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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近年来，随着中国来爱尔兰留学生人数的不断攀升，留学生在爱安全问题也

时有发生。为了关心和保护在爱留学的莘莘学子们，在中国驻爱尔兰大使馆的关

心下，爱尔兰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编辑出版了这本《爱尔兰中国留学生实用手

册》。 

本手册以留学生安全信息为主，向广大留学生传播留学安全知识、校园知识、

生活技能、应急技巧和爱尔兰留学生活需掌握的一些实用讯息。   

在本手册出版之际，特别鸣谢中国驻爱尔兰大使馆对本手册出版的大力支

持，同时也感谢全爱学联执委们对手册的出版付出的辛苦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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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急情况联系方式 
有中国警察的都柏林警局  

Kevin St. Garda Station: 016669400 

Bridewell Garda Station: 016668200 

Mountjoy Garda Station: 016668600 

Pearse St Garda Station: 016669000 

Swords Garda Station: 016664700 

Clontarf Garda Station: 016664800 

Rathmines Garda Station: 016666700 

Irishtown Garda Station: 016669600 

Crumlin Garda Station: 016666200 

Dun Laoghaire Garda Station: 016665000 

Blackrock Garda Station: 016665200 

同学可以直接拨打警局电话，要求中文服务 

 

华人律师的联系方式：  

华人律师: 施婵 

联系地址: 22 Bridge Street, Ringsend, Dublin 4 

电话: +353（0）1 6677170 

手机: +353（0）87 195 8352 

Email: csgilmoresolicitors@gmail.com 

中国驻爱尔兰大使馆官方网站:  http://ie.chineseembassy.org/chn/ 

中国驻爱尔兰大使馆地址: 40 Ailesbury Road, Dublin 4, Ireland 

爱尔兰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官方网站:  http://cssa.ie/ 

报警紧急电话：112或者 999 

 

爱尔兰各大学学联联系方式 

 

mailto:cshi@mcgrathmcgrane.ie
http://ie.chineseembassy.org/chn/
http://cssa.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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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爱学联突发事件应急小组专线: 

cssa.safty@gmail.com 

 

UCD 都柏林大学  

国际处负责人：Dr. Catherine McGurren (凯瑟琳) 

China Regional Officer (中国区经理) 

地址：UCD International  都柏林大学国际办公室 

      Gerard Manley Hopkins Centre 

      University College Dublin 

      Belfield, Dublin 4, Ireland 

邮箱：catherine.mcgurren@ucd.ie  

 

国际处负责人：Bei Gao  高蓓 

Regional Coordinator－China  国际事务主管－中国 

地址：UCD International  都柏林大学国际办公室 

      Gerard Manley Hopkins Centre 

      University College Dublin 

      Belfield, Dublin 4, Ireland 

邮箱： bei.gao@ucd.ie  

 

联系电话：00353 1716 8589 

微博: 爱尔兰都柏林大学UCD 

网站： UCD International 

 

TCD 都柏林圣三一学院 

国际处负责人：Declan Coogan 

International Recruitment Manager 

邮箱： Declan.Coogan@tcd.ie  

电话： +353 1 896 4680 

 

DIT 都柏林理工大学 

国际处负责人: Bing Wu 

联系人邮箱：Bing.wu@dit.ie 

邮箱: international@dit.ie  

国际处地址： DIT 41 Mountjoy Square, Dublin 1 

 

mailto:catherine.mcgurren@ucd.ie
mailto:bei.gao@ucd.ie
http://www.weibo.com/MyUCD
http://www.ucd.ie/international
mailto:Declan.Coogan@tcd.ie
mailto:Bing.wu@dit.ie
mailto:international@dit.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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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D 都柏林美国大学 

国际部电话: +353（0）1 676 8939 

 

DCU 都柏林城市大学 

国际处负责人: Ms Sylvia Schroeder 

邮箱: sylvia.schroeder@dcu.ie 

联系电话: +353（0）1 700 8694  

GCD 格里菲斯大学 

国际部负责人: 杨老师 

办公电话: +353（0）1 416 3333 

 

NCI 爱尔兰国家学院 

国际部电话: +353（0）1 449 8661 

 

DBS 都柏林商学院  

联系地址: International Department, 

         Dublin Business School, 

         13/14 Aungier Street, 

         Dublin 2, Ireland. 

联系电话: +353（0）1 417 7500 

传真: +353（0）1 417 7543 

邮箱: international@dbs.ie 

 

NUIM 梅努斯大学 

联系地址: International office, 

         NUIM, Maynooth, 

         Co. Kildare, 

         Ireland. 

邮箱: international.office@nuim.ie 

电话: +353（0）1 708 3868 

mailto:sylvia.schroeder@dcu.ie
mailto:international@dbs.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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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 +353（0）1 708 6113 

 

DKIT 唐道克理工学院 

联系地址: International Office, 

         Student Services Building, Room F215, DKIT, 

         Dublin Rd, Dundalk, Co. Louth, 

         Ireland. 

联系人: Summer Wu, International Office Administrator 

邮件: summer.wu@dkit.ie ,  

电话: +353（4）2 937 0639. 

 

WIT 沃特福德理工学院 

联系地址: International Office, 

         Waterford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Cork Road, Co. Waterford, 

         Ireland 

联系人: Ms Hellen Kang Griffith, Chief representative - China  

邮箱: hkanggriffith@wit.ie 

电话: +35351306124/ 845506 

联系人（上海办公室）: Ms Zhen Qui Li (Sonny) ,  

                     Assistant to Chief representative - China 

邮件: witchinaoffice@gmail.com 

电话: +86 2162798819       

 

Athlone IT 阿斯隆理工学院  

负责人：Mary Simpson 

国际处电话:+353 90 6468272 

传真:+353 90 6424631 

地址: Athlon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Dublin Road, Athlone, Co. 

Westmeath,Ire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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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nnon College of Hotel Management 香浓酒店管理学院 

负责人：Sarah O Mahony 

邮箱： sarah.omahony@nuigalway.ie 

国际处电话:061 712523 

传真:+353(0)61475160 

  

University of Limerick 里莫瑞克大学 

负责人：王亚楠 

联系电话：0863748955 

 

NUIGalway 高威大学 

负责人：Louise Kelly 

国际处电话：+353 (0)91 49 5277 

国际处办公室传真：＋353（0）1495551 

邮件： international@nuigalway.ie 

 

地址：7 Distillery Road NUIGalway， Galway，IRELAND 

 

 

ICD Business School Ireland 

负责人:Joyce Zhao  

负责人电话：＋353 1 6333 222 

传真：＋353 1 6333 111 

网站：www.icd.ie 

地址：Wicklow House 

84-88 South Great George Street, Dublin 2 

 

 

更多各学校联系人的联系方式可以查阅爱尔兰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网站：

cssa.ie 

 

 

 

 

 

mailto:sarah.omahony@nuigalway.ie
mailto:louise.kelly@nuigalway.ie
mailto:international@nuigalway.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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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尔兰留学生生活指南 
 
概况：爱尔兰不是申根成员，去大多数欧盟国家都需要签证。都柏林的物价

在欧洲较高。海洋性气候，四季温差不大，天气大体而言偏冷，全年平均气温夏

季为 15 摄氏度左右，冬季为 5 摄氏度左右。一天之内天气可以瞬息万变，完整

体验四个季度，重点是随时都可能会下雨。（刚来时出行必备雨伞，现在大家都

练就了雨里不撑伞，从容行走的本领）电器电压与国内相差不大，国内电器只需

使用英式转换插头即可使用。 

安全概况：总体来说爱尔兰是一个治安很好的国家。路不拾遗、夜不闭户都

是存在的。不过由于经济危机的影响，爱尔兰目前的治安状况较先前有恶化的趋

势。同时由于国家较小、警察效率低下。为了以防万一，大家平时结伴出行，晚

上还是少出门为好。 

 

1. “落地签” 

当到达爱尔兰境内以后，必需在 1个月内到其 Immigration Office(移民局)

去注册并领取你的 ID 卡；否则会视为非法居留，可能被驱逐出境。这是在你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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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到爱后的第一次签证，其重要性可想而知，但不用担心，只要你没有犯过什

么事且所带资料齐全（Tip：应及早在当地银行办好存款证明 3000欧元），拿到

“落地签”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另外提醒一下，每年的一、二、九、十月份是续

签和落地签的高峰期，如想尽早办理落地签，建议提早到达移民局门口排队领取

号码牌。 

移民局营业时间：周一至周五 9：00am 至 17：00pm 工作人员将在移民局

营业前一个小时派发号码牌。号码牌分两种业务。续签和落地签是同一种业务，

往返签又是另一种业务。办理落地签或续签手续前应检查清楚办理手续材料是否

齐全，手续材料包括：学校证明、上一年的学校出勤率（在私立院校的续签需要）、

ID 卡（续签）、银行卡、护照、申请签证表格（可在移民局内获取）、保险证

明（学校报到时会要求购买办理，部分学校的保险包含在学费里）。  

 

2. 学校注册 

刚到达爱尔兰的同学待安顿好住处之后，可要求接机人或 Homestay 的监护

人带你去学校报到注册，爱尔兰人民热情好客，如没有什么特殊情况的话一般他

们都很乐意帮助的。如果他们实在不愿意，同学们可以致电到学校的国际部

（International Student Office）联系人寻求帮助，在办理学校注册的时候，

请务必要购买保险，否则，签证没法正常办理。 

 

3. 衣 

装束较随意。 普通服装没有国内款式多， 36 码以下的女生不太容易买到

满意的鞋。在每个城市的市中心都设有大型的购物中心，同学们可以在购物中心

买到心仪的衣服，而且有很多品牌任君选择，有 H&M、ZARA、Forever21、TOPSHOP

等。离市中大约 1小时车程有一个奥特莱斯打折村，不定时冰点折扣。每年还有

2次的大力度大减价，分别在每年的六月中旬和十二月圣诞节前后，价格低得难

以想象，天生购物狂们可要提前节衣缩食了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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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食 

蔬果品种很少，中餐佐料不全，中国超市一般都能买到所需的食材，喜欢做

西餐同学有口福了，材料设备都是超全的。麦当劳、赛百味、汉堡王价格最便宜。

中餐馆迎合西方人口味鲜有正宗且价格高。还是自己做吧，实惠又可口。逢年过

节如果想外出下馆子哈皮哈皮，也可以到 Dublin 的 Parnell Street或者 Capel 

Street上体会一下家乡的美味。 

 

5. 住 

学校宿舍方便安全，但每月价格比外面贵上几百欧，一年就是几千欧。 

多数的会选择跟同学合租房子，在这里要提醒一下，避开不安全的区域，以

免发生不安全的事情。 

校外租房网站：http://www.daft.ie/ 及 http://www.0086.ie/ 

联排别墅是最常见最便宜的，公寓相当舒适漂亮，价格相对也贵好多。最富

有的住独栋，真正的大户人家，庭院深深深几许。 

通常留学生不会选择买房或整租，选 sharing（合租）即可，常见房间类型

single room（小床单人间），twin bedroom（双人间）和 double room（有一

张大床的房间）。洗手间一般是供所有房客共用的，大多数房子有多于一个洗手

间，公寓（apartment）一般比别墅（house）贵。各人按自身情况考虑价位、面

积等方面选择，房子的位置相对比较重要，有时候有晚课，尽量找离学校近且安

全些的地区。还应考虑周边如购物、公交等配套设施。 

另外，校外租房需交纳 1-1个半月的租房押金，建议向房东索要押金单据，

应注意跟房东协商好退房后如何取回押金、家私电器的损坏与维护费用等问题。

租房前学生应与房东就退房后如何取回押金、家私电器的损坏与维护等问题签好

相关的合约，避免酿成不必要的纠纷。 

  

http://rrurl.cn/eCcxmn
http://www.0086.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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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行 

