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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大學  – 復旦大學  

長期交換計劃  學生心得報告  

 

研習期間：   2014    年 9 月 14 日至 2015 年 1 月 24 日 

姓名： 陳冠文 學號： 10045 系級： 
國際經營與貿易

學系四年級  
目的 
希望能透過心得分享,讓將要前來復旦大學體驗交換生活的同學 

有一定的認知,不會像無頭蒼蠅般的花冤望錢或多餘的時間。 

生活 

「手機」,奉勸各位同學,無論看似多優惠的方案都別在機場辦理手機門號。 

就以自身為例子,當時太急於想聯絡朋友,碰巧看到中國聯通的專櫃,且宣稱送幾百分鐘

通話費與免費國際通話 20 分鐘,1G 網路流量,價錢也已 划算了,就迅速辦了門號。 

之後才發現價錢貴得離譜,且其實在大陸是用不到這麼多通話費的(除非你朋友真的多),

網路流量一個月 500mb 其實就十分足夠,因為在宿舍與校內用 Wi-fi 即可。 

辦手機門號,在學校內或附近辦是 經濟實惠的,記得要好好審視 適合自己的方案。 

以下介紹 推薦且 大的兩家通信業者：「聯通」＆「移動」 

  

 
 
  移動為目前上海涵蓋率 高,也是上海人使用率 高的電信公司。旗下推出的4G號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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暢行無阻。但是缺點為4G的支援手機有限,可能會需要在大陸破費再買一隻手機。 

  聯通在上海的普及率不高,但在北京卻是使用率 高的。而其推出的4G幾乎支援目 

前市面上推出的高階手機;只不過一般建議辦3G就足夠使用了。 

  兩者皆有組合包,可以搭配話費、網路和簡訊的使用量,決定每月的價錢,而不會死 

死的綁牢你,每個月還可以視自己的使用狀況做調整。 

 

「銀行」,大多數學生會因為轉賬或跨國提款的高額手續費,而選擇直接帶著現金到大陸

銀行開戶。 推薦以下兩家：「工商銀行」、「農業銀行」 

  

農業銀行,在我們所居住的北區宿舍區就有提款的場所,從北門往左直走 100 公尺左右

也 會有營業場所,在上海的普及率非常的高,存款和提款都非常方便。 

  工商銀行為大部分復旦交流生使用的銀行,但營業與辦理場所比較遠一些,據點位於

距離學校 近的百貨公司。  優點是除了上海以外,在其他省份也是非常方便又常見。 

還有辦了銀行卡,要開通「銀聯」,還有網路銀行,之後就可以直接刷卡或者網路購物,也

會拿到一個小機器,是每次購買東西的時候,要輸入轉帳密碼確認使用。在這方面的防盜

機制,大陸算做得很好的。 

工商銀行分布圖(紅圈為交換期間居住處,箭頭為銀行所在處) 

 

農業銀行分佈處(紅圈為交換期間所居住處,紅標為銀行所在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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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辦的是工商銀行,雖然辦理場所離宿舍區較遠,但因為地鐵處或是百貨公司都有提款

機,所以提領錢都還算方便。  至櫃檯辦理事務,服務也都不錯;值得抱怨的應該就是網

路購物,相對來說比農業銀行麻煩一點,還有跨國匯款的高額手續費。 

 

「交通」,學校會在浦東機場接機,時間約下午兩點左右,所以不用擔心如何抵達學校。 

基本上宿舍入住時間,就是報到日期的整天,無法提早入住。                       

除非你覺得接機時間不妥或另有行程安排,可以先行前往, 如果打D(叫計程車)就要告

訴師傅(司機)在復旦的武東路下車,才不會跑去財經大學,其實大部分只要在前面講,是

復旦大學武東路一定會到北門。 

個人並不建議計程車,除非真的沒其他交通辦法,只要是計程車的話,車頂上一定有taxi

字樣的。 切記不要搭黑車(私人用車),不僅沒保障,價錢也是他們自己喊的,較不安全。    

入住第一天與朋友去Ｗalmart買生活用品,因為不方便搭公車只好改搭乘計程車。       

開車很衝這點與台灣相差不遠,只是不停的按喇叭滿嚇人的,價錢分擔一下其實滿划算。 

後來發現,大陸的交通就是不停的按喇叭,也漸漸習慣;一方面除了汽車之外,幾乎所有

機車都是電動式的,既沒有車牌也不需戴安全帽,是可以直接騎在馬路上、人行道上的,

所以會隨便亂竄,過馬路要特別小心,即使是行人通行時也是,闖紅燈是司空見慣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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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旦大學北門與路名 

