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跨学科硕士课程

国际经济和政治研究
 • 所有课程均以英语授课

 • 对全世界的申请者开放

请知悉，在查理大学，除了硕士课程外，还可申请本专业相关的三

年制本科专业 "政治学、哲学与经济学 (POLITICS, PHILOSOPHY 

AND ECONOMICS）"。本科课程与硕士课程拥有类似的学术原则和教

学体系。



布拉格查理大学

查理大学由波希米亚国王、神圣罗马皇帝查理四世于1348年

创建。建校初期设有四个学院：艺术、医学、法律 和神学。 

七个世纪后的今天，查理大学由17个学院组成。社会科学学

院是其中最年轻最具有活力的学院之一。

这所中东欧最古老的大学拥有350多个受到广泛认可的学位课程，吸引了近五

万名学生，其中约9000名是来自世界各地的留学生。

根据《世界大学学术排名》，查理大学经济学世界排名为101-150 

名，（http://www.shanghairanking.com/Shanghairanking-Subject-

Rankings/economics.html），与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和乔治华盛顿大学等

齐名。政治学排名世界200-300名，亦收到学术界认可。

http://www.shanghairanking.com/Shanghairanking-Subject-Rankings/economics.html
http://www.shanghairanking.com/Shanghairanking-Subject-Rankings/economics.html


社会科学学院简介

作为查理大学新锐学院之一，社会科学学院成立于天鹅绒革命后的

1990年。学院迅速成为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国际关系、领土研究、

媒体研究和新闻学的教学和研究中心。

社会科学学院提供经济学、政治学和国际关系、领土研究、社会学以及社会政策等全方位

的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课程。学院提供的教学语言为捷克语和英语，但是，你可以在查理

大学进行社会科学的各个阶段的学习而不需要任何捷克语技能。 目前，社会科学学院有

超过4500名全日制学生。每年有超过1200名国际生在这里学习。可以说，社科院一直致力于

促进国际化、多元化的招生。

除了细分的专业化学科，社科院提供整合这些学科的综合课程--国际经济与政治研究

（IEPS）。该专业招收的对象是完成本科学习的学生，他们兴趣广泛，思维活跃，期望在不断

发展的全球化世界中处理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详情参考： 

https://fsv.cuni.cz/en/ieps.

IEPS属于跨学科研究专业，类似的专业有PPE（哲学、政治和经济学）或IPE（国际政治和经

济学）详情参考： 

https://en.wikipedia.org/wiki/Philosophy,_Politics_and_Economics。

国际经济与政治研究专业受到广泛认可，是因为布拉格查理大学的学术声望，也是因为毕业

生在世界各地就业市场上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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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查理大学社科学院的几个理由
 • 学术卓越 查尔斯大学的学术名誉可以在

世界范围内为你增加就业优势、开拓国际

视野。学院的部分课程在捷克学术界名列

前茅。

 • 顶级讲师 我们的教学团队包括杰出的学

者，以及政界、商界和社会生活的领军人物。

讲师们在研究方面具有强大的国际竞争力。

根据大量的出版物记录，我们的经济学课

程在捷克排名第一.  请参考：http://ies.

fsv.cuni.cz/en/node/57 或 http://ies.

fsv.cuni.cz/en/node/58

 • 人才支持 我们期待招收高度积极的学生，

渴望开发学生们面向国际的就业潜力。每

年，我们学院的学生都会获得有意义的奖

项、奖学金和著名公司的就业机会。

 • 实践经验 毕业生将不仅获取扎实的理论

基础，还有很多机会参与各种实践项目。许

多课程都提供了基于问题的学习方法，使

学生可以亲自尝试讲座中教授的主题。

 • 宜校宜家 社会科学学院鼓励师生进行小

组聚会和交流，为学生提供有温度、有深

度的校园。此外，学院年轻、充满活力和跨

学科的学术环境也能使学生受益匪浅。

 • 校园环境 位于布拉格老城中心的校园保

证了学生学习之余能够享受充满欧洲风情

和艺术气息的环境、感受国际旅游名城的

历史文化。你可以步行到达FSV的中央建筑

来俯瞰古老的河流、眺望布拉格古堡的天

际线和远处葱郁的佩特林山。

http://ies.fsv.cuni.cz/en/node/57
http://ies.fsv.cuni.cz/en/node/57
http://ies.fsv.cuni.cz/en/node/58
http://ies.fsv.cuni.cz/en/node/58


学术研究

学院是未来的社会科学家的摇篮，全力鼓励和促进社会科学的创新

和科研的进步。学院的科研活动非常多样化: 

https://fsv.cuni.cz/en/research/fsv-uk-scientific-

research-projects/research-projects.

