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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開大學簡介 

南開大學位於天津市(左圖紅色區塊) 

總共有三個校區，分別是: 

• 八里台校區(校本部) 

• 津南校區 

• 泰達校區 
 
 

• 於1919年由嚴修、張柏苓創辦，至今已有97年 

• 南開校訓:「允公允能、日新月異」 

• 校友周恩來: 

從南門進入八里台校區能看見周總理 

的肖像巍巍的矗立在主樓前方，校內的 

馬蹄湖中央有刻著「我是愛南開的」紀 

念碑，這兩處成為南開大學的標誌性景 

觀。 

 

 

 

 

 



食 日常生活分享 

       天津有三絕分別是狗不理包子、十八街麻花、耳朵眼炸糕， 

但一同去的交換生們都認為耳朵眼炸糕太油、狗不理包子不對我 

們的口味、麻花捲倒是還滿好吃的~ 

       北方食物的味道相較於台灣口味要重的許多，還記得我們剛

到天津的第一天晚上到火鍋店董家灣去聚餐，點的鴛鴦鍋中倒是

小圈不辣的湯、外圈的湯浮著滿滿紅通通的辣油，大家試了下味

道就叫辣連天，接著就只能用那小小圈味道清淡的湯來煮料了！ 

還有印象非常深刻的是他們調味料不適醬油，大部分東西都加醋 

，水餃也都沾醋吃，一開始很不習慣但吃久了也別有一般風味! 

 

• 學校:學校一共有三個食堂，分別是第一食堂、第二食堂以及 

實習餐廳；吃的選擇相當多、形式也分很多種、像是自助餐、 

合菜、大多數的是像百貨公司美食街的形式，旁邊有樣品可 

供參考，然後都是用校園卡付費(像悠遊卡一樣的功能)，好處 

是結帳很快速。 

• 西南村:是在學校西南門外的一個小市場，很像台灣傳統黃昏 

市場的感覺，裡面有很多隱藏的美食(良心餃子館的三鮮水餃、 

武漢熱乾麵、涼拌菜、雙拼牛肉飯)、水果攤、飲料店和傳統 

小型的雜貨店(小小一間裡面什麼都有賣~)，市場旁邊有銀行、 

火車預售票處，很多事情都能到這邊來辦。 

• 學校周邊:學校周邊也有很多好吃的店家，像是名餃子、雞公 

煲、恩來順(涮羊肉)，遠一點的能搭公車到家樂福、小酒吧。 

 

 學校生活和在台灣比較不一樣的是校園真的很大，出門到其 

他地方也沒有那麼方便，所幸學校附近吃的選擇相當豐富，平常 

吃的部分以學校食堂、西南村為主: 



←    學校的校園卡 

    值得一提的是我們到學 

    校的三個禮拜後才拿到。 
  學校的第二食堂    → 

 離宿舍較近選擇也較 

多，所以我們很常去! 
 

 ←   學校附近的雞公煲  
       是很有特色的食物 ， 

     一鍋兩吃，先是乾鍋、 

     吃完肉後加湯和料像 

     是火鍋，都超好吃!  

 

 西南村的武漢熱乾麵  → 
我超愛吃這家的麵一個 

禮拜能吃3、4次，而且 

一碗折合台幣只要35元! 
 

 ↑ 西南村的西瓜 
夏天的時候水果攤都

會賣這樣切好的西瓜，

能看到路上學生就這

樣拎著一袋袋的西瓜。 

      第二食堂海鮮湯飯 → 
印象超級深刻!原本樣品是大

大的蝦仁，但我在吃的時候

都撈不到蝦仁，才發現原來

縮水成這樣，也滿哭笑不得。 

 ←  山竹 
 

 鮑師傅糕點→ 
每次去都大排長龍

的糕餅店；肉鬆小

貝超級好吃，好幾

次要出遠門搭火車

時都會來採購糧食。 
  ←在自助餐被誤認 
     為雞腿的豬腳。 
 



住 日常生活分享 

        大部分的學生都來自不同的省份，多數同學都會住在校內宿 

舍因此光是校內宿舍就有十幾棟；交換學生還有分成港澳台、跟 

非港澳台；非港澳台的學生會被安排在留學生宿舍，住的地方條 

件較好、費用也較高，港澳台學生住的地方會和在地陸生編排在 

一起，住的環境就沒有那好但費用相較下來也便宜很多(一學期人 

民幣400元)，另外的好處就是可以更貼近了解當地學生的生活。 

 