「地鐵、公交」, 從學校到五角場去搭地鐵非常便利,步行約15-20分鐘即可抵達。   而

搭公車就在北門出去向右走50公尺,其實公車站牌就在41號樓的圍牆外。 

在北區99、713...都可以到。北區宿舍的站名是武川路政民路。五角場則可以是五條匯

集的路線都可以到,還有記得要買公交卡,可搭地鐵和公交。 

而地鐵站則有五角場或者江灣體育場可以搭乘。 PS.此兩站都屬於10號線。 

 
引用自:文职人员网,http://www.wzry.org.cn/question/11728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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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角場」,是由五條路匯集而成：國定路、邯鄲路、黃興路、四平路和淞滬路。        在

復旦大學附近,是一個百貨公司的集散地,五個方向各有許多的百貨公司。         我

們常常會在沃爾瑪買些食物或者生活用品,選擇多樣,裡面也有麵包店、水果和乾糧…是

大推省錢的好地方,到了就該去開開眼界,因為裡面賣了好多神奇的商品。 

台灣大大小小的品牌在這裡一應俱全，而且連很多台灣沒有的國際知名品牌也找得到,

還有許多美食等著你探索:海底撈、水貨......這就讓你們自己來找了!當然,這裡的價

錢就會比較不親民,不過都來了就偶爾嚐鮮一下吧！ 

  還推薦一家大陸運動品牌-迪卡儂,在五角場有個旗艦店,幾乎你想得到的運動、 

登山、旅遊的服裝都有且相當便宜,質料也不差,只是可能沒有那麼好的設計質感。 

而且就如剛剛所述,五角場位處地鐵站上,只要搭著地鐵就可以到知名景點遊玩,      

10 號線上的景點都滿值得一逛的!            附圖為 夜晚的五角場。 

 

宿舍 

是在北區41號樓,整棟樓都是給台港澳交流生居住,一層樓分成兩邊。               

例如：我住201,就是二樓八人房單位,302就是三樓六人房單位。 

每一單位裡面會有一個公共空間,交誼桌、小矮桌和幾張椅子,還有一個鞋櫃。 

衛浴設備是兩個洗手台、兩間浴室和兩間廁所。 

每一單位裡面,兩人會分到一間房,以A、B、C和D為代碼。 

每一個房間都有陽台可以曬衣服,空間算寬敞,但依照建築的角度,格局會有所不同。 

附圖： 

1. 兩人房間內部 2.衛浴設備 3.飲水機設備 4.洗手台 5.交誼廳 6.鞋櫃與窗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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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期只要 800rmb(＄4000ＮＴ),說實話沒什麼好抱怨

的。另外,關於電費,是整個單位一起付錢,採先付購款;學費是

在學期末結算的;至於飲水機,需要押金 150rmb(會退),每桶水

10rmb,所以請飲水思源啊！ 

就我們這單位而言,我們的洗手台一直修不好(直到前天),

所以地板總是維持著潮濕又髒的狀態。關於電費,我們是每間

(兩人)收 100rmb,一次直接儲值 400rmb,若沒錢會直接全面斷

電,所以可以從一樓的公佈欄裡得知,自己單位的電費餘額。 

除此之外,每人有一張床、書桌、衣櫃與椅子,其他得自己

去採購,生活用品大約花費 1000rmb($5000NT)。 

交誼廳的使用就得看你和室友們的造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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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宿舍生活圈」,  

 
 
