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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交換⽣生活－中央財經⼤大學 

中央財經⼤大學（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簡稱中財⼤大，英⽂文簡
稱CUFE，位於中國北京，有南路路院區（五道⼝口）和沙河校區（沙河鎮），是中華⼈人⺠民共和
國教育部直屬的⼀一所以經濟學、管理理學和法學為主體，⽂文學、哲學、理理學、⼯工學、教育學、

藝術學等多學科協調發展的研究型重點⼤大學，由教育部、財政部和北京市共建；是國家⾸首批

「雙⼀一流」世界⼀一流學科建設⾼高校，國家「211⼯工程」和⾸首批「985⼯工程優勢學科創新平
台」項⽬目建設⾼高校。


讀書環境 
⼤大陸的學校要進去都必須出⽰示校園卡，確定和照片是⼀一樣的⼈人才可以進去學校，不管

是正⾨門還是側⾨門都有警衛嚴格把關，像有⼀一次我們幾個住沙河的晚上10點多才要進學校，同
⾏行行的男同學因為校園卡忘記帶，即使快到了了宿舍⾨門禁11點，警衛還是請他繞去另⼀一個⾨門登
記，結果他⼜又講不出⾃自⼰己的宿舍樓樓及床號，只好趕緊打電話給國際處老師，請他向警衛證明

⾃自⼰己是本校學⽣生，才得以進學校。這樣嚴格的把關除了了維護校園安全，更更讓學⽣生能放⼼心在校

園走動，不⽤用擔⼼心會有危險。


⼤大陸的學⽣生幾乎從⾼高中就開始住校，⼤大學更更是不管離家遠近都得住在學校，不會有床

位不⾜足的問題，光是沙河校區男女宿舍就⾄至少14棟，我們寢室隔壁兩兩間都是空房，可⾒見見床位
真的很充裕，即使是在北京四環那樣房價⾼高昂的地段，學⽣生⼀一樣有便便宜的校舍住，⼀一年年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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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MB900有找，學⽣生不⽤用⼀一邊讀書⼀一邊擔⼼心找不到房⼦子，也不⽤用額外負擔⼤大筆房租，甚⾄至擔
⼼心安全問題和花費時間長途跋涉到學校。


才開學幾天，⼤大⼀一新⽣生還沒入學，圖書館就不少⼈人開始讀書。這間是沙河新校區的圖

書館，有五層樓樓⾼高，非常⾼高級壯觀。需要有刷校園卡才能進去，採刷卡預約座位，每個週末

都有不少⼈人來來圖書館參參觀。


他們的教科書也超便便宜，⼀一本原⽂文書封⾯面市⼈人⼤大出版RMB67，其他中⽂文書30RMB左右
就有（書在學校的書店都買得到，還可以買歷屆題庫），比起台灣⼀一本原⽂文書就要200RMB
多，他們的學⽣生在書的⽅方⾯面真的是便便宜好幾倍。


我交換的院系是國際經濟與貿易易學系，在北京六環郊區的沙河⾼高教園，除了了中央財經

⼤大學之外還有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外交學院、北京郵電⼤大學、中國礦業⼤大學、北京師範⼤大學，

雖然是在郊區，但是⼤大學林林立，晚上校⾨門⼝口外還是有不少隱藏版⼩小吃。


說到吃的就必須鄭重介紹學校的食堂，位置充⾜足那就不⽤用說了了。漢餐以外，幾乎每⼀一

間⼤大學都會有清真食堂，因為學校內有不少穆斯林林，我認識的朋友就有三個新疆⼈人還有朋友

的男朋友是塔吉克斯坦⼈人，他們都只能吃清真菜，在北京⼤大街⼩小巷也可以看到許多清真餐廳，

可⾒見見他們對少數⺠民族的尊重和照顧。


漢餐的話食物就比較多元，有⼤大江南北各式各樣的特⾊色菜窗⼝口。我最喜歡吃的就是⿇麻

辣香鍋，源於重慶縉雲⼭山，由川渝地⽅方⿇麻辣風味融合⽽而來來，以⿇麻、辣、鮮、香、油、混搭為

特點，但是價格也比較貴，我食量量⼤大⼀一餐吃下來來也得30RMB左右；還有⻄西安哨⼦子麵、酸辣
粉、火鍋⿂魚、⿇麻辣燙、湖北、湖南菜等，任何你想得到的地⽅方特⾊色菜，食堂都有，怎麼吃都

