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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初，我啟程前往北京，在出發前，就先和北交國際處的老師聯絡好了，老師

請了志願者來機場接我們這學期的台灣交換生，因此對於初來乍到的我來說，並

沒有那麼的惶恐不安，抵達的這天是開學的前兩天，所以北京交通大學的學生們

也陸陸續續的回到宿舍，準備新學期的開始。 
 
 住宿 
    學校占地面積很大，建築物也多，

但是其實教學樓可能只佔了其中的三分

之一，其餘的三分之二都是宿舍樓，和

陸生聊天時才知道，根據學校的規定，

全校學生都是要住宿的，所以即便家在

北京的學生，在宿舍也是有個床位的。 
    先來介紹一下北交替我們安排的宿

舍，我住的 22 號宿舍樓在北交是被稱作

「公主樓」的，為什麼會被稱作公主樓

呢？這是因為在房間裡是有獨立衛浴的，

在大陸的學校，除了留學生宿舍是有獨

立衛浴在房間裡的，一般陸生住的都是

要走到澡堂去洗澡的，有些人需要橫跨

整個學校才能到澡堂，所以在房間裡有

獨立衛浴的 22 號樓在學生們的眼中就

成為了公主樓。 
    22 號樓有 3 位值班阿姨以及 3 位維持公共區域整潔的阿姨，值班阿姨和清

潔阿姨非常照顧我們這群台灣交換生，不時的詢問我們住的習不習慣，教我們怎

麼穿衣服才適合京城初春的天氣，真的很謝謝她們對我們的照顧，讓我們即便是

離家很遠，依舊有在家的感覺。 
  

左上：港澳台辦的趙睿老師；左下：宿舍打掃阿姨 

右上及右下：宿舍值班阿姨 



 氣候 
    北京的氣候是乾燥的，在冬天進入春天的這個時節身體反應非常明顯，首先

是我的手背突然乾裂，皮膚上的細紋全部裂開，還有每天早上洗臉時都會流鼻血，

讓我看到的時候非常害怕，因為在台灣從來沒有發生過，但也因而真實的感受到

了乾燥氣候的威力。 
    不過乾燥氣候卻也替我帶來了一個好處，即便是現在回到台灣還是十分想念，

那就是衣服晾不到半天就會乾了，這對衣服帶的不多也不想花錢在治裝上的我來

說，解決衣服短缺的辦法就是靠著乾燥的氣候。建議可以在台灣買好凡士林帶到

北京用。另外晚上睡覺前，可以放一盆水在旁邊，這樣可以降低早晨起床喉嚨的

乾燥感。 
    春天大概是從 3 月到 5 月初，相較於台灣，在北京可以更明顯的感受到春天

的到來，先是街道上光禿禿的枝枒會慢慢的長出綠葉，再是百花綻放，不過花期

不長，大概一個多星期而已。為了迎接春天的來臨，校園裡就種植了許多顏色的

鬱金香來妝點校園，盛開時吸引了許多學生駐足欣賞拍照。 
    我本來很難過沒有趕上最後一場雪，但是

大概在 4 月的時候，北京意外的飄起了春雪─

楊絮柳絮。初見時覺得非常興奮，但是後來發

現由於楊絮柳絮太輕，隨著風吹會到處亂飛，

有時候會不小心藉由呼吸進到身體內，還有時

候是會黏在眼睛上，給我帶來了很大的困擾，

不過在跟陸生朋友聊天時得知現在北京的「春

雪」已經比幾年前好的多了，北京市政府有在

想辦法降低楊柳絮帶來的危害。建議如果有呼

吸道疾病的人，在這段期間外出時盡量隨身攜

帶 口罩，可以根據情況來配戴。 
 
     5 月中開始，天氣就會開始轉為炎熱，不過不同於台灣的濕黏，北京的乾

燥讓初夏變的是即便是只有吹電風扇也是可以忍受的，正式進入夏天後，有時候

會下起突如其來的暴雨，不過次數不頻繁，也因為北京不常下雨，所以建築是沒

有騎樓的，夏天的時候最好是能隨身攜帶陽傘，不然太陽的烈也是會讓人受不了

的。 
 
  

