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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學校簡介 
 

        蘇州大學（Soochow University），簡稱“蘇大”，坐落於歷史文化名城蘇州，國家

“211工程”重點建設高校，學校前身是東吳大學，創辦於1900年，為中國 早開展研究生

教育的大學之一。1982年，學校復名蘇州大學。其後，蘇州蠶桑專科學校、蘇州絲綢工學

院和蘇州醫學院等相繼併入蘇州大學。蘇州大學屬全國前5%綜合研究型大學（734所高校

中，排名28（武書連2016年中國大學排行榜））和首批2011計劃牽頭高校，其實力不容小

覷，現有天賜莊校區、獨墅湖校區、陽澄湖校區三大校區，佔地十分遼闊。 

     值得一提的是，1949年，中華民國政府遷至台灣，東吳大學部分教職員、校友隨居台

灣。東吳大學旅台同學會推動在台復校運動， 終1954年東吳大學在台北市復校，也因此

造就了現在台灣的東吳大學。 

 
來傳說中的東吳門落葉歸根一下 



2.蘇大接待： 
 

        在確定進入蘇州大學當交換學生之後，即會收到校方寄出的確認信件。裡頭除了一些基

本的注意事項之外，貼心的老師也創立了微信群供我們加入。老師會在裡頭分享許多生活及

校務資訊，若有任何學習或校務相關的問題，也可以在裡面提出疑問。 

        除了群組之外，蘇大校方還會為每人分配一位本科生（當地四年制學生）當作學伴，當

我們還在台灣時，就會和我分享蘇大的大小事，真的是揪甘心。學校方面還有安排接機服

務，因此不需要擔心一進入中國就會手忙腳亂的問題。在接待交換生這方面，我認為蘇大真

的處理的非常周到。 

 

 

 
和蘇大同學一同享用傳統蘇式美食，口味偏甜 

 

 

 



3.生活方面（由於我是就讀商學院，所以基本上都是以介紹其所以地東校區

及校本部為主，獨墅湖校區我只去過一次） 

 

(1)通訊 
 

        在中國，主要的通訊業者有分中國聯通和中國移動，以我住宿的東校區為例，這兩間都

有設服務點，聯通在教育超市裡，而移動則在教育超市旁設有獨立門市。中國聯通的優點是

價格較為低廉，申辦門號時不需排隊，但相對的網路速度可能較移動稍慢。中國移動的門市

則可說是人山人海，雖說網路速度較快，但價格相對也較高。要注意的是以上兩間電信在學

校裡都有特別的學生方案，這在外面門市是沒有的。某些方案還能搭配寬頻，讓你可以在宿

舍裡連接有線網路，網路速度會相較學校提供的無線網路（另外申請，一個月15元，但網

速很慢）速度快上不少，端看個人需求。以我申請的手機方案為例，我是申請聯通一個月

35元人民幣的方案，這個價格即可以使用22G 省內網路，2G 省外網路（由於中國幅員廣

大，省內省外網路是分開計算的，這點和台灣差異極大，需特別注意），搭配一個月15元的

校園網路（無流量限制，但很慢）流量算是很夠，就是速度慢了點，若對網速有特別要求的

人可以再稍微考量一下自己的搭配方式。 

 

 

