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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該校的簡介 

為了脫離舒適圈並在雙主修繁重的課業中獲得些許喘息機會，我毅然決然決定

申請交換出國，把握學校提供的豐富資源。選擇前往中國是因為有著相似的文

化及共通的語言；而選擇上海這座城市，除了它為中國主要大都市外，更是與

國際接軌的國際化都市。豐富多元以及相對自由的城市文化與氣息，讓我嚮往

著身處於其中生活及學習，因此復旦大學成為我的首選。上海復旦大學不但是

中國重點高校之一，更是在中國高校國際化程度上數一數二。作為一所綜合型

大學，復旦可說是文理醫具備，專業領域包羅萬象使得學生可以充分展現其長

才。在四大校區中，邯鄲校區為大部分院系及行政辦公所在地；江灣校區目前

為法學院為主，未來也將有部分理學院進入；而張江跟楓林校區分別以理學院

及醫學院為主。復旦除了為首批 211 工程、首批 985 工程重點高校外，亦是長

三角高校合作聯盟、金磚國家大學聯盟及中國 C9 聯盟成員。我想這些名聲早

已使得復旦遠近馳名，但更重要的是能夠親臨其中，享受自由的教學風氣以及

接觸更高的學術領域。 

   

 

2.修讀課程 

我在復旦總共修了三門課，分別為網絡金融、金融工程導論及行為金融。 

a. 網絡金融 

講授方式：老師以 PPT 授課。 

評分方式：期末論文及期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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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課內容：從互聯網金融的簡介及需求講起，再到互聯網金融在中國的發展

進程，接著逐步介紹不同的互聯網金融模式及其發展。每周上課前老師都會

整理相關新聞以更新互聯網金融在中國及世界的發展狀況，目的是為了讓我

們對該領域掌握最新動態。從老師本身的研究專業-電子貨幣開始，講述實

體貨幣的虛擬化對於貨幣供需、中央銀行地位、貨幣政策的影響等，內容牽

涉一點貨幣銀行學的知識，但總體來說不算困難。除了電子貨幣外，內容尚

包括 P2P 網絡借貸、眾籌、電子支付等，許多概念及想法都是以往不曾接

觸過的，同時也見識到中國在此方面的快速發展及領先地位。在課堂上老師

也會鼓勵我們提出自身想法，畢竟在這新興領域下沒有標準答案，必須保持

開放的態度。而期末的論文形式老師沒有任何要求及規定，唯主題及內容須

與互聯網金融相關即可；期末考分為簡答題、說明題及論述題，內容都是上

課所述範圍，因此整門課不算艱澀困難。 

b. 金融工程導論 

講授方式：老師以 PPT 授課。 

評分方式：平時成績及期末考試。 

授課內容：此門課為管理學院所開的通識課，因此內容算是入門的，不會困

難。一開始從金融工程的簡介到發展歷程，以及在金融領域中金融工程所扮

演的重要角色。內容介紹了金融工程種類、股票、債券及其他衍生性金融工

具，基本上講解內容粗淺，重點在對於金融工程及金融工具的觀念認識。課

程也不會因為是工程就牽涉到複雜的數學，所運用的都是簡單的統計觀念。

而在某一進度完成後都會有自由選做題目，可以依照個人能力去練習或藉由

小組方式完成，待隔週老師會請同學們上台講解並分享。期末考試也不會困

難，題型有填空、是非、選擇及計算說明。上課介紹的觀念及範例雖多，但

只要把握大觀念，考試就不會有太大問題。 

c. 行為金融 

講授方式：老師以 PPT 授課。 

評分方式：平時作業及期末考試。 

授課內容：此門課主要講述在標準經濟學下無法解釋的異象，探討投資者在

股票市場是否理性，並對有效市場假說提出質疑。內容牽涉許多心理學的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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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及如何應用在投資者的不理性行為上，像是過度自信、處置效應等；另外