       我們被分配到的宿舍是21宿，據他們所說21宿是CP值最高的 

宿舍，相較其他宿舍相比空間較大俗稱公主樓，所有女交換生都 

被分配在此區宿舍的 2 門，只有我和另外一個同是靜宜的交換生 

分配到 8 門，我們分配到的房間是 6 人房空間比 4 人房還要大上 

許多(好處是夏天時沒有那麼悶熱，但冬天時學校供應的暖氣有跟 

沒有一樣)，雖然是 6 人但我們只住了四個人，另外兩位室友是北 

京政法大學來交換的學生，我覺得很慶幸的是能與他們當地的學 

生一起生活，遇到不懂或者是不太能理解的事情時都能詢問他們 

，我們也常常互相分享不同生活民情的差別，有時候我們覺得在 

當地發生很荒謬的事情跟他們分享時，他們也時常感到很疑惑， 

原來不是只有我們交換生不能理解啊! 

 

       剛入住宿舍時生活環境實在是不太能適應，浴室是在宿舍外 

頭獨立的一棟澡堂，全校所有學生都是到那邊洗浴，而宿舍內的 

形式有點像公寓處租雅房那樣好幾間房間共用兩間廁所和洗手台 

，最讓我不適應的是兩間廁所一間按沖水的地方會一直漏水，在 

上廁所的時候就會一直有水滴在你身上，而另外一間靠外面的是 

沒有門，沒有門這間我不敢上不過每次經過都會被在那邊上廁所 

的人嚇到，屢試不爽。 

 

     
 
 



(右圖)宿舍照片  
宿舍如同靜宜一樣是 

上床下桌，但設備較 

老舊，聽說其他宿舍 

的環境就沒有這麼好 

，有的是上下舖然後 

旁邊是兩張大桌子大家一起共用，且房間空間也小很多，所

以當地學生讀書大多會去圖書館、自習室。 

宿舍沒有冷氣所以夏天很悶熱、冬天在特定時間學校會供給

暖氣。 

(左圖)熱水房(右圖)樓長室 
 

舊校區沒有飲水機，在宿舍樓 

下和各大樓都是供給滾燙的熱 

水，同學們都會拿熱水壺來裝。 

早上大家去上課前會將熱水壺 

拿下來放，下課再裝熱水回宿 

舍，覺得是很特別的宿舍文化。 

 

 
樓長阿姨和清潔大媽們都有一個很厲害的絕技，能記住每一棟樓層的學生，我只見過樓長阿姨沒幾次 

，但他就能清楚記著我住哪門哪間叫什麼，覺得超強的啊! 清潔大媽們也是，而且都特別熱情，有一次 

我走在路上就被我們那門的清潔大媽叫住然後把我介紹給另外的大媽說我是台灣來的姑娘多可愛講話 

多溫柔，說的我都不好意思了! 

 

 

↑(左圖)浴園 (中圖)公共澡堂 (右圖)更衣間 
 

浴園總共有三層，第二層是男生澡堂、第三層是女生澡堂，第一層開放給校外人士使用；洗澡也是

使用校園卡，所以在我們拿到校園卡之前都是到一樓洗，洗一次5rmbc還要額外押40rmb的押金， 

洗完澡會再退還，樓上就是計水量相較於樓下便宜的許多；相較南方在北方這樣的大澡堂文化是比 

較常見的，剛開始去洗時都會不習慣有點害羞，但是後來發現自己在那邊遮遮掩掩反而更突兀，久

而久之就很習慣，還會跟同學們約澡呢!浴園有限使用時間晚上10點後就不能使用，不過早上都是開 

放的，為了避免晚上大都要排隊洗澡，所以看到多人大中午、下午就先去洗澡是很正常的。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我們剛去的時候天氣很冷，從浴園走回宿舍是相當煎熬的一件事，當地學生可