对教师和博士生的评估将根据他们的研究成果进行，学生可以直接从他们的研究进展中获

益。社会科学学院出版7种国际期刊：1种有影响的经济期刊和6种同行评审期刊----涉及政

治经济学、政治学、地区研究、媒体、公共政策等领域。

国际交流合作
学院积极参与和支持国际学生交流项目，特别是ERASMUS+或CEEPUS项目。入学后我们的大

多数学生将有机会在另一所大学度过至少一个学期，作为丰富其海外学习的一部分：交流

项目包括许多欧盟国家，以及美国、中国、澳大利亚、和韩国等。学院的国际办公室将负责帮

助和协调交换生的国际交流。更多关于我们的课程和入学程序的信息可以在以下网站找到。 

https://fsv.cuni.cz/en/academics/study-abroad-opportunities.

在课外活动方面，查理大学国际俱乐部为国际学生和当地学生组织了各种社会和文化交流活

动，比如在布拉格和捷克共和国举办派对和旅行/考察。俱乐部将在迎新周期间协助各院系

的工作，引导学生熟悉校园，总体上帮助国际学生充实地度过在布拉格的时间。



国际经济与政治研究 

（IEPS）简介

作为与PPE专业同系列的跨学科硕士课程，IEPS是

社科院最受国际学生青睐的的专业之一。它从多学

科的角度研究当代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虽然经

济和政治研究是其核心，学生也可以根据兴趣探

索国际重大事件背后的历史、法律和社会学方面的

课题。

IEPS专业强调将现代非传统经济思维应用于超国家机构、国家、

地区、公司、企业、媒体和政党层面的政治和经济决策。IEPS的

学生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同学一起享受多元文化的环境：美国，德

国，中国，澳大利亚，俄罗斯，英国，土耳其，乌克兰，印度，韩国，

墨西哥和其他国家。在学习过程中，学生将体会到该课程的高度

灵活性，可以根据四类课程模块选择经济/金融、政治/国际关系

或哲学/全球研究等专业化学习。



校友会—国际经济与政治研究

查理大学始终以得到毕业生校友的认可为荣。IEPS方案于2003年招收第一批学生，目前已有超过350名毕业生。

许多校友与我们保持良好的联系，并为学校提供相关的支持。我们为与他们共度美好时光感而感到快乐，为他

们毕业后的成就感到骄傲。校友网络是非常受学院重视的的组成部分，以下是部分校友的寄语。

“感谢IEPS，我可以在香港城市大学交换学习一个学期。除了学习五门

课程外，我还可以向一些世界顶级的专家咨询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论

文。此外，我还获得了两份奖学金：一份是捷克的，一份是中国的，同

时我在香港的学费也被免除了。在学习结束前，我在一家高科技飞机

技术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

Anna Voronkova，IEPS 校友

“查尔斯大学IEPS项目的学习氛围大大拓宽了我的世界观，同时优秀

的交流项目为我提供了更多未来的可能性。我得以在首尔大学里进行

部分国际政治的学习，让我对世界有了崭新的认识。”

András Megyeri，IEPS 校友

“我认为经济研究为学生提供了实用而全面的课程。它适当地强调了

现代经济学和量化技能，这对我以后的职业生涯至关重要。”

Martin Čihák, 货币基金组织副司长，华盛顿。

“我很怀念在FSV学习的时光。学校教会了我如何去学习，如何独立和

批判性地思考，而不是相信所谓教育的主流宣传。”

Tomáš Sedláček，捷克最大银行ČSOB首席宏观经济策略师和前IEPS

教师。

“这所学校在友好的学术环境中支持新思想、鼓励知识的力量，国内

外学生都有高涨的学习积极性。此外，在课余时间还有丰富的体育和

文化活动可以享受。我选择IEPS的硕士课程是为了获得西方的知识和

经验。现在，毕业后的我将在全球能源行业领域工作，学以致用。”

Shahmar Hajiyev，IEPS 校友

“在查理大学结识的朋友让我意识到需要改变自己的观念，这促使我

学习更多的知识。我可以选择与我的兴趣相一致的课程，我相信，我

毕业后会成为一名专业人员，同时成为更好的公民。我认为在查理大

学接受的教育让我能够在美国一个创新的、有活力的、有挑战性的行

业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

Victor Kapustin，IEPS 校友

“这个项目对我而言是一次独特的学习经历。IEPS为我提供了一个理

想的学习环境，让我可以与来自不同国家的同学接触，讨论国际关系、

经济和政治的相关话题。有趣而敬业的老师们帮我确定了我对公共

政策领域的兴趣--现在我已经在印度从事作为研究者和顾问的相关

工作。”

Pavithra Ramesh，IEPS 校友.



