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来到卢布尔雅那大学
1919 年 12 月 3 日，在大量的建校筹备工作后，斯拉夫学家弗兰·拉莫什于现在的校长
办公室，以斯洛文尼亚语进行了一场关于斯洛文尼亚语的讲座，这一天也标志着斯洛
文尼亚第一所大学——卢布尔雅那大学的成立。2019 年，这所斯洛文尼亚最大、历史
最为悠久的大学即将迎来百年华诞。
尽管卢布尔雅那大学在欧洲范围内建校历史较短，其定位却是代表了最高学术水准的
全世界最卓越大学之一：我们与欧洲研究委员会共同开展了五项成果显著的项目，我
们的各学院成功地为经济作出贡献，我们的研究人员在全球范围内获得了广泛认可，
我们的学生在各项国际赛事中斩获佳绩。以此方式，我们将实现使卢布尔雅那大学成
为享誉世界、国际开放、以创新方式推动人类生活质量提升的尖端研究型高等院校的
愿景。从 1919 年建校时的 5 所学院到如今的 23 所教学科研学院与 5 所艺术学院，我们
为卢布尔雅那大学所走过的光辉历程而感到无比自豪；而这一切，更离不开这所大学
所有成员的辛勤付出。
在此，我们向所有为卢布尔雅那大学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作出重要贡献的国内外高等
院校、研究机构、教育机构、文化机构与各企业致以诚挚的感谢。
在卢布尔雅那大学百年华诞之际，我祝愿这所大学能够坚定地循其道而行，在高目标
与全球性挑战中保持开放的氛围。我邀请诸位以客座访问、求学、授课、研究以及其
他形式的合作的形式，参与到各类国际性学术团体的创建当中来。倘若诸位是卢布尔
雅那大学三十五万校友中的一员，我邀请诸位加入我们的卢布尔雅那大学校友会。

伊戈尔·帕皮奇 博士
卢布尔雅那大学 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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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沿革
1919 年 7 月 23 日，摄政王亚历山大一世签署了卢布尔雅那大学的前身——塞尔维亚、
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王国大学章程，其在组织架构上包括哲学学院、医学院、法学
院、技术学院与神学院。1919 年 8 月 31 日，大学的首批 18 名教授依照王室命令获得任
命。
1919 年 12 月 3 日，斯拉夫学家弗兰·拉莫什博士在当时的克兰尼地区行政厅议会，即
现在的卢布尔雅那大学，进行了一场关于斯洛文尼亚语历史语法的讲座，这标志着卢
布尔雅那大学的诞生。《斯洛文尼亚民族报》如此描述了当时的事件：“1919 年 12 月
3 日即将到来；对于所有斯洛文尼亚人、对于将一个伟大的时代赋予我们这个小民族，
在我们的自由中为我们带来了科学、宗教与文化的火种的南斯拉夫而言，这将是历史
性的一天；也正是在这一天，我们的学术青年们将于上午九时至十时共聚区议会，聆
听一场在这所刚成立的斯洛文尼亚的大学进行的讲座。”
在 1919/1920 第一学年，卢布尔雅那大学迎来了 942 名学生，其中女性 28 名、男性 914
名。尽管男学生占大多数，但第一位获得博士头衔的却是一名女学生，而这在欧洲范
围内也十分罕见。1920 年 7 月 15 日，安娜·梅耶尔以其论文《福尔马林在淀粉上的反
应》被授予此头衔。
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卢布尔雅那大学作为当时的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
尼亚人王国中历史最短、规模最小的大学，获得的财政资源最少；而这亦意味着场地