比外⾯面便便宜衛⽣生。⼀一般盒飯的窗⼝口7RMB就可以吃得很飽了了，在吃的⽅方⾯面學⽣生也可以⽤用少少
的錢吃得飽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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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的冬天特別乾冷，雖然不太會下雪，但是11⽉月開始就會刮⼤大風，他們⼝口中「⼤大媽
的妖風」，7、8ㄐ級陣風是常有的，雖然沒什什麼⽔水氣，但也冷得夠嗆，所以不管是宿舍房間
廁所的暖氣、食堂椅⼦子坐墊和暖氣、教室的暖氣都開的特別強，外⾯面零下⼗十幾度，在室內有

暖氣根本可以穿短袖。


除了了以上這些，我們校區還有兩兩間超市（菸酒都賣）、三間⼿手搖飲店、中國聯聯通、中

國移動、美甲店（超便便宜，不加飾品65RMB，比起三⾥里里屯⼀一雙⼿手三四百⼈人⺠民幣便便宜多了了，
姐姐⼈人超好）、理理髮店、⽂文具店、⻄西裝店、影印店、⽔水果店、雜誌書報店、郵局、銀⾏行行等，

最⽅方便便的是學校裡的收貨站，⼤大家最喜歡的淘寶，體積⼩小的會直接鎖在櫃⼦子裡，⾃自⼰己掃描⼆二

維碼就可以取貨，體積⼤大的會有收在有⼈人管的櫃⼦子裡，報號碼取貨；寄東⻄西的話，北京市內

⼀一天內送到，隔天早上送到的都有。之前有請同學幫我從三環寄東⻄西到六環，中午寄隔天早

上就到了了，只要14RMB，真的是很⽅方便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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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堂⼆二樓樓的⿇麻辣燙（份量量有點⼤大只好⽤用盆⼦子吃）
油潑火鍋⿂魚

沙河地超RIO雞尾酒
南路路學院地超各種⼟土產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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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河校區的校地是東吳城中校區的近50倍⼤大，可能比起其他學校還是不夠⼤大，但是如
果不想走路路，學校裡也有些別⼈人騎進來來的共享單⾞車車，下載app只要掃⼀一下⼆二維碼就可以開鎖
騎走了了，半個⼩小時只要1RMB，但是通常到下午就剩沒幾台了了，⼤大家都騎去搭地鐵了了。


我個⼈人覺得他們對學⽣生的照顧很周到，食宿⽅方⾯面可能連成本價都不到，幫學⽣生省去了了

很多⿇麻煩，時間⾦金金錢⽅方⾯面都是，難怪⼤大家很會讀書，沒事都在讀書，宿舍樓樓每⼀一層的⾃自習室

到半夜還燈火通明。


交通網絡發達 
不管是搭地鐵還是搞鐵動⾞車車，除了了公⾞車車以外，其他⼤大眾運輸⼯工具在搭乘前都必須卸下

包包安檢，所有易易燃易易爆及尖銳的東⻄西都不准帶，⼈人也得過安檢⾨門，還會不定期地把你攔下

來來檢查⾝身份證，所以北京的地鐵，很安全，不⽤用擔⼼心有⼈人突然精神發作拿⼑刀刺刺你，更更不⽤用擔

⼼心什什麼炸彈客，⼤大窪村村⺠民要進城時可以放⼼心的在地鐵上睡覺，如果有位置的話。


沙河校區位於北六環地鐵昌平線沙河⾼高教園站，地鐵線不是編號，六環聽起來來更更遠，

也確實很郊區，但是北京地鐵多達20條，從⼤大窪村要進城只需搭昌平線到底站⻄西⼆二旗，再搭
13號線，之後想去哪去哪，密集的地鐵讓你無所不到，或是想要搭公⾞車車騎腳踏⾞車車也很⽅方便便，
打⾞車車的話最好找⾞車車牌是京Ｂ開頭的，這才是正規的計程⾞車車，當然其他的私家⾞車車可能也比較便便