(2)金融 
 

        在中國，若出門沒有行動支付，生活可以說是大不便。舉凡吃飯、逛街、買門票、路邊

小販、叫外賣、打車（搭計程車），或是搭公車，通通可以用行動支付解決，甚至還有當地

人跟我說，連乞丐都用手機收錢。 後一個當然是玩笑話，不過可以想像行動支付在中國的

便利程度。然而前提是，你必須要有一個銀行帳戶以及支付寶（行動支付軟體）或微信（微

信錢包功能同支付寶，在兩者在中國都有廣大的用戶，通常都會裝在手機），而一切的的前

提，是你必須要有一個手機門號，才能申辦以上服務（皆需綁定手機門號）。 

        基本上會推薦申辦交通銀行，因為校園內（東校區，本部及獨墅湖不清楚）有服務點，

除了方便之外，他們也會較為熟悉交換生申辦帳號的相關問題，服務人員也都很親切，而且

還能在裡面還能進行匯兌服務（很多銀行不是不能匯兌，就是不能讓港澳台及外國人匯

兌），也因此我認識的交換生幾乎都是申辦交通銀行。 



(3)食 
 

        東校區有兩個食堂，本部兩個食堂，選擇非常多樣，舉凡重慶小麵、蘭州拉麵、乾鍋、

過橋麵線、麻辣燙，甚至是台灣蔥抓餅（雖然很不台式），應有盡有，價錢都在8元～15元

不等，且份量都很多，可說是十分划算。口味上都還算不錯，不過調味對台灣人講偏重，可

能需要花些時間適應。在學校裡吃飯或在教育超市裡購物，皆要透過學員卡才能消費，但只

要裝載蘇大 APP，即可透過手機儲值。

 
蘇大食堂的乾鍋，好吃又便宜，但超級鹹 

 

        若在校外吃飯，價錢可就沒那麼親民了，平均來說會比學校貴上5～10元，但普遍水平

確實也小勝學餐。在此推薦東校區南門出來左轉葑門路上的黃悶雞米飯、西安傳統麵店，以

及校本部北門出來右手邊干將東路的清真麵店（蘭州拉麵），皆是我在交換期間 愛吃的餐

廳，不但口味道地好吃，價格也不貴。 

        東校區東門左前方有一個萬科廣場，裡面除了有很多商店之外，也是個大啖美食的好所

在，雖然似乎常常在更換餐廳（太競爭？），但確實也有很多不錯的選擇，例如位於三樓的

小楊生煎（來自上海）就是我的心頭好。 



         講到吃，就不得不提中國飲食界的一大奇蹟（主觀認定）～外賣。在中國，外賣的方

便程度絕對超乎你的想像，從滿街的外送車，你就可以略知一二。只要打開餓了嗎（外賣

APP，還有美團），各種餐廳任你挑，基本上7成以上的餐廳都能外賣，搭配上各種優惠，甚

至常常能以遠低於餐廳裡的價格吃到各種美食，以至於當天沒有特別安排時，我都會使用外

賣來滿足我的五臟廟。 

 
盛好盛滿的烤串串，也是好吃但很鹹 

 

 
在青島大啖海鮮 



        中國的各種街邊小吃也是便宜且別具特色，像是東北烤冷面就是令我十分驚豔的一道小

吃，他的面是指面皮，看起很像台灣傳統的蛋餅，但吃起來更有嚼勁，配料選擇也更加豐

富，十分建議嚐嚐。東校區南門出來的小巷也有山東煎餅可以試試，是既便宜又好吃的美味

小吃。 

 
東北烤冷麵，答應我一定要試試，好嗎？ 

 

        若到了其他省份，也別忘了品嚐當地傳統美食，諸如陝西 BiangBiang 麵、西安肉夾

饃，或是敦煌的烤羊肉，皆是令我難以忘懷的好滋味 

 
極盡各種浮誇之能的敦煌烤全羊，非常好吃 



(4)住宿 
 

         基本上住宿區域取決於你所選擇的系所，但若有特別需求，也可以私下和老師溝通選

擇像要住宿的校區（在此不得不特別感謝蘇大給我們如此高的自由度），由於我就讀商學

院，因此被安排在東校區的研究生宿舍。住宿費方面，這邊是一套房間一學期6000元，再

由房內人數均分;以我們房間為例，共住四人，因此一人只要繳交一學期1500元的住宿費即

可，電費另計。 

                    
宿舍環境，其實整體環境不錯但被我們搞得很亂＝＝ 

 

        住宿環境上，由於被分配到研究生宿舍，因此環境上相比本科生而言算是十分優良，有

獨立衛浴、個人書桌、衣櫃、床鋪，整體感覺和我們東吳的和將宿舍差不多。為何說和本科

生相比之下好很多，因為他們不但要整寢共用一張大長桌，沒有獨立衛浴，不論風吹日曬都

須到公共澡堂才能洗澡，地板甚至還是水泥地板。在看過他們房間的照片後，真的可以深刻

體會到中國對於台生的優惠到底有多好。 

 