在爱尔兰的中国人的交通工具主要有：腿、自行车、公交车、轻轨和私家车。

腿和自行车（二手或新的）用于住在离学校不远的朋友们，稍远些的就乘公交车。

家用轿车相当便宜，二手轿车更是比自行车贵不了多少，当地人每户至少一辆私

家车。虽然有些中国人买了汽车（二手或新的）或摩托车（二手或新的），但是

没有普遍性且安全性没保障，考驾照办各种手续也相对比较麻烦。公交车人少的

时候上下两层除了我就只有司机了，人多时等几辆都不让上的。公路依丘陵地势

而建且绕开民居，蜿蜒起伏，在三维空间没见过平直的。所幸司机技术高超，七

扭八拐都能风驰电掣。（Tip: 办学生公交卡非常划算）学生公交卡在各大便利

店皆能购买。 

 

7. 购物及娱乐指南 

购书以及文具: Eason   

超市: Tesco、SUPERVALU、ALDI、Dunnes Stores、Lidl、Mace、Marks & 

     Spencer； 

中国超市 

Dublin: 东方行、亚洲行 、天福记、金海湾、353mall爱岛商城网上超市 

Cork：佳佳超市，好又多超市 

Limerick：嘉年华超市，客来多超市 

 

便利店: Spar、Centra 、Londis、EURGRANT； 

生活用品: Argos、Pennys、Dunnes Stores； 

家私: IKEA 

电影院: Savoy(Dublin)、Cineworld(Dublin) 

 

8. 办理银行卡 

来到爱尔兰，安顿好住处和向学校报到之后，第一件要办的事，就是办理银

行卡，因为银行卡非常重要，它关系到留学生们日后的生活以及办理落地签等手

续。到学校报到之后，学校老师会提供在校证明，拿着在校证明和护照就能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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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指定的银行办理银行卡，办理时间需要十五个工作日，银行卡和银行密码是分

两次两封不同的信邮寄到你住处的。（Tip:拿到银行卡和密码后，应第一时间到

该银行的 ATM机更改密码，以免日后密码泄漏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9. 办理《留学回国人员证明》须知 

 

  《留学人员回国证明》是我国留学人员回国后办理国外学历学位认证所必

备文件之一。   

1.符合以下条件者方可申请办理《留学回国人员证明》： 

  （1）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且未申请移民者；   

  （2）在爱尔兰国立大学、理工学院或爱尔兰政府承认的高等院校注册学

习毕业、或从事合作研究、访问学者期限达 6个月以上者；   

  （3）已在教育组登记注册者。请登陆中国驻爱尔兰大使馆教育组网页

（www.chinaeduireland.org）；   

  （4）必须是学成后一次性回国者，不回国不办；转到其他国家继续滞留

者亦不办理。   

  2.办理《留学回国人员证明》需提供以下七项材料：   

  （1）已填写好的《留学人员回国证明》申请表（见附件）；   

  （2）有效护照身份页（照片页）复印件；   

  （3）学位证书复印件 

  （4）所读学校开具的证明已毕业获得学位的信函原件（若回国时学校尚

未颁发学业证书，可委托在爱同学同事后期办理）； 若为非攻读学位人员,须

有所在留学单位或导师证明信(从事合作研究、访问学者、期限达 6 个月以上

者应说明研修起止时间、专业以及学历层次)；   

  （5）回国机票复印件（已回国人员提供回国时护照上加盖入境章页的复

印件）。  

  （6）回邮信封（预先写好回邮地址、贴足邮资的信封）。 

  （7）“学生身份证明”的电子邮件（都柏林大学毕业生除外）。必须请所

读学校的 international office 或 register office 从办公邮箱发电子邮件

给教育组（电子邮箱：eireducation@yahoo.com），证明 xxx 学生为该校毕业

生，内容包括：学生姓名，出生年月，学习起至日期，毕业时间，获得何种文

凭。请学校以学生姓名作为电子邮件的标题，以便教育组查询。教育组收到此

邮件才能办理。 

  都 柏 林 大 学 学 生 请 自 行 登 录 都 柏 林 大 学 在 线 查 询 网 站 ：

www.ucd.ie/verify，核实可以查询后发电子邮件到教育组告知 personal ID, 

document ID, Name，邮件标题请以学生姓名作为电子邮件的标题，此项可代

替学生身份电子邮件证明。教育组收到邮件核实后才能办理。 

  3. 申办《留学回国人员证明》程序   

  教育组原则上只接受书面申请。请申请者在回国前一个月，在中国驻爱尔

兰大使馆教育组网页上注册登录后，将所需材料用平信方式（请不要使用挂号

信，以免无人签证退回）寄到中国驻爱尔兰大使馆（信封右下角请用中文注明

http://www.chinaeduireland.org/
http://www.ucd.ie/verif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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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x 回国证明申请材料”），并提供附有回邮地址和贴足邮资的信封，以便能

准确寄达申请者本人，回邮信封建议申请人自行到爱尔兰邮局购买挂号信封，

以便申请者本人查询。一般申办者邮政发出申办材料后，20个工作日内可以收

到《留学回国人员证明》。   

  同时，留学回国人员也可具《留学回国人员证明》享受一定的国家免税优

惠政策。有关详情请见 www.edutyfree.com.cn。   

  4.驻爱尔兰大使馆教育组通信地址如下：   

  Education Section    

 

  Embass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40 Ailesbury Road, Ballsbridge, Dublin 4, Ireland   

 

  5. 教育组 Email：eireducation@yahoo.com 

 

休闲 

爱尔兰是天主教国家，教堂大部分为天主教堂。这里酒吧非常的多，空暇居

民普遍是爱喝酒的。每个周四开始到周末，大量的爱尔兰人都会涌向酒吧，这也

是他们娱乐的主要方式。 

购物 

营业员很友好，对每位顾客微笑说 Hello的。自助结算很方便，可以节约排

队时间的。信用卡随处可用，不必随身带现金。留学生普遍养成背着双肩包大采

购，一次买够一周用品的习惯。 

人际 

爱尔兰人总体是友好的，陌生人很爱微笑打招呼。邻里关系没想象密切的，

老师同学都很热情。 

 

 

 

口音 

http://www.edutyfre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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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 不读“丝”读“特”的， “thank   you”念 “坦克油”的。这里有

一个有趣的小例子：顾客-how much？ 营业员-twenty（答：特踢）。顾客-yes

拿出 20 欧元。营业员-no，It’s three zero。真有受骗上当的感觉呀。 

服务机构 

大部分服务机构如银行和政府部门只有周一至周五上午 10点到 12点，下午

2点到 4 点工作的，周末是不工作的。这点要特别的注意。 

学业 

每天都有课，每堂课都是有作业的。小练习就不说了，大作业接踵而至。留

学是我目前为止经历的课业最繁重的阶段，没有之一，留学生伤不起呀。 

 

10. 可关注的报刊、网站 

网站：爱尔兰在线  www.0086.ie  

      爱尔兰华人志 www.lc0086.com 

 

报刊：《新岛周报》、爱尔兰《华人报》 各大中式食肆以及中国超市均有 

       免费派发 

 

附 1: 中国驻爱尔兰大使馆的联络方法 

当你在爱尔兰停留期间，若不慎遗失护照或受到极不平等的待遇以及其它一

些你本人无法解决的问题时，可以向中国驻爱尔兰大使馆要求援助。相信会得到

他们的帮助，中国驻爱尔兰大使馆的地址是: 40 Ailesbury Road, Dublin 4, 

Dublin. 

 

附 2: 常用网址:  

知名网站（看特价商品，营业时间） 

Tesco: www.tesco.ie 

http://www.0086.ie/
http://rrurl.cn/vl9xm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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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dl: www.lidl.ie 

Dunnes Stores: http://www.dunnesstores.ie/ 

Super Value: http://www.supervalu.ie/ 

Aldi: http://www.aldi.ie/ 

Argos: http://www.argos.ie/ 买各种家电比较方便的地方 

Ilac Center: http://www.ilac.ie/ 购物中心 

Kildare Village: http://www.kildarevillage.com/ Outlet 

TK Max: http://www.tkmaxx.ie/ Outlet 

Currys：www.currys.ie 电脑等电子产品 

 

交通： 

公交车网站: www.dublinbus.ie  最常用的，查汽车时刻表 

 

长途汽车网站: CityLink: www.citylink.ie  

              Bus Eireann: www.buseireann.ie  

轻轨网站: www.luas.ie/  

 

通讯公司: 

Vodafone: https://www.vodafone.ie/  中国人用的超多，拨打中国是 3分每

分钟，Vodafone 的客户之间互打免费。 

Tesco Mobile: http://www.tescomobile.ie/ Tesco的花费更便宜，拨打中国

中国是 2分钱一分钟.不过用的人不多。 

http://rrurl.cn/tOhifB
http://rrurl.cn/nR8Mnj
http://rrurl.cn/90g3bl
http://rrurl.cn/4iwbsl
http://rrurl.cn/7SYK0P
http://rrurl.cn/2nwBlC
http://rrurl.cn/3RdZbw
http://www.tkmaxx.ie/
http://www.dublinbus.ie/
http://rrurl.cn/7xF37T
http://www.buseireann.ie/
http://www.luas.ie/
http://rrurl.cn/vyM1p5
http://rrurl.cn/hMkv2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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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2: http://www.o2online.ie/ 

Three: http://www.three.ie/ 智能手机赠 ishuttle 

Meteor: http://www.meteor.ie/ 

 

都柏林官方旅游网站: 

http://www.visitdublin.com/ 

http://www.citydeal.ie/deals/dublin 团购的网站，有时候有很好很便宜的

东西。 

http://www.skyscanner.ie/ 

 

 

 

 

 

 

http://rrurl.cn/gj0hmR
http://rrurl.cn/3xswan
http://rrurl.cn/3Pco5g
http://rrurl.cn/6wIlih
http://rrurl.cn/4M9knB
http://rrurl.cn/93Va1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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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尔兰中国留学生安全手册  
 
1. 学生到爱尔兰大学院校注册后，应立即向课业指导教授或到国际学生办公室

报到。以便使自己列入课业、环境适应辅导以及紧急事件的帮助名单。并留下自

己的在爱亲友及中国家属的电话等联系方式，并在变更时及时注意更新。 

 

2. 进入爱尔兰大学后，向就读学校的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报到。以便尽快获得

生活适应方面的帮助。慎重管理自己的财物，应尽量避免自己的钱、物等暴露给

他人，以免令歹徒起觊觎之念。 

 

3. 出门在外，要明白学业为首、谦虚务实、入乡随俗。要随时注意自己的安全。

遇有紧急事故时，立即与指导教授、外籍学生顾问、中国学联及我国驻爱使馆联

系。 

 

4. 学生在外，无论在学期间或假期中，一定要投保医疗健康保险。大部分爱尔

兰大学都设有有关健康保险。 

 

5. 居家生活安全。在家不要随便开门。如果遇有陌生人或自称修理电话、水管

情况等，即便有约在先，也应要求来访者进行确认后方可开门。如遇推销员。可

委婉拒绝。不要因为来者为女性而减少戒心。若请外人到屋内修理东西，最好有

朋友陪伴，或告知邻居、房东。在外出、夜间就寝前，应检视瓦斯开关、所有门

窗是否上锁。遇到可疑人物、车子或情况，应通知警方，切勿好奇介入。如果遗

失钥匙，应尽快通知有副钥匙的人，并视情况请房东重新配换新锁。重要证件要

复印保留，证件号码、信用卡号码都应另外记录下来。一般信用卡公司都有处理

遗失情况的部门，最好将电话号码抄写下来，如果不慎遗失，应立刻打电话挂失。

应养成随身带钥匙、出门即锁门的习惯，即使散步、倒垃圾也不例外。外出旅游

前，要通知邮差暂停送信及报纸，或者请朋友、邻居代为处理。请邻居或同学照

看屋内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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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自行开车时务必随时系上安全带。这是安全措施，也是爱尔兰法律规定。开

车前，注意看是否有人隐藏在车内。一上车要养成马上锁车门的习惯。停车前先

观察周围环境，不要将车子停在幽暗、人迹稀少的地方。如果路上遇到汽车轮胎

泄气，把车开到较热闹的地方再停留，准备换备胎。如果发觉有人跟踪，将车子

开到警察局、消防队或加油站。物品无论贵重与否一律别放在车内，以免引起歹

徒觊觎而打破车窗行窃。不要接受陌生人搭便车，别理会陌生人召唤下车，且车

上要准备防御武器。加油最好到熟悉、安全的加油站。最好将车停在有管理员的

停车场，若需留下钥匙，只留下能发动引擎的单一钥匙即可。万一遇公路警察拦

下查问，切勿离开座位，不可与警察在言行上冲突，以免犯法律上的大忌。若不

服警察开罚单，可依法另至法院申诉。  

 