能會好幾天才去澡堂一次，在宿舍洗手台可以看到很多學生打熱水混洗手台的冷水洗頭、擦澡。 

關於冬天的水還有一件趣事，剛去的時候聽學姐說這邊冬天的水很冰，叫我們一定要買漱口杯不要

用手盛水，我們還想說哪有那麼誇張，後來才發現真的是冰到刺骨，隔天馬上去買漱口杯。 

 

(下圖)宿舍馬桶 
馬桶的部分讓我很印象深刻，大多數在那邊看到的馬

桶都是這樣，讓我覺得滿不喜歡的，很怕東西掉下去

直直通到底，有一種無底洞的感覺。 

 



 
 

(左圖)洗衣房 
學校有公共的洗衣房，使用上也是透過校園卡，校園卡 

綁定微信帳號後可以儲值，然後洗衣的錢就是從那當中 

去扣，金額是用時間去換算，如果你設定好的時間洗完 

後一直沒來取衣服，越久扣的錢就越多，防止大家過多 

的佔用洗衣機，另外很方便的是可以用微信帳號來查看 

些洗衣機是被使用中的、哪些是閒置的。 

(上圖)剛買腳踏車的第一天，在活動中 

心前合照。 

 

       學校占地很大，所以我們去的錢幾天就買了二手 

的腳踏車，雖說是二手但應該是經過很多輪的使用了 

，因為我們是外地人所以買的價錢都買貴了，當下想 

要殺價也殺不成，不過那時候賣我的伯伯額外送了我 

可拆式軟軟的椅墊、還特別吩咐我離開腳踏車時要拆 

下來不然會被偷走的!；賣我們腳踏車的伯伯人很好很 

喜歡很聊天，好幾次我腳踏車出小問題沒有換到零件 

的，他都免費幫忙維修；伯伯有聊到當初打仗的時候 

有很多從天津過去的老兵，打完仗之後就一直留在台 

灣，想回來又不敢回來、怕找不到家又怕家人不願意 

扶養，伯伯說這段事的口吻我到現在還記得有多感慨。 

(左圖)電卡 
 

宿舍內有限電，規定只能使用800瓦，超過就會跳電5分鐘，因此女 

生要吹頭髮都很痛苦只能用超小瓦數慢慢吹，而且還不能一起吹， 

我們有實驗過雖然規定是800瓦，但我們有一次用600瓦的吹風機還 

是會跳電。學校一開學會供給免費60度的店，其他用完了就要額外 

購買，要先去警衛室押校園卡借左圖這個電卡，到買電處買電、然 

後回宿舍插在電箱才會有電，印象很深刻的是在宿舍生活的期間加 

上一次全校大停電，應該有三次停電的經驗，一片黑麻麻的什麼也 

不能做。 

      快學期末的時候在學生活動中心有跳蚤市場的活動，和我同住那個交換生學妹在跳蚤市場 

裡買了幾樣東西，當然都是以相當便宜的價格，其中有一樣是發泡碇(而且還是開過的)，雖 

然我不懂她為什麼要買那個啦，不過在他開來試喝時覺得味道怪怪的，一看之下才知道過期 

很久了，又無奈又好笑，也算是一個滿有趣的經驗。 

       另外特別想講的是菜鳥驛站、小麥公社，他們都是代收貨的地方，交換期間掏寶這APP 

幾乎是離不開我們的生活，當然也有許多同性質的APP就不多提了，在我們購物時填的送貨 

地址會是學校宿舍的地址，不過東西大多會送往這兩個地方，送到之後就會寄簡訊告知取貨 

編號，再去那邊取貨即可，就很像7-11、全家領貨一樣，不過那邊的便利商店沒有那麼普及。 

 



衣、行 日常生活分享 
       剛到天津的時候是冬天快轉春天的季節，當地的天氣氣溫雖 

然是零下但是因為北方實在太乾所以沒有下雪；剛到那邊的時候 

每天都穿超級多、把自己包成一顆球因為實在是凍得受不了，尤 

其晚上睡覺還得穿兩層襪子才能睡得著，但當地的同學都覺得那 

樣的天氣比起冬天已經回溫許多了， 

難怪大家總說台灣四季如春! 

