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来到奥卢
- 外国人指南

前言
当今世界，跨国流动人群不断增加。其中原因可能包括：为了工作、爱情、
学习或安全。在过去十年中，奥卢正在缓慢却稳定地向多文化国际都市发
展，与整个世界融为一体。
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开始定居奥卢，奥卢市政府意识到，提供的服务应满足
所有居民的需要，其中包括拥有外国国籍的居民。因此，奥卢市通过“温
馨奥卢”工程为处于初期融合阶段的外国人制定了指南并提供咨询服务，
此工程得到欧洲社会基金和经济发展中心、北 Ostrobothnia 交通和环境部
的资助。
通过外国人的咨询和反馈，我们认为有必要制定一则指南，列举“要做的事
情”和服务，以便为在奥卢居住的外国人提供便利。因此该指南专为移民或
计划移民奥卢生活的外国人制定。这个指南中包含了公共服务，例如住房、
就业、教育、健康和各有关当局的实用信息。
我们希望这份指南有助于您在芬兰系统中找到您所需的信息，使您定居奥卢
更加容易，更能感受到奥卢如家般的温馨。
本指南于 2011 年由“温馨奥卢”工程编纂。请注意，在指南发布后，可能
已经更改某些信息。
本指南已使用阿拉伯语、汉语、英语、俄语和索马里语发布。可访问
www.ouka.fi/homelikeoulu 阅读在线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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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欢迎来到奥卢
1.1 奥卢概况
奥卢市是芬兰北部最大城市，也是芬兰第六大城市。该城市由瑞典国王查尔
斯九世建于 1605 年，自 1776 年起，成为奥卢省首府。
在早期，奥卢以焦油和鲑鱼而闻名，现在已经发展成为技术、著名学府和专
业学校的现代化中心。奥卢因广博的物产和自然美景而成为居住、学习和工
作的理想之选。
奥卢有 14.5 万人口。2013 年该市周边将出现 4 个邻近城市，居民数量
将达到 20 万。届时，奥卢市居住者平均年龄将为 35 岁，使其成为芬兰最
年轻的城市。
生活在奥卢的外国人数量一直保持稳定。2010 年，该市有来自 110 个国家
和地区的 3509 名外国居住者，占总人口的 2.5%。
全年可以通过陆路、铁路或飞机抵达奥卢。奥卢与首都赫尔辛基之间有多趟
火车和多架次航班连接。该市拥有良好的公路和铁路连接，乘任意交通工具
都可轻松到达。每天奥卢与赫尔辛基之间都有数架次航班。
重要网站
地址

语言

详细信息

www.ouka.fi

英语、芬兰语、瑞典语

奥卢市提供的奥卢相关信息

www.infopankki.fi

阿拉伯语、汉语、英语、芬
兰语和俄语

奥卢移民基本信息

www.finfonet.fi

阿拉伯语、英语、芬兰语、
法语和俄语

有关移民的国家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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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奥卢市帮助与信息中心：Oulu10
Oulu10 是游人和居民的市政服务点。该机构集多种服务于一体。服务范围包
括由该市运营的公共服务信息和指南，解答有关儿童看护以及老年服务、参
加体育运动机会的问题。在这里也可获得基本信息资料，如地图、宣传册、
图表、公交车时间表等。工作人员还帮助填写各种表格并提供指导，以便您
获得该市提供的辅助服务。Oulu 10 每日提供英语和芬兰语服务。
还提供其他外语服务*。关于提供何种语言服务的详情，请见下表。有关语
言更新，请查看网站
语言

星期

时段

电话号码

电子邮箱

汉语

星期一

15.00-17.00

050 911 0436

oulu10.cn@ouka.fi

俄语

星期二

15.00-17.00

050 911 8559

oulu10.ru@ouka.fi

土耳其语

星期三

15.00-17.00

050 911 0279

oulu10.tr@ouka.fi

泰语

周四

15.00-17.00

050 406 3296

oulu10.th@ouka.fi

Oulu10
Torikatu 10，市中心
电话 08 558 558 00
http://www.ouka.fi/oulu10/
oulu10@ouka.fi
工作时间：
周一至周四 8:00-17:00，
周五 8:00-16:00

奥卢旅游局（提供与奥卢及周边
旅游企业有关的信息和建议。）
Torikatu 10，市中心
电话 08 558 558 00
工作时间
周一至周四 9：00-17：00，
周五 9：00-16：00
电话 08 558 41330
http://www.visitoulu.fi
touristinfo@ouka.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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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紧急情况

常用紧急情况号码 (hätänumero)： 112

紧急呼叫免费。
如果遇到紧急情况，请拨打常用紧急情况号码寻求帮助。
拨打此号码可获得以下部门救援：
• 消防部门
• 救护车服务
• 治安部门
• 紧急社会服务
• 海上救援
常用紧急号码始终不变（无需加拨任何区号），可使用座机、移动电话和外
国移动电话拨打。
拨打 112 时，呼叫者必须
1. 告知他/她的姓名
2. 说明情况和事发地点（地址及所在城市）
3. 等待指示
4. 未获得相关人员的指示，不要挂断
如果紧急号码繁忙 - 请不要挂断。录音信息将提示呼叫者不要挂断。相关
人员将尽快按照先后顺序应答紧急呼叫。
毒物信息中心电话： 09-471 977
毒物信息中心回答与急性中毒的预防和治疗有关的问题，每周七天，全天 24
小时提供服务。但是，该中心不治疗病人或分析病因。
ICE（如遇紧急情况）号码
如遇意外事故，使用 ICE 号码联系家人或朋友。本人必须始终在自己的手
机上保存一些“ICE 联系人”。将 ICE 添加到某人的姓名前便可使其成
为“ICE 联系人”，可在遇到紧急情况时联系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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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抵达后
1. 获得住址后，本人必须亲自在
人口信息登记处登记。
2. 警察局处理与居住许可证和居
住权有关的问题。在警察局还
可以申请居住许可证。有关居
住许可证和居住权事宜，请访
问当地警察局。
3. 访问芬兰社会保险机构 (Kela)
以获得社会保障权。
4. 在芬兰，每个人必须有一张证
明课税减免百分比的税卡。可
以在税务局 (Verotoimisto)
取得税卡。如果有网上银行，
还可以在线申请税卡。
5. 如果失业，请访问就业和经济
发展办公室 (TE-toimisto)。
6. 开立银行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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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抵达后请在当地登记处登记

奥卢登记处 (Oulun maistraatti)
Isokatu 4,
电话 08 71 876 0241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五 9:00-16:00
info.pohjois-pohjanmaa@maistraatti.fi
http://www.maistraatti.fi/en/
登记时需提供：
• 护照
• 本人以及家人的居住许可证（如果您不是欧盟国家、北欧国家或欧洲经
济区公民）
• 相关证件原件和官方授权的译本（海牙认证、apostille-todistus）。
例如结婚证、儿童出生证等。
登记后将颁发以电子邮件发送的社保号码 (henkilötunnus)。在芬兰，大多
数当局和登记处使用社保号进行认证。

2.2 住址变更通知
当出现以下迁移情况时，必须向当地登记处 (maistraatti) 提交住址变更
通知予以告知：
• 迁移到芬兰境内
• 在芬兰的不同地区之间迁移
• 迁移到芬兰境外
首次迁移到芬兰，迁入人员应通知 maistraatti。此后，在芬兰境内或
奥卢市内迁移时，可以通过邮局或通过互联网填写表格或电话直接告知
maistraatti。邮局将通知 maistraatti 和其他官员，您的地址已发生变
更。
邮局将在
1
个月内免费向新住址递送所有邮件。第一个月后，递
送服务将收取费用。如果一个月后，需要将邮件递送至新住址，
将收取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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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卢邮政总局
Hallituskatu 36，市中心
电话 020071000
http://www.posti.fi/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五 8:00–20:00，周六 10:00–14:00
城市各个区域都有邮局。许多电话亭作为邮局的分支提供服务，工作时间更
长。

2.3 抵达后警方提供的服务

奥卢警察局 (Oulun poliisiasema)
Rata-aukio 2，Raksila 地区
电话 071 876 0211
传真 071 876 5942
http://www.poliisi.fi
工作时间：
警察局：周一至周五 8:00-18:00，周六至周日 8:00-15:00
签发许可证：周一、周三和周五 8:00-16:15，周二 8:30–
16:15，
周四 8：00-17：00
为外国人提供的签发许可证服务：周一、周三、周四和
周五 9：00-16：00
警察局处理的相关事宜包括：
申请延长/长期居住许可证
居住许可证换新护照
申请入籍
外国人申请身份证
证件（驾照）
许可证（相关活动等）

2.4. 居住许可证
居住许可证即在该国居住的授权书。它颁发给不以旅游或短期停留为目的的
外籍人员。
• 欧盟国家或欧洲经济区国民可以在芬兰居住、工作和参与某种职业
或学习三个月，三个月以后如继续停留，必须向警察局申请居住权
(oleskeluoike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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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欧盟或欧洲经济区国民如果希望在芬兰居住，需要取得居住许可证
(oleskelulupa) 才可入境。获取居住许可证的原因各有不同（工作、
学习、家庭关系、人道主义等）。居住许可证可以有不同类型，视个人
情况而定。
通常，申请首个居住许可证时，申请人需要在芬兰驻该国/地区使馆（大使馆
或领事馆）申请。居住许可证由芬兰移民局 (maahanmuuttovirasto) 批准。
芬兰公民的家庭成员无需在芬兰境外申请和等待居住许可证；本人可到芬兰
申请自己的居住许可证。这种情况下，当地警察局将决定是否颁发居住许可
证。
必须始终向当地警察局提交居住许可证延期申请 (jatko-oleskelulupa)。
居住许可证申请表和表格填写详细说明，请参照：
芬兰移民局网站
http://www.migri.fi.

2.5. 银行服务
开户
在芬兰，几乎所有财务交易活动都通过银行 (pankki) 完成。因此，本人必
须拥有银行账户。开户时银行将提供一张银行卡，您可以使用该卡从提款机
(pankkiautomaatti/Otto)取款和购物付款。所有银行都提供网上银行服务，
以及用于其他服务的各种卡。开户人需使用有效护照或芬兰警察局颁发的永
久或临时芬兰身份证验证身份。开户人自主选择银行。
开立银行账户时，申请人必须提供：
• 开户人和/或银行卡订购者的姓名
• 个人身份证明文件（护照或身份证）
• 芬兰住址
• 芬兰住址租赁协议
支付账单
可在收取费用的银行收银台或通过网上银行支付账单。银行提供账单支付说
明。
请注意：应始终按时支付账单。到期日 (eräpäivä) 位于账单上，并且注明
了最晚支付日期。如果您晚于到期日支付，将收取额外费用。如果您难以在
到期日支付账单，请提前联系公司并协商其他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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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Kela – 芬兰社会保险机构
Kela 为所有在芬居民提供基本保障。Kela 提供的福利条款由法律规定。当
地人口注册登记处 maistraatti 颁发社会保险号后，本人必须访问 Kela，
了解是否有资格获得芬兰社保。
奥卢 Kela 办事处
Sepänkatu 18，市中心
邮政地址：PO Box 190（可在 Kela 办事处获得
已填写地址的预付费信封）
http://www.kela.fi
工作时间：
周一至周三： 09:00-16:00
周四： 09:00-17:00
周五： 09:00-16:00

2.5.1 Kela 提供的福利
Kela 提供以下福利：
- 有儿童的家庭福利
• 生育补助
• 生育津贴
• 父亲陪产津贴
• 父母津贴
• 儿童家庭护理津贴
• 私立日托津贴
-

为学生提供的经济资助和其他帮助
失业救济金
退休金
住房福利
疾病津贴
伤残津贴
康复津贴
未亡配偶及子女抚恤金

2.5.2 Kela 卡
如果本人有资格享受芬兰社会保险，Kela 将以邮寄方式发送个人健康保险
卡，即 Kela 卡 (Kela-kortti)。自动免费发送 Kela 卡。该卡背面标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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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止日期。如果永久离开芬兰，必须将此卡返还给 Kela。
在药房或私人诊所出示 Kela 卡，Kela 将报销部分费用。如果未出示 Kela
卡，本人必须在稍后日期向 Kela 申请补偿，从公共部门提供者那里获得的
医疗服务没有补偿。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http://www.kela.fi
http://www infopankki.fi

