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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大学社会科学院简介
查理大学社会科学院成立于西元一九九零年，正值政治经济改革风潮之际。查理大学成
为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国际关系研究、区域研究、大众传播与新闻学研究与教学
重镇。

查理大学社会科学院提供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国际关系研究、区域研究等科系学
士班、硕士班与博士班，学院主要以英文授课，部分课程用捷克语授课。查理大学社会
科学院平均每年约有四千名学生就读，其中五百名是外国学生。近年来越来越多外国学
生选择查理大学社会科学院所属科系就读。

其中查理大学社会科学院国际政治经济研究所整合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国际关系
研究、区域研究、大众传播与新闻学研究等课程，提供科际整合教学与研究平台，欢迎
有志投入社经与政经研究的同学加入。https://fsv.cuni.cz/en/ieps

查理大学国际政治经济研究所归类为PPE(哲学、政治与经济)或IPE(国际政治与经济)，
请参考 
https://en.wikipedia.org/wiki/Philosophy,_Politics_and_Economics

容多元与专业，毕业生在世界各国职场表现广泛受到雇主肯定，因此查理大学国际政治
经济研究所广受世界各国同学欢迎

布拉格查理大学
波希米亚兼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四世于西元一三四八年成立布拉格查理大学。立校初期
设立神学、医学、文学与法学等四个学院，至今，查理大学发展规模已达十七个学院，其
中社会科学院是第二个新锐学院。查理大学是中东欧国家大学中最古老的大学，全校学生
约五万两千名，学校提供约三百个科系，每年超过六千名外国学生就读于查理大学。

查理大学在欧洲各国大学排名为第十名，世界大学排名是七十二名

Webometrics 世界各国大学排行榜   
http://www.webometrics.info/en/Europe

查理大学在中东欧大学排名为第二名 
查理大学在世界各国大学的学术排名与美国纽约乔治华盛顿大学、英国伦敦政经学院、西
班牙巴塞罗纳大学、香港大学齐名 

http://www.shanghairanking.com/ 
http://www.shanghairanking.com/Shanghairanking-Subject-Rankings/economics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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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发展
查理大学社会科学院格外重视全院师生研究活动，但凡研究内容对社会科学研究发展有贡
献，院方就会全力支持研究活动。查理大学社会科学院要求博士生与教师必须重视研究，
并鼓励研究领域走向多元、活动向多元化方向发展。 
https://fsv.cuni.cz/en/research/fsv-uk-scientific-research-projects/research-projects

国际接轨

查理大学社会科学院共出版七种学术刊物，其中六份属于审查制学术期刊(经济学、社会
学、政治学、国际关系研究、区域研究、大众传播与新闻学研究)，另外一份属于经济政策
建言刊物。

国际交流合作
查理大学社会科学院十分重视国际交流与合作项目，其中欧洲伊拉斯谟(ERASMUS)更是本
院最主流的合作项目。 
查理大学与世界各国签定交换生出国留学计划，兄弟院校遍集五大洲，其中查理大学社会
科学院近年来尤其重视与中国（包括香港澳门特区和台湾地区）、日本、韩国和东南亚等
国家进行双边学术交流合作。

查理大学社会科学院国际交流办公室统筹本院国际交流工作，有意申请出国交换生计划，
详情请参阅 
https://fsv.cuni.cz/en/academics/study-abroad-opportunities

查理大学社会科学院重视学生参与社团活动，其中国际交流俱乐部为世界各国学生组织各
种社会文化活动。每学期开学之前，国际交流俱乐部会组织校园导览活动，带领新生熟悉
校园，并且每年国际交流俱乐部都会组织各种类型的文化活动与出游。

为何来查理大学社会科学
院就读
 • 学术研究能力与声誉卓着 

查理大学在世界各国大学学术能力与声誉
排名卓越，选读本校不仅让学生打开国际
视野，更在国际就业市场上有一片光明的
前景。

 • 最优秀的教师 
查理大学教师不仅研究与教学能力卓越，
与世界各国教师研究能力相比教学更具有
国际竞争力，其中在国家政策拟定与建
议、社会运动、经济建设发展等领域有举
足轻重的份量，其中查理大学经济学教师
研究能力更受到国家最杰出贡献的肯定，
详细内容请参阅  
http://ies.fsv.cuni.cz/en/node/58            
http://ies.fsv.cuni.cz/en/node/57

