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成高级工程师或高级医

生，学成高级社会学家或高

级经济师。来乌克兰接受国

际水平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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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乌克兰学成高级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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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外学习—总是事关威望并受人尊敬。获得外国

高校文凭的专家其它国家专家们的知识、实践和有

前景的研究方法都能融合到自己的专业活动中。在

当今日新月异的开放世界中，公司已不能只局限于

国内市场，对其它国家文化的、社会的及经济的特

点方面的知识是特别需要的。

我们建议您了解一下在乌克兰接受高等教育的可

能。在我们这里您可以获取以下专业：工程师或医

生、社会学家或经济师、语言学家或音乐家。有

130多个国家的学生选择乌克兰作为留学目的国。

按留学生的人数规模，乌克兰居世界第十。乌克兰

领土面积位居世界第45位，人口数量世界第27位，

对这样一个国家来说，接收的留学生人数算是一个

高指标了。不过不必感到惊奇，要知道乌克兰教

育领域是有着攸久历史、实力雄厚且枝繁叶茂的体

系。早在中世纪，基辅和利沃夫就开办了高等学校

就已接受了来自其它国家的留学生。

今日，在乌克兰高校就读的约有4万5千外国留学

生。各大学、学院、科学院提供有400多个专业的

学士、专家和硕士的培养规划。其中也会有您梦寐

以求的专业。

在乌克兰学成高级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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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乌克兰留学的
十大优势
如果您要为自己或自己的亲朋在国外寻找留学信息，
那就请您仔细了解一下乌克兰。

