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指南指南西欧西欧教育教育

作为人文主义和科学方法的发源地，欧洲在持续影响
着全球数十亿人的生活。从改善老百姓生活的诸多创意，
到便利日常生活、延长人类寿命的技术创新等，欧洲都在
这一切活动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几个世纪后，仍有数以万计的年轻人来到欧洲，希望在
此获得优质教育，从而能改善自身和家人的生活并造福家乡。

随着出行变得更便利、更经济，国家变得更富有，大
学开始向世界各地的同行抛出橄榄枝。它们深知，学校间
更密切的互动，与学生之间更紧密的联系，对自身机构、
国家以及世界百利而无一害。

“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可以产生积极的影响。留学生为课
堂和社会带来了全新的视角。这还会促进文化间的交流，
鼓励学生学习外语。另外，应对全球挑战，如实现可持续

芬兰芬兰
法国法国
荷兰荷兰

创意孵化器
众所周知，高等教育体系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几个世纪前的中世纪欧洲。事实上，世界上
现存的 10 所最古老的大学中就有 9 所位于西欧。

发展目标 (SDGs) 等，也离不开跨国合作。”荷兰教育部发
言人 Michiel Hendrikx 表示。

与此同时，随着中国逐步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
之一，数以百万计的中国学生获得了出国留学的机会。留
学人数上升趋势仍在持续，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到欧洲留学。

“在中国，科学技术正在迅猛发展，科研方面有庞大的
合作空间。我们诚邀中国学生前来芬兰，期待与其分享新
颖的学习方式，帮助他们收获更全球化的视野。”芬兰教育
项目 (Education Finland Program) 主任 Jouni Kangasniemi
说道。

“芬兰的高等教育也以提供丰富的课余工作实践机会而
闻名。学生不仅仅能做好理论研究，还能在课堂之外应用
所学到的知识。”Kangasniemi 补充。

GMI P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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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植入

韦伯斯特大学 (Webster University) 位于欧洲最古老
的学习中心之一——莱顿，秉承美式教学方法，师生
来自世界各地。学校拥有活跃的学习氛围，鼓励学生
在课堂内外学习。学校将其全球化视野灌输给学生，
众多毕业生已加入荷兰及世界各地的顶级企业工作。

所在地 ：荷兰莱顿
学生数目 ：300（总数）/250（留学生）
3 个热门专业 ：工商管理学硕士、工商管理学学士、
国际关系学学士
联系人 ：Jamie Wu
电子邮件 ：admissions@webster.nl  
官网 : www.webster.nl

诺 维 亚 应 用 科 学 大 学 (Novia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在芬兰的四个城市设有分校。学校采用多
学科的教育方法，所有学位课程均十分注重学生的职
业发展。该大学与一些中国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其
可持续海岸管理和能源技术等专业领域处于领先地
位。学生们组成了一个紧密融合的社区，提升学业和
职场发展是他们最关注的话题。

所在地 ：拉赛博格、雅各布斯塔德、图尔库和瓦萨
学生数目 ：4,000（总数）/400（留学生）
热门专业 ：可持续海岸管理、能源技术、护理
电话 ：+358 (0)6 328 5055  
电子邮件 ：admissions@novia.fi 
官网 ：www.novia.fi  

Orjan Andersson, President

坦 佩 雷 应 用 科 学 大 学（Tampere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简称 “TAMK”）是芬兰的第二大
应用科学大学，致力于为学生未来跨国就业铺路。凭
借其与商业和工业界建立的合作关系，TAMK 认为跨
国合作可以解决一些全球性问题。学校竭力确保学生
们在这个多元文化大家庭中受到重视并找到自身的价
值，并以保障学生福祉为重任。

所在地 ：芬兰坦佩雷
学生数目 ：10,000（总数）/633（留学生）
热门专业 ：环境工程学士学位、软件工程学士学位、
国际商务学士学位
联系人 ：Tanyu Chen 
电子邮件 ：Tanyu.chen@tuni.fi  
官网 ：www.tuni.fi/en/about-us/tamk

