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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海交⼤大交換⼼心得

⽇日常⽣生活篇：
食：吃飯⽅方⾯面，可⼤大致分為在學校內以及校外。
   

學校內（⾃自助餐、簡餐、麵食等） 學校⼀一共有6個餐廳，需⽤用校園卡消費，⼝口
味基本上偏鹹偏油。第⼆二餐廳距離我所住的
學⽣生公寓東區 近，共有三層樓樓。早點種類
也比第⼀一餐廳豐富，個⼈人推薦⼿手抓餅以及包
⼦子。第⼀一餐廳距離教學樓樓上院、中院、下院
較近，所以下課後許多同學都會選擇到此餐
廳⽤用餐。個⼈人認為第⼀一餐廳特別的⼀一點在於
⼀一樓樓的⾃自助餐有「少油少鹽」窗⼝口以及「川
味窗⼝口」，可供同學們⾃自由選擇。學⽣生餐廳
價格⼗十分便便宜，⾃自助餐三菜+免費的湯約莫
⼈人⺠民幣6-9元⼈人⺠民幣、簡餐麵食類約莫10-15
⼈人⺠民幣。

學校內（外賣） ⼤大陸的外賣⼗十分普及。外賣可分為三家：餓
了了嗎外賣、百度外賣以及美團外賣，交⼤大學
⽣生普遍使⽤用餓了了嗎，據說是因為餓了了嗎是交
⼤大學⽣生所成立。但三家外賣會推出不同折抵
活動，都可以交替訂購。外賣的消費略略⾼高於
學⽣生餐廳些許，但基本上從10元⾄至40,50⼈人
⺠民幣。
＊備註1：因外賣看不到製作環境，所以初
⾄至上海海時需評估腸胃是否能承受。
＊備註2: 外賣連結⽀支付寶付款，因此需等開
⼾戶完成、註冊⽀支付寶後才能使⽤用。
＊備註3: ⼀一般⽽而⾔言，外賣送達時間約莫
20-30分鐘，雨天需等比較久。

學校內（蔬果、飲料） 蔬果：在⼀一餐附近有⼀一家「每⽇日蔬果」、有
販賣各式⽔水果、零食以及現做飲料現打果
汁。雖新鮮度不及學校外，但如不想騎⾞車車出
校園，也是⼀一個選擇。
飲料：⼆二餐的⻄西餐廳內有個⼩小櫃檯販賣⼿手搖
杯以及果汁咖啡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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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
因為我申請下學期⾄至上海海交換，抵達時約莫2⽉月中旬，氣候依舊⼗十分寒冷，不過濕氣不若若台
灣重，因此體感溫度也許比台灣冬天濕冷的感覺更更為舒服。基本上冬衣都要帶⾜足，夏天的衣
物可抵達上海海再以淘寶，或是⾄至上海海實體店⾯面購買，順帶⼀一提，國際⼤大牌以及快速時尚的成
衣，在上海海絕對都有據點。

住：
法律律系本科⽣生被分配⾄至閔⾏行行區的宿舍，⼀一學期的住宿費為600⼈人⺠民幣。以下為個⼈人認為在宿
舍⽣生活必需品。

學校內（咖啡） ⼀一餐旁有間「甜魔咖啡」，售有⾯面包、甜點
以及咖啡等，⾯面包假格約為5-10元⼈人⺠民幣，
咖啡約為8-20⼈人⺠民幣。此外！ 需被提及的
莫過於在光彪樓樓⼆二樓樓以及圖書館內，由學⽣生
所營運的⼩小櫃檯，專賣咖啡、⼩小蛋糕等等，
價格⼗十分便便宜！是咖啡成癮者的⼀一⼤大福⾳音。

學校內（便便利利商店） 學校內有開設⼀一家全家，在圖書館內。⼤大陸
地區的全家可辦會員卡，能集點積分，折抵
消費。
＊備註：要進到全家須先刷學⽣生卡進圖書
館。

電費 電費須每間房間⾃自⼰己充值電費，具體⽤用電量量
以及電費其實我並不清楚。

⽔水 上海海⽔水質雖比北京乾淨，但畢竟不比台灣，
宿舍有提供滾燙的飲⽤用熱⽔水，可⽤用保溫杯
裝，但如要冷的飲⽤用⽔水，需向阿姨買⼀一桶
8Rmb的飲⽤用⽔水。

洗澡 洗澡1次為2元，使⽤用學⽣生卡放在機器上扣
款，如提早洗完，只須先將卡拿起，再放下
便便會停⽔水並停⽌止扣款。

洗衣 洗衣⼀一次4元⼈人⺠民幣，要跟阿姨買洗衣幣，
洗衣機容量量也不⼤大，並且貼⾝身衣物務必要⼿手
洗，因為普遍⼤大陸學⽣生的衛⽣生習慣以及⽔水平
參參差不⿑齊。

