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         名 丁逸中 學         號 05153104 系         級 企四A

交換學校
重慶⼤學 

公共管理學院
交換期間 2019

秋季班／第⼀學期

春季班／第⼆學期

赴陸交換⽣返校⼼得

1.該校簡介：

（１）選擇學校理由：

        我相信很多來⼤陸交換的學⽣都會選擇北上廣深等沿海的⼤學交換，但對我來說，那些
跟在台北上學並沒有什麼兩樣，都是沿海城市、都是⼤都會城市；選擇重慶很⼤的⼀個原因
是因為我知道，在⼈們⼝中的⼤陸內陸並不如他們所說的落後，我在2018年的暑假在⼤陸西
北⾃由⾏了40幾天，我知道⼤陸的發展已經遠遠超乎我們的想像，在電⼦商務、鐵路交通等
⽅⾯都已經遠遠超過了台灣。⽽重慶⾝為中國的四個直轄市之⼀，⼜是⼀個在近代歷史佔了
很重要的⾓⾊，想必重慶⼀定有他的過⼈之處，我想藉由這次的交換來⼀探究竟。

        當然，還有⼀個很重要的因素讓我選擇重慶，是因為重慶⼤約位於中國南⽅地區的中⼼，
往東往西都可以從重慶出發。⽽喜歡到處旅⾏的我，重慶⾃然就成了我想要完成南⽅之旅的
⾸選。



 （2）重慶⼤學簡介 

 

學院的國⽴綜合性⼤學。⾺寅初、李四光、 何魯、馮簡、柯召、吳宓、吳冠中等
⼤批著名學者曾在學校執教。經 過 1952 年全國院系調整，重慶⼤學成為國家教育
部直屬的、以⼯科 為主的多科性⼤學，1960 年被確定為全國重點⼤學。改⾰開放
以來， 學校⼤⼒發展⼈⽂、經管、藝術、教育等學科專業，促進了多學科協 調發
展。2000 年 5 ⽉，原重慶⼤學、重慶建築⼤學、重慶建築⾼等 專科學校三校合併
組建成新的重慶⼤學，使得⼀直以機電、能源、材 料、資訊、⽣物、經管等學科
優勢⽽著稱的重慶⼤學，在建築、⼟⽊、 環保等學科⽅⾯也處於全國較⾼⽔準。   

       重慶⼤學是教育部直 屬的全
國重點⼤學，是國 家“211 ⼯程”
和“985 ⼯程”重點建設的⾼⽔準 
研究型綜合性⼤學。學校 地處國
家西南⼯商業重 鎮、⾧江上遊經
濟中 ⼼——重慶市，坐落在⼈ 
⽂薈萃的⽂化名區—沙坪 壩區。   

       重慶⼤學創辦於 1929 年，早
在 20 世紀 40 年代就成為擁有
⽂、 理、⼯、商、法、醫等 6 個

⽣ 50000 餘⼈， 其中碩⼠、博⼠研究⽣ 21000 餘⼈，本科⽣近 28000 ⼈，留學⽣ 
1400 餘⼈。在職教職⼯ 5200 餘⼈，其中中國⼯程院院⼠ 5 ⼈，國務院學 位委員會
學科評議組成員 10 ⼈，“973”⾸席科學家 4 ⼈，國家級突 出貢獻的中青年專家 5 ⼈，
享受政府特殊津貼專家 70 餘⼈，全國⾼ 等學校教學名師 3 ⼈，⾧江學者特聘教授 
17 ⼈、講座教授 4 ⼈，“國 家傑出青年科學基⾦”獲得者 13 ⼈，國家“百千萬⼈才⼯
程”⼈選 20 ⼈，中國青年科技獎獲得者 5 ⼈，國家“四個⼀批⼈才”1 ⼈，部、 市重
點⼈才⼯程⼈選 240 餘⼈，副⾼級以上專業技術職務 1900 餘⼈， 博⼠⽣導師 700 
餘⼈。  

