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哥德堡新生手册 
2018 修订版 

本手册旨在为新生提供领事保

护、衣食住行、旅行就医等各方面的

信息，希望大家能尽快适应在哥德堡

的生活。 

由于编写时间仓促，编者水平有

限，有疏漏错误之处欢迎大家批评指

正。涉及信息可能会有实时更新，最

终情况请在相关政府机构或商家的客

服、网站等官方渠道咨询。编写过程

中借鉴的资源和信息以及推荐的帖子

附于文后参考资料，感谢前辈们和各

公众号。 

编写整理不易，转载请注明出

处。 

——哥德堡新生手册编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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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驻瑞典大使馆教育处报到登记 

 

为更好地为广大留学⼈员提供便捷服务，驻瑞典大使馆教育处建议所有新来瑞典的留

学⼈员，包括国家留学基金委公派及自费留学⼈员，在抵达瑞典后及时登录教育处主页： 

<www.cnedu.nu> 

相应的“留学生报到登记系统”进行报到注册。 

国家公派留学人员除在系统报到注册外，请将报到证和留学资格证书（中文版）两份

材料原件邮寄到教育处。同时，请仔细阅读教育处主页公派留学栏目的“国家公派留学⼈

员在瑞典学习期间必读”。 

在瑞典高校、科研机构连续学习、进修或从事合作研究 6个月（含）以上的国家公派

及自费留学⼈员可在回国前向教育处申请办理《留学回国⼈员证明》。具体请见： 

<http://www.cnedu.nu/publish/portal16/tab5157/info100395.htm> 

 

教育处联系方式 

电话： +46 (0)8 755 23 18 

邮箱： info@cnedu.nu 

地址： Sköldvägen 10, 182 64 Djursholm, Sweden 

 

 

 
  

http://www.cnedu.nu/
http://www.cnedu.nu/publish/portal16/tab5157/info10039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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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领事保护 

 
1.留下联系方式以备应急 

建议在护照“应急资料”页内详细写明家人或朋友的地址、电话号码，以备紧急情况

下有关部门能够及时与他们取得联系。护照、签证、身份证应复印，一份留在家中，一份

随身携带，或扫描存储在个人电子邮箱中。还要准备几张护照相片，未成年人同行应携带

其出生证明复印件，以备不时之需。 

2.进行公民登记  

建议您通过中国领事服务网“出国及海外中国公民自愿登记”系统： 

<http://ocnr.mfa.gov.cn/expa/> 

进行公民自愿登记，以便出现紧急情况时，使领馆能及时与您取得联系。 

3.提高安全防范意识 

注意防盗、防抢、防诈、防骗。出门尽量不要随身携带贵重物品或大量现金，也不要

在居住地存放大量现金。不在车内的明处摆放贵重物品。不在黑暗处招呼出租车，不轻易

搭乘陌生人的车或让陌生人搭乘您的车。不将文件、钱包、护照等重要物品放在易被利器

划开的塑料袋中。不在黑市上换汇，也不通过微信、支付宝与不认识的人换汇。不要将自

己的护照等重要证件抵押。如警察检查您的护照等证件，应予配合，同时可请其出示证

件，记下其警牌号、警车号。 

4.注重文明旅游 

遵守当地法律规定，尊重当地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注意自身形象，保持衣着得体。

遵守公共秩序，不在餐厅、影院等公共场所大声喧哗。就餐、乘车等时注意排队。注重公

共卫生，不随地吐痰，不在禁止吸烟的场所吸烟。不在景区刻画，不在禁止照相的地方照

相，不擅自进入未对公众开放的场所地点。尊重当地人信奉的神明，保持良好沟通，冷

静、理性维权，切勿采取过激言行。 

5.遇事及时求助 

熟记当地火警、急救、警察等应急电

话，遇事及时求助。如人身安全或财产受到

侵害，应以人身安全为首要，尽量记住对方

体貌特征、车辆号牌等信息并立即向当地警

方报案，并请其出具报警证明，以便日后办

理保险理赔、证件补发等手续。 

6.积极融入当地社会 

在外国长期生活，要注意留意当地报

纸、电视、网络等媒体信息，熟悉当地政

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情况，尽快适应当地

生活，早日融入当地社会。入乡随俗，与邻

为善，保持健康、良好的生活方式，不去赌

博、色情等场所。通过电话、微信等方式与

家人或朋友保持联络，以免亲友担忧。 

7.切勿非法停留 

按照签证或居留许可允许的期限停留，不能提前入境，也不能逾期出境，按照签证类

别的相应要求及时到当地移民或警察部门进行登记。如需延长停留时间，请提前在当地主

管部门办理延期手续。 

8.领事官员可以为您做什么 

1）根据中国法律法规，为遗失或未持有有效旅行证件的中国公民签发相关旅行证件。 

http://ocnr.mfa.gov.cn/ex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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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如您因财物失窃等原因遭受临时性经济困难，可以协助您与国内亲友联系，并为您接收