棉被、枕頭 棉被以及枕頭如果⾏行行李還有空間的話可以預
先從台灣帶來來，省下初⾄至上海海時的奔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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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行： 

⽔水桶、臉盆、底較⾼高的塑膠拖鞋 ⽔水桶是為了了裝洗澡時乾淨的盥洗⽤用品衣服以
及髒衣服。個⼈人較推薦⽤用⽔水桶⽽而非臉盆，因
為⽔水桶有⾼高度，放地上時，衣服較不易易被濺
濕。

盥洗⽤用品、濕紙⼱巾、保養品、化妝品 盥洗⽤用品、保養品、化妝品務必從台灣帶
⾜足，因為除了了⼤大陸國產牌⼦子，若若要使⽤用聽過
的品牌的產品，價格可是1.5-2倍。
*備註1:牙膏在⼤大陸⼗十分便便宜
*備註2:濕紙⼱巾是初⾄至宿舍打掃整理理時的好幫
⼿手。

＊＊＊⽣生理理⽤用品 如果是女⽣生⾄至⼤大陸交換的話，絕絕對絕對！
要帶⾜足夠的衛⽣生棉。根據周遭朋友以及個⼈人
使⽤用⼼心得，⼤大陸的衛⽣生棉品質較差，即便便是
台灣有的牌⼦子，品質也不⼀一樣。

網路路 由於交⼤大只有教學樓樓、圖書館、餐廳等有
wifi覆蓋，因此若若要宿舍網路路需購買「路路遊
器」並⾃自⾏行行看說明書接網路路。

冷氣 冷氣的租⽤用費⽤用⼀一學期為600Rmb，其中包
含100Rmb押⾦金金（不包含電費）。

地鐵 上海海的⼤大眾運輸⼗十分⽅方便便，搭地鐵的平均價
⼤大約從4-7,8Rmb，上海海幅員廣⼤大，地鐵站
與站之間的距離也相對較長。抵滬後，建議
有時間立刻購買公交卡，除了了可以搭地鐵，
更更可⽤用來來搭計程⾞車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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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計程⾞車車（打滴） 在⼤大陸，搭計程⾞車車稱為「打滴」「打⾞車車」
「搭出租⾞車車」。計程⾞車車在上海海的起步價為
14Rmb，與台北相比實惠許多，

＊備註1: 搭計程⾞車車必備app: 滴滴出⾏行行、⽀支付
寶（⽀支付寶中有⼀一個⾴頁⾯面也可連結到滴滴出
⾏行行）
＊備註2: 滴滴出⾏行行的⾴頁⾯面有許多⾞車車種可以
選，例例如出租⾞車車、快⾞車車、順風⾞車車、拼⾞車車等
等。「快⾞車車」是滴滴買下Uber所合併的，雖
然快⾞車車司機也是有實名登記，但畢竟危險性
較⾼高，個⼈人不建議，雖然價格較便便宜。
＊備註3: ⼤大陸的出租⾞車車司機在⽤用app叫⾞車車
時，就會顯⽰示師傅姓名以及⼿手機號碼，因此
較有保障，如有東⻄西遺失也較容易易尋回，⼈人
⾝身安全較有保障⾃自然不在話下。

騎⾃自⾏行行⾞車車（學校內） 可⾄至修腳踏⾞車車的⼩小站購買⼆二⼿手⾞車車，⼀一台100
元⼈人⺠民幣，務必仔細檢查輪輪胎厚薄以及煞
⾞車車。

騎⾃自⾏行行⾞車車（學校外） 上海海以及北京的「共享單⾞車車」⼗十分流⾏行行，
⼤大的兩兩家為Ofo以及摩拜Mobike，隨處可
⾒見見，使⽤用證件實名制認證，隨騎隨停。是在
市中⼼心除了了地鐵外，很好的選擇。

步⾏行行 Google地圖需開著翻牆app才能使⽤用，因此
強烈建議下載「百度地圖」、「⾼高德地
圖」。

校⾞車車 校⾞車車為交⼤大閔⾏行行校區與徐匯校區定時定點對
開。閔⾏行行校區乘⾞車車地點為思源⾨門菁菁堂前有
個販賣交⼤大紀念念品店（圓形的）前。可上網
查詢時刻表。

