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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的话
亲爱的同学朋友们，欢迎你们来到这座城市，在各自的专业领域里学习、奋斗。
奥胡斯是丹麦的第二大城市，连续多年被评为世界幸福感最高的城市，是 2017 年度的
欧洲文化之都，2018 年又被评为丹麦创新城市。这里集中了奥胡斯大学，VIA 大学在内
的多所高校，青春洋溢的活力与文化厚重的底蕴并存。
本手册的编写基于全丹学联编写的丹麦留学生活手册，又结合了奥胡斯不同于首都哥本
哈根的实际情况，希望给即将出发或者刚刚来到奥胡斯的同学们增添一份便利。本手册
尽量不与奥胡斯市政府发给国际生的欢迎手册内容重复，关于黄卡(sundhedskort)、粉
卡(Danish resident permit)、NEM ID、就医等方面的内容在这里就不重复介绍了。国
际生欢迎系列手册可以在 International center 领取。
最后衷心祝愿同学们留学顺利，生活愉快！
2018 年 8 月
编写组： 孙兆宗
朱亚男
廖慧
封面编辑及插图绘制：朱亚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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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圈
衣物和日用品
丹麦地处北欧，三面环海，海洋性气候，四季温和。冬天一般零下几度，夏天最高一般不会
超过 30 度，春天和秋天较短。室内均有暖气，非常舒适。在奥胡斯，如果你想添置衣物，
挑选到中意的衣服和鞋子也不是什么难事。这里衣服鞋子的尺码和中国差别不是很大，很多
都是国际化的品牌，H&M, ONLY 等国内常见的品牌，在这里也有诸多店面。
百货商场:
奥胡斯有两家大的百货商场，Magasin 和 Salling，相距不远，都位于步行街上。各个品牌的
服装，护肤品，化妆品云集。
此外，奥胡斯的北边和西边各有一家稍微小一些的商场，北边的 Storcenter Nord 和西边的
City Vest，里面也有一些品牌入驻，虽然没有上述两家商场的品牌那么齐全，闲暇时间也是
可以逛逛的。
奥胡斯“走街”:
要说奥胡斯购物最集中的地方，就是走街，即步行街。走街指的是从奥胡斯大教堂到火车站
这一区域，也是奥胡斯最热闹的地方，附近商家林立，Salling 和 Magasin 商场也位于这里。
值得一提的是，Matas 类似国内的屈臣氏，里面主要卖各种护肤，化妆品，洗浴用品之类的，
在奥胡斯有很多门店。
二手市场：
有些丹麦人比较喜欢购买二手衣服，既环保，又便宜，所以在奥胡斯你可以找到许多专门出
售二手商品和衣服的地方，比如在 Storcenter Nord 附近的 Blå Kors Genbrug 商店，以蓝色
十字为标志。市中心也有几家二手商店，价格十分便宜。除此之外，奥胡斯会不定期举办二
手衣物的集市，既可以去购买二手衣物，也可以租一个摊位出售自己的闲置物品，具体可以
在 Facebook 上关注 Studenterhus Aarhus，这里也会举办其他各类活动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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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ps：
•

每年的一月份和七月份是奥胡斯的打折季，基本都要持续一个多月，是购物的最佳
时机。

•

百货商场每隔一段时间，也会有一些打折活动，比如一楼化妆品护肤品柜台全部八
折之类的，有需求的朋友可以定期关注这两个商场的 Facebook，都会有预告的。

家居用品
家居用品，主要指我们生活所必须的被子，枕头，锅碗瓢盆等。
家居专卖店：
位于奥胡斯北部有一家 IKEA，布局与商品都与国内的宜家几乎一样。价格相比当地物价较
为便宜，是购买各类家居用品的首选。不过如果购买大型家具，要注意运输的问题，宜家配
送的话，运费可是很昂贵的，如果认识有车一族的朋友，可以在宜家免费租用拖车。
此外，还有 JYSK 和 Imerco，这两家都是连锁店，在奥胡斯有多家分店，JYSK 比较偏向于床
上用品，针织品之类的家居用品，也有一些家具，但是价格偏贵。遇到打折的时候，还比较
划算。Imerco 比较偏向于厨房用品，锅碗瓢盆，厨房电器之类的，但是这家都是一些大品
牌，价格较贵。
家居二手店：
这里可以参考之前提到的二手市场，有时在二手店可以淘到比较不错的各类家具。此外，
Facebook 也有一些二手物品转卖的社群，如 Aarhus buy cheap，甚至还有闲置家具免费送
的社群：Give Bort – Århus; Gives bort gratis/søges Århus