7. 行路安全。初到异地，应及早熟悉经常需要出入的场所及其周围环境，并避

免涉及不安全地区。若初次前往某地，应事先了解或向朋友请教该地状况为宜。

不幸迷路，不要慌张不安，力求镇静。身上只带少许现金，虽然一些紧急电话不

需费用，但也要备足铜板以应不时之需，用电话友人求助。证件则要放在内口袋

等较不易引人注意的地方，现金最好分开放。如果到大城市观光，相机、摄影机

最好放在背包里，不要一边走一边查看地图。夜行时，最好有同伴同行，走行人

多及照明充足的街道，避免走阴暗的巷道。提防陌生人问路，并与他们保持距离，

遇陌生人搭讪，可不加理会，伪装听不懂当地语言，从容走开，以不惹对方为原

则。夜间回到住所，应在到达住所之前备妥钥匙，于最短时间内进屋，并随时注

意是否有人跟踪或藏匿在住处附近死角。若有可疑现象，切勿进屋，通知警方。  

 

8. 居室内安全。若居大楼，楼梯间通常较为僻静，尽量使用电梯。如需常在某

建筑物出入，宜熟悉地形及安全措施的位置。独自在家时进门后锁好门，并检视

屋内是否有人。若需外出，即使在短时间内返回，也应锁门。 

  进入电梯前若发觉乘客可疑，则勿进入。女性若单独搭乘电梯，应靠近控制

板。若遇可疑人物在电梯内，立即离开。洗手间使用前不妨先巡视一遍，在陌生

场所时尤应做到此点。女性宜结伴同行，或请男士在门外等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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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购物安全。随时注意周围是否有可疑人士跟踪或注意你。钱财不要外露，男

士应将小钞与大钞分开放在两个口袋里。信用卡在使用完后要记得收回，且勿同

时携带所有信用卡出门。提防扒手，尤其在电梯里、旋转门间。与街头小贩交易

时要小心，并提防在街上主动为你服务的人。手提箱、皮包不离身。 

 

10. 消防安全。预防之道：勿堆积易燃物品。勿堵住逃生出口，窗户亦应保持容

易开关的程度。要事先了解住所附近的逃生路线、楼梯、出口等。并确定没有被

用来堆放物品。要求房东装设油烟警报器,检查家中电器用品的电线有无断裂等

现象。炉台、炒锅及油烟排气口应防油垢。避免使用蜡烛。厨房应备有灭火器，

并了解使用方法，将消防队、警察局电话号码贴在靠近家中电话的地方。遇到火

警时触动警报以便惊醒所有住户，并立刻报警。由最近的逃生出口尽速离开。拉

动街上防火警报箱，静候消防人员。万一出口被火或烟堵住时，留在房内并把门

关紧，确定走廊的门关紧后才可打开房内窗户让新鲜空气流通，并待在靠窗的地

方等待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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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校案例介绍 
以下是我们整理总结的一些爱尔兰留学生安全方面的案例，希望大家能引以为

戒： 

 

案例 1：2011 年 11 月，一名在爱博士生在过去的 2 年内，沉溺于爱尔兰赌博，

生活混乱，欠下至少 1万欧元的外债和高利贷，因无法偿还被高利贷追债，最终

事发被遣返回国。 

分析：各学校学联应与各级学生中的代表与学校国际办公室中国负责老师保

持联系，及时掌握学生信息。 

 

案例 2：2011 年 12 月，一名女学生因手机丢失，但事后联系到拾取手机的外国

人，并约好独自前往取手机，彻夜未归。 同宿舍同学向其项目负责老师及身边

朋友寻求帮助，项目老师即使联系学联，协同都柏林当地 Garda寻找到该学生。 

分析：留学生的安全意识有待提高。对于社会上一些不安定的因素需要提高

警惕。钱财都是身外之物，需要将自己的安全放在首要位置。 

 

案例 3：2012 年 1 月春节期间， 一名已毕业研究生失去音信，与国内父母 1 个

半月未通电话，与爱尔兰同学 4个月未联系，国内父母通过与国内大学的国际办

公室联系到学联和学校国际办公室，最后通过各种方式，历经一星期找到此学生，

最后问其原因，该同学表示因毕业后留爱找工作遇挫心情不好。 

分析：留学生仍处于心理未成熟阶段，在国外遇到困难和挫折时不知道如何

去处理，特别是一些比较自闭的学生，及其容易出现问题。  

 

案例 4：很多中国留学生不了解留学回国证明的办理程序以及相应办理部门， 一

些未加入学联，或者非 CSC留学生在留学期间从未与使馆联系过，直到毕业归国

时才与使馆取得联系。 

分析：学联是使馆与学生沟通之间的桥梁之一，如果有关于留学生归国留学

证明方面的任何问题，可以访问全爱学联网站 cssa.ie获得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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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5：2010年一本科男生在都柏林 9区某街道，遇到两个爱尔兰青年问时间，

掏出手机，结果被抡了一懵拳，手机被抢，人受伤。 

分析：爱尔兰法律对爱尔兰籍未成年的保护非常高，造成很多未成年行为不

羁，欺负非本国学生，9区也是爱尔兰治安最差的区之一。留学生应时刻保持警

惕，发生抢劫和口角动手时，尽可能保护自己，切忌和对方动手。 

 

案例 6：某同学在机场被几名青年按在工地铁丝网上，并对其进行抢劫。事后造

成该学生心理上一定的阴影，并且受到轻伤。 

分析：机场位于都柏林北部，也属于比较危险的区域之一。应加强安全防范

意识，尽量避免一个人走空旷无人的地方。 

 

案例 7：背包事件，在都柏林 1区 Parnell street 一起背包被抢，O’ Connell 

street一起背包放在身后被偷。 

分析：该案例常在都柏林市中心出现，一些爱尔兰籍和波兰籍青年（多属于

惯犯）对一些缺少防范意识的路人进行迅速盗窃抢劫。学生应在繁华人多的地方

时刻对私人物品保持警惕，看好自己的物品。 

 

案例 8：多起女生手机被抢事件，发生在都柏林 1区 Parnell street，和学校附

近。 

分析：手机被抢事件多发生，对象一般是持智能手机的女性。请大家尽量避

免边走路边打电话，如打电话，保持四周路人的状态，时刻保持警惕，特别女生，

如遇到此事，可以大叫，如对方逃逸，不要追过去，以免同伙出现对人身安全带

来威胁，及时报警，寻求警方帮助。 

 

案例 9：有学生反映某爱尔兰私立高校的下属语言学校对学生语言成绩要求严

格，有意图通过语言成绩的方式多收取学费，造成部分中国学生和校方有学费上

的纠纷。具体上说，有的中国学生来到该校，同时上大一和语言学校，大一读完，

需通过语言学校安排的考试，若未过，需交 1000 欧元的语言学费。有些学生觉

得语言学校要求过高，故意通过成绩卡这部分学生的毕业，迫使学生交这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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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钱。 

 

分析：一些私立学校的确通过这种手段对学生收取额外的语言学费的现象是

存在的。学生应合理与校方反映，不应和校方产生争执。 

 

案例 10：某高校一名女生在爱尔兰都柏林火车站被一名爱尔兰青年强暴未遂，

遭抢劫，周边有路人，但无人帮助。 

分析：女生在此方面因格外注意，此类事件在爱尔兰发生较少。女生应保证

群体出行，保持警惕，如遇此事，大叫，得到公共场所人的帮忙，避免走人少空

旷的地方。 

 

案例 11: 2012 年 2 月傍晚某一家人集体出行吃饭，饭后回家发现家里被盗，贵

重物品丢失，报警备案，但案件至今未破。 

分析：爱尔兰入室抢劫盗窃案多发生于 7月和 12月，因 12月圣诞各家备货

和 7月度假。希望留学生出行保证门窗紧锁，设好警报。放假回家应退房或者住

在周边的同学常过来看看房子。 

 

案例 12：特价机票事件，有中国学生被非法信用卡诈骗团伙利用，在留学生中

通过同学关系售卖此机票，骗取信用卡信息，给中国留学生带来很大经济上的损

失。此机票，有的是到欧洲中转机场被拦截，有的是返程机票被取消。破案后，

此案涉及 30万欧元。 

分析：此案发生在留学生中，作案人利用留学生在华人群体中的关系，进行

信用卡信息诈骗。注意个人信息安全，财产安全，不要给犯罪分子可乘之机。 

 

案例 13：一中国留学生在 ATM取款时，因未注意身后有人，被打倒，钱被抢走。 

分析：此案例多有发生，留学生在取款时因多注意周围行人情况，保证安全 

ATM取款时应保证周边无可疑人员，保证密码安全的同时多注意周围行人情况。 

 

案例 14:2012年爱尔兰国庆节期间，多名中国留学生在观看游行过程中，因人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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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挤，钱包被盗或遗失。 

 

分析：在公共集会时应注意个人物品的安全。类似这种节日时，出门避免带

太多的钱财和个人重要物品 

 

案例 15: 爱尔兰华人网的论坛中有收售中国香烟的帖子，有的中国留学生想通

过此交易赚取一些差价，但是在爱尔兰，政府对非法售卖香烟打击很大，有一些

政府部门的人通过此帖子假装买烟，抓住非法买烟者。 

分析：遵守爱尔兰法律，通过正规途径勤工俭学。发现周围有不法情况发生

时，应该及时制止。 

 

 

案例总结 
 

多发事件 

第一位：手机被抢 

第二位：钱包钱财被抢 

第三位：入室盗窃案 

第四位：利用网络工具骗钱 

第五位：经济纠纷 

 

遇到紧急请况时，如何拨打应急电话 

拨打 999 或者 112 

在接通后保持冷静和专注 

清晰明确的说明需要的什么样的紧急服务 

准备并提供你的姓名、住址和电话号码 

 

如何应对多发事件 

袭击（偷盗、抢劫、行凶、人身侵害） 

在公共场所遭遇袭击，要大声呼救，喝阻坏人，为己壮胆，伺机摆脱。在偏

僻地方遭遇袭击，切记性命为重，避免为保身外之物而遭受人身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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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火灾 

在烟火中逃生要尽量放低身体，最好是沿着墙角匍匐前进，并用湿毛巾等捂

住口。必须经过火场逃离时，应披上浸湿的衣服或毛毯、棉被等，迅速脱离火场。 

 

晚上回家，好像被人跟踪，我该怎么办？ 

大多数犯罪都是趁机行事的。如果你和别人在一起，就会安全。和你在一起

的人越多，你成为伺机犯罪受害者的可能性就越低。年轻女性夜间不要独自行走, 

随身带手机，如果感觉有人跟踪，立即报警(拨打 999 或者 112)。发现有车跟踪，

记住车牌号码并报告警察，告诉警察自己的名字和所处位置。 

 

在生活中遭遇来自他人的威胁该怎么办？ 

如果觉得自己是受害者或被威胁，最好第一时间报警。比如在校外遭抢劫被

盗，应向附近的警察局报案；在校内遗失了物品或东西被偷，应向学校保安人员

报告；如果目睹一项犯罪行为，也应该拨打报警电话 999 或者 112。遇到紧急事

故时，立刻向指导老师、国际学生办公室、同学会及我国驻外使领馆联络。 

 

我一切平安，我家人却在国内突然接到我被绑架的勒索电话，如何处理？ 

这属于跨国诈骗犯罪的一种，最近在国际上频频发生，成为了威胁留学生及

其家人安全的又一新型犯罪。犯罪分子通常是受害者熟悉的人，并且他们对受害

者的家庭也有一定了解，因此实施跨国犯罪也比较容易。如何杜绝此类犯罪的发

生呢？首先, 留学生应当保持和家人的正常联络，让罪犯无可乘之机。其次，不

要随便和外人透露自己的家庭状况，特别是经济状况。 第三，家人收到勒索电

话，不要慌，更不应草率汇赎款，应当冷静分析，第一时间和孩子联系，确认勒

索是否属实，并报警，将危险和损失降低至最小。 

 

