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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范晶晶 

姐妹校名：四川美術學院 

進修期間：2015 年 2 月至 2015 年 6 月



一、研習方向及目標 

    以往接觸的幾乎是平面類繪畫，少有立體創作，選擇雕塑系交換，是希望可

以對材質及造型概念有更多認知。 

    選擇＂美術學院＂交換，因為美術學院比其他綜合大學耿更多專業的資訊、

展覽、講座….等，還有校園裡的氛圍。 

 

二、研習學校及特色簡介 

 

    四川美術學院在重慶市區呦！不是在四川呦！它們兩個搭火車還需要 3~4

小時的車程呢！四川美術學院，簡稱川美，在中國是九大美院之一，很厲害的！

也是九大美院裡，面積最廣的！大概已應有 75 年建校歷史。 

    而學院設有繪畫、雕塑、美術學、藝術設計、藝術設計學、工業設計、廣告

學、建築學、景觀建築、攝影、動畫、廣播電視編導、戲劇影視美術設計、教育

技術學、戲劇影視美術設計、新媒體藝術共 16 個本科專業；設有版畫系、雕塑

系、美術學系、美術教育系、建築藝術系、新媒體藝術系、設計藝術學院、影視

動畫學院、共 8個系院。（不愧是美術學院啊！各種藝術啊！！） 

    學校有分新、舊校區：舊校區在九龍坡區黃桷坪；新校區在虎溪區沙平垻大

學城。舊校區目前幾乎為公共雕塑藝術類科系，附近有塗鴉街，還有重慶美術館

可以參觀。而新校區就是我們的所在地啦！不過聽說之後雕塑系（景觀雕塑、雕

塑藝術）也可能會搬到舊校區囉！ 

    還有，在華梵可以體驗自然森林之美，在四川美院可以看見農村之美呦！學

校裡有一戶農人家，可以看到他們在某塊田種菜，或是遛羊，有時候還會遇到雞

（？）還能看到水車、犁耙、風車、石磨、老床….等，它們的樹也很多，還有

荷塘、多種植物，可以看到校園的大門，就是由石頭與一些農民早期的用具堆砌

而成的，學校裡很美，假日可是很多遊客前來朝聖呢！因為重慶坡地多，而川美

在建校時，不破壞原生態、不剷平一個山頭……於是有段路很特別，是波浪狀的，

在上面騎腳踏車的感覺很妙。 

    在我們剛離開川美時，羅中立美術館才快要蓋好，非常美麗，顏色可以媲美

台中的彩虹眷村(?)還有巨型校友牆、書本 41 萬餘冊的圖書館、虎溪公社、501

藝術庫（重慶首個畫家村）、很高的尺規。每個季節，學校裡還有不同的景色：

油菜花田、盛開的荷花…等。在川美的南門，有一條老街，有許多美術社、餐飲、

酒吧、咖啡店，還有在淘寶網購物後的取貨點，哈哈！ 

身為美術學院，最棒的地方就在於經常有美術相關特展、系展、班展、講座

可以參與！讓人置身在被美術包圍的天堂裡！ 

另外，據悉 30 年前，一個女孩在男生宿舍樓下像男孩哭泣說：「暑假就要來

了，我就要回家了，你能讓假期在短一點、讓在一起的日子更長一點嗎？你不能！」



男孩聽後，默默流淚離開了。而那位男孩，名字叫做羅中立，30 年後，他成了

四川美術學院院長，從此四川美院成為中國放假最晚的學校！ 

 

 

學習與生活 

 