2.6 税金
在芬兰的每个人需要向国家和市政当局缴纳个人所得税。在芬兰，以收入水
平为基础，累进收取收入税。对于资本收入，税率为 30%。通常，直接从收
入中扣税。税金用于支付公共服务，例如保健、教育、儿童看护、老年人看
护和社会福利。
奥卢税务局 (Pohjois-Pohjanmaan verotoimisto)
Torikatu 34 B，市中心
电话020 697 024（国际税收）
020 697 050（税卡）
传真 020 613 4901
工作时间：
周一至周五 9:00-16:15
http://www.tax.fi

2.6.1 税卡和税率
如果本人在芬兰工作，必须向雇主提供税卡 (verokortti)。雇主直接从薪金
总额中扣税，将税后薪金存入该雇员的银行账户。本人必须到税务局申请税
卡。获取税卡后，可通过税务管理网站在线延长或通过电话延长税卡的使用
期。本人必须向税务局提交劳务合同、护照和社保号。
税率 (veroprosentti) 根据收入而定。税卡上将标明税率以及由税务局评
估的年度总收入，如果实际收入高于或低于评估，可以在该年要求修订税率
并发新卡。
如果本人同时为两个雇主工作，必须取得第二张额外收入税卡
(sivutuloverokortti)，同时立即告知雇主。
如果本人从事个体工作，则无需申请税卡。这种情况下，必须联系税务局进
行预缴税。在这两种情况下，必须始终归档纳税申报单。
请注意：如果没有税卡，您支付的税将占所有收入的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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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 退税和欠税
芬兰税务管理局将在 4 月份寄出上一年的预完成纳税申报单 (esitäytetty
veroilmoitus)。在该申报单中，已根据雇主、银行和其他方提供的信息计算
出税金。纳税申报单会显示您是否获得退税或必须缴纳欠税。
应仔细检查预完成纳税申报单：请仔细检查您的预完成纳税申报单。
如果纳税申报单中信息正确，则无需任何改动。由于租房或申请福利时可能需
要纳税申报单，因此不得将其丢掉。
如果需要添加收入或要求减税，则必须进行修改，并将纳税申报单送交税务
局。税务局将在秋季寄送新的税收决策。
12 月初退还可能的退税。必须确保纳税申报单所填银行账号准确无误。
联系税务局，了解与房产税和资本所得税有关的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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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住房
奥卢分为 16 个生活区，各区中心都设有基础服务设施，例如杂货店、学
校、社区中心、图书馆和医疗保健中心。

3.1 住房类型
• 出租住房
• 使用权住房：缴纳首付（约为公寓总价的 15%）和月租后，即可获得房
屋的使用权。它确保了公寓的永久居住权
• 业主自用住房
如需了解住房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http://www.infopankki.fi
http://www.asuminen.fi
奥卢的生活和住房：
http://www.ouka.fi > Palvelut > Asuminen（芬兰语）
http://www.oulu.com > Living(英语）

3.2 出租住房
您可以从政府、房产中介或私人那里租赁房屋。租赁房屋时，必须签订书
面租房协议 (vuokrasopimus)。租房协议可规定固定期限 (määräaikainen
sopimus)，或为暂时使用 (toistaiseksi voimassa oleva sopimus)。租房
协议中应阐明应付租金以及缴纳日期。
必须缴纳保证金（相当于 1 - 3 个月的房租），当承租人退租时，若房屋
内无任何损坏且租金已按时缴纳，将退还保证金。为学生、青少年、残疾人
和老年人提供特殊住房。

3.2.1. 去哪儿寻找房源
您可以在住房办事处的网站页面上，或通过当地报纸上的广告，或查看房
产中介的房屋列表，找到出租房屋。若要寻找私人出租住房，可求助代理
机构或查看当地报纸的分类版块（例如 Kaleva、Forum24、Oulu-lehti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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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uhantervehdys）。虽然这些网站为芬兰语，但大部分芬兰人都能讲英语
并能听懂英语。
提供出租住房的公司和组织：
Avara Suomi

http://www.avara.fi

奥卢市社会和医疗保健
服务（老年人）

http://www.ouka.fi/sote/
ikaantyminen/palvelukeskukset.html

Otokylä（学生）

http://www.otokylä.fi

Oulun seudun Nuorisoasuntoyhdistys
OsNa（青少年）

http://www.osna.fi

Pohjois-Suomen opiskelijaasuntosäätiö PSOAS（学生）

http://www.psoas.fi

Riihi-säätiö

http://www.riihi.fi

SATO

http://www.sato.fi

Sivakka-yhtymä

http://www.oulunsivakka.fi

TA-Yhtymä

http://www.ta-yhtyma.fi

Villa Metsola（老年人）

http://www.villametsola.fi/

VVO

http://www.vvo.fi

Walo-Asunnot

http://www.waloasunnot.fi

私人和公司租房服务单：
http://www.vuokraovi.com（芬兰语和英语）

3.3 住房重要信息
• 电力供应：联系电力公司并提供本人名字和地址，即可获得一份供电合
同 (sähkösopimus)。住户负责购买和更换灯泡与保险丝。
ààOulun Energia 负责奥卢地区的电力分配。电子邮件：
info@oulunenergia.fi
电话 08 5584 3300
àà您也可以从其他供电公司购电。可在
http://www.sahkonhinta.fi/ 上对比价格
• 水供应：租约将指明租金中是否含水费，或是否可每月单独缴纳水费。
ààOulun Vesi 负责提供纯净水和污水处理。电子邮件：
oulunvesi@ouka.fi
电话 08 5584 3800
• 火灾报警器：芬兰法律规定，每个住房必须安装火灾报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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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lohälytin)。住户有责任保证火灾报警器正常工作，并且每年更换
一次电池。如果火灾报警器在火灾前或火灾中失效，则家庭保险不包含
对火灾的理赔。
家庭保险 (kotivakuutus) 由保险公司提供。必须仔细阅读保险规定，
以了解保险中包含的确切理赔范围。
• 电视：拥有电视的家庭必须获得电视许可证 (TV-lupa)。可以从芬兰通
信管理局 (Viestintävirasto) 购买电视许可证。有关更多英文版信
息，请访问 http://www.tv-maksu.fi /en/index.html。安装卫星天线
需获得房东/物业管理者 (isännöitsijä) 的许可。
• 汽车必须停放在指定区域。可与房东签订带指定车位的租房合同。
• 住户要对家用电器负责，因此请保护好您的冰箱、冷柜、蒸煮器、吸油
烟机和洗衣机。大部分出租房屋配备厨房用具。
• 吸烟：通常禁止在房屋内和阳台上吸烟。
• 阳台仅供住户娱乐使用。不得在阳台上做饭、存储食品或敲打地毯。
• 安静期：22:00–7:00 之间，任何人不得在房屋内发出很大的声响。
• 废弃物：不得将垃圾/废弃物遗留在走廊内。
• 桑拿房、洗衣房、储藏设备和公共区域：在物业管理者处了解使用和预
订规则。
如果住宅出现问题，可随时联系房屋管理员 (isännöitsijä)

3.4 废品管理
在芬兰，废品可回收利用。人们在家中将废品分类，然后将它们置于庭院内
恰当的垃圾箱内，或者运输到最近的回收站 (ekopiste)。每个垃圾箱都有标
签。大多数建筑物都有按生物废弃物、纸张、玻璃、纸板和金属分类的垃圾
箱。在 Rusko* (Ruskon jätekeskus) 也有当地回收点(ekopiste)，例如超
市附近、当地废纸回收箱或废品处理区。
*Rusko 是奥卢的北部郊区。
居住者有责任清除废品。如果住户居住在：
• 公寓楼 (kerrostalo) 或联立房屋 (rivitalo)，费用包含在维护费中。
• 对于私人住宅 (omakotitalo) 和半独立式住宅 (paritalo)，必须和废
品运输公司 (http://www.ouka.fi/jatehuolto/english/) 签订废品清
除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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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品通常划分为以下几类：
•
•
•
•
•
•
•

生物垃圾 (biojäte)
废纸 (paperi)
纸板箱 (keräyskartonki) 和硬纸板 (pahvi)
玻璃 (lasi)
金属 (pienmetalli)
能源废料 (energiajäte)
有害物质 (ongelmajätteet)

• 电器和电子废弃物 (sähko- ja elektroniikkaromu)
更多多语种版的废品回收信息，请访问：http://www.ekokumppanit.fi/
index.php/ekokumppanit/julkaisut

奥卢废品管理 (Oulun jätehuolto)
http://www.ouka.fi/jatehuolto/english/
回收中心 (Kierrätyskeskus)
Kurkkelantie 2, Värttö
电话 08 5584 3966
工作时间：
周二至周五 10:00–17:00，
周一和周六 10:00–14:00

3.5 住房补贴
住房补贴 (asumistuki)：
• 由 Kela 向低家庭收入人员支付
• 可用于芬兰的出租住房、使用权住房或业主自用住房。
• 提供给家庭（共享生活空间的住户）
• 金额最多为住房成本的 80%
• 每年审核一次。
Kela 在计算住房补贴时考虑的因素：
• 家庭规模以及在扣除税金（总收入）之前的家庭总收入
• 租金
• 房屋大小
如果出现以下情况，请立即告知 Kela：
• 人员搬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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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租金增加或减少
• 人员数量变化
• 收入的任何变化
若 Kela 已支付过多住房补贴，则受补人员必须偿还。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http://www.kela.fi

3.6 搬离出租住房注意事项
至少提前一个月通知房东。租房协议将明确规定搬出租房前应告知房东的通
知期限。最好在签署了新住房书面协议后，才通知当前住房的房东。
• 通知电力公司搬迁事宜并申请结算表。
• 查明新住房协会是否与某一具体电力公司达成协议，或可以选择自己的
供应商。在搬迁之前约两个星期内确定新供电协议。
• 搬出时，切记将所有钥匙归还给房东或物业管理者。
• 勿忘向邮局提交地址变更通知或登录 www.muuttoilmoitus.fi 在线提
交。邮局备有地址变更登记表。
• 在搬出之前将房子清扫干净，腾空存储设备。这样，新房客才会以更愉
悦的心情入住。任何不需要的物品都可以送往回收中心，倘若保存完
好，还可拿到跳蚤市场转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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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医疗保健
与健康相关的紧急情况，可拨打
常用紧急情况号码 112。

4.1 公共医疗保健
持有 Kela 卡的所有居民有权享有城市提供的社会保健服务。政府负责大多
数医疗保健服务，包括基本医疗保健、妇幼诊所、学校医疗保健和口腔保
健。
医疗保健中心一年最多收取三次成人咨询费。从第四次咨询起，不再收取咨
询费。账单将邮寄到家庭住址。2012 年每次咨询的费用为 13.80 欧元。医
疗保健中心的护士可为成人提供免费咨询。
15 岁以下人员免费享有公共医疗保健服务。
城市提供的服务，其费用远低于私营公司提供的服务。

4.1.1 医疗保健中心
医疗保健中心 (terveysasema) 负责区域内居民的基本医疗保健。居民也可
选择加入另一个更为方便的医疗中心。若更改医疗保健中心，则必须在线提
交书面通知或填写书面表格。可加入另一个医疗保健中心
• 若搬迁至另一区域的新地址或
• 十二个月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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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保健中心开放时间：周一至周五 8:00-16:00。
区域