与设备的短缺。尽管如此，卢布尔雅那大学的学生数量持续增长，1940/1941 学年有
2474 名学生入学，常驻教授数量亦从最初的 18 名增加到 90 名。
二战后的发展
二战结束之后，卢布尔雅那大学开启了新时期的篇章，最初创建的各学院亦进一步拓
展了其学科内容及研究领域。对于专业人才的日益增长的需求，促使卢布尔雅那大学
于 1946 年与 1947 年分别成立了经济学院和农学院。六年之后，卢布尔雅那大学已由九
所学院构成——哲学学院、法学院、经济学院、自然科学与技术学院、土木工程学院、
电气学院、机械学院、医学院与生物工程学院；社会、政治与新闻学院则于 1970 年建
立。1975 年 11 月 24 日，卢布尔雅那大学大家庭又添十名成员：音乐学院、美术学院、
戏剧、广播、电影与电视学院、教育学院、体育学院、皮兰海事学院、社会工作学院、
护工学院、行政学院及技术安全学院。
国家独立后的卢布尔雅那大学
1991 年斯洛文尼亚的独立以及各项政治变革也给高等教育带来了新变化。1993 年 12 月
通过的《高等教育法》使得当时斯洛文尼亚的两所大学，即卢布尔雅那大学和马里博
尔大学，能够转变为传统的欧洲大学模式。这一天更深远的意义，在于科研工作与大
学自治的实现。从此以后，卢布尔雅那大学开启了崭新的发展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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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卢布尔雅那大学
卢布尔雅那大学位居全球大学前 3%行列：在最重要的院校学术排名之一“世界大学学
术排名”中位居前 500 名，在“世界大学排名中心”排名中位居第 370 名，在“泰晤士
报世界大学排名”中位居前 601 到 800 名行列。
卢布尔雅那大学包括 23 所学院与 3 所艺术学院，在本、硕、博三个阶段的理科、工科、
社会学科、人文学科、医科与艺术领域同全球知名院校开展合作、开设相应的课程。
卢布尔雅那大学开设了 150 余门本科专业、190 余门硕士专业及 21 门博士专业。
卢布尔雅那大学是斯洛文尼亚最大的高等院校，拥有近 4 万名本科生、硕士研究生与
博士研究生以及 6 千余名教职工，包括教师、研究人员、专家与后勤人员。
斯洛文尼亚最大的科研机构
卢布尔雅那大学为研究人员提供良好的研究环境、开放的职业发展机会及与研究工作
有关的进修。卢布尔雅那大学作为斯洛文尼亚最大的核心科研机构，离不开研究人员
与学生们在国内外取得的巨大成就。卢布尔雅那大学就其在科学与艺术领域取得的尖
端成就同其他大学、科研机构与经济开展了大量的交流，这亦极大地丰富了斯洛文尼
亚与全世界可由学生与其他使用者共享的知识财富。
卢布尔雅那大学拥有 3500 余名研究人员。汤森路透的数据显示，卢布尔雅那大学的教
授与研究人员在斯洛文尼亚全国贡献了近一半的国际知名科学学术论文。卢布尔雅那
大学为其常驻及客座研究人员提供高端的研究环境和突破性成就与创新所需的现代化
设备。卢布尔雅那大学拥有一个基础设施中心网络，将技术设备与各学院的基础设施
中心相连。
卢布尔雅那大学活跃于各国际性科研与教育项目，特别是欧洲框架内的项目当中。目
前的第七个框架项目“2020 愿景”根据研究项目的数量，向 13 个欧盟新成员国的大学
与研究机构的尖端领域进行资金分配。2018 年，卢布尔雅那大学与 458 个欧洲项目开
展了相关合作，而其中的 106 个“2020 愿景”项目共计获得了 2800 万欧元的资助。卢
布尔雅那大学拥有五项最好的欧洲研究委员会的项目，以及欧洲研究空间 ERA 的项目
“竞争”，其 250 万欧元资金将用于资助卢布尔雅那大学微流程工程与技术多学科中
心的维护与发展。卢布尔雅那大学已经同 111 个“伊拉斯谟计划”项目开展合作，该