1 入境条件简单： 例如前苏

联成员国的公民照例是免签证

的。此外，免签入境的还有大多数欧洲国

家以及美国、加拿大、以色列、日本、蒙

古和其它几个国家的公民。您就不必为获

取签证去费时、费力和费钱。至于需要签

证入境乌克兰的其它国家的公民可以去乌

克兰使馆了解获取签证的问题。您有意就

读的高校的工作人员也会给与您签证上的

帮助。

2 在乌克兰对外国人采取宽
容态度： 在乌克兰国内不存在

种族之间、民族之间或宗教之间的冲突。

乌克兰人以好客著称，关于这一点，您的

亲身经历会得到证实。

3 在乌克兰生活开销大大低
于在欧洲国家、北美和莫

斯科： 就是乌克兰首都也不会列入前十

位的世界生活最昂贵的城市排名之中。如

果您选择的大学是位于乌克兰以下各州首

府城市：哈尔科夫，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

克、顿涅茨克、卢甘茨克、利沃夫或奥德

萨，其生活开销比在首都还要低。

4 在乌克兰的教育成本也要
大大低于欧洲或北美。

作或者继续深造。乌克兰与其它国家

一起简化了教育证件的认证手续，我国是

文件认证简化手续海牙公约的成员国，也

是欧洲高等教育领域文凭互认的协议的里

斯本公约的成员国。  

8 大多数招收外国留学生
的高校均设有预科部： 如

果您想要完成用俄语或乌克兰语教学的学

习课程，而您在这方面的语言知识尚嫌不

足，那您可以用一年时间接受语言培训学

习。

9 乌克兰大大学为留学生提
供宿舍： 这种廉价住房只是给

学生的。不过假如您想住的舒适一点，可

以在外租房。

5 乌克兰的重点大学均有一
个世纪以上的历史和良好

的声誉。 各知识领域乌克兰学派的权威

和成果为世界所承认。

6 在乌克兰大学里您可以获
取按多数国家公认的学位

等级：学士、硕士。乌克兰教育和资质

等级体系具有自己的特点： 除了有欧洲通

用的学位外，还保留了“专家”这一学位。因

此有些学校会向您提供获取这一学位的课

程，其学习期限要比获取 “学士”学位多学

习一年，比获取“硕士”学位少学习一年。

可能这一课程安排更符合贵国的要求。课

程安排的选择权归您，取决于您未来的计

划。

7 拥有乌克兰的学位证，您
就可以在世界任何国家工

在乌克兰学成高级专家！

10      最后一点是， 乌克兰是非常美乌克兰是非常美
丽的国家：丽的国家： 这里有可看的东西，

有可学的东西，也有可消遣的地方。这是说，您

不仅可以接受优质的教育，而且还会拥有灿烂的

大学生活，由此产生的印象会伴您一生！由此产生的印象会伴您一生！



我们并不掩饰，我们也有不足之处：

1. 在乌克兰您必须适应当地的伙食。我们的传统菜肴

中有红菜汤、甜馅饺子、鸡肉卷等等，您可能感到不

习惯，但这却是美味佳肴。不过，您也可以找到你们

的传统口味的饮食，因为每个城市都有中国、日本、

意大利以及其他国家的各色餐馆。

2. 乌克兰的冬天从12月开始一直到下一年的2月，很

冷并且雪多。这里的冬天没有莫斯科那么寒冷，不过

对零下的温度和下雪天务必要有所准备。

3. 而最主要的是，学习结束您就不想离开这里了，因

为学习期间您会有许多朋友和熟人了。

要学习—到乌克兰去！ .  5

在乌克兰学成高级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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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沙尔•拉特纳卡尔，理
论物理学家（印度—乌克
兰）

1991年我毕业于国立哈尔科

夫大学。理论物理哈尔科夫学

派是世界闻名的。现在我在一

家国际公司担任顾问工程师。

乌克兰思维方式的通晓，和在

大学里学到的快速熟悉新课题

的技巧对我现在的工作大有帮

助。我要向打算来这里学习的

同胞们说的是，要搞清楚这里

的汽车前排右侧座位是给乘客

的位置。其他的学习起来都很

容易。

在乌克兰学成高级专家！

吴立，管理人员（中国—
乌克兰）

今年我从一所基辅的大学毕业

了，并取得毕业证。现在我在

一家乌克兰的国际旅游公司实

习。以后我打算在乌克兰的一

家中国公司工作，为此我已具

备了必需的知识，而我们两国

之间的合作正在积极发展。此

外，我在这里有很多好朋友。

我想对打算来乌克兰留学的同

胞提醒一下，这里的冬天像中

国的北方的一些省份，因此别

忘了带上保暖的东西，然而在

室内要暖和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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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可能，在无数具有高水平教学的乌克兰大学中会有一所

能满足您的要求。

在乌克兰，认为学习和接受教育是事关体面的事。大概正

因为如此，我国有高等教育学历的人数高于中欧的水平，

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乌克兰公民接受过中等或高等教育。乌

克兰大学生在各科（程序设计、数学、物理、化学、生物

学、天文学、天体物理学）国际奥林匹克大赛上的卓越表

现可以见证乌克兰教育的高水平。乌克兰人口教育程度

高，不仅被统计数据所证实，就是国际商业人士也关注这

一事实，指出这是一个国家的竞争优势、现在乌克兰高校

在校生人数约为250万。

理所当然的是，许多外国人都对在乌克兰高等学校学习有

兴趣。以留学生人数规模来看，乌克兰位居世界前十国之

列。

如果您或您的亲朋要为接受高等教育而选
择留学国家的话，那我们建议您了解一下
乌克兰的教育体制。

在乌克兰学成高级专家！

乌克兰现在大约有4.5万名留学生，在
外国人教育服务国际市场占有百分之
一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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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里奇•梅奇尼科夫--细菌学家

和免疫学家，老年学之父，是

免疫学理论创立者，学识渊博

的科学家。在哈尔科夫大学学

习过并长期工作在奥德萨的新

罗西斯克大学，后来，又在他

创建的细菌实验站工作。正是

在这时期，梅奇尼科夫研究了

人体免疫系统和发现了吞噬细

胞现象。在1888年梅奇尼科

夫接受巴斯德的邀请，到巴黎

新成立的研究所工作。这里他

的科学著作得到了承认：他因

免疫系统的研究成果被授予诺

贝尔奖。梅奇尼科夫在奥德萨

创建的生物实验站一直工作至

今，现在实验站叫敖德萨病毒

学和流行病学研究所。

在乌克兰学成高级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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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30年代列夫•朗道

