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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学习项目

东芬兰大学  约恩苏 | 库奥皮奥



选择东芬兰大学的5
个聪明理由

独一无二的芬兰

  桑拿、圣诞老人以及更多

无限的学习机会

  交换生学习
  国际硕士学位课程
  博士学院
  专业发展培训
  暑期学校

轻松的生活

  学生会
  学生服务
  学生公寓
  卫生保健和福利

优质的教育

  芬兰教育——世界领先
  东芬兰大学——全球最佳大学之一
  提供学费减免

我们诚意邀请

  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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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EF//
学术
校长
欢迎辞

学习什么？去哪里学习？这将是你要做出的一个
最重要的决定，而促成这一决定的因素可能包含
大学的研究和教育质量，校园所在城市所提供的
服务，整体的舒适性和安全性，以及学习的费
用。通过接下来几页的内容，你将充分了解东芬
兰大学，以及它如何成为国际学生攻读学位或作
为交换生完成学业的明智之选。

UEF是芬兰顶尖的多学科大学之一，其先进的研
究水平在国际上同样享有盛誉。我们的学习项目
具有极高的水准，它们以高水平研究为基础，旨
在寻找解决全球挑战的跨学科解决方案。UEF提
供各种英语授课的硕士学位课程，以及特别满足
交换生需求的非学位课程。我们的许多硕士学生
都选择留在UEF继续攻读博士学位。

我们所有的课程都突出以学生为中心和高水平教
学的特点。我们提供的最佳学习环境涵盖学习的
各个方面。我们拥有积极进取、造诣高超的教师
团队，多样化和创新的学习方法，完善的技术解
决方案以及大量参与研究的机会。这一切都将大
幅提高个人学习安排的时空自由度。我们的课程
能为你打下坚实的基础，以便从容面对未来在国
际劳动力市场所面临的挑战。

我们紧凑的校园能够为学习提供舒适安全的环
境。校园里拥有最先进的图书馆和信息服务，以
及有助于独立学习的众多设施，都将为你的学业
成功助力加油。此外，根据学生需求而量身定制
的医疗保健服务以及位置便利的学生公寓，使我
们学生的日常生活更加轻松。我们的校园所处的
城市约恩苏和库奥皮奥都是极具吸引力的地区发
展中心，可以满足你在日常生活、闲暇时间和兴
趣爱好方面的各种服务需求。

我们的交互式学习环境期待你的投入和参与。热
情欢迎你来到东芬兰大学。

TAPIO MÄÄTTÄ 

学术校长



纵观整个历史，芬兰在文化上受到斯堪的纳维亚和俄罗斯的
影响。芬兰以其洁净的环境、完善的福利体系、现代技术和
一流的教育体系而闻名，是一个充满异国情调且能够安全学

习的国度。

5.
独一无二的芬兰



芬兰拥有
自己的

国家表情符号

神奇的大自然
四季明显
北极光
白夜

圣诞老人
就生活于此
千真万确

是有记录以来
的最高测量温度
和最低测量温度

零上 37.2°C
零下 51.5°C

5.
独一无二的芬兰

作为欧盟成员国，
芬兰积极推进民主
与人权。包容、多
元文化和平等是芬
兰的核心价值观。

全国
540万人口拥有

320万
间桑拿房

芬兰 

70 % 
的国土被森林覆盖



UEF 暑期学校

对于希望体验芬兰大学生活和UEF创新学习环境的学生，UEF暑期学校是一个
理想的选择。欢迎来享受芬兰的夏日美景，结识全球各地的同学！

交换生学习

对于来东芬兰大学的交换和访问学生，我们提供多种国际学习项目。学校所
有学科的课程和学习模块，无论学士学位还是硕士学位，都可以提供英语授
课方式。此外，我们的许多硕士课程也可供高年级学士学位的学生学习，这

提高了灵活性。

国际硕士学位课程

对于已经拥有学士学位并希望凭借芬兰一流大学的学位获得竞争优势的学
生，东芬兰大学同样提供多种以英语授课的硕士学位课程。我们的硕士课程
通常以小组形式授课，从而使师生之间的互动更加紧密。英语流利是参加我

们所有课程的先决条件，而完成硕士学位通常需要两年时间。

如需了解有关我们国际学习项目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UEF.FI/ADMISSIONS