還有套利的有限性如何影響市場的有效性。而行為金融的主要基石-展望理

論，更是此課程的核心之一。由於行為金融的發展歷程不算長，也尚未出現

大一統的框架能夠解釋所有異常現象，因此概念性的想法或理論就會顯得有

點支離破碎，但在西方逐漸重視此門學科的發展下，我認為還是值得修讀。

平時作業也不會太困難，主要是應用上課所學的概念對金融市場的現象進行

解釋。而次數也不多，主要依照老師認為重要的觀念進行出題；期末考試方

面主要為說明題及計算題，運用上課所學理論進行分析及說明。在熟讀內容

及理論外，如何適當地建立自己的思維基礎並解釋金融異象，我認為是這門

課的重點，同時也是練習獨立思考的好機會。 

d. 心得 

復旦選課制度是與東吳不一樣的，在交換生可以選課的階段是屬於搶課制，

因此要注意自己想選的課人數是否已滿；在選課系統中也可以看到授課大

綱，因此可以事先查看內容是否符合自身需要及期望。在開學前兩周仍為加

退選階段，我建議可以多去旁聽，看看實際上課情況及教學方向是否與大綱

一致。重要的是要注意在加退選階段後的幾天是僅能加選而不能退選的，其

他詳細的細節復旦會再說明的。 

在復旦修課的第一印象是：學生普遍都很認真，不論在解決問題或是表達上

都很有自己的想法。心態也不會因為是選修課或通識就有所鬆懈，只要有機

會就會努力表現自己並做到最好。另一個深刻的印象就是大多學生都是用電

腦做筆記，但仍有部分學生用手寫。在老師較少使用黑板之下，除非手寫速

度快，要跟上老師速度是有點難度的，因此我也練習用電腦做筆記，之後再

列印出來。 

 

 

3.生活及住宿環境介紹 

在復旦的生活可說是多采多姿啊！除了校區大之外，生活機能也是相當方便。

在宿舍區內就是一個小型生活圈，基本的需求都可以被滿足；而邯鄲校區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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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學路、江灣體育場(地鐵站)及五角場(地鐵站)都是很好的去處。因此生活大

小事都不必太煩惱或緊張！以下我將分成幾點來分享： 

a. 食 

校園內： 

在北區宿舍附近就是北區食堂，要填飽肚子可說是相當方便！食堂總共有兩層

樓，樓跟樓之間還有一間清真食堂。選項之多，不怕吃不飽，只怕不知道要吃

甚麼！一樓大多是自助餐類，特別的是飯是用兩來算的，可以選擇要吃多少

飯。其他尚有湯包、韭菜盒、水餃、菜飯及湯麵等，都是很好的選擇！二樓自

助餐就稍微少一點，多了像是炒飯(麵)、蓋澆飯、冒菜、乾鍋及煨湯。 

冒菜類似於麻辣燙，葷素分別秤重計價，如果怕辣的話也可以選擇不要辣；而

乾鍋跟冒菜不同的地方在於乾鍋是用乾炒的方式，一樣不吃辣的話可以選擇不

要辣。基本上種類多元，但口味上就要有心理準備了！大多都是較油較鹹，不

習慣的話可以利用清湯或熱水過水。若還是吃不慣的話，一樓還有西餐廳可以

選擇！裡面有日式、韓式及鐵板料理，口味是較接近台灣的，所以可以嘗試看

看。基本上早餐在 5RMB 以內可以解決；午餐及晚餐取決於是否在西餐廳用

餐，在西餐廳用餐大概要 20RMB 左右，其他大概 10RMB 左右。平常上課在

旦苑餐廳或南小食用餐的機會比較大，基本上菜色種類大同小異，但我推薦旦

苑食堂的清真餐廳，裡面種類比北區清真更多元，像是多了新疆奶茶、馕、酸

奶等，而且味道也不會過油或過鹹！ 

校園外： 

在宿舍外的武東路上有全家便利商店(校園內北區一條街也有)、雜貨店及一些

小吃店，如果晚上肚子餓想吃消夜的話是不錯的選擇；再往外走一點就是大學

路，大學路上以咖啡店或是 BAR 為主，但仍有一些餐廳可以用餐。而江灣體育

場地鐵站的地下街也是覓食的好去處，但價位就比較高了。這裡我要推薦地下

街一間燒餅店-老大誠，除了價格親民外，老闆更是親切熱情！一定要早點去買

雞蛋灌餅，不然很快就被搶購一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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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用水： 