楊絮紛飛的校園 



 天氣 
    現在只要提到北京的天氣，我第一個

想到的就是霧霾，北京春天的空氣品質真

的是非常不好的，在北京四個多月的時間，

有一半以上的時間是霧霾天。第一次感受

到霧霾的威力是在抵達北京的一個星期後，

放眼望去是霧茫茫的一片，太陽沒有以往

的刺眼，反而是像月亮一樣透出微光，建

築物也若隱若現的。霧霾有時候一天就會

散去，但大多都是會持續好幾天的，我遇

過最久的霧霾是連續將近兩個星期，因為

霧霾的空氣是不乾淨的，所以我們許多人

(我也是其中一個)皮膚都有出現過敏的情

況。除了霧霾，還有從小聽到大的沙塵暴，

沙塵暴總是來的快去的也快，漫天黃沙會

突然的出現，讓人措手不及。 
    這樣看起來，北京的天氣好像很可怕，

但是或許就是因為難得能見到清澈的藍天，

當藍天白雲出現時，看到街上行人拿出手

機拍照，臉上充滿喜悅，自己也會感到快

樂。 
 
 食物 
    北京是個集合大陸各地美食的地方，主要常見的有四川菜色像是烤全魚、重

慶小麵，東北特色的烤冷麵，煎餅、黃燜雞米飯，都是我們交換生覺得很有特色

的菜餚，不過因為北京的口味比較重鹹偏油，所以一開始我有點吃不習慣。 
    我的三餐大部分都是在學校裡面吃的，北交的食堂有 3 棟樓，其中有一層是

穆斯林餐廳，北京的穆斯林人口蠻多的，因此在許多地方都可以見到清真餐廳。

食堂的早餐屬於傳統北方飲食，有包子、饅頭、粥、大餅可以選擇，在北京我們

沒有找到西式早餐像是美而美的店家，所以大部分人的「回到台灣必吃清單」裡

就會出現蛋餅這項美食。食堂的午餐及晚餐都是有很多種選擇的，除了一般的飯

麵，還有麻辣香鍋或是印度甩餅，都是不錯的選擇呢！我也發現到不論是在學校

內或是學校外，茄子、馬鈴薯(大陸叫土豆)、番茄(西紅柿)雞蛋都是基本菜餚，

所以如果一開始怕會吃不習慣，就可以先從這些家常菜去熟悉北京口味。 
  

嚴重霧霾實景 



    水果的部分，學校食堂旁邊都會有水果小店可以買，不過種類比較固定，像

是西瓜、香瓜、火龍果、鳳梨等等，但是其實在學校周圍是有蠻多水果店的，如

果吃膩了學校賣的種類，可以到外面的水果店逛逛，不過因為北京地處內陸，所

以水果大多都是從沿海省份運進北京或是從國外進口，所以價格可能會必較偏高

一些，且跟台灣相較之下，可能也比較沒有那麼好吃了！ 
 
 3~7 月的衣服穿著 
    這個學期會經過初春到夏初，北京地處內陸，溫度落差會比較大，提供我自

己和其他交換生這段期間穿衣服的一些統整當作參考。 
    3 月的時候羽絨衣還是必備的，不過大概到了 4 月中就可以換成春天一點的

衣服了，不過有時候會突然乍暖還寒，建議洋蔥式穿法，比較不容易感冒。 
    到了 4 月底氣溫就會比較固定了，穿著春天的衣服像是薄長袖再配一件薄外

套就差不多夠了。5 月中開始天氣就會開始慢慢變熱了，5 月底 6 月初雖然有機

會到 27、28 度，不過因為北京氣候乾燥，所以不會像台灣的 27、28 度那樣黏膩

不舒服，而且晚上的時候是涼爽的，電風扇吹著其實還是會覺得冷的。 
    6~7 月慢慢進入夏天的短袖服裝，不過聽宿舍的阿姨說，北京最熱的月份是

7 月底到 9 月初這段期間，大概是會有 30 幾度將近 40 度的溫度出現。 
 
 交通 
    北京的公交和地鐵跟台灣的公車捷運一樣是共用一張卡的，這張卡叫一卡通，

可以在地鐵站辦理，距離北京交通大學最近的是西直門站，西直門站是一個轉乘

車站，非常方便。 
1. 公交(=公車)：北京的公交是以里程計算的，需要上車刷一次卡，下車

時再刷一次，北京公交非常方便，線路非常密集，只要避開尖峰時間，

有時候搭公交會比搭地鐵快一些。 
2. 地鐵(=捷運)：地鐵站跟站的距離大約是 3 分鐘，不過線跟線的轉乘，