项目使卢布尔雅那大学得以跻身欧盟最成功的大学行列。同由欧洲的结构基金资助的
发展性项目的合作，使卢布尔雅那大学能够极大推动斯洛文尼亚的结构性改革以及基
础设施与经济发展。
卢布尔雅那大学研究工作处使研究人员能够参与到各项研究类活动当中，特别是能帮
助他们申请参与斯洛文尼亚国内和欧洲范围内的各项研究项目。研究工作处在行政、
法律与财务领域提供建议、领导项目开展的同时，亦组织丰富的进修课程，以帮助研
究者准备申请参与到各项研究项目当中，尤其是欧洲研究委员会项目和玛丽·居里个人
奖学金的申请。卢布尔雅那大学研究工作处亦提供伦理道德、研究的完整性、研究成
果的宣传和关于学术研究政策的政治游说提供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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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成立的卢布尔雅那大学发展基金办公室，向各类为申请参与欧洲框架内研究与
创新项目及其他国际项目的研究人员和研究性行政人员而提供的支撑性活动提供经济
资助，这其中包括教育与进修费用、访问合作伙伴所需差旅费用及为项目提供改良建
议的外部专家咨询费用等。
卢布尔雅那大学对科学始终秉承开放的态度，并通过其智库为其研究人员提供开放的
研究文献资源。
EURAXESS 研究人员、企业家、大学与企业间合作平台 上的沟通和与斯洛文尼亚
EURAXESS 网络的互联互通，为外国研究人员的开放态度及研究人员的国际流动提供
支持。2008 年，卢布尔雅那大学开始积极贯彻《欧洲研究人员文件》与《研究人员平
等雇佣标准文件》中的原则。从 2012 年开始，卢布尔雅那大学进一步贯彻实施其《研
究人员职业生涯发展战略》，在此基础上，欧洲理事会承认该文件并允许其使用“卓
越研究”标志。
更多内容：www.uni-lj.si/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经济领域的合作伙伴
卢布尔雅那大学愈加积极地同国内外经济组织与社会环境建立联系，以此促进科研与
教育成果的应用，并为社会向深层次发展作出贡献。卢布尔雅那大学拥有能为生活质
量的提升与经济福利的增加提供潜在动力的智慧与技术，因此知识的储备亦是其战略
任务所在。
卢布尔雅那大学的各学院与艺术学院广泛覆盖了以下四个领域的知识、经验、竞争力、
研究与教育活动：
•
•
•
•

自然科学（材料学、生物工程、药学、化学与化工、数学与物理学、医学、兽医学与
护理学）
工学（机械学、电力技术、土木工程、海事与交通运输、信息科学与技术、建筑学）
社会与人文学（经济学、法学、社会科学、行政学、教育学、社会工作、体育学、哲
学与语言、神学）
艺术（音乐、广播、戏剧、电影、美术、设计）

卢布尔雅那大学的研究人员致力于在重点战略性发展领域为斯洛文尼亚经济与社会发
展做出贡献，如智慧城市与组织、智慧建筑、循环经济、食品的可持续生产、可持续
旅游业、工厂的未来发展、人类健康、交通运输与产品和材料的发展。
卢布尔雅那大学知识产权办公室为研究人员提供个人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与商业运营，
包括以下服务：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在开展经济领域合作上的协助、发明与技术性
知识的商业运营和对创业的鼓励性措施。在过去的两年里，大学收到了 31 份专利申请，
达成了 2 份授权协议与 2 份知识产权转让协议，有 3 家企业建立。除了与企业共同合作
的发展项目，卢布尔雅那大学还继续加强同经济、创新性组织与斯洛文尼亚的各项积
极因素开展紧密合作，这其中包括战略性创新与发展伙伴关系、决策中心、......