       重慶⼤學現設有⼈⽂學部、社
會科學學部、理學部、⼯程學
部、 建築學部、資訊學部，共 32 
個學院，以及⾺克思主義教學研
究部、 研究⽣院、繼續教育學院、
網路教育學院和重慶⼤學城市科
技學院。 學校現設有本科專業 96 
個，覆蓋理、⼯、⽂、經、管、
法、教育、 藝術、哲學、歷史學
等 10 個學科⾨類。全⽇制在校學



 

 

       重慶⼤學校園占地⾯積近 5450 畝，有 A、B、C、虎溪四個校區，校舍建築⾯
積 150 萬平⽅⽶。擁有設施先進的現代化圖書館，累計藏書 430 餘萬冊，中外期刊 
6500 餘種。數位圖書館擁有各類權威⽂獻資料庫 100 餘個，其中，電⼦圖書近 282 
萬冊、中外電⼦期刊近 90000 種。中國教育科研網路重慶中⼼節點站設在學校。此
外，還建 有遠端教育中⼼、具有⼀定規模的多媒體教室與多媒體互動式語⾳教 室，
以及多家外國知名企業在校設⽴的實驗室或培訓中⼼。擁有國家 甲級建築設計研
究院和規劃設計研究院、國家重點出版社、全國公開 發⾏專業刊物的期刊社以及
國家⼤學科技園。“⼗⼀五”以來，學校 承擔國家⾃然科學重點基⾦項⽬、973 項⽬、
863 項⽬、國家科技⽀ 撐計畫、國防科研項⽬等國家及省部級科研專案 4800 餘項，
獲國家、 省部級(科技)獎 200 餘項，獲國家級教學成果獎 40 項、省級教學 成果獎 
121 項，國家級精品課程(含網路)20 ⾨、市級精品課程 47 ⾨，國家級雙語教學⽰範
課 3 ⾨、市級雙語教學⽰範課程 6 ⾨，國家 級精品視頻公開課 1 ⾨，⽴項國家級精
品資源分享課(含網路)11 ⾨、市級精品資源分享課 16 ⾨。 

A區

經濟與⼯商管 
理學院

公共管理學院 機械⼯程學院 電氣⼯程學院

⾃動化學院 通信⼯程學院 電腦學院 ⽣物⼯程學院 

動⼒⼯程學院 資源及環境科學學院 航空航太學院 汽⾞⼯程學院 

光電學院 ⼈⽂社科⾼等研究院 博雅學院 體育學院

美視電影學院

B區

建築城規學院 ⼟⽊⼯程學院
城市建設與環境

⼯程學院 
建設與房地產管理

學院

材料⼯程學院

C區

成⼈教育

虎溪校區

新聞學院 數學與統計學院 藝術學院

軟體學院 弘深學院 化學化⼯學院 ⽣命科學學院

外國語學院 UC 聯合學院

法學院

物理學院  

（3）校區分佈

*特別注意:A、B、C 校區學院除了建築學院和電影學院，其他 學院本科⼀⼆年級均
在虎溪校區授課。  

*備註:A、B、C、虎溪校區分別是本校四個校區，A、B、C 區 之間可步⾏到達，A、
B、C 區往返虎溪校區需搭乘學校班⾞，約 40 分鐘左右⾞程。  



費⽤名稱 ⾦額（⼈民幣） 備註

住宿費 800-1200元／學期 交換⽣免住宿費

⼿機資費 38-59元／⽉
視個⼈情況⽽定 

（可以辦校園⽅案，但好像只
能在學校內辦理）

校內網路費

10元／⽉／總流量5G 
15元／⽉／總流量10G 
25元／⽉／總流量15G 

40元／⽉／不限流量（10M） 
60元／⽉／不限流量（20M）

視個⼈情況⽽定

校⾞費 6元／次

宿舍飲⽤⽔費 10元／桶

洗⾐費 3-5元／桶（次） 視個⼈情況⽽定

個⼈⽣活費 1000-1500元／⽉ 視個⼈情況⽽定

圖書資料費 圖書館按期歸還免費

（4）預期費⽤

2.修讀課程

        東吳⼤學對於交換⽣的選課限制相當的寬鬆，即使該科⽬無法在校內找到相對應的科⽬
來抵免，也可以使⽤系外選修來抵免，⽽且最低選課⾨檻只需要⼀學分，所以對於交換⽣的
選課⽅⾯相當的彈性。⽽我也發現⼤陸課程的時間分成兩種，⼀種就是⼤家平常在臺灣修的、
時間為⼀整學期的課程；另⼀種就是時間只佔半學期的課程，可能是前8週或後8週。 

