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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来到波兰，因为波兰是欧洲联盟
的现代和动态的成员，其中教育是真
正重要的。如果您想更多地了解关于
我们的悠久而丰富的大学教育的传
统，而它为年轻人提供了获得被世界
公认的欧洲教育程度的机会，我们就
邀请您在波兰留学。波兰的大学传统

是欧洲国家中的最古老的之一。国王
卡齐米日三世在1364建立了克拉科
夫学院，如今被称为雅盖隆大学。对
于系统改造的开始，我们的高等教育
体系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并在研究生
招生总人数方面，波兰在欧洲占第四
位（英国，德国和法国之后）。在超
过400个大学一级学校的全国学生总
人数几乎占150万个人。波兰大学提
供超过700个使用外语的课程，并它
们作为欧洲高等教育区的重要组成部
分，其中学费水平与其他欧盟国家的
相比。由于三个阶段的教育和欧洲学
分互认体系，波兰扮演博洛尼亚进程
（Bologna Process）中的积极作用。
在波兰留学的外国人可以在欧盟任何
其它地方上很容易地继续他们的教
育。来到波兰的留学生期待参加一些
有吸引力的多样化的教育课程，都满
足欧洲的高标准—他们可以学习医
学、生物技术和工程，以及艺术和商
业。我们邀请您考虑波兰可以提供的
重大机遇。来到欧洲联盟。开始于波
兰！

留学波兰
发现欧洲

www.go-poland.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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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完全可以随意变更学习地，在欧
盟其他成员国内毫无忧虑地求学。仅
现在已经运行了20多年的伊拉斯莫斯
(Erasmus)项目就促使近3万外国学生到
波兰学习，同时有大约10万波兰学生选
择在欧盟其他成员国完成其部分学业。
来波兰学习的外国学生可以享受到符合
欧洲高水平的最具吸引力和最多样化的
教育。他们可以选择医学、生物技术或
工程等专业，也可选择艺术和商业管
理。毕业时所获得的学位证书不仅可以
在整个欧洲而且在世界大多数国家都能
得到认可。
�

4.�高水平的教育质量
波兰拥有完备的高等教育体系，教育质
量得到监控和定期评估。波兰负责监控
评估高等教育质量的主要机构有：波兰
教育鉴定委员会、高等教育总委员会和
波兰大学校长会议。波兰开设的专业课
超过0.5万门，每一门专业课都必须获得
波兰教育鉴定委员会的许可，其中有一

定数量的专业获得了“优秀”的评级。
优秀的专业课名单详见波兰教育鉴定委
员会的网站：
http://www.pka.edu.pl/?q=en/oceny.

5.��生活和学习成本较低
与欧洲其他国家相比，波兰学费很有优
势。同时对于外国学生来说，在波兰所
支出的生活费用也只相当于在其他欧洲
城市支出费用的一小部分。

前来波兰学
习的5个原
因

1.�古老的教育传统
波兰的学术教育传统可以追溯到公元
1364年波兰国王卡齐米日大帝建立的
克拉克夫学院，也就是今天著名的雅盖
隆大学。克拉科夫学院是世界上历史最
悠久的大学之一，它参照博洛尼亚和帕
多瓦学院的模式建立，是继布拉格后的
第二所中欧大学。两个世纪后，1579
年波兰国王斯特凡·巴托里将维尔纽斯
的现有耶稣会学院改建成维尔纽斯学
院，1661年波兰国王约翰二世·卡齐米

日将耶稣会学院改建成利沃夫学院。因
此，在17世纪末期波兰和立陶宛联合王
国已经拥有了三所繁荣的大学，为国内
和国际学生提供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2.�与时代同步的专业课程
如今，波兰的高等教育体系正在飞速发
展。波兰的高校注册人数位居欧洲第四
（仅次于英国、德国和法国），在其
400多所高等院校就读的学生人数将近2
百万，每年大约有50万青年学子开始他
们的大学学业。作为欧洲高等教育区的
重要组成部分，波兰高等院校提供超过
700个用外语授课的课程。
�

3.��与国际接轨的教育体系-
博洛尼亚进程

波兰在欧洲博洛尼亚进程中扮演着积极
的角色。由于采纳了学士／硕士／博士
的三级教育模式以及欧洲学分转换体
系，波兰当地学生和在波兰学习的外国

Ready, Study, Go! Poland

了解更多并申请
如需了解更多关于在波兰学习的
基本信息和如何申请更高的教育
课程，请浏览�
www.go-poland.cn 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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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10项须
知

1.�官方名称:� 波兰共和国（简称：波
兰）,� 波兰语为� “RzeczpospolitaPolska” 
（简称“Polska”）�

2.�官方语言:�波兰语
3.�地理位置:� 位于欧洲中部，与德
国、捷克共和国、斯洛伐克、乌克兰、
白俄罗斯、立陶宛以及俄罗斯（加里宁
格勒地区）接壤。北部边界（长度440
公里）延伸至波罗的海沿岸。

4.�首都:�华沙（华沙人口：170万／华
沙城市群人口：250万）

5.�人口:� 3800万，波兰人口数量位居
欧洲（不含俄罗斯）第7，欧盟第6。

6.�时区:� 每年三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
天到十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天期间波兰
使用夏时制，其余时间都采用中欧时区
（GMT＋1小时／UTC＋1小时）。

7.�气候:� 波兰的气候属于温带大陆性
气候，冬天（十二月至三月）较冷，夏
天（六月至八月）较热。一月平均温
度在-1°C (30°F)� 到� -5°C (23°F)之间。七
月和八月的平均温度在16.5°C� (62°F)� 到
19°C (65°F)之间，偶尔温度也高达35°C 
(95°F)。

8.�货币:�1兹罗提（PLN）＝100格罗希�
(实际汇率请查阅www.nbp.pl)

9.�呼叫区号:�+�48;�互联网域名:�.pl

10.�国际组织:�
波兰是欧盟（EU）、申根地区、北大西
洋公约组织（NATO）、联合国（UN）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联合国
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UNESCO）、�
联合国国际儿童紧急基金会（UNICEF）
、世界卫生组织（WHO）、世界贸易
组织（WTO）、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等许多国际组织的成员国。

非欧盟成员国的学生来波兰学习，无疑
是打开了一扇探索奇妙欧洲的大门。波
兰，作为欧盟的活跃成员国之一，得到
波兰大学的邀请就意味着得到欧盟的邀
请。我们诚邀您来探索欧盟。欧盟不但
有多姿多彩的文化和强大创新型经济所
所带来的机会，还有提供通过高等教育
实现成功的最好条件。这里既充满了挑
战，又不缺少友好的气氛。波兰顶级的
教育质量和国际认可的学历比世界上任
何其他地区都更适合起步人生之路。

Ready, Study, Go! Po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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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 

国际化计划

高等教育体系

高等教育国际化计划2015年6月18日已
经被签署，并由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长出
版。国际化是波兰高等教育系统需要面
临的最重要的挑战之一。这个观念本身
不仅指出外国学生在波兰采取的研究，
而且还指出来自国外的学术人员的长期
聘用或者波兰科学家在国际教育计划和
国际研究计划的参与。此外，国际化专
注于获取和交换知识和经验。

在该方案中提出的措施将有助于实现以
下目标：
•	 	通过教育质量和科研质量的提高，在
国际市场上提高高等教育波兰机构的
竞争力。这是为了提高波兰高等教育

机构的学家、管理人员、学生和毕业
生的创造力、能力和技能；

•	 	在该国的经济增长中加大科技和教育
的份额；

•	 �通过吸引力的生长，加强波兰在国际
舞台上的地位，并让波兰作为科学和
教育发展的中心。

全文：
http://www.nauka.gov.pl/g2/oryginal/2015_06/ 
0e4b36f04967151a1c39d67a0f2de543.pdf

http://www.nauka.gov.pl/g2/oryginal/2015_06/0e4b36f04967151a1c39d67a0f2de543.pdf
http://www.nauka.gov.pl/g2/oryginal/2015_06/0e4b36f04967151a1c39d67a0f2de54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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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类大学
·��克拉科夫矿业冶金学院�AGH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Krakow www.agh.edu.pl
·��比亚威斯托克工业大学�Bialystok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www.pb.edu.pl
·��琴希托霍瓦工业大学�Czestochow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ww.pcz.pl
·��格但斯克工业大学�Gdansk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www.pg.gda.pl
·���腊多姆工业大学�Kazimierz Pułaski Technical 

