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東華大學 
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 

國際交換交流學生至姐妹校心得報告 
International Outbound Exchange Student Report 

 

姓名 Name 林語容 學 號 School No 41043A041 

原系所 Home Department 觀光暨休閒遊憩學系 

前往國家 Nationality 中國大陸 

前往學校 Host University 廈門大學 

交換系所 Host Department 管理學院 

交換交流期間 

Exchange Period 

自 From _2017_年 year /  9  月 mon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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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前準備及報到： 

1. 翻牆軟體：由於地區的關係，這裡需使用 VPN(翻牆軟體)才能用 google、line、facebook、

instagram、gmail……等在台灣常用的 app，因為有台灣同學來到這裡才下載 VPN，但使用

時時常無法連線，所以建議在台灣就先下載好。 

2. 上網填寫資料：廈門大學會在錄取後要求我們先上網激活學生資料完成註冊手續及填寫飛機

抵達時間和接機時間，也會提供入學辦理的相關資訊。 

3. 入學辦理：因為到廈門大學交換是上半學期，所以會有許多大一新生一起報到，由於交換的

是管理學院是屬於思明校區，所以坐思明校區的接駁校車到學校後會有志願者舉著各個系的

牌子帶領新生到辦理各項入學手續的三家村，但交換生的入學手續和新生不同，需要個別處

理，建議直接詢問在該系的志願者，才不會拖著行李在學校到處跑。辦理報到時，記得多準

備幾張大頭照需要作為學生卡及學生證使用，最重要的是廈門大學寄來的入學通知資料一定

要帶著，辦理完成後會拿到學生卡和住宿費用收據，接著就可以進宿舍了。 

4. 宿舍：管理學院的的交換生會住在一起，住的是芙蓉十，4 人住一間房，室友是從台灣各個

學校到廈門交換的同學或者港澳的學生。設備方面，洗手台和衛浴設備是另外分開的，熱水

器是要用學生卡嗶卡才能使用熱水，也有提供洗衣機和烘乾機但沒有脫水機，所以手洗會沒

辦法把水擰乾，就只能晾在走廊滴水。電費是用學生卡儲值，帳戶內的錢扣完宿舍就會自動

斷電，網路和手機 app 都可以查詢餘額，宿舍也會有儲值機，很方便。芙蓉十通常周日晚上

到周四晚上 12：03 會斷電，連插頭都無法使用，所以建議大家買檯燈時買可以儲電的會比

較方便。開始斷電的時間不一定，會斷電的宿舍也不一定，所以會不會斷電可以問之前就住

在這個宿舍的人就可以知道了。宿舍一樓供水室只提供熱水，可以自己買熱水壺裝水到房間

裡，冷水只有教學區有提供，或者直接在學校的超市就可以購買。 

5. 辦理電信門號及網路：廈門大學校內就有三大電信行：中國電信、中國移動和中國聯通，通

常在學校裡辦理會有相關的學生方案比較優惠，自己是辦中國移動的網路，中國許多電信的

電話卡只能使用大陸販賣的手機，所以在辦理時一定要確定是否可以打電話和使用網路。還

有大陸的宿舍不像台灣的宿舍有附網路，需要辦理寬帶，有的宿舍會有之前留下來的 wifi