        ⽽以我個⼈⽽⾔，因為我想要有多⼀點的時間去旅⾏，所以我選擇全部修前8週的課程，
這樣在我後8週的時間我可以⾃由安排時間；⽽如果像是我其他交換⽣朋友，他們有修到整
學期都有課，他們在學期後半段的時間想要跟我⼀起出去玩都得錯開課程或是只能出去玩個
4、5天，這樣玩得也不盡興，上課也上的不認真，實在是要想清楚再選課啊。 

        我在交換期間選修了3⾨課程，分別是商業倫理與道德、談判藝術、外匯業務。

        這堂課程是由公共管理學院的能源班開的⼤三課程，課程是遠距選修，有幾堂課是只需
要在線上看影⽚即可。但我覺得這堂課相⽐台灣⼤部分的課程是相對多元有趣的，除了有很
多的課堂、課外討論與分享外，⼩組報告還有我從未經歷過的辯論賽，我還被⼩組派來當結
辯，當時在結辯的時候我真的超級緊張，不過真的是從來沒有過的經驗，是⼀堂相當有趣的
課程。不過有課程論⽂，課程結束後我也為了這個論⽂煩惱了很久。

（1）商業倫理與道德  孫露晞⽼師



 （2）談判藝術  傅強⽼師

       這堂課程是由公共管理學院所開的⼤三課程，⼤部分時間都是⼩組談判，要和⼩組成員
依照⽼師所給的資料分組，有3-4個個案要談判、報告，每輪的談判都會經過個幾次的反覆談
判，然後單次的個案結束都需要上台分享談判過程與結果，課程結束也需要交⼀份課程論⽂，
但整體來說是和⼤陸學⽣交流質量很⾼的課程！

（3）外匯業務  張青⽼師

        這堂課就是屬於像是會計、微積分類型的課程，主要就是關於外匯的理論、計算等等，
張青⽼師是⼀位蠻⾵趣同時有⾧得很有氣質的⽼師，因為⽼師是重慶⼈，她常常在上課的時
候⽤重慶話分享⼀些⾃⼰的經歷或是好笑的事，為⽐較無聊的課程增添⼀些樂趣。平時都會
在課堂上出⼀些課堂練習，在下課時交即可，主要評分就是平時的課堂功課與期末考，認真
上課的話可以學到很多外匯相關的知識。

3.⽣活及住宿環境

（1）⾷

        ⽽我本⾝⽐較少吃學校的⾷堂，不過⾷堂確實⽐外⾷還要便宜很多，想要省錢也是個不
錯且吃得飽的選擇。在我還在學校的期間，在我的宿舍對⾯有很多外營的餐館，我⼤部分都
和室友去吃那些餐館，有紅滋排⾻、福建沙縣⼩吃、青教⾯吧等等，都是很不錯吃的⼩吃店，
不過在我離開學校的時候好像因為校園整頓的原因都關⾨了，到現在都覺得想念與可惜。

        學校也離沙坪壩區最繁華的地段「三峽廣場」很近，它很像台北的西⾨町，是⼀個吃飯
和逛街都很⽅便的地⽅，我們幾個交換⽣常常笑說「有時候不知道要去哪裡，反正先去三峽
廣場再說」，學校附近的⼩巷弄裡⾯也有很多在地美⾷，像是在學校中們出去也有⼀整排的
餐館，或是學校後⾨出去對⾯的巷⼦就有我吃過最好吃的重慶⼩麵，⼤家到時候可以去請教
重慶當地的同學，讓他們帶你去⼀探究竟。我們也常常搭地鐵去南坪、觀⾳橋、江北等等地
⽅去⾛⾛吃飯，每天都在想要吃什麼！