4

更多内容：www.uni-lj.si/research_and_development/intellectual_property
电子邮箱：gospodarstvo@uni-lj.si
国际舞台上的合作伙伴
卢布尔雅那大学与海外多所大学合作开展跨学科和多学科研究，高度重视学生和教师
的国际交流，并积极参与国际伙伴关系。
每年，约 3000 名留学生在卢布尔雅那大学学习，约占所有学生的 8%。由于课程多以
斯洛文尼亚语进行教授（在一些项目里也会使用英语或其他语言授课），且留学生可
以使用 Leto Plus（Year Plus）模块以及在线斯洛文尼亚语课程 Slonline，这些都使得留
学生可以更容易地融入斯洛文尼亚的环境。Leto Plus 模块包括一整套学习材料和课程
（附加于斯洛文尼亚语课程外），允许国际学生在符合要求条件时延长其学生身份继
续使用这些资源。
学生们可以在世界各地 62 所进行斯洛文尼亚语言、文学和文化的教学和研究的大学中
学习或研究斯洛文尼亚语。这项活动由卢布尔雅那大学进行协调并作为“斯洛文尼亚
语外国教研中心”中“斯洛文尼亚语在海外高校”计划的一部分。
卢布尔雅那大学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如乌特勒支网络、高校组织“中欧鲁汶战略联盟”
（CELSA）、国际性组织“欧洲研究型领军大学组织”（The Guild），“威尼斯国际
大学”高校联盟（VIU），西巴尔干平台，“首都高校联盟”（UNICA）等等等等。
学生和教师拥有丰富的国际交流和交换机会。自 1999 年以来，卢布尔雅那大学持续参
与 Erasmus+方案，这是欧盟规模最大、最成功的交流方案，使欧盟成员国的众多伙伴
高校和其他机构能够进行学习交流或实际培训。2015 年，Erasmus+方案得到了国际信
用交流倡议的补充，该倡议则促进欧盟以外的交流。
除 Erasmus+方案外，卢布尔雅那大学还在中欧项目框架下为来自中欧大学研究交流项
目（CEEPUS）、中美洲大学联盟（MAUI）、澳大利亚-欧洲网络（AEN）、里约热内
卢大学联盟（REARI-RJ）等项目的学生和教授提供交流交换的机会。此外，卢布尔雅
那大学还提供众多其他双边协议框架内的人才交流机会。
2018 年 2 月，由卢布尔雅那大学主导的包含六所欧洲大学的高校联盟 EUTOPIA 申请投
标 Erasmus+方案框架下的“欧洲高校联盟”（Evropske univerze）。EUTOPIA 的成员
高校希望通过此次申请更有效地完成其作为欧洲高校网络之一员而不懈耕耘的使命。
而这一欧洲高校网络则将通过联合研究、增加学生和教职工的校际交流以及共同创新
来应对全球挑战并面向社区的一般公众提供服务。由卢布尔雅那大学主导的 EUTOPIA
联盟由布鲁塞尔弗里耶大学、哥德堡大学、巴黎-塞因大学、巴塞罗那庞培法布拉大学
和华威大学组成，已经建立了学生交流项目、教学合作项目，并为刚刚踏上专业研究
之路的研究人员准备了联合硕士课程、联合博士奖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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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洛文尼亚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与在其它国家相比，学生享有丰厚的福利—
—包括食品补贴和交通补贴，以及有偿学生工作等。在斯学习的奖学金由斯洛文尼亚
共和国公共奖学金以及发展、残疾和赡养基金提供。而在卢布尔雅那学习也意味着在
斯洛文尼亚的首都学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 2015 年永久授予卢布尔雅那“文学之城”
称号，在 2016 年宣布其为"欧洲绿色之都"。此外，卢布尔雅那还将角逐 2025 年“欧洲
文化之都”称号。
更多内容：www.uni-lj.si/study
电子邮箱：study.info@uni-lj.si 电话：+386 (0)1 241 85 00
Facebook: Univerza v Ljubljani / University of Ljubljana (@unilj)
Instagram: Univerza v Ljubljani (@uni_lj)
斯洛文尼亚语学习：www.centerslo.si/en
线上斯洛文尼亚语课 Slonline：www.slonline.si
学生职业支持
卢布尔雅那大学职业中心为在个人和职业发展领域从事不同活动的学生和毕业生提供
学习和职业发展方面的整体支持。为了促进学生从学习向劳动力市场过渡、获取并提
