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奥皮奥，距离芬兰首都赫尔辛基 5 小时车程，到达该市可选择汽车 onnibus，
火车或者飞机，大巴车站与火车站离得很近。飞机场离市中心 10 公里左右，平
时有公交可以直达。
库奥皮奥市有两所大学，分别是东芬兰大学 UEF 和赛文尼亚科技应用大学
Savinia UAS，新生入学建议先找到学生处注册，然后办理学生证，拥有学生
证或者学生证明后办理公交卡等会有优惠，一般是半价。
办理公交卡需前往市中心 Sokos 购物中心一楼大厅，主要有两种卡，一种是
season 卡，每个月 37 欧元，不限使用次数，另一种是次卡，收费标准可以现
场询问。下图是部分地区的收费标准。

Kuopio region Public Transport
Waltti Travel Card tickets for studens
Full-time students living in Kuopio or Siilinjärvi are able to purchase student tickets.
Also foreign exchange- and degree students are legitimated for student ticket.
Season ticket
- For A or B zone 37,00 € /30 days
- For A-B zones 62,00 € /30 days
Value Ticket
- 1,73 €/trip in zone A or B
- 2,89 €/trip Betweenzones A-B
Single tickets can be purchased only from the driver. Single ticket costs 3,30 €
(children 1,70€ on one travel zone. Single fare allows the person to exchange freely
from one bus to another within one hour (A zone ticket) or within 90 mins (B-D zone
ticket) of purchasing the ticket.
Sale of tickets
Kuopio Info, at the shopping arcade Apaja, Kuopio.
Council Office Service Desk, Suokatu 42, Kuopio.
Sokos department store, Kuopio.

Kuopio Airport bus
Bus line 40 operates from Kuopio city centre to Kuopio Airport. Single ticket price
for a trip from Airport to Kuopio city is 5,50 € for adults and 2,80 € for children (age
7-16).

市中心有 2 家超市，一家是 K market 位于 Sokos 对面，另一家是 S market
位于 Sokos 负一层。市中心坐 31 路公交车可以到达宜家 IKEA，这是库奥皮奥
最大的购物中心，离市中心 20 分钟车程。还有一家超市是 Prisma 位于
SavoniaUAS 的 Microkatu 校区对面有多辆公交可以到达。该超市货品齐全，规
模也大，价格实惠，是很多学生的首选。
芬兰的另一大特色就是二手店，库奥皮奥市中心有四家二手店，其中货品齐全，
留学生在这边都会选择购买二手家具，价格比全新的便宜好几倍。

住房公司有两家，分别是 Kuopas
（http://www.kuopas.fi/Applicant%20info/Applying%20Quick%20guide/For%
20whom.aspx）和 Tekman（http://www.tekmantuki.fi/），前者规模大一点，
房源多适合交换生租住，租房需要先从网站预定，房租公司会根据学生的要求
为学生选择房子，定金都是 250 欧元，房租 200 欧元起，预定需要提前，一般
9 月初新生入学较多，建议最迟 7.8 月份就要预定，每月 1 号可以去住房公司
的办公室拿钥匙，外国学生会要求出示护照，每月 5 号交房租，住房公司会提
供给你账单。Tekma 房子比较新，价格相对于 Kuopas 更划算，是很多本科生和

研究生的选择，房源不多，一般不太容易租到，不建议新生选择。
当地外国学生一般选择 Nordea 银行，可以先预约然后办理。建议同时办理网上
银行业务，方便以后网购各种东西。
电话卡可以购买 prepaid 的卡，运营公司有 DNA, elisa 收费标准可以去柜台
询问，要注意的是国内的电信定制版手机在这边无法识别手机卡，其他的都可
以。
萨沃尼亚应用科技大学
Savonia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Savonia-ammattikorkeakoulu

学校简介
萨沃尼亚应用科技大学是芬兰最大，功能最全的应用科学大学之一。拥有来自六个
不同领域的强大师资力量。允许学生以全日制学生或半工半读两种方式获得本科及硕士多
项学位的开放型应用科技大学。
相关链接：库奥皮奥校区网址
东芬兰大学
University of Eastern Finland

Itä-Suomen yliopisto

学校简介
东芬兰大学是芬兰最大的大学之一，拥有约 15,000 名学生和教职员工 2,800 人。学
校力争芬兰第一，提供一流的教育学习环境。

相关链接：库奥皮奥校区网址

CSSA-Kuopio 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成立于 2012 年，起初由东芬兰大学 Kuopio 校区的学生
学者负责，后经当时的成员推荐选举，学联主席的位置由赛文尼亚应用科技大学的学生接
手，至今已有 2 年多时间，目前学联主席 1 人，财务负责人 1 人，常任理事 5 人。经过几
届成员的共同努力，目前学联约有常驻会员 30 人左右，每年春季和秋季交换生各 10 人左
右。其中大部分为本科在读，硕士生和博士生 10 人，学者及相关人员 10 人。
学联的主要任务是服务广大在 Kuopio 的学生学者们，为他们提供各类与留学生学习生活相
关的信息，在国庆和农历新年到来的时候，学联还会举办华人聚会活动，让在异国他乡的
学子们也能感受到节日的气氛，丰富他们的生活，及时帮助他们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
目前学联为了响应中国驻芬兰大使馆教育组的号召，和多次学联会议的安排，Kuopio 学联
正在积极准备材料申请 CSSA-Kuopio Ry，其意义是成立一个非营利性组织，以学联的名义
成立这样的组织是为了能更好的服务于大家，同时让我们学联成为了一个受法律保护的组
织，也能更好的融入到芬兰的社会之中。我们将热烈欢迎在库的所有中国学生学者加入学
联，为建设一个更好的学联而努力！
2016 年 3 月 20 日 Kuopio 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