公交⾞車車 因我較少搭乘所以較不瞭解。

機場巴⼠士 許多同學學期中可能會乘國內線⾶飛機，因此
可能須⾄至浦東機場。上海海有各線巴⼠士，開⾄至
浦東國際機場或各處，類似台灣的客運，詳
細路路線以及資訊可上百度搜尋「機場巴
⼠士」。價格可是搭計程⾞車車⾄至機場的⼗十分之
⼀一。（但須⽤用現⾦金金⽀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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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樂
學校設施：

同時介紹幾個在⼤大陸陛下載的app

＊備註：
以上的app，除了了翻牆app需從google下載，其他都建議從百度搜尋引擎搜尋並下載。

交換前準備＆⼼心理理準備篇

1. 請務必務必帶備⽤用⼿手機，因為台灣⼝口⾳音很容成為⽬目標，我的⼿手機就在學校對⾯面的東川路路
上的博⽂文果業外⾯面被扒竊。

2. 為期4個⽉月的交換，錢務必要帶⾜足，因為從台灣匯錢到⼤大陸⼗十分⿇麻煩，不僅台灣許多銀⾏行行
的業務員並不了了解外，由於⼤大陸實施外匯以及外幣管制，因此我曾有同學⽗父⺟母匯錢，需
親⾃自去開⼾戶分⾏行行填寫資料領取的。

3. 可準備有「外國提款」功能的Visa卡，需要⽤用錢時，就不⽤用藉由匯錢的管道，能⽤用visa
直接在⼤大陸提款機領⼈人⺠民幣。

4. visa卡除了了在機場以及市中⼼心的店家，或是⼤大型百貨公司等等外，其他地⽅方都不能使
⽤用！！甚⾄至許多⼤大陸⼈人並不知道visa卡。

游泳池 致遠游泳健⾝身館裡⾯面，靠近思源⾨門。

健⾝身房 光彪樓樓以及致遠游泳健⾝身館都有健⾝身房，光
標樓樓為1⼩小時5Rmb，使⽤用學⽣生證付款，致遠
游泳健⾝身館的健⾝身房為15Rmb⼀一個半⼩小時。
雖光標樓樓較便便宜，但是器材老舊，並且較擁
擠。

保齡球館、KTV、桌遊、台球（撞球） 同樣在光標樓樓

餓了了嗎、百度外賣

⼤大眾點評 吃喝玩樂在上⾯面通通可以搞定，有點像台灣
的Gomaji網站，同時還能在上⾯面購買團購
券，隨時都可以撿便便宜。

百度地圖、⾼高德地圖

Lantern(藍藍燈）、 Snap Vpn 藍藍燈以及Snap Vpn是建議使⽤用在⼿手機上，
如果是電腦翻牆的話可⽤用google瀏覽器的擴
充功能。

淘寶 商品種類遠超過台灣網拍，同時有顧客實拍
功能，因此可信度很⾼高。但品質參參差不⿑齊，
需靠經驗累積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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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宿舍的澡間並無浴簾或⾨門，因此介意的同學可⾃自備浴簾。
6. 就辦⼿手機號碼⽽而⾔言，中國聯聯通的網速快、網路路覆蓋率⾼高，但通話收訊較差；中國移動的
網速慢、網路路覆蓋率較低，但通話收訊較好。

7. 由於⼤大陸不像台灣四處都有免費wifi可連，連浦東國際機場的wifi都是需要⼿手機號碼認證
的！！請同學們有⼼心理理準備。

8. 由於港澳台辦公室負責處理理交換⽣生事務的老師今年年為第⼀一年年負責相關業務，因此會稍稍
較無經驗，交換⽣生們就平常⼼心以對，並且⾃自⼒力力更更⽣生。

到校後須辦理理事項SOP （按順序排序）:

1. 辦校園卡
2. 儲值校園卡（洗澡、吃飯⾺馬上就會需要⽤用到）
3. 和阿姨拿房間鑰匙、買⽔水（鑰匙押⾦金金20 Rmb)
4.  買腳踏⾞車車（很重要！辦事情才會迅速⽅方便便，可⾄至第⼆二餐廳附近修腳踏⾞車車⼩小舖購買⼆二⼿手
⾞車車）

5. ⾄至學⽣生服務中⼼心（離宿舍較遠）辦理理校園卡宿舍⾨門禁的開通，順便便租冷氣（如需要的話）

6. 辦⼿手機號碼（騎腳踏⾞車車到校園外的聯聯通或是校園內有中國移動。務必帶台胞證！）
7. 開⼾戶（有⼿手機號碼才能開⼾戶）（交⼤大學⽣生於校園內的中國銀⾏行行分⾏行行開⼾戶不⽤用錢）
8. 購買⽇日常⽣生活⽤用品（可⾄至遍佈學校的教育超市、學校內的華聯聯超市，或是東川路路地鐵站
的歐尚賣場）