 

 

 

 



 

 24 

 

 

 

 

全爱学联建议 
 

1. 尽量避免在夜间独自行走，尽量避免租房住在不安全地带，可向学联或者学

长寻求意见。 

 

2. 遇陌生人在纠缠骚扰时,可在保持距离的同时打电话报警,或高声呼喊,向行人

求援。 

 

3. 建议各位同学把 Garda 的号码记在手机通讯录里，遇到紧急突发事件时，第

一时间联系 Garda。 

 

4. 事后尽快联系学联突发事件应急小组，可随时拨打电话（推荐）或者发送邮

件，学联可通过学校，中国大使馆给予最大的帮助。 

 

5. 切勿在公共场所闹事。 

 

6. 用餐时，注意自己的财物安全。 

 

7. 切勿与外国学生发生不必要的纠纷，导致相互殴斗。 

 

8. 财物被盗后，切忌不要独自追赶犯人，小心犯人的同伙复仇。财物被盗后，

应立即向附近的警察报案求救。 

 

9. 少上夜街，晚上上街时，最好几个朋友一齐陪同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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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公民海外安全常识 

出行必备 

1. 身份证件 

旅行在外，要养成随身携带身份证件的习惯。遇意外情况时，明确的身份

情况是当事人获得及时、有效救助的基本条件之一，也是事后办理索赔、救济等

善后手续的基本要求。 

2. 证件种类 

在境外期间的身份证件包括护照、旅行证、当地的居留证、工作许可证、

社会保险卡等。许多情况下，国内的居民身份证也可帮助中国驻外使领馆确定当

事人的身份。 

3. 个人信息卡 

如在境外停留时间长，且当地没有规定外国人必须随身携带护照备查，为避

免丢失，建议将护照资料页复印，复印件背后写上紧急情况联系人的姓名、地址、

电话，将此页塑封做成“个人信息卡”，一份本人长期随身携带，一份留在国内

直系亲属处以备不时之需。 

 

行前推荐 

购买保险 

旅行在外，出现意外情况的几率增加，且国外医药等费用普遍较高，建议出

行前及在海外居留期间，购买必要的人身意外和医疗等方面保险，以防万一。同

时，个人购买保险的有关情况也要及时告知家人。 

 

行前提醒 

1. 了解国情 

尽可能多地了解旅行目的国国情，包括风土人情、气候变化、治安状况、艾

滋病、流行病疫情、海关规定（食品、动植物制品、外汇方面的入境限制）等信

息，并针对突出问题，采取必要应对或预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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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预防接种 

根据旅行目的国的疫病流行情况，进行必要的预防接种，并随身携带接种证

明（俗称“黄皮书”），以备进入目的国边境时检查。 

3. 检查证件 

检查护照有效期（剩余有效期应在一年以上）、空白页（应有两页以上空白

页），办妥目的国入境签证和经停国家过境签证，确定是否应携带“黄皮书”，

核对机（车、船）票上姓名、时间、地点等信息，避免因证件问题影响旅行。 

4. 预防万一 

携带《中国领事保护和协助指南》、本“常识”和相关宣传折页，认真阅读

相关旅行提醒及安全常识，查明目的国中国使馆或领事馆的联系方式，旅行中尽

量规避风险，同时还要确保紧急情况下能够及时联络求助。 

5. 少带现金 

尽量避免携带大额现金出行，建议携带和使用银行卡。如银联卡，目前已可

在全球许多国家使用，出境前可查询确认，以方便旅行。 

如必须携带大额现金，记得做好安全防范，入出境时必须按规定向海关申报，

还要注意目的地国家的外汇限制。 

6. 勿带禁品 

严禁携带毒品、国际禁运物品、受保护动植物制品及前往国禁止携带的其他

物品。 

切勿为陌生人携带行李或物品，防止在不知情中为他人携带违禁品而引来法

律麻烦。 

7. 慎带药品 

慎重选择携带个人物品，在海关规定允许的范围内选择所携带药品的品种和

数量。 

携带治疗自身疾病的特殊药品时，建议同时携带医生处方及药品外文说明和

购药发票。 

8. 配合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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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目的国的意图应与所办理的签证种类相符，入境时请主动配合目的国出入

境检查机关的审查，如实说明情况。对外沟通时要注意保持冷静、理智，避免出

现过激言行或向有关官员“塞钱”，以免授人以柄。 

9. 谨慎签字 

入境一国遭遇特殊审查时，如不懂当地语言，切忌随意点头应允或在文件上

签字。可立即要求提供翻译或由亲友代行翻译。如被要求在文件上签字，应请对

方提供中文版本，阅读无误后再做决定。 

10. 入境惯例 

当一国对您入境意图、停留时间、入境次数等有怀疑时，即使您已取得该国

签证，该国也有权拒绝您入境并拒绝说明理由。 

11. 维护权益 

如被一国拒绝入境，在等待该国安排适合交通工具返回时，应要求该国提供

人道待遇，保障饮食、休息等基本权利。否则，应立即要求与中国驻当地使领馆

联系。 

12. 常念家人 

出行期间要与家人和朋友保持联系，及时向家人更新自己在外旅行日程、联

络方式。 

在外旅行、居留期间，可选择电话、电邮、短信等多种方式保持与家人和朋

友的经常性联系。 

 

出行安全 

1. 管好财物 

不露富，不炫富。 

如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事先准备好零钱。 

不随身携带大额现金、贵重物品，也不在住处存放。 

最好在白天人多处使用自动取款机，取款时最好有朋友在身边。 

因商业往来等原因接收大额现金后，建议立即存入银行。 

妥善保管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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丢失银行卡，应立即报警并打电话到发卡银行进行口头挂失，回国后再办理有关

挂失的书面手续。  

2. 牢记特征 

出行如发现可疑情况，留心周围环境的特征，如地点、地形、车辆、人们的行为、

衣着等可辨认的细节，以利于意外情况发生后帮助警察抓到罪犯。 

3. 严防飞车 

上街行走应走人行道，避免靠机动车道太近。 

携物（背包、提包等）行走，物品要置于身体远离机动车道的一侧。 

在摩托车盛行的国家或地区，应严防飞车抢劫。遭遇飞车抢劫不要生拉硬夺，避

免伤害自己。 

4. 遵规守则 

过马路要走人行横道、过街天桥或地下通道。 

走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规则，确保安全时迅速通过。 

在实行左侧通行的国家（如英国、澳大利亚、日本等）要注意调整行走习惯，确

保安全。 

不要边看地图边过马路。 

5. 减少夜行 

远离偏僻街巷及黑暗地下道，夜间行走尤其要选择明亮道路。 

尽量避免深夜独行，尤要避免长期有规律的夜间独行。 

6. 慎选场所 

不去名声不好的酒吧、俱乐部、卡拉 OK厅、台球厅、网吧等娱乐场所。 

7. 慎对生人 

不搭陌生人便车，不亲自为陌生人带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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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料。 

8. 安全驾车 

夜晚停车应选择灯光明亮且有很多车辆往来的地方。 

走近停靠的汽车前，应环顾四周观察是否有人藏匿，提早将车钥匙准备好，并在

上车前检查车内情况，如无异常，快速上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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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车后记得锁上车门，系上安全带。 

下车时勿将手包等物品留在车内明显位置，以防车窗遭砸、物品被窃。 

9. 配合警察 

遇到当地警察拦截检查时，应立即停下，双手放在警察可以看到的地方，切忌试

图逃跑或双手乱动。请警察出示证件明确其身份后，配合检查和询问。 

10. 妥防勒索 

如遭遇警察借检查之机敲诈勒索，应默记其证件号、警徽号、警车号等信息，并

尽量明确证人，事后及时向当地政府主管部门和中国驻当地使领馆反映。 

11. 结伴出行 

最好结伴外出游玩、购物，赴外地、外出游泳、夜间行走、海中钓鱼、戏水时尤

其要注意结伴而行。 

12. 与众同坐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尽量和众人或保安坐在一起，或坐在靠近司机的地方。 

不要独自坐在空旷车厢，也尽量不要坐在车后门人少的位置。 

尽量避免在偏僻的汽车站下车或候车。 

13. 入乡随俗 

穿衣着装要充分尊重当地风俗。在穆斯林国家，女士严禁着装暴露，不宜穿过露、

过紧、过透的衣服。 

14. 预防溺水 

选择有救生员监护的合格泳场游泳，避免野外随兴下水。 

雷雨或风浪大的天气不宜游泳。 

独自驾船、筏要备齐救生设备，包括救生衣、呼救通讯设备，并应避免独自驾船、

筏赴陌生水域。 

乘坐船、筏，要遵守水上安全规定，了解掌握救生设备使用方法，并听从安全人

员指挥。 

 

 

 



 

 30 

居住安全 

1. 合法租房 

了解当地房屋租售管理机关名称、职能，按照相关指导租住房屋。 

租房应通过合法房屋中介,尽量选择在治安、环境条件较好的住宅区寻租，并签

订完备的租住合同。 

2. 慎选合租 

不与陌生人合租。 

与友人合租时应注意保护个人隐私，妥存个人证件，防止银行卡遗失、密码泄漏。 

3. 严防陷阱 

租房过程中注意留存相关广告、收据、合同等文件证据。 

警惕低价出租广告，不因贪图廉价、方便而落入不法房主圈套。 

当遭遇租房陷阱、被骗或被盗时，应及时向当地房屋租售管理部门投诉、向警方

报案或采取进一步法律行动。 

4. 熟悉警局 

了解所在区域警署位置、主管警官姓名、报警电话或紧急求助电话，将有关信息

在下面空白处一一对应记录备用。 

警局（署）位置： 

报警电话： 

警官姓名： 

警官电话： 

5. 针对性防范 

了解社区治安状况，根据当地突出问题或频发案件类型，采取对应安全措施，或

移租至治安情况较好的地区。 

6. 居家提醒 

家里不要存放大额现金。即使家中必须存放保险箱和贵重物品，也不要放置在客

厅或门厅，以防不法分子从门口窥视到。 

应根据当地社会治安状况，选择安装相应的居室防盗、报警设施，保证居住安全。 

独自在家保持门窗关闭（上锁）。 

在楼房底层居住尽量选择空调纳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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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成就寝时确认水、电、燃气、门、窗关闭（上锁）的良好习惯。 

7. 屋外安全 

夜间返家应尽量乘电梯不走楼梯。 

应在到家之前提前准备好钥匙，不要在门口寻找。 

开门前注意是否有人跟踪或藏匿在住处附近死角。若发现可疑现象，切勿进屋，

应立刻通知警方。 

夜间送朋友回家时应等朋友平安进入后再离开。 

8. 慎邀入户 

不熟悉的朋友，不轻易带回家。 

不为陌生人开门，不让送报员、送奶工等服务人员进门。 

预约修理工上门服务时，应选择在有亲友陪伴或告知邻居后进行，不与外来人员

谈论个人或家庭情况。 

9. 及时求救 

遇陌生人在门口纠缠并坚持要进入室内时，可在拒其进入的同时打电话报警，或

者到阳台、窗口高声呼喊，向邻居、行人求援。 

10. 居家防火 

防止易燃气体泄漏引起火灾。使用煤气等可燃气体，室内应具备通风条件。发现

漏气现象，切忌使用明火寻找漏源，也不要开灯、打电话，应迅速关闭阀门，打

开门窗通风。 

防止用电不慎引发火灾。要经常检查家用电器线路、插座，线路老化、受损、插

座接触不良均可能导致线路发热引发火灾。不超负荷用电，不用其他导线代替保

险丝。 

防止烤火取暖引发火灾。不在家中储存大量易燃液体。烤火取暖避免使用汽油、

煤油、酒精等易燃物引火。火炉及电暖器周围不堆放可燃物，不在蒸汽管道、取

暖器材周围烘烤衣物。老人、小孩烤火需有人监护。 

11. 安全出口 

进入建筑物时先观察安全出口（紧急通道）位置，尤其是到达住地或下榻酒店时，

应首先确认消防设施和安全出口位置，确认紧急通道畅通，以便紧急情况下自救

和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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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预防触电 