亲友汇款等事宜提供建议。 

3）如您遭遇意外事故无法与国内亲属联络，可以协助将情况通知您国内亲属。 

4）如您在所在国与他人发生民事纠纷、涉及刑事案件或突发疾病，可以应您的要求，提供

当地法律服务机构、翻译机构和医疗机构等名单供您选用，并在职责范围内为您提供协

助，所涉费用由您自行承担。 

5）如您涉入有关法律诉讼，可以在必要时旁听庭审。 

6）如您在外国服刑或被拘留、逮捕，可以应您的要求或经您的同意进行领事探视。 

提醒注意：如无特别说明，驻外使领馆开展的领事保护与协助工作不收取任何费用，但在

您接受领事官员帮助期间，您的食宿、交通、通讯、保险、医疗、诉讼、办理证件等费用

应由您个人承担。 

9.领事官员不可以为您做什么 

1）不可以为您在当地谋职，申办或续办当地签证、居留证、工作许可证等证件。 

2）不可以为您提供导游、翻译等服务或支付酒店、医疗及旅行费用等任何应由个人承担的

费用。 

3）不可以代您处理机票改签，提出索赔、退款、退货或其他相关诉求。 

4）不可以代您寻找、取回或保管您遗失的或失而复得的个人物品。 

5）不可以介入您与他人的劳务、商业、经济、合同和家庭纠纷。 

6）不可以代您向警方报案，不可以干预所在国的司法程序或执法行为。 

7）不可以为您购买商品、租赁物品、处理个人事务以及解决纠纷等提供担保。 

8）不可以为您谋取不合法利益或袒护您的违法犯罪行为，坚决不为违法犯罪行为“买

单”。 

 

驻哥德堡总领事馆联系方式 

电话： 0046-709395290（手机） 

微信： gdblsb 

地址： Grönsakstorget 3, 411 17 Göte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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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学习 

 

在瑞典哥德堡市区的两所⼤学——查尔姆斯理工大学（CTH）和哥德堡大学（GU）都是

世界知名、欧洲顶尖的大学。 

1. 哥德堡大学 

哥德堡大学（以下简称 GU）共设立 8个学院，各学院散落在哥德堡

市中心的不同位置。每个学院都有自己的办公区域和学生活动区域（包

括餐厅或咖啡吧等）。各学院均设立图书馆，在所在学院的图书馆可以借

到专业课所需的课本。入学后即可办理的 GU学生卡（GU-kort），是借还

书、预定和使用图书馆自习室以及学院门禁的重要凭证。各学院图书馆

一卡通用，但节假日期间， GU学生卡只是本学院的门禁卡，无法进入其他学院教学楼。 

2. 查尔姆斯理工大学 

查尔姆斯理工大学（以下简称 CTH）主要有两个校区，分别是位于哥德堡市中心的

Johanneberg主校区（J校区），和位于城市北部 Hinsingen岛上的 Lindholmen 校区（L校

区），其中 Lindholmen 位于哥德堡市的 IT科技园中，该校区也是 CTH与 GU合办 IT学院的

所在地。 

查尔姆斯理工大学共设立 17个学院，每个学院有自己的办公区域和

学生活动区域，另外还有学校图书馆和学生活动中心等公共区域。学院

专属的学生活动区域（包括教室、机房、自习室等）在正常上课期间大

部分对全体学生开放，非上课期间包括节假日时学院餐厅等需要本学院

学生卡才可使用。 

值得注意的是， CTH和诸多大学有着合作交流项目，包含少数双学位 1+1项目和很多

学期交流项目，对此感兴趣的同学可以询问本专业相关老师或在学校首页查询。 

3. 大学的学制 

瑞典大学每学年分为秋季和春季两个学期，每个学期包含两个小学期（Period），每个

小学期需要完成一定的课程以及课程中可能涉及的实验、项目、论文等，每个小学期结束

后会有考核或考试，通过后获得相应学分。最终考核/考试有各种形式，包括笔试、口试、

限时编程、现场展示、提交作品等，第一堂课老师通常会介绍考试形式。其中笔试通常持

续 4个小时左右，允许携带不含显著过敏原（如花生）的食物。另外学校允许重考刷分。 

4. 学习习惯 

在瑞典，大学的学习十分重视团队协作，所以大部分作业都是由团队协作完成的，这

对锻炼和外国人的沟通交流能力、团队合作能力、时间规划能力非常有益；同时也需要我

们有着较强的适应能力和应对能力。对于自由组队的课程，建议大家尽量和外国同学组

队，这对提升自己综合能力，扩展国际视野以及促进文化交流都大有裨益。 

除了课程本身和协同作业以外，我们需要合理规划时间，进行预习和复习。尤其是初

来乍到对老师的授课方式不熟悉，语言程度还不高的情况下，我们更需要花大量时间在理

解课程知识和作业内容上。只要自己刻苦认真，和老师同学多交流，相信大家能在学业上

取得自己满意的成绩。 

5. 选课和毕设 

课程一般为专业必修课、专业半必修课、专业选修课和其他选修课。由于不同专业的

要求略有不同，在开学之后会有本专业的老师讲解选课事宜或发放选课手册。建议提前做

好课程规划，确定大致的学习研究方向，主修某一领域的课程。 

一般的毕业设计或论文在最后一学期的半年时间完成，但也有一年的毕设，尤其适用

于想要继续深造的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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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瑞典语语言课程 