Tapio Kujala, President

赫 尔 辛 基 艺 术 大 学（The University of the Arts 
Helsinki，亦称 “Uniarts Helsinki”）打造了一个鼓舞
人心的多学科学习环境，其美术、音乐、舞蹈和戏剧
专业均为世界领先。赫尔辛基艺术大学由美术学院、
西贝柳斯音乐学院和戏剧学院组成，力求成为所有艺
术家的开放聚集地，以及包容传统艺术和大胆现代艺
术人才的重要社区。

所在地 ：芬兰赫尔辛基
学生数目 ：1,889（总数）/300（留学生）
热门专业：现场艺术和表演研究（硕士学位）、美术（学
士和硕士学位），古典音乐表演（学士和硕士学位）
电话 ：+358 294 47 2000
电子邮件 ：study@uniarts.fi 
官网 ：https://www.uniarts.fi/en

华威学校 (Warwick School) 于 914 年创立，是英国
最古老的学校之一。我们是一家领先独立的走读兼
寄宿学校，招收 7-18 岁男学生，坐落于一片景色怡
人的 50 英亩土地上。卓越的学术成就、出色的教牧
关怀，加上丰富的课程辅助活动，使华威学校成为
了一个学习的好地方。

所在地 ：沃里克郡，沃里克
学生数目 ：57（外国学生）/49（中国学生）
热门专业 ：A-level 和 GCSE 课程
联系人 ：招生团队
电话 ：+4419 2677 6414/ 
电子邮件 ：admissions@warwickschool.org / 
官网 ：www.warwickschool.org

James Barker, Head Master

作为北欧历史最悠久的学校之一，汉肯经济学院 
(Hanken School of Economics) 是全球仅有的 54 所获
得三重认证（EQUIS、AACSB 和 AMBA）的商学院之一。
学校提供以全英授课的经济学和工商管理硕士学位课
程。这个两年制的项目上榜了英国《金融时报》的年
度排行榜，为学生提供了绝佳的职业发展机会，以及
在全球最幸福的国家生活和学习的体验。

所在地 ：芬兰赫尔辛基
外国学生数目 ：88（硕士）/50（博士）
热门专业 ：国际战略和可持续性、市场营销，以及人
道主义物流
电子邮件 ：masters@hanken.fi
官网 : https://www.hanken.fi/en/apply

投资您的未来。选择荷兰顶级学校的专业 ：Tio 应用
科 学 大 学 (Tio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Tio
的每一个商务和酒店专业多年来一直被评为荷兰最
佳。就读 Tio 的学士学位或 MBA 项目，可为您的国
际职业生涯提供一个有利的开端。Tio 将成为您的第
二个家。

所在地 ：荷兰阿姆斯特丹，Tempelhofstraat 5, 1043 EA 
联系人 ：Arthur Teeuw
微信公众号 ：荷兰 Tio 大学 Holland Tio University
电话 ：+31 (0) 30 – 7 999 000
电子邮件 ：admissions@tio.nl
官网 ：www.tio.nl/en

作为法国精英“大学校”之一，南巴黎电信学院 
(Telecom SudParis) 致力于培养数字科学和技术领域
的未来顶尖工程师，助力他们成为信息社会的建设
者。其工程专业课程帮助学生打下坚实的高水平研究
基础，为其提供丰富的项目管理、创业和国际化方面
的培训，以及在知名工业合作企业实习的机会。

所在地 ：法国埃夫里和帕莱索
学生数目 ：1,000（总数）/300（留学生）
热门专业 ：数据科学、增强现实、人工智能、网络安
全、高速网络、工业 4.0、金融、电子医疗
电话 ：+33 1 6076 4480
电子邮件 ：international@telecom-sudparis.eu
官网 ：https://www.telecom-sudparis.eu/en 