在宿舍門口會張貼有關叫水的資訊，只要仔細看就沒問題了！飲水機可以自行

討論要用租的或是購買，如果是用租的話需繳付押金，因此押金單非常重要！

不見的話期末歸還是無法贖回押金的！飲用水都是桶裝水，每當喝完時將空桶

放置於房間外的樓梯間，並將水票投入一樓的透明箱內，這樣就會有人來替換

了。 

其他： 

如果在外不知道該吃甚麼的話，可以下載「大眾點評」APP，裡面都有詳細的

介紹及推薦菜單。而流行的外賣則可以利用「餓了麼」及「美團」這兩個 APP

來點餐，裡面一樣有很多詳細介紹並且在第一次使用都會有大紅包可以使用，

要好好把握！ 

b. 住 

港澳台的交換生都集中在北區宿舍裡，女生在 41 號樓而男生在 42 號樓。

一層分兩大間，分別為 01 及 02。01 為 8 人房，每房住 2 人；02 為 6 人

房，每房一樣住 2 人。兩間皆有共用客廳及廁所。一學期住宿費為

800RMB，可以說是相當划算！而且光是 2 人一間及獨立衛浴就已經羨煞不

少人，因此沒什麼好抱怨的了！ 

在洗澡部分，需要利用一卡通(似東吳學生證)才能享有熱水澡！平常要利用

微信及食堂內的終端機進行加值，並在淋浴間可以看到餘額，尤其在第一天

時要記得加值，不然只剩冷水澡了！而熱水的供應是有固定時間的，早上為

7 至 9 點；另一時段為下午 4 點至晚上 11 點半。但不要以為會這麼準時，

通常早上 8 點半及晚上 11 點後熱水就會慢慢減少，所以不要想要壓線！ 

c. 行 

邯鄲校區之大，如果前往教學樓是用步行的話勢必會花不少時間，這時腳踏

車就是最好的代步工具了！腳踏車可以用買的或是租公共自行車，前者一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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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約 400RMB(新車)，除了在外不方便外，價錢也比一學期租金昂貴，雖說