分享器，所以如果不急著用電腦的人可以晚一點再辦理。因為我拿的是台胞證，所以辦電信

需要到櫃台辦理，而且辦理手續很麻煩又很耗時，建議可以早點去抽號碼牌等，大陸的網路

流量有分很多種，有的是省內定向流量、國內流量、國內專網流量、省內閒時流量、包時段

流量……等，通常無限流量也不是像台灣一樣的無限制使用流量，所以辦理時一定要問清

楚。 

6. 辦理銀行卡：銀行一樣在校內就有三家銀行：中國工商銀行、中國建設銀行、中國銀行，帶



著台胞證和錄取通知還有電話門號就可以辦理開戶。辦理銀行卡時要與學生卡綁定，這樣才

能轉帳到在學生卡上使用。 

7. 學生卡；無論是進出宿舍和校園，或是到學生餐廳吃飯，甚至是去超市買東西和洗澡都會使

用到學生卡。 

二、課業：  

1. 選課：交換生可以自由地選很多的課，但由於交換生是最後選課的，課程也幾乎都額滿

了，只要表明自己是交換生的身分並得到任課老師的同意都可以加簽課程，但有些課程有

特殊的規定，就算任課老師同意也沒辦法加簽課程，建議在交換生限定選課時間內提早詢

問負責選課的老師或者教學秘書，才不會得知無法選課後來不及選別的新的課程。 

2. 課程時間：廈門大學的課程通常分為 14 週和 16 週，通常都會離表定的放假時間提前結課

半個月到一個月，建議同學利用選課還沒確定前多去聽課，了解老師的上課規則和課程內

容及考試方式，如果要回學校抵學分也需要向老師詢問教學大綱。廈門大學有很多有趣的

體育課，像是攀樹、太極拳、皮划艇、賽艇……等等，但這種課跟東華的體育課一樣難

搶，有的因為設備不足而沒辦法加簽，但可以多看看有沒有人臨時退選，我就因為有人臨

時退選而修到賽艇課，賽艇課是到島外的集美賽艇訓練中心上課，皮划艇則是到思源谷上

課，賽艇課和皮划艇是同一個老師上課，可以學到很多專業的技能，也會認識很多廈門大

學的學生。 

三、社團： 

因為是上學期的關係，社團博覽會是在期中考後才舉辦，會有很多社團可以選擇，像是廈大登

山協會，社團活動規畫很充實，平時會有體能訓練和攀岩活動，假日也不時舉辦外出活動，是

非常好的體驗。 

四、生活： 

1. 天氣：廈門的天氣基本上和台灣差不多，下雨天會比花蓮少很多。 

2. 學生餐廳：學生餐廳早上六點半左右就會開門，7 點半到八點是最多人的時間，大概 10 點

20 左右休息，中午大概 11 點開始到 13 點，晚餐大概 16 點 30 到 19 點，學生餐廳的自助

餐很便宜，10 元人民幣就可以吃到很多樣菜了，學生餐廳分為南光、勤業、芙蓉和海濱，

南光餐廳通常是最多人的，南光的麵食還有每天 18 點開始販賣的老婆餅及巧克力熔岩蛋糕

都是建議的美食，勤業則是菜式最多樣的，一、二樓都有提供除了自助餐以外的餐點，推

薦一樓的炒河粉和炒飯及二樓的牛肉湯麵及牛肉拌麵，三樓則是 25 元人民幣吃到飽，芙蓉

餐廳有很多遊客，芙蓉的瓦罐湯是冬天暖身的最佳美食。在這裡最不習慣的就是早餐的選

擇，沒有蛋餅類的早點，漢堡和三明治也跟台灣的差非常多，如果要外帶的話，袋子需要

0.05 人民幣，碗則是 0.3 人民幣，而米飯和些許的湯類是免費供應的，想要喝飲料和水果

在餐廳裡或旁邊都會有類似小賣部的地方販售。 

3. 外賣：這裡的外送服務非常多，許多手機 app 都可以叫外送，像是「餓了嗎」、「大眾點

評」和「美團」等都可訂購，通常外送會有很多優惠，有的還比現場買還要優惠。 

4. 超市：學校裡面就有很多家超市，超市內應有盡有，正常的生活用品都可以在超市找到。

如果需要到更大的超市購買，中華城就有家樂福可以購物。 