1. 41號樓-交流時期居住處 2. 23號樓地下室-買飲用水場所   

3. 73號樓-維修、鑰匙遺失、報到 4. 66號樓-洗衣房 

  飲用水除了第一次去登記,機器要付押金之後都可以直接用電話叫水。而報修也可以

直接用網路選取;至於洗衣服,可以選擇自己手洗或者送洗,送洗一次是 5rmb(25NT),洗

衣精要自己帶 不然加洗衣精、消毒劑、柔衣精都會加錢,烘乾需要 7rmb(35NT)。 

  我都是拿去北區商店街的洗衣店。從北區出去,通往學校的路上有全家、影印店、照

相館、水果店、洗衣店、二手書店、眼鏡店…,一次也是 5rmb 但不用自己帶洗衣精。      

基本上生活機能還算便利,而且北門出去也有很多餐廳和店面,雖然要走一小段路。   

若你有網購的習慣,通常貨物會直接送到北門對面然後用電話通知你,只是得有心理準

備,因為所有貨物都是直接擺在街道上的,你得自己去找出貨物。 

5. 影印店 6. 洗衣店 

這裡的影印列印都非常便宜,而且似乎沒有版權問題,若覺得課程教材太貴,可以好好地

利用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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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內資訊」,在校內消費,基本上現金是行不通的,只有學生卡能用。              這

邊稱為一卡通。  如果遺失會很麻煩,因為無時無刻都需要。                     一

開始入住那天,會領取臨時卡,隔天就會拍照辦理正式卡,而且在大陸各大景點,有了學

生卡門票都能打五折左右。 

 
 

  復旦大學的食堂,有北區食堂、南區食堂、旦苑食堂…,限使用一卡通付款。         

早餐、午餐、晚餐還有宵夜時段都有,價格超便宜。  大約每餐平均消費只要 10RMB,而

且是能夠吃飽的份量。  如果想省錢校內食堂真的是好地方,環境還可以接受,衛生條件

也沒有太差;外面的館子一般價格都要近20RMB 才能飽足一餐。 

選擇非常多樣,小籠包、麻辣燙、快炒、麵食、自助餐、小火鍋…,應有盡有,要另外提

醒的就是,他們那不好的服務態度,久而久之就習慣了,記得別被他們影響到了自己用餐

的心情。 

 

使用區域：41 號樓門禁、洗澡熱

水器、食堂消費、圖書館、體育館、

校內教育超市及各大景點門票…等。

圖片來源：輔大室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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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區食堂環境                   旦苑自助餐 9.2rmb($46NT) 

  
    北區清真食堂 7.6rmb($38NT)              北區麵食 9rmb($45NT) 

  我一開始排斥校內食堂的,因為有人說不衛生又重鹹,後來透過室友推薦,才開始發現

這裡食物真的不差,之後常至食堂用餐。  因為與學校合作的關係,餐點都是便宜又大碗

且十分多樣,可以省下不少錢作為旅遊資金,特別有幾家真的滿好吃的,首推清真食堂。 

不過建議自己帶環保筷,否則這裡提供的筷子都略濕,感覺不是很乾淨,湯匙更不用提。 

 

「黑暗料理界」, 是來到復旦一定要體驗的道地校園路邊攤！                   雖

然不少人覺得不太衛生,但其實很好吃。 

剛開始我也是完全無法接受,害怕自己吃壞肚子或是生病等等的,只是漸漸入境隨俗後,

也喜歡上了。  發現可以要求少油少鹽不加味精,這麼一來基本上口味就會像台灣一樣,

而且價格超親民便宜。                                                       

首推兄弟檔肉夾饃(6rmb),還有炒飯(7~9rmb)及水果攤。  

通常出現在下午五點至七點,晚上九點至十一點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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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其實不算黑暗料理的常客,但可以說是肉夾饃的！它便宜又很美味,超適合當

宵夜的;炒飯的份量很足夠,加上因校內食堂收得早,所以有時會將炒飯作為晚餐;
水果攤的阿姨滿親切的,水果品質也不錯,算滿常去光顧的。                    
至於麻辣燙跟串烤各嘗試過一次,麻辣燙還不賴,尤其是上海日夜溫差大,晚上吃

格外的感到溫暖！但串烤,可能因為個人比較敏感,就有吃壞肚子的情況發生。 
  飲料的部分,首推CoCo。是這裡算最常見的飲料連鎖店,不過距離有些遠,想喝的

話就得走去東門附近,或是在五角場購買。  雖然明明在台灣沒有喝CoCo,但在這

喝就會有思鄉的感覺。 Ps.大陸酒類飲料特別便宜,偶爾可以嘗試看看(青島3rmb) 
 