高各种专业知识和技能，卢布尔雅那大学职业中心应开展众多免费活动：从自我评估
讲习班、履历与求职信书写培训、工作面试准备和劳动力市场了解，到人际交流讲习
班、公开演讲、言行礼仪、创造性思维、计算机技提升以及许多其他主题的培训会等
等。除讲习班外，在学年期间，职业中心还举办讲座、圆桌会议和其他活动，介绍海
外机会、创业、实习、奖学金及其他劳动市场相关话题。他们对学生发展进行辅导，
并为学生们提供个性化支持。
拥有广泛信息网络的职业中心确保学生能够充分了解各种职业机会。他们通过举办职
业日、学院中的雇主展示、圆桌会议和职业道路介绍，在学生学习期间就将学生与潜
在雇主联系起来。学生还被安排至雇主处进行参观。这些访问使学生能够深入了解现
实生活中的工作环境，并让他们更详细地了解相关工作领域及员工网络。职业中心亦
雇主合作，发布适合学生或年轻毕业生的职位空缺。
不论学生们遇到“继续学业还是参加工作”、“学生工作还是正式雇佣”等选择，还
是在寻找实习或与雇主联系中遇到问题，都可以随时向卢布尔雅那大学 26 个学院中的
职业顾问寻求帮助。他们为学生提供一对一的职业建议和辅导。他们鼓励学生和年轻
毕业生在校期间就尽可能积极参与相关活动，与雇主建立联系，并获取额外的技能，
使他们在完成学业后有尽可能优秀的就业能力。
职业中心的部分活动也面向中学生（即未来的大学生）。他们通过为中学生提供一对
一的指导和其他形式的帮助，帮助他们解决选择未来专业的问题。
更多内容：www.kc.uni-lj.si/about-career-centr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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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邮箱：kc@uni-lj.si
电话：+386 (0)1 241 87 32
Facebook: Karierni centri Univerze v Ljubljani (@KariernicentriUL)
Instagram: Karierni centri UL (@kariernicentriul)
Twitter: Karierni centri Univerze v Ljubljani (@KC_UL)
Youtube: Karierni centri Univerze v Ljubljani
课余活动
卢布尔雅那大学课余活动中心负责体育、文化艺术、健康和环境保护以及志愿和慈善
方面的活动。课外活动的目的是促进学生们在不直接作为课程的领域中的能力、技艺
和优势的发展并提高学生的身心素质，以成功应对课程内外的挑战。在卢布尔雅那大
学提供的所有课外活动中，体育活动是目前组织最系统的。在前两个学年中，学生可
以分别选择 20 门体育课程之一作为选修课以获得 3 个 ECTS 学分。目前，文化艺术等
方面的课外课程的学分评估制的教学大纲也已投入准备。此外，为了学生们的放松和
体能提升，卢布尔雅那大学“鲜花谷”体育馆每天为学生提供十余项配有专业指导的
体育娱乐活动。
活动中心还按月组织众多有特定主题的课余活动：
•
•
•
•
•
•
•
•

1 月~2 月：考试-体育月
3 月：文化艺术月
4 月：健康月
5 月：生态月
6 月：考试-体育月
10 月：创业月
11 月：就业月（卢布尔雅那大学职业中心）
12 月：志愿服务和慈善月

学校每月都会举办各类专题讲座、讲习班、会议和课程，面向卢布尔雅那大学的学生
免费开放。
更多内容：www.uni-lj.si/extracurricular_activities
电子邮箱：cod@uni-lj.si 电话：+386 (0)1 214 86 33
Facebook: Center za obštudijsko dejavnost (@cod.sportul)
Instagram: Sport Univerza v Ljubljani (@sport.ul)
Twitter: UL COD (@ul_c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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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布尔雅那大学校友会
2018 年，卢布尔雅那大学为各学院、部门建立了校友俱乐部并汇集成网络，命名为卢
布尔雅那大学校友会（斯洛文尼亚语：Alumni UL）。该网络汇集了 57 个俱乐部，涵
盖 卢 布 尔 雅 那 大 学 所 有 成 员 机 构 。 超 过 35 万 名 校 友 可 以 通 过 校 友 会 在 线 门 户
