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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 

 

亲爱的同学们，欢迎来到北欧童话王国丹麦，相信在您决定来丹

麦之前一定对她有不少了解，安徒生，小美人鱼，维京海盗或者高挑

的北欧帅哥美女们。期待着的美好，心里或有向往或有疑惑，或是初

来乍到的忐忑。带着矛盾的心情踏上去往异域的征程，或是满腔热血

准备搏一搏命运的气概。但当你迷惑时请静静的躺在草地上，想一想

来路归路，看一看云卷云舒，拾一片落叶，留一份静谧，鼓一份勇气，

抬一次双脚，成一段励程。希望这份留学手册，可以给您的留学生活

抹一丝烦恼、添一份方便，送一份平安。 

手册内容基本根据哥本哈根地区的经验来撰写，与他丹麦城市会

有些许出入，哥哈作为首都物价较高，其他诸如社会风气，气候，地

理和人文基本无异，亦不失参考，同时希望哥哈以外的同学补充其他

地方的信息。 

编写此手册之目的，是为初到丹麦的同学提供一份有针对性、实

用性的生活参考，以期帮助大家尽快适应异域的生活和学习，平安、

顺利、愉快地度过留学丹麦的岁月。 

手册主要执笔人为全丹学联王冲同学，彭传涛、吴威、王思洮和

张申也同学也给与了大力的支持。 

谨向他们表示衷心感谢！ 

中国驻丹麦大使馆教育组 

首成于 2015 年 7 月 22 日 

修改于 2017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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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 

 

丹麦地处北欧，三面环海，属于海洋性气候，四季温和，衣服厚薄的

选择因人而异。冬天气温一般不会超过零下十度，而且室内都有暖气，

非常舒服。夏天气温一般不会超过 30度，但早晚温差较大。春秋天

较短且多雨，所以雨衣雨鞋等防雨装备在丹麦非常重要。 

 

A: 商圈 

哥本哈根的商圈主要有三个， walking street(google 地图搜索

Strøget)，Fisketorvet以及 Field’s shopping center。其中步行

街规模最大，包含 ILLUM 和 magasin 等商场。Walking street 和

Fisketorvet 位于市中心，Field’s 位于 Amager 岛。每年圣诞节前

后（至 1 月）及 7月是打折季，很多商品低至五折、三折。 

 

B: 尺码 

服饰类比国内尺码至少大一码，比如在国内穿 L码在这边一般买 M 码

或 S码，鞋子类尺寸和国内基本一致，相同品牌运动鞋价格会比国内

贵一些。有些身材娇小的同学，只能去买童装，所以有些朋友还是在

国内准备好常用的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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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其他 

丹麦秋冬雨水较多，气候多变，早晨晴空万里、但中午就大雨入注，

因此骑自行车需要携带分体雨衣，丹麦雨衣虽然质量不错，但是还是

有些偏贵。 建议在国内买好雨衣雨裤或来这边买件防水冲锋衣（如

the north face，peak performance 打折价位在 800至 3000不等，

质量好实用），多雨的冬天使用率非常高。丹麦四季风大，雨伞不是

特别适用。 

 

运动类的衣服鞋子还是需要的，在国内运动可能没有那么多，但来了

丹麦之后会被周围人感染，跑步是最简单最经济最实用的。学校和哥

哈各类社会团体每年夏秋天会组织很多跑步类的集体活动，十分建议

大家参加。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准备运动类的衣服鞋子，这边也会有，

但是花样和款式确实不比国内，也会贵一些。 

 

另外，如果行李超重可以不带被子，一般情况房东会提供被褥床单床

罩，这边 JYSK 商店也有很多，被子一两百可以搞定，一年四季可用，

而且国内带的被子和这里的尺寸不一样，也不容易买到配套的被套。

丹麦的枕头一般都是四方的，笔者超级不喜欢，一般超市有但稍贵，

ikea有低至 10克朗的枕头，但距离太远，您也不妨过去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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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 

 

丹麦有很多超市，价位不同，有的较贵，大多数还算平价。也有一些

亚洲超市，规模不大但品种还算齐全，价钱上要比国内贵很多，但在

哥哈还是可以接受的。 

 

A: 丹麦超市 

同学们经常去的超市有 Netto、fØtex、REMA1000、fakta、Lidl、Irma 

和 Meny（SuperBest）。 相对而言，Irma 和 Meny 价格较贵，Netto、

Lidl 较为便宜。但不同超市都有自己相对便宜的东西，个人比较喜欢

fØtex，品种齐全还没那么贵。周末和节日前很多超市都会有打折的东

西，尤其 Meny 打折很厉害，经常去走走看看还是能碰到实惠的东西。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 Google 上搜索看一下每家超市。 