丹麦超市
奥胡斯作为丹麦第二大城市，超市还是挺多的，主要有 Netto、Føtex、REMA1000、Fakta、
Lidl、Aldi、Meny、Kvickly、Løvbjerg 等。比较大型的超市，有 Bilka，Føtex……其中 Bilka 最
大，奥胡斯只有一家，离市中心有点远，但是东西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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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性价比而言，以主观经验来看，REMA1000 的性价比较高，Netto 和 Aldi 也是属于比较便
宜的，Føtex 和 Meny 略贵，不过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还要结合打折信息来看。

鱼市 集市
奥胡斯主要有海边的两家卖海鲜的鱼店，酷爱海产品的朋友可以来这里转转，一家叫 P.
Clausens Fiskenhandel， 另一家叫 Havnens Fiskerhus，两家就挨在一起。来之前要做好准
备，虽然奥胡斯在海边，但是海鲜可一点都不便宜，以新鲜三文鱼为例，基本都要至少 100kr
一斤。而且各种海鲜全是丹麦语的名字，完全不认识谁是谁啊，只能认出生蚝，三文鱼和虾……
这两家的鱼基本都是已经杀好的。这两家市场的外面就是港口，停了很多渔船，大家去的早
的话，可以去渔船上问问是否还有刚刚打捞上来的新鲜海鲜卖。可以在 Facebook 关注 “AS9
Hummeren”，经常发布出海打渔的消息，以大龙虾为主，价格比市场价便宜一点。
另一个集市在 Ingerslev Boulevard，每周三和周六的早八点到下午两点，一些农民伯伯会把
自己种的东西拿来卖，也会有一些其他东西卖，感兴趣的话可以来转转，购买一些乡村土特
产。

TIPS:
•

建议下载 APP——Minetilbud，集中了各个超市每周打折的信息，想要买到实惠的
东西，可以经常看看。

•

奥胡斯的超市每天都开门，包括周末，但是除了一些节假日，大家要格外关注超市
节假日的关门时间。

亚洲超市 特殊商品采购
丹麦饮食虽好，但是作为中国人，当然还是家乡味最诱人。但是要做地道的家乡菜所
需要的一些食材在丹麦本地的超市并不多见，尤其是一些调味品以及特殊的肉制品。
常见的一些中餐调味品、大包装的大米等可以再以下几个亚洲超市购买到：
Far-east trading 远东贸易行
Banegårdsgade 36, 8000 Aarhus
营业时间：

Monday

10AM–5:3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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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10AM–5:30PM

Wednesday

10AM–5:30PM

Thursday

10AM–5:30PM

Friday

10AM–7PM

Saturday

10AM–5PM

Sunday

10AM–5PM

KFT
Viborgvej 155A, 8210 Aarhus
营业时间：

Monday

9AM–7PM

Tuesday

9AM–7PM

Wednesday

9AM–7PM

Thursday

9AM–7PM

Friday

9AM–7PM

Saturday

9AM–7PM

Sunday

10AM–4:30PM

Minh Anh Trading
Banegårdspladsen 16, 8000 Aarhus
营业时间：
Monday

9:30AM–5:30PM

Tuesday

9:30AM–5:30PM

Wednesday

9:30AM–5:30PM

Thursday

9:30AM–5:30PM

Friday

9:30AM–5:30PM

Saturday

9:30AM–5:30PM

Sunday

Cl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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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需要购买肥肠、猪蹄等，上述的 Far-east trading 冷柜里经常有冷冻肥肠，Minh
Anh Trading 冷柜里有分割好的冷冻猪蹄。如果需要购买新鲜的猪蹄、猪耳朵等需要联
系肉店自行订购。
另外还有一处大型中东集贸市场
Bazar vest
Edwin Rahrs Vej 32, 8220 Brabrand
营业时间：
Monday

Closed

Tuesday

10AM–6PM

Wednesday

10AM–6PM

Thursday

10AM–6PM

Friday

10AM–6PM

Saturday

10AM–6PM

Sunday

10AM–6PM

此处出售各类新鲜水果蔬菜，包括一些中国常吃的蔬菜，比如苦瓜，大白菜，香菜，
辣椒等，物美价廉，适合大量购买。同时，此处也可以买到冷冻的牛肚、牛百叶、羊
蹄等特殊牛羊肉制品和新鲜鸡胗、鸡心、鸡翅等鸡肉制品，价格实惠。但是切记注
意，此处为中东市场，注意尊重民族习惯，切忌询问购买猪肉制品等信息。