University of Radom www.pr.radom.pl
·��圣十字工业大学(凯尔采)�Kielce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ww.tu.kielce.pl
·���科沙林工业大学�Koszali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ww.tu.koszalin.pl
·��罗兹科技大学�Lodz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ww.p.lodz.pl
·��卢布林工业大学 Lubli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ww.pollub.pl
·��奥波莱工业大学�Opole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ww.po.opole.pl
·��波兹南工业大学�Poz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

www.put.poznan.pl
·��热舒夫工业大学�Rzeszow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

www.prz.rzeszow.pl
·��格利维策西里西亚工业大学�Siles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in Gliwice www.polsl.pl
·��克拉科夫工业大学�Tadeusz Kosciuszko Cracow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ww.pk.edu.pl
·��别尔斯克-比亚韦工业大学�University of Bielsko-

Biala�www.ath.bielsko.pl
·���华沙工业大学�Warsaw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

www.pw.edu.pl/engpw 
·��什切青工业大学�West Pomeran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in Szczecin www.zut.edu.pl
·��弗罗茨瓦夫工业大学�Wrocław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www.pwr.wroc.pl

医药类大学
·��克拉科夫雅盖隆大学医学院�Jagiellonian 

University Medical College in Krakow  
www.cm-uj.krakow.pl

·���比亚威斯托克医学院�Medical University 
of Bialystok www.umb.edu.pl 

·��格但斯克医学院�Medical University of Gdansk  
www.gumed.edu.pl

·��罗兹医学院 Medical University of Lodz  
www.umed.pl

·���卢布林医学院�Medical University of Lublin  
www.umlub.pl

·��西里西亚医学院�Medical University of Silesia  
www.slam.katowice.pl

·��华沙医学院�Medical University of Warsaw  
www.wum.edu.pl

·���彼得哥熙（尼古拉·）哥白尼大学-雷迪盖尔
医学院�Nicolaus Copernicus University – Ludwik 
Rydygier Collegium Medicum in Bydgoszcz��
www.amb.bydgoszcz.pl

·��什切青波莫瑞医学院 Pomeranian Medical 
University in Szczecin www.pam.szczecin.pl

·���波兹南医科大学�Poznan University of Medical 
Sciences www.amp.edu.pl

·��弗罗茨瓦夫医科大学�Wroclaw Medical University 
www.am.wroc.pl

·���奥尔什丁瓦尔米亚和马祖里大学�医学科学院�
University of Warmia and Mazury in Olsztyn, Faculty 
of Medical Sciences www.uwm.edu.pl/wnm/en/ 

经济类大学
·��克拉科夫经济学院�Cracow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www.uek.krakow.pl
·��波兹南经济学院�Poz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www.ue.poznan.pl
·��卡托维茨经济大学�University of Economics 

in Katowice www.ue.katowice.pl

高等教育机
构
波兰的高等教育机构（HEIs）分为国
家（公立）和私人（非公立）机构，
这些机构又可以分为两大类：大学类
机构和非大学类机构。大学类的高等
教育机构必须至少有一个专业有权颁
发博士学位（PhD），即提供至少一
门博士课程。下表为公立和大学类非
公立的高等教育机构的名单。

综合性大学
·��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 Adam Mickiewicz 

University in Poznan www.amu.edu.pl
·��维申斯基红衣主教大学�Cardinal Stefan Wyszyński 

University www.uksw.edu.pl
·��克拉科夫雅盖隆大学�Jagiellonian University 

in Krakow www.uj.edu.pl
·��凯尔采科哈诺夫斯基大学�Jan Kochanowski 

University in Kielce www.ujk.edu.pl
·��卢布林天主教大学�John Paul II Catholic University 

of Lublin www.kul.pl
�·��彼得哥熙卡基米日维尔基大学�Kazimierz Wielki 

University in Bydgoszcz www.ukw.edu.pl
·��玛利亚·居里-斯克沃多夫斯卡大学�Maria Curie- 

-Skłodowska University www.umcs.pl
·��托伦尼古拉·哥白尼大学�Nicolaus Copernicus 

University in Torun www.umk.pl
·��比亚威斯托克大学�University of Białystok� 

www.uwb.edu.pl
�·��格但斯克大学�University of Gdansk��

www.univ.gda.pl
·��罗兹大学�University of Lodz www.uni.lodz.pl
·��奥波莱大学�University of Opole�www.uni.opole.pl
�·��热舒夫大学�University of Rzeszów www.ur.edu.pl 
·���卡托维兹西里西亚大学�University of Silesia 

in Katowice�www.us.edu.pl
·��什切青大学�University of Szczecin www.us.szc.pl
·��奥尔什丁瓦尔米亚玛祖里大学�University 

of Warmia and Mazury in Olsztyn  
www.uwm.edu.pl

·��华沙大学�University of Warsaw�www.uw.edu.pl
·��弗罗茨瓦夫大学�University of Wrocław��

www.uni.wroc.pl
·��绿山大学�University of Zielona Góra  

www.uz.zgora.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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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沙经济学院�Warsaw School of Economics��
www.sgh.waw.pl

·���弗罗茨瓦夫经济学院�Wrocław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www.ue.wroc.pl

农业和生命科学类大学
·��波兹南农学院�Poznań University of Life Sciences �

www.up.poznan.pl
·��克拉科夫农学院�University of Agriculture 

in Krakow www.ur.krakow.pl
·���卢布林农学院�University of Life Sciences in Lublin �

www.up.lublin.pl
·���彼得哥熙市农业技术学院�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nd Life Sciences in Bydgoszcz  
www.utp.edu.pl

·���华沙中央农村经济学院-SGGW�Warsaw University 
of Life Sciences – SGGW�www.sggw.pl

·���弗罗茨瓦夫农学院�Wrocław University 
of Environmental and Life Sciences  
www.up.wroc.pl

教育类大学
·��琴希托霍瓦高等师范学校�Jan Długosz University 

in Częstochowa www.ajd.czest.pl
·��格热格热夫斯卡特殊教育学院�Maria 

Grzegorzewska Academy of Special Education 
www.aps.edu.pl

·��克拉科夫“国民教育委员会”师范学院�
Pedagogical University of Cracow  
www.up.krakow.pl

·��斯乌普斯克波莫瑞师范学院�Pomeranian 
University in Słupsk www.apsl.edu.pl

·��谢德尔策自然和人类大学�Siedlce University 
of Natur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www.uph.edu.pl

艺术类大学
·��什切青美术学院 Academy of Art in Szczecin �

www.akademiasztuki.eu
·��格但斯克美术学院�Academy of Fine Arts 

in Gdansk www.asp.gda.pl
·��卡托维兹美术学院�Academy of Fine Arts 

in Katowice www.asp.katowice.pl
·��华沙美术学院�Academy of Fine Arts in Warsaw  

www.asp.waw.pl
·��克拉科夫音乐学院�Academy of Music in Kraków �

www.amuz.krakow.pl
·���华沙泽尔维罗维奇戏剧学院�Aleksander 

Zelwerowicz State Theatre Academy in Warsaw 
www.at.edu.pl

·���弗罗茨瓦夫美术学院�Eugeniusz Geppert Academy 
of Fine Arts in Wrocław www.asp.wroc.pl

·���彼得哥熙音乐学院�Feliks Nowowiejski Academy 
of Music in Bydgoszcz  
www.amuz.bydgoszcz.pl

·���肖邦音乐学院�Frideric Chopin University of Music �
www.chopin.edu.pl

·��罗兹音乐学院�Grazyna and Kiejstut Bacewicz 
Academy of Music in Łódź  
www.amuz.lodz.pl

·��波兹南帕德莱夫斯基音乐学院�Ignacy Jan 
Paderewski Academy of Music in Poznań  
www.amuz.edu.pl

·��克拉科夫马泰依科美术学院�Jan Matejko Academy 
of Fine Art in Krakow www.asp.krakow.pl

·��弗罗茨瓦夫音乐学院�Karol Lipiński Academy 
of Music in Wrocław www.amuz.wroc.pl

·��卡托维兹席曼诺夫斯基音乐学院�Karol 
Szymanowski Academy of Music in Katowice  
www.am.katowice.pl