下面是丹麦超市的打折信息，买东西前可以参考一下: 

http://tilbudkatalog.dk/ 

 

B: 亚洲超市 

哥哈市区有不同的亚洲超市散落点，便宜的中东市场位于

Frederikssundsvej 26A。中心火车站旁边有几家中国超市和泰国超

市，也有中东超市，几家中国超市的价格稍有不同，东西还算可以，

当然不能拿国内的标准来比较，习惯了哥哈的物价之后也就能接受了，

健康和口胃才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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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火车站旁边两家规模较大的中国超市的地址： 

津天超市（Today Købmand): 

Colbjørnsensgade 17, 1652 København V 

京华超市 

 

 

 

 

 

 

 

 

 

 

C: 肉铺 

欧洲人基本不会吃动物足类和内脏，所以在肉铺是可以很便宜买到这

些东西的。肉铺不是特别多，在哥哈一些街边是可以找到的，笔者经

常去的地方是中心火车站旁边亚洲超市附近，那里是中东人开的店，

只卖牛羊肉，英语不是很好，不过比比划划也足以对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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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 Amagerbro 地铁站附近有一家丹麦老爷爷开的肉铺，那里可以

买到又便宜又好的猪肉猪下水，喜爱这一口的同学也可以去看看，以

下是肉铺的地址： 

P.E Larsen: Holmbladsgade 6, 2300 København S 

 

D: 其他超市 

Full house 是一家仓储超市，来这里购物的基本都是在哥哈开饭店

的人。这里东西确实很全，还卖生鲜海产品，各种亚洲酱料，面条，

白酒之类的，很多国家的东西都有，比较齐全。买大宗商品会便宜很

多。这里的标价虽然比亚洲超市和丹麦超市便宜，但价签的标价都是

税前的，付款时要另加 25%的税。有时间的话，不妨多比较几家商店

的价格，争取最大实惠。 

Inco在 Full house 对面，也是一家大型超市，东西齐全。奇葩的地

方是，这家超市是会员制，而会员一般都是饭店，因此要想进去买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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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您首先得借一张会员卡，里面确实有些稀奇古怪的东西，价格也

不是很贵。 

Full house 地址: Kødboderne 2-4, 1714 København V 

网站: http://www.fullhouse.dk/ 

 

 

 

 

 

 

 

 

 

 

 

E: 中国餐馆 

哥本哈根有很多中国餐馆，有的是点餐，有的是自助。口味不同，因

人而异，价钱相比国内高出不少，菜品不可与国内同日而语，有的餐

馆确实很对付，有一些还是很不错的，在这里就不做推荐了，您可以

自己去品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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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做饭 

周围留学生朋友基本都是自己做饭，刚来的时候还是蛮有热情的， 

时间久了，自己也就对付了事。如果您有比较投缘的室友，大家互助

还是很不错的。既然做饭就需要锅碗瓢盆，一般厨具房东都会提供。

假如没有，您可以去超市或者宜家买到打折的厨具，价格可以接受。 

至于电饭锅之类的，丹麦有的卖，基本款不是特别贵，但是功能稍多

一点的就贵得离谱了。您要是愿意就从国内带一个小一点的，三至四

升的完全足够了。电压力锅对于吃货朋友还是很必要的，风雨交加的

日子里，炖一锅美食自得其乐或是款待朋友还是很温馨的。 

做饭酱料，当然还是国内的味道好且便宜，行李允许就带些吧。 

 

G: 药物 

丹麦虽说是全民医疗，但效率确实不敢恭维，对于习惯直接上医院看

病的国人来说，程序确实有点复杂。由于预约麻烦，语言沟通也是个

问题，且丹麦很多药都需要医生处方（特别是抗生素），因此常用的

药物还是要备一点，这样小病如感冒发烧、头疼脑热，自己吃点药就

好了。看牙和配眼镜是要自己付钱的，看牙的价格贵的让人牙都不想

要了。如果有慢性病需要长期服药，一定要带上足够的药物。 

H. 就医 

家庭医生。如果身体不适需要就医，可以根据黄卡上家庭医生的电话

号码进行预约，一般情况下会安排在下一周就诊，特殊要求可以适度

提前，但当日就诊则比较难。家庭医生会根据病情进行判断诊治，如

果需要，会给您推荐专科诊所或直接转诊到医院，再由您自行联系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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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科诊所预约就诊。除牙医诊所需自行付费外，看家庭医生和专科诊

