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位于奥洛穆茨的帕拉茨基大学

传统与声誉
成立于16世纪的帕拉茨基大学是捷克历史第二悠久的大学。
帕拉茨基大学位于捷克东部的奥洛穆茨,而奥洛穆茨则是捷
克第二大古迹保护市区。大学内23,000名学生使得奥洛穆茨
也被称为大学城或是捷克牛津。
帕拉茨基大学设有8所学院,共提供240种学士、硕士、博士
课程。课程范围包括神学、文学、社会学、艺术学、理学、医

学、健康科学等。实验医学、纳米科技、光学、运动人类学及
实验物理学为前锋领域。同时特殊教育、物理治疗及心理学
负有盛名。

科技与研究
帕拉茨基大学是一个现代的„研究“大学,科学研究的支持与
发展是优先考虑的项目。系所及其成员拥有高科技设备,可
供学生进行研究。帕拉茨基大学与多数国外大学建立伙伴关
系,提供国外留学机会。

信息第一
帕拉茨基大学在www.upol.cz网站提供简介与其他信息。有
意愿入学者可参考www.studuj.upol.cz了解学习项目与条
件、课程目录、使用专用词词典及电子申请表。大学同时设有



其他社群专页如YouTube、Facebook及LinkedIn。
师生与一般大众可以在线上网报(ŽurnálOnline)得到大学的
最新信息。该刊物一学期出版两次(Žurnál)纸本报刊。

艺术中心与兵工厂
坐落于耶稣会校院(Konvikt)的帕拉茨基大学艺术中心是艺
术学系的基地。该中心设有戏剧厅、合唱厅、音乐及艺术工作
室,提供给学生与教师使用。音乐会则于庭院或巴洛克基督
圣体礼拜堂举行。大学中央图书馆位于特蕾茜雅兵工厂,同
一栋楼设有信息科技中心、帕拉茨基大学出版社、帕拉茨基
大学档案室及公关部门。学生还可以造访教科书店,使用学
习室或者咖啡店。

学生活动
可以参与无数的文化、运动、社会活动是奥洛穆茨学生生活
一大优点。部分活动由二十个学生社团举办。此外,学生经营
自己的广播电台与电视台、参与合唱团或戏剧演出,电影俱
乐部举办电影播放会。音乐、戏剧及电影节已成为大学传统 
(如奥洛穆茨学术电影节、动画影片节、九月灯光节、五月节
及花博戏剧节)。

帕拉茨基大学信息中心与商店(Upoint)
帕拉茨基大学信息中心与商店设立于上广场的黑狗楼。该中
心提供关于帕拉茨基大学的各项信息、原创设计服装、高质
量纪念品及学校出版的书籍。店里的服务员是学校学生。学
校的学生也设计了部分商品,例如UniWearCity服装或大学
的纪念品。
http://upoint.upol.cz/

孔子学院
孔子学院主要任务为汉语教学与推广中国文化。亚洲学系学
生协助举办孔子学院的文化活动。孔子学院的中国教师都拥
有对外汉语教学专业学历。该学院成立于2007年,其位于中
国的伙伴大学是开设捷克语课程的北京外国语大学。
http://konfucius.upol.cz/

联络方式 

Palacký University Olomouc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fice
Křížkovského 8, CZ-771 47 Olomouc
Czech Republic

 www.upol.cz/en
 +420 585 631 108
 ilo@upol.cz





在奥洛穆茨各学院中,神学院历史最为悠久,成立于1573年。学院总部位于大学街的
聖方濟·沙勿略楼。学院录取的学生没有任何宗教信仰限制。
神学为学院教学中心内容,神学研究并不仅限于未来立志成为神父的人。目前学院
更注重神学专家培养,尤其关注于社会与慈善工作、国际人道救援及社会教学领
域。

课程规划
圣济利禄及圣默多狄神学院提供学习神学、神学理论、社会政治、社会工作及社会
教学等机会。另外,毕业者可以担任小学宗教课教师。与CARITAS (奥洛穆茨社会学
院)合办的慈善与社会工作课程和国际人道救援及社会工作课程都是吸引学生兴
趣的课程。社会教学课程也受到学生的欢迎。
获取硕士学位者可以在本学院继续研读博士课程。另外,学院提供取得副教授与教
授资格的程序准备工作。除此之外,学院还开办各种课程、演讲与游览团给学生与
一般大众。

特点
神学院设有三座研究中心:教父学、中世纪及文化复兴文研究中心;社会健康研究院
(OUSHI)与跨文化、跨宗教与普世教會对话与研究院(IMEVD)。

圣济利禄及圣默多狄神学院

联络方式 

UP Sts Cyril and Methodius Faculty 
of Theology
Univerzitní 22, CZ-771 11 Olomouc
Czech Republic

