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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選擇交換學校原因 

會選擇來上海財經大學交換，除了這間學校的商科很強，自己本身也是學習這個

專業外，也因為很想到上海體驗生活，而且這也是學校合作姊妹校裡，交通比較

方便也比較靠市區的學校，更重要的是在盥洗方面不是公共澡堂，而是像家庭式

的房型那樣，然後 5-6個人共用一間廁所，所以看了很多學校研究後，選擇了這

裡。 

 

二、 關於機場 

在上海有兩個機場，分別是浦東國際機場和虹橋國際機場，但離宿舍距離其實兩

個機場沒有差很多，而我選擇搭到浦東國際機場，因為相對虹橋國際機場它的班

次較多。那如何分別從兩個機場到宿舍呢?當初我和同行朋友四個人，因為東西

太多了，是直接在機場外的旅遊包車接機到宿舍，價格比較貴也比較大台畢竟像

是專車接送，一台車(8-10 人座)340 人民幣，大約平均一個人 85 人民幣，這種

比一班打車(5人座轎車)還要高級。 

 

1. 浦東國際機場 

A. 搭乘地鐵轉公交車 

地鐵二號線在南京東路轉程→地鐵十號線在五角場下車→轉公交 99 或 559

在國權北路政立路下車 

B. 搭乘地鐵後打車 

地鐵二號線在南京東路轉程→地鐵十號線在五角場 OR 江灣體育場下車→打

車(價格約 20-30人民幣) 

C. 搭乘機場四號線 

大約一個人 30人民幣有找 

D. 打車(5人座轎車) 

大約 190人民幣 

E. 旅遊專車(8-10人座小廂型車) 

大約一台車 340人民幣 

2. 虹橋國際機場 

A. 搭乘地鐵轉公交車 

地鐵十號線直達在五角場下車→轉公交 99或 559在國權北路政立路下車 

B. 搭乘地鐵後打車 

地鐵十號線直達在五角場 OR江灣體育場下車→打車(價格約 20-30人民幣) 

 

 

  



三、 關於銀行卡、手機 

在大陸辦銀行卡越來越困難，我們找了很多家銀行才找到願意幫我們辦的，因

為我們沒有入學通知書正本，也不會太快拿到學生卡，也沒有什麼住宿證明，

但好險有一家在五角場很小的中國工商銀行願意幫忙我們辦，所以幾乎大家

都是在那裏辦成功的，但記得去的時候手機要辦好了，然後帶上上財寄發給我

們的入學通知、台胞證之類的證件哦~ 

再來手機也管制嚴格，一定要在大的營業廳才有辦法辦理，因為我們是持台

胞證，不能隨便在小攤小店申辦，所以都要到五角場才有營業廳，至於辦理

方案真的不要太相信店員說的，不然會被騙辦那種很貴很貴的，建議自己翻

目錄先看一下，我們有人辦一個月 18人民幣 10G、49人民幣 6G都有，所以

要多看不要被騙了也要記得帶台胞證，至於哪一家收訊比較好我覺得都差不

多，像我是辦理中國聯通 49人民幣一個月 6G，然後買學校宿舍網路半年

270人民幣，學校說可以綁定一台電腦兩台手機，但我發現可以綁更多台手

機。 

 

 

 

上圖是我開戶的銀行，它的規模很小像是辦事處，但其實跟一般銀行一樣也

可以開戶，但營業時間很不一樣是下午 1:00-晚上 7:00甚至更晚不確定，然

後禮拜六也是有營業的哦! 