可以在期末賣回去，但前提是車還要在！所以不推薦用買的。後者可分為三

大公共自行車：ofo、mobike 及 hello 單車，前兩種在校園中可以經常看

到，另一種則較少。只要下載「全能車」APP，透過實名認證後就可以安心

上路了！除了第一個月有優惠之外，所有車種都可以使用(除了電動單車)，

並且不用押金。 

出了校園外，最常使用的大致為公交車及地鐵。離學校較近的地鐵站為江灣

體育場站及五角場站，兩站皆在地鐵 10 號線上；若要搭公交車至五角場附

近，可以搭乘 99、713 及 749 路公交車。另外還有江灣鎮地鐵站，這站比

較少會去搭乘，除非出去玩時需要到上海站或是上海南站搭車，否則一般而

言不會去那；若是要到虹橋車站，搭乘 10 號線到底即可。雖然學校離虹橋

車站有點距離，但基本上算是方便的。 

其他： 

關於交通工具的付錢方式，是利用投幣或是上海市的交通卡，交通卡不論搭

公交車或是地鐵都可以使用。只要去地鐵站購買跟加值交通卡即可，一般來

說搭公交車一次是 2RMB，地鐵則取決於搭乘的距離，跟捷運類似。 

在中國還有計程車或是滴滴打車可以當作交通工具，滴滴打車可以利用

APP 來叫車，跟 UBER 基本上一樣。平時利用此種方式機會甚少，但如果

不得已要使用的話一定要結伴同行，安全仍為首要目標！ 

d. 育 

在運動方面，北區宿舍附近有北區體育館，裡面可以選擇健身、籃球、羽

球、桌球及排球等，種類算是豐富，唯健身器材老舊，在使用時需要小心。

籃球及羽球場地可以提前預約，基本上沒有人預約或是沒有校隊練習或比賽

之下都可以自由使用的。學校室外籃球場數量算是多的，有三角場、北區一

條街附近及本部籃球場。前兩者開放時間都只到晚上 8 點；後者到晚上 9

點半，時間到了就會關燈趕人，雖然覺得不合理，但有球打就算是不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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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想要健身或是跑步的話，可以到南區。南區游泳池附近還有一個健身

房，空間及器材都比北區好，因此還是可以好好運動的！不過需要注意對師

生的開放時間，大部分集中在下午到晚上，因此可能比較擁擠！而健身房附

近就是大操場，燈光明亮，可以散步或是跑步。在學校基本上想要運動不是

問題，唯器材或設備有點老舊，使用上避免受傷即可。 

e. 樂 

學校附近的五角場地鐵站就是個玩樂的好去處！地鐵站下方連結了不同的商

場，基本上任何需求都可以被滿足。像是唱 KTV、看電影、吃飯及購物等都

可以在這找到適合的地方！這裡我比較推薦 Walmart！不是因為好逛，而

是因為剛來到上海還無依無靠的時候，Walmart 可以買到生活所需的日用

品，並且價格也比較便宜。Walmart 位在五角場附近，沿著政通路往下走

就會看到了！ 

4.交換學校輔導機制  

在申請交換成功後，資訊都是由復旦大學的港澳台辦公室跟東吳的國際與兩岸

學術交流事務處聯繫，內容包括一些復旦申請資訊及聯絡資料等，之後就是有

關選課資訊。在這方面不用太擔心，有任何問題都可以詢問東吳的國際與兩岸

事務處，裡面的老師或學長姊都會熱心解答！ 

在復旦交換期間，有關校園、生活及選課問題等，都是由復旦的港澳台辦公室

直接聯繫，主要是透過復旦的學校信箱及微信群組通知。 

除了復旦港澳台辦公室外，學校也會安排學伴來幫助我們盡快適應學校生活。

在通過申請之後，學伴會利用電子郵件通知並加入微信群裡，由於是由 2 名學

伴要照顧將近 10 名交換生，因此學伴也算是相當辛苦的！同樣地，在生活或

是課業上有任何問題都可以詢問學伴，他們會盡力協助各位的。 

5.交換學校是否有提供獎補助  

無獲得任何獎補助。 



頁 8 

6.交換學校安排了哪些活動和景點參訪 

1. 上海一日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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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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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個人行程規劃  

1. 朱家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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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無錫 蘇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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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同濟大學櫻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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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西安 

  

              

            



頁 20 

                           

                 

                           

         



頁 21 

                         

                             

                                           

                                             



頁 22 

                                    

 

5. 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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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安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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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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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烏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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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洛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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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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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出發準備及費用  

1. 出發準備 

前往中國交換，除了護照之外，臺胞證也是很重要的！如果已經有的話就要注

意政見是否過期；若無的話要儘早辦理，待申請結果出來後就要陸續填寫有關

資料，所以能儘早當然最好！而臺胞證在中國就像是身分證一樣，只要需要實

名制的地方一定都會用到，因此一定一定要好好保管！若是弄丟的話會很麻煩

的！ 

接著大概是最重要的：男生兵役問題 

如果是在大三以前(包含大三)進行交換的話，這個問題就不用太擔心，因為仍

在緩徵期間；但如果是大四的話就要注意了！要注意復旦學期結束時會不會超

過緩徵期間。以我自身為例，我在大四下學期進行交換，剛好遇到學期結束超

過緩徵期間(緩徵期間結束：107 年 6 月 30 日；復旦學期結束：107 年 7 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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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因此要請教官協助處理延長緩徵！這點很重要，若不注意會很嚴重的！有