哥德堡大学为国际学生提供免费的瑞典语学习课程，详情可查学校主页关于 Swedish 

Language Courses的介绍，链接如下（点击 Study guidance后在侧边栏可见）： 

<https://studentportal.gu.se/english/help-and-guidance> 

查尔姆斯大学也有针对国际生的免费语言课程，学校会通过邮件的形式将具体内容发

送给国际生，届时按照自己的时间安排选课报名即可。 

此外，在取得人口号之后，可以申请瑞典政府提供的免费瑞典语课程 SFI （Svenska 

för invandrare），到位于 Rosenlundsplatsen 2， 41120 Göteborg的办事处报名即可。 

7. 成人教育（Vuxenutbildning） 

各大成人学校提供瑞典语授课各种课程，包括语言类（瑞典语，西班牙语、德语、法

语、日语等）、技能类、文化艺术类等。成人学校有 Hermods， Eductus， ABF Vux， 

Lernia等，课程会根据情况收取一定费用。 

 

 
  

https://studentportal.gu.se/english/help-and-gui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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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生活 

 

  

  
 

 
 

 



- 8 - 

 

 

 

 



- 9 - 

 

 

 
  



- 10 - 

 

五、 就医 

 
1. 医院和急诊 

急救电话：112 

医疗咨询电话：1177 

医疗咨询网站： <1177.se> 

 
 

2. 就医费用 

门诊每次 100-300kr，其中产前检查、婴幼儿体检、传染病、儿童和青少年精神病门

诊、19岁一下及 85岁以上不收费。 

住院每天 100kr。 

 

医药费封顶政策 Högkostnadsskydd： 

门诊的费用 12个月内累计超过 1100kr，超过部分不再收费； 

处方药药费 12个月内累计超过 2200kr，超过部分不再收费。 

注意：部分私人门诊，非处方药不计入此政策。 

 

3. 牙医和药店 

自费留学生的 FAS+保险中包含牙医急诊，3000kr封顶。哥德堡 24岁以下看牙免费，

但具体情况需自行咨询。 

瑞典的药店 Apotek可以买到常用药品，也是领取医生开具的处方药的地方。 

 

4. 费用报销（参考公众号“瑞典之窗”） 

(1)注册医保系统 

Försäkringskassan 医疗保险和部分社会福利机构： 

<https://www.forsakringskassan.se/> 

可以在 Menu菜单中设置语言为英文。在这个系统中注册后

就医自动减免，注册请电讯，注意反复确认注册信息，并在

注册后跟进注册情况。 

  

(2)预约看病 

瑞典的普通门诊预约排队时间较久，建议大家普通的发

烧感冒等较轻的症状自备药品，按说明书服用。 

如果有需要就医，请拨打 1177或登陆 1177.se 查询。预约后对方一般会很快回电，然

后可以简要描述病情，商讨面见医生的事情。几日之后，详细的问诊信息将会以信件的形

式发送到你的邮箱，如果有时间冲突需要重新预约，但可能会等待更长的时间。在预约过

程中，最好详细问清收费情况。 

具体预约哪个医院，哪个医生，可以根据所住的地区选，私立医院，一般可以在网站

上查到医生信息，指定医生预约。 

  

https://www.forsakringskassa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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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文化与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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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提醒事项 

 

 
 

 

 

八、华人协会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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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信息 

 
中国驻瑞典大使馆教育处官网 

http://www.cnedu.nu 

 

中国驻哥德堡总领事馆官网 

http://www.fmprc.gov.cn/ce/cggb/chn/lsyw/lsbh/ 

 

安全须知 

http://www.cnedu.nu/Portals/16/images/瑞典留学人员安全手册.pdf 

 

办理银行卡推荐的帖子 

http://blog.sina.com.cn/s/blog_867932710101ithi.html 

 

手机 SIM卡选哪家推荐的帖子 

http://blog.sina.com.cn/s/blog_867932710101j1aw.html 

 

关于哥德堡的生活消费的帖子 

https://mp.weixin.qq.com/s/Tzj1EJYQf_dhOLBA--1N0Q 

 

对查尔姆斯学生手册有贡献的作者：刘竞雄、张翊耕、魏笛心、彭畅、赵与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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