家用电器、电源设备等出现故障尽量寻求专业人员修理，避免自行带电维修。 

勿用湿手更换灯泡、灯管，勿用湿布、湿纸擦拭灯管、灯泡。 

发现有人触电，要立即切断电源。无法切断电源时，不能直接用手拉救，要用木

棍使人和带电体脱离。 

13. 居家防雷 

打雷时，应关闭电视机、电脑，更不能使用电视机的室外天线。雷电一旦击中电

视天线，会沿电缆线传入室内，威胁电器和人身安全。 

勿打手机或有线电话，应在雷电过后再拨打，以防雷电波沿通信信号入侵，造成

人员伤亡。 

不要靠近窗户，或把头、手伸出户外，更不要用手触摸窗户的金属架，以防受到

雷击。 

14. 野外防雷 

若在路上、田野等处遇雷雨天气无法躲避时，最好的应急措施是迅速蹲下，做到

身体的位置越低越好，人体与地面接触越小越好，离铁路钢轨、高压线越远越号。

迅速关闭手机，不拨打或接听手机。 

 

医疗安全 

1. 购买保险 

了解当地医疗制度、费用情况，结合自身身体情况制订适宜的医疗计划，选择购

买适合的医疗保险。 

2. 应急救治 

了解附近药店、医院的具体位置，熟记当地的急救电话。并将医院地址、急救电

话信息一一对应记录在以下空白位置。 

医院地址： 

急救电话： 

3. 关注疫情 

关注当地报纸、电视等新闻媒体，了解有无疫情爆发。 

4. 饮食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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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注意饮食卫生，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不吃不新鲜的食物和变质食物，不吃陌生人交给的食物，不吃捡拾得来的食物，

不采摘食用蘑菇和其它不认识的食物。 

注意食品保质期和保质方法。加工菜豆、豆浆等豆类食品时须充分加热。不吃发

芽、发霉的土豆和花生。保持饮用水和厨房用水清洁干净，否则，应把水煮沸或

进行消毒处理后饮用。 

5. 中毒救治 

发生食物中毒，应立即停止食用可疑食品，赴医院寻求专业救治，或在专业人员

指导下，采取饮水、催吐、导泻等方法进行自救。 

6. 尊重风俗 

伊斯兰国家禁酒，禁止食用动物血液、猪肉和有利齿利爪的猛兽（如狗肉）、非

反刍动物（如驴肉）或自死动物（包括因打、摔、触、勒、电等原因而死的动物）。 

抑制传染病 

有效抑制传染病的流行，关键在于切断传染病的传播链：即控制传染源、切断传

播途径、保护易感染人群。 

7. 预防先行 

养成讲卫生的好习惯，注意个人卫生、食品卫生、环境卫生。 

加强身体锻炼，提高免疫能力。 

按规定接种疫苗。对传染病人要早发现、早报告、早治疗、早隔离。防止交

叉感染。 

 

突发事件应对 

1. 应对袭击（偷盗、抢劫、行凶、人身侵害）： 

在公共场所遭遇袭击，要大声呼救，喝阻坏人，为己壮胆，伺机摆脱。 

在偏僻地方遭遇袭击，切记保命为重，避免为保全身外之物而遭受人身伤害。 

牢记报警：记住不法分子、相关交通工具及周围环境的特征，尽快报案。报案既

是为自己，也是为他人，避免因不愿报案，在当地形成中国人胆小、好欺负的印

象。 

还要向中国驻当地使领馆反映情况，便于使领馆及时向当地政府提出交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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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与家人、朋友联系，告知案情。避免家人、朋友因信息不畅被不法分子借机

欺骗、敲诈。 

2. 应对恐怖袭击: 沉着冷静，不要惊慌。 

3. 遭遇炸弹爆炸：应迅速背朝爆炸冲击波传来方向卧倒，如在室内可就近躲避

在结实的桌椅下。爆炸瞬间屏住呼吸、张口，避免爆炸所产生的强大冲击波击穿

耳膜。寻找、观察安全出口，挑选人流少的安全出口，迅速有序撤离现场。及时

报警。 

4. 遭遇匪徒枪击扫射：应快速降低身体姿势，利用墙体、立柱、桌椅等掩蔽物

迅速向安全出口撤离。来不及撤离就迅速趴下、蹲下或隐蔽于掩蔽物后，迅速报

警，等待救援。 

5. 遭遇有毒气体袭击：尽可能利用环境设施和随身携带的手帕、毛巾、衣物等

遮掩口鼻，避免或减少毒气侵害。尽可能戴上手套，穿上雨衣、雨鞋等，或用床

单、衣物遮住裸露的皮肤。尽快寻找安全出口，迅速有序地撤离污染源或污染区

域，尽量逆风撤离。及时报警，请求救助，并进行必要的自救互助，采取催吐、

洗胃等方法，加快毒物的排出。  

6. 遭遇生物恐怖袭击：应迅速利用手帕、毛巾等捂住口鼻，最好能及时戴上防

毒面罩，避免或减少病原体的侵袭和吸入。尽快寻找安全出口，迅速撤离污染源

或污染区域。及时报警，请求救助。 

7. 应对火灾： 

熟记所在国火警电话，并将电话号码填写在下面空白处，遭遇火灾时应迅速报警

求救。 

火警电话：999 

在烟火中逃生要尽量放低身体，最好是沿着墙角匍匐前进，并用湿毛巾等捂住口

鼻。必须经过火场逃离时，应披上浸湿的衣服或毛毯、棉被等，迅速脱离火场。 

三楼以下楼房逃生时，可以用绳子或床单、窗帘拴紧在门窗和阳台的构件上，顺

势滑下。或者利用结实的竹竿、室外牢固的排水管等逃生。 

若逃生路线被封锁，应立即返回未着火的室内，用布条塞紧门缝，并向门上泼水

降温。同时向窗外抛扔沙发垫、枕头等软物或其它小物件发出求救信号，夜间可

通过手电发出求救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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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聚集场所发生火灾，应听从指挥，就近向安全出口方向分流疏散撤离，

千万不要惊慌拥挤造成踩踏伤亡。在人群中前行时，要和人群保持一致，不要超

过他人，也不要逆行。若被推到在地，首先应保持俯卧姿势，两手抱紧后脑，两

肘支撑地面，胸部不要贴地，以防止被踏伤，条件允许时迅速起身逃离。 

高层建筑发生火灾，应用湿棉被等物作掩护快速向楼下有序撤离。应选择烟

气不浓，大火未烧及的楼梯、应急疏散通道逃离火场。必要时结绳自救，或者巧

用地形，利用建筑物上附设排水管、毗邻阳台、临近的楼梯等逃生。在无路可逃

的情况下，到室外阳台、楼顶平台等待救援。不能乘电梯逃生。 

汽车发生火灾，应迅速逃离车身。如车上线路烧坏，车门无法开启，可就近

自车窗下车。如车门已开启但被火焰封住，同时车窗因人多不易下去，可用衣服

蒙住头部从车门处冲出去。 

地铁发生火灾，应利用手机、车厢内紧急按钮报警，并利用车厢内干粉灭火

器进行扑救。无法进行自救时，应听从指挥，有序地安全逃生。不要大喊大叫、

惊慌失措，也不能自行驶中的列车车窗跳下。 

8. 应对洪水 

提早撤离，紧急时登高躲避，危机时就近攀爬树木、高墙、屋顶（不要爬到泥坯

房屋顶），不要惊慌失措，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接近或攀爬电线杆、高压线铁塔。 

携带可长期保存的食品、足够的饮用水和其他生活必需品。 

用可漂浮物自救。如被洪水卷走，尽可能抓住固定或漂浮物品。 

移动电话可以寻求救援。如情况允许，应将移动电话充足电并使用塑料袋密封包

裹，以保证电话的正常使用。 

身着醒目的衣服便于搜救人员识别、寻找。选择衣服时，要注意衣服颜色与附近

房屋屋顶颜色、植物颜色相区别。 

9. 应对地震 

地震发生时应沉着冷静，不要惊慌。 

如果在室内，迅速关掉电源、气源。蹲下，寻找掩护并抓牢——利用写字台、

桌子或者长凳下的空间，或者身子紧贴内部承重墙作为掩护，双手抓牢固定物体。

如果附近没有写字台或桌子，用双臂护住头部、脸部，蹲伏在房间的角落。远离

玻璃制品、建筑物外墙、门窗以及其他可能坠落、倒塌的物体，例如灯具和大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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柜等。在晃动停止并确认户外安全后，方可离开房间。不要站在窗户边或阳台上。

不要跳楼或破窗而出。切勿使用电梯逃生。 

如果在室外，远离建筑区、大树、大型广告牌、立交桥、街灯和电线电缆，

之后待在原地不动。 

如果在开动的汽车上，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尽快靠边停车，留在车内。不

要把车停在建筑物下、大树旁、立交桥或者电线电缆下。不要试图穿越已经损坏

的桥梁。地震停止后小心前进，注意道路和桥梁的损坏情况。 

如果被困在废墟下，要坚定意志，就地取材加固周围的支撑。不要向周围移

动，避免扬起灰尘。用手帕或布遮住口部。敲击管道或墙壁以便救援人员发现。

可能的话，请使用哨子。在其他方式都不奏效的情况下再选择呼喊——因为喊叫

可能使人吸入大量有害灰尘并消耗体能。不在封闭室内使用明火。 

 

应对台风、飓风 

台风（飓风）到达前，要随时通过电台、电视了解台风（飓风）移动情况及

政府公告，确保门窗牢固，熟悉安全逃离的路径和当地的避难所，准备不易变质

的食品及罐装水、自救药品和一定现金，保证家用交通工具可正常使用，并加足

燃料，随时听从政府公告撤至安全区域。 

台风（飓风）来临时，应紧闭门窗，关闭室内电源，尽量避免使用电话、手

机。远离门窗和房屋的外围墙壁，躲到走廊、空间小的内屋、壁橱中，或者地下

室或半地下室。不要外出。 

如在室外，请不要在大树下、临时建筑物内、铁塔或广告牌下避风避雨。不

要在山顶和高地停留，要避开孤立高耸的物体。 

如在水上，应立即上岸。 

如在汽车上，立即离开汽车，到安全住所内躲避。 

如在公共场所，要服从指挥，有秩序地向指定地点疏散。 

未收到台风（飓风）离开的报告前，即使出现短暂的平息仍须保持警戒。 

台风（飓风）过后，应注意检查煤气、水、电路的安全性，不使用未被确认

为安全的自来水，不要在室内使用蜡烛等有火焰的燃具。室外行走遇路障、被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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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淹没的道路或不坚固的桥梁，应绕行，并注意静止的水域很可能因为电缆或电

线损坏而具有导电性。 

 

特殊地理环境气候应对 

1. 应对热带雨林气候 

提前做好疾病疫苗注射，准备驱湿防暑药品，多喝些淡盐水、吃些清淡食品，保

持身体健康，提高免疫能力。 

防病：准备必要的药品，如蛇药片、预防疟疾药品、肠胃药、白药、酒精、碘酒、

药棉、纱布绷带等。携带充足的饮用水，如需取用自然水源，请务必加热煮沸。 

2. 防蛇咬：用木棍拨打草丛，将蛇惊走。一旦不小心被毒蛇咬伤，不要惊慌，

要及时寻求专业医疗救治，并在此前迅速自救。自救处置，应先把伤口上方(靠

心脏一方)用绳或布带缚紧，再用力挤压伤口周围的皮肤组织，将有毒素的血液

挤出，然后可用清水、唾液洗涤伤口，同时可服下解蛇毒药片，并用药片涂抹伤

口。 

3. 避雷击：如果在雨林中遇到雷雨，可到附近稠密的灌木带躲避，不要躲在高

大的树下。避雨时应把金属物暂存放到附近一个容易找到的地方，不要带在身上。 

4. 防蚊：不穿短衣裤，应扎紧裤腿和袖口。当夜幕降临时，最好支起帐篷或蚊

帐睡觉，以防蚊虫叮咬。 

5. 防水蛭：在鞋面上涂肥皂、防蚊油可防止水蛭上爬，大蒜汁也可驱避水蛭。

喝开水，防止生水中水蛭幼虫体内寄生。如被水蛭叮咬，勿用力硬拉，可拍打使

其脱落。也可用肥皂液，浓盐水，或用火烤使其自然脱落。压迫伤口止血，或用

炭灰研成末或捣烂嫩竹叶敷于伤口。 

6. 应对寒冷气候： 

防雪盲：备墨镜，太阳镜 

防干：润肤露和润唇膏 

防冻：风雪天外出应戴上手套、防寒帽、耳朵套。保持脚部的温暖干燥，袜子湿

了要及时更换，风大时应停止户外活动。经常按摩揉搓冻伤部位以促进血液循环。

在高海拔地区，可补充吸氧，促进血液循环。 

7. 应对高原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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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有严重心肺疾病者应避免前往高原地区。 

