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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士大學社會科學院簡介
查理士大學社會科學院成立於西元1990年，成立時期正逢捷克天鵝絨革命(捷克民主化運
動)，正因和平政經改革風潮之際，查理士大學成為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國際關係
研究、區域研究、大眾傳播與新聞學研究與教學重鎮。

查理士大學社會科學院提供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國際關係研究、區域研究等科系
學士班、碩士班與博士班，全程都用英文授課，部分課程用捷克語授課。查理士大學社
會科學院平均每年約有4千名學生就讀，其中500名是外國學生，近年來越來越多外國學
生選擇查理士大學社會科學院所屬科系就讀。

其中查理士大學社會科學院國政治經濟研究所整合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國際關係
研究、區域研究、大眾傳播與新聞學研究等課程，提供科際整合教學與研究平臺，歡迎
有誌投入社經與政經問題研究的同學加入 https://fsv.cuni.cz/en/ieps

查理士大學國際政治經濟研究所歸類為PPE(哲學、政治與經濟)或IPE(國際政治與經濟)
，请参考 
//en.wikipedia.org/wiki/Philosophy,_politics,_and_economics

由於課程內容多元與專業，畢業生在世界各國職場表現廣泛受到雇主肯定，因此查理士
大學國際政治經濟研究所廣受世界各國同學歡迎

布拉格查理士大學
波希米亞兼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查理士四世於西元1348年成立布拉格查理士大學，立校初期
設立神學、醫學、文學與法學等4學院，至今查理士大學發展規模已達17個學院，其中社會
科學院是第二個新銳學院。查理士大學是中東歐國家大學中最老牌的大學，全校學生約5萬
2千名，學校提供約300各科系，每年超過6000位外國學生就讀查理士大學。

查理士大學在歐洲各國大學排名是10名，世界大學排名是57名 

Webometrics 世界各國大學排行榜 
The Webometrics Ranking of 28000 World Universities for 2018 assessed by

http://www.webometrics.info/en/Europe

查理士大學在中東歐大學排名第2名

The Academic Ranking of World Universities

查理士大學在世界各國大學的學術排名與美國紐約喬治華盛頓大學、英國倫敦政經學院、
西班牙巴塞隆納大學、香港大學齊名

http://www.shanghairanking.com/ 
http://www.shanghairanking.com/Shanghairanking-Subject-Rankings/economic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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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發展
查理士大學社會科學院格外重視全院師生研究活動，舉凡研究內容對社會科學研究發展有
貢獻，院方全力支援研究活動。查理士大學社會科學院要求博士班生與教師必須重視研
究，並鼓勵研究領域走向多元並與  
https://fsv.cuni.cz/en/research/fsv-uk-scientific-research-projects/research-projects

國際接軌

查理士大學社會科學院共出版7種學術刊物，其中6份屬於審查制學術期刊(經濟學、社會
學、政治學、國際關係研究、區域研究、大眾傳播與新聞學研究)，其中1份屬於經濟政策建
言刊物。

國際交流合作
查理士大學社會科學院十分重視國際交流與合作，其中透過歐洲伊拉斯謨(ERASMUS)更
是本院最主流的交流管道。 查理士大學與世界各國簽定交換生出國留學計畫，姐妹校遍集
五大洲，其中查理士大學社會科學院近年更是著重與中國、臺灣、香港、澳門、日本、韓
國、東南亞國家等進行雙邊學術交流合作。

查理士大學社會科學院國際交流辦公室統籌本院國際交流工作，有意申請出國交換生計
畫，請洽 
https://fsv.cuni.cz/en/academics/study-abroad-opportunities    

查理士大學社會科學院重視學生社團活動的參與，其中國際交流俱樂部主導世界各國學生
參與社團活動的規劃，每學期開學之前，國際交流俱樂部會組織校園導覽活動，帶領新生
熟悉校園環境，並且每年國際交流俱樂部都會組織各種類型的藝文活動與出遊。

為何來查理士大學社會科
學院就讀
 • 學術研究能力與聲譽卓著 

查理士大學在世界各國大學學術能力與聲
譽排名卓越，選讀本校不僅讓您打開國際
視野，更在國際勞動市場上有一片光明的
前景。

 • 最優秀的教師 
查理士大學教師不僅研究與教學能力卓
越，與世界各國教師研究能力與教學更具
有國際競爭力，其中在國家政策擬定與建
議、社會運動參、經濟建設發展等領域有
舉足輕重的角色，其中查理士大學經濟學
研究能力更受到國家最傑出貢獻的肯定，
詳細內容請參閱  
http://ies.fsv.cuni.cz/en/node/57         
http://ies.fsv.cuni.cz/en/node/58