在哈尔科夫工作并创立了很

有影响力的理论物理科学学

派，后来获得诺贝尔奖。朗

道担任了乌克兰技术物理研

究所的理论部主任，同时还

领导着哈尔科夫大学和工程

与力学研究所（ 现在叫哈尔

科夫工科大学）的理论物理

教研室。在这里授予这位天

才的物理学家物理与数学科

学博士学位和教授职称。传

奇的朗道科学学派，朗道当

时还不到30岁，吸引了许多

天才的年轻学者到了哈尔科

夫，特别是叶甫根尼•利夫希

茨，阿列克桑德尔•阿希捷尔

等人。由于这些，哈尔科夫

成为前苏联理论物理学的主

要中心之一，这个声誉一直

保持到今天 。

一些乌克兰重点大学的悠久历史以及乌克兰各知识领域科学
流派的声望和成就，也说明了接受高等教育选择乌克兰高校
是有利的。

成立于1576年的具有学院资格奥斯特

洛格学，自豪的宣称自己成为第一个教

育中心，它有自己的印刷厂，是按当时

欧洲高等学校的原则建立起来的。基辅

莫希拉学院是17世纪的科学权威中心，

它是东欧第一所高等学校。1661年波兰

立陶宛王国国王扬二世卡西米尔签署证

书，利沃夫耶稣会学校确认具有《学院

的头衔及大学的称号》。19世纪在哈尔

科夫(1804年), 基辅（1834年）和奥德

萨（ 1865年）相继开办大学。最古老

的医科大学的前身就是这些学校内设立

的医学系，而后来才分离出来成为一个

独立的教学机构。1875年奥匈帝国国王

弗朗茨•约瑟夫命令创办切尔诺夫策大

学。1885年创建了第一所技术学院—哈

尔科夫工学院，1898年—基辅工学院。

这些高校迅速地获得实力雄厚的科学和

教育中心的声誉，并保持至今。

19世纪末和20世纪乌克兰科学飞速发展

得到了世界的承认。乌克兰科学院创建

人弗拉基米尔•维尔纳茨基是当时地球

化学、生物地球化学和其他学科的奠基

人。诺贝尔奖得主伊里奇•梅奇尼科夫长

期在奥德萨工作，在此地他研究了生物

体的形成和衰老的奥秘，以及防御机制

工作秘密。在驯服流行病霍乱和鼠疫方

面人类要感激梅奇尼科夫的学生丹尼尔•

扎博洛特内的研究。他在基辅成立的微生

物学和流行病研究所至今仍存在。著名的

生理学医生阿列克桑德拉•巴卡莫列茨在

基辅创办了两所研究所，在这里他创立了

很有影响力的医学学派。材料强度理论奠

基人斯捷潘•季莫申科曾在基辅工学院教

学。物理领域很有影响力的科学学派在基

辅创建人是—尼古拉•博戈柳波夫，哈尔科

夫是—列夫•朗道及他的学生和继承者。在

无线电天文学和无线电海洋学这样一些新

领域，谢苗•布劳恩在乌克兰进行研究。乌

克兰的天才科学家叶甫根尼•巴顿研究了独

特的全焊接桥梁的施工方法，发明了新的

焊接方法。在控制论领域，乌克兰科学家

的步伐紧跟时代的要求。在20世纪中期宣

告创立了维克多•格鲁什科夫和谢尔盖•列

别捷夫科学学派

乌克兰科学家的一系列发明，是许多领域

的世界科学发展的基础和起点。其中有这

样一些杰出的成就，如：根据锂原子分裂

实施人工核反应，获得“重水”，创造了欧

洲大陆上第一台电子计算机，开发了冶金

新领域—电冶金学，研发了世界领先的宇

宙火箭、航空技术等。

在乌克兰学成高级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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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乌克兰学成高级专家！

Укрінформ

Укрінформ

Укрінфор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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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乌克兰有881所不同层次的高等教育机构

（ 大学、科学院、学院、音乐学院（音乐专科

学院），专科学校和技术学校在培养专家。如

果早在近20年前所有的教学机构都是国立或城

市地方的，经费完全来自国家预算，而现在出

现了私立大学。其数量超过20%.