生活住宿------（住） 

    訂機票方面，我跟嘉琪訂了直飛重慶的機票，約台幣快一萬，飛機沒有延誤，

很順利的就抵達了。 

    一下飛機，劉老師在機場接待我們，大約一小時的車程，就到了四川美術學

院，我們所住的地方是學校裡的教師宿舍，我跟嘉琪住在一棟屋子裡，有兩層樓，

樓上樓下個兩間房間，我住樓上的房間，嘉琪住樓上的房間，每個房間都有浴室，

也就是說除了有自己的寢室空間至外，連浴廁也是自己專屬的！ 

    樓上有一個小小的曬衣場，曬衣場有洗衣機，也有許多衣架，還有可以站在

上面晾衣服的椅子，還有一台舊舊的小電風扇，曬衣服時早上可以開電風扇吹衣

服，因為重慶悶悶的，有風吹著，衣服比較不會有異味。樓下則是有一個大空間，

一張白白的大桌子，還有簡易廚房：瓦斯爐、洗手台、電鍋、微波爐、冰箱。另

外開水要自己用開水壺煮，還有 wifi、外頭還有車庫，可以停腳踏車，冷氣的

話幾乎每個空間都有呢！ 

    氣溫方面，重慶市號稱烤爐的地方，我們交換的學期月份是大概在三～七月

份，剛來的時候還有一點冷，圍巾、保暖襪、被子還是用的到的。我跟嘉琪常穿

羽絨衣，但看大家都穿著大大的＂毛呢外套＂，去逛了街也準備買類似的衣服時，

店員向我們介紹這件衣服的好處，原來在這樣的溫度下，穿羽絨衣對他們來說還

太保暖了呢…..（難怪總覺得我跟嘉琪衣服穿得特別突兀）。 

   漸漸的，大概在五月左右，溫度開始熱了，重慶的天氣常常是在半夜下著大

雷雨，隔天早上起床時就像沒下過雨、打過雷這件事一樣，溫差大，濕度也大，

到了七月，住在一樓房間的嘉琪快受不了了，房間經常濕濕冷冷，連地板都開始

發霉了….住樓上的我則是房間悶悶熱的，覺得不開冷氣不行了，但東西倒是沒

有發霉的那麼頻繁。我們很少開冷氣，一學期大概開不到五次吧！樓上悶的時候，

我覺得開電風扇就很夠了（晚上把曬衣場的電風扇 A走哈哈）。 

   不知道為什麼，重慶白天的時間很長，差不多到了八點天才算黑，不過天色

也亮的慢。重慶蚊子特別多，所以必須要有個蚊帳，不然你會有三個晚上都無法

好好睡覺喲！垃圾整理成一袋後，就找找外面的垃圾桶，把她丟進去就好。 

 

 

 



（錢財及通訊）    

    再來最重要的，基本生活需求：通訊及個人錢財問題。川美旁有個＂熙街＂，

在那邊有衣食、娛樂、銀行、通訊行、超市，基本上在熙街就可以找自己所需的

東西了。人民幣與台幣幣值接近 5:1。 

    通訊方面一開始我們要辦的是中國移動（貌似台灣的中華電信那樣大吧）不

過因為手機好像不支援什麼的，就去辦了校園合作的通訊：中國聯通，是劉老師

帶我們去辦的，需要付上台胞證，然後等個三天以內就能夠開通了，但我是例外，

我等了快一個禮拜才開通，如果還沒有開通要跟劉老師用微信聯絡，請她幫忙。 

   通信費用方面，我們一開始繳了人民幣一百，其中有三十元，是每個月基本

扣除的（應該就是所謂的月租費吧）到了後面幾個月，如果錢不夠，簡訊會通知，

到時候再用支付寶或銀行的軟體付費就可以了，這個通訊資費還有很多的流量可

以用（只能在重慶這個地區用呦！叫做本地流量，如果在重慶以外的地方：西安

或是成都….等，在其他地方開啟網路的話就算是全國流量了，要另外付費呦！ ）

流量有多多呢？差不多就是偶爾搭輕軌出去時，大概兩小時左右的車程，滑滑手

機、看看影片都還是綽綽有餘～（因為在宿舍時就有 wifi 可以用了嘛！） 

   個人錢財，我們去辦了個銀行帳戶，我們是選中國建設銀行辦帳戶，他需要

手機號碼（所以要先確定手機號碼可以使用才能夠辦銀行帳戶喔）、台胞證，在

櫃台辦完基本的之後，還要再到後面進行開卡動作，詳細的到了銀行他們都會很

好心為您解說～ 

   有了銀行卡和可以使用的手機號碼之後，可以下載支付寶手機程式，設定把

銀行卡的帳號新增在上面，之後如果要在網路上買東西，或是在外面有些商家也

接受用支付寶付費，就能夠以非常快、快到你覺得有點可怕的速度付費囉！ 

 

 