 

       到天津我最討厭的兩件事情就是 

天氣太乾、空氣太髒；我屬於油性肌 

膚到天津好處是臉都不太出油、妝不 

容易花，但多待了幾天腳就乾的發癢 

每天睡前都得塗上一大層厚厚的潤膚 

乳才能防止皮膚龜裂；來交換之前就有耳聞北方霾害的嚴重性， 

但親眼見到後還是覺得不可思議，雖然不至於伸手不見五指，但 

很明顯能感覺到空中籠罩瀰漫著一層灰、看不見天空，天氣也悶 

悶的，常常一出門看到這種天氣心情也就跟著悶悶的!只要在外面 

待上個整天，回家臉上都會有黑黑的粉塵、尤其鼻孔會變很髒、 

鼻屎又多又黑又髒。 

       在校內我們大多是騎腳踏車，校內也有巡迴小車不過搭一次是 

1rmb，校外的交通工具大多是公車、火車、地鐵、計程車，在交 

換期間我們很少看到吃油的摩托車，路上看到的機車都是電動車， 

聽同學們說是前幾年改的，重型機車等也都得交很高的稅才能騎 

上路，阿還有他們似乎沒有戴安全帽的習慣。 

       我覺得他們的鐵路、地鐵系統還挺完善的，我們出去玩基本 

上都能靠大眾運輸，想特別提的是由於他們省分間橫跨的距離真 

得很遠，因此我們旅途中要搭的火車動不動都是10個小時起跳， 

最久的一次是從天津到青海的西寧路程長達33個小時在車上睡了 

兩晚。另外說一下火車座位有分成硬座、硬臥、軟臥，軟臥價錢 

 

 
近似硬臥的兩倍所以我們沒體驗過，硬臥也分成上中下 

鋪，上鋪位子最狹窄幾乎抬不起腰，因此三個位子價錢 

也有不同，是買票時隨機分配；火車地鐵管理較嚴格， 

出入都需要安檢，火車購票採實名制除了安檢還要核對 

證件。 

       另外在這邊打車(計程車)，費用上很便宜，再加上滴 

滴、Uber優惠下來更是划算，所以如果同行的人多的話 

大多會選擇打車然後均攤費用，會比公車來的划算方便。 

 