5. 公車：在廈門島內坐和 BRT，不論車程長短，一趟都是人民幣 1塊錢。但是如果想要更省

錢的方法，建議可以到芙蓉餐廳對面的郵局買一張 E 通卡，一趟為人民幣 0.8 元，儲值

可以到購買的地方儲值，但需要手續費，也可以自己下載 app，照著步驟完成儲值。 



6. 火車：如果要到廈門以外地方遊玩，網路購票是最方便的，可以使用攜程、飛豬……等

app 訂購。第一次取票要去火車站才可以，可以請櫃檯幫你合驗資料，之後就可以在學校

南普陀門附近的火車代售櫃檯取票，取票時要攜帶台胞證和訂單號碼，然後搭乘火車需要

安檢，還有規定時間檢票，過了剪票時間就不可搭車了，所以建議提早到火車站等候。 

7. 計程車(打滴)：從校區到碼頭和火車站都有直達的公車機場則比較不方便，叫車可以隨手

攔車，也可以使用微信等 app 軟體叫出租車與其他服務。如果要從校外搭回學校，計程車

是可以坐到校內的，但身上一定要帶學生卡或是學生證，已備警衛查驗。 

8. 腳踏車：這裡的共享單車非常方便，只需繳一定的押金就可以租用，半小時 1 元人民幣，

但有的共享單車需要有大陸身分證才可以申請使用，像是微信的摩拜，如果是使用支付寶

掃碼的小黃車和哈囉單車，可以使用的成功機率比較高，但也有不能使用的人。 

9. 通訊軟體：除了微信之外，大陸學生還會使用 QQ來宣布事情和傳送資料，所以建議也辦一

個 QQ帳號。 

10. 網購：最大的購物網站就是淘寶，在特定的節日會有很大的折扣：如雙 11 及雙 12，大陸

的網購幾乎都不需要運費，地址只要寫學校的地址和宿舍就可以了，學校內有統一收包裹

的地方：鳥箱，在南光餐廳附近，有時候包裹也會送到廈大西門旁的包裹收件處，具體的

收貨地點都會用簡訊和電話通知，非常便利。 

11. 付款：在這裡幾乎用不到紙鈔，付款都是使用支付寶和微信掃碼就可以完成付款，許多點

餐服務也都是使用手機操作完成，通常出門只需要帶著學生卡和手機就可以了。 

12. 娛樂：在廈門看一次電影大概 30 人民幣左右，但設備沒有像花蓮秀泰這樣，電影院較為小

型，如果想看 3D 或想要設備好一點可以到世貿的 6F 有優惠廈大學生 40 元一部電影還附一

杯飲料和爆米花，這裡上映的電影多為國片，也會有許多國外有名的電影。 

五、文化： 

1. 語言文化：大家都是用普通話交流，只有相同故鄉的會用當地的方言溝通，在廈門很容易聽

到神似台語的閩南話，只有些許口音的不同。唯一會有點不懂的就是單詞的不同，但就算不

同也能大概知道是什麼在說什麼，最困擾的大概就是在選自助餐的菜時不知道要怎麼說那個

菜的名字，只能和阿姨比手畫腳。 

2. 商店文化：這裡有非常多路邊攤，在很多奇怪的地方都會看到，像是天橋上和學校大門口，

賣的東西都會寫著來自台灣，但我在台灣幾乎都沒見過，其中最誇張的就是芒果了。 

3. 學習文化：這裡的學生課業壓力很大，每天大概 7 點大家就會出門，圖書館和教室無論何時

都會有人在讀書，很多課程的考試百分比會占非常大，所以決定會不會過完全就是看你有沒

有讀書了。這裡的學生最閒的就是一年級了，但一年級會有很多系上的活動，而二年級後很

多學生會選擇雙主修，假日都要上課，大四又要準備考研究所和畢業專題，所以閒的人就剩

來交換的我們了。 

4. 飲食文化：這裡的飲食和台灣非常相似，所以沒有什麼不習慣的問題，可以都多多體驗當地

得特色美食，學校附近的沙波尾就有許多文青小店，像是親愛的漢堡、Mojito、煙、貓街飯

糰……等，世貿裡也有好吃的店，像是紀里撈麵、丼魂……等，芙蓉隧道另一邊的海韻校

區，也有許多美食，像是烤冷麵、手抓餅、酸奶撈……等等，遠一點的中華城則是較貴的餐