地址

电话

中心区

Saaristonkatu 22

08 558 44477

Höyhtyä

Hanhitie 15

08 558 44200

Kaakkuri

Pesätie 11

08 558 44510

Kaijonharju

Kalevalantie 5

08 558 44228

Kontinkangas

Kajaanintie 48 A

08 558 44333

Myllyoja

Karvarinaukio 16

08 558 44366

Rajakylä

Ruiskukkatie 4

08 558 44428

Sepän terveysasema

Sepänkatu 21
（二楼和三楼）

08 558 44630

Tuira

Kangastie 12

08 558 44477

Ylikiiminki

Vesaisentie 2

08 5587 0722

Haukipudas

Simppulantie 15

08 5585 4600

Kiiminki

Terveystie 1

08 8193 311

Jääli

Keskuspisto 3 talo 1 LH3

08 8193 311

Oulunsalo

Kauppiaantie 10

08 5587 3401

Yli-Ii

Elatuspellontie 2

08 558 58280

4.1.2 预约
致电医疗保健中心。与护士通话时，必须尽可能清楚描述症状。然后，护士
将评估病人的需要，并安排预约。护士还将告知来电者日期、时间、护士/医
生姓名以及房间号。
与医生预约时，还可询问是否有说俄语或英语的医生或者女医生。如果需要
翻译，必须事先询问医疗保健中心或医院是否可以提供此项服务。
必须提前安排医生的预约 (ajanvaraus)。通常，患者需要首先找护士，在接
受检查后，由护士决定是否需要预约医生。如果需要，则安排预约，并通知
病人等候或当天晚些时候就诊。
如果电话占线，按照自动语音机（一般为芬兰语）的提示进行操作。
• 在听到语音提示请稍候后，便开始播放音乐。
• 消息提示之后再次播放音乐。在 20 秒内重复“请稍候”的信息，并提
示来电者如果需要护士回电，则按 1 键。来电者可以选择继续等待或按
1 键然后挂断。按 1 键后，系统将自动登记来电者的电话号码，所以不
需要再拨打。电话将自动断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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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卢回电服务周一至周四的截止时间为 15:00，周五为 14:00。

4.1.3 在当地医疗保健中心该做什么
准时静候在靠近护士的门边。等待护士呼叫病人名字。如果病人迟到，可让
下一位病人先进。如果无法到医疗保健中心，应事先打电话取消预约。如果
不取消预约，将收取费用。
实验室检查和 X 光检查
患者需持有医生（非私人或职业保健医生）的转介信和预约。如果需要，当
地医疗保健中心的服务台护士可以安排预约。
实验室

电话

地址

奥卢

08 558 44355

Tuira、Centre、Höyhtyä 和
Ylikiimingin 医疗中心

Haukipudas

08 5585 4600

Simppulantie 15

Kiiminki

08 8193 340

Terveystie 1

Oulunsalo

08 55873 455

Kauppiaantie 10

Yli-Ii

08 55858280

Elatuspellontie 2

X 光检查

电话

地址

奥卢

08 558 44355

Kontinkangas 区医疗保健
中心，
Kiviharjuntie 9

Haukipudas

050 375 0105

Simppulantie 15

处方更新
如果患者定期服药并需要更新处方，则应将处方送至医疗保健中心，放到处
方盒中 (reseptilaatikko)。处方更新需要 1-3 周的时间。需要更新的所有
处方应放在一起。领取更新的处方时需出示 Kela 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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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急诊
奥卢大学医院 (Oulun yliopistollinen keskussairaala, OYS)
应急服务部门 (päivystys)
Kajaanintie 50，A1 入口，Kontinkangas 地区
电话 08 315 2655
工作时间：
周一至周五 16:00-08:00
（包括周末和公共节假日且二十四小时不间断）
前往急诊部门之前，请拨打健康咨询电话 08 315 2655。每周 7 天每天 24
小时提供健康咨询服务。电话将由护士接听，护士可以提供建议并评估您的
身体状况和接受治疗的紧迫性。按轻重缓急安排病人在急诊室接受治疗。登
记之后，必须排队等候。

4.1.5 医院就医
奥卢大学医院
(Oulun yliopistollinen keskussairaala, OYS)
Kajaanintie 50, Kontinkangas 地区
总机 08 315 2011
http://www.ppshp.fi/
在此医院接受检查和治疗需要医疗保健中心或私人医生开具的转介信
(sairaala)。在紧急情况下不需要转介信。
住院病人支付每日费用，包括检查费、治疗费、药物治疗费、护理费和用餐
费。
医院停车
• 离开之前需（用现金或卡）支付停车费的停车区
• 必须在自动售卖机买票的街道停车场。

4.2 孕妇、婴儿及儿童医疗保健
产前诊所 (äitiysneuvola)
在整个妊娠期去产前诊所定期检查母亲和婴儿的健康状况。产前诊所位于医
疗保健中心。在怀孕的第四个月月末之前必须将怀孕情况告知产前诊所，以
便从 Kela 获得生育补助。也可以看私人医生，但在芬兰，几乎所有的妈妈
都选择公共产前诊所服务。免费提供产前诊所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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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前诊所

电话

奥卢

08 558 44355

Haukipudas

050 410 9169; 050 410 7872; 050 430 8177

Kiiminki

040 5029 141; 050 3167 652

Jääli

044 4993 175

Oulunsalo

050 388 6923; 050 388 6946; 050 388 6930

Yli-Ii

08 558 58308

分娩
芬兰女性通常选择在妇产科医院分娩。分娩期间，爸爸们可陪在配偶身边。
妇产科诊所将提供更多信息。事先检查医院妇产科/产房入口，避免在分娩时
遇到干扰。如果在晚上去产科病房，按下门旁边的按钮就可准入。
奥卢大学医院妇产科/产房
B2:2 入口（高层）
Kajaanintie 50, Kontinkangas 地区
电话 08 315 3198
只可将车短时间停在坡道上。
虽然产前和产后服务是免费的，但必须支付分娩后的住院费。可在医院咨询
相关费用。产前诊所还提供孕妇产后检查。
儿童福利诊所 (lastenneuvola)
孩子出生后，在 7 岁之前都将定期接受健康和成长检查。还应按照国家疫
苗接种计划为孩子接种疫苗。可由父母双方或一人带孩子去诊所。诊所费用
全免。
为整个家庭健康提供意见是护士工作的一部分。新妈妈或爸爸们应与护士分
享他们的产后情感、家庭情况和问题。
儿童福利诊所

电话

奥卢

08 558 44355

Haukipudas

050 410 9169; 050 410 7872; 050 430 8177

Kiiminki

050 3693 479

Jääli

050 3693 479

Oulunsalo

050 388 6946; 050 388 6960 ; 050 388 6930

Yli-Ii

08 5585 8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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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当孩子感到不适时
如果孩子生病，可在紧急时间内赶往儿童福利诊所（首次去儿童福利诊所就
诊时，护士将告知紧急时间）。如有必要，护士将检查生病的孩子并安排就
医时间。
在子女满 10 岁前，若其生病，父母可享有 3 天带薪假。父母必须向雇主/
学校出示孩子生病的证明书。紧急时间内致电或前往诊所，便可获得证明
书。

4.3 学校健康咨询中心
学校健康咨询中心 (kouluneuvola) 为接受基础教育的儿童（从 7 岁开始）
和接受普通高中教育的青少年提供医疗保健服务。
始于儿童福利诊所的防疫接种计划将在学校继续。孩子将接受定期检查。应
通知学校的护士，随后护士将为孩子预约心理医生、语言治疗师等。
孩子在满 15 岁之前都应定期接受牙齿检查。如果口腔和牙齿都保持健康，
则不需要每年进行检查。15 岁之后需要自己预约检查。18 岁以下可享受免
费牙科护理。

4.4 针对难民的社会医疗保健服务
难民社会医疗保健服务为获得居住许可和回国的限额难民和寻求庇护者提供
社会医疗保健服务。在第一阶段过后，将由当地社会医疗保健办公室为其服
务。
难民和寻求庇护者的社会医疗保健服务
(Maahanmuuttajapalvelut)
市中心 Kauppurienkatu 8 B 第 4 楼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五 9：00-16：00
电话 050 347 5745
http://www.ouka.fi/sote/maahanmuuttajat

4.5 口腔保健护理
市牙科诊所 (hammaslääkäri) 就诊时间：周一至周四 8:00-15:30，周五
8:00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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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约口腔护理，请联系
牙科诊所

电话

奥卢

08 5584 6430

Haukipudas

08 5585 4666

Kiiminki

08 8193 311

Oulunsalo

050 3437580

Yli-Ii

08 558 58282

若有紧急情况，可在 7:30-10:00 拨打电话，当天便可预约。否则，请在
10:00 之后拨打获取其他预约。
病人每次就诊后，都将根据接受的护理为病人开具发票。
紧急牙科服务
周末及公共节假日期间，可在 Aapisie 3 (10:00-12:00) 牙科诊所接受紧
急牙科护理，电话：044 703 6426
所有 9:30-12:00 拨打电话的病人都将在当天接受治疗。其他时间若出现重
伤，可直接联系奥卢大学医院联合急诊值班服务，电话： 08 315 2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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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牙科诊所
区域

地址

Höyhtyä

Hanhitie 15, 90150 Oulu

Kaakkuri

Pesätie 11, 90420 Oulu

Kaijonharju

Kalevalantie 5, 90570 Oulu

City centre

Saaristonkatu 22，2 楼，90100 Oulu

Myllyoja

Valjastie 17, 90650 Oulu

Rajakylä

Ruiskukkatie 4, 90580 Oulu

Tuira

Kangastie 12, 90500 Oulu

Kontinkangas

Aapistie 3, 90220 Oulu

专业牙科诊所

Aapistie 3, 90220 Oulu

牙科培训诊所

Aapistie 3，2 楼，90220 Oulu
预约学员牙医（新病人）
12:00-14:00

Haukipudas

Simppulantie 15

Kiiminki

Terveystie 1

Oulunsalo

Kapteeni 购物中心，2 楼
Karhuojantie 2

Yli-Ii

Elatuspellontie 2

私人牙科诊所

http://www.oulunyksityishammaslaakarit.fi

4.6 专业健康服务
4.6.1 心理健康服务
心理健康服务 (mielenterveyspalvelut) 为处在危险期、精神病治疗和康
复期间的奥卢居民提供帮助和支持以及住房服务。
凡有关心理健康的问题都可以联系社区医疗保健中心的主要联络人，如有必
要，患者将在这里接受专业护理。
紧急热线
危机情况下，可以联系紧急心理健康服务。这些服务无需预约。
电话 044 703 5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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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2 麻醉品及药物成瘾
药物滥用预防中心
药物滥用预防中心为各种情况提供建议和支持，例如戒烟或适量饮酒。
药物滥用预防中心 (Ehkäisevä päihdetyö)
Kajaanintie 48 A，4 楼，市中心
药物滥用预防顾问，电话： 044 7034560
护士电话： 050 4063491
甲级诊所 (A-klinikka) 基地
面向青少年的康复诊所 Redi 64
甲级诊所基地为 29 岁以上、患各种瘾病（赌博、麻醉品等）的人群提供护
理。Redi 64 专门服务居住在奥卢地区年龄在 29 岁以下的年轻人。奥卢居
民免费接受治疗。其他市区的居民必须拥有付款担保 (maksusitoumus)，居
民通常从所属市的社会保障局那里获得该担保。对于新客户、门诊护理和危
机情况，无需预约或转介信。
甲级诊所基地和面向青少年的
康复诊所 Redi 64
Mäkelininkatu 43，3 楼，市中心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五 8:00-11:30
电话 044 703 6160
对静脉注射吸毒者及其家庭的支持：
Oulun Vinkki,
市中心医疗中心实验室
Saaristonkatu 22
工作时间：周三 15:30-17:00
电话044 703 6160（周一至周五 8:00-12:00）

4.6.3 受虐待幸存者的康复
如果受害者已遭受虐待，则必须联系他/她的医生或社工。受害者将接受 ODL
医疗中心提供的受虐待幸存者康复服务。

32

4.7 医疗保健费用补偿
如果患者享有 Kela 福利（参见第 2.5 部分）并拥有 Kela 卡，则 Kela 报
销医疗治疗费用，并根据收入损失情况，支付疾病津贴。公共部门提供的医
疗服务，不予报销。
私人诊所医生或牙医的治疗费用按照费用清单补偿。处方药可获补偿。如果
患者随身携带 Kela 卡，则补偿金额通常立刻从药店的药品价格中扣除。疾
病津贴旨在补偿丧失工作能力期间的收入损失。支付疾病津贴前，通常需要
等候 10 天。如果患者在病假期间享有工资，则将向雇主支付疾病津贴。关
于长期病假，需在 Kela 网页上查找相关信息。
如果儿童出现严重疾病，则可以从 Kela 获得特殊护理津贴，以补偿请假照
顾孩子所造成的收入损失。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http://www.kela.fi -> 英语 -> 疾病