自 1950 年 成 立 以 来，EDC 巴 黎 商 学 院 (EDC Paris 
Business School) 已巩固了其作为顶级工商管理学院
的地位。70 多年来，这所享誉全国的学校与全球众
多大学建立了合作关系，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学生前来
深造。

所 在 地 ： 法 国 74-80, rue Roque de Fillol, 92800 
Puteaux 
学生数目 ：1,900（总数）
热门专业 ：“大学校”Grande École 项目（5 年，18
个专业）、管理学学士（3 年，3 个专业）、理学硕士（2 年，
18 个专业）。所有课程以法语、英语或英法双语授课。
电话 ：+33 7 60 43 67 44（Grande École 项目）/ +33 7 
60 43 71 46 （学士学位项目）/（理学硕士学位项目）
电子邮件 ：admissions@edcparis.edu
官网 ：https://www.edcparis.edu/fr/

福布斯中国 -西欧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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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兰的教学质量和独特的教育方法享誉全球，芬兰的大学
和学校吸引了全世界的关注。尽管跨国旅行目前仍然受到
限制，但芬兰政府期待着迎接国际学生回到教室的那一天。

今年早些时候，GMI Post 采访了芬兰教育 (Education 
Finland) 的项目总监 Jouni Kangasniemi，以了解芬兰政
府是如何在新冠疫情期间于世界各地（尤其是在中国）推
广芬兰教育品牌的。

GMI Post ：您 能 向 我 们 介 绍 一 下 芬 兰 教 育 (Education 
Finland) 在全球建立了哪些合作关系吗 ?

Kangasniemi ：芬兰和中国的一些大学已经成功开展合作，
并决定加深合作，例如共同打造双学位项目。某些中国大
学也希望调整他们的结构，使其更贴近于芬兰的理工大学
或应用科学大学。

此 外， 坦 佩 雷 应 用 科 学 大 学 (Tampere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已为加勒比地区量身定制了一个课程项
目。

GMI Post ：您是否看到有越来越多的芬兰大学和机构开始
接触中国 ?

Kangasniemi ：是的。我们看到很多中国学生表达了到芬
兰留学的愿望。中国是芬兰的三大留学生生源国之一。芬
兰和中国之间有很多合作项目正在进行。

芬兰的师范教育项目非常有优势，因此我们看到北京
大学和赫尔辛基大学之间的合作也越来越多。

GMI Post ：展望未来，您希望中芬两国在哪些领域开展更
多合作 ?

Kangasniemi ：中国的科技和科学领域发展迅猛，给我们
提供了广阔的合作空间。我们也很乐意向中国学生介绍芬
兰独特的学习方式，帮助他们收获全球视野。

在其他榜单和调查中，芬兰也都位列前三，涵盖以下
这些方面：最安全、最自由、治理最好、腐败最少、最繁荣、
性别最平等、最清洁、最环保、识字和算术能力最强、受
教育程度最高等。无疑，每年都有越来越多的游客和留学
生前往芬兰旅行或学习。

对于留学生而言，轻松、惬意的生活方式是芬兰最吸
引人的特质之一。当然，该国优越的高等教育质量亦是有
目共睹。在 2021 年的 QS 世界大学排名中，9 所芬兰大学
跻身全球前 500 名。

如今，人们普遍认为芬兰拥有全球最好的的教育体系，

在世界之巅

因其早在 50 年前就制定了非传统的先进教育政策。早教和保
育 (ECEC) 是其整个教育体系的核心。除了知识和技能之外，
ECEC 还将健康和福祉融入教育中，以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此外，芬兰的教育体系摒弃了标准化考试，对教师提
出了严格的要求（所有教师必须拥有硕士学位），鼓励合作
而非竞争，提供了传统大学学位以外的专业选择、现代化
的学习环境，以及非传统的教学方式。