 • 培育英才 
查理士大學社會科學院提供獎學金與研究
金 積極招募優秀學生，並提供國際企業
就業媒合協助

 • 理論與實務結合 
查理士大學社會科學院學生不僅在校期間
學習學科理論，更嚴格被要求有實務參與
的經驗。查理士大學社會科學院許多課程
都參照問題導向模式進行研究與教學，透
過理論研究與實務經驗，達到學科學習相
輔相成雙贏功效。

 • 亦校亦家 
查理士大學社會科學院重視師生互動關
係，更鼓勵師生共同研究與討論，這種亦
校亦家的師生關係經營模式，本院推動師
生互動的特色學風

 • 校園環境 
查理士大學社會科學院坐落在捷克首府布
拉格市中心，布拉格是一座充滿人文、藝
術、音樂氣息之都，不僅是世界各國旅客
必經之地，查理士大學更是世界各國學子
嚮往就讀傑出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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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士大學國際政治經濟研究所校友推薦
查理士大學國際政治經濟研究所從2003年成立至今，已逾100多名畢業校友，校友在各領域著越表現，更讓查理士大學國際政治經濟研
究所與有榮焉。查理士大學國際政治經濟研究所亦成立國際所友會，聯系世界各國校友。

"難以忘懷的美妙經驗!”     
Claire Hughes,  澳大利亞

“查理士大學國際政治經濟研究所訓練我如何獨立思考、指引我如
何發現問題，在這裡就讀的美妙經驗，不是與其他大學在文宣上所
稱的教育可以相提並論” 
Tomáš Sedláček,  捷克人 
捷克斯洛伐克儲蓄銀行首席總體經濟策略分析師  
查理士大學國際政治經濟研究所教師

“我認為查理士大學國際政治經濟研究所提供學生十分實用的課
程，經濟學課程的安排不僅讓我深入了解經濟學理論，量化調查方
法的學習更讓我在職場上無往不利.” 
Martin Čihák,  捷克人 
世界銀行財經暨私部門領域首席經濟研究員

國際政治經濟研究
所簡介
IEPS 查理士大學國際政治經濟研究所歸類為PPE(哲學、政治與經
濟)或IPE(國際政治與經濟)，系所成員大多來自世界各國。查理士大
學國際政治經濟研究所課程含概政治學、經濟學與其他社會科學研究
議題，雖然政治學與經濟學是該所核心課程，但國際政治經濟研究所
著重科際整合教育，因此在歷史、法律、國際研究、社會學等領域均
有開設相關課程。查理士大學國際政治經濟研究所課程重視非傳統政
治與經濟研究思考領域，其中對於跨國研究、國際企業、全球化政黨
政治發展方向等新興研究領域更是該所研究與教學之重點項目。

由於查理士大學國際政治經濟研究所就讀學生來自世界各地，因此該
所研究與教學環境充滿多國文化的氛圍，其中從美國、中國、英國、
土耳其、澳大利亞、俄國、中東歐國家、中南美國家等地同學十分踴
躍報考就讀查理士大學國際政治經濟研究所

"謝謝查理士大學國際政治經濟研究所的協助，讓我有機會到香港城
市大學進行一學期的交換生出國學習計畫。不僅在香港城市大學修
習5門課程，更讓我有機會在香港與世界一流的經濟學者討論我的碩
士論文(中國經濟發展) 我更感謝查理士大學國際政治經濟研究所的
協助，讓我能夠領取捷克與中國政府提供的獎學金，而香港特區政
府更免我的學費。我在畢業之前，就已經有科技公司邀請我去就業" 
Anna Voronkova,  
查理士大學國際政治經濟研究所學生, 2010-12

"我選擇就讀查理士大學國際政治經濟研究所，不僅豐富我的視
野，更讓我有機會去韓國首爾大學選讀國際政治課程，開啟我知識
的新境界" 
András Megyeri, 
匈牙利人 查理士大學國際政治經濟研究所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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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士大學國際政治經濟
研究所入學條件
具備以下條件的考生最適合報考查理士大學國際政治經濟研究所:

 • 具備濃厚研究興趣: 喜好研究，對於政經與社會問題觀察具備細微與宏觀能力，預備將專
業知識應用在企業管理、研究發展與政經社會政策領域。

 • 理性思考能力: 善用邏輯推理，擅長研究驗證，喜好思考評斷，獨立思考、思緒活躍，
思考與行動策略完善。

 • 溝通技巧: 具有辯才無礙的自信，能夠有條理地答辯自己的論點，具備領導與創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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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考須知
考量報考查理士大學國際政治經濟研究所考生來自世界各國，其教育背景與文化多元迥異，因此查理士大學國
際政治經濟研究所並未嚴格規定報考考生須有政治學或經濟學研究的背景。查理士大學國際政治經濟研究所也
歡迎具備法律、教育、人文與自然科學知識背景之畢業生報考

雖然查理士大學國際政治經濟研究所並未嚴格要求考生必須具有專業的數學研究背景，但建議考生還是具備基
本數學與統計學科研究技巧與能力，才能適應本所開設財經、經濟與統計等課程。流利的英文能力是就讀查理
士大學國際政治與經濟研究所必要條件，英文能力佳才有辦法了解課程、參與研究與討論。

查理士大學國際政治經濟研究所教師不僅關註學生在課堂上學習表現，更重視學生在問題思考上的推理能力，
以及對於研究問題的詮釋能力更是重視。查理士大學國際政治經濟研究所教師鼓勵同學參與討論，並對社會科
學議題與政策提出批判與反省。如果你喜歡閱讀英國經濟學人雜誌，你就是報考本所的絕佳人選。

查理士大學國際政治經濟研究所學費每年是3000歐元，在最後一學期可以口抵3000歐元學費(最後一學期實記
繳交學費2700歐元)。學費包含課程、學位考試、參與國際交留學程等費用。報考考生在捷克獲得永久居留許
可，可享11500歐元就學貸款。查理士大學國際政治經濟研究所所提供獎學金與補助資訊，請參考 
https://fsv.cuni.cz/en/admissions/scholarships-and-fu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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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士大學國際政治經濟研究
所課程架構

 • 哲學、經濟與政治  (2/1);   

 • 個體經濟學原理  I (2/2);    

 • 公共政策 (2/1);  

 • 全球區域主義下的歐洲地緣政治 (2/2);    

 • 國際關係理論 (2/0);

 • 歐洲比較政治與社會 (1/1);

 • 歐洲統合法律架構 (2/0);

 • 公共財政 (2/0); 國際政治經濟 (1/1); 

 • 碩士論文研討課程 (0/2).

捷克查理士大學
國際政

治經濟研究所畢
業生就業情況
捷克查理士大學國際政治經濟研究所畢業生就業取向大
多依照自己專長來決定，具備經濟專長的畢業生，大多
投入儲蓄或投資銀行、保險公司或企業管理顧問公司等
服務，一些則投入國家掌管經濟事務的單位服務，(如中
央銀行或財經部門)，或者到國際組織工作(如:歐盟)。 具
備政治學專長的畢業生則進入政府單位擔任公務人員，
或者投入外交或進入非政府組織工作，有些投入教育工
作，有些則投入大眾傳播工作，有部分畢業生則選擇繼
續攻讀博士學位。

選修課程共47學分:

1. 經濟學門 –從32堂經濟領域選修課程選修2門課程;

2. 政治學門 – 從 30堂經濟領域選修課程選修2門課程;

3. 人文學門 – 從33堂經濟領域選修課程選修3門課程 .

並從以上學門課程中再選附加2堂課程

剩餘12學分可在查理士大學社會科學院開設其他碩士班
課程中選取2、3堂有興趣的課程，如果選修捷克語，捷
克語課程可抵6學。

120學分、完成碩士論文口試並繳交碩士論文全文、通過
國家考試方能受予碩士畢業證書與頭銜 
http://karolinka.fsv.cuni.cz/KFSV-1000.html

查理士大學國際政治經濟研究所畢業學分必達
120學分

畢修課程共61學分:

(上課/研究討論分別每周上課時數):



問題反映
詳細問題語討論，請參閱 
https://fsv.cuni.cz/en或來信至

查理士大學國際政治經濟研究所詳細內容 ，請參閱  
https://fsv.cuni.cz/en/ieps

Contact add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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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理士大學社會科學院外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