中国餐馆
奥胡斯的中餐馆较多，口味各有千秋，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了。各位吃货亲们可以加入微信群
——丹麦奥胡斯华人吃货生活&工作群，探讨美食。
添加微信号——aarhusxuelian, 验证身份后拉你入群！

丹麦传统菜
Smørrebrød 开放式三明治
Flæskesteg 烤五花肉
Leverpostej 猪肝酱
Fiskefrikadeller 煎鱼肉丸子
Mørbradbøf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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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kadeller 煎肉丸
Pølser 香肠
……

圣诞餐桌经典

资 料 来 源 ： https://theculturetrip.com/europe/denmark/articles/an-introduction-to-danishcuisine-in-9-dishes/

Page 9 of 17

公共交通

图片来源：Midttrafik.d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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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胡斯的公共交通主要有城市公交车(Bybusser)，轻轨(Letbanen)，蓝色公交(regional og
lokalbusser)，机场大巴(Lufthavensbusser)，X 环岛线(X busser)和火车。

去哪
对于留学生而言，比较常用的就是城市公交了。而轻轨并没有覆盖全城，就小编个人而言，
乘坐轻轨的机会并不多，除非你时常途径火车站到奥胡斯大学附属医院那条线。
查找公交线路，建议简单粗暴的使用 Google map,公交线路和时刻还是比较准确的，只是临
时的线路调整不会立刻显示出来。你也可以下载 Rejseplanen 来查找线路，信息更新及时。
但缺点是它只有丹麦语版本，而且你得知道你要去的那一站具体站名叫什么。如果你想直观
的看到你要坐的那一趟车此刻行驶到了哪里，建议你下载 Midttrafik live, 此 APP 实时更新
车车们在地图上的位置。
如果去其他城市，比如哥本哈根，可以乘坐火车或者 Flixbus。

买票
最传统的方法是用车上的自动售票机买单程票(enkeltbillet)，途径 1-2 个区，比如从 301 区
去 303 区，票价 20DKK。蓝色公交，机场大巴都是在上车时从驾驶员那二买票。找零有限，
尽量不要使用太大的面值。轻轨的单程票是在站台上的自动售票机购买，和公交上的售票机
是一样滴。
乘坐公共交通也可以使用公交卡(Rejsekort)。票价分不同等级，同一区域每月刷卡 40 次为最
高的 7 级(Mængderabat)，每次刷卡享受最高的折扣。例如实名制的公交卡在小贝尔特桥
(Lillebælt)以西地区达到 7 级，将会享受低至 8.1DKK 的优惠票价。另外早上 7 点以前，下午
6 点以后，以及中午的 11-13 点之间，有 25%的时间折扣。申请公交卡可以去位于公交总站
的客服中心办理，也可以在 Rejsekort 网站上申请。使用公交卡需要每次上车时在蓝色圆点
的机器上 check in，到达本次行程的目的地时 check out，中间换乘不用 check out。公交卡
充值，可以用 Nem ID 登陆 rejsekort 个人页面网上充值，也可以在火车站或者轻轨站台的机
器上充值。注意，网上充值有延时，不会立刻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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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也可以选择更加现代化的方法购票——手机 APP。下载 Mobilbillet，可以选择单程票（仍
然是 20DKK）
，10 次票，特殊票（比如机场大巴车票，奥胡斯 24 小时票等）或者季票。其
中单程票上会显示车票有效时间，约 2 小时。购票之后，如果乘坐蓝色大巴，需向司机出示
APP 上的票；如果乘坐黄色公交，查票员来了再出示票。被查到逃票，罚款 750DKK。
乘坐火车建议下载 APP——DSB，可以方便快捷地查询车次并买票。二十六岁以下的同学可
以考虑购买 wildcard，一年内每次购票都会有折扣。无论年龄都可以 DSB orange 特价票，
但是票量有限，建议提早开始关注。
获取更多关于奥胡斯公共交通的信息，你可以访问 midttrafik.dk。关于 Rejsekort 详情请访问
rejsekort.dk