国家以乌克兰教育和科技部为代表对所有教育

机构进行监督，监管它们的服务质量。为此实

行了所有的高等教育机构认证和许可证制度。

在乌克兰境内的教育活动只有在该 校取得相应

许可证后才能进行。所有拥有许可证的高校都

要列入国家高等教育机构目录。而高校只有按

已认证的专业才有权发放已确认专业的文凭。

这个教育质量监督制度也适用于国外大学在乌

克兰境内设立的分校。在收到具体学校的入学

通知时，必须确认该校是否有您所选择的专业

的认证和许可证证书。所有乌克兰颁发的教育

文件应该是国家规定的样式，文凭本身就有数

种等级的防伪标识。

乌克兰完整的高等教育的“专家”和“硕士”的资格

只能是由3-4级认证的教育机构授予。这是综

合性大学，科学院，学院或者音乐学院—高等

音乐专科学院。由于科研活动方面的成就，大

学或科学院可以被授予“国家”级的身份。它通

常会反映在大学名称里。乌克兰最重要的大学

是：基辅谢甫琴科国家大学，利沃夫伊万弗兰

克国家大学，哈尔科夫卡拉津国家大学，奥德

萨梅奇尼科夫国家大学等等。

乌克兰的综合性大学是一个拥有多学科的高等

学校，它有各专业方向的广泛范围的教学计

划供您选择：自然、人文、技术、经济、和其

他科学、技术、文化和艺术方向。在乌克兰既

有传统的综合性大学，也有专科性大学：技术

的、工艺的、医学的、农业的，还有文化艺术

大学。科学院通常提供的是科学、生产或者教

育某个领域的一些专业。除大学和科学院外，

在乌克兰还可以在专科学院接受高等教育。这

种类型的学校是专门为在专业活动的某个领域

工作培养专家的。综合性大学内部的结构组成

单位也可称为学院。

2010/2011学年初，
据统计在乌克兰有
369所高等院校拥有
3-4级的资格：197所
大学，62所科学院，
109所学院和一所音
乐学院。其中109所
高等院校拥有国家级
地位。

乌克兰的高等教育体系是相当有影响力的。它是紧随着一切发达国家
所特有的全球趋势来发展的。

在乌克兰学成高级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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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乌克兰学成高级专家！

Укрінфор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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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乌克兰的专业等级证书评定制度是有自

己的特点的。

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一样，乌克兰高等教

育分为三个培养周期。第一学习周期是

3-4年，毕业的学生获得的教育专业等级

是学士学位。而第二学习周期包括两个层

次：专家（1-1.5年学习）和硕士（1-2年

学习）。学生可以就某个教学计划作出选

择。这取决于学生毕业后计划从事职业的

国家的教育制度的特点而定。在第二教育

周期设有的两个教育专业等级是由于在高

等院校的传统教学时间持续5-5年半。当

学生完成学习计划后授予“专家”学位。由

于“专家”文凭是目前乌克兰的劳动市场上

所要求的，这个教育专业等级在专业等级

证书表中得到保留。乌克兰许多高校向申

请人推荐这样的培训计划。这在于您的选

择。

第三学习周期象其他大部分国家一样，持

续三年或三年以上时间。为完成第三周

期，必须先进入到高等院校或科研机构

的研究生院学习。在课程结束后，申请人

要就准备好的学位论文进行公开答辩。这

个周期结束后，授予的学位是—科学副博

士学位。这个专业等级相当于国际上通用

的“哲学博士”（PhD）学位。许多外国大学

生选择在乌克兰接受研究生课程学习。

在不久的将来，乌克兰将实施一种以适应

欧洲专业等级框架的国家框架。也引入了

与国际惯例接轨的学士和硕士培养方向和

专业的目录。

能授予学士学位的

是评定为2-4级的高

校。第2级学校是专

科学校。授予专家和

硕士学位的是评定为

3-4级的学校：综合

大学，科学院和学

院。

乌克兰教育制度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和其他有影响的国际组
织所承认。在乌克兰拥有分段的教育专业等级制度，与大部分发达国
家的结构相对应。

现在乌克兰高校培养77个方向
的专家。有400个专业培养学
士、专家和硕士学位的人才。

在乌克兰学成高级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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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国家选择了欧洲教育标准的方针，选择了融入

全欧洲的教育和科研空间一体化。为了实现博洛尼亚

宣言，在乌克兰教育领域进行了重大改革和现代化。

接受高等教育的专家的培养，实施三段教育周期的制

度。这种流程图是与欧洲教育制度以及世界上大多

数国家的制度相匹配的。乌克兰的综合大学、学院以

及科学院提供了授予各种学位的多种培养计划：“学

士”（ 第一段培养周期）、“专家”和“硕士”（第二段培

养周期）、“副博士”（第三段培养周期）。高校已转

向欧洲使用的欧洲学分互认体系。它已作为欧洲式文

凭的附页。这一切变化的目标是让乌克兰教育领域与

其它国家相一致。结果是，要证明在乌克兰所受教育

的水平，其手续会大大的简化，反之，在其它国家所

受教育的水平证明也是如此。这些措施旨在增加大学

生和人才的流动性。

在2005年乌克兰加入了博洛尼亚宣
言，现在与46个欧洲国家一起实施博
洛尼亚改革。

在乌克兰学成高级专家！

2008年乌克兰与18个
博洛尼亚进程成员国
一起成为列入欧洲高
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
正式成员。