所均为免费，您可根据医生的处方，到任何一家药店(Apotek)自费购

买处方药物。 

如果医生认为病情不明确，需要进一步的复杂检查（例如拍 X光），

医生会直接联系公立医院进行预约，公立医院会以书面信件通知您检

查的时间、地点等相关信息，检查也是免费的。简单的检查（如验血、

尿等常规化验），一般可以在家庭医生处进行。 

不危及生命的急诊。在周末或节假日时，如果遇到发高烧、腹泻、轻

微外伤等虽不危及生命但也需要及时治疗的情况时，可以拨打 1813

非紧急救助电话，向接电话的医生详细描述病情，医生会根据病情和

住址给您预约就近的公立医院，您再自行前往就医，一般当天可以看

上病。但是，每逢节假日，值班医生少，您一定要有耐心哟！笔者新

年假期打这个电话曾经有过十分痛苦的经历，在电话上排队等待了足

足 1小时 15分钟，才和医生说上话！ 

危及生命的急诊。万一出现心脏病发作、晕厥、严重外伤等危及生命

的情况时，则要拨打急救电话 112，医院会派出救护车上门接人。 

牙科。在丹麦，牙科完全是商业运行，即是私立的，不在公共医疗保

障的范围之内，因此需要自行寻找牙科诊所就诊。牙科的突发疾病，

公立医院也束手无策。数年前，曾有一位同学节假日期间突然牙疼难

忍，无奈之下拨打了 112急救电话，但值班医生表示无能为力，只能

给他推荐牙科诊所，让他自行联系就医。但假期牙科往往也不上班，

所以他只能在超市购买止疼药（止疼药是非处方药），饱受折磨，直

到上班之后才得以诊疗。 

当然了，出门在外，锻炼好、调适好、体魄强健，才是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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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 

A: 房子 

赴丹之前预定好房子是最关键的，由于住所少，国际留学生多，这就

给找房子带来了一些困难，所以大家要提前行动。 

找房子好用的网站 

http://www.boligportal.dk/ 

免费用户只可以看到很有限的房东的联系方式，建议先不交钱，看熟

悉地段、条件和价格后再交一个星期的试用，也就不到五十克朗。 

 

http://www.dba.dk/boliger/lejebolig/  

账户免费，但是没有 boligportal 全，有些广告会直接链接到

boligportal 

 

哥大的朋友可以提前通过 housing foundation 申请学校的房子，房

源不是特别多，都挺不错的，您需要先给

contact@housingfoundation.ku.dk 发邮件申请一个邀请链接。具体

情况该网站上很清楚。 

http://housingfoundation.ku.dk/ 

 

你也可以通过免费中文网站： 

丹麦龙域网：www.loong.dk/bbs/portal.php 

http://www.boligportal.dk/
http://www.dba.dk/boliger/lejebolig/
mailto:contact@housingfoundation.ku.dk
http://www.loong.dk/bbs/portal.php,K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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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NA网：http://www.kina.cc/dk/default.htm 

里面有房屋租赁专栏，不过也是很紧张的，大家看到合适的房子，要

赶紧联系，不要错过机会。 

其他还有很多租房子的网站，比如 kkik等等，facebook 上也有一些

租房的小组您也可以加进去看看。 

需要提醒的是：您一定要擦亮眼睛小心被骗，无论学校的房子还是外

面的房子，入住前一定要仔细阅读合同，仔细检查屋内设施有无损坏，

如果发现损坏，则要在入住前或入住后尽快告诉房东，不然退房搬走

的时候您的押金就会被扣得差不多了。租住个人的房子如果交现金，

一定记得要回执，有时候大家都会忘记，这种误会造成的不愉快最好

避免，无论中国人房东还是外国人房东都要注意这些。同时房租波动

较大，决定租之前，最好和有经验的同学交流一下，可以和房东讲个

合适的价钱，他们也会欺生。 

租房前记得谈好可不可以落医疗卡(黄卡)，丹麦不同类型的房子，可

落的黄卡数目不同，中国房东的房子好多是不带黄卡的，要么他们是

二房东要么把黄卡卖给别人了，这时候您需要另找别的地方落黄卡，

不过这些都容易解决，您可以花钱买，也可以找朋友的地方落黄卡。 

下面是根据笔者自身的经验提供的一些租房的小贴士以及注意事项，

希望对同学们租房以及日后和房东的相处有所帮助。 

租房前： 

1. 最好以书面形式和房东签订一份租赁合同，一式两份。仔细阅

读合同上的条款，对于押金的数额和房东达成一致，丹麦租房

房东一般会收取一到三个月的租金作为押金。另外，视租赁长

短而定，在退租前一般需要提前一到三个月通知房东。 

2. 入住前仔细检查屋内设施有无损坏，如发现损坏及时通知房东。 

http://www.kina.cc/dk/defaul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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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和房东同住，建议同学们在入住前大致了解房东家的生活习