4.8 药房和药品
药品在药房 (apteekki) 出售。某些药品需要医生的处方。如果存在更便宜
的替代品（药品包括相同的有效成分），则药房工作人员通知消费者。
在奥卢及其郊区有很多药房。以下药房位于市中心且营业时间较长：
奥卢的中心药房 (Oulun keskusapteekki)
Isokatu 45，市中心
工作时间：
周一至周五：8:30-21:00
周六至周日 10:00–21:00
大学药店 (Yliopiston apteekki)
Isokatu 27，市中心
工作时间：
周一至周日 8:00-23:00
邮寄药品
禁止接受从欧洲经济区以外的国家邮寄的药品。
虽然可以从欧洲经济区国家邮寄药品，但对质量有相关规定和个别国家法
规。从国外邮寄任何药品前，必须联系海关部门 (tulli)。
海关信息服务电话： 020 690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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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私人医疗保健
芬兰公共医疗保健具有很高质量，但您也可以选择私人诊所。私人诊所更容
易预约，尤其是看专家。可以通过电话或网络进行预约。
尽管患者享有来自 Kela 的部分补偿，但私人医生仍然费用高昂（每次就诊
60-100 欧元）。必须随身携带 Kela 卡以便获得补偿。
请注意：虽然儿童拥有私人保险，使其可以随同父母看私人医生，但仍需接
受公共儿童健康门诊的定期检查。

4.10 学生和雇员的医疗保健
4.10.1 学生
大学
芬兰学生保健服务为芬兰大学的学生提供保健服务。学生凭借学生 ID 卡可
免费接受医疗检查和咨询，免费接种疫苗和一般医疗。某些服务需要付费。
芬兰学生保健服务
(Ylioppilaiden terveydenhoitosäätiö, YTHS)
Yliopistokatu 1 A, Linnanmaa 校园
电话 046 710 1062
牙科护理电话： 046 710 1065
应用科学大学、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机构
如果学生在奥卢全日制求学超过四个月，便享有学校所在地市政当局提供的
保健服务。
学生医疗保健诊所 (Opiskeluterveysasema)
Kajaanintie 48 A，3b 层
Kontinkangas 地区
电话 08 558 46310
市政当局也提供牙科护理。在市政当局牙科诊所接受治疗时，将按照医疗保
健中心的收费表收取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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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2 雇员
雇主必须考虑向所有雇员提供职业医疗服务。雇主也必须向雇员提供医疗服
务。个体经营者和企业家也可以为雇员安排职业医疗服务。这些服务的部分
费用由 Kela 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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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家庭和儿童服务
5.1 日托服务
学龄以下（未满 7 岁）儿童可享市政日托服务 (päivähoito)。日托服务
以日托中心、家庭日托和游戏小组的形式组织进行。日托服务可为部分时间
或全日制。费用取决于父母的收入。日托地点必须提前申请。进入日托中心
前，儿童必须在儿童福利诊所进行健康检查。
私立幼儿园也提供日托服务。可凭借服务单据从市政当局那里获得私立日托
费用的经济援助。
私立家庭日托服务和聘请保姆，由 Kela 提供经济援助。
3 岁或以下儿童的父母可以休育儿假，与儿童一起呆在家里，并从 Kela 得
到福利（家庭护理津贴）。
关于芬兰日托系统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http://www.infopankki.fi

5.1.1 市政日托中心
家庭可以从以下选项中选择日托方式：
•
•
•
•

开放式日托 (avoin päiväkoti)
市政日托中心 (kunnallinen päiväkoti)
家庭日托 (perhepäivähoito) – 一组最多 4 名儿童
小组家庭日托 (ryhmäperhepäiväkoti) – 最多 12 名儿童

某些日托中心为父母倒班的家庭提供 24 小时开放服务。还有一些日托中心
提供英语、瑞典语或萨米语渗透教育。语言渗透是第二语言的教学方法，此
过程将目标语言作为教学方法使用。
申请程序
若要在公立日托中心为儿童报名，则必须填写申请表，并在线提交或以打印
版本形式提交。可以使用芬兰语和英语填写申请表。申请表必须在日托服务
起始日期前的四个月内提交。在紧急情况下，日托服务将用两周时间为儿童
寻找日托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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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托地点的批准决定将以书面形式发送。如果父母不同意批准的日托地点，
并且未能在接受通知指定的护理起始日期之前取消，需支付 15 天的日托费
用。
日托申请
paivahoidonpalveluohjaus@ouka.fi
电话 08 55845300
可以在线和从日托中心那里获取申请表和说明：http://www.ouka.fi/
english/health/daycare.htm

费用
儿童日托按月收取费用，包括膳食（2011 年全日制日托最高为每月 254 欧
元）。费用取决于父母的收入，并每年进行修改。如果家庭收入发生变化，
则必须联系日托中心。如果一个家庭有多名孩子在日托中心接受照顾，则父
母/看管人可以享受折扣优惠。
儿童日托费用可在这里计算：
http://www.ouka.fi/english/health/daycareapplications.htm

在日托中心的生活
儿童按照年龄分组。通常每组有一名老师和两名助手。日托中心提供免费的
均衡膳食（早餐、午餐和下午茶点）。
日托中心开放时间通常为 6:30-17:00。儿童的日常安排为参加计划的活动、
自由游戏和休息。儿童每天在室外玩耍两次。
如果儿童不能前来（由于生病或其他原因），则必须告知日托中心。生病的
儿童不应去日托中心。父母享有 3 天假期来照顾自己的孩子。需向雇主出
示生病证明。
日托中心员工和父母为儿童制定幼儿教育及护理和学前教育计划。每年至
少对该计划的执行情况进行一次检查和评估。如有需要，日托中心会安排
译员。

开放式日托/幼儿教育活动
• 幼童和小型学校小组是日托的一部分，专为与父母一起呆在家中的儿童
提供服务。儿童每周见面 2-3 次，每次 3 小时。父母也可以陪同前
往。（2011 年价格为 28 或 43 欧元/月）
• 家庭俱乐部：儿童始终和父母一起去俱乐部。活动由父母和工作人员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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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策划。从 2012 年秋季开始，俱乐部将免费开放。
家庭必须从日托申请部门申请上述两项服务。

5.1.2 私立日托
家庭可以从以下私立日托选项中选择：
• 私立日托中心
• 私立家庭日托
• 在自己家里聘请保姆
一些日托中心提供不同语言的渗透式教育；一些侧重艺术、选择性教育
(Montessori、Steiner) 或宗教。
凭借服务单据可获得私立日托费用的经济援助。服务单据需提前申请，并
在儿童开始接受私立幼儿园照顾的月初时生效。服务单据的价值取决于家
庭规模和收入。欲了解服务单据的更多信息，请联系市政日托服务或私立
幼儿园。
私立家庭日托服务和聘请保姆，由 Kela 提供经济援助。为符合援助资格，
必须由市政当局认可的私立儿童看护者照看儿童。
私立日托中心列表
http://www.yksityisetpaivakodit.com（芬兰语）
http://www.ouka.fi/sote/paivahoito/yksityinen_ph.html（英语）

5.1.3 短期儿童看护
如果需要保姆，可与协会联系，例如：
曼纳海姆儿童福利联盟
(Mannerheimin lastensuojeluliitto, MLL)
Nummikatu 32，市中心
周一至周五 8:00-13:00
电话 045 1215562
电子邮件：mll.pohjois-pohjanmaa@mll.fi
http://www.mll.fi
http://pohjois-pohjanmaa.mll.fi/toiminta/
lastenhoitotoiminta/tilaa-hoitaja/
除了帮助看护儿童外，MLL 还为各个家庭提供其他服务。
• 家庭咖啡聚会
• 亲子俱乐部
• 出租儿童服装、婴儿床、床、旅行床、婴儿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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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H (Oulun alueen 4H-yhdistys ry)
Kauppurienkatu 26 A 2，市中心
电话050 - 4040447（周一至周五 9:00 - 16:00）
oulu@4h.fi

5.2 儿童保护
儿童福利服务 (lastensuojelu) 致力于保护儿童，并为各个家庭提供帮助。
儿童福利服务包括多种不同服务。如果家中有困难，如果家长担心自己的孩
子，或感到筋疲力尽和困惑，他们可以联系儿童福利社工获得帮助。
如果发生紧急情况，可在每天 8：00-24：00 联系社工，电话：044 703
6235. 在其他时间段内，则拨打常用紧急情况号码 112。
如需了解多种语言表述的关于儿童保护作用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http://www.lastensuojelu.info

5.3 家庭享有的福利
抚育孩子的家庭有权享受 Kela 提供的多种福利。
生育补助 (äitiysavustus)
孕妇有权享有生育补助，以现金补助或产妇包裹的形式提供。产妇包裹包
含童装以及其他分娩物品。孕妇必须至少在产前两个月向 Kela 申请生育补
助。如果符合以下情况，则有权享受生育补助：
• 生活在芬兰
• 在芬兰的怀孕期至少持续了 154 天
• 准妈妈在怀孕第四个月的月末之前到产妇福利诊所或医生办公室进行体
检。
生育津贴 (äitiysraha)、
(vanhempainraha)

父亲陪产津贴

(isyysraha)

和父母津贴

父母有权享有各种育儿假：支付母亲 105 个工作日的生育津贴，支付父亲
陪产津贴（最多 18 个工作日）。此外，产假结束之后，应向照顾孩子的家
长支付父母津贴（158 个工作日）。
申请人必须在计算出自己宝宝的预产期前，至少已在芬兰生活了 180 天，
才能有资格领取生育津贴、父亲陪产津贴或父母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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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福利 (lapsilisä)
Kela 每月都会向 17 周岁以下的孩子提供儿童福利。单亲父母可申请高利
率的儿童福利。
儿童家庭护理 (lasten kotihoidon tuki)
生育津贴、父亲陪产津贴或父母津贴停止后，如果孩子没有去市政日托中
心，您可以申请儿童家庭护理福利。儿童家庭护理津贴一直支付到孩子满 3
周岁为止。
在家中由父母照顾且未满两周岁的儿童有资格获得奥卢市 (“Oulu-lisä”)
提供的补助金。它自动与儿童家庭护理津贴一同支付。

5.4. 婚姻登记
如果符合以下情况，则可以结婚：
•
•
•
•

18 周岁以上
18 周岁以下并得到司法部的批准
未婚
未与他人登记结为伴侣关系

结婚前两个人都需要签署一份保证书，声明无任何障碍可阻止未来的婚姻。
如有需要，可能需要提供文件，证明他/她是离婚人士或寡妇/鳏夫。至少 7
天之后，有关部门将颁发婚姻无阻碍（障碍）证书。如果在接下来的 4 个月
内没有结婚，则必须重新申请该证书。结婚时必须有两个见证人在场。
可在以下地点合法结婚：
• 路德教会和东正教教堂
• 已获得举办婚礼许可证的教堂
• 本地登记处 (maistraatti)。

5.5 恋爱登记
人们可以选择在本地登记处登记结为同居关系或登记结为伴侣关系。无需见
证人。同性别的两个人也可以登记伴侣关系。

5. 6

出生登记

父母或监护人可在孩子出生后 2 个月内告知人口登记部门孩子的姓名和母
语。必须填写自动发送给您的表格，然后将其返给母亲当地的登记处。如果
孩子在路德或东正教教堂接受洗礼，则将表格返给神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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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的姓氏是家长共同的姓，或如果他们的姓氏不同，他们必须告知为孩子
选择哪一个。然而，孩子必须和同父母的兄弟姐妹同姓。
如果父母没有结婚，那么母亲永远是孩子的法定监护人（即使已登记结为伴
侣关系）。作为孩子的监护人，如果父亲选择履行权利，则必须确认父子关
系。市儿童福利人员负责亲子鉴定的程序。
家庭事务部 (Perheasiainyksikkö)
Kangastie 16，4 楼，Tuira 地区
电话 08 5584 4858

5.7. 离婚
由法院裁决终止婚姻关系。由配偶中的一方或双方提出离婚。在配偶一方的
当地地方法院办公室提出离婚。即使另一方反对，诉讼程序也会导致离婚。
在过去的 2 年里双方已分居（即没有生活在一起）或 6 个月的强制性考虑
期过后双方即可离婚。
配偶需要在子女抚养和探视权、配偶或子女津贴和财物分配的事宜上达成一
致。如果夫妻双方不能就上述问题达成一致，他们可以提交给地方法院做出
裁决。裁定离婚时，法院可以责令配偶一方支付另一方抚养费，或按固定时
间间隔支付，或一次付清。
外国人离婚的情况下，其在芬兰的居住权和居住许可证的理由将由芬兰移民
局评估。长期居住在芬兰、在婚姻中所生的子女、与芬兰有着紧密联系均可
成为裁决的砝码。

