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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瑞典作为全世界最安全的国家之一，整体治安状况良好，但对来瑞典留学的中国学

生来说，毕竟是一个新的陌生的环境，同时来瑞典留学的中国学生人数也逐渐增加，

在一个新的环境下各种事故的发生也为我们广大留学人员的人身财产安全问题敲响了

警钟。为此我们在瑞学子希望能够以自己的力量，尽可能全面的总结涉及我们留学生

安全的种种经验教训，以提高广大留学生的安全防范意识，防患于未然，确保我们身

心健康地完成学业。 

        在中国驻瑞典王国大使馆教育处的支持和协调下，由在斯德哥尔摩地区的斯德哥

尔摩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瑞典皇家理工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卡罗林斯卡医学

院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联合编写了《瑞典留学人员安全手册》， 即本手册。涉及到留

学生生活中应当注意的各种安全常识。 

 

 

斯德哥尔摩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 

瑞典皇家理工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 

卡罗林斯卡医学院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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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人身安全 
 

1．联系方式 

在驻瑞使馆登记信息，中国驻瑞典王国大使馆保护中国公民

在海外的合法权益，提供领事保护和协助，留瑞学子应该加强与

大使馆的联系。例如驻瑞大使馆教育处网页上有《留学人员报到

系统》，留瑞学子应当及时登记自己的个人信息，联系方式等

等。以便出现紧急情况的时候，教育处能够跟您及时取得联系。在需要的时候，教育

处更能掌握留学生情况，便于加强协助。 

以下为中国驻瑞典王国大使馆领事部及教育处紧急电话及联系方式： 

  领事部：  电话 0046-8-57936429/51/28， 

            Emai: consular@chinaembassy.se 

            中国公民领事保护: 手机 0046(0)763383654 

  教育处：电话 0046-8-7552318，  

          Email：info@cnedu.nu 

    初次来瑞的同学们可能有各样的疑问，网上的信息可能不能满足你的需要。所以

应及时与所在学校的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会（Chinese Students and Scholars 

Association，CSSA）联系，寻求帮助。请与相关负责同学联系，取得信息。同时各校

联谊会组织都与中国大使馆有密切联系。 

    记录自己所住地址及邮编，并将其告诉国内的家人，并告知亲友在自己遇有紧急

情况时,可以最快联系上的同学朋友电话。 

2.紧急求助电话 

    瑞典的犯罪报警、急救、火灾等等事故的紧急号码只有一个：112。瑞典的应急系

统非常强大，并且提供全方位的帮助，在瑞典遇到困难的时候，如果有电话的话，在

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应迅速拨打 112。所有的电话，包括未付费的公用电话，拨打 112

都是免费的。而且一般来说反应非常迅速，几分钟之内就可以到

达，可以协助处理各种困难，它涵盖的范围较广，包括报警，急

救以及医疗，即使你的状况达不到 112 出警或出救护车标准，他

也会告知你应该怎么做或应该联系哪里去哪个医院。曾经有人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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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不知如何就医，周围同学也不知如何事好，后经朋友联系到学联成员后得知 112 电

话，112接线员告知他去应该去某医院，情况得到解决。 

3. 住宿 

    通过正常渠道寻找出租屋，并查看门窗是否具备安全上锁。有条件的话，尤其是

刚刚抵达瑞典的新生，最好选择住在学校宿舍；如果选择在校外合租，必须谨慎选择

合租人，合租期间相互谦让，千万不要发生激烈争执或者动武；租房不可以贪便宜，

要注意所住的城市区域。有些房屋便宜是因为它们不安全或处于高犯罪率区，在财力

能承受的情况下，尽量选择名声较好，较安全的地方居住。如果是

第一次租房，建议问问学长学姐或者本校联谊会。夜晚睡觉不要忘

记反锁房门，半夜听到陌生人敲门请勿随便开门。 

4.外出活动 

    避免在治安混乱的区域行走，独走偏僻之地一定要注意避开可疑人员；不要因为

身边的一些异常现象（比如有人丢钱，对你洒饮料等）分散自己的注意力。不要在斯

德哥尔摩打黑车，夜晚乘坐公共交通时，远离醉酒的陌生人。尽量减少单独夜间出

行，避开一些偏僻的或者容易发生偷抢的街道，瑞典法律规定喝醉的人犯罪并不承担

刑事责任。尤其是女生，女生要结伴而行，请尽量避免自己去偏僻的地方，夜晚乘车

的时候坐在有人能看到的地方。曾经有同学遇到性骚扰暴露狂的情况，此外也曾发生

过女生夜晚独自回家时手机被抢的事件。 

    野外 hiking时尽量随大流，结伴而行，并且要走成熟的指定路线，不要另辟蹊

径。 

    不随便搭陌生人便车，不独自为陌生人带路，不被陌生人带路，不与不熟悉的人

结伴同行。 回避大街上主动为你服务的陌生 人，不饮用陌生人向你提供的食物或饮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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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财产安全 