(5)交通 
 

         在蘇州的交通方面，主要是透過地鐵、公交車（也就是台灣的公車）及打車。在搭大

眾運輸之前，記得要購賣市民卡（全家或是地鐵站有賣），可以享公交車6折，地鐵8折的優



惠，平均下來搭一趟公交車大約只要6元台幣。但如同電信一般，中國的市民卡是有地區限

制的，也就是說在蘇州購買的卡，只能在當地使用，並無法享受跨地區的服務。 

        在中國，打車也是一項十分方便的服務，可以說是 Uber 的威力加強廉價版，不僅價格

便宜，車輛隨叫隨到，更有用不完的優惠券。如果和朋友一起搭車，花費有時還會跟公交車

差不多。在出行前，APP 還會幫你試算金額，讓你輕鬆掌握你的花費，好車，不打嗎（非業

配）？ 

        在跨區域的交通方面，則分為巴士、高鐵、動車、快車、飛機。首先要先說明，在中

國，這種跨區域的大眾運輸工具都是要記名的，除非你有中國二代身份證，否則持台胞證的

我們即使在線上購買火車票，也必須持購票人台胞證才能領票，且在進入火車站時，也會一

一查明證件，並作安檢（搭地鐵時也需安檢），也因次在進入火車站時，請務必提早到現

場，以免遇到人龍問題，而且中國習慣在車輛出發前兩三分鐘停止乘客上車，因此以我的習

慣， 少幾乎都會提前20~30分鐘到達火車站。

 
快車硬臥一景，超級壅擠 

 

        高鐵就如同台灣，速度 快，環境 舒適，但也 貴，若是要到鄰境區域如上海或杭

州，且時間緊迫，不失為一個好選擇。動車，我認為則是 CP 值 高的一個選擇，價錢介於

高鐵及快車之間，但速度接近高鐵，且舒適程度也僅略遜一籌，也因此往往 快售罄。若早



在出發前很久就確定行程時，絕對不能放棄搭乘動車的機會。至於綽號綠皮車的快車，則和

名字相反，是 慢、 擁擠、環境 差，但唯一擁有臥鋪的車型。由於價格便宜，因此乘客

素質相對參疵不齊，座位三人坐一排，對面還有人和你面面相覷，中間的桌子或地上總是充

滿著瓜子殼，空氣中瀰漫著一股濃郁的氣味，伴隨著列車員的叫賣聲（不要懷疑，綠皮車上

的列車員是會賣書，賣按摩棒，遙控飛機的）以及大媽們忘我的聊天聲，也算是一種難得的

體驗。由於環境太可怕，甚至連很多當地人也不敢坐快車。但若是長途旅行且”攜伴同行

“，也可以考慮乘坐快車的臥鋪以節省預算，但由於環境一樣壅擠，且常有位子被別人一同

分享的窘境（當地人很常在未經詢問座位主人的狀況下直接坐在你的位置上），若是單獨出

行實在不太建議搭乘快車。 

        若要長途出遊，搭乘飛機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若以台灣人的角度可能會認為搭飛機很

貴，但也許是因為市場大以及競爭激烈的原因，其實機票的價格並不會算太貴，也很常找到

比動車或高鐵便宜的機票，若有機會買到出清機票，那價格更可能是驚人的低。不過要注意

的是，中國的飛機延遲或是“提早”飛的情形很常見，可能要在購買前先參考相關評價再決

定是否購買該航空公司的機票。 

 