         想必⼤家聽到重慶的飲⾷，第⼀個想到的就是⿇、辣。在重慶滿街上都是⽕鍋、串串店，
⼀條街上⾄少都會開⼀間⿇辣⽕鍋店，但就重慶地區，其實⿇辣鍋主要都是⿇，上⾯都鋪滿
滿滿花椒，前幾次的⿇辣鍋都吃到受不了，但離開重慶時我們已經可以吃到中辣了，基本上
每天都在挑戰⾃⼰吃辣的極限！



  （2）⾐

        想必⼤家只有聽過重慶的夏季也跟⽕鍋⼀樣熱，但其實在我剛去重慶⼆⽉中的時候重慶
可是相當冷的，有時候晚上宿舍還會開暖氣，所以建議⼤家如果是春季班去的話多帶幾件後
的⾧袖⾐服去，到了夏季再買⼀些夏季服裝就可以了；如果是秋季班去的話就等冷的時候再
買冬季⾐服（有很多同學都會在淘寶上買，真的是很便宜啊，如果不合適還有退貨機制，⼤
家可以多加利⽤）。

（3）住

        宿舍的話台灣交換⽣是跟⼤陸學⽣⼀起住，我是跟三個
⼤陸室友⼀起住的，我住的學⽣九宿舍是⽼校區（A校區）相
對較新的宿舍，是少數有電梯的宿舍，⽼校區有很多宿舍是
沒有電梯的，⼤家要有⼼理準備啊。⽽在宿舍每房裡⾯都有
乾濕混合的廁所，有⾃⼰的書桌、⾐櫃，但床墊、枕頭、棉
被、檯燈都需要⾃⼰購買。宿舍裡也沒有洗⾐機、飲

⽔機，有些⼤陸學⽣會各寢⾃⼰買⼀台⼩洗⾐機，可以⼀起合資或是幫忙買洗⾐精來分擔使
⽤，⽽在九舍裡有公⽤的付費洗⾐機或是六舍旁也有洗⾐店；⽽飲⽔⽅⾯⼤部份會⽤熱⽔壺
煮⽔喝，⽽我⼤部分都是⾃⼰去⼤賣場買桶裝⽔來囤積。

        熱⽔⽅⾯是由校園卡付費來使⽤，不過在校園卡餘額不⾜線上充值後，要先去實體店⾯
刷過後才能繼續使⽤熱⽔，晚上11點後熱⽔就會停或是變⼩，要等到早上九點或是⼗點過後
才會再有熱⽔，要抓緊時間使⽤熱⽔。

        ⽽宿舍的⾨禁時間是晚上⼗⼀點，過後宿舍⼤⾨會鎖⾨，要進去得按⾨鈴請阿姨起來開
⾨，⼤家要⾃⼰衡量回寢時間。

（4）⾏

       在重慶的時間裡，如果跟其他朋友⼀起出去的話可以選擇⽤滴滴叫⾞的app來乘⾞，⼤家
⼀起分攤的話有時候會蠻便宜的，⽽其他交通⼯具如公⾞、地鐵等，我都是下載百度地圖（或
⾼德地圖）來導航，路線蠻清楚的，很推薦⼤家使⽤。

（5）交換學⽣輔助

        每⼀位交換⽣都會有⼀位對應學系的⼤陸學伴，在去之前有任何問題都可以問學伴，⽽
到重慶後學伴⼤多都會去機場接機，並幫你⼀起辦理⼊學⼿續。此外在開學的前幾週都有學
校辦理的交換⽣活動，也藉此認識了很多交換⽣，之後也常常⼀起出去玩，感情也相當不錯。



 