学习要求

IEPS项目的申请者可能来自不同的本科背景，在这里政治或经

济的专业基础不是必须的。学习过人文、商业、法律，甚至数学、

技术或自然科学的学生也可以被录取。当然，虽然入学时学院

并不规定数学背景，但具有数学或统计技能的申请者未来的

学习过程可能会更轻松，对于希望专攻经济和金融方向的学生

而言更是如此。

所有学生必须具备良好的英语语言能力，包括讨论专业话题的能力，才能顺利

完成所有课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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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对研究问题的诠释能力。查理大学国际政

治经济研究专业的教师鼓励同学们参与讨论，并对社会科学的议题与政策提出

批判与反思。如果你喜欢阅读经济学人杂志，你就是合适的申请人选。如果你没

有相关经历，也应该进行尝试，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特质和可能性，我们期待这个

专业的学习成为你发现未来发展方向的起点。

IEPS课程的学费为每学期3,000欧元。学习成绩最好的20%的学生每年可获

2000-4000欧元不等的奖学金。学费囊括了在查尔斯大学学习、考试和参加国际

交流的费用。此外，还提供部分学生奖学金和助学金。参见：https://fsv.cuni.

cz/en/admissions/scholarships-and-funding).



IEPS 录取标准

我们非常期待申请人具有以下特质:

 • 对一切事物感兴趣: 这意味着：持续学习的能力；对社会问题具有讨论的的动力和兴趣；在企业、机构及其社

会经济政策的管理中运用专业知识的野心。

 • 推理能力: 使用逻辑和批判性思维处理社会问题的能力；评估经验证据的能力，构建和批判性评估论点的能力，

考虑备选方案的灵活变通能力；在分析和综合思维中表现出独立和反思。

 • 交流能力: 愿意并有能力在书面和口头上清晰有效地表达自己的想法；有能力倾听并维护自己的想法，从而加

强自己的持续创新和领导能力。

没有任何面试以及入学测试

由于IEPS项目面向全世界文化背景不同的的学生，所以本专业的录取不会基于布拉格发起的面试或测试。录取的

依据是申请者过去在本科或者研究生预科学习中的表现（如成绩单中的成绩）和英语水平。更多详细的要求请见 

https://studypolitics.fsv.cuni.cz/PPUEN-37.html 以及 https://fsv.cuni.cz/en/admissions/how-apply.



IEPS 毕业生就业情况

IEPS毕业生选择的职业取决于他们学习

过程中选择的专业化方向：经济学方向大

量从事国际商务或投资银行、保险和金融、

咨询或企业管理等行业。有些人选择进入

政府机构----国家（如部委或中央银行）

或国际（如欧盟等）相关机构。

选择政治学、哲学或地区研究方向进行学习的毕业生

通常选择在政府机构、外交和其他公共行政部门工作

（作为社会政策问题的顾问和管理人员）。有些人更喜

欢在非政府组织、教育、公共关系、广告和媒体领域工

作。除了这些职业机会外，一些毕业生在国外继续攻

读博士学位。



IEPS 课程设计

为了完成IEPS课程，学生必须获取至少120个学分。自2020年9月起，通过以下必

修课程可获得共56个学分。(括号内为每周讲座/ 研讨会所需课时)

 • 社会科学的哲学(1/1);

 • 社会科学的哲学(1/1);

 • 全球政治哲学 (1/1);

 • 经济学的历史和方法论 (1/1);

 • 公共政策 (2/1);

 • 全球区域主义中的欧洲地理与政治(2/2);

 • 国际关系理论 (2/0);

 • 财政学 (2/0);

 • 国际政治经济学 (2/1);

 • 硕士论文研讨会 (0/2).

学生们需要从四个必修模块中选择自己感兴趣的

课程，获得另外52个学分：

0. 微观经济学模块7门课程中至少选择1节

1. 经济/金融模块35门课程中至少选择2节;

2. 政治/国际关系模块32门课程中至少选择2节;

3. 哲学/全球研究模块33门课程中至少选择3节.

剩余的12个学分可以通过参加两到三门自己选择

的硕士课程来获得。IEPS的学生可以从查理大学

社会科学学院或其他学院的数百门课程中自由选

择。这些课程可能包括语言、数学、体育等。

更多关于课程的信息请访问 http://karolinka.

fsv.cuni.cz/KFSV-1245.html

硕士学位将授予在IEPS课程中获得至少120个学

分、通过硕士论文答辩，并成功通过经济和政治国

家考试的学生。

http://karolinka.fsv.cuni.cz/KFSV-1245.html
http://karolinka.fsv.cuni.cz/KFSV-1245.html


了解更多
有关社会科学学院及所有课程（包括IEPS课程）的

更多信息，请访问 https://fsv.cuni.cz/en， 

或致函以下邮箱咨询：admissions@fsv.cuni.cz.

访问 https://fsv.cuni.cz/en/ieps 

了解更多关于IEPS专业的信息。

联系地址: 
Charles University 

Faculty of Social Sciences 

Smetanovo Nabrezi 6 

CZ-110 01 Prague 

Czech Republic

从我院主楼眺望布拉格的景象。

mailto: admissions@fsv.cuni.cz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