宜，但是⾝身為⼀一個正宗的外地⼈人，⼀一開⼝口⼈人家就問你是不是南⽅方來來的，被隨便便喊⾼高價的經驗

也是遇過的，所以還是建議搭計程⾞車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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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台活動 
北京⾼高校港澳台迎新晚會

由⾸首都師範⼤大學主辦，聯聯合北京電影學院、中央⺠民族⼤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北京華⽂文學院、
北京聯聯合⼤大學、中國政法⼤大學、北京⼤大學、北京郵電⼤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北京語⾔言⼤大學的
港澳台學⽣生上台表演，邀請中央財經⼤大學等其他⾼高校共襄盛舉，是到北京後第⼀一個⼤大型港澳
台迎新，期間穿插不少長官致詞，可⾒見見場⾯面多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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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師範⼤大⟪花好⽉月圓⟫

中央⺠民族⼤大學⟪武功⟫ 北京聯聯合⼤大學⟪花唱繞⼝口令⟫北京快板表演

⾸首都師範⼤大學⟪邵多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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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田峪長城＆紅螺寺

這次活動除了了主要的港澳台學⽣生以外，還有巴⻄西孔⼦子學院的學⽣生、⽇日本會計師事務所來來本校研

習的會計師。國際處的老師還有社團學⽣生帶著⼤大家從學校包⾞車車到離北京市區73公⾥里里的懷柔區慕⽥田峪

長城，以及北京著名的紅螺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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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慕⽥田峪長城 分組拍影片介紹慕⽥田峪長城

⼈人⺠民公社⼤大食堂 紅螺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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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規管＆國家⼤大劇院


這次雙11活動學校帶我們參參觀了了北京市規管，其中歷史部分主要由北京古城變遷、北京歷史⽂文

化名城保護、故宮實⽊木⼤大模型展區和多媒體數字影片《不朽之城》組成。通過⼤大量量的圖片、⽂文字、

實物等史料，以及多媒體數字影片和各種模型，反映了了北京城的起源和歷史演變發展過程，詳盡展

現了了⾃自⽯石器時代到近代不同時期的城市風貌格局。同時重點反映了了包括北京故宮皇城在內的北京舊

城多個歷史⽂文化保護區的歷史沿⾰革和保護規劃。


以及到國家⼤大劇院看演出，國家⼤大劇院造型新穎、前衛，構思獨特，是傳統與現代、浪漫與現

實的結合。⼤大劇院龐⼤大的橢圓外形在長安街上顯得像個「天外來來客」，與周遭環境的衝突讓它顯得

⼗十分搶眼。這座「城市中的劇院、劇院中的城市」以⼀一顆獻給新世紀的超越想象的「湖中明珠」的

奇異異姿態出現。國家⼤大劇院要表達的是內在的活⼒力力，是在外部寧靜籠罩下的內部⽣生機。⼀一個簡單的

「蛋殼」，裡⾯面孕育著⽣生命，⼤大劇院代表了了⼀一個時代的結束與另⼀一個新的時代的開始。


（來來源：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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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規劃館

北京市規劃館

國家⼤大劇院

國家⼤大劇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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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台聯聯歡會

這次雙⼗十⼆二的主辦單位是中央財經⼤大學國際處老師，聚集了了中央財經從⼤大⼀一到⼤大四的

港澳台學⽣生參參與演出，有漢服走秀、相聲、樂團演唱、串串燒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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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參參觀 
北京⼤大學

除了了北京⼤大學的學⽣生以外，其他⼈人要參參觀必須線上預約，分上/下午，⼀一個⼈人⼀一個證件

號⼀一⽀支⼿手機號，台胞證不能帶⼈人所以我只好跟朋友借了了三隻⼿手機號，帶爸爸媽媽姊姊參參觀。


1898年年6⽉月，光緒帝頒布《明定國是詔》推⾏行行「戊戌變法」，詔書中強調「京師⼤大學堂
為各⾏行行省之倡，尤應⾸首先舉辦」。7⽉月3⽇日，光緒帝批准了了由梁啓超代為起草的《奏擬京師⼤大
學堂章程》，正式創辦京師⼤大學堂。京師⼤大學堂是當時中國最⾼高學府和最⾼高教育⾏行行政機關，