惯，有哪些规矩需要遵守，以避免日后不必要的麻烦。 

租住过程中： 

1. 小心维护屋内设施，避免不必要的损坏和赔偿。 

2. 如和房东同住，请做到互相尊重，不互相打扰。如果房东是外

国人，请尊重对方的文化习俗，比如尽量不在家做油烟很大的

菜。主动承担部分家务，洗完澡后要把浴室镜子上的水汽以及

地上的水渍擦干净。带朋友回家过夜要征求房东的同意等。 

3. 如果出现任何问题要及时和房东沟通，积极寻找解决方案。 

退房前： 

1. 检查屋内设施有无损坏，如果有的话要及时维修。如果墙壁在

租住过程中变脏了，退房前要记得粉刷哦。 

2. 彻底大扫除，尽量把房子变回你刚租住时的模样。 

3. 联系房东过来检查，若没有问题的话让房东尽早退回押金。笔

者曾经历过房东无理由拒不退还押金的情况，最后也只能不了

了之。 

 

B:居留证（粉卡）和医疗卡(黄卡) 

抵达哥哈后您要尽量在一周内去办理医疗卡和居留卡 CPR Number 

（Personal identification number），黄卡相当于中国人的身份证

或社保卡，卡上面有你目前的居住地址、医疗信息及 CPR 号码。居留

卡上的 CPR 号码是你在丹麦的身份证号码，这个号码是唯一且不会改

变的，CPR 号码可以用于你在丹麦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到银行开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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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图书馆办理免费借阅证、在学校注册办理学生证，以及购买手机等

等。 

 

医疗卡因为正面是黄色所以小伙伴们俗称黄卡: 

在哥哈，您可以直接到 International housing 去办理，半天时间准

可以完成。 

http://ihcph.kk.dk/ 

地址   Gyldenløvesgade 11，1600 Copenhagen V 

在哥哈以外的同学，当地肯定有类似的政府机构，您可以咨询周围的

朋友，但务必带着您的护照。 

 

网上办理: https://www.borger.dk 

这个网站是丹麦语的，您可以找丹麦同事帮忙。 

 

办理黄卡时工作人员会征求您对家庭医生的选择意见，当然他们也可

以替您选择，比如根据您的性别和您住地的距离，一周之后会将黄卡

邮寄到您的住址。 

 

当搬家或丢失黄卡时，您需要重新办理。您当然可以去实地办理，但

更方便的是网上办理。新的黄卡医生和地址会改变，但号码是不变的。 

更改黄卡的网站 

https://www.borger.d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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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borger.dk 

这个网站是丹麦语的，您可以找丹麦同事帮帮忙，我们自己做还是有

点复杂的。 

 

C: 居留证(粉卡) 

粉卡就是您的合法居留签证，出入欧盟都需要这张卡，记得出去要随

身带着，不然您就有去无回了。 

办理黄卡后，一般三个月后会收到粉卡，但往往都需要半年以上，您

也可以发邮件或打电话去询问办理进度。有时不排除出现一些意外情

况，您需要确认是否要重新办理,如果要重新办理您就得再去采集一

次指纹签名和照片: 

重新办理粉卡地址: Citizen Service, Njalsgade 72, 2300 København   

https://www.nyidanmark.dk/en-us/contact/contact-dalrir/service-

centre.htm 

D：银行卡 

丹麦比较大的银行是 Danske bank 和 Nordea bank，如果您是公派留

学，最好办理 Danske bank的账户，当然 Nordea bank 也是可以的。

两间银行服务和年费都差不多，没有太大区别。 

您可以选择网上办理： 

Danske bank 

https://www.borger.d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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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danskebank.dk/da-dk/Privat/Pages/Privat.aspx 

Nordea bank 

http://www.nordea.dk/ 

但最好还是去柜台办理，这样省心。在柜台办理有个好处是您可以询

问 Nem ID，Nem ID系统叫做社会安全码，是和银行卡绑定的，其实

就是网上银行支付密码，相当于国内的网银盾， 

 

 

 

 

 

 

如图：每次登陆会让你填写前面对应四个数字后面的六位数字，这是

临时的密码，每六位数密码只能用一次，Nem ID 卡上密码用完，会

自动给您邮寄新的，您可以网站查询更多信息： 

https://www.nemid.nu/dk-en/ 

除了用于登录网上银行之外，登录 e-boks也需要 Nem ID.  