（食衣） 

   熙街是很近的一個可以尋覓許多食物及衣鞋的好去處，再來還有叫 U城的地

方可以逛（有點像宜蘭的新月廣場，裡面有 GAP、屈臣氏等的店），還有超市，

常去的是熙街的新世紀百貨超市，可以自己挑菜、挑水果、買零食…..等，若還

是沒有想要的，就上淘寶網吧！ 

   還有中國的奶製品很多！很多餅乾和巧克力也比台灣便宜一點～中國的食物

份倆也都蠻夠的，很少需要擔心點了東西會吃不飽。 

   在他們那邊的主食，如果不喜歡重口味，千萬記得叮嚀店家不要辣、鹽少放

（雖然可能上來的機率還是一晚紅的….）因為他們的原味=辣，他們的火鍋=麻

辣鍋，要注意呦！而且食物都偏油，吃不習慣可以在熙街找一家＂沙縣小吃＂，

福建沙縣，口味很好接受的。 

   那裏的食物大多是小面（一團麵、一些菜跟辣辣的湯），人民幣約五元、乾鍋



（很多人在一起才會點的菜，辣還好，但是很油）人民幣約 50 左右、冒菜（大

概 2~3 個人一起吃，有點像燙滷味，只是它是辣湯下去趟的火鍋料、菜、肉，也

可以選擇清湯）人民幣約 17 元上下。 

   川美的食堂價格都不貴，也都能吃飽， 

   推薦一下熙街好吃的美食：紅棗糕，雖然有點油但是料很多，一袋裡面有 9

個左右。梅干扣肉餅，趁熱吃很脆，一個也才人民幣 4元。重慶的特色小吃：酸

辣粉，一碗約 6元左右，還不錯可是我覺得吃不飽。涼糕、涼粉約 4元左右，消

暑的小甜點。花甲米線，花甲就蛤犡，喜歡酸辣口味的湯頭！約人民幣 15 元。

炒酸奶，酸奶就是台灣的優酪乳，講白話點就是優酪乳冰，約 12～16 人民幣。

燒白，猜猜是什麼，白菜嗎？不！它是控肉！一大團，據說他很好吃，但我不敢

吃，好肥啊。蘭木肆（一家餐廳）雲南菜色。 

    

 

 

（行） 

   因為學校其實有點大，所以我跟嘉琪個在熙街找了車行，買了二手的腳踏車，

人民幣 170，可能因為老闆看我們沒殺價，還幫我們附了鎖和籃子，之後腳踏車

有問題也都可以去那邊修或是打氣。到了要回台灣的前兩到三個禮拜，我們就把

她賣回原本的車行了，賣了人民幣 60 元～ 

   後來聽說也可以用租的租一學期，但租的費用是如何就不清楚了。學校有上

坡，常常在騎腳踏車的時候很喘，都會想當初為什麼不買電動車或電動腳踏車呢

～（騎的腳踏車還是不能變速的淑女車呢！） 

   中國很多人騎電動車，問過一個學姊，她買的電動車價格是台幣一萬，不算

貴呢，電動車確實很方便，或許在中國可以租或是買一台二手的電動車也是挺不

錯的呢！ 

   有時候在學校裡會想刻意用走的，有一種輕鬆的感覺（川美是個美景呢～）。 

   中國的公交車（就像台灣的公車）的班次算是多的。 

   我們還辦了輕軌的交通卡，它不像台灣的悠遊卡還可以在便利商店使用（中

國的超商數量大概就像台灣的便利商店一樣吧），它只能夠在重慶的公交車及輕

軌上使用而已，辦或不辦其實都沒關係的，只是自己純粹覺得人民幣的紙鈔很不

好拿……。 

 

 

 

（電費、水費….等雜費） 

電費、水費都是需要自己看外面的錶，電量和水量還夠不夠用，看到數字很



小的時候就要去加值囉！電費每次加值，我和嘉琪一人各出人民幣 50 元，加值

次數大概是每個月加一次，水費的話…好像只加值一次就沒再加過了！水也一直

是夠用的。 

之後到了六月吧，要去熙街繳網路費，價錢大部分也是每個月一人出人民幣

98。學期末還要再繳天然氣費和垃圾費（似乎一學期繳交一次而已），人民幣

120。 

我們都沒有刻意的去省電和省水，就是一般用量，有用到冰箱，偶爾也會自

己煮菜來吃，如果算算這些雜費就是住宿費的話，一學期大概就是至少 3580 的

台幣了吧！ 

 

 