廳，像是外婆家、海底撈、局口拌麵……等等，這裡的手搖飲料店也非常的多，但價格通常

都是 10 元人民幣開始往上加，也有許多台灣的連鎖飲料店，但我覺得還是台灣的好喝又便

宜。通常微信會有許多分享的優惠，尤其是在特殊的節日，是學生享受美食的好方法。 

六、景點： 

1. 廈門大學：分為三個校區，每個校區佔地都非常大，一般學生通常都會在島內的思明校區或

海韻校區上課，芙蓉湖、頌恩樓、芙蓉隧道、思源谷、上弦場是學校裡著名的景點，大學內



的建築非常有特色，所以一到假日就有非常多的遊客到學校裡來觀光。學校裡有攀岩場和高

爾夫球場，一直往山上走去可以連接園山植物園，從學校的入口進去可以節省 20 元人民幣

的門票錢，植物園很大，分為很多區域，其中熱帶雨林最為熱門，是婚紗照的絕佳拍攝地

點。 

2. 廈門大學附近景點：從思明校區的白城校門經過一個天橋就可以看到白城沙灘和海岸，沿著

沙灘就可以到胡里山砲台和珍珠灣，沿海有自行車道可以騎腳踏車。從學校西門經過沙波

尾，走路不用 10 分鐘就可以到廈門的地標：世茂雙子塔，晚上可以沿著世貿旁邊的白城陸

橋欣賞夜景。從學校南普陀門出去就可以看到南普陀寺，在南普陀寺後方有登山步道，登頂

後可以看到整個思明校區。海韻校區附近有曾厝垵，是一個很像台灣夜市的地方。 

3. 廈門景點：中華城中山路步行街、白鷺洲公園、海灣公園、SM 城市廣場、狐尾山、五緣

灣、椰風寨……等，白天和晚上景色會非常不一樣，可以趁著下課後到處走走逛逛，也可以

騎腳踏車環島一圈。遠一點在廈門島外的集美學村也是個擁有特別建築的地方。 

4. 鼓浪嶼：是個完全沒有交通工具的島，從廈門搭船到鼓浪嶼不用一小時，是一個非常有特色

的小島，擁有豐富的歷史文化，建築風格非常一致，也有許多美食，是個非常浪漫的島嶼。 

5. 福建景點：因為課程排得有點滿的關係，我只到附近福建省的各個地區旅遊，像是泉州、福

州、武夷山和南靖永定，泉州和福州有很多特色美食，由於臨海，宗教文化上有非常相似的

地方，武夷山則是個爬山運動的景點，有著壯麗的地形和知名的大紅袍，南靖永定則是知名

土樓的所在地，由於交通不太方便，我是跟團前往的，是個有著豐富歷史背景且純樸的景

點。 

關於旅遊的資訊、購買門票和住宿，都可以使用攜程、去哪兒、螞蜂窩……等旅遊網站，非常

方便，但有些景區門票當場去買會因為是學生的關係，更便宜。還有在旅遊時會有陌生人主動

跟你拍照或看面相，通常最後都會向你收取費用的，所以遇到時可以趕快躲開或直接拒絕，否

則會他會一直跟在你旁邊。 

七、心得： 

來廈門大學交換對我而言是非常難忘的回憶，雖然剛開始很不習慣這裡的人事物，課業壓力又

比台灣重許多，但透過廈門管理學院舉辦的交流生集會，認識了很多不同國家和來自台灣各個

大學的朋友，在特殊節日裡一起慶祝，像是中秋節的博餅和聖誕節派對，還另外舉辦八馬茶園

的參訪活動，讓我們親自體驗了採茶的文化和製作茶葉的過程，也透過表演了解茶道的內容，

深刻的了解當地的文化，很幸運能選擇交換到管理學院，參與了別的院所沒有的活動。在廈門

待了大約 5個月的我，覺得這裡是個非常適合休閒的浪漫島嶼，雖然除了校內的消費較低外，

其他地方的消費都比東華貴一些，但經過這次的交換機會，學習到了不同地方有著相異的教學

方式，也體會到這裡學生不同的生活作息和學習方式，也重新的認識了這裡的文化和科技的進

步，這些回憶是我這次交換得到最大的收穫，回到台灣後也會常常想起在這裡經歷的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