·��克拉科夫索尔斯基高等国立戏剧学校�Ludwik 
Solski State Drama School in Cracow  
www.pwst.krakow.pl

·��罗兹国立电影、电视与戏剧学校�Polish National  
Film, Television And Theatre School in Łódź  
www.fi lmschool.lodz.pl

·���格但斯克莫纽什科音乐学院�Stanisław Moniuszko 
Academy of Music in Gdansk www.amuz.gda.pl

·��罗兹斯特热敏斯基美术学院�Strzemiński Academy 
of Art Łódź www.asp.lodz.pl

·��波兹南美术学院�University of Arts in Poznań  
www.uap.edu.pl

体育教育类大学
·��卡托维兹体育学院�Jerzy Kukuczka Academy 

of Physical Education in Katowice  
www.awf.katowice.pl

·��格但斯克希尼亚德茨基体育学院�Jędrzej Śniadecki 
Academy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Sport in Gdańsk 
www.awf.gda.pl

·��华沙毕乌苏茨基体育学院�Józef Piłsudski 
University of Physical Education in Warsaw  
www.awf.edu.pl

·��克拉科夫体育学院�University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in Krakow www.awf.krakow.pl

·��波兹南体育学院�University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in Poznan www.awf.poznan.pl

·��弗罗茨瓦夫体育学院�University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in Wroclaw www.awf.wroc.pl

海洋类大学
·���格丁尼亚海洋学院�Gdynia Maritime University  

www.am.gdynia.pl
·���什切青海洋学院�Maritime University of Szczecin  

www.am.szczecin.pl

军事类高等教育机构
·���弗罗茨瓦夫陆军军官高等学校�General Tadeusz 

Kosciuszko Military Academy of Land Forces 
in Wrocław www.wso.wroc.pl

·���军事科技学院�Military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ww.wat.edu.pl

·��华沙国防大学�National Defence University 
in Warsaw www.aon.edu.pl

·��登布林空军军官高等学院�Polish Air Force 
Academy in Dęblin www.wsosp.pl

·��格丁尼亚国家海军学院�Polish Naval Academy 
in Gdynia www.amw.gdynia.pl

政府公务类高等教育机构
·��消防服务学院�Main School of Fire Service  

www.sgsp.edu.pl
·��什奇特诺警察学院�Police Academy in Szczytno  

www.wspol.edu.pl

高等职业教育学校
·��瓦乌布日赫国立高等职业学校�Angelus Silesius 

State School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Wałbrzych www.pwsz.com.pl

·��亚罗斯瓦夫国立高等职业学校��
Bronisław Markiewicz State Higher School 
of Technology and Economics in Jarosław  
www.pwszjar.edu.pl

·��普热米希尔国立高等职业学校�East State Higher 
School in Przemyśl www.pwsw.pl

·��苏瓦乌基高等职业学校�Higher Vocational School 
in Suwałki www.pwsz.suwalki.pl

·��塔尔奴夫国立高等职业学校�Higher Vocational 
School in Tarnów www.pwsztar.edu.pl

·��弗沃茨瓦维克国立高等职业学校�Higher 
Vocational State School in Włocławek  
www.pwsz.wloclawek.pl

·��大波兰戈茹夫国立高等职业学校�Jacob of Paradyż 
State Higher Vocational School in Gorzów 
Wielkopolski�www.pwsz.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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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莱什诺国立高等职业学校 Jan Amos Komienski 
State School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Leszno www.pwsz.edu.pl

•  萨诺克国立高等职业学校 Jan Grodek Higher 
Vocational State School in Sanok  
www.pwsz-sanok.edu.pl

•   卡勒坤脑斯国立高等职业学校 Karkonosze State 
Higher School in Jelenia Góra www.kpswjg.pl

•  比亚瓦－波德拉斯卡国立高等职业学校 Pope 
John Paul II State School of Higher Education 
in Biała Podlaska www.pswbp.pl

•  卡利什国立高等职业学校 President Stanislaw 
Wojciechowski Higher Vocational State School 
in Kalisz www.pwsz.kalisz.pl

•  塔尔诺布热格国立高等职业学校 Prof. Stanislaw 
Tarnowski Public High Vocational School by 
in Tarnobrzeg www.pwsz.tarnobrzeg.pl

•  奥波莱国立高等职业学校 Public Higher Medical 
Professional School in Opole  
www.wsm.opole.pl

•  尼萨国立高等职业学校 School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Nysa www.pwsz.nysa.pl

•  皮瓦国立高等职业学校 Stanisław Staszic State 
School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Piła  
www.pwsz.pila.pl

•  沃姆热国立信息与企业高等学校 State College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in Łomża www.pwsip.edu.pl

•   切哈奴夫国立高等职业学校 State Higher School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Ciechanów  
www.pwszciechanow.edu.pl

•  扎莫希奇国立高等职业学校 State Higher School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Zamość  
www.pwszzamosc.pl

•  格沃格夫国立高等职业学校 State Higher 
Vocational School in Głogów  
www.pwsz.glogow.pl

•  格涅兹诺国立高等职业学校 State Higher 
Vocational School in Gniezno  
www.pwsz-gniezno.edu.pl

•   科斯林国立高等职业学校 State Higher Vocational 
School in Koszalin www.pwsz-koszalin.pl

•  克罗斯诺国立高等职业学校 State Higher 
Vocational School in Krosno www.pwsz.krosno.pl

•  新松奇国立高等职业学校 State Higher Vocational 
School in Nowy Sącz www.pwsz-ns.edu.pl

•  拉奇布什国立高等职业学校 State Higher 
Vocational School in Racibórz  
www.pwsz.raciborz.edu.pl

•   桑多梅日国立高等职业学校 State Higher 
Vocational School in Sandomierz  
www.pwsz.sandomierz.pl

•   斯凯尔涅维采国立高等职业学校 State Higher 
Vocational School in Skierniewice  
www.pwsz.skierniewice.pl

•  苏莱胡夫公共行政高等职业学校 State Higher 
Vocational School in Sulechów  
www.pwsz.sulechow.pl

•  瓦乌奇国立高等职业学校 State Higher Vocational 
School in Wałcz www.pwsz.eu

•  新塔尔克国立高等职业学校 State Higher 
Vocational School of Podhale in Nowy Targ  
www.ppwsz.edu.pl

•  海乌姆国立高等职业学校 State School of Higher 
Education in Chełm www.pwsz.chelm.pl

•  奥斯维辛国立高等教育学校 State School 
of Higher Education in Oświęcim  
www.pwsz-oswiecim.edu.pl

•  埃尔布拉格国立高等职业学校 State School 
of Higher Professional Education in Elbląg  
www.pwsz.elblag.pl

•  科宁国立高等职业学校 State School of Higher 
Professional Education in Konin  
www.pwsz.konin.edu.pl

•  普沃茨克国立高等职业学校 State School 
of Higher Professional Education in Płock  
www.pwszplock.pl

•  莱哥尼查国立高等职业学校 Witelon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in Legnica  
www.pwsz.legnica.edu.pl

教会高等学校
•  华沙基督教神学学院 Christian Theology Academy 

in Warsaw www.chat.edu.pl
•  克拉科夫乙格纳铁努恩耶稣大学 Jesuit University 

Ignatianum in Krakow  
www.ignatianum.edu.pl

•  正教神学院 Orthodox Theological Seminary  
www.psd.edu.pl

•  华沙神学宗座大学 Pontifical Faculty of Theology 
in Warsaw www.pwtw.mkw.pl

•  弗罗茨瓦夫神学宗座大学 Pontifical Faculty 
of Theology in Wrocław www.pwt.wroc.pl

•  克拉可夫约翰•保罗二世宗座大学 Pontifical 
University of John Paul II in Cracow  
www.pat.krakow.pl