41

6. 危机情况
危机情况指的是意外事件。危机情况的例子包括严重的疾病、离婚、家庭成
员的死亡、失业、事故、滥用毒品或其他一些让人具有威胁感的无法预见的
情况。

6.1 可用帮助
家庭帮助 (kodinhoitoapu)：本服务主要针对那些在生活中处于困境时期的
人（例如患有疾病、难产）以及无法照顾家庭的人。
收入津贴 (toimeentulotuki)：在个人或家庭的收入和资产不足以支付每日
的生活开支的情况下，收入津贴成为保障其最低收入的最后办法。奥卢市的
社会服务负责处理收入津贴的申请。
应急社会服务 (sosiaalipäivystys)：
应急和建议帮助热线 08 558 44891
（周一至周五 10:00–15:00）
社会服务中的面对面的咨询
Mäkelininkatu 33 A，2 楼，市中心
工作时间
周一至周五 9:00-15:30
家庭和婚姻危机：家庭咨询中心服务于有以下情况的家庭
• 担忧家中不满 16 岁的儿童（行为、学校、发展以及抚养）
• 存在感情危机（冲突、离婚）
• 家中有经历复杂的孩子或家庭创伤（例如，事故、疾病）
家庭咨询中心 (Perheneuvola)
Arkistokatu 4 B，4 楼
预约时间：周一、周二、周四、周五的 10:00–12:00
电话 044 703 6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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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咨询：如果您不能支付账单，请立即联系账单的发送人。当地债务顾问
可以帮助解决支付或债务问题。
奥卢债务咨询 (Velkaneuvonta)
Mäkelininkatu 33 A，4 楼，市中心
电话044 703 6824（周一至周五 9:00-10:30）
法律咨询：如果对法律问题存有疑问，请联系法律咨询办公室。审判程序
及其他事件都可以获得法律援助。法律援助为没有支付能力的人提供免费
服务。为其他人提供有偿法律援助。
法律咨询办公室 (Oikeusaputoimisto)
Hallituskatu 13-17 D，4 楼，市中心
电话 010 366 1420, 050 4058137
工作时间：
周一至周五 8:00-16:15
oulu.oikapu@oikeus.fi

6.2 母子之家和庇护所
母子之家 (ensi- ja turvakoti) 是儿童福利的一种形式，旨在维护亲子关
系，并帮助家庭发现自己的资源和优势。根据家庭的需要安排照看方式，帮
助父母应对生活并照顾子女。
庇护所是帮助遭受家庭暴力折磨或威胁的人度过危机的服务中心。庇护所高
度重视涉及家庭暴力的各方，主要目标是始终保障孩子的利益。庇护所全天
二十四小时不间断服务，如果需要一个安全的处所，可随时来这里。
母子之家和庇护所位于同一地址。
Kangastie 9，Tuira 地区
电话：08 561 5500（24 小时服务）
http://www.oulunensijaturvakoti.fi/（芬兰语）
针对女性移民的 Monika 帮助热线：在芬兰,您可以打电话说出您的问题，
并咨询您的权利。服务可提供多种语言。
电话：09 692 2304（24 小时服务）

6.3 禁令
禁令 (lähestymiskielto) 是指保护一个人的生命、健康、自由或和平不被
他人侵犯。使用禁令的典型示例包括现任/前任配偶或同居者的骚扰（接触、
试图到访）以及从年迈父母那里勒索钱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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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可从警察局或直接从地方法院那里申请禁令。您要立即记录发生的所
有事件并收集所有可能的证据以及目击者的联系信息，这对申请禁令非常
重要。如果遭受暴力，则必须进行检查。
在紧急情况下，可以下发立即生效的临时禁令。
奥卢地方法院 (Oulun käräjäoikeus)
Rata-aukio 2，Raksila 地区
电话： 010 364 9500
oulu.ko@oikeus.fi
奥卢警察局 (Oulun poliisi)
Rata-aukio 2，Raksila 地区
电话： 071 876 0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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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针对老年人的服务
老年人有资格获得社会和医疗保健服务，例如：
•
•
•
•
•
•
•
•

养老金领取者住房津贴
养老金领取者护理津贴
家庭服务
家庭护理服务
膳食服务
洗澡
交通服务
房屋修缮

某些利益的享受权利取决于老年人在芬兰生活时间的长短。如果老年人没有
帮助便无法在自己房屋中生活，可享受市政房屋以及私人住宅照顾。住宿服
务是另一个不错的选择。
奥卢市为老年居民提供各种锻炼活动、团体活动以及令人兴奋的活动。某些
组织、宗教团体以及协会同样为老年人提供服务。还有个人支持服务，通常
由志愿者提供。
咨询服务
Aino 咨询服务 (Aino Neuvontapalvelu) 为老年人提供政府、私人以及第
三部门服务的信息。
Aino 咨询服务
电话 044 703 4973, 044 703 5120 (9.00–15.00)
aino@ouka.fi
咨询时间及地点：
周二、周四和周五的 9:00–15:00，Oulu 10，Torikatu 10，市中心
周一 9:00–15:00，周三 9:00–16:00
Kumppanuuskeskus，Isokatu 47，市中心
以下仅为大概信息，有关老年人服务的详细信息，请咨询 Aino 咨询服务。
家庭护理：区域性老年人护理服务单元为老年人提供家庭护理服务、社会工
作、日常活动以及庇护住宅。家庭护理指的是家务助理以及其他支持性服务

45

和家庭看护。每周七天，每天 24 小时都可进行家庭护理。客户依据家庭规
模以及总收入支付费用。
非正式护理津贴 (omaishoidon tuki)：如果一位患有慢性病或严重残疾的人
在家接受护理，那么护理者可在一定条件下接受非正式护理津贴。非正式护
理津贴是应纳税的收入。非正式护理者有权每月至少享有 3 天假期，政府安
排护理替换工作。
服务中心：服务中心为老年人提供众多服务来帮助其独立。一些服务是免费
的。服务包括：
•
•
•
•
•

膳食
桑拿和洗涤
锻炼
兴趣爱好和学习
图书馆和咖啡馆

这些中心位于 Höyhtyä、Ranta-Kastelli、市中心、Koskela、Pateniemi 以
及 Tuira。
住宿服务：住房服务通过对住房翻新工作给予补偿来支持独立住房。如果老
年人无法继续在家居住，他们可接受住宿服务。一些住宿服务提供重症监护
病房。
医院和机构护理：如果老人的身体状况不允许其在家中或者在提供住宿服务
的地方居住，可以以机构护理的形式对其进行护理，机构护理是指在奥卢市
医院 (OCH) 的短期护理以及在机构中的长期护理。病房适用于老年病学以及
内科学、康复、紧急服务、临终前护理以及具有行为障碍的精神疾病患者。
奥卢市医院，OCH (Oulun kaupunginsairaala, OKS)
Kiviharjuntie 5，Kontinkangas 地区
电话 08 558 45600
SAS 中心的护士以及老年医学专家选择需要进行长期机构护理的病人。
奥卢 SAS 中心
奥卢市医院，Kiviharjuntie 5，4 楼，Kontinkangas 地区
电话 044 703 5078, 044 703 5090

7.2 养老金
芬兰有两个法定养老金 (eläke) 体系，两者互补：
• 国家养老金为那些有权获得与收入相关的小额养老金的人员以及无权获
得任何养老金的人员提供基本收入。由 Kela 授予并支付。
• 通过就业和个体营业上调与收入相关的养老金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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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金的数额还取决于人们在芬兰生活和工作时间的长短。在芬兰居住时间
足够长的外国人，在年老或残疾的情况下有权获得养老金。
如果外国人因未在芬兰居住足够长的时间而不能获得足够的养老金，可向
Kela 申请针对外国人的特别援助。外国人在芬兰最少居住五年后，当其财
务状况不稳定时，可被授予特殊援助。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http://www.kela.fi
http://www.tyoelake.fi（芬兰语、瑞典语以及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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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针对残疾人的服务
残疾人可获得与住宿、交通、交流等相关的特殊服务，残疾人申请这些服务
时需要有医生的证明。医疗中心等机构提供这些服务，残疾以及智障人士社
会福利办事处可为残疾人提供服务。
残疾以及智障人士
社会福利办事处 (Vammaispalvelutoimisto)
Vanhantullinkatu 4，市中心
电话： 08 558 46461
Kela 提供财务支持：
• 伤残津贴 (vammaistuki) 针对的是年龄在 16 到 64 岁之间，并且已经
在芬兰居住了足够长时间的残疾人。
• 医疗康复针对的是严重残疾的人
(lääkinnällinen
kuntoutus
vaikeavammaisille)。
• 职业康复 (ammatillinen kuntoutus) 针对的是无行为能力的人。
• 特别护理津贴 (erityishoitoraha) 针对的是由于在医院或者某些情况
下在家中照顾 16 岁以下残疾儿童而不能参加工作的父母。
• 儿童伤残津贴 (lapsen hoitotuki) 针对在家中照顾 16 岁以下残疾儿
童的家长。
• 在某些情况下，残疾儿童还可接受适用于严重残疾儿童的医疗康复
(kuntoutus)。
口译服务：可为听觉、视觉和语言有严重障碍的人提供一名口译人员，在各
种情况下（例如，工作、学习、兴趣爱好以及社会交往）对其进行帮助。
手语翻译和翻译安排，
Kela 芬兰北部中介机构
电话 020 634 5580
文本电话： 020 634 5581
短信： 020 634 5582
传真： 020 634 5583
3G 手机： 020 634 5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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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教育
9.1 芬兰教育体系
教育体系分为基础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和成人教育。女孩和男孩享有
平等的受教育机会。
芬兰的基础教育为义务教育。这意味着，无论是芬兰人还是外国人，每个人
都应从 7 岁开始接受为期 9 年的义务教育，或在年满 17 周岁时完成学校
课程。当地政府保证所有儿童均享有上学机会。
一般而言，完成综合教育对就业还远远不够。大多数年轻人会在普通高中或
职业高中继续学业。还有许多人选择去大学或应用科学/理工学院继续深造。
芬兰高度重视教育。如今，终身学习对于成功人生至关重要。终身学习，指
一个人不管年龄和原有的培训基础，继续接受培训，提高自身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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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
副博士学位
理工硕士学位

硕士学位
学士学位
大学

工作经验
理工学士学位
理工学院
工作经验

大学入学考试

职业资格认证

普通高中教育

中等职业教育培训

专业职业资
格认证
高等职业资
格认证

工作经验

基础教育

学前教育

芬兰教育体系（资料来源：教育文化部）

芬兰教育费用
综合学校的教育、食物、学习用品、校车安排都是免费的。
普通高中和职业高中的学生必须自行购买书籍和学习用品，但是教育和食物
免费。
大学和应用科学大学/理工学院的教育无需缴费。但是，大学生需要向学生
会支付一个学期的费用，以获得他们在学生食堂、交通、学习用品等方面的
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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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教育和高中教育的学期及假期
• 秋季学期：从 8 月中旬到 12 月
àà10 月秋季假期（一般为 1 周）
àà12 月圣诞假期（2 到 3 周）
• 春季学期：从 1 月到 6 月初
àà3 月的冬季假期（1 周）
àà6 月到 8 月中旬的暑假假期

9.2 学前教育
学前教育（esiopetus）是指，在进入综合学校之前，6 岁儿童接受为期一年
的类似学校的教育。学前教育可自愿选择且免费。如果除学前教育外，还需
要日托所照看小孩，则将收取费用。
市政和私人日托中心举办的学前教育为一天 4 小时。目的是练习学校要求
的技能，以便儿童入学之后更易于掌握。
可以使用与日托申请表相同的表申请。