1．少带现金 

    在瑞典使用信用卡/借记卡十分普及，钱包内不宜也无需存放大量现金。现在骗局

越来越多，小偷会利用一些骗局来骗取钱财，一般是团伙作案。例如：有人会假装掉

硬币，当你帮忙低头捡硬币的时候，他们便会顺手牵羊把包偷走。老城地区常有团伙

设猜小球赌博骗局，不要围观，不要参与。钱包被盗或遗失后第一时间报警，和信用

卡公司联系挂失。一般信用卡公司都有处理遗失卡片的

部门，最好将电话号码和自己的信用卡号码抄写备

份，若不慎遗失，立即打电话挂失，争取把损失降

到最低。同时要做到包不离手，在外出的时候或者购物

的时候不要把包随手放在某处，不要用手提包占座，曾经发生过很多起丢包的事件，

主要原因就是自己疏忽大意。 

    妥善保管重要证件，护照、身份证、信用卡、机船车票等重要身份证明和凭据应

当妥善保管，切勿轻易示人。重要的文件自己应当注意备份好复印件以防万一。遇到

有人检查证件时要有礼貌地请对方出示其身份或工作证件以核实，不要轻易应允。 

2. 看好家门 

瑞典治安较好，一般来说入室抢劫率不高，但是不可掉以轻心，要养成随身带钥

匙，出门马上锁门的习惯，尤其是去公共厨房做饭的时候，曾经出现过盗窃情况。外

出或者夜间就寝前，应检查门窗是否关好。除了给可靠朋友备份外，不要随意将钥匙

交给其它人，免得家里出入复杂。 

3. 低调生活，切勿炫富 

    吃穿用度不要一心追逐名牌与攀比。交友时切忌花钱大手大脚随意请客吃饭，应

当结合自身条件做好理财，合理消费，加强自控。时时刻刻做到财不外露，并尽量避

免向他人透露自己家庭的经济状况，保护个人隐私，以免引来他人的嫉妒。外出时少

佩戴金银珠宝，自己的重要物品如护照、银行卡、学生卡、驾照等不要借给他人使

用。生活中要远离酗酒和毒品，避免去酒吧、赌场等复杂场所以节省不必要的开支，

减少铺张浪费。日常言行要谨慎，避免害到朋友和家人，不要向陌生人或者不熟的朋

友透露自己朋友的私人信息。经常给国内亲人打电话会吸引电话诈骗集团以绑架或者

看病的理由向你的亲人勒索或者骗取钱财。近些年频频出现留学生的钱财被网络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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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伙骗取的现象。例如，他们假装新生或者

学生的亲友，利用钓鱼网站骗取学生的个人

信息，然后联系该学生的亲人朋友骗取钱

财，切忌不要轻易透露自己的真实信息。所

以要和远方的亲人建立多渠道联系，除了电

话，还要有电子邮件，短信，或者可以向亲

人告知身边朋友的联系方式。谨慎交友，注意交流，但同时也要注意谨慎交友，尽量

远离有不好生活习惯、背景复杂诸如吸毒、赌博的人，自己要注意好好学习，养成一

个好习惯。  

4.房屋保险 

    它不仅能够保障由于意外原因损失的室内财产，还可以保障外出期间的财产损

失。据说一扇窗户损坏的话，大概需赔偿 4000多克朗。另外，若居住的是 SSSB的学

生宿舍，注意要保管好 sssb房屋的钥匙，因为一旦丢失需要赔偿 3000多克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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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交通安全 

1. 交通规则 

    严格遵守瑞典当地交通规则，行人过马路一定要走斑马线，且不要闯红灯，瑞典

车辆行车速度比较快，如果行人闯红灯是很危险的。在

没有红绿灯的斑马线，按照交通规则规定机动车必须让

行人，但在过斑马线的时候，要注意观察司机是否观察

到自己以及是否已经开始减速，虽然瑞典司机整体素质

较高，不要完全相信对方会遵守交通规则，总归会有万

一，雨雪天气时更是要特别注意。 

2. 安全带 

    在国内驾车有不少人没有系安全带的习惯，但是在瑞典，上车之后，先系安全

带。在前排不系安全带是违法的（公共汽车除外），警察会对未系安全带的司机罚

款。即使坐的后座也尽量系上安全带。一旦有撞车发生，安全带的保护作用是至关重

要的，会很大程度提高生存的几率。 

3. 冬季出行 

    瑞典的冬季能持续 5个月之久，地面的冰雪长期不会融化，所以

冬天的摔伤骨折的情况也频频发生，所以冬季外出时请注意穿防滑舒

服的鞋子,骑自行车需戴头盔，晚间须有提示灯，不要在机动车道骑

行。雪夜行走时在衣服或者双肩包上贴上一些反光物件，以保证安全 

4. 自驾与公交 

自驾汽车时严格遵守交通法规，不超速，不抢行，不闯红灯，更不要酒后驾车。

乘公交车及火车时注意礼貌谦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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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防火安全 