自行车：购买与修理
在丹麦，骑自行车的人非常多。不仅方便、省钱，同时还可以锻炼身体。购买自行车你可以
考虑买新车或者二手车。

在哪买车
如果打算买新车，你当然可以去步行街上的车行看看。价格通常较高，三四千及以上居多。
如果你对自行车的要求不是很高，只是打算用作日常通勤，你可以关注 Bilka 或 Føtex 超市
的网站。这两家超市的自行车经常有特价。超市经销的自行车也算是经典老牌子了，性价比
较高。
如果打算买二手车，建议加入奥胡斯及周边的二手自行车交易 Facebook group，搜索相关
关键词你就可以找到。奥胡斯学生很多，人口流动性比较大，二手自行车市场也就比较火热。
切记要擦亮双眼，挑选适合你的自行车。

Tips：
•

在丹麦骑自行车不强制戴头盔，但是安全起见，还是建议花一两百元买个头
盔，或者去二手店淘一个便宜的。

•

自行车必须前后都有车灯，不然会被罚款。车灯可以在 Bilka 或者自行车配件专
卖店买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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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行车后座不可载成人，只能在安装了安全座椅的前提下，载着小宝宝。

修车
在丹麦修车收费较高。补轮胎一类的小问题你可以买来材料及工具自己动手。Tiger 有时有
售便携式补轮胎工具套装，Bilka 等大型超市有较齐全的自行车配件。至于“手残党”，可以带
着替换零件去参加每月在 DOKK1 举办的志愿者修车活动，顺便学一两招修车技巧。

丢车了怎么办
丹麦的治安总的来说还是不错的，但是自行车非常容易被盗。如果你买的是新自行车，你可
以为你的自行车上保险。作为学生加入 djøf 会员，你可以享受优惠价的保险费用。
每辆自行车上都有一个刻在车架上独一无二的编号（Stelnummer），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
都最好记录下这个编号。一旦自行车丢失，登记自行车编号向警方报案。一方面如果偷车贼
被抓，你的自行车也许还可以找回来。另一方面通过偷车贼买到你的自行车的人如果到网站
上查询此编号，买家将会发现这是一辆登记在案的被盗车。追回自行车的概率虽小，但记住
编号仍增加了一线希望。
最直接的防盗办法就是给自行车上一把靠谱的锁。塑料锁头的锁看似可靠，实际上比较容易
撬开。
我们比较推荐用简单粗暴的链条锁，
把车和公共停车架锁在一起。或者到 Bilka 或 Føtex
等大型超市买一把自行车配件锁。花小钱，省大钱，不要等车丢了才追悔莫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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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驾照在丹麦的使用
来到了丹麦，你就会发现这边的公共交通跟国内还有较大差距，尤其是城市间的交通连接，
慢且班次有限。这时候，假如能租车自驾或者购置车辆，将会为出行增加极大的便利。那么
国内驾照在丹麦能否使用呢？如果能的话应该怎样使用呢？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官方的说法：
详 细 信 息 可 以 查 阅

http://www.fstyr.dk/DA/Korekort/Ombytning-af-udenlandsk-

korekort/Engelsk-version.aspx，此处节选与我们相关的重要部分
If you do not have normal residence in Denmark, you may use your foreign driving licence in
Denmark in the following cases:

It is a foreign driving licence (not issued in an EU or EEA country), issued in the Latin alphabet or
accompanied by a translation in Danish, English or French. The translation must be produced by a public
authority or by an organisation which has been authorised to produce it by the issuing country.

In Denmark, you are allowed to drive the same types of vehicles as you are according to your valid
driving licence from the issuing country.

If you have normal residence in Denmark
The rules regarding to what extent you must exchange your foreign driving licence for a Danish driving
licence depends on (among other things) whether you have normal residence in Denm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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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her countries
If your driving license was issued in a country other than the countries listed above, you have a right to
drive with your foreign driving license for up to 90 days from when you establish residence in Denmark.

This only applies though if your foreign driving license is valid and if the driving license is issued with
Latin characters or is accompanied by an official translation into Danish, English or French.

In addition, you must meet the age requirement that applies for being issued a corresponding Danish
driving license.

No later than 90 days after establishing residence in Denmark, you must have exchanged your foreign
driving license for a Danish driving license if you wish to continue driving in Denmark.

In order to be able to exchange your foreign driving licence for a Danish driving license, you must pass
a driving test (a theoretical and a practical test).