也有學者認為是中國近代正式設立的第⼀一所新式⼤大學。1912年年5⽉月，京師⼤大學堂更更名為北京
⼤大學校，旋即冠「國立」，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所冠名「國立」的⼤大學，嚴復出任北京⼤大學⾸首

任校長。


（來來源：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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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大學

姊姊請朋友帶我參參觀清華⼤大學，有校園卡真的就是不⼀一樣，可以進去各種不⼀一樣的圖

書館、清華學堂參參觀，還可以去食堂吃飯，各種清⼤大私密景點都有⼈人帶我們參參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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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學堂 清華園

清華園結冰的湖⾯面，可以滑

圖書館 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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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古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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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壇公園：是明清兩兩代皇帝每年年祭天
和祈禱五穀豐收的地⽅方。

地壇公園：是明清两朝帝王
祭祀“皇地祇神”的场所

頤和園佛香閣：‘’佛香‘’⼆二字來來源於
佛教對佛的歌頌。內供接引佛，每
⽉月望朔，慈禧在此燒香禮佛。

頤和園是中國現存規模宏⼤大⼜又最瑰麗的
古典園林林。它主要由昆明湖和萬壽⼭山所
組成。冬天的時候湖⾯面會結冰，現場有
租賃冰鞋、冰⾞車車、冰⼑刀腳踏⾞車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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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王府花園：恭王府歷經了了清王朝由鼎盛⽽而⾄至衰
亡的歷史進程，承載了了極其豐富的歷史⽂文化信息，
故有了了「⼀一座恭王府，半部清代史」的說法。

恭王府初為⼤大學⼠士和珅的私邸。同治初年年，
這裡的第三代主⼈人恭親王奕訢，⾝身兼議政王、
軍機領班⼤大⾂臣等要職，重權在握，顯赫⼀一時。

明⼗十三陵：是中國乃⾄至世界現存規模最⼤大、
帝後陵寢最多的⼀一處皇陵建築群。

故宮：明清宮廷五百多年年的歷史，包含了了帝
後活動，等級制度、權⼒力力⾾鬥爭、宗教祭祀等。

雍和宮：原為雍親王府，雍正三年年
改為’’⾏行行宮’’，稱雍和宮。

⼤大鐘寺：到雍正⼗十⼆二年年（1734年年）冬
天正式獲賜名覺⽣生寺，現時覺⽣生寺⼭山
⾨門的「敕建覺⽣生寺」匾額乃由雍正帝
御筆⼿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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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明園黃花陣：盛時，每當中秋之夜，
清帝坐在陣中⼼心的中式涼亭⾥里里，宮女們
⼿手持黃⾊色彩綢扎成的蓮花燈，尋徑⾶飛跑，
先到者便便可領到皇帝的賞物。

圓明園⼤大⽔水法：以⽯石龕式建築為背景
的⼀一處噴泉群，橢圓形菊花式噴⽔水池
內有」獵狗逐鹿"噴泉。

孔廟國⼦子監博物館：北京孔廟和國⼦子監博物館始建於元代，合於「左廟右學」的古制，
分別作為皇帝祭祀孔⼦子的場所和中央最⾼高學府。


紅螺寺始建於東晉咸康四年年，原名「⼤大明寺」 
明正統年年間易易名「護國資福禪寺」，因紅螺仙女的美妙的傳說，俗稱「紅螺寺」。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4%A7%E6%98%8E%E5%AF%BA/5810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4%A7%E6%98%8E%E5%AF%BA/58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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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北⽔水鎮：古北⽔水鎮坐落落於司⾺馬台長城腳下，是歷史上重要的屯兵駐紮之地，隆隆慶年年間，邊關貿易易
興起，⽇日⽉月島呈現⼀一片熱鬧繁榮景象。