大学类非公立高等教育机构
•  栋布罗瓦古尔尼恰商学院 Academy of Business 

in Dąbrowa Górnicza www.wsb.edu.pl
•  克拉科夫高等学院 Andrzej Frycz Modrzewski 

Krakow University www.ka.edu.pl
•   奇维塔斯学院 Collegium Civitas  

www.civitas.edu.pl
•   卡托维兹经济学院 Katowice School of Economics 

www.gwsh.pl
•  科兹明斯基大学 Kozminski University  

www.kozminski.edu.pl
•   拉扎斯基大学 Łazarski University  

www.lazarski.edu.pl

•  华沙再社会化高等教育学院 Pedagogium Higher 
School of Resocialization Pedagogics in Warsaw  
www.pedagogium.pl

•  弗罗茨瓦夫高等教育语言学校 Philological School 
of Higher Education in Wrocław www.wsf.edu.pl

•  波兰-日本信息技术大学 Polish-Japanese Institut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www.pjwstk.edu.pl

•  普图斯克人文学院 Pultusk Academy of Humanities 
www.ah.edu.pl

•  普热梅希尔法律与行政管理学学院 School of Law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in Przemyśl  
www.wspia.eu

•  西里西亚经济与语言学校 Silesia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Languages www.gallus.pl

•  罗兹社会科学学院 University of Social Sciences  
www.san.edu.pl

•   华沙财经管理大学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Management in Warsaw www.vizja.pl

•   罗兹人文经济大学 University of Humanities and 
Economics in Lodz www.ahe.lodz.pl

•  波兰热舒夫信息技术与管理大学 University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Management in 
Rzeszow www.studyuitm.edu.pl

•  下西里西亚大学 University of Lower Silesia  
www.dsw.edu.pl

•  人文与社科学院 University of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www.swps.pl

•  维斯瓦河大学 Vistula University  
www.vistula.edu.pl

•  银行弗罗茨瓦夫学校 Wroclaw School of Banking  
www.wsb.pl/english 

Ready, Study, Go! PolandReady, Study, Go! Poland

由大学提供的使用英语的课程完整命题
可以通过“Studyfinder”工具找到于：
www.go-poland.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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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的学
制结构

-

高等教育机构开办全日制、业余、夜
校及校外学习等形式的课程，其中全
日制为其最基本的学习模式。波兰奉
行欧洲高等教育一体化方针，即博洛
尼亚进程的各项准则。这套以三周期

为主的学位体系已经与欧洲学分转换
和累积制度（ETCS）相融合并得到
完美的执行。欧洲高等教育统一标准
使得学生获得的学位更容易得到其它
国家的认可。

第一周期
第一周期的学业（3-4年）的目标是获
得licencjat或inżynier（颁发给工程、农
业或经济学等专业的学生，称之为工程
师）专业头衔，相当于波兰学士的学
位。该阶段着重于为学生毕业后就业或
硕士阶段的深造进行准备。要获取这个
学位，学生需要修得180-240 ECTS 的学
分。

第二周期
第二周期的学业�－是紧随第一周期的硕
士学位课程（1.5或2年），目标是获得
专业硕士（magister或者依据具体课程
等同于magister）学位。该阶段着重于
理论知识以及创造力的应用和开发。在
艺术学科方面，重点是发掘创造力和天
赋。硕士学位获得者可以继续进修博士
课程（第三周期学业）。学生需要修得
90-120 ECTS 的学分才能获得硕士学位。

长周期学业
除了一般的设置体系外，表演、艺术保
护和修复、教会法、牙医、法律、医学
分析、医学、制片和摄影、药学、心理

学和兽医等11个专业仅提供长周期课
程。
长周期学业� －� 硕士学位课程（4.5至6
年）的目标是获得专业硕士（magister
或依据具体课程等同于magister）的学
位。要获得该学位，学生需要修得270-
360个ECTS学分。这种单一性长周期学
科课程采用综合学习方案，将基础学习
课程和深入专业化学习的课程相结合。
完成该学位后，相当于获得第二周期硕
士学位的合格资质。

第三周期
第三周期学业�－硕士毕业生可以申请博
士学位的课程(通常3-4年），目标是获
得由大学或某些研究机构（波兰科学院
的分部及各其他研究开发机构）颁发的
博士学位。博士学位申请人在向论文委
员会提交论文、答辩成功且通过博士考
试才可取得博士学位。

Ready, Study, Go! Po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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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科学学位在波兰的认证
由欧盟（EU）、欧洲自由联盟（EFTA）
和经济合作与开发组织（OECD）成员国
的教育体系内运行的机构所授予的高级
学位认证为等同于波兰的相关学历。
其他国家所授予的高级学位可通过国际
协议或（如果没有此类协议的话）通过
认证程序（nostrification）认证为等同
于波兰的学位。
里斯本条约的签约国所颁发的科学学位
证的持有者如果希望在波兰享有特许任
教资格，认证（habilitation）程序可以
免除认证。
下表列出的是有关国外资格认证的全部
国际协议：

http://www.nauka.gov.pl/en/recognition- 
of-academic-qualifications/legal-acts.html 

进行高级学历认证程序的各权威部门是
在某个科学或艺术专业有权颁发特许任
教资格博士学位（doctor habilitatus）
的组织单位的委员会，在该学位所涉及
的某项学术科目或艺术科目的范围内认
证。

波兰学位在外国的认证
与波兰签署协议的国家�
(http://www.nauka.gov.pl/en/recognition- 
of-academic-qualifications/legal-acts.html) ，
波兰学位需根据与这些国家制定的协议
进行认证。未与波兰签署协议的国家，
在这些国家波兰学位需根据各国有效的
外国学术资格认证法规进行认证。
关于波兰学位认证的信息可从ENIC/
NARIC中心或各国教育部处获取：
www.enic-naric.net

ENIC－由欧洲理事会与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欧洲区联合建立的“学术认证和交流
国家信息中心欧洲网络”。
NARIC－“国家学术认证信息中心”，
是欧洲联盟委员会为了在欧盟成员国间
就学位认证建立有效和紧密的合作而设
立的支持建立专业认证体系的网络。

详细信息请联系ENIC/NARIC中心：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Higher Education  
(科学与高等教育部)
20 Hoża Str., 00 529 Warsaw (华沙), Poland (波兰)
电话: +48 22 628 67 76 , 传真:�+48 22 628 35 34
enic-naric@nauka.gov.pl 
http://www.nauka.gov.pl/en/recognition- 
of-academic-qualifications/

Ready, Study, Go! Poland

学位认证
外国高等教育学位在波兰的
认证

概述
欧盟（ E U）、经济合作与开发组织
（OECD）或欧洲自由联盟（EFTA）成员
国的教育体系内运行的机构颁发的学生
完成学业的学位证：
·��通过3年期学业或第一周期学业（学
制至少为3年）后所授予的学位�－�认
证拥有波兰的第一周期学位；

·��通过第二周期学业或长周期学业（学
制至少为4年）后所授予的学位－认
证拥有波兰的第二周期学位。

其他国家运行的机构所授予的学位可通
过国际协议或（如果没有此类协议的
话）认证程序（nostrification）认证为
等同于波兰的学位。
认证程序是以认证外国毕业证书等同于
波兰毕业证书为目的的程序。认证成功
后，便可以使用波兰的学术学位。进行

高等教育毕业证书（大学学位）认证程
序的各权威部门都是由高等教育机关授
权的在某个科学专业或某个艺术专业有
权颁发博士学位的组织单位。下表列出
的是国外资格认证的全部国际协议，请
访问：

http://www.nauka.gov.pl/en/recognition- 
of-academic-qualifications/legal-acts.html

以继续深造为目的的认证
在某国获得的毕业后可以继续深造学习
或有博士学习权的外国学位持有者可以
在波兰进入第二周期的学习/硕士学习、
第三周期／博士学习，或有开始博士学
习的权利。
在国际协议的基础上也可以对以毕业后
继续深造为目的外国学历进行认证。
有关注册证明的认证信息可以在当地的
官方教育机构获得。这些机构根据申请
者的居住地或申请者入学单位的总部所
在地实施管辖。

http://www.nauka.gov.pl/en/recognition-of-academic-qualifications/legal-acts.html
http://www.nauka.gov.pl/en/recognition-of-academic-qualifications/legal-acts.html
http://www.nauka.gov.pl/en/recognition-of-academic-qualifications/legal-acts.html%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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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学工作由高等教育机构管理，申请
人直接向其所选择的机构提出申请。
建议申请人根据开学时间提前与其国
际关系处联系，以便详细了解申请手
续和其他重要的信息