關細節出發前教官都會再做說明，大四男生在這方面一定要好好弄清楚！ 

其他像是衣物等就看個人需求，上海在 2、3 月還是會有點冷，氣溫在 12 度左

右，最冷有到 10 度以下，因此禦寒衣物還是需要準備好。日用品若不要求的

話可以按照前述到 Walmart 購買，如果個人有特別需要的日用品及保養品就要

多準備，畢竟在上海購買進口品也是不便宜的！ 

2. 費用 

到中國的話，最多可以攜帶 20000 人民幣。由於我是攜帶 20000 整人民幣，

因此沒有利用轉帳，這方面我就不太了解了。不過屈時在辦理銀行卡時可以向

銀行詢問有關轉帳問題，銀行會提供相關資訊，包含行號、swift code 等。若

是平常沒有太多額外花費，對於平常在學校及出外遊玩，20000 人民幣是相當

夠用的，因此不用太擔心！ 

3. 其他 

到上海後，最重要的兩樣東西莫過於是電話卡及銀行帳戶了，若是缺少這兩

者，可說是很難存活下去啊！首先是電話卡，可以選擇在機場購買或是在宿舍

附近的通訊行(北區宿舍外的全家便利店旁邊或是北區一條街上)購買。基本上

聯通或是移動大同小異，按照自身需求購買即可，日後話費充值可以透過 APP

並利用微信等方式支付。再者，身上帶著大量現金除了不安全外，在外支付很

多都是用手機支付，因此開戶是需要迫切處理的！復旦雖然會要求同學統一繳

交資料來開戶，但是除了時間太久外，對台灣學生是沒有任何用處的！因此我

建議同學到五角場地下的蘇寧廣場，那裡有間工商銀行可以辦理開戶！不過前

提是要先有電話號碼(臺胞證也需要)！待開戶完成就能無憂無慮地在任何地方

消費阿！以上兩項可以儘早辦理就要儘快，否則會有許多不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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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個人感想 

離開上海已時隔一個月之久，一切卻好像近在昨日。一邊寫著交換研習心得、

一邊整理這段日子的照片，許多回憶湧上心頭，不過卻只能獨自細數著。每到

不同的時間點，總會想著此時此刻的自己在不久之前正在做些甚麼，也許是早

起上課或是一群人一起讀書；或是一起到食堂想著午餐要吃甚麼；還是晚上下

課後一起打球，回到宿舍想著要不要訂外賣；又或是室友們總是拖到最後一刻

才急著洗熱水澡，然後在房間裡聊著許多廢話。儘管在上海的交換生活體驗到

了許多從未有過的經歷，但若沒有這群好夥伴的出現，我想一切也不值得一再

回味。從沒想過看似平常的生活，卻讓人最想念；要不要一起吃飯或是周末要

不要一起出去成了最溫暖的話。當時的酸甜苦辣或是任何感受，如今只有一

句：幸好有你們一起。不論去過的地方有多難忘或是吃過的東西有多美味，永

遠比不上願意付出時間製造一切回憶的我們，也唯有彼此的回憶能夠讓我一再

想起交換生活的美好。謝謝我的室友：芝宇、創元、Marco、毛毛及文龍；隱

藏室友：信佑、柏凱及孟霖；香港地陪：Joyce、Yseult、Winnie 及 Marco；

剛好一起度過第三個學期的高中朋友：Julie。謝謝各位帶給我的一切美好回

憶，不僅讓我順利完成交換，更讓我在大學生活中留下精彩的一筆。最後，除

了感謝同學、師長的幫忙外，也很感謝家人的支持。最重要的是感謝自己當初

勇敢地跨出這一步，才能擁有如此了不起的回憶以及遇見如此難忘的彼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