（1）重慶

        ⼤家可能會以為重慶市⼀座內陸城市，發展可能不如沿海城市發達，但只要你親⾃⾛⼀
趟，你就會發現重慶的發展可不⽐⾔還城市來的落後。最簡單的⼀點就可以以重慶⾼樓林⽴
看得到他的先進。⽽重慶⾝為⼀個被抖⾳捧紅的城市，⾃然就有許多網紅景點，例如解放碑、
洪崖洞、磁器⼝、朝天⾨碼頭、南⼭⼀棵樹、⼈民⼤禮堂等，⽽在重慶郊區的⼤⾜⽯刻是重
慶市內的唯⼀世界⽂化遺產，也很推薦⼤家去。

4.個⼈⾏程安排

         因為在重慶是我第⼀次⾧期的外宿經驗，對我來說有很多新奇的事；原先在台灣的時候，
我可能下課就會直接回家或是去打⼯，都是活在⾃⼰的⼩圈圈裡。不過在重慶的⽇⼦⾥，每
天下課我都會和其他交換⽣朋友或是認識的⼤陸同學⼀起去吃飯、出去玩，每天都在想要去
哪裡吃飯、要去哪裡玩，⽽交換⽣相對的選課較少，所以我們的煩惱都是對於旅⾏的規劃啊、
機票什麼時候特價啊、⽕⾞票有沒有搶到啊。現在回想起來，在重慶的這段時間，真是無憂
無慮的快樂啊！



  （2）樂⼭ 成都 3/2-3/5

        因為地利關係，成都⾃然就是每個來到重慶的交換⽣⼀定會安排的⾏程，起先原本這個
時間我是打算去西安的，結果就被其他交換⽣說服改成去成都了。不過很不幸的我們在樂⼭
的期間，樂⼭⼤佛剛好在整修，只露出了半個臉；不過有不幸就會有幸運的時候，我們在樂
⼭住的客棧遇到⼈很好的⽼闆，在我們要去搭⾞的時候還順路載我們去⾞站，過⼀陣⼦⽼闆
還跑到重慶來找我們吃飯，也⾒證了⼤陸⼈的熱情。

       ⽽成都⼀直來說都是被所有⼈捧得很⾼的城市，所以再來之前我也對他充滿了期待，不
過實際到過後，成都對我來說只不過是另⼀個有熊貓的城市罷了，⼤多的旅遊景點就是⼀些
網美景點；可能是因為我對成都的期望太⾼了吧，只是他沒有達到我的期望罷了。

（2）張家界 4/3-4/7

        趁著清明節放假之際，我們幾個交換⽣跟團去張家界，這是我第⼀次在⼤陸跟團，也將
會是我最後⼀次在⼤陸跟團，必須⽼實講在⼤陸跟團真的是蠻坑的，不過也有可能是我⾃由
⾏習慣了，不喜歡被管東管西、限制來限制去的。但張家界再怎麼說還是中國⼀個很有名的
景點，還是很值得去的。此外，我們的團還有到中國三⼤古城之⼀「鳳凰古城」，如過是我
們⾃由⾏的話，相信這次旅程會更好玩的！



 
（3）雲南 4/25-5/16

        這是我第⼆次來雲南了，第⼀次來雲南是107年年初來雲南做志⼯，那時候就很喜歡雲南
的⾵景跟藏族特⾊，所以這次我特地花了20幾天來慢慢⾛過雲南。

a. 徒步⾬崩 4/26-5/1

        我從很久以前就聽過⾬崩的名字了，常常有⼈說「上有天堂，下有⾬崩，不去天堂，就
來⾬崩」，⾬崩村位於雲南最北部的德欽縣梅⾥雪⼭裡，在村落附近有藏傳佛教的聖地「神
瀑」與「冰湖」。路線是從⾹格⾥拉坐⼤巴到德欽縣城，換乘⾄⾶來寺（⽇照⾦⼭），並包
⾞前往進村⼊⼝西當，⼀路徒步⼤約6⼩時的路程進⼊⾬崩村，⽽⼤部分⼈都會⽤兩天的時
間分別到神瀑與冰湖，⽽我個⼈是在村裡多待了⼀天。