（課程方面） 

我們選擇雕塑系來交換，只是雕塑系好像沒接過交換生，他們似乎也不知道

怎麼幫交換生安排課程。後來我跟嘉琪決定跟著大三的景觀雕塑班一起上課。 

新課程開始的第一天，系辦的老師會帶我們到新課的教室跟老師說明我們是

交換生的事，不過第一天系辦老師也沒有跟第一堂課的老師說明我們是交換生，

所以第二堂新的課程開始的第一天，我跟嘉琪就自己到課上跟老師說明了。 

他們排課的方式，好像是已經預定好的，不太能選，如果想修其他的課可能

只能旁聽了。他們大概一堂課程會上大概一個月的時間，同一種課上了一個月完

畢後，才有下一堂課，也就是說，他們有一個月的時間在認真鑽研與學習同一性

質的課程，我覺得這樣的排課方式比較好。 

我和嘉琪第一堂先選了通選課---泥塑，是屬於大三的課，但是同學是其他

系，不是雕塑系的，這門課有點像是讓其他系來雕塑系玩玩泥塑的感覺，那也是

我和嘉琪第一次碰泥塑，非常新鮮，也很辛苦。 

再來是場地設計、燈光水景，這些都是偏向設計類的課程，但一向念純美術

的我們實在不太知道該怎麼做，還好我跟嘉琪都會 PS 和 AI，障礙不算太大，但

一開始都不太清出這門課到底要做出什麼東西就是了，尤其是燈光水景，每天課

程結束完幾乎都會有個回家作業，課程快結束時還有個大作業要完成，那個月搞

得我每天都睡好少。 

最後一堂課是泥塑課，據說雕塑系就是在上完這堂課後泥塑能力大躍進，而

且老師很關心學生，也很認真教課，最重要的是，他上完這一堂課之後就要回北

京專心他的工作室，不再回川美教了。那堂課整個月就是泥塑月，不太會熬到夜，

但是你早起要去做泥塑，做到下午還要做泥塑，剩下的時間還要敲打泥塊做成泥

巴，老師還加了課，一到五都有課，六日老師也會有示範或一些教學，或許就是

泥塑的魔鬼訓練吧！ 

 

課程的鬆緊度要看老師，我跟嘉琪也盡量不缺課，幾乎沒有缺過課。成績考



核每堂課也有老師自己的標準，不過有時候作業是拿給系上評分，基本上不常遲

到、不遲交作業，有沒有把課堂放在心上，老師心裡都很清楚的（因為可能還有

最後一兩個月才出現的同學）。 

課程的第一節都是早上八點半，中午則是 11 點半或 12 點放人，要看老師，

中途休息或下課也是看老師，午休時則是到兩點，下午的課兩點開始上課（非常

充足的午休時間！）再來下課時間幾乎都是五點左右。 

 

 

（日常生活：物價、課後生活）------- 

 上學前是先在宿舍裡泡自己的麥片來吃，放學後的晚餐或午餐時間，常常

去川美的學生食堂或南門覓食，有時候會再過個馬路，去對面的重慶大學食堂吃

飯，他們的食堂很大很多東西（跟百貨公司的地下美食街有得比？），價錢也不

貴。一餐大概 7～15 人民幣，份量幾乎都可以吃很飽。如果想去吃好一點的，燒

烤、火鍋之類的，大概是人民幣 35～75 都有可能（火鍋 75 的點菜量是不小心點

太多，吃到快吐還沒吃完….），不過大多自助式的燒烤都沒有限時間，份量也很

夠。 電影票不貴，大概人民幣 30 左右。 

 但來中國當交換生，當然要趁空檔時間去其他地方走走玩玩，課程大概都

是一個禮拜 3、4天，比如如果禮拜一、五沒課，那你就有五、六、日、一，這

四天時間是自由時間，大概會挑在課程結束的那幾天搭火車溜出重慶玩！ 

 有時候假日，會搭輕軌去重慶其他地方，IKEA、瓷器口（類似老街）、解放

碑（各大品牌專櫃聚集地吧….很多百貨公司的感覺）、洪崖洞（一層一層的老街，

還有瀑布！！）、老校區附近逛逛。 

 