 • 培育英才 
查理大学社会科学院提供奖学金与研究
金，积极招募优秀学生，并提供国际企业
就业岗位。

 • 理论与实践结合 
查理大学社会科学院学生不仅在校期间学
习学科理论，更被严格要求有实践参与的
经验。查理大学社会科学院许多课程都参
照问题导向模式进行研究与教学，透过理
论研究与实践经验，达到学科学习相辅相
成。

 • 亦校亦家 
查理大学社会科学院重视师生互动关系，
更鼓励师生共同研究与讨论，是亦校亦家
的师生关系，有师生互动的特色学风。

 • 校园环境 
查理大学社会科学院坐落在捷克首府布拉
格市中心，布拉格是一座充满人文、艺
术、音乐气息之都，不仅是世界各国旅客
必经之地，查理大学更是世界各国学子向
往就读的杰出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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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大学国际政治经济研究所毕业生推荐
查理大学国际政治经济研究所从二零零三年成立至今，已有一百多名毕业生。毕业生在各领域有着卓越的表现，更让查理大学国际政治
经济研究所与有荣焉。

"难以忘怀的美妙经历!” 
Claire Hughes,  澳大利亚

“查理大学国际政治经济研究所训练我如何独立思考、指引我如何
发现问题，在这里就读的美妙经历，其他大学所宣传的教育难以与
其相提并论” 
Tomas Sedlacek,  捷克人 
捷克斯洛伐克储蓄银行首席总体经济策略分析师 （宏观策略师） 
查理大学国际政治经济研究所教师

“我认为查理大学国际政治经济研究所提供给学生十分实用的课
程，经济学课程的安排不仅让我深入了解经济学理论，量化调查方
法的学习更让我在职场上无往不利.” 
Martin Čihák,  捷克人 
世界银行财经暨私部门领域首席经济研究员

国际政治经济研究
所简介
IEPS 查理大学国际政治经济研究所属于PPE(哲学、政治与经济)或
IPE(国际政治与经济)，该学科的学生大多來自世界各国。研究所课
程含盖政治学、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研究议题，从多学科的角度讨
论当代政治、经济和社会事务。虽然政治学与经济学是其核心，但国
际政治经济研究所着重科际整合教育，因此在历史、法律、国际研
究、社会学等领域均有开设相关课程。该学科的学生还探索国际事件
的历史、法律和社会学等方面。查理大学国际政治经济研究所课程重
视非传统政治与经济研究思考领域，其中跨国研究、国际企业、全球
化政党政治发展方向等新兴研究领域更是该所研究与教学重点项目。
强调政治和经济决策的现代非传统经济思维，以及跨国机构、国家、
地区、企业、商家、媒体和政党层面专业知识。

由于查理大学国际政治经济研究所就读学生来自世界各地，因此该所
研究与教学环境充满多国文化的气息。学生主要来自美国、中国、英
国、土耳其、澳大利亚、俄国、中东欧国家、中南美国家。随着中国
经济快速发展，查理大学政治经济所近年十分重视与中国学生、学者
的交流。

"感谢查理大学国际政治经济研究所的协助，让我有机会到香港城
市大学进行一学期的交换生出国学习计划。不仅在香港城市大学修
习五门课程，更让我有机会在香港与世界一流的经济学者讨论我的
硕士论文。 我更感谢查理大学国际政治经济研究所的协助，让我
能够领取捷克与中国政府提供的奖学金，而香港特区政府也免除我
的学费。我在毕业之前，就已经有科技公司邀请我去就业" 
Anna Voronkova, 
查理大学国际政治经济研究所学生, 2010-12

"我选择就读查理大学国际政治经济研究所，不仅拓展我的视野，
更让我有机会去韩国首尔大学选读国际政治课程，开启我知识的新
天地 
András Megyeri,  
匈牙利人   查理大学国际政治经济研究所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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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大学国际政治经济研
究所入学条件
具备以下条件的考生最适合报考查理大学国际政治经济研究所: 