 

E.E-boks 

E-boks 是专门用于接受政府以及公共服务信件的邮箱。每年的税单，

医院的检查通知以及工资单,特别是丹麦移民局等政府部门的通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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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会通过 e-boks寄给您，所以务必要定期查看 e-boks。以免错过丹

麦政府的重要通知，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办理好银行卡，一周后会邮寄到您的住处，记得适时查看邮箱，第一

次登陆稍微麻烦，请仔细查看银行柜台给您的说明书。 

行 

 

丹麦公共交通有公交车，S-train(相当于国内的有轨电车)，Metro 和区

间火车。S-train 有 7 条线，基本覆盖哥本哈根大部分区域，每趟车有

几节车厢可以带自行车并且不用给自行车买票。S-train 是有人驾驶的，

靠近驾驶员的那节车厢不允许讲话和打电话，大家要注意。 

 

 

 

 

    

 

                                                  可放自行车的车厢外面   有自行车标识 

 

 

 

车型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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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ro 只有两条，M2 到机场，只有非上下班高峰期可以带自行车上

地铁，但是要额外给自行车买票。初到哥哈的您可以直接在机场的自

动售票机上买票，乘车到市区。 

初到丹麦，地形不熟，如果要坐地铁或公交出行，不妨在智能手机上

下载一个 Rejseplanen 软件，打开定位、输入目的地车站名，就可及

时查询如何乘坐地铁和公交线路，站台信息也一清二楚，十分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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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图划成不同区，不同区间交通费不同，通常在哥本哈根主要活动

在一 区二区，

机场 在四区。

分区 相对于国

内来 说很小，

具体 分区和票

价请 参考 

http://www.rejseplanen.dk/ 

http://www.visitcopenhagen.com/copenhagen-tourist 

 

A: 公共交通 

车票有月票和交通卡，都可以在所有公共交通上使用。您可以在下面

网站上搜索信息: 

https://www.dsb.d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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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票 

 

 

 

 

交通卡 

 

 

A1: 票价 

依据您的跨区情况，以两区为例，月票需要 375 克朗。月票根据购买

日期顺延一个月时间，过期作废。月票可以在中心火车站和 Seven 

eleven 便利店购买，需要护照和照片，因此来丹前需要准备小二寸照

片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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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车票定区 

月票是定区，买的时候要清楚自己需要在哪几个区使用。一定不要坐

过站，更不要心存侥幸，上车会不定时有人查票，如果发现越区或是

没买票，可是要罚钱的，有同学因为坐过一站罚了 750 克朗。 

 

A3: 交通卡 

交通卡方便很多，进站 check in，出站 check out，依据区间收费。这

种交通卡允许最多三次忘记 check out，每次收费 50 克朗，超过三次，

就得罚款了。交通卡里余额少于 50 克朗就不能使用了，在办卡的时

候您可以选择自动充钱和自助两种，基本每个车站都会有自助的机器，

也可以网上充钱，都很方便。办理网站使用的是丹麦语，您可以参考

翻译来做，最好还是找个丹麦同事帮帮忙。交通卡有两种，一种是没

有照片的，谁都可以使用；另一种是有照片的，别人只能和持卡人一

起才能使用，当然两种卡都可以给很多人买票。网上预订后一周左右

卡后会邮寄到您的住址。最后离开丹麦您也可以注销，余额会返还到

你的银行卡里。 

办卡网站： 

http://www.rejsekort.d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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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ck in 桩             Check out 桩 

 

 

 

 

 

 

                               可以买额外票的 Check in 桩 

A4: 打折票 

丹麦火车票还是挺贵的，如果您想便宜出行，那就必须要提前在一些

提供优惠票价的网站上订票了。比如这个叫做 line888 的汽车线路: 

http://www.abildskou.dk/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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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条线线路有限，但如果需要去丹麦其他地方，或是德国北部还是不

错的选择。学生票提前可以找到绿票，比起坐火车可以说是白菜价。

不足之处就是这种便宜的票要提前一个月以上预定，因此要精准的计

划好时间。 

 