也许，正是这种鼓励创新的环境，才使得芬兰打造出
诸多革命性的解决方案 ：全球第一款互联网浏览器、无线
心脏监测器、Linux 开源软件以及移动短信 (SMS)。

2017 年，为了庆祝国家独立百年纪念，芬兰与其 550 万公民回顾了国家在提高人民生
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方面所取得的成功。这个北欧国家连续四年在《世界幸福报告》中
名列前茅，该报告为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网络发起的调查。

芬兰教育项目总监 
Jouni Kangasniemi

芬兰教育 芬兰教育 
(Education (Education 
Finland)：Finland)：
打造独特的品牌打造独特的品牌

芬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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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洞见

我们已经与多家中国顶尖大学合作了一段时间，我们之间的合作进展顺利。在交流
项目方面，两国的教育系统相辅相成。目前，我们正与一些潜在的中国合作伙伴讨
论在北京建立一个类似于这里的食品谷 (Food Valley) 的计划。

中国的合作伙伴对我们至关重要。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知识的发展。我们未曾
从中国的业务牟利或获得好处。我们合作的目的是创造新知识。我们也没有建造卫
星校园的计划。我们在北京设有一个办事处，以支持我们与相关大学、研究机构和
企业开展合作。

我们与北京大学建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中国还有很多其他的合作。我的目标
是实现学生的线上流动性，以及疫情过后的跨国流动性。期待中国学生和我们本地
的学生都可以早日获得这两个‘流动性’。

中国学生目前仍是法国的第二大留学生群体。2005 年，我们见证了法国工程学院
与中国机构的首次合作，合作成果便是中法学院 (IFC)。目前法国工程学院和中国
高等教育机构已建立了十多所中法学院。

去年疫情还没爆发的时候，我们与中国驻法国大使馆进行了一次会谈，他们表示希
望继续发展 IFC 项目，重点关注法国工程院校。这就是我们对中国市场保有吸引力
的原因。我们不单单是吸引中国学生到法国留学，更独特的是，我们为他们提供了
在中国的法国机构学习的机会。这点非常重要。

“与中国的合作已经成为了我们的重中之重。中国学生已成为仅次于法国学生的第
二大学生群体。这是我们 20 多年来努力与中国开展合作、提升自身多学科科学和工
程专业的成果。

作为一家全球性的机构，我们的目标是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到法国留学。我们
始终致力于维护我们在全球的所有合作关系，尤其是与中国的长期合作。在我们努
力吸引更多中国学生来到法国的同时，也非常鼓励法国学生到中国体验活力四射的
高等教育氛围。”

我们非常重视中国市场。我们正在努力加强与中国以及合作大学的伙伴关系。例如，
我们正在与合作学校探讨双学位项目和高管教育项目，而不仅限于学生交换项目。

就目前而言，我们正在招收中国学生，同时我们也希望提升自身在中国的知名度。我
们在上海设立了一个代表处，为那些想到诺曼底管理学院学习的学生提供咨询服务，
并加强我们与中国大学之间的联系。

法国大学如何与中国共谋未来
中国学生的重要性日益提升

Arthur Mol 教授
荷兰瓦赫宁根大学环境科学研究院 (Wageningen Environmental Research)

荣誉校长兼副院长

Hanna Snellman
芬兰赫尔辛基大学 (University of Helsinki)

副校长 - 国际事务

Jocelyn Brendle 教授
法国工程学院院长会议 (CDEFI)

国际发展委员会主席

Eric Labaye
巴黎综合理工学院 (Ecole Polytechnique）

院长

Hendrik Lohse 博士
法国诺曼底管理学院 (EM Normandie)

国际事务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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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是启蒙运动的发源地，《人权和公民权宣言》的诞
生地。法国推动了人文学科的发展，并引以为傲。

此外，法国在工程方面的实力也赢得了国际的掌声。
它参与了全球第一架超音速商用客机以及法国高速列车 
(TGV) 的制造，后者在 1981 年推出时打破了日本“子弹头”
列车长期保持的时速纪录。不为人知的是，“智能卡”和拍
照手机均出自法国发明家之手。