9.3 基础教育
年满 7 岁儿童可在当年 8 月开始接受义务教育。直到完成 9 年义务教育
的所有课程，或年满 17 周岁，义务教育结束。接受基础教育学生的学校卫
生保健、学校膳食和学习用品免费。
在学校最后一年的学习成绩会影响他/她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父母和老师
齐心协力，保证孩子在校表现良好，这一点十分重要。
奥卢有 36 所公办基础教育学校，其中两所为特殊需求的儿童创建。还有一
些私立学校（瑞典私立学校、Steiner 学校、基督教学校）。
教育部门 (Opetustoimi)
TTaka-Lyötyn katu 4，aka-Lyötty 地区
电话：08 558 410
koulut@ouka.fi
http://www.oulu.com/school
http://www.edu.ouka.fi（芬兰语）
奥卢国际学校，OIS (Oulun kansainvälinen koulu)
奥卢国际学校隶属于奥卢市，可提供 1 至 9 年级的英文教学。所教课程以
芬兰基础教育课程和国际学士学位组织计划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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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卢国际学校
Kasarmintie 4，Myllytulli 地区
电话 08 557 1459
http://oulu-ois.com

9.3.1 义务教育招生
1 月到 2 月一年级招生。在非招生期间入学，请联系学校校长。
在教育部的网站上列出了奥卢市提供基础教育学校的联系方式。
家长和老师可在网站上获取有关不同语言和文化群体的指南，有芬兰语、阿
拉伯语和俄语版本。
http://www.edu.ouka.fi/portaalifiles1/File/Mamu_Opas_suomi_
varillinen.pdf （芬兰语）
http://www.edu.ouka.fi/portaalifiles1/File/Mamuopas_venaja.pdf
（俄语）
http://www.edu.ouka.fi/portaalifiles1/File/Mamuopas_arabia(2).pdf
（阿拉伯语）

9.3.2 上午和下午看护
有特殊需要的一、二年级学生和高年级学生可以申请下午活动的地方，此项
将收取费用。在校内或学校附近组织下午活动。学生在上学之前和放学后参
加这些活动。下午活动包括做功课、玩耍和运动，还提供一份点心。
通常在二月中旬之前，提前为下学年申请，但全年都接收申请。
上午和下午看护服务，
青年事务部电话 044 703 8204
http://www.oulu.com/youth/care.htm （英语）
http://www.ouka.fi/nuoriso/iltapaiva/ （芬兰语）

9.3.3 不讲芬兰语儿童的基础教育
如果儿童的芬兰语言技能尚不足以融入主流教育群体，则需参加预备
性教育组织 (perusopetukseen valmistava opetus)。预备性教育通
常为一个学年，视学生个人进步情况而定。主要是学习芬兰语，熟悉
学校各门课程的词汇。预备性教育帮助儿童加快融入主流教育课程。
芬兰语作为第二语言、母语和宗教教育
• 由于芬兰语是第二语言 (S2) 课程，学生将继续学习芬兰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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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至少有 4 名学生使用相同语言，则这些学生可在接受预备性教育
期间或之后，接受母语教育。这些课程的地点不一定都在学生所在的学
校。
• 如果至少有 3 名同学来自本市的同一宗教组织，则学生可以学习其自身
的宗教。报名入学时，父母应报告孩子的宗教信仰。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登录：
http://www.ouka.fi/english/school/immigrant.htm

9.4.1 义务教育之后的申请程序
学校以学生的毕业证书为基础进行筛选。有些学校还会安
排入学考试。您可用同样的申请表同时申请多所学校。
申请表通过全国联合申请系统网
http://www.haenyt.fi
提交。
• 春季和秋季可申请所有高中 (yhteishaku)
• 持有本国学校证书的外国人可灵活选择 (joustava valinta)。
• 如果计划内仍有空缺，7 月前后将有一次补充 (täydennyshaku) 申请。
给首次未能成功申请的人第二次机会。
教育免费，职业高中和高等教育高中的学生有资格享受学校的健康护理和免
费午餐。但是，他们必须自己购买书籍和学习用品。
25 岁以下学生有权享有助学金和助学贷款。外国学生在成为芬兰居民两年
以后，有资格享受助学金。难民和归国人员获得学校接收之时，即有资格享
受助学金。

9.4.2 普通高中教育
普通高中学校
（lukio）
基本上不划分年级，并且教学与开始接受
教育的年龄无关。需要学习 2-4 年，一般为 3 年。大学入学考试
（ylioppilastutkinto） 时结束，所有高中生都享有此权利。不会因任何
特殊职业而不符合条件。
奥卢有 12 所白天授课的普通高中和 1 所夜间授课的成人高中 (Oulun
aikuislukio)。还有 2 所私立高中（Swedish 和 Steiner）。
Oulun Lyseo 高中提供英语授课的国际学士学位 (IB) 文凭项目。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http://www.edu.ouka.fi

53

9.4.3 职业教育
奥卢有 5 所职业高中和培训学校，提供各领域的职业教育。许多职业学校
的学员可以通过学徒制度获得职业资格证。想在职业学校学习特定领域知识
的学生，可能需要去其他市区的学校。通常需要 2 到 3 年完成职业资格认
证。
外国人职业教育的初步培训
一些职业学院为外国人组织了职业教育的初步培训 (valmistava koulutus
maahanmuuttajille)，使其更容易接受芬兰的职业教育。通常，初步培训为
期一年。

奥卢的高职院校
1

Luovi 职业学院
(Ammattiopisto Luovi)

http://www.luovi.fi

2

Diaconia 应用科学大学奥卢分校
(Oulun diakoniaopisto)

http://www.oulundiakoniaopisto.fi

3

奥卢职业学院
(Oulun seudun ammattiopisto，OSAO)

http://www.osao.fi

4

奥卢服务学院
(Oulun palvelualan opisto, PAO)

http://www.opo.oulu.net/english.
html

5

奥卢音乐学院
(Oulun konservatorio)

http://www.oulunkonservatorio.fi

9.4.4 学徒培训
学徒培训 (oppisopimuskoulutus) 包括职业教育和现场培训。成人和青少
年，以及企业家或拥有高等教育文凭者都可参加。
北 Ostrobothnia 的学徒培训中心
(Pohjois-Pohjanmaan Oppisopimuskeskus)
Kansankatu 47 B，市中心
电话 08-3120 702, 044 3120 701
http://www.popo.fi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 TE 办公室
• http://www.oph.fi/english/ -> 成人教育 -> 成人职业教育和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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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高等教育
应用科学类大学 (ammattikorkeakoulu) 和大学学院 (yliopisto) 提供高
等教育。
相关学校根据学生的证书和入学考试成绩对希望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进行筛
选。教育免费，但是学生必须购买或借用书籍和其他用品。25 岁以下学生有
权享有助学金和助学贷款。成人学生（25-64 岁）也有资格申请助学金或失
业救济金和维护津贴。详情请联系 TE 办公室。
奥卢大学 (Oulun yliopisto)

http://www.oulu.fi/
english/

奥卢应用科学大学 - Oulu UAS，
(Oulun seudun ammattikorkeakoulu)

http://www.oamk.fi/
english/

Diaconia 应用科学大学奥卢分校(Diakonia
ammattikorkeakoulu, Oulun yksikkö)

http://oulu.diak.fi/in_
english

关于如何申请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http://www.koulutusnetti.fi（芬兰语、瑞典语和英语）
芬兰的大学面向所有人开设付费的公开课程；不管年龄大小、教育目的或原
有的就读经历都可参加。
开放大学 (Avoin yliopisto)

www.avoinyliopisto.fi

北 Ostrobothnia 暑期大学 (PohjoisPohjanmaan Kesäyliopisto)

www.pohjoispohjanmaankesayliopisto.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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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成人补读和继续教育
奥卢有 7 所成人教育机构，为各种职业资格和继续教育开设广泛课程，单
一课程和预备性课程应有尽有。
Luovi 职业学院
(Ammattiopisto Luovi)

http://www.luovi.fi/

奥卢成人教育中心
(Oulun aikuiskoulutuskeskus OAKK )

http://www.oakk.fi/

奥卢服务学院
(Oulun palvelualan opisto, PAO)

http://www.opo.oulu.net/

奥卢学院(Oulu-opisto)

http://www.ouluopisto.com/

Oulun kansalaisopisto

http://www.oulunkansalaisopisto.
fi/

Pohjola-Opisto

http://www.pohjolaopisto.fi/

PSK 成人教育中心
(PSK-Aikuisopisto)

http://www.psk.fi/

市场营销学院
(Markkinointi-instituutti)

http://www.markinst.fi/

OpinTori 为根据就业市场要求
而需要各种技能的成人
提供教育计划和咨询服务。服务机构位于 TE 办公室：
Torikatu 34-40，市中心
电话 010 272 1180
工作时间：
周一至周五 9:00-15:45
oulunseutu@opintori.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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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公民学院
公民学院 (kansalaisopisto) 提供多种领域的一般非正规教育。
奥卢公民教育学院 (Oulun kansalaisopisto)
Kaarretie 14，Tuira 地区
电话 08 555 4060
kanslia@oulunkansalaisopisto.fi
http://www.oulunkansalaisopisto.fi
奥卢学院 (Oulu-opisto)
Suvantokatu 1，Karjasilta 地区
电话 08 50 3166729
http://www.edu.ouka.fi/koulut/index.cfm?d=56

9.8 承认外国学历
在芬兰境外获得的学历或其他资格证书可申请认可：
• 芬兰国家教育委员会决定，符合资格的外国资格证是否可在芬兰从事公
共职位。
• 特定领域相关机构决定是否授予职业实践或使用职称的权利。例如，医
疗保健行业由国家福利和健康监管机构 Valvira 决定。
• 通常，私营雇主决定招聘雇员时，会评估该雇员是否具有外国资格证授
予的能力。
• 高等教育机构和其他教育机构决定外国资格证授予的能力是否适合继续
深造，并将国外获取的学分转移到在芬兰获取的资格证上。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http://www.oph.fi/ -> English -> Mobility ->
资格证的认证和国际可比性
国家福利和健康监管机构 Valvira
http://www.valvira.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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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芬兰语课程
虽然芬兰官方语言是芬兰语和瑞典语，但是奥卢的居民大部分讲芬兰语。
芬兰语课程提供方有：
Villa Victor
Kirkkokatu 54，Heinäpää 地区
国际活动中心 (Kansainvälinen toimintakeskus
电话 044 703 1674

http://www.ouka.fi/villavictor/
友谊之家 (Ystävyystalo)
电话 044 786 8884
http://www.ystavyystalo.fi
奥卢大学语言中心 (Oulun yliopiston kielikeskus)
奥卢大学 Linnanmaa 校区 KK241 办公室
电话 08 553 3170
http://webcgi.oulu.fi/kielikeskus/
北 Ostrobothnia 暑期大学
(Pohjois-Pohjanmaan kesäyliopisto)
Kauppurienkatu 8 B （2 楼），市中心
电话 08 321 4071
http://www.pohjois-pohjanmaankesayliopisto.fi/
toimipaikat/oulu/index.html

奥卢学院 (Oulu-opisto)
Suvantokatu 1，Karjasilta 地区
电话 044 703 9102
http://www.ouluopisto.com
奥卢成人高中 (Oulun Aikuislukio)
Itäkangastie 9，Tuira 地区
电话 08 557 3493
http://www.peda.net/veraja/oulu/aikuislukio/yleis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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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支持移民融合
芬兰已通过《融合推广法案》（2011 年 9 月 1 日生效）。根据该法案，
所有获芬兰签发的居住许可证或登记居住权的移民
• 将获得关于芬兰社会的基本信息和可享受服务的指南。
• 为获得个人融合计划，可要求进行初步评估。
初步评估对移民的就业、培训和其他融合能力以及他们的语言培训和其他融
合促进措施的需求进行评估。融合计划适用于求职登记人员和接受社会救济
的人员。还可能为以初步评估为基础的移民草拟一份计划，这被视为融合计
划需要。如果您不是求职登记人员或不是社会服务的顾客，请咨询 Oulu10
了解详情。
融合计划将在首次抵达芬兰后的前三年执行。融合计划旨在帮助人们适应芬
兰的生活。该计划包括芬兰语课程。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就业和经济部门
http://www.lifeinfinland.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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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就业
12.1 就业和经济发展办公室
就业和经济发展办公室为求职者和雇主提供服务。
为求职者提供的服务包括空缺职位信息、寻找工作指南、培训机会信息和职
业发展帮助。大多数服务可在线访问。该办公室以芬兰语首字母简称命名为
TE 办公室 (TE-toimisto)。
TE 办公室 (TE-toimisto)
Torikatu 34-40，市中心
电话 010 19 4029
oulu@te-toimisto.fi
工作时间：
周一至周五 9:00-15:45
http://www.mol.fi
http://www.oulunseuduntetoimisto.fi
TE 办公室提供广泛服务，不管是否已经注册为求职者，任何人都可以使用。
无需注册的服务：
• 在线服务
àà 可在 http://www.mol.fi/paikat 查看空缺职位
ààCV-netti（在线简历）
• 帮助寻找工作
àà帮助管理求职文件。可以将简历和意见申请表发送到
apua.
tyonhakuun@te-toimisto.fi
àà可以使用 NETTI-KABINETTI 个人指南。随身携带简历和申请表。
如需了解与 NETTI-KABINETTI 有关的更多信息，请访问我们的网
页 http://www.oulunseuduntetoimisto.fi
• 职业选择和行业、培训信息
• 企业信息
• 呼叫中心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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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热线 (Työlinja) 通过电话和邮件提供意见，并帮助求职者和雇主解决
与工作、TE 办公室服务和职工居住许可证有关的所有问题。
芬兰语、瑞典语、英语
电话 010 19 4904
（周一至周五 8:00-18:00）
tyolinja@te-toimisto.fi
俄语
电话 010 19 4924
（周一至周五 12:00-17:00）
trud@te-toimisto.fi
需要注册的服务：
• 对于大多数失业的求职者而言，由于有资格获得就业措施（如芬兰语课
程），所以注册能够获益
• 失业救济金始终与注册为失业求职者挂钩。
芬兰语和瑞典语在线注册表
注册要求申请求职者有权获得该服务。
•
•
•
•
•
•
•
•

