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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入学手续办理 需要准备的材料
1. 入学通知书
2. 毕业证书, 学位证书原件和英文翻译（公证）件
3. 护照和签证（居留许可证）
4. 雅思成绩单
学生请到各自院系的 international office 注册（周末不上班）。办公室负责人
会指导你填表，同时可以：
1. 请办公室负责人开一个在读证明，以备办银行卡时使用。
2. 带上从公交卡办理处（Föli）取的学生公交卡申请表，请办公室负责人帮忙
填写下半张，并盖上印。手续办完后，负责人会给一张学生会会费交费单，带着
它，去银行办其它手续时，同时交费即可。

二 人口号注册
到达后请尽快到人口登记处(MAISTRAATTI/Population Information System)登
记，一般需要提前预约（可以本人去，也可打电话预约。如果需要修改预约时间，
可以拨打电话修改）。人口号是芬兰居留许可证的背面的数字串（出生日期再加
4 个字符）。凭护照, 录取通知书（在读证明）和居留许可证办理注册，需要填
写一张有关个人信息的表格。
地址：Aurakatu

8

四楼（具体位置在 Föli 对面的 H&M 那栋楼里，进门后乘右手边

的电梯）
工作时间：周一到周五 9:00-16:15。预约咨询电话:

(02)9 553 9441

三 银行 需要材料：
1. 在读证明
2. 入学通知书
3. 护照和居留许可证
办卡建议到市中心（Kauppatori）的银行办理，各银行的图标都很明显，其中

Nordea: 熟悉国际学生办理业务，英语网页内容丰富。国际转账手续费较高。银
行卡一般会在办理一周后寄到住处（先会收到银行卡密码的信件，再会收到银行
卡的信件）。办理三个月后可申请网上银行。
OP：银行图标像“中“字。国际转账手续费较低。
S-pankki：业务简单，办理流程长。银行卡可在 Prisma 和 Sokos 等商场消费有

5%打折和积分。
芬兰银行存款只能去柜台办理，不需要银行卡，出示护照即可。限额内取款可以
去 ATM 机，大笔和大数额的要去银行柜台。ATM 最大面值的是 50 欧。

四 交通
市内公交卡办理 需要材料
1. 护照和居留许可证
2. 公交卡申请表（到 international office 盖过章的）如有 Frank 学生卡，可
以代替申请表。
3. 入学通知书或在读证明
公交卡费 5 欧。有三种类型的公交卡可以选择。
Value card 是充值卡，周一到周五 09:00～12:59 乘车价格是 1.45 欧，其他时
间 1.70 欧。 夜班车 23:00～04:00 价格 2.70 欧。两小时内换乘免费。
Season card 是月卡，价格按 30 天计算，不按次数。
人工充值 36 欧元，网上充值 33 欧元（必须要有网上银行）。
Tupla card 是双重卡，每月 36 欧。计费方式是每次 1.70 欧，两小时内换乘免
费。一个月内超过 36 欧不收取额外费用，未超过 36 欧的余额，可以抵下个月的
公交月费。
以后的公交卡续费,月票充值等业务,可以直接在公交车上请公交司机帮助完成
充值或网上充值（网上充值的月票需要给公交司机激活）。
办理地址：Aurakatu 5（黄色的 Föli）
营业时间：周一到周 8：00 – 18:00

周六 9：00 – 14:00

电话：+358(02) 262 4811
公交路线可到网站查询 http://www.foli.fi/en

如果不办理交通卡,可以在上车时直接向司机购买 3 欧一张的交通票。有效时间
会显示在车票上，两小时内凭票免费换乘，换乘时给司机出示车票就可以了。其
他类型的票可以下载 Foli 的 APP 购买后，上车刷二维码。
下载地址：http://www.payiq.net/turku/mobi-en.html。
公交时刻表由三种颜色组成，蓝色的是工作日周一到周五的公交车到站时间，绿
色的是周六的公交车到站时间，玫红色的是周日的公交车到站时间。特别是在周
末，请看准时刻表，避免长久等待。

长途客车
onnibus：便宜便捷的双层红色巴士，可到赫尔辛基市中心及其他芬兰城市。票
价便宜，提前订票价格更优惠。
订票网站 http://www.onnibus.com/en/index.htm

Matkahuolto：长途巴士，票价较高。经常有打折车票，凭有效学生证半价。
https://www.matkahuolto.fi/en/

VR ： 芬 兰 火 车 ， 提 前 订 票 价 格 相 对 便 宜 ， 凭 有 效 学 生 证 优 惠 。
https://www.vr.fi/cs/vr/en/frontpage

飞机: 欧洲境内廉价航空以 Ryanair 为首, 还有 SAS, AirBaltic, Norwegians
等。芬航每年 4 月和 10 月的 hullut päivät 常有往返国内的打折机票。