  



四、 關於宿舍 

一開始要先繳納 200 人民幣的押金(離開宿舍可退)，還有一張大頭貼，住宿

費一學期 1450人民幣則是要到學校繳納。 

房間最多可以八個人一間，但通常都是安排 6-5 人一間，裡面是三房一衛浴

一廚房一廳，三房設計是 3、3、2分配，然後雖然有廚房，但是是禁止煮飯的，

所以瓦斯爐之類的都已被拔掉，廳的話其實就只是一個空間可以放東西，但是

是沒有桌子椅子的。 

再來裡面只有空蕩蕩的床和桌子，所有被子、床墊、檯燈…等等都是要自己添

購的，可以選擇到對面商店買寢具，或是宿舍出來右轉直走(5-10 分)的華潤

超市，還是搭公車到五角場的沃爾瑪超市購買，但我覺得不趕的話寢具在淘寶

買 CP值真的比較高。 

洗衣服在小區的最後面角落，一次 3 人民幣微信付款，關注微信可以看有沒

有空的洗衣機或是洗好了沒。水的話也都要自行購買，或是去學校飲水機取用，

我們則都是訂天貓超市，請人員派送，如果想喝熱的就要自行買熱水壺加熱。

領取淘寶，如果外送員打電話沒接到有些會送到國權北路水果攤，水果攤阿姨

會幫忙保管(但我覺得阿姨的水果沒有很好吃哈哈)，有些則會送到宿舍裡的

自助取櫃機。 

 

上圖是宿舍大門 

宿舍地址:上海市寶山區高境鎮三門路 409號上海財經大學研究生宿舍 

(打車跟師傅說三門路國權北路口比較清楚) 



 

 

 

 

  
上圖是我被分配到的三人間宿舍，住兩個人，很幸運地分配到有陽台的 

 

      
上圖是可怕的床板，像國小椅子一樣，還有未打掃的浴室 

 

 

 

  



五、 關於學校 

上財是沒有接機也沒有學伴的，交換生們都是自己來自己摸索，但會有微信群

組的老師告知我們一些事，或是去哪裡領學生卡(用來在學餐吃飯，比較便宜

不用繳稅，用支付寶付錢會貴一點點)之類的，但我比較幸運在我報到的時候

有照顧我的輔導老師協助我。然後選課是在開學前一週才進行，而他們的課程

很不一樣會有 4、8、12、16週的課，如果選 12週的課，代表 12週過後課程

也結束了就可以玩或是提早回台灣，像這次就有很多跟我一樣是大四下學期

來的，但想參加畢業典禮，就都選了 12週的課這樣有修習到課程，也趕得上

畢業典禮。再來學校的學餐我覺得很好吃，而且多樣很多選擇也比外面便宜，

我比較常在武東路及國定路校區，那裏有三個食堂，最愛的是在操場附近的食

堂，早餐很好吃外樓下的麵包店我超愛!!!肉鬆貝貝和年糕真的必吃~~~ 

那從宿舍到學校有三種交通方式 

 走路 

約 15-20分，但其實我覺得走起來不會很遠，可以運動。 

 公交車 

搭乘宿舍對面的 960 或是國權北路水果攤前的 99、559 都在武川路武東

路下車即到達 (回程的時候是在武川路政立路站上車哦) 

 共享單車 

宿舍前面都會有停，但有時候太晚就會沒有腳踏車了。然後騎腳踏車很方

便，因為校園也可以騎，直接騎到上課大樓很快速。 

 

 

上圖是我在上財最喜歡的食物 

  



 
學生卡背面 



 

 

                                             上圖是學校飲水機 

 