Укрінформ



奥莉加•涅米罗夫斯卡娅，
未来的律师（俄罗斯—乌
克兰）

2年前她决定上基辅的高校，
现在她已经在这里上学了。首
先，这里的费用比莫斯科便
宜。第二，在这里我有能帮助
我的亲戚和朋友。第三，希望
有新的感觉，新的地方和新的
发现。基辅在这方面没有让我
失望。这里有美景和古迹，以
及象其他超大城市一样充满了
活力！我要对想到乌克兰学习
的同胞们说的是，我在这里是
用俄语上课，用俄语交流。而
乌克兰语，和俄语近似，很好
懂，我已经能够说一些乌克兰
语了。这很酷。

要学习—到乌克兰去！ .  15

在乌克兰学成高级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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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乌克兰学成高级专家！

Укрінфор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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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是承认简化文件认证程序海牙公约成

员国，也是欧洲地区国家相互认可高等教育

学位证书的里斯本公约成员国。

为了您在乌克兰取得的文凭在其他国家是有

效的，在取得文凭之后您必须对文凭办理认

证手续。如果您要去就业或继续教育的国家

是海牙公约成员国，那么，对文凭加签证明

即可。这个文件合法性简化程序对所有成员

国都是通用的。如果不是成员国，必须经过

教育文件在乌克兰外交部进行合法性认证的

程序。这是并不复杂的程序，大学一般都会

帮助毕业生以相应的方式办理好所有手续。

但最好先了解您自己所在国家所需要的文件

确认手续。认证和加签是确认发放给你的文

件在乌克兰境外使用的合法性。

每个国家对专业等级证书确认程序都有自己

的特点。至今在乌克兰已签署了22个关于

学历、学位文件相互承认及同等价值的双方

协议书。特别是，签订的协议书已经生效的

国家有：保加利亚、匈牙利、越南、中国、

蒙古、波兰、罗马尼亚、法国和爱沙尼亚。

和俄罗斯及大部分前苏联国家签署了关于相

互承认教育文件的双边条约。在这些国家您

的专业等级证书的承认程序得到最大的简

化。乌克兰与43个国家一起是里斯本公约成

员国，公约适用于欧洲国家的成员。除欧洲

国家外，其成员还有美国、加拿大、澳大利

亚，以色列，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该公

约旨在对在一个国家、在其他公约成员国取

得的专业等级证书认定程序的简化。因此公

约签署国，其中包括乌克兰，在工作组范围

内合作，建立信息交流，把自己国家的专业

等级证书制度与欧洲高等教育区专业等级证

书的框架进行协调。

在乌克兰采用欧洲学
分转换系统，以及欧
洲文凭说明书，是衡
量学生的学习成果的
统一的手段。文凭说
明书目前包含了更多
的信息，能够对在学
生在乌克兰学习期间
的教学计划与其他国
家相应的教学计划进
行比较。这些新加上
去的内容将极大地简
化了在欧洲和其他国
家对乌克兰高等教育
文凭的认证程序。

持有乌克兰文凭您可以在世界任何国家开始您的职业活动或继续您的
学业。乌克兰与其他国家协商简化各种教育文件承认的程序。

在乌克兰学成高级专家！

在乌克兰由订制对
教育文件实施认证
和加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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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以前一样，许多国家的申请者，来乌