B: 自行车 

在丹麦自行车才是重点，您一定需要。晚上骑车需要车灯，前灯白色，

后灯红色，被逮到无灯罚款 750 克朗。自行车一定要上锁，偷车的还

是挺多的。另外在丹麦自行车带人也是违规的。 

B1: 买自行车 

新自行车还是挺贵的，而且容易被偷，不建议大家购买新自行车。二

手自行车到处都是，一般 500 克朗，便宜且车况还不错，这需要您慧

眼识真。 

二手自行车首先看车架，要结实，不能有脱焊的地方，最好别有严重

车锈，骑起来不能叮当响; 其次是变速器，一定要骑起来试试变速器，

容不容易变速，会不会脱档，七速变速器买一个新的要 300 克朗。然

后要看前后轮，车轮最好不要变形，有一点其实无所谓，外胎比内胎

重要，外胎不能太旧，如果太旧需要换外胎，一个外胎至少需要 150

克朗。车刹是必须的，一般自行车都有前轮手刹，后轮有的是手刹有

的是脚刹，习惯了都无所谓。这些是需要注意的方面，其他都无所谓，

安全才是最重要的，头盔不是必须的，但为了自身安全建议大家佩戴

头盔。自行车店都可免费充气，但是周末不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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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车可以去店里，一般较贵，也可以网上买，DBA 是丹麦的二手买卖

网站，当然也可以在上面租房。 

http://www.dba.dk/ 

另外 facebook 上面有几个二手自行车买卖小组，比如 Buy a Bike 

Copenhagen，上面的很多二手自行车很不错，注册 facebook 您可以

搜索这些小组加进去。 

 

B2: 修自行车 

修车对一些同学来说是个问题，尤其女同学。店里修车奇贵，不到万

不得已还是自己修车吧。首先您要准备工具，扳手钳子都是必须的，

梅花和刀口螺丝刀视自行车而定，内六角的螺丝刀一定要准备一套，

丹麦好多自行车都是内六角栓。换内外胎，补胎，换链条，修变速器

和调节后轮这些是最基本的。配件可以去 Kvickly 买，要比自行车店

便宜不少，买之前要查一下自己的车相应配件的型号，不然去了也不

知道买哪个。 

当然如果您实在技乏，又碍于店里的价钱，那就联系学联吧，学联里

热心人还是不少的，比如这位 QQ 249760411。记得把热心传递下去。 

C: 机票 

如果您需要定机票，笔者一般在 momondo 上面搜索，您可以参考：

http://www.momondo.d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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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电话卡 

丹麦电信公司主要有 Lycamobile、Telia、Lebara mobile、One mobile、

和 Oister。大家常用的是前三个，话费很便宜，同一个电信公司的号

互打是免费的，往国内打也就不到一角钱一分钟，但每次有一克朗接

通费。您也可以办套餐，可以网上搜索这些电信公司主页查看信息。

但需要注意的是丹麦通信制式是 WCDMA，因此您如果需要办流量最

好买 WCDMA 制式的手机，国内 3G 网络中国移动用的是 TD-SCDMA、

联通是 WCDMA、中国电信是 CDMA2000，您可作为参考。如果您不

需要办流量手机通信制式就没必要考虑了，Wifi 对手机制式没有要求。 

路边小店很多都有卖电话卡的，您也可以去超市买，卡都是免费的，

一般的手机都不需要剪卡可以直接用。充值您需要去超市或是 seven  

eleven，那张充值单上有一排序列号，您需要根据上面提示输入手机

拨打就可以充值了。 

学 

 

A:  学习文具 

几乎所有学习文具，都是不需要自己准备的，以哥本哈根大学为例，

系里基本都会提供，包括笔记本也会提供一个工作用的，但是毕业后

要还回去。 

B:  工作时间 

笔者的经历是博士基本按时间点上下班，早上九点下午五点，很多西

方国家的博士都是按这个点准时上下班，也有少部分在这之外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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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管怎么样对于中国人来说，读书拿学位多学点东西才是最重要的。

因此在这个时间外，很多同胞们都是按自己的需要来安排的。 

C:  课题 

大家务必不要害羞，有想法有问题及时和导师沟通，丹麦学校算是比

较开放的，您有想法有要求可以直接提出来，导师不同意也会直接说，

大家都不用不好意思。课题的事情是可以各抒己见的，最后肯定要达

成一致，有想法当然好。课题之外的事情，达成一致协议就努力去做

就好了，最好不要朝令夕改，登梯望高。个人经验，定有不少出入，

仅供交流，如您有不同看法，还请补充。 

 

 

D:  城市图书馆借书证 

持黄卡和其他身份证件如护照或银行卡到图书馆就可办理借书证。同

时，也可申请一个登陆密码用于借书或续借。通过图书馆电脑，你可

以查询各类书籍的名称和相关信息，一般每次可借阅的书籍数量不限，

但必须在一个月内归还，如不按期归还则要缴纳罚金。 

丹麦皇家图书馆: 

http://www.kb.dk/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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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 

 