平均大約是要走 10 分鐘。北京地鐵新舊差異很大，舊的像是 2 號線就

像台北火車站站台那種磁磚牆配上昏暗的燈光，走在裡面有一種走在未

重新規劃的早期台灣地下道的感覺，站內以樓梯為主；新建的地鐵就跟

台北捷運差不多，且無障礙設施像是電扶梯較為健全。 
3. 火車／動車／高鐵：火車票種分為以下幾種，硬坐、軟坐、硬臥、軟臥、

動車、高鐵，價格也是從低到高。 
 硬座：椅子跟台灣的火車一樣都是布座椅，只是位置都是垂直的，

椅背沒辦法調整，因為椅背的另一邊坐著另一個人，座位分成走道

兩側為 2-3 座，有桌子，但桌子的長度是 2 人的長度，大家是面對

面坐著，所以腳都會跟對面的人碰撞到，坐累了站起來伸展一下是

可以的，不會撞到頭，建議如果不是因為訂不到硬臥的票，不要為

了省錢而買硬坐的票，因為硬座坐久了還蠻不舒服的。 



 硬臥：一間小隔間裡面分成左右兩邊的上中下舖，價格也從低到高，

上舖的安全性以及隱密性比較高，上舖和中舖的空間都很小，都是

上去之後只能躺平，不能坐直。下舖的話，可以坐直，而且旁邊小

桌下可以放行李與充電，但是因為硬臥是沒有門的，所以人來來去

去都可以看見中舖和下舖躺臥的人，所以要注意隨身財物，有交換

生出去玩時，手機就被偷了。在車廂頭有洗手台可以梳洗。 
 軟臥：4 人一間，一節車廂有好幾間房間，房間有門可以上鎖，走

道有折疊椅可以坐，折疊椅旁邊就有插座可以充電。房間內是上下

舖，有提供室內拖做更換，換下的鞋有抽屜可以放，床位是類似彈

簧床，有棉被跟枕頭，如果是下鋪的話，床旁邊就有插座跟茶几能

放東西，上鋪有個大空位能放包包之類的。(睡上鋪要注意床跟牆

壁有縫隙，要小心不要讓物品掉下去)車廂服務員會換車票，就是

把我們原有的車票跟他換成一張卡，然後快到下車的站之前，他會

再拿來換回來，順便提醒說預計幾點到站。在車廂頭有設置洗臉台，

睡前跟起床後都可以去梳洗。 
 
 港澳台辦公室活動－內蒙古 

    這個行程是只有春季交換

生才有的活動，因為北交的香港

姐妹校每年的這個期間都會安

排學生來北京交流，所以北交的

港澳台辦就會安排去內蒙古玩，

玩的天數是三天，一天草原、一

天市區、一天沙漠，費用是要自

己負擔的。 
在草原上我們享受與體驗了蒙

古族人迎賓的儀 式，他們會奉

上一杯酒，然後賓客要以無名指

沾酒對天對地對自己彈指，完成

後，蒙古族人會幫賓客圍上一條絲巾，另外還有騎馬、

摔跤、賽馬的活動可以讓我們參加或是欣賞。 
    在市區（呼和浩特）的時候主要是參觀大陸奶酪業的龍頭企業-伊利的工廠，

他們的生產線都機械化了，僅剩下檢驗員，這是我第一次看到一條完整生產線的

運作，加上伊利是大廠，所以產品都是大量的在做包裝出貨，透過企業參訪，我

也了解了伊利這個企業的經營現況和理念，他們致力於做出適合亞洲人體質的牛

奶，讓有乳糖不適症的人都可以享受到牛奶。呼和浩特雖然是在內蒙古，但是令

我感到驚訝的是，他的鬧區也是很熱鬧的，有大型購物廣場，高樓等等。 

香港朋友回香港前的聚餐 



    我們去的沙漠是響沙灣遊

樂區，裡面有許多沙漠遊樂設

施，初見沙漠讓我覺得很興奮，

但是進入到沙漠後覺得太過商

業化，感覺很不自然，遊樂區

裡有騎駱駝的體驗，不過不知

道是不是因為觀光客很多，駱

駝沒有休息時間，駱駝的駝峰

都下垂了，毛也很雜亂，讓我

們都覺得很不忍心。或許是觀

念的不一樣，台灣人會照顧好

動物，像是動物園給與足夠的

空間，寵物是會帶到寵物店梳洗的乾乾淨淨，但是沙漠工作人員在喂駱駝喝水時，

竟然把水瓶也給駱駝吃，讓我們看到的時候有點錯愕，北京街道上常會誤把有主

人的狗認作流浪狗，感覺對大陸人來說，寵物是種工具，而不是朋友。 
 
 心得 