克兰接受高等教育每年都在不断增加。

在2000年在乌克兰大约有2万名外国留

学生，而在2010年，留学生数量增长

了一倍，现在超过4.4万人。以接收外

国留学生数量计，乌克兰能排在世界前

十位。这并不奇怪，要知道乌克兰有实

力雄厚的科技学校，保障了教学的高质

量，符合国际教育标准。而学费目前还

比许多国家要低。乌克兰城市的生活开

销也不高，而乌克兰人具有宽容民族的

声誉，他们友善待客。传统上，留学生

大量来自俄罗斯、东方和中东的国家。

但是来乌克兰留学的地区范围要多的

多 ，遍及130个国家。

从接收外国留学生的人数来看最大的乌

克兰城市处于领先地位。头两位的城市

是哈尔科夫市和乌克兰的首都基辅市，

在哈尔科夫，28所高校有招收外国留学

生许可证，基辅有41所。在这两大城市

就有约1万7千名外国留学生。除哈尔科

夫和基辅的高校外，还有许多其他城市

的高校拥有招收外国留学生的资格，在

奥德萨市有18所，第聂伯彼特罗夫斯克

市有16所，顿涅茨克市有11所。对外

国留学生最有吸引力的专业是医学、工

程、经济和金融、社会科学和语言学。

外国留学生人数最多的学校有国立卢

甘茨克医科大学，国立顿涅茨克医科

语言的情况下，你就迫切需要通过预科

班的学习。通过一年的预科学习，预科

生能够掌握俄语或乌克兰语，学习口语

和掌握专业术语，还可以深化专业学科

知识。外国留学生预科系毕业后获得证

书，在所签订的合同的基础上，通过面

试，这一证书使他们有资格进入乌克兰

任何高校学习。通过预科班的学习，为

进入大学顺利学习提供了保障，以及能

帮助留学生适应新的社会文化环境。

乌克兰裔外国公民在接受教育学、艺

术、人文科学、新闻学这样的教学方向

时，与乌克兰公民一样享有受教育的同

等权利。他们可以同其它所有乌克兰人

一样进入乌克兰高等院校，其中包括按

国家的要求去学习。为此他必须获得居

住国的民族文化协会的到乌克兰学习的

介绍信。长期居住在乌克兰境外的乌克

兰公民，也有权同其它所有乌克兰人一

样在所有的国立高校接受高等教育。

大学，国家哈尔科夫大学，国家文尼察

医科大学，基辅国家航空大学。深受外

国留学生欢迎的大学有：国家科技大学

（原哈尔科夫工学院）、国家基辅谢

甫琴科大学、国家制药大学（哈尔科

夫）、乌克兰国家科技大学（原基辅工

学院）。这些学校中，每所学校都有上

千名的外国留学生。

乌克兰综合大学和专科大学的外国留学

生新生招生工作从夏天持续到10月。为

外国留学生高校拨出额外的名额。为了

签订学习合同，预备来留学的学生必须

要有其本国的中学毕业证。乌克兰教育

和科技部根据乌克兰签署的国际条约每

年由国家预算资金为留学生提供大约一

千份教育奖学金。

在许多招收外国留学生的高等院校里，

都开办了专门的预科部。预科系的学习

通常是一年。如果您希望选择用俄语或

乌克兰语教学，而您还未很好掌握这些

在乌克兰学成高级专家！

乌克兰招收外国留学生已有几十年。从1946年开始，乌克兰高校培养了来自160多个
国家大约25万名专家。

在乌克兰学习的外国留学生来自以下传统
地区：中国、俄国、土库曼斯坦、印度、
约旦、叙利亚、伊朗、摩洛哥等等。共计
有来自130个国家的留学生在乌克兰高校
就读。Укрінформ



入学培训

招收外国留学生的大部分高等院校都设

有预科部。因此，如果您所选的课程是

用俄语或乌克兰语教学，而您还没掌握

好这些语言，您可以上一年预科班。在

预科部会帮助您不仅掌握进行交际的语

言，还能掌握学习专业课程所必需的词

汇。这将确保您往后的学习顺利。最大

的预科系是在基辅国家谢甫琴科大学。

自1960年以来，有来自120个国家的2万

多名外国留学生在该系学习。

要学习—到乌克兰去！ .  19

在乌克兰学成高级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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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乌克兰法律，其他国家公民和无国籍人士可以进入乌克兰高校学习，如果所选高
校提供这样的教育服务的话。