 
 

 

  校園地圖解說： 

當地學生說,若不會辨認東西南北,可依照主要建築的方向,幾乎都坐北朝南,意思就是

每棟大樓正門都會開向南邊,在校內就可依照大致方向行走,不迷路。                

另一方面,八成的學生都會買腳踏車,雖然都是走得到的距離,但每一門課間隔只有15分

鐘,所以會很匆忙,有時候會遲到。  不過因為我是來作交換生,課程安排算鬆的,固定去

旁聽自己有興趣的課程也不錯;順帶一提,隨時注意復旦網頁的講座信息,算舉辦得滿頻

繁的,相信能有另外的收獲。                                                  

至於腳踏車約 150rmb,在開學高峰期賣的價錢會更高,所以就看你需要與否。   

校園很大且漂亮,還擁有另外幾個校區。  分別是有主要的學院在那裡,而且上課還需 

搭公車通勤,倘若怕麻煩,就盡可能選在本部的課吧！ 本部的課都是 H 開頭的代號。          

至於江灣校區,有時間一定要去走一走,是絕對讓你讚嘆不已的歐式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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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圖：校園地圖 

 

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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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課」, 分成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的時間 長,從暑假到開學前一周,是選好後再用亂

數分配,不一定會選上。而且通識課程,選上同種類型的只能夠選上一門課。 

第二階段,可以再作調整,而且不用與新生搶名額,因為之後會有屬於新生的選課時間。 

第三階段就是開學後上完第一次課,決定是否退掉或選新的。  而時間長達兩個星期,可

有時間慎重考慮,因為之後若選擇期中退課,是需要繳學分費的,這點需要特別注意。 

  另外,排課也相當重要,應盡可能排成連假,這樣旅遊時會比較方便。   

就以自己為例子, 後確定修11學分。把課集中在週一、二、三,這樣每逢四五六日,就

能無壓力地安排自己想做的事。 

 

「復旦重要網站」 

迎新系統  http://www.freshman.fudan.edu.cn/bksIndex.action##              

選課系統  http://xk.fudan.edu.cn/xk/                                      

郵件系統  http://mail.fudan.edu.cn/coremail/                          

E-learning  

https://uis2.fudan.edu.cn/amserver/UI/Login?goto=http://elearning.fud

an.edu.cn/sakai-login-tool/container                                                 

校園地圖  http://map.fudan.edu.cn/                                            

URP校園信息系統  

https://uis1.fudan.edu.cn/amserver/UI/Login?goto=http://www.portal.fu

dan.edu.cn/                                                                   

教務管理系統  

https://uis1.fudan.edu.cn/amserver/UI/Login?goto=http://www.urp.fudan

.edu.cn:84/epstar  

  開學後經常使用的是郵件和 E-learning,教授通常會用郵件系統和大家聯絡;   而 

E-learning 是你課程的一些資料和講義 PPT。  教務管理系統是可以查看學分和選課

的, 重要的是,如果課程需要買課本會直接在上面顯示,之後再到0號樓領取即可。 URP 

校園信息系統功能非常多,它整合所有網站的聯結,雖然我不常使用,但室友說,上面的

連結幾乎都可以在此系統找到,還可以查看一卡通餘額和儲值。                提

復旦的課一節是 45 分鐘,

每節課間隔 多只有 15 分鐘,

時間上要自己控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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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URP 校園信息系統的帳號密碼可以進入任何校園網頁,包括選課,所以若要修改密碼,

因為郵件系統是分開的,還是要用錄取通知單上的密碼先登入再修改。 

 