 我們第一次走出重慶，是去西安，除了我跟嘉琪之外，還有兩個福建的同

學跟我們一起出去玩，那時候去熙街買來回票的火車票，還有手續費再加人民幣

5元，總共是人民幣 214 元（約台幣 1070）不過交通費當然不只這樣，因為還要

搭輕軌去火車站（還好輕軌離川美很近），加上還有到了西安之後，去其他地方

玩的公交車費用等等。 

 我們去西安，時間挑在人潮最多的＂五一連假＂，大概五天的時間，不過

到了住宿地點是剩下四天的時間了，那時候從重慶到西安，在火車上度過了 11

小時！大家都告訴我們，去到哪都是看人海的，但難得來中國一趟，其實看看人

海也不錯（?）我們住宿住青年旅舍，碰上五一連假住宿會比較貴一點，住六人

房，一晚一個人大概人民幣 70 元。 

 費用方面，大概是一兩天每人交出一百，在吃飯或是交通費就可以一起出，

不把住宿費和火車來回票算在內的話，到了西安的交通費還有景點門票費，大概

是人民幣 800 以內吧！中國還蠻多景點都要收費的，而且都很貴，即使是學生票

也算貴。比如兵馬俑，學生票人民幣 75，如果再加導覽費就不只是 75 元了，會



有很多人說會帶你導覽解說，如果想要導覽的話可以找，十分不建議租導覽器。 

還有碑林博物館，學生票比較便宜，人民幣 37 元，而且人也不多（因為都

是碑的關係吧，但是可以看到古代一些孟子、孔子紀載的碑，還可以看到一些書

法家的真跡，在那邊還有販賣拓下來的書法真跡，印象中一本人民幣 800 元）。 

還去爬了華山，到華山需要再找專門到那裏的車，車錢好像來回是 120，華

山門票是學生票 90 元，我們是在晚上九點開始爬，爬到可以看日出的頂，大概

是早上五點快六點，因為人很多，多到有點擠的程度，所以爬的途中一點也不可

怕和寂寞～只是有點累。結果那天天氣不好，沒有日出，而且真的是看人海呢～。

下山時我們走別條路，一條從頭到尾都是樓梯的路….（也是一條不用花門票錢

的路）樓梯很陡很小階，不好走，一路下樓梯到底，稍微休息一下的時間不超過

五分鐘，下玩樓梯終於看到柏油路的地面，大概下了五小時的樓梯，可能因為下

山路線與上山路線不同，還要再花 20 元的人民幣到華山鬧區附近，印象深刻。 

華清池，人也不算太多，門票 60 元，這個去了覺得蠻值得的，這次我們還

有請阿姨導覽，四個人一起分擔導覽費，忘記導覽是多少錢了。華清池很漂亮，

除了一些貴妃泡澡的地方之外，還有孫中山以前的蹤跡。 

陝西歷史博物館，這個門票是免費的！好像一千名以內的民眾門票是免費

的。 

西安的特色美食是麵類，可以多嚐。而交通有種大家都在開賽車的感覺，有

點可怕。 

 

後來在魔鬼泥塑月快到來的前一兩個禮拜，我跟嘉琪決定要去成都走走，大

概四天，雖然成都比較近，大概三～四小時，來回火車票票價加起來總共是是

93 元，住宿也是找青年旅舍，混住六人房，一個人一晚大概人民幣 40 元。第一

天也是耗在交通上了，因為我們出發的那天下大雨，於是火車延誤了四小時才

開….我們到了成都之後，還要再搭成都的輕軌到青年旅舍去。 

那段時間去了杜甫草堂、文殊院、錦里青城山、都江堰市區。 

杜甫草堂學生票 30 元，有一點大，可以走走看看，有一點像在公園散步的

感覺。 

錦里跟武侯祠在一起，但我們沒去武侯祠，因為要門票，錦里就是有一些古

蹟的坑錢老街（不建議在那裏買特產），還是值得去走走的。 

文殊院則是就在青年旅社附近而已，走過去就好，而文書院邊邊還有一些可

以逛的老街，很多特別的食物，但不見得好吃，比如灑尿牛丸，比普通的丸子更

加普通，還有賣一些特產、衣服之類的。 

 