 +420 585 637 340
 petra.hubena@upol.cz
 www.cmtf.upol.cz/en





奥洛穆茨从第18世纪开始培养医生人才。1947年大学重新运作时,四所学院就包括
独立的医学院。为加强本院的教学与研究,医学院与全欧洲大学、医院及专业机构
建立合作关系。医学院的学生在奥洛穆茨医院进行实习。
帕拉茨基大学的医学院历史悠久,且为生物医学研究先驱机构。该学院盼望未来能
成为捷克与中欧主要医学研发中心。

课程规划
医学院提供两种课程:一般医学和牙医课程。这两种课程都能以英语学习。医学院
同时提供为数众多以英语或捷克语学习的博士课程与终身进修教育,包括帕大老
年课程。

特点
医学院不断地扩大与现代化。新成立的分子与转化医学院研究癌症与传染性病疫
基础。帕拉茨基大学医学院建立理论研究所,以期提高教学质量。该研究所发展如
远程医学的新教学方式,同时使用最先进的模拟器。

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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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络方式 

UP Faculty of Medicine and Dentistry
Hněvotínská 3, CZ-775 15 Olomouc
Czech Republic

 +420 585 632 015
 jana.osmani@upol.cz
 www.lf.upol.cz/en





文学院为帕拉茨基大学最大的学院。其二十一个系所提供超过600多种人文学、社
会学、语言学、及艺术学课程组合。文学院以适当难度、学习方向选择与分配自由、
个人态度、个人能力培养为基本原则。学院支持学生的活动,强调学生应该参与专
业和文化活动,未来计划成立讨论平台以激发学生的创意。文学院同时希望所有的
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至少出国留学一次。

课程规划
文学院提供多种课程:语言学(英语、捷克语、汉语、法语、意大利语、日语、拉丁语、
德语、荷兰语、波兰语、葡萄牙语、俄语、西班牙语及乌克兰语)、艺术学 (艺术史、音
乐学、剧场、电影与媒体研究、戏剧理论与历史)、社会学 (历史、文化人类学、新闻
学、社会学、成人教育学、政治学、欧洲研究、心理学),课程分为三种等级:本科、硕士
与博士。文学院也提供教师训练课程, 学生毕业后能在中学或高等教育机构担任
教职。

特点
文学院协助举办全欧洲最大记录片与科学普及电影节Academia Film Olomouc 
(AFO)。另外,艺术学系所在的帕拉茨基大学艺术中心举办许多开放给一般大众的
文化活动。因此,文学院发挥与实现大学在社会中的功能。

文学院

联络方式 

UP Faculty of Arts 
Křížkovského 10, CZ-771 80 Olomouc
Czech Republic

 +420 585 633 014
 zuzana.henesova@upol.cz
 www.ff.upol.cz/en





理学院注重研究与研发。提供数学、信息科技、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生态学及地
球学各领域学士、硕士与博士课程。理学院学生参与国际研究小组,研究成果报告
常见于主流科学期刊。
教师、研究员及学生使用十一月十七日大街上的现代演讲厅与实验室。附近的历史
建筑克伦尼要塞设有„智慧要塞“;奥洛穆茨东南郊区正在扩建专注于生物与纳米
技术的研究园区,其主要机构为先进技术与纳米材料地区中心(RCPTM)和哈纳地
区生物技术与农业研究中心(CRH)  。

课程规划
理学院提供基础理学课程,如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乃至生态学、地球学及信
息科技。同时,理学院提供以英文教学的应用数学、国际发展、生物化学生物技术和
基因工程、材料化学和纳米技术课程，所有的博士课程也可以使用英语学习。为了
补助英语课程博士生,理学院长提供菲舍爾奖学金;金额为一年11,000欧元,奖学金
可以支付学费与生活费。

特点
理学院创意潜力无穷,研究项目范围广泛,多方国际合作发达。该学院研究员在生物
技术、纳米材料、光学与量子信息,以及医疗与工业所使用的新化学物质研发达到
杰出成就。理学院为卓越国际研究小组提供先进研究设备。理学院教师也在各种相
关比赛寻找高材生。 

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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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络方式 

UP Faculty of Science 
tř. 17. listopadu 12, CZ-771 46 Olomouc
Czech Republic

 +420 585 634 060
 jiri.mazal@upol.czz
 www.prf.upol.cz/en





奥洛穆茨培养教师的历史始于第十八世纪。教育学院师生维持奥洛穆茨的悠久传
统,同时以现代欧洲教育趋势发展改良传统。教育学院为各种学校培养教师与教职
人员,包括幼稚园、小学、中学及其他教学机构。学院也培养社会工作领域与公共行
政人员。教育学院为其他学院的教学相关课程提供保证,也为教师与其他教职人员
提供进修教育课程。学院的学生在国际化框架下享受80所国外伙伴大学提供的学
习机会(欧盟国家、美国、奈及利亞、俄国、哈萨克斯坦、中国、印尼等)。

课程规划
教育学院提供各领域教师与专业课程如:教育、特殊教育、小学与小学前教育、导师
学、社会工作、公共行政学、人文学科、外语（德语与英语）、数学、捷克语、自然学、
环保教育、科技与信息教育、健康教育、社会健康工作、音乐教学、艺术教学等。一
些学士、硕士及博士可以使用英文或俄文学习。

