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欧洲的中心与我们一起! 
在生命科学中寻找全新的视角!

捷克布拉格生命科学大学（简称CULS）创建于1906
年，是⼀所以农林教育闻名的传统
欧洲中心大学，近年来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在校注册
学生数量较15年前翻了三倍有
余。我校在传统农林课题，环境管理课题上非常有优
势。同时，学院课题也包括信息
学，金融学，个人及企业经营管理学。我校毕业生在就
业上没有任何压力，很多捷克
欧洲国会议员，成功捷克商人，生命科学领域的学者都
是我校的知名校友。
CULS在国际交流一项上处于捷克大学首列，并在2000
年设置了国际ECTS学习认证系
统。CULS校区坐落在捷克首都布拉格的安静一隅，为莘
莘学子们提供了独特的学习环
境。

CULS是生命科学欧联 (ELLS) 的一员
(ELLS)

www.euroleague-study.org 

优美环境下的优质教育
布拉格作为捷克的首都每月都会迎接许许多多的艺术家
和音乐家前来拜访，或进行短短暂停留，或进行长期表
演，比如各种艺术节和音乐比赛。在夏季，一个周末内
经常会有2-3个音乐节，在冬季，你可以享受圣诞集市
特有的热潘趣酒，香料热红酒和街头表演。如何选择就
成了唯一的困难了。
 
布拉格在东西欧的中心地理位置为她带来了绝妙的文化
融合，各种交互的社会活动，包括拉美集市，波兰节
日，罗马舞蹈节以及其他各色各样的节日。

无论你喜好哪种，布拉格都不会让你失望！

部分布拉格文化和娱乐设施：
50 座剧场
56 座电影院
268 间博物馆
170 间美术馆
135 music halls
577 家酒吧和俱乐部
1/5 布拉格五分之一有各种公园 

一所朝气蓬勃的大学 留学生手册

为你的事业方向寻找激动人心的全新视点! 
在生命科学中寻找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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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所朝气蓬勃的大学

经济和信息学双学位课程 
CULS经管学院英语授课的双学位课程（DD）提供
学士学位（BSc）和硕士学位（MSc）学习课程，学
生可以在CULS布拉格和欧洲及俄国合作学校进行深
造。DD课程毕业生会被授予双学位，之一来自CULS
布拉格，另一份来自合作院校。CULS经管学院与荷
兰，英国，法国及瑞士，俄国等国高校签署了合作院
校合约。

自然资源管理联合学位课
程
CULS农业生物学，食品和自然资源学院和奥地利维
也纳的BOKU自然资源及生命科学大学共同提供英语
授课的联合学位课程（JD）提供硕士（MSc）学位课
程。该联合学位课程为学生提供在CULS布拉格和维也
纳BOKU自然资源及生命科学大学进行深造的机会，
同时，将有这两所欧洲大学共同签发硕士学位证书。



•	 捷克语预备课程
•	 外国人捷克语
•	 学位英语
•	 外国人英语
•	 法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俄语，中文

学士学位课程-英语教学 
(三年制):

• 经济管理硕士
• 信息学硕士
•. 欧洲耕地外交硕士
• 企业管理硕士
•  自然资源和环境硕士
•  自然资源管理和生态工程学硕士
•  可持续农业和食品安全硕士 
•  林业，水源和景观管理学硕士
• 景观和水源管理硕士 
• 环境建模硕士

• 可持续自然资源本科 
• 农业和食品学本科
• 农业工程本科（新）
• 经济管理本科

• 企业管理本科 
• 信息学本科
• 游戏管理本科
• 林业学本科

硕士学位课程-英语教学 
(二年制):

• 自然保护硕士
• 景观规划硕士
• 环境地理科学硕士 （新）
•  科技和环境工程硕士
• 热带和亚热带可持续农业开发硕士 
• 热带林业和农林硕士
•  热带和亚热带动物和食品科学硕士
•  - 热带和亚热带动物和食品科学硕士
•  热带农作物管理和生态学硕士
•  国际经济发展硕士

•. 一般和特殊农作物科学博士
• 一般和特殊动物科学博士
•  自然资源开发和保护学博士
•  农林业植物病理学和植被保护学博士
• 农业化学博士
• 经济管理博士
•  部门经济和企业经济系统工程博士
• System Engineering

博士学位课程-英语教学  
(四年制):

• 信息管理博士
• 生态和应用生态学博士
• 林业工程学博士
•  热带和亚热带可续持续农业开发博士

语言课程 

CULS 大学生活费用一览表   

入学  
每学年截止3月31日之前在线提交
学费和报名费必须在报名前或每学期/学年开始通过银行转账至学校指定账户 。

•	 学士学位申请人-中学毕业证书（+认证）
•	  硕士学位申请人-学士学位或等同证书（+认证） 
•	 博士学位申请人-硕士学位证书或同等证书（+认证）
•	 学士学位-数学，外语
•	 硕士学位-外语
•	 博士学位-由博士导师决定
•	  已注册的学士，硕士博士学生可以申请住宿补助/奖学金
•	  已注册的学士和硕士学生，如有成绩突出者可以获得补助/奖学金
•	 已注册博士学生可获得博士学习奖学金
•	 对未注册的有希望入学的学生不授予奖学金。
•	 	针对留学生的奖学金可以通过捷克教育部，体育，青年团体和其他政府或非政府

组织获得。

申请表递交 
学费缴纳和报名费  
(500 CZK)
前学历认证

报名前入学考试

奖学金

•	 住宿费 双人房共用浴室和厕所 130 €
•	 医保 75 €
•	 餐费（中饭和晚饭） 250 €
•	 学生公交月票（地铁，电车，巴士） 10 €
• 杂费 100 € 

一所朝气蓬勃的大学一所朝气蓬勃的大学一所朝气蓬勃的大学

签证规定
如果你需要捷克签证，请准备一下材料
1. 一本有效护照 
2.  学校的同意书（由我校提供）
3.  一份资金同意书或手写确认函，以保证你学业或研究期间在捷克学习期间有足够的资金证明。
4.  一份住宿证明（由我校提供，确保你已选择我校宿舍而非自行租赁。）
5.  一份综合医疗保险合同，以防疾病或事故。该保险须由捷克保险公司认可的保险公司开具。
6.  由你本国出具的无犯罪记录证明书（该无犯罪记录证明必须由捷克官方认证的翻译进行翻译并盖章）

医疗保险

Discover new and exciting perspectives  for your future professional career! 

留学生需要持有本国的医疗保险。为了在CULS布拉
格成功注册，你需要购买一份综合保险以防疾病或
事故发生。

联系方式
捷克布拉格生命科学大学 (CULS)
国际关系办公室  
Kamýcká   129
165 21   Prague 6 - Suchdol
Czech Republic 
www.czu.cz/en 
www.studyinprague.cz 

E-mail: iro@czu.cz 
Phone: +420 224 382 072 
Fax:      +420 234 381 8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