        在⾬崩村裡⼤多是來徒步的旅⼈，⽽我也很幸運地在去程時在青旅遇到⼀位廣西⼩哥哥
跟河南⼩姊姊，我們就⼀同⾛進⾬崩村；⽽出來時則是遇到兩個台灣的交換⽣和⼀對澳洲情
侶，回到⾹格⾥拉也⼀起玩了幾天。在⾬崩村的⽇⼦過得很簡單，因為⼿機訊號不好，所以
有更多的時間去注意周遭的事物，爬著⼭，偶⽽聽聽⾳樂，感受⾃⼰的呼吸聲，很簡單，但
也很舒服。

b. ⽩⽔台 5/5-5/6

        ⽩⽔台對我來說是⼀個很有回憶的地⽅，我上⼀次來雲南做志⼯的時候就是在附近的村
落裡，所以再從⾬崩回到⾹格⾥拉後，我也特地坐⾞再回到我曾經做志⼯的村落去看看，去
回味當初的回憶。



  c. ⾹格⾥拉 5/7-5/9

        其他交換⽣趁著學期中的幾天空檔跑到了雲南來找我玩，也因為他們要來，所以我前幾
天就只在⾹格⾥拉古城區裡⾯隨便晃晃，等他們來了再⼀起去玩，我們去了納帕海、葛丹松
贊林寺、普達措國家公園等等地⽅，不得不說⾹格⾥拉真的是⼀個很舒適的地⽅，即使是在
五⽉初也相當涼快，藏傳佛教的特⾊與建築也深受我喜愛！

d. 麗江 5/9-5/11

         麗江古城就是開發相當早且商業氣息很重的地⽅，不過要特別注意的是麗江有兩個古城，
分別是被譽為中國三⼤古城之⼀的麗江古城，與另⼀個相對較⼩、不過⼈⽐較少且較有⾵味
的束河古鎮。另外麗江還有⼀座很有名的⽟⿓雪⼭，不過⾨票很貴，⽽且其他交換⽣怕有⾼
⼭症，所以我們就沒有去了。

e. ⼤理 5/11-5/14

       ⼤理古城是近幾年被⼤陸社群捧的⽕紅的古城，附近還有蒼⼭、洱海、崇聖寺三塔等等，
確實可以說是⼀個依⼭傍海的⼜充滿⽂化氣息⼜有很多酒吧的古城，但還是必須得說，⼈真
的是太多了，對我來說還是⼈少點的地⽅好⼀點。



  f. 沙溪古鎮 5/14-5/16

       沙溪古鎮是我在⾹格⾥拉遇到的韓國朋友跟澳洲情侶都強烈推薦我去的，於是在其他交
換⽣朋友回重慶上課我⼜恢復⾃由之⾝後我⼜踏上⼀個⼈的旅程。沙溪古鎮在⼤理市劍川縣
裡，是古代茶⾺古道的重要據點，時⾄今⽇，在沙溪古鎮裡還有許多的養⾺⼈家。沙溪古鎮
相⽐麗江與⼤理就安靜了很多，每天我都在古鎮裡晃來晃去，還⽤了⼀天的時間徒步⾛到附
近的⽯寶⼭上的⽯窟，還在⼭上遇到很多野⽣猴⼦！沙溪古鎮是我極⼒推薦來雲南⼀定不能
錯過的地⽅！

（4） 武漢 5/17-5/19

        會跑到武漢去真的是⼀場最美麗的錯誤啊，我⼤約在三⽉中的時候在⼀個衝動下就買了
⼀張武漢星巢⾳樂節的⾨票，但買下去後發現不能退，所以武漢只好硬卡在了我旅程的中間，
確實是有點後悔當初的衝動，不過也因此聽到了房東的貓、草東沒有派對、趙雷等等歌⼿的
演出，也去了⿈鶴樓、武漢⾧江⼤橋、⼾部巷等等地⽅。