一般条件
波兰高等教育机构学位课程入学的一般
条件对于大学类和非大学类的高等教育
机构来说是相同的。申请人必须持有大
学入学许可证书（Matura证书）或其他
能证明申请人在其完成中等教育的国家
有高等教育入学资格的文件。

第一周期学业的入学条件
入学第一周期的目标便是获取学士
（licencjat）或工程师（inżynier）的学
位。同时，入学长周期学业的目标是获
得硕士（magister）或同等的学位。两
者的录取对象都是高中证书（Matura证

书）或允许在波兰学习该类课程的同等
证书的持有者。高等教育机构只有在有
必要对没有经过高中（matura）考试的
知识和技能进行评定或对岁持有国外高
中证书的申请人才会额外进行入学考
试。

第二周期学业的入学条件
第二周期学业的录取对象是学士学位
（ licencjat）和工程师（ inżynier）学
位、硕士学位（magister或同等学位）
或允许在波兰学习该类课程的波兰高等
教育同等毕业证书的持有者。

博士课程的入学条件
博士课程的录取对象是硕士学位
（magister或同等学位）或允许在波兰
学习该类课程的波兰高等教育同等证书
的持有者，以及符合具体机构自定的录
取条件的人士。具体入学条件由授权开
设博士课程单位的委员会内部制定。根

据上述一般入学条件，每个高等教育机
构还可以各自制定额外的入学条件和程
序，包括录取的名额（除医学专业有名
额限制外）。同一所高等教育机构入学
条件和程序可以相同，也可以根据不同
专业而单独设置。不同高等教育机构针
对相同的专业可以设置不同的入学条件
和程序。每所高等教育机构必须在项目
学年当年的5月31日前公布入学条件和
程序。自2004年5月1日起外国人可同波
兰公民享受同等的学习、毕业后继续深
造和参加科研与培训项目的自由，前提
是他们：
·�拥有居住许可，
·��拥有波兰共和国认可的难民身份，
·�在波兰共和国境内享受临时保护，
·��是移民雇员� －� 过去或现在在波兰受
雇的欧盟成员国公民或加入欧洲经济
区条约的欧洲自由联盟成员国公民；
如果他们的家庭成员也居住在波兰共
和国境内，该权利同样适用于他们的
家庭成员。

·��欧盟成员国公民或加入欧洲经济区条
约的欧洲自由联盟成员国的公民以及
他们的有足够财力支付学习期间生活
费用的家庭成员都不享受低收入助学
金。

外国的教育证书可以在波兰按国际
协议认证，如果没有这样的协议可
以根据认证程序的规定进行认证。
可在科学与高等教育部的网页
上查询波兰共和国所签约的规
定外国文凭合法化的国际协议�
www.nauka.gov.pl 。

Ready, Study, Go! Po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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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期安排
波兰一学年分为两个学期（各为15个
周）�－�冬季学期和夏季学期。冬季学期
10月开学，2月中旬结束，中间有大约
10天的圣诞节假期。考试季通常1月份
开始，持续两至三个周。夏季学期2月
中旬开学，6月结束，中间有一周的复
活节假期。暑假从7月份开始一直到9月
底结束共三个月。但只有通过夏季考试
季（6月份的两至三个星期）所有考试
的学生才能享受全部假期。考试不及格
的学生在9月份还要补考。

考试和评分
所有的高等教育机构都必须以考试的形
式结束课程。一个科目中的不同部分可
以有几个独立的考试或测验。通常每学
期期末的考试季期间都会安排口试和笔
试。每门学科都会单独考试。成绩评估
的阶段为一学期或一学年。学生只有在
所有科目的课程考评和考试中取得通过
分数（最低为“及格”）并获得所有综
合设置要求的成绩评估学分后，才能成
功完成一个学期（或一学年）的学习。

评分：
各高等教育机构在其学业规定中都
有明确的评分标准。最普遍的标准
由以下几个分数组成：
·�5 优 (bardzo dobry)
·�4 良 (dobry)
·�3 及格 (dostateczny)
·�2 不及格 (niedostateczny)
·�学分／通过 (zaliczenie)

有时还使用加号或小数对分数进行
细化。必须指出的是，目前按这样
的标准所获得的分数还不能直接转
换成ECTS学分。

更多有关博洛尼亚进程和ECTS学分的信
息请浏览:
www.ehea.info

Ready, Study, Go! Po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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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费和奖学金

文凭
学生必须完成以下要求方能毕业：
·��通过所有科目、综合设置和社会实践
的成绩评估后，并且通过某专业所有
的学业课程考试；

·��在指定的时间内提交毕业项目，并获
得该项目的通过分数；

·�通过毕业考试。

在毕业时，学生会获得一张完成具体学
习专业的毕业文凭，同时附带一张附页
（文凭的外文翻译件，注明学位、水平
和专业）。

根据波兰政府的人力资本发展战略，直到2020年国际学生的份额在学生的总数中应达到5％。

Ready, Study, Go! Po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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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学金的提
供
双边协议奖学金
双边协议规定留学生可获得一定数量的
奖学金。奖学金的资助方有时是波兰政
府，有时是外国合作方的政府，其目
的是加强在某些专业方面的交流。奖
学金的数额取决于选择的学业种类。
在学术认证和国际交流局（BUWiWM）
的网页上可以搜索到相关信息：�
www.buwiwm.edu.pl

同时也可向地方政府咨询他们是否有
资助在波兰学习的奖学金项目。

ERASMUS+项目
虽然ERASMUS+高等教育项目主要是一个
学生交换项目，但也包括安排在国外公
司就业以及学术人员交流。它在“欧盟
ERASMUS+项目”框架下运行。“欧盟
ERASMUS+项目”继承了“终生学习项目
（LLP）”的优良传统，成员含括欧盟所
有成员国以及冰岛、列支敦士登、挪威
和土耳其。ERASMUS+高等教育允许学生
把部分学业安排在其他国家，并且不用
额外支付学费、注册费和考试费。学生
还会获得一笔用于支付国外生活费用的
奖学金。奖学金的数额取决于派出机构
的规定，通常根据目的地的不同而有所
差别。派出单位必须接受项目所规定的
国外求学时间以及所需完成的课程。同
LLP相比，ERASMUS+高等教育项目有实
习和安置工作的目的，为毕业生的流动
性提供了一个新选择。更多ERASMUS+高
等教育信息请查阅FRSE网站�
www.frse.org.pl
www.erasmusplus.org.pl/in-poland 
或欧洲联盟委员会网站�
http://ec.europa.eu/programmes/ 
erasmus-plus/

中东欧CEEPUS交换项目
CEEPUS（中东欧大学交换项目）是中东
欧的一个多边交换项目。它是一个中欧
跨国大学网络，为各个特定学科的网络
提供平台。
目前，CEEPUS把16个中东欧国家（阿
尔巴尼亚、奥地利、波黑、保加利亚、
克罗地亚、捷克共和国、匈牙利、马其
顿、摩尔多瓦、黑山、波兰、罗马尼
亚、塞尔维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
和普里什蒂纳／科索沃正在筹备中）的
大学组合在不同的网络中。每个网络至
少由两个缔约国的三家（至少）高等教
育机构组成。
CEEPUS内部的学生交换时间可持续3至
10个月。在一个网络内部，派出的学生
免收学费，并能根据派入国的生活成本
标准从派入国处获得综合助学金。只有
拥有CEEPUS或欧盟／欧洲经济区国籍的
交换生才可获得奖学金。
当前各网络名单的详细信息请浏览
http://www.ceepus.info

Visegrad组织奖学金项目
国际Visegrad基金项目授予选出的学生
硕士或硕士后奖学金，时间为一至两个
学期（对于“进入”（In-Coming）方
案下的硕士生可以奖励一至四个学期的
奖学金）。下述国家和地区的公民可以
申请：阿尔巴尼亚、亚美尼亚、阿塞
拜疆、白俄罗斯、波黑、捷克、格鲁吉
亚、匈牙利、科索沃、马其顿、摩尔多
瓦、黑山、波兰、俄罗斯、塞尔维亚、
斯洛伐克和乌克兰。所有申请人必须大
学学业（至少4个学期）后才可申请。
项目中含有各种不同的奖学金方案，详
情请浏览Visegrad基金网站：
http://visegradfund.org/scholarships/