“alumniul.online”相互联系。其主要目的是加强大学、学院和毕业生之间以及毕业生
彼此之间的关系与合作，并间接增加与斯洛文尼亚国内和国际的其他机构合作。俱乐
部的活动包括职业指导、网络交流及专业活动、导师指导及国际支持等，可供校友及
高年级学生使用。
在 2018 年于牛津举行的国际领导人峰会（GLS 2018）上，卢布尔雅那大学校友会也得
到展示，并因其与各校友的工作荣获"杰出奉献"特别成就奖。
更多内容：www.uni-lj.si/alumni 以及 alumniul.online
Facebook: Alumni UL (@AlumniUL)
Instagram: Alumni UL (@alumni_ul)
暑期学校
即使在暑假，当卢布尔雅那大学没有定期的课程和考试时，大学也并不休息。在此期
间，学术研究和其他活动因迎来了在一年中最充裕的时间而达到了高峰。而这些丰富
活动之一便是以斯洛文尼亚语及外语授课的暑期学校，这些学校由卢布尔雅那大学各
学院自行举办，或与各国际伙伴合作举办。有些暑期学校至今已有 50 多年的传统，另
一些则为短期项目，与各种研究性或其他的项目和方案有关。它们不仅面向小学生、
中学生、大学生，还面向研究生、研究人员和教授。
最传统的是卢布尔雅那大学哲学学院组织的两所暑期学校——斯洛文尼亚语言、文学
和文化研讨会（现已进入第 55 年）和斯洛文尼亚语言暑期学校（已为第 38 届），该课
程每年吸引众多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教师和斯洛文尼亚语爱好者。
卢布尔雅那大学的暑期班名单详见：www.uni-lj.si/study/summerschools.
卢布尔雅那大学
议会广场 12 号，SI-1000 卢布尔雅那，斯洛文尼亚
www.uni-lj.si/slo/
电子邮箱：rektorat@uni-lj.si;电话：+386 (0)1 241 85 00
Facebook: Univerza v Ljubljani / University of Ljubljana (@unilj)
Instagram: Univerza v Ljubljani (@uni_lj)
Linkedin: University of Ljubljana
Youtube: Univerza v Ljubljani / University of Ljubljana
1. 音乐学院 www.ag.uni-lj.si/en
2. 戏剧广播影视学院 www.agrft.uni-lj.si/en
3. 美术与设计学院 www.aluo.uni-lj.si/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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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生物工程学院 www.bf.uni-lj.si/en
经济学院 www.ef.uni-lj.si/en
建筑学院 www.fa.uni-lj.si
社会科学学院 www.fdv.uni-lj.si/en
电气工程学院 www.fe.uni-lj.si/en
药学院 www.ffa.uni-lj.si/en
土木工程学院 www.en.fgg.uni-lj.si
化工学院 www.fkkt.uni-lj.si/en
数学与物理学院 www.fmf.uni-lj.si/en
海事运输学院 en.fpp.uni-lj.si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www.fri.uni-lj.si/en
社会工作学院 www.fsd.uni-lj.si/en
机械学院 www.fs.uni-lj.si/en
体育学院 www.fsp.uni-lj.si/en
行政学院 www.fu.uni-lj.si/en
哲学学院 www.ff.uni-lj.si/an
医学院 www.mf.uni-lj.si/en_GB
自然科学与技术学院 www.ntf.uni-lj.si/en
教育学院 www.pef.uni-lj.si/12.html
法学院 www.pf.uni-lj.si/en
神学院 www.teof.uni-lj.si
兽医学院 www.vf.uni-lj.si/en
卫生学院 www2.zf.uni-lj.si/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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