(6)必備 APP 
 

在中國，手機可以說是生活的一切，若沒有了他們你的生活可能會黯然無光，故在此介紹一

些必備的 APP 

a. 微信：中國 大通訊軟體，功能比我們常使用的 Line 多上不少，加上和支付寶並列兩大

龍頭的行動支付功能，讓你不得不擁有他。 

b. 支付寶：行動支付必備軟體，更內建許多額外功能如外賣或打車，如果要加值學員卡，

也需要透過支付寶。 

c. 高德地圖：雖然已經被百度給收購，但功能比百度地圖更強，出們在外都靠它。 

d. 攜（ㄒㄧㄝˊ）程：旅遊軟體，可以幫你規劃旅遊路線，該怎麼搭車，怎麼買票，通通

可以幫你辦到好，還可以直接在上面買票。裡頭也會有網友的旅行攻略及景點評論（消

費者可以從撰寫評論或攻略中賺取點數，我覺得這方法非常聰明，造成雙方互惠），甚至

還有許許多多的套裝行程，若遇到困難，還有即時線上客服幫你服務，如此方便的軟體

可說是出遊必備，另外也推薦馬蜂窩及去哪兒這兩個類似的 APP。 

e. 淘寶：不要覺得我愛敗家，中國人對於掏寶的依賴性從每逢1111光棍節當天那高達1682

億元的超高營業總額就可以略知一二，買水用淘寶，買餅乾用淘寶，買電影票用淘寶，

買什麼都用淘寶，加上滿額免運費或一天到晚都有的優惠活動，使得用淘寶買往往比在

實體店面買東西便宜。 



f. 美團：外賣軟體，上面已有介紹過，另外若要買生鮮蔬果、麵包也可以透過它來購買

（太扯），宅宅生活不能沒有它，另外也推薦餓了嗎 APP。 

g. 滴滴打車：出行必備，方便快速好用，利用共乘功能可以省下更多錢。 

h. QQ 音樂：雖說非必備，但特別提出是希望能讓來中國當地的同學能體驗看看當地主流

音樂軟體究竟功能完整到什麼程度。不僅有每日推薦歌單、樂評文章、及 新流行動

態，更有其他業者望成莫及的超級龐大音樂資料庫，且以一個月不到10元的價格可說是

十分便宜，儼然是一個攜帶型音樂站。另外若說到影視軟體，也可以使用看看愛奇藝來

比較和他國軟體間的差異。 

(7)課程 
 

在這學期裡，我總共在蘇大修了三門課 

 

a. 消費者行為學： 

 

        消費者行為學，顧名思義就是研究消費者在購物前、中、後所會有的行為、想法。不同

於一般學生單純接受老師教導的課，由於老師強調學習是一種思辨的過程，再加上班上只有

八位學生，於是在上課時，老師會提出非常多開放性思考的問題，並問每一位同學的想法。

由於消費者的購買行為終究回溯到消費者的思維模式以及心理，也因此老師的授課模式也有

點偏向於探討心理學，並以邏輯的方式討論當商家在面對消費者時，該有的行為及做法，也

常常透過分享故事與自身經驗，與課程內容相互呼印。因為老師如此的授課方式，讓我必須

無始無刻保持腦袋的高速運轉，也因為這樣，我更能體會到中國學霸們的威力。當老師提出

問題後，中國學生們往往都能立刻提出自己特別的見解與看法，不但一針見血，而且通常面

面俱到，這讓在台灣習慣被動性思考的我不禁汗顏，並重新檢視自己的學習態度。這門課沒

有小考、作業，只有一次期末考，考試範圍為老師上課內容及三百多頁的課本，有填充題、

選擇題、簡答題及申論題。 

 

 

b. 品牌管理： 

 

        上課內容主要是討論建立品牌的重要性，以及品牌該有的經營模式及策略，並透過各種

案例分析，以佐證理論。透過輕鬆幽默的口吻，老師總是能讓嚴肅的學術內容在歡笑中度

過，並在不知不覺中學習到非常多以往從未接觸的中國品牌。這堂課總共會做兩次分組報

告，以及兩次課堂作業，及一個個人的期末小論文。 



 

c.時尚買手： 

 

        蘇州絲綢自古以來便頗負盛民，為因應其產業，蘇州大學也理所當然設有紡織學院;而

時尚買手，便是紡織學院所開設的課程。時尚買手，英文 Fashion Buyer，廣義來說就是時

尚產業界的採購，而狹義來講，則是指買手店（Select Shop，台灣稱選貨店，意指透過店

裡的買手選擇所陳列販售的品牌，並營造其獨特風格的店，如日本知名的 Beams、United 

Arrows 或台灣的 Ne.Sense）的買手。在這堂課裡，老師教授了非常多服裝產業的知識，從

面料、生產流程、設計到預算分配...等，涉及面向十分廣闊，幾乎就是服裝產業的入門課。          

        這堂課也沒有考試，但每一兩週就有一次報告。特別的是，報告內容是要和組員一同設

計一個品牌，並設定你們的品牌風格、市場定位、營運策略、甚至是產品設計，都要在一次

次的報告中呈現給課堂看。就我的觀察，中國年輕人的穿衣品味普遍沒有鄰近國家如韓國、

日本、台灣好，但對於作品的呈現與創意的發想，卻顯然有自己的一套方式，在這堂課中，

我看到了許許多多有趣的作品與想法，確實是讓人有耳目一新的感覺。 

 