保持良好心态，消除恐惧心理，避免过度紧张。 

限制体力消耗，避免剧烈运动，保持良好食欲及体重平衡。 

保证充足睡眠，不要暴饮暴食，不要酗酒，刚到达高原地区几天内不要洗澡。 

在专业人员指导下服用抗高原反应药物。适当吸氧。当反应症状加重时，应及时

到医院就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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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中国领事保护和协助指南 

 

目录  
第一部分  出国前特别提醒  

第二部分  出国后特别提醒  

第三部分  领事官员可以为您做什么  

第四部分  领事官员不可以为您做什么  

第五部分  寻求领事保护的常见问题  

第六部分  文明出行 平安常在  

 

第一部分： 出国前特别提醒  

  一、登录外交部网站和中国领事服务网，查询中国各驻外使、领馆的联系方

式以及相关旅行提醒、警告等海外安全信息。若目的地国与我国无外交关系，则

可了解其周边国家的中国使、领馆的地址与电话，以便就近求助。  

  二、检查护照有效期（剩余有效期一般应在一年以上），以免因护照有效期

不足影响申请签证，或在国外期间因护照过期影响行程。  

  三、办妥目的地国签证。确保自己已取得目的地国的入境签证和经停国家的

过境签证，签证种类与出国目的相符，签证的有效期和停留期与出行计划一致。

但需要注意的是，根据国际惯例，即使您已取得一国签证，该国也有权拒绝您入

境而无需说明理由。  

  四、核对机（车、船）票。仔细核对票面上所显示的登机（车、船）时间、

地点以及联程票的前后衔接是否正确。  

  五、了解您的旅行目的地国。尽可能收集目的地国的风土人情、气候情况、

治安状况、艾滋病、流行病疫情、法律法规等信息，并采取相关预防措施。  

  六、购买必要的人身安全和医疗等方面保险。您将要面对国外陌生的环境，

存在一些安全方面的隐患，而国外医药等费用普遍较高，建议您选择合适的险种，

以防万一。  

  七、进行必要的预防接种，并随身携带接种证明（俗称“黄皮书”）。  

  八、有条件的话，最好做一次全面体检。  

  九、严禁携带毒品、国际禁运物品、受保护动植物制品及前往国禁止携带的

其他物品等出入境。  

  十、慎重选择携带个人药品。许多国家对药品入境有严格规定，为减少不必

要的麻烦，出国前应了解有关国家的海关规定，在允许的范围内选择所携药品的

http://cs.fmprc.gov.cn/lsbh/lbsc/t873386.htm#dybf
http://cs.fmprc.gov.cn/lsbh/lbsc/t873386.htm#debf
http://cs.fmprc.gov.cn/lsbh/lbsc/t873386.htm#dsanbf
http://cs.fmprc.gov.cn/lsbh/lbsc/t873386.htm#dsibf
http://cs.fmprc.gov.cn/lsbh/lbsc/t873386.htm#dwbf
http://cs.fmprc.gov.cn/lsbh/lbsc/t873386.htm#dlbf
http://www.mfa.gov.cn/
http://cs.mfa.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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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和数量。  

  十一、如因治疗自身疾病必须携带某些药品时，应请医生开具处方，并备齐

药品的外文说明书和购药发票。  

  十二、注意目的地国海关在食品、动植物制品、外汇等方面的入境限制。如

携带大额现金，必须按规定向海关申报。切勿为陌生人携带行李或物品。  

  十三、与家人和朋友保持联系。出国前应给家人或朋友留下一份出行计划日

程，约定好联络方式。建议您在护照上详细写明家人或朋友的地址、电话号码，

以备紧急情况下有关部门能够及时与他们取得联系。护照、签证、身份证应复印，

一份留在家中，一份随身携带，还要准备几张护照相片，以备不时之需。  

十四、尊重当地风俗习惯，遵守当地法律规定，注意交通安全（在实行靠左

行驶的国家应尤其注意）。  

 

第二部分： 出国后特别提醒  

  一、如您需在国外停留较长时间或所在国局势不稳，建议您在中国驻当地使、

领馆进行公民登记，以便出现紧急情况时，使、领馆能及时与您取得联系。  

  二、注意防盗、防骗、防诈、防抢、防打。在住处不要给陌生人开门；不要

让小孩告诉陌生人父母不在家；出门时尽量不要随身携带贵重物品或大量现金，

也不要在居住地存放大量现金；不要在私车的明处摆放贵重物品，如车胎被扎，

修车时务必要先锁好车门；不要将文件、钱包、护照等重要物品放在易被利器划

开的塑料袋中；不要在黑暗处招呼出租车；不要轻易让陌生人搭乘您的车；不要

和陌生人一起行走；在公共场合要表现平静，不要大声说话，避免突出自己；不

要在公共场所参与他人的争吵；不要在街上乱捡东西，以防被敲诈；不要在黑市

上换汇；如警察检查您的护照等证件，应先请他出示证件，记下他的警牌号、警

车号；交罚款时不要当街交给警察，而要凭罚款单交到银行等指定地点。  

  三、如发生被抢、被盗、被骗或被打事件，应立即向当地警方报案，并要求

其出具报警证明，以便日后办理保险理赔、证件补发等手续。  

  四、留意当地报纸、电视等媒体信息，了解当地政治、经济、社会形势，与

邻为善，入乡随俗，尽快适应当地生活，融入当地社会。  

  五、您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应循正当途径解决，不要采取贿赂等不合法

方式。  

  六、熟记当地火、警、急救等应急电话。  

  七、照顾好自己的身体。注意在外饮食健康，尽量避免吃未煮熟的食物或喝

未煮开的水（除正规密封矿泉水）；切勿前往疫区、辐射区、赌博、色情等场所。  

  八、通过电话或电子邮件等与家人或朋友保持正常联络，以免亲友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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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严格按照签证或居留许可上允许的时间在有关国家停留。  

 

第三部分： 领事官员可以为您做什么  

  一、当您的合法权益在所在国受到侵害，或与他人发生民事纠纷，或涉及刑

事案件，中国驻外使、领馆可以应您的请求推荐律师、翻译和医生，帮助您进行

诉讼或寻求医疗救助。  

  二、可以在所在国发生重大突发事件时，为您撤离危险地区提供咨询和必要

的协助。  

  三、可以在您被拘留、逮捕或服刑时，根据您的请求进行探视。  

  四、可以在您遭遇意外时，协助您将事故或损伤情况通知国内亲属。  

  五、可以在您遇到生计困难时，协助您与国内亲属联系，以便及时解决费用

问题。  

  六、可以协助您寻找失踪或久无音讯的亲友。您提出请求时须提供被寻人员

的详细信息。  

  七、可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和法规为在国外合法居留的中国公民

颁发、换发、补发旅行证件及对旅行证件上的相关资料办理加注。  

  八、可以为遗失旅行证件或无证件的中国公民签发旅行证或回国证明。  

九、可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法规和相关国际条约为中国公民办

理有关文件的公证、认证；在与所在国的法律规章不相抵触的情况下办理中国公

民间的婚姻登记手续（注：不能直接认证中国国内公证机关出具的公证书，也不

能为中国国内有关机关出具的其他证书或文书办理公证）。  

 

第四部分： 领事官员不可以为您做什么  

  一、不可以为您申办签证。  

  二、不可以为您在当地谋职或申办居留证、工作许可证。  

  三、不可以干预所在国的司法或行政行为。  

  四、不可以参与仲裁或解决您与他人的经济、劳资和其他民事纠纷。  

  五、不可以替您提出法律诉讼。  

  六、不可以帮助您在治疗、拘留或监禁期间获得比当地人更佳的待遇。  

  七、不可以为您支付酒店、律师、翻译、医疗及旅行（机、船、车票）费用

或任何其他费用。  

  八、不可以将您留宿在使、领馆内或为您保管行李物品。  

九、不可以为您购买免税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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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寻求领事保护的常见问题  

  一、什么是领事保护？  

  领事保护是指中国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在所在国受到侵害时，中国驻当地

使、领馆依法向驻在国有关当局反映有关要求，敦促对方依法公正、妥善处理，

从而维护海外中国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  

  实施领事保护的主体是政府，在国外是驻外使领馆。中国目前有 260 多个驻

外使领馆，他们都是实施领事保护的主体。  

  领事保护的内容是海外中国公民、法人在海外的合法权益。合法权益主要包

括：人身安全、财产安全、合法居留权、合法就业权，法定社会福利、人道主义

待遇等，以及当事人与我国驻当地使领馆保持正常联系的权利。  

  领事保护的方式主要是依法依规，向驻在国反映有关要求，敦促公平、公正、

妥善地处理。依据的法规，主要包括公认的国际法原则、有关国际公约、双边条

约或协定以及中国和驻在国的有关法律。  

  二、什么人可以得到中国政府的领事保护？  

  凡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具有中国国籍者，都可以得到中国政府

的领事保护。也就是说，只要您是中国公民，无论是定居国外的华侨，还是临时

出国的旅行者；无论是大陆居民，还是香港、澳门和台湾同胞，都是我们提供领

事保护的对象。  

  注 1：《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在香

港特别行政区实施的几个问题的解释》的有关内容：  

  （1）凡具有中国血统的香港居民，本人出生在中国领土（含香港）者，以

及其他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规定的具有中国国籍的条件者，都是中国

公民。  

  （2）所有香港中国同胞，不论其是否持有“英国属土公民护照”或者“英

国国民（海外）护照”，都是中国公民。自 1997 年 7 月 1 日起，上述中国公民

可继续使用英国政府签发的有效旅行证件去其他国家或地区旅行，但在香港特别

行政区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其他地区不得因持有上述英国旅行证件而享有英国的

领事保护的权利。  

  （3）任何在香港的中国公民，因英国政府的“居英权计划”而获得的英国

公民身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不予承认。这类人仍为中国公民，在

香港特别行政区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其他地区不得享有英国的领事保护的权利。  

  （4）在外国有居留权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中国公民，可使用外国政府签发

的有关证件去其他国家或地区旅行，但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其他

地区不得因持有上述证件而享有外国领事保护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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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中国公民的国籍发生变更，可凭有效证件向香港特

别行政区受理国籍申请的机关申报。  

  注 2：《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在澳

门特别行政区实施的几个问题的解释》的有关内容：  

  （1）凡具有中国血统的澳门居民，本人出生在中国领土（含澳门）者，以

及其他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规定的具有中国国籍的条件者，不论其是

否持有葡萄牙旅行证件或身份证件，都是中国公民。凡具有中国血统但又具有葡

萄牙血统的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可根据本人意愿，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或

葡萄牙共和国国籍。确定其中一种国籍，即不具有另一种国籍。上述澳门特别行

政区居民，在选择国籍之前，享有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规定的权利，但受国籍

限制的权利除外。  

  （2）凡持有葡萄牙旅行证件的澳门中国公民，在澳门特别行政区成立后，

可继续使用该证件去其他国家或地区旅行，但在澳门特别行政区和中华人民共和

国其他地区不得因持有上述葡萄牙旅行证件而享有葡萄牙的领事保护的权利。  

  （3）在外国有居留权的澳门特别行政区的中国公民，可使用外国政府签发

的有关证件去其他国家或地区旅行，但在澳门特别行政区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其他

地区不得因持有上述证件而享有外国领事保护的权利。  

  （4）在澳门特别行政区成立以前或以后从海外返回澳门的原澳门居民中的

中国公民，若变更国籍，可凭有效证件向澳门特别行政区受理国籍申请的机关申

报。  

  三、出国时持中国护照，现已取得居住国国籍，是否还能享有中国驻当地使、

领馆的领事保护？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规定，中国不承认中国公民具有双重国籍。

定居外国的中国公民，凡自愿加入或取得外国国籍者，即自动丧失中国国籍，因

而不再享有中国驻外使、领馆的领事保护。  

  四、正在办理移民者，是否还能享有中国驻当地使、领馆的领事保护？  

  正在办理移民手续者，在手续完结、国籍变更之前仍是中国公民，是我们提

供领事保护的对象。  

  五、中国公民在何种情况下可以获得领事保护？  

  根据《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第五条规定：领事职务包括“于国际法许可之

限度内，在接受国内保护派遣国及其国民——个人与法人——之利益”、“帮助

及协助派遣国国民——个人与法人”等。也就是说，中国公民在其他国家境内的

行为主要受国际法及所在国当地法律约束。一旦中国公民（包括触犯当地法律的

中国籍公民）在当地所享有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中国驻外使、领馆有责任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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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法及当地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实施领事保护。  