9. 如上述事情都辦理理好後，就可開始選課

突發狀狀況處理理SOP （⼿手機被偷）:

我的⼿手機在交換剛買兩兩個⽉月的時候在學校對⾯面的東川路路被偷，在這順便便分享如⼿手機被偷的緊
急處理理程序：

1.如發現⼿手機被偷，不要緊張，站在原地報警，不要隻⾝身去尋找或追
2.報警後可跟隨警⾞車車去警局（⼤大陸公安效率差，做筆錄時需要極⼤大的耐⼼心）
3.做完筆錄後，立刻！！！去辦理理⼿手機號碼的店信營業廳重新補辦sim卡（⼩小偷⼿手上⼿手機的
    sim卡就會立即作廢）

＊在⼤大陸⼿手機被偷⼗十分⿇麻煩，因為⼿手機號碼為實名制，若若⼿手機偷，個⼈人信息很容易易外洩，⽀支
付寶以及銀⾏行行帳⼾戶的安全⼗十分堪憂。因此建議平常⼿手機就設鎖屏密碼，⽀支付寶的⽀支付密碼也
千萬要設定，銀⾏行行卡不要時時刻刻綁定⽀支付寶，⽀支付寶賬⼾戶沒錢，要充值時再綁定就好，平
常不要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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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得＆感想 