                           上圖是國定路校門 



六、 關於平常娛樂 

平常我都是在大學路、大學路下壹站地下街或五角場活動，那是離我們最近的

商圈，那裏幾乎什麼都有，有名的喜茶、樂樂茶、海底撈應有盡有，電影院、

酒吧、唱歌還是買衣服也都可以搞定，最愛的是那裏有一家 GAP outlet超級

無敵便宜。平常我如果在國定路校區上課，我會從國定路校門走到大學路去，

步行 10-15分鐘，然後大學路走到底就是大學路下壹站地下街，在走到底就是

五角場萬達百貨了。這中間會經過地鐵十號線江灣體育場，但通常如果我們要

搭地鐵不會到江灣體育場站搭，我們會搭公交從地鐵十號線五角場站上車。 

1. 大學路 

我最喜歡的一條街，那裏充滿著咖啡廳還有大樓裡的小店也都很好吃，晚上則

是酒吧。很推薦 togo taco、白日夢奶茶、貓的天空之城、大隱書局、岩茶熱

麥、樂蔬 LAVEGE，這都是我的愛店。貓的天空之城有單賣郵票我常去買然後

集點，通常寄回台灣的明信片只要郵資 3.5 人民幣，但常常因為面額沒有的

關係只能貼 4.2人民幣。 

交通 

A. 搭 559、99公交 政民路國定路下車 

B. 搭 960公交 肺科醫院下車 (較遠) 

C. 腳踏車大約 10-15分鐘(回程最常的交通方式) 

 

 

   這是白日夢奶茶隱藏在大樓裡的小店，有廁所、WIFE、安靜超讚的。 

 



 
這是樂蔬，隱藏在大樓裡面的小店 

 

 

  



 

2. 大學路下壹站地下街 

大學路直直走到底下去就是了，地下街的盡頭是五角場唷!那裏有吃有小物

可以逛，而辛魚季酸菜魚是我在那條街最喜歡的店，真的很好吃也可以在宿

舍叫外賣會便宜些，要下去地下街的路口也不定時都會有市集可以逛哦。 

 

3. 五角場 

五個角通往不一樣的百貨，萬達百貨是我最常去的因為平價較適合我們，隔壁

的百聯又一城也差不多平價，但沒有很多喜歡的牌子但有無印良品，再來合生

匯是很適合吃飯的地方，地下室有美食街很多東西可以選擇，其他的百貨我就

幾乎沒進去過了。 

交通 

A. 搭 99、559公交在五角場邯鄲路下車可至十號線五角場地鐵站 or五角場

商圈(較近萬達百貨) 

B. 搭 99 公交在五角場淞滬路下車可至十號線江灣體育場地鐵站 or 五角場

商圈(較近百聯又一城) 

  



 

 

 

 

 

 

    其實在上海生活我最常用的交通方式都是先查公交車，再來才是地鐵，

然後搭配著共享單車，因為其實他們的公交車也超級方便，而且只上車刷卡

都是 2人民幣，下車不按鈴然後從後門下車，不過要記得他們的公交車，不

一定去有這站，回來就一定有這站哦! 

  



七、 關於旅遊 

因為這邊很多購票都是實名認證，所以購票起來有些不方便。而關於火車票

我會先從 app鐵路 12306 購票，到鐵路代售出取票，或是直接去鐵路代售處

買，但這樣每張票都要被收取 5人民幣的手續費，所以大量的話真的會覺得

很貴不如去現場取票，但為了節省時間不想提早太多到車站我還是會選擇在

附近的鐵路代售處，除非有時候班次是下午的還是人剛好在車站，就會一次

在車站把票都拿齊，因為這邊搭車不像在台灣一樣，刷票就可以進去了，而

是要安檢然後在很大的候車是找自己的艙然後等候，常常我們都會提早兩個

小時出發，有可能還因為人多差點趕不上。 

我們最常去上海站搭車，其次才會是上海虹橋站，因為上海站較近規模小所

以人潮比上海虹橋站的少，但上海虹橋站的車相較多是大站，像我有去到浙

江台州，就必須選擇上海虹橋站，因為那沒有通往上海站的車。 

上海站 

A. 打車(起步價)or共享單車(十分鐘)→地鐵三號線上海站下車 

B. 99公交殷高路吉浦路下車→步行十分鐘→地鐵三號線上海站下車 

上海虹橋站  

99、559公交五角場邯鄲路下車→地鐵十號線上海虹橋站下車 

於吃 

鐵路票代售出 

政立路上有一家、五角場靠近復旦大學有一家，在地圖上打火車票代售處就

可以搜尋了，我們最常去政立路上的，因為走路即可到達(5-10分)。 

 