250 所“大学校” (grandes écoles) 为法国优质教育奠
定了基石。这些学校通常专注于单一领域，如工科、商科、
公共管理等。每年，大学校严格控制招生人数，仅有几百
人可以获得录取，因此它们是公认的法国名校。

除了大学校外，法国还拥有多个国家资助的公立大学
和院校，它们也赢得了国际的认可。法国大学与院校共同
体（COMUE）也位列其中，其指的是多家高等院校、机构
合作共同授予学位。

过去几年间，最受欢迎的研究领域非工程学莫属，而
中国学生的人数在全部国际学生中增长最快。

“根据最新数据，我们的工程学院有超过 3.2 万名国际
学生。截至今年，以国别为单位，中国学生数量在所有国
际学生中排名第二。”法国工程师学院院长会议 (CDEFI) 国
际发展委员会主席 Jocelyne Brendlé 表示。

虽然 Brendlé 指出，自去年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国际
学生入学人数下降了 25%，但诺曼底管理学院国际事务主
任 Hendrik Lohse 看到了中国学生对于赴法求学的兴趣在
上升。一旦法国加速疫苗接种工作，中国留学人数预计将
大幅提升。

TOP 100

加入
享誉全球的
法国商学院！

想在未来驰骋
商业世界，就加入：

管理学学士/硕士课程

理学硕士课程
涵盖奢侈品、供应链管理、物流、人工智
能、贸易、会展管理、金融和金融科技等
专业

卡昂 勒阿弗尔 巴黎 都柏林 牛津

塑造教育的未来
法国历史悠久迷人，建筑瑰丽壮观，文化底蕴丰富。此外，凭借名扬海外的众多大学，
法国也是国际学生青睐的高等教育胜地，其中巴黎索邦大学更是其中的卓越代表。

Lohse 表示 ：“随着法国疫苗接种工作的开展，我们发
现来年的申请人数有所攀升，其中很大一部分的申请来自
中国学生。”

他接着补充 ：“未来，中国将成为我们最重要的市场。
我们正努力加强自身与中国及合作大学的伙伴关系，共同
探索商业领袖教育和双学位项目的前景。”

法国

Europe Education Guide 2021-Final.indd   5Europe Education Guide 2021-Final.indd   5 2021/9/12   上午8:102021/9/12   上午8:10



6

  

国际学生的
平均学费 : 

国际学生的
平均学费 : 

4,000 -18,000 欧 元 / 每
年，取决于具体专业和
学校。

Source:  Shanghai Rankings,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 2020

八所顶尖大学

十所顶尖大学

排名前十的大学

赫尔辛基大学 
图尔库大学 
阿尔托大学
东芬兰大学 
奥卢大学 
坦佩雷大学 
于韦斯屈莱大学
拉彭兰塔工业大学

巴黎文理研究大学
巴黎综合理工大学
索邦大学
巴黎中央理工 - 高
等电力学院
里昂高等师范学院

国立桥路学院
巴黎政治学院
巴黎大学
巴黎第一大学
巴黎萨克雷高等师
范学校

最多中国学生选择
的专业 :

• 工程技术
• 工商管理
• 计算机科学与信息技术
• 自然科学和数学
• 教育培训

700-900欧元，涵盖食物、住宿、
交通和保险。大城市的生活费用
通常高于小城镇。

国内生活费用 :

国内生活费用 :

该国
中国留学生数量：
约 1,600 人。 

中国学生是芬兰的第三大国
际学生群体。

约 5.19%
中国学生占国际学生
总数比例 

约 12.5%
中国学生占国际学生
总数比例 

约 5.61%
中国学生占国际学生
总数比例 

学士课程或授权课程每年
2,770 欧元

硕士课程每年 3,770 欧元

博士课程每年 3,800 欧元

注：以上为公立大学收费。私立大学
的学费可能更高，为每年 3,000欧元
至 2万欧元。

Source:  Top Universities, World Ranking Universities, 2021

最多中国学生选择
的专业：
• 商科
• 工程学

巴黎：1,200 至 1,800 欧元 / 月（如果选
择住在学生宿舍，则此费用包含住宿）。
尼斯：900 至 1,400 欧元 / 月里昂、南特、
波尔多或图卢兹：800 至 1,000 欧元对于
法国其他地区，生活费可能更低（不低于
650 欧元）