必须为 17-64 周岁
欧盟/欧洲经济区国家公民或家庭成员
非欧盟/欧洲经济区公民
拥有无就业相关限制的居住许可证
居住许可证可以是 A、B、P 或 P-EY
寻求全职工作
可在就业市场工作，仍可与 TE 办公室联系（电话、信件或电子邮件）
可以接受工作或提供的培训。

如果失业，则必须在他/她最新失业的第一天在 TE 办公室注册。毕业或结
束一段失业津贴之后，也应该立即注册。如果知道即将失业，也应该提前进
行注册。
注册需要提供：
• 护照或其他包括居住许可证的官方身份文件
• 原工作和学历证件的官方翻译
• 芬兰语课程证书和其他有助于寻求工作的证书
注册后，将向申请者提供一张个人客户卡，每次访问 TE 办公室时，都应随
身携带该卡。申请者必须在规定的时间段内到 TE 办公室签到，客户卡中记
录了该时间段。如果无法参加计划内的预约，必须提前通知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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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会影响福利，所以如果自身情况有任何更改（如医生开具的疾病证明、
出国旅游、地址更改）都必须立即通知 TE 办公室。
芬兰就业- 是为移居到芬兰的外国移民制定的指南，关注就业和职场生活，
由就业和经济部门以不同语言编写
http://www.mol.fi/finnwork

12.2. 关于芬兰职场生活的重要事项
12.2.1. 劳务合同
开始工作时便草拟劳务合同 (työsopimus)。该合同可以是口头合同，也可以
是书面合同。书面合同一式两份，一份为员工拥有，一份为雇主拥有。如果
有冲突，可按照已达成的协议对合同进行核查。
•
•
•
•
•
•
•
•
•

合同至少应该包括以下几点：
雇主信息
员工的个人信息
劳务合同开始日期
合同性质（如果为固定合同，则应包括结束日期）
每天、每周或每月的工作时间
薪额、发薪日期、相关福利
目前适用的集体协议
员工和雇主签署日期和姓名

劳务合同结束时，雇员有权从雇主那里获得工作证明。该证明应该详细说明
受雇期间的类型、时间长度、职位描述和任务以及雇主的信息。如果员工明
确要求，则添加对其行为和技能的评估。
员工有义务遵守议定的工作时间并遵守工作地点的规定。

集体协议
几乎所有的工作场所都有一个有效的集体协议 (työehtosopimus = TES)，
雇主和员工中央公会在该协议上对薪资、工作时间、假期和休息时间达成一
致，对所有的芬兰和外国工作者有效。

12.3. 薪资
雇主向雇员支付薪资 (palkka)。员工需向雇主提供税卡。雇主每月一次或两
次将薪资直接汇入银行账户。每月提供薪资单。员工可以看到直接从薪资内
扣除的税金和其他社会保险，也能看到实发薪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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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薪 (kuukausipalkka) 即在每月确定的日期发放的固定金额。
• 时薪 (tuntipalkka) 是以小时为基础，为完成的工作进行支付。
• 提成薪资 (provisiopalkka) 是在售出产品或服务数量的基础上进行支
付。
• 加班薪资 (ylityö) 应根据集体协议进行支付。

12.4. 非法工作
无税卡和劳务合同，则为非法工作。这种情况下，雇主通常不会支付养老金
或负责员工的职业安全和事故保险。也不会增加养老金或被视为与收入有关
的失业救济金。

12.5 工会和失业基金
多数芬兰人都是工会成员 (ammattiliitto)。工会属于非政治团体。工会的
主要目的是通过谈判集体协议维护其成员的利益和权利。成员需要支付会
费，通常为工资的 1-2%。不同的职业拥有他们自己的工会，该工会是工会
大型中央组织的一部分。可以向同事咨询有关加入工会和哪个工会最适合所
从事工作的事项。
成为工会成员之后，将自动加入失业基金
(työttömyyskassa)。如果
失业且满足一定条件，他/她将有资格享受与以前收益相关的失业津贴
(ansiopäiväraha)。
通过与以下组织签订合同，未成为工会成员的人员也可以加入失业基金：
• 任何工会
• 一般失业基金 (http://www.tyj.fi)
如果失业，填写 TE 办公室提供的第一份失业津贴申请。失业基金将会以通
知的形式告之支付津贴结果。与收入相关的失业津贴都是在申请之后发放。

12.6 就业困境的帮助
遇到困境时，可向代表工会的职业安全代表(työsuojeluvaltuutettu)、职
业安全员 (työsuojelupäällikkö) 或托管人 (luottamusmies) 寻求指导。
关于劳动关系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http://www.tyosuojelu.fi
（芬兰语、瑞典语、英语、爱沙尼亚语和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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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失业津贴
如果在芬兰工作时间足够长，他/她有资格享受失业津贴。
基本失业津贴 (peruspäiväraha) 由 Kela 授予和支付。
与收入相关的失业津贴 (ansiopäiväraha) 由失业基金授予和支付，可最
多支付 500 天。雇员在就业或学习期间，成为失业基金成员的时间要足够
长。 。
劳动力市场补助金
即便某人之前未就业或不是失业基金成员，也有资格享受劳动力市场补助金
(työmarkkinatuki)。对于移民而言，劳动力市场补助金可以作为融合援助
进行支付。
•
•
•
•
•
•

如果某人被授予或申请失业救济金，则必须：
寻找全职工作，并可以在劳动力市场就业
接受为其提供的工作或培训
参与草拟就业/融合计划并遵守该计划
如有必要，通过访问 TE 办公室继续寻找工作
以电话或电子邮件的方式保持与 TE 办公室联系

失去失业救济金
如果出现以下情况，他/她可能失去 30、60 或 90 天的失业救济金：
• 拒绝为其提供的工作或劳动力市场培训
• 辞职或被解雇
• 离开或在劳动力市场培训中被解雇
• 由于自己的行为，在工作或培训中遭拒
• 错过与 TE 办公室的预约
• 未遵守就业/融合计划
融合计划和援助
如果某人符合以下条件，则在与 TE 办公室协商后，为其草拟个人融合计划
(kotoutumissuunnitelma)
•
•
•
•

已在芬兰成为永久性居民不足 3 年
17–64 周岁
失业的求职者
已经失业 2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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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机构将向其发送融合计划的副本。该计划将为其提供参加融合培训
(työvoimapoliittinen kotoutumiskoulutus) 的机会，通过培训，学习芬
兰语并熟悉芬兰社会和工作生活。融合培训对参与者免费开放，每周学习 35
个小时。还可以从 Kela 申请融合援助 (kotoutumistu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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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创业
• 这些组织还提供与在奥卢创业有关的英文信息、课程和建议。可请求提
供其他可用语言。
奥卢商业
http://www.businessoulu.com
Uusyrityskeskus （新创业中心）
http://www.oulunseudunuusyrityskeskus.fi/
• 未来企业家“创业套餐”有多个语种的合同起草指南
http://www.ouka.fi/homelikeoulu/pdf/Start_up_business_oulu.pdf
• 多个语种的“在芬兰成为企业家”详细指南
http://www.masuuni.info/articles/521/
• 企业家有他们自己的工会和失业基金：
企业家的失业基金和个体经营 (Ammatinharjoittajien ja yrittäjien
työttömyyskassa, AYT)
http://www.ayt.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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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旅行
奥卢位于芬兰的中心位置，有便利的铁路和航空运输。主要道路皆为交通干
道
• 4/E75 贯通南北
• 20 号线东至 Kuusamo
• 22 号线东至 Kajaani

15.1 当地交通工具
自行车
奥卢是芬兰自行车道网络最发达的城市，遍及整个城市和相邻市区。自行车
应停放在自行车位。记住始终将自行车上锁。

公交车
除当地公交车外，三个城市的公交路线也处于市中心。大部分当地公交车沿
Torikatu 停靠。上公交车之前，您需买票。单人票可从公交司机那里购买。
磁卡的类型不同，可提供多种类型的旅程服务以及儿童卡和学生卡。
公交车对以下人员免费
• 推有婴儿车的成年人
• 与成年人同行的 7 岁以下儿童
轮椅中的伤残者及其助理人员。
时刻表和票价
http://www.koskilinjat.fi（芬兰语和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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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从以下地点购买公交卡：
Stockmann 商店服务点，第 3 层
Kirkkokatu 14，市中心
工作时间：
周一至周五 9:00–20:00，周六 9:00–18:00，周日 12:00–18:00
Koskilinjat Oy Välivainio Depot
Sorvarintie 3，Välivainio 地区
工作时间：
周一至周五 8:00-16:00
可在所有的公交车上以及大部分的当地报摊那里对公交卡进行充值
（请参见第 11.3 节）。
必须记住公交费用在 23：00 后需双倍付费
出租车
在芬兰，出租车相当昂贵。费用要根据旅途的长短以及一天时间的长短而
定。在芬兰，人们不能在街道上搭乘出租车，因此可预定出租车或去出租车
站搭乘。预定时，需讲明预定人的姓名和地址以及出租车应该到达的位置。
当地出租车服务 (Oulun Aluetaxi Oy)
电话 0600 30081

15.2 长途运输
空运
奥卢机场 (lentoasema) 是芬兰的第二大机场，有众多每日航班。它位于
Oulunsalo，距离市中心 20 分钟车程。19 路公交车行驶至机场，有以下行
车路线：机场 – 市中心 – 位于 Linnanmaa 的大学/科技都市。
http://www.finavia.fi/lentoasemat/lentoasema_oulu
铁路
奥卢火车站位于市中心。火车向北、向南以及向东行驶。可在火车站以及网
上获得列车时刻表以及购买火车票。
火车站 (juna-asema)
Rautatienkatu 11 A，市中心
http://www.vr.fi
长途公共汽车
公共汽车站位于火车站的另一侧。在公共汽车站和网上都可获得时刻表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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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您可从公共汽车站、公交车司机以及网上购买车票。
公共汽车站 (linja-autoasema)
Ratakatu 6，Raksila 地区
http://www.matkahuolto.fi

15.3 驾驶
15.3.1 驾照和轻便摩托车驾照
要驾驶汽车或摩托车，您必须在
18
周岁以上，并持有有效的驾照
(ajokortti)。人们可在警察局查看自己的外国驾照在芬兰是否有效。
有两种学习驾驶的方法：在驾校（大部分人都这样做）或通过陪同驾驶（居
住在一起的家庭成员教您如何驾驶）。
要获得驾照，必须首先从警察局申请驾照许可证。递交申请时要为许可证支
付费用。如果去驾校学车，驾校通常会处理驾照的大部分书面工作。
要驾驶轻便摩托车，必须在 16 周岁以上，并持有轻便摩托车驾照或其他有
效驾照。轻便摩托车必须在车道上行驶。可允许轻便摩托车在上面行驶的人
行道和自行车道均标有相应的交通标志。