政 

立 

路 

上 

的 

火 

車 

代 

售 

處 



我這次來主要旅遊都在上海，幾乎把上海玩遍走遍了，但我覺得很可惜沒有去

到很遠的地方，因為其實我覺得很少有這種常住在大陸的機會，應該就要多往

遠的地方跑，因為比起從台灣飛過去的價位，內地非真的便宜太多了啦!但也真

的要提早規劃不然可能會遲遲沒計畫來不及像我這樣。 

除了在上海，我去了北京天津蘇州南京無錫杭州台州烏鎮，每個城市都有不一

樣的感覺，讓我最喜歡的我想應該是北京了，雖然不管平日假日人都多到炸

掉，但沒有很多高樓大廈讓我很喜歡! 

 

北京故宮 

 

慕田峪長城(人超少也保存較多未修建的地方，散客最愛的長城) 

 

            天津之眼                        天津第五大道 

  



 

     南京中山陵(記得預約參觀)                 南京總統府 

 

烏鎮 (夜景最最最美的古鎮) 

 

           蘇州同里古鎮                     蘇州獅子林 

 

杭州西溪溼地 



八、 關於常用 APP 

 

  

翻牆軟體 

叫外賣的 

可以輪流用 

比價 

我覺得還

算準確，

通常我都

用這個查 

買車票 

(高鐵、動

車、火車) 

買機票，查詢各種旅遊景

點，各種交通工具車次 

打車、共享單車、

買電影票我都用這

個直接搞定 

中國聯通 app可在

上面更改手機方

案，充值手機費 

我覺得很像 ig 

很多網美景點餐廳 

查詢美食景

點，買各種優

惠券，多種功

能超好用 

電影票等等也都可

以從這裡購買 

還有一個【高德地圖】，我都

用那個在導航的，也可以順

便打車，它是我在大陸生活

讓我不迷路最棒的東西。 



九、 總結 

在交換的這段期間讓我看到在大陸手機是一項多麼不可或缺的東西，沒電的時

候又是多麼慘的一件事，因為幾乎什麼都會用到手機，但也記得身上最好還是

都要帶點現金。然後上海的消費算高，同行來這邊四個多月花 8-14萬台幣都是

有的，飲料基本都是 45台幣起跳，喝好一點的像是奶茶都要一百塊台幣，食物

的話也都在 90台幣起跳，除非叫外賣有滿減優惠便宜一點或是吃學餐，不然真

的很可觀。 

而在交換的學校裡讓我感受最深的就是他們的學習態度了，還沒上課教室已做

滿，通常晚到都只剩下後面的座位，而且問問題大家也都是踴躍舉手，看到上

課玩手機吃東西睡覺的人幾乎是零，無形的壓力會讓我想認真，但也沒有因為

這樣他們沒有其他娛樂，在社團活動上也一樣的瘋狂，參加過一次的草地音樂

節，讓我覺得他們辦活動的資源相當豐富，還有看過室友的熱舞社表演，真的

太厲害了，那樣的規模超級專業。 

 

草 

地 

音 

樂 

節 

 



 

再來上圖的路邊攤是我們最愛的店，因為充滿台灣味還很便宜，除了炒年糕剩

下的都只要 9人民幣，加蛋(荷包蛋或是炒蛋還是滷蛋)都只要 2人民幣，它的

炒河粉和炒泡麵是我們覺得最好吃的了，開在政立路政青路上，還可以私訊老

闆直接叫外送。 

 

 

 

最後還是很開心自己有這個機會可以來上海體驗生活，開闊自己的視野，讓我

知道還有很多東西是我需要去學習的，還有上財的資源真的很豐富，很值得我

們前往體驗。 

另外這家水果

攤超推薦的 

它在宿舍西門

走出去位在秋

陽路上 

老闆人很好很

老實我們都在

這買水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