 • 具备浓厚研究兴趣  
喜好研究，对于政经与社会问题观察具备细微与宏观能力，预备将专业知识应用在企业
管理、研究发展与政经社会政策（社会经济政策等）领域。

 • 理性思考能力 
善用逻辑推理，擅长研究验证，喜好思考评断，独立思考、思绪活跃，思考与行动策略
完善（具有分析和综合思维能力）。

 • 沟通技巧  
具有辩才无碍的自信(愿意和能够清楚、有效地表达自己的观点)，能够有条理地答辩自己
的论点，具备领导与创新能力

無面試與筆試

申請查理士大學國際政治與經濟研究所不需參加面試與口試，入學甄選依照過去學科成績
與英文成績 。詳細入學申請資格與標準，請參閱 
https://studypolitics.fsv.cuni.cz/PPUEN-37.html  
https://fsv.cuni.cz/en/admissions/how-apply

报考须知
报考查理大学国际政治经济研究所考生来自世界各国，其教育背景与文化多元迥异，因此查理大学国际政治经
济研究所并未严格规定报考考生须有政治学或经济学研究的背景。查理大学国际政治经济研究所也欢迎具备法
律、教育、人文与自然科学知识背景毕业生报考

虽然查理大学国际政治经济研究所并未严格要求考生必须具有专业的数学研究背景，但建议考生还是具备基本
数学与统计学科研究技巧与能力，才能适应本所开设财经、经济与统计等课程。流利的英文能力是就读查理大
学国际政治与经济研究所必要条件，英文能力佳才有办法了解课程、参与研究与讨论。

查理大学国际政治经济研究所教师不仅关注学生在课堂上学习表现，更重视学生在问题思考上的推理能力，对
于研究问题的诠释能力更是重视。查理大学国际政治经济研究所教师鼓励同学参与讨论，并对社会科学议题与
政策提出批判与反省。如果你喜欢阅读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你就是报考本所的绝佳人选。

查理大学国际政治经济研究所学费为每学期三千欧元，在最后一学期修满所有课程可以抵三百欧元学费(最后一
学期缴交学费两千七百欧元)。学费包含课程、学位考试、参与国际交留学程等费用。若报考考生已经获得捷克
永久居留许可，可享一万一千五百欧元就学贷款。查理大学国际政治经济研究所（国际政治经济学科）提供奖
学金与补助资讯，请参考      
https://fsv.cuni.cz/en/admissions/scholarships-and-fu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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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大学国际政治经济研究所
课程架构

 • 哲学、经济与政治  (2/1);   

 • 个体经济学原理  I (2/2);    

 • 公共政策 (2/1);  

 • 全球区域主义下的欧洲地缘政治 (2/2);    

 • 国际关系理论 (2/0);

 • 欧洲比较政治与社会 (1/1);

 • 欧洲一体化法律框架 (2/0);

 • 公共财政 (2/0);   国际政治经济 (1/1); 

 • 硕士论文研讨课程 (0/2).

捷克查理大学国
际政

治经济研究所毕
业生就业情况
捷克查理大学国际政治经济研究所毕业生就业去向大多
依照自己专长来决定。具备经济专长的毕业生，大多进
入储蓄或投资银行、保险公司或企业管理顾问公司。一
些则进入国家掌管经济事务的单位服务(如中央银行或财
经部门)，或者到国际组织工作(如欧盟)。 具备政治学专
长的毕业生则进入政府机构担任公务人员，或者进入外
交部门或进入非政府组织工作。也有些进入教育部门、
大众传媒机构。部分毕业生则选择继续攻读博士学位。

选修课程共47学分

1. 经济模块 –从32堂经济领域选修课程选修2门课程;

2. 政治模块 – 从30堂经济领域选修课程选修2门课程;

3. 人文模块 – 从33堂经济领域选修课程选修3门课程 .

并从以上模块课程中再选附加2堂课程

剩余12学分可在查理大学社会科学院开设其他硕士班课
程中选取2、3堂有兴趣的课程，如果选修捷克语，捷克
语课程可算6学分。

修满120学分、完成硕士论文口试并上交硕士论文全文、
通过国家考试方能受予硕士毕业证书与头衔。 
http://karolinka.fsv.cuni.cz/KFSV-1000.html

查理大学国际政治经济研究所毕业学分为120学分

必修课程共61学分 
(上课/研究讨论分別每周课时)（每周讲座/研究讨
会课时）:



问题反映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查理大学社会科学院的信息，
请参阅 
https://fsv.cuni.cz/en 或来信至 admissions@fsv.cuni.cz.

查理大学国际政治经济研究所详细內容 ，请参阅  
https://fsv.cuni.cz/en/ieps

联系地址
Faculty of Social Sciences 
Charles University 
Smetanovo nabrezi 6 
110 01 Prague 1 
Czech Republi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