 
時尚買手作業之一，我和夥伴共同創立了品牌 G.Race，真的耗費了很多心力 

 

 



4.旅遊 
 

        以我的個人經驗，中國大陸的旅遊資源算是非常豐富且相對便宜的。景點平均票價大約

都介於40~80之間，若出示學生證（中國的正式學生證為紙本學生證，通常為本科生專屬，

但蘇大有特別開放給交換生使用，若遇到較嚴的景點會要求出示台胞證比對身份;大部分景

點僅接受學生證而不接受校園卡），通常可以享有對折優惠。當遇上淡季，更是能享有更多

折扣。 

 
精美的蘇大學生證，一本在手，希望無窮 

 

        蘇州，由於氣候宜人，自古以來即享有「人間天堂」的美譽，其悠久的歷史薈萃，更因

此造就了許多迷人的人文風情，而園林風光，即是其文化下所產生的特色之一。園林，其實

就是古代文人雅士的私人宅邸，而根據園林主人的性格，不同的園林也各獨具特色，諸如拙

政園的大家閨秀、留園的小家碧玉，又抑或是獅子林的假山假水，都反映著不同的性格。但

也基於蘇州對於大家的印象，說到蘇州，大家第一時間都會聯想到賣鴨蛋（？），然而，蘇

州其實是一個兼容並蓄的大都市，由於地方政府希望保存其傳統建築及地方特色以發揮其旅

遊資源，但也希望在同時以其沿海都市的地緣優勢發展其商務實力，因此蘇州不但秀麗典雅

的小橋流水人家，更有先進繁榮的商業區，甚至連中國唯一的一家誠品書店也是設在蘇州，

可說是一個充滿十足活力的城市。 



 
蘇州名勝天平山秋景 

        由於蘇州地理位置優越，若要到其他城市旅遊也可說是暢行無阻，不管 繁榮的港都上

海，或是濃妝豔抹兩相宜的西湖所在地杭州，皆不用超過一小時的車程即可到達。若要到其

他較遠的城市，蘇州也幾乎是每個鐵路線皆會經過的大城市，也因此若擔心交通問題的話蘇

州基本上是不需煩惱的。 

 
蘇州名勝虎丘 



 
兼容並蓄的蘇州，各種大樓高到你不要不要的 

 

 

        來到中國，絕對不能錯過的就是那鬼斧神工般的自然景觀。在這趟旅程中，我可以說是

踏遍了大江南北，從蘇州到上海、杭州、青島、北京、西安、內蒙古、大西北，皆有我的足

跡。然而在此奉勸大家，旅行前， 好要先做好十足的準備功課，為什麼這麼說？對於內蒙

古，我們的印象往往是綠油油的草原，奔馳的野馬，以及充滿民族風味的蒙古包，在出發

前，我們也和旅行社一在確定是否會有以上景點，而旅行社也跟我們打包票會有;然而到了

內蒙古，才發現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時屆10月中的內蒙古，除了荒原，還是荒原，頂多

加上零下五度的冷風颯颯，更別說是野馬了，業者們早已通通回家避寒去了，蒙古包也因為

太冷而停止住宿，沿路許多景點，都因為時屬淡季，關閉入場。整趟旅程，除了前兩天的興

奮外，大多屬於無奈，往往在前望下一個景點前充滿希望，到了點才發現跟照片上完全不

同，甚至還有一些小鎮，到了晚上完全沒有人，眼前完全是一片黑，真的很怕自己就這樣消

失在無際的黑暗之中。不是說內蒙古不好，而是時間點真的不對，若是挑在9月左右，我相

信既能避開暑假人潮，又能享受到完整的草原風光，或許未來有機會，我會挑這個時間再去

一次內蒙古呼倫貝爾。 



 
一點綠都沒有的內蒙古，真的 Hen 幽默 

 

 

 