由此来看，对于短期交流的同学或者访问学者（可以等同认为没有 CPR 号码），可以简单的
通过提供驾照的翻译公证件来连同驾照本身合法使用。此处注意一点，虽然现在国内新版驾
照大部分内容提供了中英文对照，但是最为关键的姓名一栏内容仍然只是单纯的中文模式，
因此驾照本身并不符合要求，需要提供翻译公证件。翻译公证件可以在国内办理，价格各公
证处不一，择优选择。对于各类租车网站推荐的国际驾照翻译认证件在此处也可以使用，价
格便宜，仅需支付邮费即可。
对于长期访学的或者攻读学位的同学情况有所不同了，在来到丹麦的 90 天内可以依照短期
访问的方式使用国内的驾照，但是超过 90 天后就需要更换为丹麦驾照了。这里有一点需要
注意，虽然过了 90 天合法使用期后，租车公司依然会将车租给你，但是他们本身不会驾照
合法性进行验证，因此一旦出现意外将会按照无证驾驶处理，即使购买了全险在理赔时也有
可能会遇到障碍。
那么怎么更换为丹麦驾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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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规定，中国被归入了其他国家行列，在更换过程中需要参加理论和上路测试。虽然看似
麻烦，但是优点是第一次测试时免费的，而且不用费时费力的去参加培训。具体的流程如下：

1. 联系自己的家庭医生（黄卡上有联系方式）预约体检，体检涉及视力测试等一
系列与身体健康有关的问询，一般不会有问题。体检当天需要携带一张护照尺
寸的照片，此张照片将是未来你丹麦驾照的头像，千万慎重选择。体检完毕，
医生会当场给你一份密封的体检证明。
2. 联系体检的同时可以进行驾照的翻译公证，这里的丹麦公证按照警察局的说法
是必须要由丹麦警察局认可的翻译给出，价格司法部统一规定。但是以前的经
验是国内的公证处给出的公证件在奥胡思也可以使用。如果需要丹麦认可翻译
的可以自行联系，此处不做推荐。一般需要 2-7 天不等。
3. 在获得体检证明和翻译公证件后可以携带两者与自己的护照、粉卡、黄卡、驾
照原件前往 DOKK1 处办理驾照更换申请。更换申请一旦提出，你的国内驾照
原件将会被扣押在丹麦警局，并当初给出一张丹麦临时驾照，一般有效期 3 个
月。此临时驾照可以合法的在丹麦、挪威、瑞典、芬兰和冰岛合法使用。
4. 提出申请后，丹麦警局会与中国政府核对你驾照的真实性，一旦获得核实，将
会往你的注册地址寄送一份盖章的驾照申请表和另一份临时驾照，有效期可能
为 3-6 个月。等待期间可以自行练习理论试题和联系教练练车或者自行持临时
驾照租车练习。临时驾照到期后，可以申请续期一次，一般可获得续期 3-6 个
月。但是在驾照真实性核实期间，临时驾照可以无限续期。
5. 在拿到驾照申请表就可以申请注册考试了，理论和上路测试的第一次均是免费
的，因此要珍惜机会，伺候的测试均收费，费用 800-900，每年价格略有变
化。理论测试语言可以选择英语，上路测试时需要联系一名警察局认可的翻译
作为陪同翻译。
6. 理论测试当天需要携带护照、粉卡、黄卡、临时驾照（即使已经过期也需要携
带）和驾照申请表。若理论测试没有通过，你的临时驾照将会被当场扣押，此
后你不能再独自租车练习，只能由教练陪同练习。理论测试通过后，有效期一
年，需要在一年内通过上路测试，否则成绩作废。通过上路测试后，会当场签
发一张临时驾照，正式的驾照将在 1 个月内寄到你填写的住址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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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归国证明办理
请访问链接 http://dk.china-embassy.org/chn/zdjl/jyjl/t1130166.htm
如仍有疑问，欢迎在微信群——奥胡斯大学小分队，向有相关经验的小伙伴们提问。

奥胡斯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
联系方式
Facebook page: Chinese Students and Scholars Association Aarhus 奥胡斯大学中国学联
微信群: 奥胡斯留学生小分队
奥胡斯学联微信号：aarhusxuelian (此微信号并非一直在线，发送消息请耐心等待)
QQ 群: 77 62 62 49
邮箱：aarhusxuelian@gmail.com

主要活动
•
•
•
•
•

春节喜乐会
春夏郊游
不定期讲座和聚会
夏季不定期烧烤
中秋国庆双节聚会——九月入学新生迎新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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