来到丹麦，定会去欧洲列国转一转，你可以跟团也可以结伴自助穷游，

各种说走就走。护照，丹麦签证居留卡，都一定带着。丹麦虽是欧盟

成员国但并不使用欧元，因此去欧洲其他欧元国家是需要换取适量欧

元的，但是欧洲刷卡消费非常普遍，而且按当天汇率计算 ，基本没

有手续费，方便安全。穷游网是很有用的，多看看会省心省力很多。

需要提醒的是，恐怖袭击事件在欧洲多国频发，有些国家社会治安不

佳，偷盗事件不断，这几年中国人在欧洲旅游时丢护照、钱包的事情

多发。因此外出旅游一定要提高警惕、注意安全。千万不要乐极生悲，

乘兴而去、败兴而回。当然，万一出事，一定要及时报警；如果证件

丢失，还得尽快联系中国驻当地的使领馆寻求帮助！ 

另外丹麦也有不少地方值得一游，哥哈市区就有不少可以看看的地方，

等您来到哥哈后自然就会了解该如何玩转丹麦。 

来哥本哈根大学留学的朋友还有机会参加学校组织的免费系列活动，

这些活动不定期举行，只对留学生开放，会有不同主题，您需要去网

站上查询注册，因为太火而参与人数有限，所以需要提前注册，然后

定时定点去集合。这个组织非常棒，多数情况下参与者半数都是中国

人，您也可以邀请家人朋友一起随行。 

International Staff Mobility 

http://ism.ku.d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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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还可以和丹麦学联的小伙伴们一起玩耍，在这里会有定期和不定期

的活动，认识新朋友分享您的感受和经历，在异国他乡是那么暖心似

家人一样的呵护。 

学联的活动主要有下面这些: 

一月元旦聚餐 

二月迎新年活动 

夏季不定期骑行 

不定期讲座和聚会 

不定期篮球活动 

九月篮球赛 

十月国庆晚会 

十月新老生交流会 

所有活动都热忱欢迎您参加，当然希望您也能组织一些新的活动让小

伙伴们一起玩耍，在这冬季阴沉而漫长的北欧，大家要彼此点亮，乐

观开心健康殷实地完成留学旅程。 

 

安全 

 

安全是您到任何地方都必须首要考虑的事情，您千万不要认为丹麦一

度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就没有犯罪，就不用考虑人身安全，但

事实并非如此，您还必须要时刻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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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人身 

丹麦算是相对比较安全的国家，针对人身攻击的犯罪还是很少的，但

也不是没有。丹麦有很多其他国家来的移民以及政治避难的人，这群

人素质就参差不齐了。夜晚的丹麦街边会有很多喝醉了的人，有些人

只是喝多了，也有不少是纯酒鬼，有时候这样的人就会找路人麻烦，

尤其针对亚洲面孔，而且深夜街上人很少，呼救无门。笔者曾经见过

两个丹麦男性在中心火车站欺负一个亚洲面孔的男性，就是无端侮辱

和动手。如果遇到这种情况，不建议您大打出手，尤其在您身单力薄

的情况下。笔者也听说过有中国人和中东人打架的事情，前提是您不

吃亏。至于酒吧，笔者经验比较少，但也了解了一些情况，酒吧里各

色人都有，女性朋友尤其单身女性还是要特别注意安全，色狼各国都

有，而且会有人主动搭讪，以相貌或是幽默搏得信任之后就会动手动

脚，这时您可更要小心，尤其在您主动或是被动喝多了之后！有个朋

友讲过一个类似的事情， 幸好她中途出去找到了醉醺醺的女性朋友，

才在街边角落里解救了她，幸免祸事发生。 

当您外出旅游时，请千万注意，每个国家治安情况都不相同，但自我

防范意识是您保障安全的前提，万一您遇到人身攻击，一定要及时报

警，如果证件丢失，还要及时联系中国驻当地的使领馆寻求帮助！ 

自我保护意识不仅仅针对外国人，有些国人也是要防范的。国外有一

些敌对势力，虽为国人，但却做着损害国家利益和形象的事情，比如

法轮功、疆独和藏独之类的反国家组织，危害国家安全。上个世纪

70 年代后移民海外的国人里有一些是有经济或是政治问题的，这些

人一般年龄稍大，语带微词甚至言极挑衅。朋友们要注意甄别，以免

被蛊惑做出有损国家的事情。大家在国外学习还是要有起码的做人底

线，维护好国家利益和国人形象，正面和健康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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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财产 