  六、中国公民怎样能获得中国政府的领事保护？在寻求领事保护时应注意些

什么？  

  作为中国公民，如果您的合法权益在所在国受到侵害，或遭遇不测需要救助，

您可以就近联系中国驻外使、领馆，反映情况和有关要求。使领馆将在工作职责

范围内向您提供领事保护和协助。  

  权利和义务不可分离。对海外中国公民而言，每位公民都有寻求和获得领事

保护的权利，但也应承担相应义务和法律责任。主要有：  

  1、要求中国驻外使、领馆实施领事保护时，必须提供真实信息，不能作虚

假陈述；  

  2、在主观上有接受领事保护的意愿。使领馆在实施领事保护时必须遵循当

事人自愿原则，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愿；  

  3、要求不超出所在国国民待遇水平。使领馆在实施领事保护时必须遵循国

民待遇原则，可以保障当事人获得与当地人平等的对待，但不能帮助获得更好的

待遇；  

  4、不能干扰外交部或驻外使、领馆的正常办公，应尊重外交、领事官员；  

  5、依法交纳办理各种证件、手续的相关费用；  

  6、严格遵守当地和中国的有关法律法规。  

  七、当您或您家人所在国家发生恐怖袭击、严重自然灾害、政治动乱等紧急

情况时，应如何寻求领事保护？  

  （1）您应立即与就近的中国驻该国使、领馆取得联系，以获得最新相关信

息并进行注册登记。如您家人与您失去联系，请您立即与中国驻当地使领馆取得

联系，以获得最新相关信息，并提供您家人详细个人信息和联系方式等，以便使

领馆协助查找。使、领馆将在必要及可能时协助中国公民（含死伤人员）撤离危

险区域（不一定是回国）。  

  （2）您应保留好自己的重要证件和记录，包括护照、出入境记录、保险和

银行记录等，并放在安全可靠的地方。  

  （3）您应检查护照、签证是否有效，如需更新护照请即到使、领馆办理。  

  （4）您应将存放家中或随身携带的重要证件和资料双备份，以防万一。同

时要保证自己驾驶的汽车安全及行驶正常，并储备必要的食品和药品。  

  （5）不要消极等待。如尚有安全方式离开，应立即行动。  

  八、当您在海外发生交通、工伤等事故时，如何处理？  

  如您在海外遇到交通或工伤事故，应立即向当地警方报案或通知雇主，并要

求通知您的亲友或中国驻该国使、领馆。您可要求领事官员敦促所在国当局惩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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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事者，或协助您通过法律途径或向保险公司（如您已投保）争取赔偿。  

  九、当您在海外受到犯罪分子侵害（包括性侵害）时，该怎么办？  

  您应立即向当地警方报告，并索要一份警察报告复印件。您还应当与律师或

医生（如需就医）联系，也可向中国驻当地使、领馆反映情况。领事官员可以向

您提供以下帮助：安排适当人员（如有性别要求）听取您的受害情况并承诺保护

您的个人隐私；敦促警方尽快破案；了解案件进展情况；向您提供律师和翻译的

名单；推荐合适的医院；补发丢失或受损的旅行证件；协助您与家人、朋友或雇

主联系；寻求当地社会救助。但是，领事官员不能调查案件，不能代替您出庭，

不能充当翻译，也不能替您支付律师费、医疗费或其他相关费用。  

  十、当您在居住国被羁押或监禁时，该怎么办？  

  您有权要求面见中国使、领馆领事官员。领事官员将根据您的请求前往探视，

并保护您的合法权益，如人道待遇、公平待遇等。领事官员还可以帮助您与亲友

取得联系，向您提供当地律师名单。但是，领事官员不能干涉当地法律程序，不

能出面替您进行诉讼。  

  十一、当您在居住国受到雇主不公正对待或工资被雇主无故拖欠时，如何处

理？  

  您应当依据合同及当地有关法规与雇主协商解决。如协商未果，您可向当地

法院提起诉讼。您可同时请求领事官员为您提供当地律师、翻译名单。领事官员

将会向您介绍所在国一般的法律信息。  

  十二、当您持有效护照及签证在目的地国入境、出境或过境受阻时，如何寻

求帮助？  

  您首先应向当地主管部门如实说明入出境或过境事由，同时了解受阻原因。

如您不懂当地语言，有权要求对方提供翻译服务。如果您的请求仍然得不到有关

部门的回应，可要求与中国驻当地使、领馆联系，寻求帮助。使、领馆领事官员

将向有关当局了解情况，视情反映您的要求，或进行必要交涉，但不能保证您一

定会被放行。如交涉未果，您应理智接受当地主管部门的决定；如确系受到对方

不公正对待，要注意收集和保存证据，以便日后诉诸法律解决。  

  十三、当您非法进入或滞留他国，既无有效证件，也无经济来源时，如何办

理回国手续？  

  您应向中国驻当地使、领馆如实报告本人真实、详细情况，包括姓名、出生

日期、出生地、职业、家庭住址、联系电话、非法出境或滞留经过等。待您的原

居住地公安机关核实、确认您的身份，且您的家属已垫付您的回国费用后，领事

官员可为您颁发回国旅行证件并协助购买回国机（车、船）票。  

  十四、当您的中国护照在海外遗失、被偷或被抢时，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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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您即向当地警察部门报案，以便您向当地移民局申请出境签证时备用，同

时持本人有关身份材料及其复印件和照片到就近的中国驻当地使、领馆申请补发

护照或旅行证，以供回国使用。我们提请您注意：买卖、转让、伪/变造、故意

损毁中国护照是违法行为，涉案人将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十五、当您在海外遇到经济困难时，能寻求使、领馆帮助吗？  

  中国公民在国外的费用应由自己负责解决。如果您因被盗、被抢等原因出现

暂时经济困难，可以与中国驻当地使、领馆联系，让家人通过使、领馆汇钱，或

通过外交部转交。  

  十六、当您家人在海外死亡时，如何处理？  

  （1）您可通过领事官员或亲友了解家人死亡原因和遗物（遗嘱）情况，并

从当地有关部门获得死亡证明书等证明文件。中国驻当地使、领馆可应您请求对

上述证明文件办理认证。领事官员不能调查死亡原因。如您对死因有疑问，可聘

请当地律师向当地司法部门提出，请其作出合理解释或重新进行调查；亦可请领

事官员协助向当地政府有关部门转交您的书面意见，请其对您的意见予以关注或

将您的意见转达给当地司法机关。  

  （2）如死亡涉及刑事案件并已在当地提起诉讼，您应聘请律师，密切跟踪

庭审情况，同时可请领事官员协助关注案件，并在法律许可的情况下旁听庭审。

如您对庭审情况或判决结果不满，您可请律师协助上诉，同时也可通过领事官员

协助向当地有关部门转达您的意见。但是，领事官员不能调查案件，也不能代替

您出庭。  

  （3）您可要求前往当地处理有关善后事宜，但一切费用（含国际旅费、食

宿及市内交通费）须自理；赴有关国家的签证、宾馆预订、接送等手续须自行办

理，亦可请有资质的旅行社协助；在国外如需翻译，使、领馆可推荐，但费用须

自理。  

  （4）如果您因故（如被拒签、无足够旅费等）不能前往当地处理后事，可

委托在当地的亲友代办遗体火化、骨灰和遗物送回等事宜；如当地主管部门要求，

您应提供经国内公证机关公证并经外交部（或其授权的地方外办）以及有关国家

驻华使、领馆认证的授权委托书。如当地法律法规允许，亦可委托领事官员代为

处理上述事宜（费用需自理），但您应事先提供经国内公证机关公证并经外交部

或其授权的地方外办认证的授权委托书。  

  （5）如果您希望将遗体运回国，中国驻当地使、领馆可向您提供办理运送

遗体事务的公司名单。运送遗体的费用很高，需要自行筹集。  

  （6）由于国外法律环境不同，如家属长期不处理遗体，不仅无助于问题解

决，当地有关部门还可能根据当地法律规定，在一定期限内将遗体进行埋葬或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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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7）死亡案件的处理时间可能很长，在这种情况下，您应聘请当地律师跟

踪处理。中国驻当地使、领馆只能在职权范围内向您转告当地主管部门所提供的

案件处理情况。  

  十七、当您家人在国外失踪或遭绑架时，如何求助？  

  应尽快向当地警方报案。您也可向中国驻当地使、领馆报告有关情况，包括

失踪或被绑架者姓名、性别、年龄、职业、相貌特征和在国外住址等并寻求协助。

领事官员将根据您的要求请所在国有关当局寻找失踪者或解救被绑架者。  

  十八、当您或您家人在国外突发重病或精神病，如何求助？  

  当您或您家人在国外突发重病或精神病，应迅速拨打当地急救电话，前往当

地医院治疗。中国驻当地使领馆可以协助提供当地医院名单；可协助通知国内家

属或单位。如您或您家人要回国治疗，经当地医院及有关航空公司同意，使领馆

可协助联系航空公司和陪护人员予以关照。您应承担机票及陪护等相关费用。  

  十九、当您与在国外的家人长期失去联系时，可以请中国驻当地使、领馆协

助寻找他们的下落吗？  

  如果您已通过各种途径长期无法联系上您在国外的家人，中国驻当地的使、

领馆可以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提供协助。目前中国政府没有强制要求所有海外公

民到中国驻外使、领馆进行公民登记，再加上他们的工作、住址和电话常有变动，

因此，中国驻外使、领馆协助寻亲工作十分费时费力，常常无功而返。有时，即

使找到您家人，他（她）本人却不愿与您联系。在这种情况下，领事官员可以为

您传递一些信息，或在征得您亲友同意的情况下将其联络方式转告给您。  

  二十、中国驻外使、领馆是否可以解决海外中国公民遇到的一切困难？  

  为海外中国公民提供领事保护和协助是中国驻外使领馆应尽的义务。领事保

护应该在有关国际法、驻在国和中国的法律框架内进行。中国驻外使领馆是国家

的外交代表机构，在驻在国没有行政和司法权力，不能使用强制手段，不能代替

个人主张其权利，只能通过外交途径敦促驻在国依法、公正、公平处理有关案件。

使领馆积极协助当事人维护合法权益，但不能超越领事职务的权限。  

  二十一、中国驻外使领馆可否替求助公民支付一切费用？  

如果因被盗、被抢等原因出现暂时经济困难，公民首先应通过个人汇款等商

业方式解决。如接收汇款有困难，可与中国驻当地使、领馆联系，让家人通过使、

领馆汇款。如求助公民无法及时得到亲朋救助，中国驻外使、领馆可以提供小额

资助，为当事人提供短期食宿或购买机票回国。受助中国公民须签署“还款保证

书”并提供国内还款人有效联系方式，回国后及时向外交部或驻外使、领馆归还

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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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 文明出行 平安常在  