育 日常生活分享 
       學校課程的部分我選修的課只有兩門，礙於抵學分課綱、學分數的不同，又不想要 

被課程時間綁住所以另外旁聽了3門課旁聽，其中也包刮了非專業課程通是類組的課， 

我也旁聽了在台灣曾修過的課想看看兩者間教法上有何差異；剛開始上課時實在很有挫 

折感，因為有些老師年紀比較大地方口音比較重，真的聽得很吃力只能全神貫注地去聽 

然後猜測中間聽不懂得是什麼，所以上課到後來能全聽懂老師說的話時真的是很有成就 

感，老師們對台灣來的交換生也都很照顧。 

        除了學校課程外我們也盡量找資源參加社團、課外活 

動；因為我們去交換的學期剛好不是他們收社員的時間所 

以只能救他們有開放的活動去參加，像是主持社的組訓、 

海協會的春遊，我很喜歡主持社組訓的氛圍、講師提出一 

個主題，大家輪流發言每個人都要說但無所謂對錯只要說 

出自己的講法就好；同學們也都很熱情，我們在生活上遇到 

的困難他們也很樂於給予幫助。 

       左圖是學校話劇社期末的演出，我很喜歡看話劇所以 

收到這個消息的時候我超級興奮，很早就拿著票排隊準備 

入場，有被他們社團表演的規格嚇到，不論是道具燈光或 

是演員表演技巧整個呈現出來的就是外面可售票的表演規 

格，但很可惜是整場表演可能是為了要配合劇情的時空背 

景，所以採用的是地方口音，我很認真聽都聽不懂，那種 

大家都聽得懂整場都在笑只有自己聽不懂的感覺實在很空 

虛啊。 

       在天津的交換期間特別感謝南開大學臺灣同 

學會，這個組織是由在南開就讀四年的台生跟碩 

生自發性組織而成的，從到南開前的行前準備一 

路學長姐們都一直給予幫助、也帶我們熟悉環境 

，時常舉辦活動大家就像是一個大家庭一般，主 

辦者也替我們爭取到由政府主辦的雙創特區研習 

營名額，這個活動原本是開放給碩生參加，我們 

很榮幸可以有這個機會參加研習、見見世面；此次活動也 

包含了天津人文風情的行程，聽了天津的相聲、吃了狗不 

理包子，是相當難忘的經驗。 

 