该国
中国留学生数量：

该国
中国留学生数量：

492,185

约 4,574 人

Source: Global Peace Index 2020

国际学生的
平均学费 : 

本科课程为 6,000 至
15,000 欧元，硕士课程
为 8,000 至 20,000 欧元。

Source:  Times Higher Education, Best Universities 2020

瓦格宁根大学
与研究中心
阿姆斯特丹 
大学 
莱顿大学
鹿特丹伊拉斯
姆斯大学
乌得勒支大学

代尔夫特理工
大学
格罗宁根大学 
阿姆斯特丹自
由大学 
马斯特里赫特
大学
奈梅亨大学

最多中国学生选择
的专业：
• 经济和商业 
• 人类和社会科学
• 工程学 
• 艺术与文化 
• 科学
• 人文与科学 
• 医疗保健 
• 教育

每月 800 至 1,200 欧元，涵盖住
宿、食物、交通、书籍、衣服和
休闲活动。

国内生活费用 :

芬兰

法国

荷兰

国家安全排名

国家安全排名

国家安全排名

第 14 名 

第 21 名 

第 66 名
2020年全球和平指数排名

 (截至 2018年 )

 (2018年至 2019年期间约有 4,574
人。中国学生是荷兰国际学生群体
中的第三大群体。）

Europe Education Guide 2021-Final.indd   6Europe Education Guide 2021-Final.indd   6 2021/9/12   上午8:102021/9/12   上午8:10



曾经是全球贸易中心的荷兰，一度处在一个跨越全球文化
的十字路口——其临近其他欧洲国家、曾在东南亚建立殖
民地。这种全球化的视野和对其他文化的开放态度在荷兰
人民心中已经根深蒂固。

当然，正是这些特质使荷兰保持了其在全球的领先地
位 ：重要的贸易中心、主要的工业强国和创新学习中心。

今年 3 月，GMI Post 采访了荷兰教育部长 Ingrid van 
Engelshoven，咨询她有关荷兰的高等教育是如何对成千
上万名国际学生和研究人员保有长期吸引力的。

荷兰教育部长 
Ingrid van Engelshoven

荷兰

若没有拥抱新想法的开放态度，以及打破陈规的冒险
精神，这些成就决不可能达成。这样的创新精神和创造性
思维仍在这个国家的大学中流传。其中很多大学有着几百
年的悠久历史，但所有学校都是创新先锋。

事实上，在 2021 年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综合排
名中，有 7 所荷兰大学跻身前 100 名。对于国际学生而言
的另一个巨大优势是，荷兰是英语说得最流利的国家之一，
这很值得庆幸。

由于荷兰一直是深受国际学生欢迎的留学目的地，毕

小国家、大足迹
尽管是荷兰一个小国，但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荷兰王国曾一度统治
着全球贸易。它在黄金时代遗留下来的珍贵艺术作品如今已纳入全球最好的博物馆，成
为了最闪耀的珍品。今天，出自荷兰的众多发明让我们的日常生活变得更高效、更便捷，
如 DVD、蓝牙和 Wi-Fi。

业生建立起了一个广泛的全球校友网络，并获得接触不同
文化的宝贵机会。此外，在荷兰留学的学费也非常实惠。

对于中国学生来说，在荷兰接受教育为他们日后回国
就业提供了竞争优势。

对于想要留在荷兰工作的学生而言，他们将获得有关
世界级公司如何运作的宝贵视野，并得以运用在学习期间
获得的技能和知识。荷兰教育体系的另一大优势是大学和
企业之间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

依然是
世界中心

GMI Post ：中国学生对荷兰来说有多重要 ?