1. 厨房用火 

    平时做饭时人要在旁边看好火候，不要一心二用，使用后要及时关闭，使用烤箱

的时候，用计时器提醒。热炉子上避免有覆盖物，曾经出现过覆盖物着火现象。 

2. 定期检查 

要定期检查家中电器用品的电线有无断裂等现象，如有

隐患应该尽早保修。不要在室内使用用电量较大的电器，出

门的时候要把所有电源切断，曾经就有中国学生回国没关电

器结果引发火灾的事例。警报响起，消防队员会立即赶到，

但是房主需要支付 1000多克朗 

3. 处变不惊 

    检查并熟悉住所内防火设备(如灭火器、报警器等)，熟悉住处的求生通 道，一旦

发生火灾，迅速疏散逃生，不要贪恋财物，迅速离开火源，在无法确定火势情况下，

及时离开现场，不要采取跳楼等极端方式，设法自救, 在较安全处立即报警 112。且逃

生时要利用楼梯，切勿使用电梯。 

4. 做好准备 

    报名参加学校或者其他机构组织的安全教育课程，学习正确使用灭火器，掌握对

不同火源处理的基本常识。长期离开住处时，要切断屋内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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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旅游安全 

1. 未雨绸缪 

    出行之前一定做好详细规划, 合理选择出行目的地，合理安排时间，不要出门太

久或者去危险的、人迹罕至的地方。提前安排、询问好医疗保险、汽车保险等事宜。

旅行之前要让家人或是至少一位朋友知道你的旅行计划和路线；旅行期间，注意和亲

朋好友保持联系。随身携带证件照和护照复印件，如果出现意外比如钱包证件丢失，

请尽快联系当地中国大使馆。 

2. 入乡随俗 

    不识路的观光客，很容易成为罪犯攻击的

目标，因此出游时应该尽力做到入乡随俗，着

装上尽量不要做怪异的打扮或是炫耀名牌，购

物时勿显露大笔现金，以免引起他人注意。尽

量避免在大街上看地图，出门前先研究好路

线。不要在公共场合利用提款机取现，曾经出

现过直接在提款后抢钱的现象。在危险的场所，尽量避免暴露贵重物品比如现金，手

机，单反相机等，这样很容易被盯梢。 

3. 熟悉环境 

    在入住饭店或旅馆时，请先熟悉旅馆或饭店的平面图以了解防火器材及紧急出口

的位置。入住酒店亦应随身携带好个人财物和证件，出门时，不要放在房间内。晚上

自由活动时要结伴而行，不要太晚回酒店；出去要带好紧急联系通讯录，以防不测。 

4. 谨慎选择旅伴 

    旅途有伴，可以提高旅游的趣味，同时大大减少疲劳度。但是如果选伴不慎，反

而容易增加风险。 

5. 遵纪守法 

    在国外旅行期间，请遵守当地法律，去之前最好做好功课稍微了解一下当地法

律。有同学在旅行过程中遇到了假警察，他们利用盘问你的机会进行偷窃；还有一些

人假装对你表现得很热情，当和你讲话甚至有一些肢体性的接触时，他们会趁机进行

偷窃。所以切忌不要轻易和陌生人讲话。在景点遇到陌生人过分热情的搭讪或者兜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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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品时注意保持警惕。特别是主动为你绑线，头上戴东西或者塞报纸等一些奇怪行

为，要果断主动拒绝 

6. 减少风险 

    出于安全考虑，希望留瑞学子尽量选择安全系数较高的活动，远离危险游戏。切

勿一时兴起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尝试有一定危险性的活动。登山或游泳一定要在指定

的区域并且事先准备好相关装备，结伴而行。有一些危险的景点，尤其是爱好户外的

学生喜欢探险未被开发的自然景点，比如说攀岩。一般那些地方没有人为保护措施，

所以天气不好的情况下请尽量避免前行。乘坐邮轮时，晚上不要独自上甲板，注意人

身安全，避免落水。此外意大利，法国，西班牙的治安普遍不好，所以要随时保持警

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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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危险情况或安全事故的出现都会涉及包含以下几个要素： 危险时间、危险地点、

危险人物、危险事件。只要同学们注意杜绝其必要条件，就能减少风险，增加安全

性。希望大家尽量选择安全的时间、地点，与安全的人群一起出行，杜绝涉入危险的

事件，以享受充实、丰富的留学生活。 

 

参与编写人员 

   黄斯斯 （斯德哥尔摩大学），钟原（斯德哥尔摩大学），张弛（瑞典皇家理工学

院），石天晟（卡罗林斯卡医学院），韩光（斯德哥尔摩大学）排名不分先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