在乌克兰学成高级专家！

对原居住国、政治或宗教信仰、性别，种

族，语言，族裔或社会出身等等是没有限

制的。

招收外国人来乌克兰学习是根据乌克兰签

署的国际条约、全国性规划以及高校与法

人或自然人签定的合同。为了招收外国人

来学习，乌克兰高校应该得到许可----提供

教育服务许可证。

1 选择能为您提供您所感兴趣的专业

的高校。为此您可以查询网站，例

如网站www.see-you.in.ua, 该网站收集了

能够招收外国大学生的高校的信息。在贵

国的负责招收来乌留学的外国人的公司代

表也能帮助您选择高校。如果您决定接受

这些公司的服务，我们仍然建议您联系您

所选大学，以明确了解更详细的细节。除

此之外，所选高校应向您确认：在所提到

的公司与该大学签订有合同。

2 在每所高校您可以更准确地了

解是否有您所选择的专业提供

教育服务的委托和许可证以及对外国人提

他各地州会城市（如哈尔科夫、奥德萨、

第聂伯彼特罗夫斯克、顿涅茨克、利沃夫

等）的高等院校的同类学科的学费要贵一

些。预科系一年学费要便宜一些，从1000

美元到3000美元不等。学费一般不包括伙

食费、交通费、医疗费和医疗保险、证件

办理费。

5 为办理学习签证，您必须获得校

方的正式入学邀请。为获得入学

邀请，您必须向高校提供以下信息：姓

名，出生日期，护照号码，住址和签证获

取地。  

6 为了入学，在入学前，您需要

预先准备好相关文件。这些文件

是：带附件的中学文凭复印件，出生证明

复印件，6张相片，保险单。必须提供一

年期间回国无固定日期的返程票。除此之

外，如果我们两国之间的国际条约没有规

定其他条件，您要提供健康证明书和艾滋

病检验证书。这两份文件的获得应该不得

超过来乌克兰前两个月。出生证明、健康

证明及带附件的学历文凭应该按贵国规定

程序进行官方认证。

供教学的许可证。这些文件是乌克兰法律

法定要求的。  

3 确定教学语言。大部分对外国人

提供的教学计划的教学语言是俄

语或乌克兰语。如果你不懂这两门语言，

那么您就要先进入预科系学习。在一年时

间内您学习语言：既要掌握普通词汇，也

要掌握专业词语，以为进入专业学习作准

备、一些高校也提供用英语教学。

4 必须向高校代表准确了解学费

和其他可能的支出。乌克兰各高

校学费是不同的，取决于您所选专业的知

名度、所选高校的等级、所选的教学语言

等因素。年学费从1500美元到4500美元不

等。乌克兰首都的高等院校的学费要比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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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来乌克兰前应与向您发出入学邀

请的学校联系。校方代表会负责

关心对您的接待及办理在乌克兰所需要的

所有文件。

8 一年级入学报名要根
据乌克兰语或俄语的

面试结果，以及专题。在签
定学习合同后，你将成为大
学生，并给您发放大学学生
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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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乌克兰学成高级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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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网站语言网站内容网址

订制

乌克兰外交部

订制应用信息技术中心

乌克兰高校国家目录

订制信息图像中心

订制创新技术和教育内容研究所

信息技术科研研究所国际项目中心

乌克兰教育质量评定中心

统一的乌克兰教育信息窗口

www.mon.gov.ua

www.mfa.gov.ua

www.osvita.net

www.reestr.osvita.net

www.apostille.in.ua

www.iitzo.gov.ua

www.euroosvita.net

www.testportal.gov.ua

www.osvita.com

订制官方网站

乌克兰外交部官方网站

乌克兰文凭查询，乌克兰高校目录

国家高校目录搜索

教育文件在乌克兰的认定，乌克兰教育
文件为在其他国家使用的证明

订制的国家科学教学法研究机构

乌克兰高校排名

对外独立评估乌克兰公共教育机构毕业
生的教育成果

监管，教课书，评估，新闻等其他

乌克兰语

乌克兰语，英语

乌克兰语

乌克兰语

乌克兰语，英语

乌克兰语

乌克兰语，英语

乌克兰语

乌克兰语，俄语

非国家信息资源

乌克兰欢迎你！

教育门户网

学习在乌克兰

乌克兰教育网络

乌克兰高校毕业生国际协会

留学在乌克兰

www.see-you.in.ua

www.osvita.org.ua

www.osvita.work.ua

www.ednu.kiev.ua

www.mavu.net.ua

http://party.civicua.org/study/

向希望到乌克兰留学的人提供相关信息

学习在乌克兰

乌克兰高校清单，对希望到乌克兰留学
人士的建议

乌克兰高校教育体系，目录

对外国人提供乌克兰教育信息

为外国学生提供乌克兰高校和专业及其
他参考信息

乌克兰语，俄语，
英语，法语

乌克兰语

乌克兰语，俄语

乌克兰语，英语

乌克兰语，俄语，
英语

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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