知道原來這門課是連本科生都避而遠

之的一門課，只有超學霸才會選這門課，因為課業量太重，不過，老師是一個

很有學問的人，上的內容也很有深度，若是能熬下來肯定能收穫滿滿，而且據

我大陸室友說，老師給的分數也很好，所以有興趣的同學還是能考慮修這門

課。 

(7) 圖書館: 

    清華圖書館有非常多個分館，館藏的書也非常非常多，一定要去這些圖書

館走一走，一定能找到有興趣的書，圖書館最主要有老館、逸夫館、北館和人

文社科圖書館等，老館是他們歷史最悠久的圖書館，裡面很復古，但我覺得比

較不適合長時間讀書，因為椅子不是很好坐，最多學生喜歡去北館和人文社科

圖書館，因為這兩個圖書館較新，北館是最新完工的圖書館，真得很漂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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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社科圖書館則是要先劃位，才能使用。我自己是比較常去逸夫館和新館，因

為離宿舍比較近，然後，這些圖書館幾乎每個座位都有插頭，對於使用筆電的

同學非常的方便。另外，法律系也有自己的獨立圖書館，在法學院三樓，但是

現在正在蓋法律系獨棟的法學圖書館，或許將來去交換的同學能看到完工的法

學圖書館。 

      

↑北館一樓大廳                        ↑逸夫館三樓自習區 

↓逸夫館角落的個人位                  ↓逸夫館和北館中間的室外空間 

           

 

2.社團: 

    清華的社團種類蠻多的，在剛開學後的兩、三個禮拜會有社團擺攤，可以

去參觀看看有沒有自己喜歡的社團，我自己是參加了咖啡社和中韓交流協會，

咖啡社是剛成立沒多久的社團，所以社課活動安排的有點少，整個學期好像只

有三、四次社課，除了第一次的迎新，後來的社課因為是咖啡實做人數有限，

所以都是抽籤，我一次都沒抽到，所以整個學期就只參加過一次社課，所以我

對它沒有什麼太大的印象。 

    我社團活動主要都集中在中韓交流協會，因為我喜歡 KPOP，所以我才參加

這個社團，它是以促進中國學生和韓國學生交流的社團，入會時會讓你選擇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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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韓語班(學韓文)還是韓語角(分組玩遊戲)，我是選韓語角，但是它兩國學生

比例有點懸殊，韓國人對中國人大概是 3比 1，不過我蠻喜歡這個社團的，因

為其實在清華，韓國留學生非常的多，清華留學生最多的也是韓國人，但即便

這麼多平常其實也不太會接觸到，透過這個社團，我認識很多韓國朋友，也更

加了解韓國人平常的交友模式、娛樂…等，也才知道韓國大學生很喜歡喝酒，

三不五時就會約出去喝酒，韓國人還想出一大堆遊戲，就只為了喝酒，真的很

有趣。 

 

      

↑晚上在韓國餐廳聚會，喝燒酒         ↑社團活動玩遊戲的時候拍的照片 

 

→每個星期都會有小組任務讓小組成員

去特定地方拍照 

 

 

 

 

 

 

 

 

 

五.心得: 

    一開始會萌生去大陸交換，其實我有點忘了為什麼，我只記得某天有個念

頭，想去國外交換，便開始查各種交換學生的資料，越查越心動，就下定決心

要去外面交換，至於為什麼會選大陸呢?主要是因為以預算來看，它是 CP 值最

高的地區，不但能達到我想到異地學習的慾望，也不需要花太多的錢，而且當

時我決定申請交換學生時刻到申請截止前只剩一個星期，語言檢定完全來不及

準備，也就促成我這次前往清華的最大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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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多數人都說去交換，說好聽是學習，但其實是去玩一個學期，我不得不

承認，的確交換的過程中，玩的時候佔大多數，因為畢竟只待一個學期，專業

知識能得到的有限，但是我覺得清華比其他學校更佔優勢的是它的資源真的很

多，只要你願意去使用它，你能得到多少就能得到多少，不會只侷限在專業領

域上。我自己覺得收穫最大的應該是個性上的轉變吧，離開自己原本的舒適

圈，到陌生的國土，我更懂得如何和自己相處，大大小小的事能夠自己獨立解

決，自己的眼界也開闊許多，透過旅行從北京到上海，從哈爾濱到內蒙古，觀

察來自四方的人們講著不同的口音，說著自己的家鄉和這裡的差異，真的很特

別。 

    我真的很推薦大家一定要走出台灣，看看外面的世界是怎樣，和真實的大

陸平民們相處，才會知道大陸人其實並非都像電視、網路上那樣對台灣人不友

善，這段期間幫助我的大陸人有很多，顛覆我對它們的印象，然後，到了這邊

就多多嘗試在台灣沒有嘗試過的事情，能出去外地旅遊就去，旅行中往往會收

穫很多，若是整天都待在學校就沒必要到清華交換了。最後，很謝謝一路上幫

助我的燕雪秘書、虹淑秘書和其他朋友們以及支持我的爸媽，若是沒有他們我

也不能有這段美好的交換經驗，也希望看完這篇交換心得的你們能更堅信自己

出去交換的決心。若是還有別問題可以用我的名字（劉典晴）搜尋我的臉書，

我會很樂意回答。 

   

↑天津的航空母艦，天津離北京很      ↑北京大學，離清華大學很近，校園 

近，搭高鐵只要半小時左右，建議可以   和清華很不一樣，主要都是中式建築 

規劃兩天一夜的天津之旅，很值得去。  ，而且拿清華學生證就能進入 

ＰＳ：天津有很多法租界區域，很像上 

海的感覺，很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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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海底撈，到大陸一

定要吃它們的海底撈，雖然

人均不便宜，但是服務態度

挺好的，建議多一點人去

吃，這樣錢平分下來會比較

便宜，也能吃比較多種類的

菜。

     

↑左圖是上海迪士尼，右圖是南京古雞鳴寺，我當時是把上海、南京、蘇州、

杭州，這四個地方排在一起玩，因為它們地理位置都在附近，可以省很多交通

費(北京到上海高鐵要 500多人民幣)。    

PS:大陸各地的觀光景點，扒手都很多，千萬要小心自己的錢包和手機，特別是

手機(iphone要特別小心)，很容易被偷走。       

→內蒙古的庫布其沙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