五 学生卡办理
需要材料：学号和电子版证件照
申请网页 https://frank.fi/en/student-card/
进入网页后根据自己的学校类型选择。大概 2 到 3 星期会收到信件，缴纳学生
会费，拿到卡之后，去学生会办公室贴个银色验证贴，学生卡正式有效。

埃博学术大学学生会地址：Tavastgatan 22
开门时间：周一到周五 12:00-15:00
电话：358 2215 4650

图尔库大学学生会地址：Rektorsåkersgatan 4A （Yo-talo A 1 楼右手边的办
公室）
开门时间：周一到周三，周五 10:00-11:00

12:00–14:00

周四 12:00–15:00

电话: +358 44 796 106

图尔库应用科技大学学生会地址：Untamonkatu 2 Ground floor, B-wing
开 门 时 间 ： 周 二 、 周 四 9.00-11.00, 11.30-14.00 周 三 11.30-14.00,
14.30-16.30
电话：+358 2 263 350

六 学生房源申请程序
所需材料；电子版入学申请书
步骤一：
打开网页
https://hakemus.tampuuri.fi/tys/hakemus/hakulomake/hakulomake.aspx?Ha
kemustyyppi=1 在右上角选择英语。 下图可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对应的信息。

Fixed-term contract 是指固定时间内结束租房合同，如果不确定可以不勾选。
租房合同结束时间小于 12 个月的，要交 60 欧手续费。

步骤二：
根据表格要求填写自己的基本信息。地址和邮编可以写在中国的地址（英文）
，
收入财产没有就填 0，如下图所示。

步骤三：
没有住处的同学建议勾选 All housing，然后在 Additional information 里填
上自己想要的住房地点和房型，比如：student village，single room+common
kitchen.可以多填几个，如果有你要的类型，TYS（住房办）会安排的。如果没
有，则按照 TYS 的分配随机入住。

如果不着急住房子，可以选择房子的类型和地址，最多可以添加 5 个。Furnished
（家具包括床（没有床垫）和书桌）比 Unfurnished 每月租金贵 5 欧。两种选择
都是室内已装衣柜。房子选好后可以根据自己的喜欢程度排个名次，最喜欢的排
第一，TYS 会优先考虑安排。

步骤四：
上传你的入学通知书电子版，提交申请。确认通知会根据你填写的信息发到邮箱
或者手机短信。9 月入学，急需住房的同学，请不要拒绝 TYS 给的房子，因为拒
绝了之后， 可能要等很久才有新的 offer。如果被安排到自己不喜欢的房子，
可以住进去之后再申请自己喜欢的房子，换房需要交手续费 34 欧。其他具体信
息可以查看网页
http://www.tys.fi/en/instructions-filling-housing-application

入住小贴士：
所有冷自来水都可直接饮用，热水不行。入住时认真检查房间里的设施是否完好，
如有破损请及时申报给 TYS。钥匙一定要随时带在身边。如果钥匙锁在寝室里，
自己被关在门外，尽快在 TYS 办公室的工作时间内再申请一把钥匙。如果是非工

作时间，可打电话要求帮忙开锁，需自费，周末尤其贵。寝室钥匙不能随便配，
千万保管好，丢失要赔偿。

TYS 办公室地址：Inspehtorinkatu 4
营业时间：6 月和 7 月 周一到周五 09:00-14:45
16.45，其他月份：周一到周四 09:00-15:45
联系方式： (02) 2750 200

八月 周一到周五 9.00 -

周五: 09:00-14:45

rentalservice@tys.fi / servicedesk@tys.fi

24 小时开锁电话：+358(0)20 515 9268

申请到房子后，如果到达图尔库的时间非 TYS 的办公时间，可发邮件给 TYS，请
自己在当地认识的人提前代领。如果当天无法拿到钥匙，也可以预定图尔库市区
的酒店或旅馆，比如 www.hostelworld.com 或者 www.booking.com 。

七 城市购物
K-market 小型的购物超市，一般生活品都有，价格稍贵。
K-Citymarket：
地址之一：Uudenmaantie 17。市中心公交站 T36 坐 9 路到达。一般 K-Citymarket
会有很显眼的招牌，看到招牌按铃下车即可。常住的留学生，推荐在
K-Citymarket 咨询处办理 Plussa 卡，价格 8 欧，消费满 1000，可获得 5 欧的
抵金券。
S-market：市中心店在 sokos 地下一层。
Prisma: 可到市中心 T7 公交站坐 300 路最后一站到达。同一站有大型购物商场
Mylly。
Lidl: 德国连锁超市，食品，日用品较便宜。
市中心的 Lidl 地址：Eerkinkatu 4。
Tokmanni: 生活用品较便宜。离市中心最近的在 Sokos 和 Nordea 银行之间。
Siwa：存在于各个住宅区，便捷但是价格较高。
R-kioski: 分布最多的便利店,蓝黄白标记，可办理电话卡。
Deli Market 亚超：出售亚洲食品，肉类和海鲜一般比超市便宜，在市中心 Lidl
对面。地址：Eerkinkatu 5
China Market 中国超市：出售中国食品和调味品，在市中心 Instrumental 眼镜
店后面。地址：Brahenkatu 4。