「翻牆」,手機要翻牆滿容易的,只是記得在台灣安裝好apps,因為google在大陸是被封

鎖的。  我是使用Open VPN搭配OVPN,還算好用。不過很多人建議使用fqrouter2,因為

它非常簡單,只要開啟即翻牆不用設定。  電腦的話,因為自己學校提拱得無法使用,又

受限於iOS作業系統比較難翻,之後借了師大朋友的VPN,相當穩又順,非常感謝,只是會

漸漸感覺不用翻牆,生活也過得下去。 

「常用Apps&網頁」 以下由輔大室友整理提供 

旅遊：攜程旅遊、去哪兒旅遊、百度地圖         

聊天：ＷeＣhat、QQi                           

購物：支付寶錢包、手機淘寶、大眾點評、天貓    

常用：百度手機助手(如同 Google play)、搜狗輸入法    
 
常用網頁： 

1. 去哪兒?,http://www.qunar.com/ 2. 攜程網,http://www.ctrip.com/  

3. 當當網,http://www.dangdang.com/ 4. 天貓,http://www.tmall.com/ 

5. 亞馬遜,http://www.amazon.cn/ 6. 支付寶錢包,https://www.alipay.com/  

7. 淘寶,http://www.taoba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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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和 2 一樣是旅遊用的,通常會比直接買還要便宜,所以一般要出去玩都會使用這兩個

網站查詢比價,完全集旅遊於大成,大概會有八折的折扣。 

  後面五個都是購物用,當當網和亞馬遜以書籍較為有名,而且在這買書相當的便宜, 

如果是原文書推薦亞馬遜,雖然仍差不多貴,但是不像在台灣需要繳運費和保護費,非常 

划算,如果不排斥簡體字,這裡的簡體書籍都很便宜,像我就還蠻愛買的。 

而且幾乎是今天訂明天到,有時候亞馬遜在早上九點訂,晚上八點就會送到,超有效率。 

 

淘寶就更不用說了,它幾乎是什麼都賣的概念,只要小心比價和商家信譽,基本上不會遇 

到假貨品質也很OK。  支付寶錢包是可以先儲值錢進去,在網路上藉由輸入密碼直接付

款, 可以不用多次使用到信用卡,算是蠻貼心的好東西,也可以下載到App 到手機,這樣

在便利超商買東西也可以直接刷條碼付款。 

心得 

  起初對於海外留學生活相當擔心,可能和自己沒有在外地念過書有關聯,而且對於中

國交換說真的沒有太大的興致與抱負,只是覺得該來崛起的中國看一看,感受它,所以就

和班上朋友一起報名了這次秋季交換,現在由衷慶幸當時做了這個決定。 

 

  來到上海,面對所有新的人事物,猶如展開全新人生般的令人興奮緊張。  但由於來復

旦大學前,國教處並沒有一個比較清楚介紹上海或分享交換生活的資料,多少有些慌張,

直到入宿那天,才被熱情奔放的室友們一掃而空。   

  大家來自台灣各大學,都很有人格特色,相處起來很有趣歡樂！很喜歡大家。 

有個非常保養身體、口才好、每天晨跑還為室友們現磨熱豆漿的健康室友;精通電腦各

種軟件、喜歡籃球的室友;喜歡晨跑、文學閱讀、還會泰文、略帶少女心感性的可愛室

友;懂財務股票分析師的室友;熱心助人、喜歡分享哪裡好玩跟美食、搶我枕頭的室友,

而且因為他超愛貓,有貓男之稱;和兩位認真的研究生室友,總是閉門寫論文或唸書,有

哥哥的感覺,總是幫我們處理事情;也認識了其他樓層的朋友,平時都會一起出去玩,或

是安排旅遊,大家打成一片的感覺,真的很棒。 

   

  生活滿一個月了,對許多事情也漸漸坦然接受,順其自然地入境隨俗了！    街道上

不時撲鼻而來的異味(煙味、尿騷味…)、令人不敢恭維的服務態度、老少皆隨地吐痰、

電車或是路上從後方用力不禮貌地推擠、無時無刻的喇叭聲,就連在人行道也會被電動

車追趕…等,後來只能習慣成自然吧。  唯一不能接受的應該就是,每天都要被迫吸一堆

二手菸,因此建議戴口罩出門。  然後在這裡生活,真的不需要太過於客氣禮貌,該爭該

說的時候,就該表現出來,對方的態度才會比較好一些,否則別人只是認為你好欺負罷了,

還有面對黑車拉客或路上的廣告拉客甚至逼迫性的乞討, 好選擇先默默避開,若真的

無法避開的話,就要果斷有力地拒絕,避免不必要的麻煩,保護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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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的物價比臺北還高些,尤其是伙食費,飯麵、麵包、飲料都特別貴,總是覺得100rmb