Ready, Study, Go! Po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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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部伙伴国家和后苏联国家
学生奖学金

KonstantyKalinowski奖学金项目
该奖学金项目专门提供给白俄罗斯的政
治和社会活动人士。由于参加政治活
动，他们无法在自己的祖国继续接受高
等教育。项目奖学金授予所有专业的学
士、硕士和博士、研究实习和研究生教
育。这有助于让没有机会在白俄罗斯学
习的白俄罗斯学生有机会进入波兰最好
的大学学习，同时也有助于欧洲价值观
的推广。详细信息请浏览网站：
http://www.studium.uw.edu.pl/?con-
tent/74

东方学硕士奖学金
华沙大学东方学专家为东欧、俄罗斯、高
加索和中亚国家的留学生授课。奖学金不
但用于在波兰建立一个训练有素的东方事
务专家团队，而且还用于为其他国家特
别是邻国的年轻专家们提供一个学习的机
会。因此，这对于有志于研究本地区的过
去、现在和将来的波兰和外国年轻学者们
来说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学生必须完成了

学业（文学硕士或专业学位）且不超过30
岁，熟练掌握波兰语和英语方可申请该硕
士学业。自2012年还开始向欧洲学文学士
学位提供奖学金。详细信息请浏览网站：
http://www.studium.uw.edu.pl/?con-
tent/70

Stefan�Banach奖学金项目
“东方伙伴关系”是一个旨在促进波兰
与东南欧邻国（亚美尼亚、阿塞拜疆、
白俄罗斯、格鲁吉亚、摩尔多瓦和乌克
兰）政治和经济一体化的欧盟项目，。
获得了生命科学、技术科学、经济、法
律或欧洲学学士学位的学生有权享受该
奖学金。学生必须掌握波兰语。详细信
息请浏览网站：
http://buwiwm.edu.pl/

后苏联国家青年科学家奖学金项
目
该奖学金项目授予获得人文或社会科学
学位并取得一定学术成就的人士，包括
9个月的研究实习。后苏联国家的学生
可以在波兰外交和领事馆进行申请。具
体信息请浏览网站：
http://www.studium.uw.edu.pl/?con-
tent/74

发展中国家公民奖学金

伊格纳齐·武卡谢维奇�（Ignacy�
Lukasiewicz）奖学金计划
伊格纳齐·武卡谢维奇奖学金计划是由
两种形式的奖学金组成的:在1年大学预
科课程前，技术领域上的硕士学位和在
以下领域上的博士学位：数学，物理，
化学，生物，地球科学，技术科学，农
业科学。这个计划主要是设计给来自
以下地方的市民：安哥拉，埃塞俄比
亚，印度尼西亚，肯尼亚，哥伦比亚，
墨西哥，缅甸，蒙古，莫桑比克，尼日
利亚，南非共和国，塞内加尔，坦桑尼
亚，越南
 http://buwiwm.edu.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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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超过700个选择，
您将如何选择适合自
己的用英语的最佳课
程方案？*

*“Studyfinder”工具目前是国内最全
面的网络工具，它涵盖了领先的波兰
大学的全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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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布莱特奖学金
美国参议员J. William Fulbright于1946年
设立了福布莱特奖学金，它是一项授予
国际教育交流中成绩优秀者（学生、学
者、教师、专家、科学家和艺术家）的
奖学金，竞争相当激烈。福布莱特奖学
金择优奖励，美国公民可以获得到国外
学习、科研或发挥天才的福布莱特奖学
金。同样，其他国家的公民可以获得到
美国进行同样的学习研究的资格。
福布莱特奖学金是世界上声誉最高的奖
学金项目，同时在155个国家运作。该
项目于1959年在波兰开始运作。至今它
仍是中东欧最大学术交换项目之一，也
是波兰美国间最具声誉和最具连续性的
学术交换项目。
在两国政府的支持下波兰的福布莱特项
目由波兰美国福布莱特委员会管理。通

过各种交换项目该委员会为美国和波兰
教育人士、学者和机构的学习、研究、
指导和其他教育活动提供支持；同时也
为学生、培训生、学者、教师、导师和
教授安排美国和波兰间的访问和交流。
福布莱特奖学金美国公民项目详情请访
问网站：
http://www.fulbright.edu.pl/en/category/
grants/for-american-citizens/
或美国国务院教育和文化事务局网站：�
http://eca.state.gov/fulbright/country/
poland

Lane�Kirkland奖学金计划
这个计划是给在以下地方最少有两年工
作经验的毕业大学学生：乌克兰，白俄
罗斯，，俄罗斯，摩尔多瓦，格鲁吉
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哈赛克斯坦
和吉尔吉斯斯坦。和要有积极参与他们
国家和地区的民主的发展，经济和公民
社会的决心。这个计划提供一个在以下
领域的两个学期的补充学习：经济和
管理，行政管理/管理（商业，非政府
组织，文化，环境，健康），公共行政
（国家与地方），法律，社会科学（社
会学，社会心理学），政治学和国际关
系，发展政策和人道主义援助。这个学
习是要通过在波兰的事业单位最少有一
个两周的实习期作为补充的。详情请访
问网站：
www.kirkland.edu.pl

计划“杰出的研究”
这个计划是给一些完成第三年的统一硕
士或者是学士毕业生和想在根据所谓的
上海排名最好的外国大学继续他们的学
习的年轻人。计划参加者会在学费，住
宿，生活，旅游，和保险上收到资金。
如果计划参加者在毕业后10年内回到
波兰，并且在这里工作总共5年或者在
波兰事业单位获得他的博士学位，财政
资助就不需要偿还。第一批学生将会在
2016/2017学年开始他们的出国留学
www.nauka.gov.pl/studia-dla-wybitnych

Ready, Study, Go! PolandReady, Study, Go! Poland

更多了解：

http://www.fulbright.edu.pl/en/category/grants/for-american-citizens/
http://www.fulbright.edu.pl/en/category/grants/for-american-citizens/
http://eca.state.gov/fulbright/country/poland
http://eca.state.gov/fulbright/country/poland


32

生活与工作

提供
在国家高等教育机构里的全日制学习（
波兰语）的学费免费对象是波兰学生和
是欧盟或欧洲经济区成员国公民的留学
生或者是持有波兰侨民卡的学生(Karta�
Polaka)
所有其他留学生须交纳按以下平均值的
学费费用
·��每年2000欧元：本科，研究与长周期
的研究

·��每年3000欧元：博士，研究生课程和
医学研究生实习，科学，艺术，专家
和博士后实习。

·��每年3000�欧元：职业课程和实习机会,

·��每年2000�欧元：在波兰学习年度的波
兰语预科课程。

公立和私立高等院校的学费由校方自行
决定，但是不可以低于教育过程的成
本。学费的范围为每年2000至
6000欧元，由高校和课程的种类决定
（MBA课程：每年约
8000至12000欧元）

请注意！实际学费和具体学习条件将在
各机构间或学生和大学间的框架协议中
详细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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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之前
住宿
学生在波兰的住宿安排有许多不同的选
择，它们会由于所选择的城市和高等教
育机构不同而不同。许多波兰的高等教
育机构有自己的宿舍，通常这是最经济
的选择。然而大多数波兰学生更愿意选
择租私人公寓的房间。

学生楼和宿舍
学生楼的价格由各高等教育机构制定，
一般来讲，宿舍的合租房间住宿费大约
在每月60至80欧元之间，单人房间的住
宿费在100至150欧元之间。但是，即使
是在同一所高等教育机构中各学生楼的
宿舍标准也存在很大差别，所以在做最
终决定前最好做一翻调查。区别不大的
是学生楼中的友好和互助的氛围。

私人房屋
在波兰租用一套较大公寓中的一个房间
是很普遍的现象。来自城市外的学生大
都选择共租公寓的方式。房租随城市而
异。房租主要取决于公寓的地点位置，
房间的大小和质量。月租一般在150欧
元到200欧元之间。一些房东会要求收
取一定数额的押金。如果您没有朋友共
住，也不用担心。与人合租一套公寓是
一个很好的机会：既能分担住宿费，又
能交到一个好朋友！如果您的确不喜欢
合住，您还可以找到单独的公寓。（在
华沙）最小的一居室公寓的租金起价是
300欧元。