红房子：在市中心 H&M 旁边，出售各种新鲜鱼类和肉类。
Alko 有各类酒,需凭护照或芬兰身份证购买，一般大型超市外都有连锁。
Tiger：各种文具和日用品，价格比较便宜，在市中心 Hansa 一楼。
XXL 和 Budget：运动用品专卖店，包括运动器材，运动服背包等。
IKEA 宜家：主营生活用品，锅碗瓢盆桌椅床上用品一应俱全。到市中心 T7 公交
站坐 300 大概 14 分钟，看到蓝色背景黄色大字 IKEA 按铃下车。大型炒菜锅的建
议到 IKEA 购买，锅深，容积大，加热快。
BILTEMA：出售部分生活用品和学习用品，主要出售各种工具，钉子螺丝，价格
较便宜。在宜家的下一站。地址：Itäniityntie 13。
JYSY：比较便宜的家具专卖店，可以买到被子枕头床单等床上用品，种类较多，
时常打折。从市中心 T7 公交站坐 300 路，到宜家下一站按铃下车。
Expert 和 Gigantti 宜家附近的大型电子商品商场

二手商店：
离市中心较近的一家二手店，二手衣服比较多。地下一层有小部分家具，床垫和
厨房用品。学生可享受 20%的折扣。
地址 Yliopistonkatu 5。联系电话 0447577965

另一家二手店商品种类较多，以家具厨房用品和电子产品为主。学生享受 20%折
扣。可从市中心 T38 公交站，坐 42 路或 32 路到 872 Rautakatu 下车。
地址 Rautakatu 12，营业时间周一到周五 08:00-18:00，周六 10:00-15:00。
联系电话 0447007400

八 医院／医疗信息
FSHS（Finnish Student Health Service）芬兰学生健康服务中心，针对在芬兰
的本科生和硕士生，需提前预约。一般检查都免费，药费需自己支付。 最方便
的是通过电话预约，一般都是非人工客服。拨通后选择英语语言，然后在录音时
讲清楚自己的病症，然后按#号键保存录音，挂断电话。此后请保持电话开通状
态，会有医院工作人员打电话，跟你确定预约时间和等候房间（需要提供人口号）。
预约的时间不要迟到，如果想取消预约,请提前电话联系，（请尽量早上打,以便
对方及时查收信息 )或直接前往医院取消，否则会被罚款 35 欧元。
电话预约：0467101050 周一到周五 08:00-10:00
地址：Kirkkotie 13 三楼（距离学生村大约 800 米）

其他具体信息可查看网页 http://www.yths.fi/en

大型医院 TYKS（Turku University Hospital）图尔库大学医院
地址：Kiinamyllynkatu 4-8
电话: 02 313 0000,
急诊地址: Savitehtaankatu 1
急诊电话：02 313 8800
网页 http://www.vsshp.fi/en/Pages/default.aspx

九 通讯 电话 网络
Turku 无论在学校还是城市 Wifi 都比较普及。 如需要，可以先到便利店购买
Prepaid 的 SIM 电话卡。第一次可以买原价 24.9 欧，打折后 19.9 欧的电话卡，
无限 4G 流量，方便与家人视频聊天。之后可以充话费继续使用或选择别的运营
商。

十 Turku 大学简介
埃博学术大学（Åbo Akademi University）成立于 1918 年，是一所以瑞典语授
课为主的综合性大学，芬兰最著名的大学之一。其中英文授课学制两年的硕士专
业有化学工程，电子商务，国际商务与法律和软件工程等。
地址：Tuomiokirkontori 3
联系方式 ：+358 (0)2 215 31

infowww@abo.fi

英文主页 http://www.abo.fi/?lang=en

图尔库大学(University of Turku)成立于 1920 年，1974 年大学改为公立。是
芬兰著名的综合性多学科大学之一，也是全芬兰规模第二的大学。硕士专业英语
授课专业有 21 个。
联系方式： +358 (0) 2 333 51

kirjaamo@utu.fi

英文主页 http://www.utu.fi/en/Pages/home.aspx

图尔库应用科技大学（Turku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是芬兰最大的
应用科学大学。英语授课的本科专业有护理学、国际商务（国际营销方向）和信
息技术等

地址：Joukahaisenkatu 3 A
联系方式：+358 (02) 263 350

kirjaamo@turkuamk.fi

英文主页 http://www.tuas.fi/en/

图尔库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
联系邮件:

cssaturku2009@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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