  （5） 安徽 5/19-5/25

       去爬安徽的⿈⼭也完全是⼀個旅程中的⼀個意外，當初在想武漢之後的下⼀站時，剛好
看到了武漢⾶⿈⼭的機票只要170元，再者之前我朋友也去爬過⿈⼭也極⼒推薦我去，於是就
這麼定下去了！

a.⿈⼭ 5/21-5/22

       ⿈⼭雖然不是中國五嶽之⼀，但他卻以他的奇松、怪⽯、雲海、⽇出揚名中國，現在也
可以搭乘纜⾞上下⼭了，但我⾝為⼀個旅⼈當然要⽤⾃⼰的雙腳爬上去再爬下來啦，於是乎
我花了兩天的時間爬了⿈⼭，還在路上遇到⼀位也是⾃⼰來爬⼭的台灣⼩姊姊。雖然因為天
氣太好沒看到雲海，也沒想到爬⼭竟然也有這麼多觀光團在那邊擠，但⿈⼭的⾵景確實很美，
沒看到的雲海就等下次吧！不過⼤家要記得，在路上遇到挑夫的時候要記得禮讓他們，因為
他們真的很⾟苦，⽽且很厲害！

b,西遞村 5/22-5/25

        西遞村是位於⿈⼭附近的徽派建築村落，他與周圍的宏村也⼀同被列⼊世界⽂化遺產，
當初在選擇要去哪個的時候，我聽從青旅的⼩幫⼿的意⾒，選擇了⼈相對少，⽽且必較沒有
商業氣息的西遞村，⽽我也很爭氣的，在爬完⿈⼭的隔天就跟青旅借了腳踏⾞踩著來回快50
公⾥的路程也跑到宏村去看看，到現在我還真是佩服⾃⼰有這樣的毅⼒啊，不過換來的就是
在青旅多躺了好幾天。不過西遞村也是⼀個很舒服的地⽅，我住在西遞村村尾的⼀家青旅裡，
每天就到處⾛⾛，晚上還和青旅的⼩夥伴們⼀起玩桌遊，在西遞的那段⽇⼦過的也是相當難
忘！



  （6） 江西 5/25-5/29

a.景德鎮 5/25-5/27

        景德鎮距離⿈⼭也就是動⾞兩三站的距離。⽽⾝為中國「瓷都」的景德鎮，處處可以看
到他與瓷器的結合，連路上的路燈、垃圾桶都是瓷器的造型！在參觀瓷器博物館的時候，也
不得不讚嘆景德鎮的瓷器真的是很厲害啊。

b.婺源 5/27-5/29

        婺源被稱為「中國最美的鄉村」，會來婺源也是我朋友推薦我來的，在市區到處⾛⾛，
也去了以秋曬著名的篁嶺。不過我就在納悶，我明明是五⽉去的，為什麼已經有秋曬晾在那
裡了啊？



  （6） 廣西 5/30-6/6

a.陽朔興坪 5/30-6/2

          我從婺源的下午坐著14⼩時的⽕⾞直奔有「桂林⼭⽔甲天下，陽朔⼭⽔甲桂林」之稱的、
位於灕江岸邊的陽朔興坪古鎮，抵達青旅的時候都已經是早上了，原本打算直接倒頭就睡，
但是在室友們⼀句「要不要去爬⼭啊」，沒想到就此遇⾒了我在這趟旅程中最荒謬、但也是
最好玩、最永⽣難忘的朋友。在陽朔的這幾天雖然天氣不好，但基本上我們每天都跑去爬⼭，
爬完⼭下來就去吃飯喝酒，有時侯早上起床看天氣不好中午就直接開喝，沒想到下午天氣就
放晴了，我們竟然就接著跑去爬⼭！

b.桂林 6/2-6/6

        在興坪古鎮認識的朋友他正巧也是重慶⼈，更巧的是他竟然是重慶⼤學畢業的學⾧！他
和他⼥朋友在桂林附近的⼤墟古鎮開了⼀間airbnb，於是我就和他騎摩托⾞，他⼥朋友跟我
們⼀起認識的美國朋友騎著腳踏⾞，⼀群⼈浩浩蕩蕩的跑去他家叨擾幾天，跑去野⽣的鐘乳
⽯洞探險啊、晚上跑到市區吃燒烤啊、早上起來由重慶⼩哥為我們煮中餐啊，我去市區住後
他們倆還跑到市區跟我吃⿇辣鍋去！跟他們再⼀起的每⼀天真的都是過得很精彩啊，⽽且有
很多酒！