青城山票價是 26 元，不過他還有分前山跟後山，到青城山也是要搭車上去，

來回票 25 元。我們去後山，後山就只是爬爬山而已，只是我們還沒爬到上頭就

下雨，於是就趕快下來了，上山途中會有泰安古鎮，算是坑錢老街吧，食物居多，

不過也有些店是平價的價錢。 



離開了青城山，我們要再去都江堰市區，搭了一輛只載不到十人的小車，一

個人才人民幣三元，途中我們還亂下站，司機還等了我們站在原地幾分鐘後很好

心的叫我們上車，說都江堰市區還沒到！ 

到了都江堰市，司機還好好心告訴我們在哪搭、搭幾號公車可以到都江堰，

都江堰的門票學生票 40 元左右吧，我們沒進去看，因為我們到的時候都江堰開

放時間快結束了。而且還發現到車站的公車七、八點之後就沒了，所以我們逛了

一下都江堰市後，急著找搭公車的地方，但是怎麼走都覺得走錯了，後來找了一

個女生問路，他說他也要去搭公交車，可以跟她走，好在我們遇到她，趕上了最

後幾班的公交車。都江堰市是個很不錯的地方，不知道為什麼大家人都很好、很

親近，而且交通方面，幾乎沒有聽到喇叭聲，也沒看到有人吐痰，雖然沒進去都

江堰看看，但是在都江堰市走走也很值得。 

都江堰離成都有一段距離，我們去買了到成都的票，人民幣 15 元，慘的是

我們到了那裏只剩下晚上 10 點多的票，所以還是建議小旅行之前，要先做點作

業早早買票～ 

 

川美的課程表 

 

 

 

 

 

 

 

 

 

 

 

 

 

 

 

 

 

 

   抱歉圖片又小張又不清楚….川美的課程表大致上是這樣的格式，最左邊

是雕塑藝術班及雕塑景觀班一～五年級的班級（雕塑班要讀五年），上面就是一

整個學期，第一週～第十九週，你就會看到有些班級的第一堂課，有些班的第一



堂課室上四週，有些班的第一堂課是上八週…..等。他們是這樣子排課的。 

 

 

科目對照、成績、考核方式 

我們打算用在雕塑系上修的泥塑課來抵系上開的選修＂造型藝術＂上學期

和下學期的，因為川美的課程是已經都安排好了，我們沒辦法選其他系的課程，

頂多只能旁聽（但是沒有學分）。如果想抵英文的話，可以跟大二大一的班級一

起上課，因為他們有英文課，但因為只能抵四學分，所以要慎選那些課程是否能

夠與自己系上的必修或選修抵掉的呦！ 

之後的考核方式，系上的老師應該會讓你打一個可以將川美課程抵掉華梵課

程的單子，然後再 email 給系上老師，還要等學期結束後，川美的老師寄成績單

來（只是現在暑假放完了，成績單還沒出現呢…） 

 

心得及感想（含個人心得與感想、建議等） 

    交換來四川美術學院，一學期只能夠得到四學分，去了可能要有延畢的心理

準備，也有很多人認為，既然都要花錢，為什麼不再去多準備一下，去交換西方

或日本的學校交換呢？但是從沒出過國的我，還是趁這個機會飛出台灣走走看看

了。由於交換的不是本身專業科系，自然是跟不上那邊同學的程度，但老師和同

學還是對我們很好、很有耐性，我們也都盡力去做好自己的作業。常常但學期最

後一門課，或是最後一堂課程時才有一些很少見過的同學出現，後來覺得，想學

到些什麼，是看自己的態度。 

其實在中國有些不習慣，不論是生活、口語、人情等，很沒辦法適應，但是

還是有遇到很好的同學、朋友。來當交換學生當然不只是去學習，還有自己學會

獨立，不論是跟朋友一起規劃去旅行，或是規劃自己去旅行，都是人與人之間和

諧的一種默契，也有許多事情，必須要靠自己去搞懂。 

中國非常大，那時去西安時，學姊說，西安就在重慶上面而已，很近的，結

果一搭就是 10 小時以上…..中國地那麼大，人民經常搭好幾個小時的火車、飛

機、高鐵來往，家人一相隔就是好幾公里，家人間的相處時間是多麼得來不易呀！

但是他們相對的也更有自己的自由空間可以好好地做自己的事。 

交換了一學期去了異地，現在回想去交換的那一陣子，真像是一場夢，因為

交換回來，就要再回到以往同樣排課方式的生活，似乎少了點自由空間。當交換

生，感覺適應力變得更強了，許多的經驗都是頭一次：頭一次跟同學自己規劃一

趟旅程、在陌生的地方適應許多與以往不同的生活型態、更自由更拘束的時間、

不同的飲食、文化、思考方向….不過似乎也更有辦法讓自己能在忙碌之中抽出

空來，學會了如何放鬆自己的生活，如何讓自己接觸到更多不同的人文風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