一下子就沒了,在外面想飽足一餐都至少要20rmb,手搖飲料與台灣價差很大,麵包也是,

值得注意的是,除非你願意手洗衣服,否則每週洗衣費約10rmb,生活所需花費都相當高,

所以真的需要好好做財務管理,不然都不知道錢流去哪裡了。                             

大陸便利超商的零食飲料種類真的很少,然後冰品特別貴,來到這才體會到台灣的美好,

光是抉擇想喝哪種飲料就可以考慮很久,這邊真的沒什麼好選,重點是也沒什麼好喝。                  

雖說上海空氣品質比北京來的好,其實還是頗差的,水質也不好,有好幾位朋友,來到這

皮膚膚質變得不太好,自己手洗衣服擰乾時,竟還發現有略黃的樣子,真的很驚人;  還

有這裡氣候日夜溫差非常大,真的要注意照顧好身體,像我不久前就因為此而發燒感冒

了,在海外生病是很麻煩的一件事,還好有自己帶藥來,還有朋友的照顧,不然這裡的診

所真的令人不放心,所以 好就是別生病。 

  復旦校園很美麗也很大,但論整個感覺還建築設計,由衷覺得還是東海好。                          

喜歡光華樓前的一大片草皮,倘若不要有妖風會更好(光華樓四周都會有強風);    

開學不久,打破了一些對陸生的刻板印象(勇於發言、積極向學…),在課程中發現他們一

樣會翹課,一樣上課睡覺玩手機,甚至自己用筆電瀏覽網頁,但聽本地生說,通常那些人

都是學霸(成績超好的天才);而且陸生都很在意自己的成績,互相比較,都一定要拿90,

像我有門專業課,需要案例討論分析做為一次報告成績,陸生就希望把這分作業,做到像

是企劃案似的,非常完整的結構,還要加上自己的想法意見等等的,總之就是希望能拿到

很高的分數,讓我們與一位美國學生都略感壓力;值得一提的是,所修的兩門全英文授課

的課程都很實用且有趣,重點是教授熱忱生動的教學。                               

其實來這邊認識的陸生不多,機會大多都是課堂分組或是運動時認識的,他們都滿好相

處的,對來自台灣的學生也不會有所歧視跟偏見,所以我們自己也別怯於說出來自台灣。                

多多關注復旦首頁或管理學院的網頁,善加利用學校提供的資源,像是主題演講舉辦的

滿頻繁的,會邀請許多業界、學術界國 內與國外的知名人士辦講座,相信能收獲滿滿,來

賓與主講者你來我往的討論,不停的提問回答交換彼此意見,真的很有趣。 

  雖說校園治安很好,但校園進出管制真的不算嚴,只有在晚上十一點後才會要求出示

學生證。  提醒各位同學,就算只是出去洗個澡倒個垃圾,房間門都要記得上鎖,因為十

月中,我的錢包就在宿舍遭竊了,而且是遭同一棟的人所為(台港澳交換生),那時立刻停

掉了所有信用卡並報失證件,而錢包是四天後在北區宿舍附近被學校撿到的,損失

700rmb不過証件都在。  大家記得出去玩,包包一定要背在前面,身上的現金分開放或別

帶太多,在海外用丟證件是十分惱人的事情。 

  港澳台辦的老師人都非常好, 喜歡”鄭聰”老師。  從接機那天到現在,總是不辭辛

勞地替我們處理所有事情,我錢包遺失時,正逢十一連假老師還特地來載我去警察局報

案,真的很感動很感謝他,因此提醒將來要至復旦交換的學生,記得帶點台灣的伴手禮,

以感謝他的辛勞。 復旦大學對我們真的不錯,第一周就有出遊活動,免費前往古鎮朱家

角、上海市博物館與登上東方明珠一覽繁華夜景,第五周還有前往山東,為期三天的出遊,

也是無須自費,覺得很期待,這點真的是對交換生很大的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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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旅遊照片 

     

 

           

北區宿舍區                                     第五教學區 

    

光華樓階梯                                 江灣校區 
 

北區宿舍 光華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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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明珠＆外灘 

 

 

 

 

 
東方明珠內歷史展覽館                    城隍廟      

 

 

 北區體育館桌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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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北京找朋友                             天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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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學院-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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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月全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