4.
无限的

学习机会



我们的
国际硕士学位 
课程
科学与林业学院

环境变化生物学
环境卫生与技术
欧洲林业学* 
林学(CBU and Transfor-M) 
扩展现实中的成像与光学(IMLEX)*
信息技术(IMPIT)
医学物理学
光子学
研究化学
木材材料科学
计算色彩和光谱成像(COSI)*
用于安全可靠性和安全性光子学(PSRS)*  
 

健康科学学院 
生物医学(BioMed)
一般毒理学
公共卫生学(MPH) 
 

哲学院

跨文化交流的早期语言教育学
英语语言与文化
跨文化语境下的学习、教学与辅导
语言数据科学
临床语言学
 

社会科学与商学院 

环境政策与法律
国际商务与销售管理
旅游营销与管理学
北欧环境法联合硕士课程(NOMPEL)
 
 约恩苏校区 
 库奥皮奥校区

*伊拉斯谟+(Erasmus Mundus)联合硕士学位课程

›› 有关我们硕士学位课程列表的更多信息
和最新更新，请访问
UEF.FI/MAS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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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EF 博士学院

UEF博士学院涵盖东芬兰大学的所有博
士课程。UEF所有科学领域都提供博士
课程，所有博士生都可以选择其中一项
博士课程完成其学业。博士课程为学生
提供高水平的研究培训和指导，以及同
伴支持和指导。 

博士课程每年可申请四次。每年，博士
课程还提供由学校资助的UEF博士生职
位。UEF的博士生职位是带薪职位，以
使学生能够进行全日制学习，并在四年
内完成博士学位。

有关UEF博士学院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UEF.FI/DOCTORALSCHOOL

专业 

发展培训

除学位课程和交流学习外，东芬兰大学
还提供专业发展培训课程，以满足各
种需求。 

通过芬兰大学有限公司（一家专门从事
全球和教育出口的公司），可以在全球
任何地方获得我们的专业知识。我们是
拥有该公司的四所芬兰大学之一。芬兰
大学有限公司在国际合作方面拥有丰富
的经验，其项目包括为国外公司和组织
提供国际培训计划和芬兰考察访问、在
职培训等等。通过芬兰大学有限公司，
各个国营和私营组织均可以接触到其特
定领域的最新研究和最佳教师，以获取
最高质量的最新专业发展知识。芬兰大
学有限公司提供的项目和课程可以根据
专业发展需求进行量身定制，在UEF校
园、线上或工作场所提供教育和培训。

要了解有关UEF提供的专业发展计划的
更多信息，请访问 
FINLANDUNIVERSITY.COM



学生会

东芬兰大学学生会是一个独立的组织，尽
管它与UEF紧密关联。它为学生的权益而服
务。学生会的目的是捍卫UEF芬兰学生和国
际学生的权利。芬兰各地的学生会一直在努
力改善学生的日常生活。除了为学生争取更
好的权利和利益外，学生会还在我们校园内
安排各种各样的社交活动。

卫生保健和福利

芬兰学生健康服务（即FSHS）为东芬兰大
学的所有学士和硕士学位学生（包括交换生
在内）提供预防保健、医疗保健、心理保健
和牙科保健服务。除了医院治疗和妇产科门
诊外，几乎涵盖学生可能需要的所有健康服
务。FSHS在芬兰的16个大学城市均设有医疗
中心，你可以在任意一家中心接受治疗。

3. 轻松的生活



国际学生来自

个不同国家/地区

1,700 
名国际学生

98   

 学生公寓

芬兰的住房标准，包括学生住宿在内，都是
非常好的。在我们的校园所在的城市中，学
生住宿由独立的非营利性住房公司提供。可
供选择的公寓能够满足所有需求：有单人公
寓，多人公寓和家庭公寓。学生公寓通常位
于校园附近或公共交通便利的地方。 

学生服务

东芬兰大学提供广泛的服务，以为你的学习
提供支持。我们的学生和学习服务处旨在提
供与学习相关的支持服务，并优化学校的学
习环境。对于国际学生来说，学生和学习服

务处中的两个部门尤为重要：国际交流服务
部和Oppari。 

国际交流服务部为来往的交换生以及国际学
位学生提供服务，负责国际学生、教职员工
的交换项目。而另一方面，Oppari则为学生
提供独立学习的设施以及最新的IT设备和支持
服务。Oppari的IT顾问会在你遇到与计算机
有关的问题时为你提供帮助。