  一、文明社交  

  （一）相互尊重  

  以良好的修养，展现自尊自信。热情坦诚、以礼相待，在友善待人的同时赢

得他人的尊重。  

  （二）真诚相待  

  诚实守信，表里如一。以真诚为纽带，促进人与人间信息传递、情感交流、

思想沟通。  

  （三）宽容大度  

  心胸豁达， 宽以待人。多为他人着想，体谅他人难处。  

  （四）严于律己  

  交往中清楚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五）把握分寸  

  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交往对象，以大方得体、不卑不亢为待人接物尺度。既不

必自吹自擂、自我标榜，也不要妄自菲薄、自我贬低、过度谦虚客套。  

  （六）尊重差异  

  从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社会文化背景出发，了解其礼仪文化差异，了解具

体交往对象的不同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和交往禁忌，并给予尊重。  

  （七）积极融入  

  主动与居住地人民交流，对居住地的风俗习惯尽量做到入乡随俗，积极融入

当地社会，拓宽平安、和谐发展空间。  

  （八）心系祖国  

  爱国情怀历久弥新，民族自尊心、自豪感永存心间。不做有辱国格的事，不

说有辱国格的话。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做文明中国人，从日常做起，日积月

累，形成习惯。  

  二、文明举止  

  （一）讲究仪容仪表  

  不在公共场合脱去鞋袜、袒胸赤膊，不毫无掩饰地剔牙。不在卧室以外穿着

睡衣，不对别人打喷嚏，不在妇女和儿童面前吸烟，不把烟雾喷向他人。  

  （二）注重个人修养  

  不语言粗俗， 出口成脏，恶语伤人。礼让老弱病残，礼让女士。尊重服务

人员劳动。不长时间独占公共设施。不强行与他人合影。  

  （三）遵守公共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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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在公共场所呼朋唤友、猜拳行令、扎堆吵闹，或高声接打电话。排队时不

跨越黄线，不插队加塞。乘坐交通工具时不争抢拥挤。  

  （四）尊重风俗习惯  

  不在教堂、寺庙等宗教场所嬉戏、玩笑。与人谈话应避免问及年龄婚否、收

入财务、信仰情感等个人私密情况。在穆斯林国家，女士不宜着装暴露。  

  （五）爱护公共设施  

  不损坏公共设施，不踩踏绿地，不摘折花木和果实。不在文物古迹上刻涂，

不攀爬触摸文物。  

  （六）遵守公共规定  

  不在公共场所和禁烟区吸烟。不在禁止拍照的地区拍照留念。  

  （七）维护环境卫生  

  不乱扔垃圾、废弃物，乱倒污水。不随地吐痰、擤鼻涕、丢烟头、吐口香糖。

上厕所后冲水。  

  （八）讲究环保节约  

  节约用水用电。吃自助餐时一次取食不要太多，吃完后再适量取用，避免在

面前摆放多个盛满食物的餐盘，避免浪费。  

  （九）奉行健康娱乐  

  拒绝参与色情、赌博活动，拒绝吸食毒品。  

  三、企业文明  

  （一）树立风险意识  

  及时跟进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全面了解所在国社会、经济、法制环境，通盘

研究企业经营、人员安全面临的困难和风险，建立有效的风险防范、控制机制，

确保经营顺利、人员安全。  

  （二）明确安全成本  

  保证人员、财产安全是企业海外经营的头等大事，安全成本是企业运营成本

的一部分。应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制定落实安全措施，定期排查安全隐患，进行

安全教育培训，并为员工购买人身意外及医疗保险。  

  （三）坚持守法经营  

  注重企业长远利益，坚持守法发展，摒弃违法短视行为。  

  牢固合法用工理念，为外派员工办理与其身份相符的签证、居留手续，保障

劳动者根本权益。  

  （四）履行社会责任  

  正确把握企业发展和回馈社会的关系，重视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坚持有取有

予的企业发展道路，注重环境保护，兼顾当地利益，发展当地就业，尊重、善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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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雇员。  

  （五）提倡诚实守信  

  坚守商业道德，远离坑蒙欺骗、尔虞我诈。加强中资企业间团结，避免竞相

“杀价”、相互拆台。发生纠纷，应要求员工保持克制，采取措施避免激化矛盾，

充分利用法律武器维护企业和员工合法权益，并及时与驻外使、领馆取得联系。  

  （六）共建和谐世界  

  广交朋友，增进友谊，努力扩大与当地社会的利益交汇点。加深互信、共同

发展、互利共赢，拓宽企业和谐发展空间，共享平安与繁荣。  

附录一  外交部领事司联系方式  

 

  电 话：010-65963500；010-65964020（办公时间） 

  传 真：010-65963509；010-65964094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南大街 2号 

  邮 编：100701 

附录二  国家有关部委局的官方网站  

  外交部：www.mfa.gov.cn 

  公安部：www.mps.gov.cn 

  教育部：www.moe.edu.cn 

  司法部：www.moj.gov.cn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www.mohrss.gov.cn 

  交通部：www.moc.gov.cn 

  农业部：www.agri.gov.cn 

  商务部：www.mofcom.gov.cn 

  卫生部：www.moh.gov.cn 

  民政部：www.mca.gov.cn 

  海关总署：www.customs.gov.cn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www.aqsiq.gov.cn 

  国家旅游局：www.cnta.com 

  国务院侨务办公室：www.gqb.gov.cn 

  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www.gwytb.gov.cn 

  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www.hmo.gov.cn 

  国家信访局：www.gjxfj.gov.cn 

  国家文物局：www.sach.gov.cn 

国家外汇管理局：www.safe.gov.cn 

 

http://www.mfa.gov.cn/
http://www.mps.gov.cn/
http://www.moe.edu.cn/
http://www.moj.gov.cn/
http://www.mohrss.gov.cn/
http://www.moc.gov.cn/
http://www.agri.gov.cn/
http://www.mofcom.gov.cn/
http://www.moh.gov.cn/
http://www.mca.gov.cn/
http://www.customs.gov.cn/
http://www.aqsiq.gov.cn/
http://www.cnta.com/
http://www.gqb.gov.cn/
http://www.gwytb.gov.cn/
http://www.hmo.gov.cn/
http://www.gjxfj.gov.cn/
http://www.sach.gov.cn/
http://www.safe.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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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英语 

出事了吗？请保持冷静，爱尔兰人民和警察是很乐于助人的，下面的英文 

句型一定能帮到大家。 

 

交通事故 Car accident 

 

I’d like to report a car accident. 

我要报告一起交通事故. 

We’ve had a car accident. 

我们遇到一起车祸。 

I’ve been involved in a head-on collision. 

我的车迎面撞上了。 

My friend fell unconscious. 

我的朋友昏过去了。 

There’s an injured person here. 

有人受伤了。 

My friend was hit by a car. He’s bleeding from the head. 

我的朋友被车撞了，他的头在流血。 

We were victims of a hit and run driver. 

我们被车撞了，肇事司机逃逸。 

Tell me the situation, please. 

请告诉我当时的情况。 

Around what time did it happen? 

大概几点钟发生的。 

Do you remember the plate number of the hit and run car? 

你还记得肇事逃逸汽车的车牌吗？ 

It wasn’t my fault. 

那不是我的错。 

Could you call an ambulance for me? 

请帮忙叫辆救护车好吗？ 

Would you please call a doctor for me? 

请帮忙叫医生好吗？ 

The doctor will examine you in a minute. 



 

 52 

医生马上给你检查。 

Please take me to the hospital. 

请送我到医院。 

 

注：几种常见的交通违章行为英语表达法 

超速“speeding”,闯红灯“running red lights”,酒后驾车“drink- 

driving”,走禁行路“running through restricted areas”,强行超 

车“dangerous lane changes”,疲劳驾驶“fatigue driving”. 

 

看病英文 

 

Asking the patient about your illness(询问病情) 

Are you feeling all right? 

你感觉好吗? 

Are you bowels acting properly? 

你的大便正常吗? 

Do you cough? 

有没有咳嗽? 

Did you have pains here before? 

以前这儿觉得痛吗? 

Do you have any appetite? 

吃东西有胃口吗? 

How long has it been going on? 

这情况持续多久了? 

How bad is it? 

厉害到什么程度? 

What did you eat yesterday? 

你昨天吃了什么东西? 

Telling the doctor how you feel (述说病情) 

About a week now 

现在大概一周了. 

About five days running already 

现在已经持续有五天了. 

I cough a great deal at n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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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晚上咳得很厉害 

I don’t feel like eating anything 

我什么也不想吃 

I feel chilly 

我怕冷 

I feel like I’m burning up 

我觉得浑身发热 

I feeling like vomiting 

我觉得想呕吐 

I feel shivery and I have got a sore throat 

我觉得怕冷而且喉咙疼痛. 

I have a stomach-ache 

我胃痛 

I feel a dull pain in the stomach 

我觉得胃部有钝痛 

It all began yesterday 

是从昨晚开始的 

It keeps hanging on 

这老是不好 

My tooth is acting up again 

我的牙又痛起来了 

The pain’s been keeping me awake. 

这疼痛让我睡不觉 

 

Examining (检查) 

A blood test is necessary 

要验血 

Go and have your chest X-rayed 

去透视一下你的胸部 

I’ll have your temperature taken 

我让人给你量一下体温 

Let me sound your lungs 

让我听听你的肺音 

Let me take your blood pres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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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量一下你的血压 

Lie down on the couch there, let me examine your belly 

在那床上躺下,让我检查一下你的腹部 

The gums are swollen 

牙床都肿了 

There’s some respiratory murmur in your heart 

你的心脏有些呼吸性杂音 

Your tongues rather coated 

你的舌苔比较厚 

 

Diagnosing and treating (诊断与治疗) 

 

A slight infection 

有点轻微的感染 

I should say you’ve caught cold 

我看你是感冒了 

By the look of it, it should be a rash 

从表面看,这应该是皮疹 

You need an injection 

你需要打一针 

The tooth will have to be taken out 

这颗牙要拔掉 

Nothing serious 

没有什么大问题 

You will recover in two or three days 

你两三天内会痊愈的 

 

Giving description and advice (开药方与给医嘱) 

 

Apply this tube of jelly three times a day 

每日 3次涂用这管药膏 

Avoid greasy food 

不要吃油腻的食品 

Be sure to keep warm and r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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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保暖和休息 

Drink plenty of water 

要喝大量的水 

Drink more liquids and take the medicine I prescribed. 

多喝流质,并服用我开的药 

Here is a prescription for you. Please take the medicine according 

to the instruction 

这是你的药方,请按指示服药 

 

英语报警 

 

I’m calling to report a missing credit card. 

我打电话报警，我的信用卡丢了。 

What’s the card number, miss? 

信用卡号码是多少，小姐？ 

Did you say your card was lost or stolen? 

您说您的信用卡是丢失还是被偷了？ 

I left my purse on the counter in the department store while I went 

to the fitting room to try the dress on. 

我去试衣室试衣时，把钱包放在百货公司的柜台上了。 

When did you discover it was stolen? 

您什么时候发现信用卡被偷了呢？ 

I didn’t discover that until I went to pay. 

我去付钱的时候才发现。 

I’m so relieved to hear that. 

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 

My house has been burglarized. 

我家被偷了。 

I mean he took everything of any value, money, watches, TV, VCD, 

everything. 

我是说他把值钱的东西都偷走了:钱、手表、电视、VCD、所有东西。 

My car was stolen last night. 

我的车子昨天晚上被偷了。 

What kind of car is it, s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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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是哪一种车？ 

The license plate number is ABC123. 

牌照号码是 ABC123. 

And where was it parked? 

车子原来停在什么地方呢？ 

It was parked in my driveway in front of my house. 

车子原来停在我家前面的车道上。 

Can you tell me the time period when it was stolen 

能不能告诉我大概什么时间被偷的？ 

The car alarm went of, but they must have disengaged it. 

防盗器响了，但是他们一定把它切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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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爱学联写在最后的话 

 

相信大部分出国留学的同学们都还只有十几岁到二十几岁, 由于在国内父

母亲人的“无微不至”让很多人都不习惯这新环境的“亲历亲为”。 认识到自己 

的无能为力并不是一件丢脸的事情, 每个人都是以此为契机在不断地学习如何

成长。我们经历和了解到了出国之后遇到各种问题的焦虑不安, 所以我们为广大

中国留学生出版本实用手册, 目的就是希望能够帮助还在对各种问题茫然不解

的年轻学子, 也希望读者朋友们了解到留学知识后也能去帮助其他人。因此,在

离开亲人陪伴的这段岁月里, 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全爱学联都衷心愿意伴

你一起承担, 一起成长, 一起欢笑。 

 

 

 

爱尔兰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 

二〇一五年九月二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