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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行

Obey the rules 遵守规则

Cycle tracks 各行其道

Eye-contact 注意路况



自行车道

乱骑车？小心被罚款噢



靠右行驶

右侧骑行

左侧超车

最多两人并行



转弯手势（很重要）

转弯前

伸手示意

观察后方是否有车



十字路口

闯红灯？罚款噢



转盘道

注意“鲨鱼牙”

逆时针方向

出入转盘打手势



车灯

白色或黄色前车灯
（假如车灯坏了可临时用手机闪光灯代替）

红色后车灯

夜间不开灯？罚款噢



Tips

“Pas op!”

Dutch people are less alerted — Try to avoid sudden move/stop

Watch out for fast ebikes

More info: http://www.cyclinginwageningen.nl

http://www.cyclinginwageningen.nl


买单车 OR 租单车

• 单车店（新车 / 二手车）

• 迪卡侬网购

• 租单车月租 20 欧



公交卡 OV chipkaart
• OV卡 记名/匿名公共交通卡 www.ov-chipkaart.nl

上下车刷卡 check-in/ -out

无票乘车？罚款噢

Different companies

火车票购买 / OV卡充值机
/ 套餐激活处



优惠套餐
• 火车

40%折扣、周末免费、一日游、团票等 - www.ns.nl

火车天票 - 不定期，关注荷乐网公众号、Kruidvat, HEMA, AH, Etos等
upload locations: Forum

https://www.ns.nl/en/season-tickets/dal-voordeel.html



通讯服务商

一般各服务商均可免费带号转网！

预付费
无月租

有固定话费流量月租
1年或2年固定合同

可能更划算



购物网站

线上线下购物，免费无理由退货，注意条款！

https://www.bol.com/nl/



化妆品保健品

花园店
https://www.hollandandbarrett.nl/

ICI

https://www.iciparisxl.nl/



法国药妆

https://www.zorgvoormijnhuid.nl/

https://www.farmaline.nl/drogisterij/

https://www.yourskin.nl/

经常有折扣 多人拼邮更合算

https://www.zorgvoormijnhuid.nl/
https://www.farmaline.nl/drogisterij/
https://www.yourskin.nl/


实用APP
STOCARD

手机绑定各种会员卡(有折扣）

Buienradar Mobiel Bankieren

WieBetaaltWat

雨量监控

银行卡查帐

AA 算钱神器



日常出行

NS Reisplanner Xtra

(Train)

OV-chip-checker

(OV card)

Time  table 

(bus&train)



荷兰语 ------〉英语



打折机票

廉价机票搜索网站

Skyscanner APP端界面



欧洲各国大巴和火车查询（如：阿姆---〉巴黎）

订酒店和民宿

荷兰大众点评（选餐厅及美食推荐）

住宿/美食



外 卖 网 站

翻 墙 神 器 翻译助手（拍照翻译功能）



微信公众号推荐

荷兰最划算（推送各种打折消息）

荷乐网GoGoDutch （跟团旅游）

荷兰微生活（组织集体活动，旅游）

NLE荷兰快递（寄快递）

MyEushop（买国内食品，产品种类多且包邮）



重要官方网站

中国驻荷兰大使馆：http://nl.china-embassy.org

中国驻荷兰教育处（办理留学证明/公派生报道）：http://www.nl-edu.org/

荷兰移民局(任何和居留，身份相关问题）：https://ind.nl/

国际学生组织：http://www.isic.org

http://nl.china-embassy.org/
http://www.nl-edu.org/
https://ind.nl/
http://www.isic.org/


重要联系方式

报警：3-222222

急救：112

领事馆电话：0031-70-3065061

瓦村警察局电话：09008844

校医院电话：0859020303（看病需要打电话预约）



医疗
● 看GP（普通医师）：WUR 有 student medical center, 打电话预约见面，不需要付款。

●开处方药：GP会开电子处方直接发送到药店，去药店付款取药。

●看牙医：牙医都是单独的诊所，打电话提前预约，往往按时长/操作计费。
● 牙龈发炎可以去 Etos买过氧化氢漱口。

● 智齿可以在牙医处拔牙（可能会不报销，除非是急性的），也可以要求牙医写reference letter去医
院拔（会报销）

●去医院：除急诊外，其他科室都需要GP的reference letter。

●报销：保留账单和reference letter，填好表格发邮件给保险公司。



打HPV疫苗

一共三针：第一针和第二针隔一个月；第二针和第三针隔半年

先预约学校医生，医生给药店发订单

药到后，药店会联系你取药

再预约一次学校医生，并在学校接种疫苗（Student medicine centre) 



●阴雨天气多，冬季日照时间短，可能会造成精神压力。

● Student Psychologist in WUR

●唤醒灯 –模拟日出

天气



走廊生活
●确认走廊长，确认走廊的特别‘规定’。

●走廊的卫生一般是排值日表，每做一个Task会返回一定的钱。

●走廊的消耗性生活用品一般是分摊到每个人。

●如果走廊环境特别差，或者走廊长不作为不返钱，一定要联系Idealis的
Caretaker 反馈。

●按荷兰规定，晚上11：00之后不可以有高分贝声音。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选课之前，认真查看Study Handbook, 对课程的详细介绍，以及考试评分细
则。

●不要错过选课时间，注意查看必修课和限选课要求。

●考试课：

● 根据 study handbook上的learning outcome 准备。但是要尽可能的全
面的复习到。

● 答题时一定要有条理论述，分点作答，重要的名词一定要拼写准确。

● 选择题确定好是单选还是多选。

● 考试可以带字典.



● Group Work

● 大胆说出自己的想法

● 敢于质疑 不懂就问

● 多交流 多分享

● 任务分配不合理 直接提出来

● 取长补短 多学东西

补考: 在MyPortal上面选补考时间 一年有三次机会

考试靠的是实力而不是运气 有计划 有条理 不慌乱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Tips:  (Wonderful Wur account)

•Microsoft(Onenote)

My Portal

(right bottom Conner)

• Google Drive

My library

(bottom)

• Endnote

Simultaneous editing 



Enjoy life in Wageningen/Holland

•Cycling

•Walking

•Running 

•Picnic 

•Chatting

Free place: 

Forest

Botanical Garden Belmonte Arboretum

Numbered Junction Bicycle Network



Any other question can be asked.

The Chinese Friday fellowship students
and team are happy to help find answers.

https://csmn.nl or app

This presentation is on the website and in the app.

https://csmn.n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