在东芬兰大学期间，学校的图书馆很可能是
你最重要的科学信息来源。东芬兰大学图书
馆是公共科学图书馆，其服务、藏书和设施
向所有有需要的人开放。图书馆工作人员以
客户至上的态度而闻名，因此如果有任何需
要，可以随时向他们求助！



芬兰教育
— 世界领先

芬兰教育系统的高质量得到了国际认可。根据1999年
的《博洛尼亚宣言》，所有芬兰大学都拥有三级学位
结构。获得学士学位大约需要三年，获得硕士学位需
要大约两年的时间，而完成博士学位则需要大约四年
的时间。每学年包括从9月初开始的秋季学期，以及

到5月结束的春季学期。

在芬兰，来自欧盟/欧洲经济区国家和瑞士的学生可免
费学习获得学位。而对于需要缴纳学费的学生，UEF
提供各种学费减免政策。交换生一般免交学费，而访
问生则收取学费。请注意，芬兰的生活费用相对较

高。学生的生活费用约为每月700欧元。

2.
优质的
教育



东芬兰大学
全球最佳大学之一

东芬兰大学（即UEF）是芬兰最大的大学
之一。我们提供具有吸引力的多学科学术
服务，并为国际学生提供广泛的英语授课
项目和课程。与芬兰的所有大学一样，东
芬兰大学也获得芬兰教育和文化部的授权
和支持。

UEF拥有约15,500名学位学生，在我们美
丽紧凑的校园里芬兰学生和国际学生和谐
相处。我们与合作伙伴一起，为学生提供
各种服务，旨在促进他们的学习和日常生
活，包括辅导、住房和医疗保健。我们以
成为一所以学生为中心的大学而感到骄
傲，为我们的学生提供芬兰最好的学术学
习环境是我们的战略目标！

要了解有关我们的学校、研究和相关排名
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UEF.FI/EN

学费和减免

非欧盟/欧洲经济区的学生需要支付学费。
以英语授课的硕士学位课程的每年学费为
8,000至15,000欧元不等，取决于学院和课
程设置。对于学生而言，学费在整个学习
期间将保持不变。学校提供了有吸引力的
学费减免计划。

UEF.FI/TUITION-FEES-AND-
SCHOLARSHIPS



1.
我们

诚意邀请您
需要一个就读UEF的理由？

我们会给你五个聪明的理由。观看我们的视频！

UEF.FI/5SMARTREASONS



“首先，UEF校园非常美丽。大学里有一种
社区的感觉。我想要睁大眼睛并尽可能多
地欣赏这一切。从不同的角度看事物真是
非常有趣。”

YUKI AIHARA  |  日本   
交换生

“UEF以其在国际排名中的出色表现而闻
名，这也是我很高兴来到这里的原因之一。
暑期学校的课程很棒。也许未来我会申请这
里的博士学位。”

HASAN BAYAZID  |  孟加拉国   
暑期学校学生

“东芬兰大学拥有真正的跨国学术环境，这
里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和老师。在这里你
可以了解芬兰文化，也可以专心学习。学术
课程既强调理论学习又注重实践学习，这对
我们博士生非常有益。”

AMELIA DASH  |  澳大利亚   
博士学生

“我觉得UEF向我们展示了为什么大家都说
芬兰的教育是最好的。我可以感受到老师
们很专业的设计每一门课程。老师们总是
有很多教学方法来帮助你真正了解知识以
及如何在工作生活中进行运用。”

PENG XIAOLIN  |  中国   
硕士学位学生

UEF// 学生故事



UEF就在
“knowhere”的中心

东芬兰大学
+358 294 45 1111

约恩苏校区地址：

Yliopistokatu 2
P.O. Box 111, FI-80101 Joensuu, Finland

库奥皮奥校区地址：

Yliopistonranta 1
P.O. Box 1627, FI-70211 Kuopio, Finland

UEF.FI

库奥皮奥

约恩苏

芬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