        至於西安以及大西北，可以說是此次中國行 令我難以忘懷的一次經驗了。大西北的旅

程，是透過東吳群組，找到了國貿系的學姊，再透過她的牽線，找到了許多朋友的朋友的朋

友，組成了一個十人旅遊團隊。荒謬的是，我們這群人在出發前完全都不認識，僅僅透過網

路連繫而已，也因此我們都笑稱這次的旅遊是網友聯誼。大西北其實就是我們熟知的絲路西

北環線，因為曾經地處中國對外交通樞紐，因此不管是宗教、建築、食物，或是風土名情，

皆具有濃濃的異國風味，而其地理景色，更是讓人印象深刻的一大原因，這裡有一望無際的

沙漠、令人屏息的雅丹與丹霞、還有充滿藏族氣息的神秘高原，當到了夜晚，天空中不計其

數的星星散滿整個星空，讓人久久不能自己，深深陶醉其中。 



 
荒謬的網友旅遊團，拍攝於祁連卓爾山 feat.司機大哥 

 
敦煌的天空，要不是親眼看到我這輩子都不會相信天空上有這麼多星星 

        西安的旅程，則是在和大西北的夥伴們會合前自己獨自前往的一人旅行。西安是從前朝

代興替的重要都市，也是絲路起點，因此各種歷史古蹟便成了這裡的賣點，像是楊貴妃泡澡

的華清池、秦始皇陵寢、世界奇蹟兵馬俑，當從前在歷史課本上學到的知識在眼前一幕幕上

演時，那種感動真的無法用言語形容。若來到西安，也千萬別忘了中國五岳之一的華（ㄏㄨ

ㄚˋ）山，由於時間不夠充足，我只能從山腳下搭乘纜車到山頂，那種懸吊在空中的感覺，

若是平常絕對是會讓擁有懼高症的我直接昏倒在纜車裡，但過程中的景色實在是太令人屏息



了，讓我忘卻了恐懼。到了山頂上，靄靄白雪突然緩緩落下，意料之外的驚喜感為這壯闊的

山河增添了另一番風味。古人說，登山而小天下，從前總認為他們是為賦新辭強說愁，但唯

有你真的見識到了何為高山，你才會領略其中的意義。 

 
搭訕我和我一起爬華山的大叔，據本人宣稱城從事教育業但事實無從查證 

 

5.中國交換心得： 
 

        科技的進步，使人與人的聯繫變得比以往更加方便，在有了網路之後，霎時間，國與國

之間的距離似乎不再那麼遙遠。當你擁有了和世界連接的入場券時，我們是否能把握住自己

的機會，頂著浪頭前進，還是安逸的活在狹小的視線裡，慢慢的將自己淘汰於時代的洪流

中？在這次的交換生體驗裡，我看見了中國未來的中流砥柱，也見證了中國的經濟奇蹟，更

體會到了自己在這個世界中的微不足道。 

        當我在上消費著行為學時，老師對我說，台灣的人們很容易有島嶼思維，何謂島嶼思

維，就是總是以較小的的格局看待世界上的其他事情，甚至是對其他國家發生的事情漠不關

心。這番話讓我感觸很深;我回想起陳冠希（不要只想到豔照，他的服飾品牌 Clot 是少數在

時尚界佔有一席之地的中國品牌）在 NYU 的演講，他說雖然中國的市場很大，只要做到還

過得去，印象中 made in China 的品質，就會有人買單，但現在是國際化的時代，必須要

以世界級的水準來看待自己的商品，絕對不能安心於現狀。中國都是如此，更何況是台灣？



我也意識到當台灣的鄉民還在 PTT 上爭論中國有多落後，台灣的媒體還在亞洲四小龍的時

候，中國早已崛起，進步到一個我們無法想像的程度。中國固然有其需要改進的部分，但卻

有更多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舉例來說，在到中國之前，我從來無法想像行動支付能普及到

如此地步，而且各類 APP 的完整程度，遠高於台灣、甚至是歐美 APP 的程度（QQ 音樂

v.s. Spotift、愛奇藝 v.s. Netflix），更無法想像，中國學生們是如何積極看待自己的未來發

展，把握自己學習及發表意見的每一次機會。 

 

         讀萬券書，不如行萬里路。這句話雖然已是老生常談了，但當你見識越多，卻越能體

認到他的道理在，我很感謝學校能給我這次機會，讓我到對岸的中國見識一番，更感謝自己

有這個勇氣，在兩岸關係及國際情勢如此動盪不安的時局，踏出自己的舒適圈，為自己的人

生寫下特別的一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