(左圖)雙創特區研習營合照 

(右上圖)南開大學台灣同學會的期初聚餐，剛好遇到台灣的 

教授，大家相見歡合影。 



樂 旅遊經驗分享 
       除了天津本地的各地景點也規劃了好幾條旅行路線、透過旅遊來體驗這個地方的人 

文風情，從北方走到南方、從遼闊杳無人煙的郊外到車水馬龍的城市，看到瞭解到的真 

的是書本上帶不來，旅程中結識很多不一樣的朋友、品嘗各城市的小吃，很慶幸自己有 

這個機會能透過旅行了解一個國家。 

• 哈爾濱(右圖) 
      我們到哈爾濱的時候剛好是三月初，路上 

的雪都已經融化了可惜不能一睹雪城的風采； 

遇到的青旅老闆人很好帶我們去吃當地的美食 

、逛聖索菲亞大教堂、中央大街還幫我們安排 

滑雪體驗。對東北人印像特別深刻的是都又高 

又大然後講話口音特別豪邁!另外還有當地的雜貨店叫倉買，據說是因為是將倉庫的東西拿出來賣因

而得名，像天津的話就叫便利店。 

• 山東之旅:泰山、濟南、青島、煙台長島(左圖、右下圖) 
      這是最累的一條路線，我們第一天排的行程就是爬泰山，爬的

過程真的是叫苦連天足足爬了五個多小時才登頂，途中我們累到不

行討論著是不是已經爬到中間(中天門)，旁邊往山下走的旅客還笑

著說還遠著呢，當下真是哭笑不得，我們在山頂上住了一晚，溫度

太低所以租了軍大衣、山上缺乏水源所以根本沒辦法洗澡，隔天一

早起來擠著人群 

中看日出，只能 

用狼狽來形容，隔天下山原本打算搭纜車，沒想 

到預期中的價格居然價了大家只好默默地走回 

半山腰搭客運。 

       另外特別想說的是煙台長島，我們特別選住 

漁家樂，包吃抱住且因為屋主們自家都有在捕魚 

所以餐餐刀吃超新鮮的海鮮，屋主還特別做了山 

東饅頭給我們嚐嚐。 

• 北京遊(右圖) 
      這一趟的旅伴是在台灣的好朋友他是前往武 

漢交換我們相約在北京；在北京的這幾天天氣 

特別炎熱、人多空氣悶所以印象不是很好；除 

了故宮、長城這些必走的景點青旅小哥還帶我們 

去798藝術園區走走。 

      長城我們特別去的是人潮較少的慕田峪，雖 

說人比八達嶺少但當天的還是到處都能看到人很 

難想像八達嶺人會有多少；去故宮時還鬧了笑話 

跑到出口處找不到售票處，繞了一大圈才找到入 

口；另外我很喜歡的地方是后海長長一條酒吧街 

有歌手駐唱，除了流行樂還有獨立音樂，特別有 

感覺。 



• 青海敦煌行:祁連山、敦煌、環青海湖 
 

       這一條路線是我最喜歡的旅程，光是坐火車就耗時 

33個小時，不含火車飛機長達三千公里的旅程，一路上 

我們找的包車師傅載著我們走走停停，在張掖登上海拔

四千六的八一冰川，翻越祁連山脈，穿越絲綢之路抵達

沙漠綠洲敦煌，登上一座座鳴沙山沙丘，一望無際的荒

草和無盡的公路，漫步雅丹遼闊的無人區、錯踏陷進 

馬海鹽湖的泥沼、一觀柴達木盆地的大漠戈壁、在青 

海湖邊漫天星星下聊著未來的我們會在哪裡。 

       我們找的師傅很專業人也很好，拍的照片還曾拿 

過國家地裡雜誌的獎項，一路上我們就像模特兒一樣，

再加上一路的風景美不勝收根本滿足了我們各種的愛 

拍照；另外我們在祁連山遇見熱情的藏族人 

招待我們吃氂牛肉也算是很特別的經驗。 

       此次旅程最可惜的是無法一睹七彩丹霞 

和茶卡鹽湖最美的風采，留下了一點小遺 

憾，離別前我還特別跟師父說了，若還有機 

會來到此地，一定要請他再做一次嚮導。 

 

• 江南旅行:蘇杭、烏鎮、上海、南京 
        往南邊走，比較多台灣有的商家這邊也有，多了份親切感；在蘇杭、烏鎮見識詩中的小橋流 

水人家，親自走訪過去在課本上、名詩中出現過的地方，去的那幾天又剛好是煙雨濛濛的天氣， 

替我對這個地方的印象又增添了一點風味。不得不佩服烏鎮觀光設備的完善，原本以為是一個小 

村落但原來就是一個大型的景觀區，當然過度的商業化難免會有點覺得小失望。蘇州杭州，感覺 

很像可是卻有不同的感受，如果拿女人們來比喻，蘇州就是比較大家閨秀嚴謹但又有韻味，杭州 

反而小家碧玉有自己的風格卻又讓人感覺舒服的。 

       上海，繁榮、節奏步調很快的城市，特別喜歡她的市容，街道兩旁種滿樹、陽光透過樹葉樹 

葉間的隙縫撒下，落在萬國風情的建築，彷彿身在異都。南京，古今融合的很美，對南京大屠殺 

印象相當深刻，不僅僅是被過去的史實所震攝到，「可以寬恕但不能 

忘卻」，這句話我記得很清楚，對當事人看待過去這段史實的心胸也 

很佩服，公道自在人心，時間終究會還給這段歷史一個公道。 

 