北京必逛特⾊色街道 
前⾨門⼤大街是我第⼀一個接觸到的復古⼤大街，街⾯面寬敞，有⼩小火⾞車車可以搭，還有中國風星巴克。


南鑼⿎鼓巷是⼀一條胡同，於元⼤大都同期建成，完整保存著元代衚衕院落落肌理理、規模最⼤大、品級最⾼高、

資源最豐富的棋盤式傳統⺠民居區，也是最賦有老北京風情的街巷。下午有時間的話還可以上⾓角樓樓俯

瞰整個北京市區。


什什刹海海包括前海海、後海海和⻄西海海（⼜又稱積⽔水潭）三個⽔水域及臨臨近地區，與「前三海海」相呼應，俗稱「後

三海海」。什什剎海海也寫作「⼗十剎海海」，四周原有⼗十座佛寺，故有此稱。清代起就成為遊樂消夏之所，

為燕京勝景之⼀一。


簋街必吃⼩小龍蝦，周圍有許多⼤大使館，這也使得國外的遊客和國外在京⼯工作⼈人員能夠⽅方便便的品嘗到

正宗的華夏美食。


世貿天階有長250米寬30米的天幕凌空⽽而起，為世界第三⼤大天幕，旁邊的寫字樓樓和百貨公司也很好
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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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藍⾊色港灣solana⼀一個充滿了了燦爛陽光、幽靜湖⽔水、優雅建築、浪漫⼩小徑的購物公園，⼀一個位於亞洲

最⼤大的城市公園——朝陽公園⻄西北湖岸的歐式商業⼩小鎮，晚上去的話會更更有⼀一番風情。


長城特輯 
八達嶺長城為居庸關的重要前哨，古稱「居庸之險不在關⽽而在八達嶺」。上下⼭山可以選擇纜⾞車車、
索道或是徒步，但是八達嶺在旺季時⼈人潮甚多，徒步上⼭山可能眼前風景都是⼈人。下⼭山可以到熊樂園

看看。


慕⽥田峪長城歷史悠久，⽂文化燦爛，在中外享有「萬⾥里里長城，慕⽥田峪獨秀」的美譽。上⼭山可以體

驗看看沒有外殼的纜⾞車車，東⻄西千萬要收好，⼀一不⼩小⼼心就掉下去是怎麼也找不到的，喝酒的⼈人也不可

以搭乘。下⼭山可以體驗單⼈人滑⾞車車，如果你前⾯面沒有⼈人，可以盡情加速，⼀一不⼩小⼼心滑出軌道外也是有

可能的，所以沿路路都有⼈人在軌道外旁監督，禁⽌止拿⼿手機。


司⾺馬台長城位於古北⽔水鎮境內底處，夜間可以坐纜⾞車車上⼭山，徘徊在6號敵樓樓，傍晚還可以在⼭山

上看晚霞。⽩白天的話可以可以徒步上⼭山，從1號敵樓樓走到7號敵樓樓，其中7號敵樓樓最陡峻，讓我⼿手腳
並⽤用，幾乎是⽤用爬的上去，兩兩邊都沒有牆，⼀一不⼩小⼼心有可能就摔入河北了了，但是最⾼高處的風景真的

很好。下⼭山建議搭纜⾞車車，不然腳抖的走下去很危險。


居庸關長城為離北京市區最近的長城，最陡的階梯，其⾼高度幾乎和我的⼩小腿⼀一樣⾼高了了，走完那
短短⼀一⼩小段，腿已經抖得厲害了了，不愧是天下第⼀一雄關。


北京外圍旅遊 
內蒙古

河北承德避暑⼭山莊、外八廟


天津

⼭山⻄西⼤大同雲港⽯石窟、懸空寺、華嚴寺、⼤大同古城


結語 
這趟北京交換之旅除了了⾒見見識了了⼤大陸⾼高校和台灣的不同之處，也遊覽了了許多北京古蹟和北京外圍的⼭山

光風景，真的很推薦學弟妹們多去看看，我們也真的有很多要學習和精進的地⽅方，當然我也玩得很

開⼼心，以後有機會⼀一定還要再回去，畢竟還有很多地⽅方沒去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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