van Engelshoven ：中国学生是荷兰的第三大国际学生群
体，仅次于德国学生和意大利学生。2019 年至 2020 年，
中国留学生占荷兰国际留学生总数的 5% 左右。

GMI Post ：对国际学生而言，荷兰的大学有什么优势 ?

van Engelshoven ：荷兰的大学，包括我们的研究型大学
和应用科学大学，提供了非常平易近人的高质量教育。

GMI Post ：荷兰为中国学生提供的留学经历与其他欧洲国
家有何不同 ?

van Engelshoven ：与其他欧洲国家相比，荷兰的高等教
育机构拥有更多的国际课程和英语授课课程。除此之外，
我们的许多研究型大学一直在全球大学排名中名列前茅。

GMI Post ：荷兰政府采取了什么措施来吸引更多国际学生
来到荷兰 ?

van Engelshoven ：我们吸引国际学生的政策已经非常成
功。目前，我们没有制定新的措施来吸引更多的国际学生。
为了进一步提升荷兰教育的吸引力，我们正在努力协调匹
配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及最受国际学生欢迎的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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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录
芬兰
大学与学院：
赫尔辛基大学 (University of Helsinki)
所在地：赫尔辛基
学生数目：2,000（外国）/ 245（中国）
热门专业：教育变革硕士学位、环境变化和全
球可持续发展硕士学位、数据科学硕士学位
官网：www.helsinki.fi/en 

奥卢应用科学大学 (Oulu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所在地：奥卢
外国学生数目：280（学位课程）/ 270（交流项目）
热门专业：信息技术学士学位、国际贸易学士
学位、数据分析和项目管理硕士学位
官网：www.oamk.fi/en/study-at-oamk 

拉普兰大学 (University of Lapland)
所在地：罗瓦涅米
外国学生数目：约 400 人
热门专业：旅游、文化和国际管理、服务设计
策略与创新
官网：https://www.ulapland.fi/EN

城市应用科学大学 (Metropolia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所在地：赫尔辛基、万塔、埃斯波
学生数目：1,400+（外国）/ 90（中国）
热门专业：信息技术、国际贸易和物流学士学位，
信息技术和商务信息学硕士学位
官网：https://metropolia.fi/en

Kindiedays
所在地：赫尔辛基
外国学生数目：5,000 人（覆盖 18 个国家）
热门专业：Kindiedays 组合教学
官网：www.kindiedays.com

Learning Scoop
所在地：坦佩雷
学生数目：100% 外国学生
热门专业：在线自学课程、芬兰游学、
LessonApp
官网：www.learningscoop.fi

Kide Science
所在地：赫尔辛基
外国学生数目：40,000 人
热门专业：为 3-8 岁的儿童开设、基于游戏的
STEAM 教育，以家庭为基础、由家长监督的科
学教育实验，在公共服务广播电台播放的科学
电视节目
官网：www.kidescience.com

政府机构：
芬兰国家教育委员会 - 芬兰教育 (The Finnish 
National Agency for Education - Education 
Finland)
所在地：赫尔辛基
目标：帮助芬兰教育机构和组织进入国际市场
官网：www.educationfinland.fi

法国
大学及学院
巴黎理工学院 (Institut Polytechnique de Paris)
所在地：帕莱索

GLOBAL MEDIA POST
Hong Kong:

Unit C-2, United Centre, 95 Queensway, 
Central, HONG KONG

Singapore:
24 Raffles Place, 

# 28 Clifford Centre, Singapore 04862

学生数目：8,000（34% 为外籍）
热门专业：工程、科学、技术（硕士和博士学位）
官网：https://www.ip-paris.fr/en

巴黎综合理工学院 (École Polytechnique)
所在地：帕莱索
学生数目：3,440（41% 为外籍）
热门专业：工程、科学、技术（本科、硕士和
博士学位）
官网：https://www.polytechnique.edu/