健康保险

欧盟／欧洲经济区学生
只要欧盟／欧洲经济区国家的学生有其
祖国的国家保险系统的有效医疗保险，
就可以在波兰享受医疗服务。学生持有
效护照、学生证或博士生证和有效的“
欧洲健康保险卡”（Europejska Karta 

Ubezpieczenia Zdrowotnego）便可在波
兰免费享受医疗服务。有关欧盟／欧洲
经济区公民医疗服务的更多信息请浏览
国家健康基金网站：
https://www.ekuz.nfz.gov.pl/en/info_dla_ 
uprawnionych_z_innych/general- 
information-concerning-access-health- 
care-during-temporary-st

欧盟／欧洲经济区外的学生
建议在可能的情况下，来自非欧盟／欧
洲经济国家的学生在到达波兰前购买其
祖国的国际医疗保险，否则必须同国家
健康基金（NarodowyFunduszZdrowia – 
NFZ）签订一个自愿的健康保险协议，
并每月支付大约15欧元的保险费。在此
保险项目下，学生有权享受免费的医疗
服务，可以使用大学的健康服务诊所和
健康中心。此外，所有外国学生可以选
择购买额外的意外事故保险。详细信息
请浏览国家健康基金网站：
www.nfz.gov.pl。

气候
波兰气候温和，有着海洋性和大陆性气
候相结合的特点。天气有时会变化无
常，难以预测。晴天和雨天都很多，偶
尔夏季炎热或多雨都不足为奇。冬天通
常很冷，气温都在零摄氏度以下，或多
或少都会下雪。如果您来自气候较温暖
的地方，一定要准备好合适的衣服。
波兰平均最高／最低气温
波兰平均降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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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之后
学生卡
学生卡和信用卡一般大小，但它可以改
变你的生活。学生卡不仅可以用来证明
你的身份，同时它也是你进入图书馆和
其他高校设施的通行证，而且让你享受
各种学生优惠，最重要的是学生卡让你
享有50%的公共交通优惠折扣（每月能
帮你节省15欧元）。另外，26岁以下
的学生可以享受37%的国家铁路交通优
惠折扣，让你以更优惠的价格在波兰旅
游。一些其它的交通公司、剧院、博物
馆、电影院，甚至餐馆都会有学生优惠
价格。一些高校的学生会还为学生提供
更多额外的折扣。
拿起你的学生卡享受城市里的生活吧！

交通
大多数的波兰城市都有完善的公共交通
网。不同城市的公共交通系统包括：公
共汽车、有轨电车、无轨电车、火车以
及地铁。买长期票通常是一个好的选

择，因为乘坐公共交通设施是不可避免
的。即使你找到靠近大学的住处，大学
的其他院校或者设施也可能会比较远。
波兰的城市通常不太适合骑自行车，但
情况正在改善。现在设立了越来越多的
自行车道以及自行车停车道。一些城市
还有短时间的自行车租赁系统，让你可
以借车出行。

休闲
在波兰有一系列休闲活动可供选择，无
论您喜欢什么活动，都能在这里找到！
好动的学生可以使用配备完善的体育
设备，或者采用骑车、远足、骑马、航
海、划船、热气球和以其想尝试的方式
去探索波兰美丽的风光。爱好旅游的学
生一定要去参观教堂、城堡、博物馆以
及其他旅游胜地。爱好文化的学生可以
选择去剧院和画廊，或者可以选择交响
乐、音乐会以及音乐俱乐部。这里每年
都会组织许多有趣的节日。
经过一天的活动之后，您可以到一个（
或者好几个）俱乐部去转转放松一下，
享受夜生活。更多关于休闲娱乐的信息
请登录：
www.polska.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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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的生活费用
与其他欧盟国家相比，波兰的生活和学
习费用比较便宜。虽然不同城市的费用
有所不同，但对于一个学生来说每月有
300欧元就能满足基本生活了。学生平

均的生活费用在350至550欧元之间。请
记住，非欧盟／欧洲经济区的学生如想
在波兰学习，必须拥有足够支付生活费
用的经济来源。从以下例子中可以大致
看出学生每月的开支数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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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身份

工作

在学习期间工作
非欧盟／欧洲经济区的学生若想在波兰
学习，必须证明自己有经济能力承担在
波兰生活的费用。但有一部分学生愿意
一边学习一边工作。在这种情况下，非
欧盟／欧洲经济区国家的学生则须申请
工作许可证，而许可证只有当没有其他
欧盟公民能够任命该岗位时才有可能发
放。如果是全日制学生，某些形式的工
作（如：职业培训，暑期工作等）不须
要许可证。所有欧盟或欧洲经济区国家
公民和波兰侨民卡持有者的全职学生完
全无须工作许可证。详情请浏览国际移
民组织网站�
(http://www.migrant.info.pl/home.html) 
或者外国人办公室�
(http://udsc.gov.pl/)。

暑期工作
三个月的大学长假是获取额外收入和工
作经验的好机会。不可否认的是，所有
全日制学生可以不需要工作许可证全年
工作，但是，特别是在假期期间如果你
能找到一份工作或者可以找到实习机

会，也是一个是明智之举。一些公司会
组织有意义的实习项目，有助于你未来
的职业规划，值得尝试！

学期工作
边工作边学习不是件容易的事，但也可
以这样做，尤其是当你选择的课程安排
是在晚上或者周末。虽热如此，学生要
仔细考虑是否符合自己最大化的利益，
因为这将会影响到你的学习成绩。绝大
部分的大学都会有大学生职业中心，在
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工作，实习，培训
的信息。你也可以在最近的劳动局找到
工作机会

毕业后的就业问题
毕业后你或许会对离开这个美丽的国家
感到恋恋不舍。如果您仍想留在波兰就
业，不必担忧，作为波兰高等教育机构
的全日制课程毕业生在波兰工作不需要
工作许可。只需要确保你的临时居留证
是合法有效的

Ready, Study, Go! Po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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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波兰国民
身份入学�
如果具有以下条件，您可以以等
同波兰公民的身份入学：
·��已获得居住许可证（在波兰定居）
·��拥有波兰共和国颁发的难民身份
·��已获得波兰共和国境内的临时保护
·��是移民工、欧盟／欧洲经济区国民或
欧盟／欧洲经济区移民工家庭成员

·��已获得欧盟长期居民的居住许可
·��是拥有长期居住权的欧盟／欧洲经济
区公民。

学费
如果以波兰公民身份在公立的高等教育
机构全日制学习，学费全免，但需要流
利掌握波兰语并通过录取程序。

学生资助
以波兰公民身份学习的学生可以获得各
种不同形式的国家预算资助。

他们包括：
·�生活补助金
·�残疾人特殊补助金
·��校长授予的优秀学生奖学金
·��部长授予的学术成就奖学金
·�部长授予的突出体育成绩奖学金
·援助金

以外国人的
身份入学
您可以在波兰作为外国人按以下
文件的规定入学：
·国际协议
·��某高等教育机构和外国实体签订的协
议

·�负责高等教育的部长的决定
·�高等教育机构校长的决定

学费和奖学金
以外国人的身份入学您可以：
·�获得某项波兰伙伴的奖学金
·�自付学费上学
·�免学费但无资格申请奖学金
·��获得派出方（如您的祖国或大学）的
奖学金和免学费

·�获得波兰高等教育机构的奖学金
不能用波兰公民身份定义的学生入学时
无需参加与其他学生的竞争，但是要支
付高等教育机构规定的学费。

以外国人身份入学的学生无权享受国家
预算的财政支持。非公立高等教育机构
学生录取的基础是校长决定和收费学
费。他们有可能获得高等教育机构奖学
金或减免部分或全部学费。

申请
由于不用与当地学生竞争，外国人进入
自己所选的高等教育机构会相对容易一
些。一般的要求是：
·��确认熟练掌握参加所选课程的讲课语
言
·��高中毕业文凭和�－�如果申请第二或
第三周期的学习�－�前一周期学习的
文凭（如：申请硕士课程必须要有学
士文凭）。