啊對了，江南我最愛的就是他們的美食～～尤其是湯包、餛飩類都超級 

好吃，特別推薦蘇州味雅餛飩、上海小楊生煎！ 



APP 實用推薦 

支付寶 
在大陸真的是一項超強大的App，普及率也很高，支付寶會綁定銀行卡，出門的話都 

不用帶錢包，只要會花到錢的地方都可以用支付寶支付，不論是餐廳小吃、百貨公司 

商店叫車都可以使用！ 

微信 
包含微信支付，用法相當於台灣比較常用的通訊軟體line+支付寶融合的概念，其中 

AA支付我覺得很實用，常常大家出門聚餐錢的部份要找零錢啊等等的很麻煩，但AA 

支付可以開給參加聚餐需付費的人，然後價錢也直接幫你除好了，大家只要線上支付 

即可付清，誰還沒付也很容易看的出來，省去很多麻煩。 

美團 
包含餐廳、門票、電影院等各種 

票，以團購的概念可以拿到較便 

宜的價格。 

滴滴打車 
像uber一樣的app,叫車、支付都很 

方便，在大陸很普及，且有很多活 

動享有較便宜的價格，另外有匿名 

評分機制，對司機的要求蠻高的。 

大眾點評 
選擇餐廳的好工具，可以就所在 

地點跑出最多人推薦的餐廳，也 

可以像美團一樣買團購價享有較 

優惠的價格。 

餓了嗎 
外賣的app,除了線上支付外還可 

以享有優惠折扣，是懶得出門時 

的好夥伴。 

去哪兒 
旅行訂房的好工具,有很多青旅、旅 

店可供選擇，可查看評分來篩選比 

較不怕踩到雷。 

螞蜂窩 
是規劃旅程很好用的一個網站，裡面有推薦景點、旅者分享的遊記，可以從中得到 

很多資料，像是去比較特定的地點可能要找包車師傅、農家樂、魚家樂，或者想看 

去旅遊的季節當下是什麼景色，都可以透過爬遊記瞭解，使用上可以就你想去的地 

點去規劃你的小景點，看附近臨近的景點有什麼哪些是推薦的，在規劃行程上是很 

好用的一個工具。 

12306 
大陸官方火車訂票的APP。 



交換心得×學習感言 
       一開始其實我最想交換的地點不是大陸，但在種種考量像經費、語言 

問題最後就選了到大陸交換，學校給我們的資源真的很多除了交換遊學的 

選擇性很多、能報的學校也很多，尤其是大陸的學校在那邊都是相當好、 

當地學生搶著去的重點大學；在排交換大學志願時，我第一個就選擇了南 

開大學，是因為不想去北京上海等步調那麼快的城市、也不想去太偏遠的 

學校，另外主要是想去北方一點的地方體驗不一樣的生活。 

       在得知通過審查之後的行前準備其實很緊張，過去對於大陸的印象都 

是負面的居多，可能生活環境沒有那麼好、壞人歹徒很多、甚至時常聽到 

有擄人割器官的案件，另外也會擔心同學不友善、或是政治立場尷尬等問 

題；但到那邊交換之後所有問題都迎刃而解，而且其實之前的擔心都是多 

慮的，雖然宿舍生活環境的確沒有台灣那麼好，但就是不同種的生活體驗 

，一開始不能接受的到後面都覺得享受在其中也是種樂趣；不得不說身為 

台灣人在交換期間中我們受到的待遇都蠻好的，因為口音的關係都很容易 

被問是從哪裡來的（有一次我在搭電梯只是說了一句謝謝就被聽出口音的 

不同），聽到是從台灣來的十個裡面有九個都會去說台灣好，我們常常會 

被說是台灣來的妹子講話特別好聽，對我們也特別的親切。 

       旅行的過程中，常常會遇到不同的人，好的壞的都有，並不是像新聞 

裡面所說的多糟糕，我想每個社會都差不多是這樣的，大陸大、人多所以 

相較來說包含更多各種不同的人，以大媽來說雖然我們常常遇到很多態度 

不好甚至理所當然插隊的人也有、但也有很多大媽看我們是外地來的遊客 

待我們特別親切；從都市到鄉村也見識到了城鄉差異這件事情，聽了許多 

人的故事佩服他們在這麼競爭的社會中只能一天比一天更認真的生活。 

       我很幸運在旅程中遇到的人都不錯，忘了聽誰說這樣一個想法，人會 

遇到的際遇取決於他的態度和心態，如若換個角度思考用不同的眼界來看 

待身邊發生的事當下的感受會不一樣，像是很多人會覺得這邊的服務生態 

度很差，但是換個角度其實在他們的文化裡這樣是正常的而不是帶有歧視 

只針對某些人；除了換位思考跟學習拋下固有的標準衡量他人的文化外， 

我很慶幸一開始有踏出第一步，有勇氣把自己丟在一個陌生的環境中學習 

獨立和成長 ，也從別人的故事裡反思自己、激勵自己；萬事起頭難，期許 

自己在未來面對困難時能先踏出那一步，也希望在未來能夠爭取更多機會 

到其他國家看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