15.3.2 车主的责任
作为车主，您有责任对汽车注册、购买车保和缴税以及进行机动车检测。
如需了解详细信息，请访问
芬兰运输安全机构 http://www.ake.fi （芬兰语、瑞典语以及英语）
http://www.expat-finland.com -> Living in Finland -> Driving in
Fin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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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3 停车
停车限制十分严格，但却有清楚地指示，市中心的大部分停车场地都收费。
人们需要从汽车停放计时器处购买停车票。如果停车超时或违规停车，将收
到停车罚款单。

停车计时盘 (pysäköintikiekko)。
如果在地下、停车楼或停车场停车，进入停车区时须持有票据。上车和开车
之前需在汽车停放计时器处付款。
奥卢有免费的停车场，但为了避免被罚款，司机必须配有停车计时盘
(pysäköintikiekko)。停车场交通标志下的附加标志标示了停车计时盘的图
标和允许停车的时间，表明可在这些区域免费停车。许多商店、报摊以及服
务站都出售停车计时盘。停车计时盘可显示抵达时间，必须将其放在挡风玻
璃下，以便从外部清晰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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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4 驾驶和安全性
注意以下几点：
• 在任何时间驾驶都需要打开车灯，甚至是在大白天。
• 车上的所有乘客必须系好安全带。婴儿和儿童应该坐在和他们年龄相符
的安全座位上。
• 在奥卢骑自行车的人很多。拐弯时要确保没有人迎面走来。
• 由于季节以及天气状况的变化，应该更加额外小心。公路上经常会非常
滑。
• 从 12 月 1 日到 2 月末必须使用冬季轮胎。然而，根据天气，从 11
月 1 日一直到复活节后的第一个星期一，或 3 月 31 日使用带刺的轮
胎，以后到者为准。
• 如果在乡下驾驶，必须小心野生动物（例如驯鹿、麋鹿）。
即便在轻微事故中，也要请警察到达现场。
报警电话：112，它同样是常用紧急情况号码。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http://www.liikenneturva.fi
（芬兰语、瑞典语、英语以及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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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休闲时间
Oulu 10 服务点提供奥卢市及周边休闲娱乐的相关信息。

16.1 运动
奥卢市的不同地区都有各种运动设施。儿童、年轻人、成年人以及老年人在
健身房、游泳池以及其他设施中都可获得活动指导。
游泳和海滩
• 奥卢有两个游泳馆，每个游泳馆都有若干个水池。
• Raatti 游泳馆，Raatintie 2，电话： 08 558 48105
• Raksila 游泳馆，Pikkukankaantie 3，电话： 08 558 48100
奥卢拥有 18 个官方河岸、湖畔和海滩。在夏季高峰期，救生员会在
Nallikari 和 Tuira 沙滩巡查。可在 Kuusisaari、Nallikari、Pateniemi
、Pyykösjärvi 和 Tuira 海滩场地玩沙滩排球。
冬泳的冰眼位于 Tuira 地区 Koskitie 58 的 Tuira 海滩。
锻炼和健身指导
该市为儿童、家庭成员、年轻人、成年人以及老年人安排健身指导。还可为
人们提供有关习泳班以及其他指导锻炼的更多信息，电话： 044 703 8015.
各种运动俱乐部以及私人健身房也可为各年龄段人员组织运动和健身课。
运动中心、运动场与滑冰
夏天可在城市不同地区的运动中心和运动场开展足球、排球、篮球、芬兰棒
球以及地板球活动。田径运动员和滑板运动员也可使用运动中心和运动场。
冬天还可在这些运动场地开展滑冰、冰球以及曲棍球活动。这些设施一般都
对公众开放，但有时则属俱乐部专用。
慢跑和滑雪
在冬天，奥卢的慢跑和竞走跑道可用作越野滑雪道。约 70 公里长的跑道设
有照明装置。深冬时还会将越野滑雪道延伸至海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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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卢市体育与休闲办公室
(Oulun kaupungin liikuntavirasto)
Raatintie 2（Raatti 游泳池）
电话 08 558 48 000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五 8:00-16:00
http://www.oulu.com/sports

16.2 文化和市民活动
为了及时了解该城市的活动，请访 http://tapahtumakalenteri.ouka.fi 查
看活动日历

16.2.1. 青少年活动
奥卢是一个面向儿童和年轻人的城市 – 超过三分之一的居住者年龄都在 25
岁以下。可提供许多活动和服务。
Byström 青少年中心 (Nuorisoasiainkeskus)
Hallituskatu 5 A，市中心
电话 044 703 8200
nuorisoasiainkeskus@ouka.fi
http://www.ouka.fi/nuoriso/
移民
Nettinappi
可为年轻人提供几种语言的信息。http://www.
nettinappi.fi/immigrant

16.2.1 多元文化活动
Villa Victor - 国际活动中心和友谊之家
Kirkkokatu 54，Heinäpää 地区
工作时间：
周一至周四：8:00-20:00，周五 8:00-18:00，
周六： 12.00–18.00,
周日：只根据预约确定关门/开门时间
电话 044 703 1674 / 044 786 8884

http://www.ouka.fi/villavictor
http://www.oulunsetlementti.fi/ystavyystalo/

73

Villa Victor 与奥卢市经营的国际活动中心和协会 Oulun Seudun
Setlementti ry 经营的多元文化友谊之家共同设立在一起。它是一个面向
所有人开放的国际会场、生活区以及活动中心。目的是为了促进外国人之间
多元文化的交流以及融合。Villa Victor 提供语言课程和与芬兰社会有关的
信息活动，还有俱乐部、旅行和文化活动。还提供
•
•
•
•

免费上网
国外报纸
电视和视频
自己组织活动的集合地点

16.2.2 图书馆
主要的图书馆 (kirjasto) 位于市中心，但这里还有区级图书馆。要获得借
书证，需要填写一张表格。和出借图书一样，该证是免费的。然而，如果您
晚于归还日期归还出借图书，则需缴纳罚款。您可借取图书、有声图书、杂
志、音乐作品以及影片。可提供几种语言的物品。您还可以免费上网。
奥卢市图书馆 (Oulun kaupungin kirjasto)
Kaarlenväylä 3，市中心
电话 044 703 7331
City.Library@ouka.fi
工作时间：
周一至周五 10:00-20:00，周六 10:00-17:0017.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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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日常生活
17.1 天气和季节
季节

冬天

春天

夏天

秋天

月份

11 月 到 2 月

3 月到 5 月

6 月到 8 月

9 月到 10 月

温度

-0˚ C 到 -40˚ C

+5 ˚C 到 -15 ˚C

+15˚ C 到
+25˚ C

+15˚ C 到 -0˚ C

天气

积雪深 1 米

雪在融化

潮湿，还有
蚊子

叶子飘落

昼长

时间非常短（大
约 3 小时 30
分钟）

时间变长

时间非常长（
大约 10 小
时）

时间变短

当地天气预报：
http://www.fmi.fi

17.2 通信和媒体
电话
芬兰的国际区号为 +358。几乎人人都有手机。家中的座机已经很少见了。当
人们在芬兰给座机打电话时，需要用到本地区号。奥卢地区的区号为 08。
您可访问 http://www.gsm.fi 查看各手机运营商的报价。还可以在报摊购
买预付卡。有多廉价的方法可以打国际长途，请查看互联网了解与其相关的
更多内容。
网络
在市中心、奥卢机场以及一些本地公交车上都可以免费使用完全开放的无线
网络 - PAN OULU。只需要一个带无线局域网接入点的终端。
人们可从本地服务提供商那里购置家庭互联网连接。可在市中心找到众多商
店。人们还可以在 TE 办公室、国际活动中心 Villa Victor 以及图书馆找
到免费的电脑以及网络互联网接入。该城市中没有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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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
如果您拥有一台电视，则必须购买电视许可证 (TV-lupa)。电视许可证 – 每
年 (2011) 花费大约为 225 欧元，可从芬兰通信管理局 (Viestintävirasto)
购买。您可通过网络或者电话告知您在邮局有台电视。
如果您没有支付电视许可证账单，检查员则会登门拜访来检查您是否有电
视。如果您没有为电视付费，则需缴纳罚款。
芬兰通信管理局
(Viestintävirasto) 在 Helsinki
工作时间：
周一至周五 8:00-16:15
电话 09 613161
www.tv-maksu.fi/en/index.html

17.3 公共假日
在公共假日中商店以及银行通常都关门。在节日前夕它们也许会早早关门或
者按照周六的开放时间工作。根据年份公共假日会有所变动。
日期

假日名称

芬兰语

1 月 1 日

新年

Uudenvuodenpäivä

1 月 6 日

主显节

Loppiainen

每年变化的周五（三
月到四月）

耶稣受难日
Pitkäperjantai

复活节星期日前的
周五

每年变化的周日（三
月到四月）

复活节星期日

Pääsiäispäivä

每年变化的周一（三
月到四月）

复活节后的星期一

2. pääsiäispäivä

5 月 1 日

五一国际劳动节

Vappu

每年变化的周四（五
月到六月）

耶稣升天节

Helatorstai

复活节星期日后
的 39 天

每年变化的周日（五
月到六月）

圣灵降临节

Helluntaipäivä

复活节星期日后
的 49 天

6 月 19 日到 6 月
25 日之间的星期五

仲夏夜

Juhannusaatto

非官方 - 然而实
际上是一个完美
节日

6 月 20 日到 6 月
26 日之间的星期六

施洗约翰节

Juhannuspäivä

10 月 31 日到 11
月 6 日之间的星
期六

万圣节

Pyhäinpäiv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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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复活节星期日第
二天

12 月 6 日

独立日

Itsenäisyyspäivä

12 月 24 日

平安夜

Jouluaatto

12 月 25 日

圣诞节

Joulupäivä

12 月 26 日

圣史蒂芬日

2. joulupäivä 或
tapaninpäivä

非官方 - 然而实
际上是一个完美
节日

17.4. 购物
专卖店周一到周五通常从 9:00 或 10:00 一直到 18:00 之间开放，购物中
心和店面的开放时间为 8:00-21:00。大部分商店周六的开放时间为 12:0018:00。商店周日开放的时间有所不同，一些商店将关门。
食品杂货店允许的开放时间为周一到周五 7:00-21:00、周六 7:00-18:00、
周日 12:00-18:00。较小的食品杂货店可自由决定他们的开放时间，也许会
24 小时开放。
市中心的购物街有 Rotuaari、Isokatu、Uusikatu、Kauppurienkatu、Pakk
ahuoneenkatu 以及 Hallituskatu。沿着 Kauppurienkatu 行走，您可很容
易地从 Rotuaari 到达 Market Hall 和 Market Square。
在 Taka-Lyötty、Limingantulli 和 Kaakkuri 有一些购物区。Zeppelin 购
物中心坐落在 Kempele。
本地的一些小商店有时还会充当邮局的角色。工作时间有所不同（通常从
8:00 或 9:00 一直到 21:00 或 22:00）。
二手店 (kirpputori)
二手店指的是那些人们可以对用过的衣物和家具进行买卖的地方。它们在芬
兰很受欢迎。向 Oulu10 寻求它们的地址。

17.5 办公室开放时间
州及城市办公室（如 Kela、Maistraatti 以及 TE 办公室）通常周一到周五
9:00-16:00 开放。一些办公室可能在 15:45 便已关门。

17.6 成瘾物品
烟草与吸烟
必须已满 18 周岁才有权购买烟草制品。不能进口、出售鼻烟（无烟烟草）
，或者另外因商业目的移交出去。鼻烟的购买者同样被判定为有罪，必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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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赔偿。
按照法律，公共场所禁止吸烟。外面通常由特别的地方专供吸烟。
酒精饮料
啤酒和苹果酒除外，酒精饮料在被称作 Alko 的酒精饮料专卖店出售。为了
购买酒精饮料：
• 已满 18 周岁的人才可购买或拥有酒精饮料（浓度最高为 22 %）。
• 已满 20 周岁的人才可自己持有烈性酒（浓度高于 22 %）。
• 人们可自己合法制造以及进口酒精饮料。
禁止在以下场所饮用酒精饮料：
• 在酒精饮料零售商以及其他商店，
• 在公共活动场合
• 在公共车辆上（火车、公交车等）
麻醉剂
法律禁止生产、制造、进口、出口、分发、出售、持有以及使用被列为毒品
的物质（包括大麻和阿拉伯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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