    在北京的四個多月，雖然時間不長，但卻讓我稍微了解大陸的風土民情，每

當我到別的城市旅遊，店家聽到我們台灣不同口音問我們是哪裡人，每每聽到我

們是台灣來的，總會興奮的說：「沒想到我竟然能認識到台灣人」，又或者是給與

我們更多的微笑。當然，詢問對於兩岸統一與否的人也是難以避免的，基本上我

們和大陸朋友交流時，都會盡量避開不去談論這個話題，不過還是遇到了兩次，

而兩次的感覺都不一樣。第一次被問到是學校裡的店家，他覺得兩岸應該要統一

的理由是因為氣候暖化，海平面上升，台灣土地面積會變小，統一的話，台灣人

就可以不用擔心沒地方住的問題了，我聽到只覺得好笑，好可愛的想法，這是我

第一次聽到不是從政治面來看待統一的想法。第二次是上課的老師問的，但是或

許是因為是老一輩的人，所以相對堅持台灣應該要回歸大陸，這時候我也只能笑

笑避免爭論。 
    在我去交換前，曾有人跟我說沒有必要去交換，因為交換大部分時間只有玩

而已，學不到專業的東西，但我去了之後，發現其實並不是這樣的，的確，我遊

玩的時間比上課的時間還要多，但是我覺得我在遊玩的過程得到的比上課還要多，

參觀名勝古跡讓我了解歷史脈絡，遊歷不同省份體驗當地特殊的風俗習慣，還多

了來自不同地方的朋友。 
 
  



    在沒去大陸前，只知道大陸大，但具體多大沒有個概念，但是透過交換，體

會了這個大，趁著課餘時間離開北京前往其他城市旅遊，火車時間單程就是 7、
8 個小時，這還是在黃河以北的省份，如果要到長江以南像是南京上海，那單程

時間就要 13、14 個小時，就能體會從前交通不發達的時候，人們是有多麼容易

失去聯絡；就能體會當他們畢業時，同班同學、宿舍室友那種難分難捨的眼淚，

因為這次分開後，大夥下次能再見面的時間是個未知。在沒去大陸前，不能理解

為什麼電視古裝劇裡的皇族隨便在花園走走就要休息了，走過紫禁城頤和園等景

點後才知道，原來是因為面積太大，甚至地面凹凸不平，穿著球鞋走著都辛苦了，

更不用說是穿著花盆底鞋的女性。 
    很謝謝這四個多月給予我照顧的人，或許是新認識的朋友，或許是路上不經

意給我一個微笑、一個指引的人。在畢業前，我給了自己一個走出熟悉生活圈的

機會，看看不同的世界，現在，回到台灣工作後，看著在交換時留下的照片，回

想起四個月的經歷，期待著下一次和這些朋友們見面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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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費參考 
1. 食 

校內：女生一餐費用約為 10 RMB，男生大約是 15 RMB 
校外：一般中式餐館價格約 18~20 RMB，如果是西式餐廳像是義式料

理大概是 40~50 RMB 
交大南門外的交大一條街有許多小攤販，價格大約是 10 RMB 左右 

2. 住 
我們是住大陸學生的宿舍，一學期價格是 600 RMB 
宿舍裡有洗衣機，洗一次是 4 RMB 
電費是需要去圖書館旁邊的一個小房間裡買的，4 人住的房間約一個月

使用 100 RMB 的電(沒有冷氣) 
3. 行 

(公交地鐵一卡通需要押金 20 RMB，退卡時剩餘的金額以及押金都會全

額退回) 
公交是里程計費，1 小時以內車程的票價是 1 RMB 
地鐵起跳價是 3 RMB 
火車：可以參考這個網址－http://www.huochepiao.net/ 

 
~祝福去交換的大家都能獲得滿滿的收穫回來，要珍惜這個難得的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