法国国立高等先进科技学校 (ENSTA Paris)
所在地：帕莱索
学生数目：1,100（约 28% 为外籍）
热门专业：工程、科学、技术（硕士和博士学位）
官网：https://www.ensta-paris.fr/en

雷恩高等商学院 (ESC Rennes School of 
Business)
所在地：雷恩
学生数目：4,800（约 55% 为外籍）
热门专业：管理硕士学位、国际金融硕士学位、
国际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官网：www.rennes-sb.cn （中国）/ www.
rennes-sb.com （国际）

凡尔赛国立高等建筑学院 (Ecole Nationale 
Supérieure d'Architecture Versailles)
所在地：凡尔赛
外国学生数目：179
热门专业：建筑学学士学位、建筑和城市规划
设计硕士学位
官网：http://www.versailles.archi.fr/

里昂商学院 / 亚欧商学院 (emlyon business 
school / Asia Europe Business School)
所在地：中国上海
学生数目：逾 800 人（包括中国和外国国籍）
热门专业：国际工商管理博士学位、国际行政
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国际工商管理学士学位
官网：http://en.em-lyon.com.cn/

南特大西洋设计学院 (L'École de design 
Nantes Atlantique)
所在地：南特、上海、圣保罗、普纳、蒙特利尔、
科托努、贝宁
学生数目：142（外国）/ 34（中国）
热门专业：数字设计硕士学位、食品设计硕士
学位、城市设计硕士学位
官网：https://en.lecolededesign.com/

欧洲高等商学院 (ESCP Business School)
所在地：柏林、伦敦、马德里、巴黎、都灵、
华沙
学生数目：4,000（约 56% 是外籍）
热门专业：管理学士学位、管理硕士学位、行
政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官网：www.escp.eu

法国南特高等商学院 (Audencia Business 
School)
所在地：南特
外国学生数目：1,800
热门专业：金融服务与营销学士学位、管理硕
士学位、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和行政工商管理硕
士学位
官网：www.audencia.com

CY Tech
所在地：瓦兹河谷省赛尔吉市

外国学生数目：483
热门专业：信息技术工程、应用数学、土木工程、
生物技术与化学
官网：https://cytech.cyu.fr/

CY 塞尔吉 - 巴黎大学 (CY Cergy Paris 
Université)
所在地：瓦兹河谷省塞尔吉 - 蓬图瓦兹
外国学生数目：2,000
热门专业：数据科学、人工智能与数据科学国
际文凭、数字时代政治观念硕士学位、理论物
理与应用硕士学位
官网：https://www.cyu.fr/

荷兰
大学与学院
乌得勒支大学 (Utrecht University)
所在地：乌得勒支
外国学生数目：1,350
热门专业：生物医学、环境科学、国际关系
官网： https://www.uu.nl/en

马斯特里赫特管理学院 (Maastricht School of 
Management)
所在地：马斯特里赫特
外国学生数目：300
热门专业：管理学硕士学位、工商管理硕士学
位（脱产或不脱产在线授课）
官网：www.msm.nl

荷兰国际水利环境工程学院 (IHE Delft 
Institute for Water Education)
所在地：代尔夫特市
外国学生数目：600
热门专业：水利信息学、城市可持续水管理、
沿海工程和港口开发
官网：http://www.un-ihe.org

瓦赫宁根大学 (Wageningen University)
所在地：瓦赫宁根
学生数目：4,224（外国）/ 787（中国）
热门专业：食品技术、营养与健康、植物科学
官网：www.wur.nl/en.htm

乌得勒支大学学院 (University College 
Utrecht)
所在地：乌得勒支
外国学生数目：395（占总学生数目的 55% 左右）
热门专业：人文艺术与科学学士学位
官网：www.uu.nl/ucu

Aeres 国际培训中心 (Aeres Training Centre 
International)
所在地：巴讷费尔德
学生数目：200
热门专业：家禽饲养、生猪饲养、动物饲料生
产制造
官网：www.aerestrainingcentre.com

西欧教育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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