艺术和医学类的高等教育机构有可能要
求能力和资格证明。

Ready, Study, Go! PolandReady, Study, Go! Po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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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身份进
行学习
您可以在以波兰公民身份或以外国人身
份之间选择，前提是：
·�是有效的波兰侨民卡的持有者
·��是欧盟／欧洲经济区公民并有足够资
金支持在波兰的学业

波兰侨民卡（Karta Polaka）是证明归属
波兰民族的文件，它签发给没有波兰公
民身份并居住在某前苏联国家的人士。
除了其他特权之外，持有者有权选择他
们的入学身份。关于波兰卡的具体信息
请浏览：�
www.migrant.info.pl

欧盟／欧洲经济区公民可以选择以波兰学
生或外国学生的身份入学。但是他们必
须有足够资金支持在波兰的学业。即使选
择作为波兰学生的身份入学，他们也没有
申请生活补助金或残疾人特殊补助金的资
格。

学习方式 优势 劣势

作为波兰公民 ·�高等教育机构的免费教育
·�获得国家预算的学生财政支持

·�与波兰学生竞争高等教
育机构的入学名额

作为外国人 ·容易入学高等教育机构
·�（在一所高等教育机构）学习
一年波兰语准备课程。
·�有可能获得奖学金�

·�自付学费学习
·�无资格获得国家预算的
财政支持

Ready, Study, Go! Poland

签证与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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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几种供选择的签证类型：
·��“A类”�－�申根机场过境签证，不适
用于来波兰学习的留学生

·��“C类”�－�短期申根签证，允许持有
者在申根境内停留90天至6个月内

·��“D类”�－�长期国家签证，有效期一
年，允许在半年的时间内在申根区旅
行3个月

签证只可延期一次。如果你需要逗留在
波兰的时间比你签证的时间久的话，请
申请临时居住证（详情见如下）

欧盟公民的
入境要求
欧盟成员国公民进入波兰只需有效的旅
行证件或证明身份和国籍的证件（如居
民身份证）。但如果您在波兰居住期间
有去国外旅行的计划，最好随身携带护
照，因为去波兰周边非欧盟国家时需要
护照。

对于三个月以内的没有正式要求，但是
学业会超过该期限，因此，对于这样的
住宿登记是必要的，� 所以您需要到省
（Voidodship）办公厅办理登记

非欧盟公民
的入境要求
非欧盟公民进入波兰所需的两个证件为
有效的旅行证件（护照）和（如需要的
话）签证。

签证
按照一般相关规定，您进入波兰需要签
证。然而部分国家不在规定范围内。以
下网页上您可以查阅您的国家是否列在
其中：
http://www.msz.gov.pl/en/travel_to_
poland/entering_poland/visa_free/

波兰是申根区的一部分，因此，你可以
申请波兰签证然后旅游全欧洲（不包括
英国、爱尔兰，塞浦路斯、保加利亚、
罗马尼亚和非欧盟国家）。

Ready, Study, Go! PolandReady, Study, Go! Poland

5个获得签证的简单步骤：
1) 找到接收您申请的波兰领事馆，可以使用外交部搜索引擎���
http://mfa.gov.pl/en/travel_to_poland/polands_missions_abroad/polish_missions_
abroad.
2)  仔细阅读领事馆网页上所有有关签证申请的信息并按说明填写。
3)   与领事馆预约安排签证。多数情况下您必须通过网页�

http://www.e-konsulat.gov.pl 进行登记。
4) �准备好的相关文件，包括：申请表、旅行证件（护照）、个人照片、健康保
险和必须证明自己有经济能力承担自己在波兰生活的费用，证明停留目的的
文件。具体所需文件各领事馆可能有所不同，具体内容请向各领事馆的网站
确认。

5) �提交所有文件，包括打印和签字的申请表和签证费。

签证申请完成。审批时间不超过15天。

http://www.msz.gov.pl/en/travel_to_poland/entering_poland/visa_free/
http://www.msz.gov.pl/en/travel_to_poland/entering_poland/visa_free/
http://mfa.gov.pl/en/travel_to_poland/polands_missions_abroad/polish_missions_abroad
http://mfa.gov.pl/en/travel_to_poland/polands_missions_abroad/polish_missions_ab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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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您的波兰语
水平

临时居住卡
什么人需要临时居住卡？
每一个非欧盟的学生须办理。

你应该要在你的签证过期前申请
一个临时居留证�
当你收到许可证的时候你会收到一个临
时居留卡，一个证明你有居留证的身份
证。您便可以不限次出入波兰。� 第
一个居留证会在个15个月内发行，3年
内可以重新办理，但是不可超过你的学
习剩余时间
注意：您必须在波兰合法停留期内，即
您在到达后的三个月期限内（欧盟学
生）或在签证到期前（非欧盟学生）申
请办理临时居住卡。�

申请
您必须向当地区办公室申请临时居住
卡。全部办公室的列表请浏览：
http://www.migrant.info.pl/public- 
institutions.html 。

您需要提交的居留合法化文件包括申请
表，照片和身份证明、国籍、地址、停
留目的（你学校开具的证明），健康保
险和财产证明等的文件。具体信息请查
阅捷克区办公室网页。该程序总共花费
390兹罗提

欧盟学生
欧盟学生不需要办理暂住证。作为欧盟
公民，他们只在来到波兰后的90天内在
地方当局里申请他们的住宿登记。他们
会发出一种无成本的非限定期间的登记
证书，并它证明他们有权留在波兰。

Ready, Study, Go! Po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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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语言和
文化暑期班
波兰语言和文化暑期班在暑假期间开
课，持续三至四个星期。这些暑期班不
仅提供了在波兰学习波兰语的好机会，
而且也帮助学员更好的了解了波兰和波
兰人民。
课程的教学大纲包括语言课和波兰文学
文化课。还有用波兰语组织的社会融入
活动：包含简短介绍的波兰电影晚会、

才艺晚会、多文化晚会、波兰歌曲晚会
和最后的游览日。
除了提供专业的语言教学外，暑期班工
作人员还为所有研究波兰项目的人士和
对波兰感兴趣的非专业人士提供帮助，
组织各种活动（如收集材料和信息）。
暑期班对于那些将来准备参加国家考试
（用波兰语作为外语）的人士十分有用
(www.buwiwm.edu.pl/certyfikacja)。
开设暑期班的机构是精通波兰语教学的
高等教育机构，这些机构在每年的二月
通过比赛选出。

9个月波兰
语预备课程
为所有有志于用波兰语上学的人士筛选
出了提供波兰语准备课程的波兰高等教
育机构。
该课程包括波兰语课程和与今后学业有
关的科目。申请人可以选择各种专业，
例如：人文科学、工程／技术科学、建
筑、艺术、经济、医学和农业。课程为
期9个月，通常10月开始，从星期一至
星期五。学费根据机构的不同而各有差
异，最低2000欧元／9个月，开课前支
付。波兰裔的申请人可获得30％的学
费减免。咨询详细内容，请联系下列机
构：
•	 	School	of	Polish	for	Foreign	Students,	

University of Lodz,
•	 	The	Polish	Langue	and	Culture	

Centre for Polish People Abroad and 
Foreigners, Maria Curie-Skłodowska 
University Lublin,

•	 	School	of	Polish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of Silesia in Katowice,

•	 	Centre	of	Polish	Language	and	Culture	
for Foreigners, University of Warsaw,

•	 	International	Centre	of	Education,	
Tadeusz Kosciuszko Cracow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	 	The	Department	of	Polish	Language	
for Foreigners, Wroclaw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	 	“POLONUS”	Centre	of	Polish	Culture	
and Language for Poles from Abroad 
and Foreigners, University of Rzeszów,

•	 	学术认证和国际交流局 [Biuro 
Uznawalności Wykształcenia i Wymiany 
Międzynarodowej] 
地址： ul. Ogrodowa 28/30, 00-896 
Warszawa (华沙) 
电话：�+4822 826 74 34, 
传真：+4822 826 28 23, 
电子邮箱：biuro@buwiwm.edu.pl,

•	 	波兰大使馆和领事馆在您的居住国（
在“波兰驻外使团”的搜索引擎中更
多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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