特点
本学院研究目的为提高教育质量、改善残疾人生活品质、改善教育机构风气与趋势
评鉴、更新教育方式、预防危险虚拟沟通、比较动物学等。学院与国内外专家合作,
同时积极举办艺术性的活动（展览、音乐会等）。学院设有大学心理諮詢中心、社会
与法律諮詢中心、预防危险虚拟沟通中心;此外,特殊需求学生协助中心的运作范围
广及全校学生。

教育学院

联络方式 

UP Faculty of Education
Žižkovo náměstí 5, CZ-771 40 Olomouc
Czech Republic

 +420 585 635 007
 jana.dostalova@upol.cz
 www.pdf.upol.cz/en 





体育学院于1991年成立,该捷克先锋科学机构专注研究人类动作与健康生活方式。
內乐町校区完成之后,学院将设置研究人类运动与实验成果的最先进设备。

课程规划
体育学院提供十种课程。学士与硕士课程可选在院或合并方式选修应用体育、应用
运动活动、休闲活动、体育与运动课程。教师培养课程体育只能以在院方式学习;教
练与运动和教练与运动管理课程则以合并方式学习。大众保护为特殊学士课程。物
理治疗学士与硕士课程深受学生欢迎。另外,体育学院提供运动人类学博士课程。

特点
体育学院提供各种进修课程,特别是教练培养与资格课程。学院与多数的国外伙伴
机构进行学生与教师交换合作。国外留学计划(新伊拉斯謨计划、日本、中国、加拿
大)与运动课程受到学生的欢迎。本校专家在HBSC国际研究计划下研究捷克儿童
生活方式,另外在 IPEN Adolescent计划下调查都市环境对运动的影响。体育学院出
版期刊《体育学报》(Acta Gymnica)与《体育文化》(Tělesná kultura) ,学院的网页 

《运动之乐》(Radost z pohybu)推广健康生活方式。学院经营帕斯特维尼训练与休
闲中心。

联络方式 

UP Faculty of Physical Culture
tř. Míru 117, CZ-771 11 Olomouc
Czech Republic

 +420 585 636 352
 zuzana.hanelova@upol.cz
 http://ftk.upol.cz/en

体育学院





法学院维持奥洛穆茨一百多年的法律教学传统。其现代历史始于1991年,当时是捷
克斯洛伐克革命后第一所重新开放的法学院。其使命为宣传与促进自由、民主与公
民社会理想。教师强调实际教学方式,也重视技术教学。法学院设有先进教室,其设
备也用来举办科学讨论会、工作坊及正式仪式。

课程规划
法学院提供法律与法学五年硕士课程、法律课程、法律专业三年学士课程、公共行
政与法律课程、欧洲学与欧洲法律硕士课程(政治学课程)。
自2009年起,法学院提供理论法学博士课程,分为民法、刑法、行政法及宪法四大领
域;2014年起加入欧盟法与国际法。法学院有14种课程可以授予法律博士学位。

特点
法学院的法律与法学硕士课程在捷克国内独一无二:课程强调实际应用,从课程一
开始就教授现行法主要领域,并特别重视民法。1996年,奥洛穆茨开设中欧第一所
法律诊所。目前法学院提供捷克最先进的法律诊所计划,也是全欧洲法律诊所教学
顶级机构。

联络方式 

UP Faculty of Law 
tř. 17. listopadu 8, CZ-771 11 Olomouc
Czech Republic

 +420 585 637 675
 radana.kuncova@upol.cz
 www.pf.upol.cz/en

法学院





健康科学院的前身为帕拉茨基大学医学院非医师课程,2008年独立成为帕拉茨基
大学最年轻的学院。该学院的教学于奥洛穆茨教学医院与帕拉茨基大学医学院理
论研究所进行。

课程规划
健康科学院提供学士与硕士课程。学士课程包括护理学(普通护士课程)、产妇协助
(接生员课程)、医疗卫生专业(物理治療课程、影像诊断人员)。
硕士课程包括医疗卫生专业(物理治療课程)及护理学(内科护理课程)。

特点
学院人员研究成果刊登于《线上专业》等多种领域的学术期刊,《线上专业》名列同
行評審非影响因子期刊清单。捷克国家医学图书馆的捷克斯洛伐克医学书刊目录
索引也同时收录该期刊。该电子期刊每年出版两次捷克文与英文版本,期刊的内
容下载不收取费用。期刊的目标读者为护理学、接生、物理治疗学、影像诊断、人类
学、心理学、社会学与其他健康科学专家,出版目的为提高治疗质量与发展健康科
学理论基础。

健康科学院

联络方式 

UP Faculty of Health Sciences 
tř. Svobody 8, CZ-771 11 Olomouc
Czech Republic

 +420 585 632 857
 irena.jedlickova@upol.cz
 www.fzv.upol.c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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