      回想五個多⽉月前，衝動下申請了了⾄至上海海交⼤大凱原法學院交換。從確定錄錄取的那刻起，直
到如今將⽣生活⽤用品⼀一⼀一裝箱打包，時間過得是如此的快速，卻⼜又恍如隔世。我從不不認為⾃自⼰己
堅定、積極，甚⾄至在很多⼈人眼裡我被過度保護。也許是朋友同樣要申請交換的緣由、師⻑⾧長的
⿎鼓勵勵，以及對⾃自我的期許，衝動下我決定「放逐」⾃自⼰己⼀一學期，將⾃自⼰己放在完全陌⽣生的環境，
迫使⾃自⼰己成⻑⾧長、獨⽴立。     
     上海海不不愧是國際化都市，近年年來來交通的整治成功、隨處可⾒見見的共享單⾞車車、遍⾏行行的⽀支付寶
以及第三⽅方服務、⻄西⽅方⼈人密集的市中⼼心、不不輸台北北的各國料料理理以及早午餐、爭相競逐的摩天
⼤大廈。上海海的確有著獨特的魅⼒力力與較台灣進步之處，⼀一切都如⼤大眾媒體所傳輸資訊。然⽽而，
在這進步與快速發展下，短期旅客與媒體無法深⼊入了了解與描寫的是，全⾯面快速發展與進步下，
無法跟上腳步的⼈人⺠民素質與軟實⼒力力。⾄至於媒體所誇⼤大的勤勤學刻苦的⼤大陸學⽣生們，其實稍嫌偏
頗，我認為「全世界的學⽣生都是ㄧ樣的」，上課⼀一樣會分⼼心、偷滑⼿手機、遲到、考前臨臨時抱
佛腳等等，然⽽而⼤大陸學⽣生對師⻑⾧長⼗十分尊重，回答師⻑⾧長問題會起⽴立、遲到⽐比例例較低、⼗十分值得
台灣學⽣生效仿。 
      課程分⾯面，我總共修了了12學分，分別為領導⼒力力學習與實踐、英語新聞、英語演講與辯論、
法理理學、國際法、F1賽⾞車車與紅酒超跑—品牌審美與管理理。法理理學與國際法可抵免學校必修課
程學分，⽽而我個⼈人⼗十分推薦英語新聞、英語演講與辯論這兩⾨門課程，課程內容充實且活潑，
⽼老老師授課更更是充滿熱忱！選課⽅方⾯面如果不不順利利，也可和同學⼀一⿑齊找港澳臺辦⽼老老師與交⼤大教務
處協調處理理。 
      短短的⼀一學期內發⽣生許多難忘的經歷歷，初⾄至學校要⾃自⼰己處理理⼀一切事務的徬徨以及疲勞勞轟
炸、⼿手機不不⽀支持中國移動的網路路訊號、選課系統對交換⽣生的不不友善、⼿手機被偷、嚴重的腸胃
炎等等，甚⾄至是⽂文化差異異、⼈人⼝口密集的壓⼒力力、飲⻝⾷食差異異、通勤勤時間與在台北北的差異異等等，太
多衝擊、差異異、甚⾄至突發狀狀況，需要調適以及接受。我從不不想在這些不不愉快上多加著墨墨，畢
竟不不論任何⼈人在何時、何處都有需要⾯面對的困境，然⽽而，⼀一個個⼀一⼿手撐傘⼀一⾸首控制腳踏⾞車車⽅方
向，從宿舍騎⾞車車到教室的⾬雨天、⼿手機被偷在⼤大街上爆哭奔跑著、腸胃炎上吐下瀉⼀一個禮拜的
煎熬，也許當下滿腹⼼心酸，但如今看來來都成為交換⽣生活難以忘懷的回憶。 
      五個多⽉月來來，我分別遊歷歷了了⿈黃⼭山、北北京、內蒙古與⻄西安，交⼤大會於學期中舉辦「上海海⼀一
⽇日遊」，學期末則會招待⽣生們五天四夜的⻄西安之⾏行行。旅程中也有了了我第⼀一次的臥鋪初體驗，
雖透過旅遊進⽽而認識了了更更廣闊的世界，但我對於旅遊的⼼心態從來來就是以平常⼼心為主。每個⼈人
曾旅遊的地點，以及嚮往的旅遊景點並不不相同，不不需要和其他交換⽣生⽐比較旅遊的地點數數量量，
畢竟旅遊從來來不不是交換⽣生活的主幹。 
      這將近五個⽉月的交換⽣生活，滿滿的感激與感謝充斥內⼼心，感謝激發我想交換的慾望的朋
友、感謝⿎鼓勵勵我交換的師⻑⾧長，感謝為我寫推薦信的吳志正⽼老老師與洪樹⼈人⽼老老師，感謝⼀一起⽣生活、
互相扶持的室友們，感謝溫暖熱情，和我們分享⻝⾷食物的宿舍阿姨，感謝願意與我結交的上海海
朋友，感謝每個曾經給予幫助與溫暖的⼈人們，感謝我在上海海擁有⼀一個⼜又⼀一個值得期待的明天，
然⽽而，最最感謝的莫過於願意⽀支持我的⽗父⺟母，以及願意跨出舒適圈，突破⾃自我的張晏寧。 
      在交換前夕，有位⽼老老師和我說：「這些交換經驗，也許短期看來來不不會劇烈烈改變你的⼈人⽣生，
但是不不可否認的是，絕對會對你的⼈人⽣生造成影響。」，從前，也許我不不夠堅強、不不夠獨⽴立、
不不夠積極、不不夠樂樂樂樂觀、不不夠堅定，我不不敢確認我蛻變了了多少，我只知道，我多了了點成熟，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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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了點樂樂樂樂觀堅強，甚⾄至更更懂得積極把握機會，同時也申請上了了學校與上海海律律師事務所合作的實
習計畫，將於7⽉月1⽇日回到上海海，在國浩律律師事務所開始實習。 
      如今我依舊是那個21歲，準備升上⼤大四，畢業後同樣需要⾯面臨臨國考、托福考試、研究所
考試的法律律系學⽣生，但我絕對絕對不不後悔悔在⼤大三下學期離開台灣交換，我不不知道我國考成績
會如何，我不不知道研究所該讀哪所，我不不知道何時要考托福，但我知道，申請交換給予我⼈人
⽣生不不⼀一樣的選擇與體驗，這絕對是短短⼼心得無法形容的感動與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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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宿舍 東4舍 

交⼤大校園

 學⽣生宿舍 東4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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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交換學⽣生
們參參加「泡
泡跑」
Bubble Run

與台⼤大、政⼤大室友合影

               北京慕⽥田峪長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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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內蒙古
騎⾺馬

  於上海海最⾼高⼤大樓樓：上海海中⼼心⼤大廈 
  ⿃鳥瞰上海海夜景

   學期末交⼤大招待交換⽣生⾄至⻄西安旅 
   ⾏行行（於臥舖火⾞車車⽉月台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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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機從上海海回台灣，快
降落落在桃園機場時，室
友與我不禁⿐鼻酸落落淚淚，
四個⽉月所經歷的喜怒哀
樂以及回憶彷彿重現在
眼前，很感激能有這寶
貴的機會，跨出舒適圈，
探索未知的世界，然⽽而
台灣這片⼟土地，擁有我
所愛的⼈人、事、物。能
再次踏上這片我所熱愛
的⼟土地，令我百感交集
⽽而落落淚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