丹麦的安全是相对的，偷盗事件时有发生。 

笔者曾经一周遇到过两次小偷，一次是背包被拉开，第二次是自行车

锁被撬，但都因为笔者防范严密，才令梁上君子空手而回。 

桑德堡一位同学，刚到丹麦，下飞机乘火车途中，毫无防备地把行李

随手放在架上，小偷们岂可放走这块肥肉，略施障眼法就将包轻松顺

走。发现行李包不翼而飞后该同学手足无措，幸亏他的同座是一位警

惕性颇高的丹麦退伍老兵，领着他报案并提供了重要线索。由于被偷

窃的东西价值不菲，警方才立案调查，3 个月后总算抓获了窃贼，追

回了大部分被窃的财物。但前后 3 个月的煎熬，个中滋味只有该同学

自己体会了！ 

在哥哈，也有同学家里被偷，几乎所有值钱的东西都被一扫而空，严

重影响了正常的生活和学习。当然您可以选择购买保险，保险种类不

同，抵丹后您可以咨询身边的朋友。 

您也要注意您的自行车，尤其您的自行车貌新质优的时候，您还是要

买一把甚至两把质量不错的锁，这时候您不能仅只锁后轮，否则很容

易被别人提走，并最好把自行车锁在柱子或是自行车停车的栏杆上。

笔者有个同学锁了后轮，但前轮还是被偷走了！您别笑，这种事最好

别发生在您身上。 

几个安全防范的小贴士： 

 离开家时，注意检查门窗是否关好； 

 少走夜路； 

 贵重物品随身携带，不能放在背包或行李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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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门多刷卡、少带现金； 

 到第三国旅游时务必看管好护照、身份证和钱包，提前把护照资

料页、签证页复印留底，以备不时之需。 

C：交通安全 

丹麦的交通规则基本和中国相同，但是十分严格， 

您出行务必严格遵守交通信号灯(行人信号灯)，不闯红灯,自行车和行

人优先；行人在自行车道内要注意避让自行车；红灯时，机动车和自

行车禁止右转；绿灯时，左转车辆让右转车辆。 

至于自行车，丹麦有专门的自行车道，行人不可以在自行车道上行走，

很多人骑得很快，撞人的事情也时有发生，您务必注意。 

骑车上路,您要适时检查自己的自行车车况，例如前后轮的灯是否亮；

特别是要检查刹车和链条，不然您撞了别人或是链条脱落失衡摔倒都

是很危险的。丹麦自行车道比较窄，但骑赛车的年轻人很多，车速快，

他们会从自行车道的左侧超越，所以尽量靠右侧骑行，以免相撞。 

与国内不同的是，自行车在十字路口左转弯要两次等待信号灯，一般

不能一次通过！绿灯亮时要先骑到准备转向的那条车道的自行车道等

待（此时是红灯），待该方向的绿灯亮后才可以通过。如不注意，很

容易被右转机动车撞上！ 

自行车虽说有优先权，但机动车撞自行车的情形时有发生，笔者在路

上也曾目睹过几起，人飞车散、空中翻滚，皮开肉绽，险象环生。

2014 年在哥本哈根，一位华裔中年女士骑车，就不幸被右转的大卡

车压倒身亡，造成惨剧！所以，骑车上路，千万不要理直气壮地坚持

自行车的优先权，一味表演速度与激情。务必切记，生死关头、安全

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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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领保信息 

中国领事服务网： 

http://cs.mfa.gov.cn/gyls/ 

外交部领事司联系方式： 

  电 话：010-65963500；010-65964020（办公时间） 

  传 真：010-65963509；010-65964094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南大街 2 号 

在丹麦您可以联系中国驻丹麦大使馆取得领事服务： 

http://www.chinaembassy.dk/ 

地址：Ø regårdsvaenget 5, 2900 Hellerup 

电话: (+45)39460889  传真: (+45)39625484 

领事部地址：Ø regårdsvaenget 5, 2900 Hellerup 

领事业务对外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 上午 09: 00-12: 00 

领事保护电话：(+45)40764204 

电子邮箱：consular@chinaembassy.dk 

 

有用的信息 

 

中国驻丹麦大使馆                                          http://www.chinaembassy.dk/ 

中国驻丹麦使馆领保电话                                  0045-40764204 

http://cs.mfa.gov.cn/gyls/
mailto:consular@chinaembassy.d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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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呼叫中心电话 

+86-10-12308 或+86-10-59913991 

丹麦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     https://sites.google.com/site/acssd2010dk/ 

丹麦中国学生学者 QQ 群                                                                 258615628 

丹麦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公共邮箱                              acssdan@gmail.com 

丹麦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新浪微博                                                       ACSSD 

丹麦紧急电话号码: 

重大人身伤害（危及生命）及刑事案件：112 

 普通盗抢案件及医疗救护: 114  

非紧急求医电话：18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