 
（7） 貴州 6/6-6/11

a.肇興侗寨 6/6-6/8

         在各⽅的建議下，我和重慶⼩哥約好在貴州黔東南苗族侗族⾃治州的肇興侗寨再度聚⾸。
肇興侗寨是中國最⼤的侗族村寨之⼀，有「侗鄉第⼀寨」之稱。侗族的建築很有特⾊，有⿎
樓、⾵⾬橋等等。我在村落間到處穿梭，時⽽跑道⿎樓下⾯看別⼈下象棋，時⽽跑到村外到
處⾛⾛；⽽也剛好適逢端午節，村莊裡也有表演與包粽⼦的活動，⾮常的熱鬧。

b.堂安侗寨 6/8-6/10

       在肇興侗寨跟重慶⼩哥還有他⼥朋友會合後，我們⼀起從肇興侗寨⾛到堂安侗寨，路程
⼤約兩、三個⼩時左右，圖中俯拾即是的就是貴州聞名的梯⽥景⾊，⾛在這樣的⾵景裡真的
是相當的舒服。⽽在堂安侗寨的⽇⼦裡過得相當充實，我們⾃⼰下⽥抓⿂、烤⿂、買⿈⾖⽤
⼭泉⽔⾃⼰磨⾖花吃、晚上⼀起看電影、划酒拳，過著⾃由⾃在、無拘無束的鄉村⽣活。



c.程陽⼋寨 6/10-6/11

               也許是不捨得和我們分離吧，在陽朔和我們⼀起玩的美國朋友正在進⾏他的中國單⾞之
旅，在桂林分別後，和我們約在廣西的程陽⼋寨碰⾯，就這樣⼤夥們⼜再度聚在⼀起了，⽽
我這將近50天的旅程也就在這裡畫下了句點。

5.個⼈⼼得

        在⼤陸的這四個⽉倏忽即逝，現在回想起來真的可以說是我活得最充實的⼀段時間吧。
在重慶第⼀次接觸到⼤陸地區的學⽣、課堂、⽼師，感受到⼤陸和台灣的教學環境的不同，
也時時刻刻警惕⾃⼰在讀書這⼀塊要花更多的⼼⼒來耕耘，才能保有⾃⼰的競爭⼒。⽽每次
的課餘時間，和交換⽣、⼤陸同學⼀起在重慶趴趴⾛，⾛過、路過的每條街道、巷弄，吃過
的數不盡的⽕鍋、串串店，都讓我懷念不已。

        ⽽在交換後半段我因為選課的關係，有將近快兩個⽉的時間可以到處去旅⾏，其實這也
是我選擇來交換的很⼤的原因，我很喜歡旅⾏，喜歡背著包包、無拘無束、漫無⽬的的⾛在
旅程裡，去看看那些只有在網路或是課本上才看過的⾵景，在旅程中發現這世界的不⼀樣，
也發現⾃⼰的不⼀樣。⽽在這趟旅程中我常常覺得⾃⼰很幸運，雖說是⾃⼰⼀個⼈的旅⾏，
但在旅途中遇到形形⾊⾊的旅⼈，和他們談天說地、⼀起⾛上旅程，真的很感謝在旅途中遇
⾒的每個你，是你們成就了我這趟永⽣難忘的旅程！

        在這如夢的四個⽉交換裡，我真的是經歷了各式各說的⽣活，累積了許許多多的朋友、
回憶，也成⾧成熟了許多，我⼀直相信⼀個⼈是由他所⾛過的種種累積⽽成的，很感謝這次
的交換能寫進我的⼈⽣中，相信這將會是⼀段刻⾻銘⼼的回憶，永遠給我⾛出下⼀步的⼒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