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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国立卡波蒂斯坦大学（雅典大学）是一个聚焦于学习者与研究为导向的公立大学，
其涵盖广泛的科学领域。大学的目标旨在教育和创新研究、学术和及其他创造性工作中追求
卓越，并积极参与地方、国家和全球活动。

 

雅典大学的使命是推进知识进步，在科学与艺术领域教育学生为二十一世纪国家提供最
好的服务。在所有学术团体中，我们的研究人员和教师都致力于创新。对于雅典大学的每个
成员，我们要求其具有追求卓越的热情，以及对研究和创新的批判性思考和贡献的能力。

我们学术界所有成员在这里的学习环境和工作中都不会受到任何歧视、骚扰和性行为等
侵害。所有大学设施、权利与义务，在大学政策与希腊和国际法律的规定下，人人享有同等
权利。

愿景

使命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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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的历史及其全体成员决定了大学的目标和工作重点。我们渴望创造和分享知识，确
保对公共决策做出重大贡献。我们专注于雅典大学的国际化，对大学的利益相关者开放。我
们努力与能够促进研究和教育方面的突出表现的机构和组织合作（国内和国际组织），并加
强构建学校与院系之间的合作关系。

大学各院系和所属部门的具体目标是践行高等教育质量标准。更具体地说，大学的全体
教职员工会系统地提升学生的知识结构、专业水平、社会活动能力和个人发展。我们的全体
教师致力于提供卓越的现代本科和研究生教育；并且致力于在各自的专业领域达到最高的研
究水平，从而确保研究和创新成为卓越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历史与地位

大学成立于1837年，最初叫“奥托大学”。雅典国立卡波蒂斯坦大学是现代希腊国家最
古老的高等教育机构，也是巴尔干地区和地中海东部地区第一所大学。1932年，它被正式更
名为“雅典国立卡波蒂斯坦大学”，是一个由教育、研究和宗教事务部主持的公共、自治的
法律实体。

战略目标

雅典大学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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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部门和服务信息

•学院：8所
•颁发相应学位的部门：33个

•本科学位授予：33个
•研究生课程：136个

•大学研究所：5个
•大学医院：2所
•由健康科学院支持的部门：76个
•大学实验室： 210个
•图书馆：8所学校图书馆，属于大学俱乐部的图书馆2所
•博物馆：雅典国立卡波蒂斯坦大学历史博物馆，大学历史档案馆和13个专题博物馆

教职员工

•教授（全职）及其他教职员工：2104人
•行政人员：1087人
（共计3191人）

学生：

•本科生：39088人
•研究生（硕士）：11479人
•研究生（博士）：14240人
•国际学生：5654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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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国立卡波蒂斯坦大学行政和学术机构 

I. 校长和副校长

校长 
Meletios-Athanasios Dimopoulos教授

地址：雅典Panepistimiou 大街30号，邮政编码：10679
电话：(0030) 210-3689770/9771

传真：(0030) 210-3689717
电子信箱：rector@uoa.gr

行政事务副校长 
Napoleon Maravegias教授

地址：雅典Panepistimiou 大街30号，邮政编码：10679
电话：(0030) 210-3689776
传真：(0030) 210-3689782

电子信箱：vrec-admin@uoa.gr

研究与发展事务副校长 
Thomas Sfikopoulos教授

地址：雅典Panepistimiou 大街30号，邮政编码：10679
电话：(0030) 210-3689772
传真：(0030) 210-3689711
电子信箱：vrec-rd@uoa.gr

学术事务与国际关系事务副校长  
Konstantinos Buraselis教授

地址：雅典 Panepistimiou大街30号，邮政编码：10679
电话：(0030) 210-3689766
传真：(0030) 210-3689661

电子信箱：vrec-acafir@uoa.g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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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事务副院长 
Nikolaos Milonas教授

地址：雅典 Panepistimiou大街30号，邮政编码：10679
电话：(0030) 210-368 9760
传真：(0030) 210-368 9711
电子信箱：vrec-fin@uoa.gr

学生服务副校长 
George Polymeneas教授

地址：雅典Panepistimiou 大街30号，邮政编码：10679
电话：(0030) 210-368 9779
传真：(0030) 210-368 9741

电子信箱：vrec-students@uoa.gr

健康与社会政策问题副校长 
George Zografos教授

地址：雅典Panepistimiou 大街30号，邮政编码：10679
电话：(0030) 210-368 9773
传真：(0030) 210-368 9741

电子信箱：vrec-hospitalsgz@uoa.gr

II 大学委员会

主席 
George Tsokos教授，哈佛大学

地址：雅典Panepistimiou 大街30号，邮政编码：10679
电话：(0030) 210-3689724/9744

传真：(0030) 210-3689700
电子信箱：council@uoa.gr

III 大学理事会

理事会由大学校长、8所学院的院长和教研主任组成。每所学院有两个席位，任期两年。副
校长也参与理事会事务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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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雅典大学各学院和部门 

神学院（http://deantheol.uoa.gr）
院长：Apostolos Nikolaidis教授

 
神学系（http://en.theol.uoa.gr/）
主席：Thomas Ioannidis助理教授
社会神学系（http://www.soctheol.uoa.gr/）
主席：Sotirios Despotis教授

法学院（http://en.law.uoa.gr）
院长：Dionysia Kallinikou教授

经济与政治科学院（http://deaneconpol.uoa.gr）
院长：Michail Spourdalakis教授

政治科学与公共管理系（http://en.pspa.uoa.gr/）
主席：Christos Lyrintzis
经济系（http://en.econ.uoa.gr/）
主席：Nikolaos Ireiotis教授 
大众传媒系（http://en.media.uoa.gr/）
主席：Dimitrios-Stamatios Charalambis教授
土耳其研究与现代亚洲研究系（http://en.turkmas.uoa.gr）
主席：Ioannis Mazis教授

哲学院(http://en.deanphil.uoa.gr/)
院长：Eleni Karamalengou教授

语言学系（http://en.phil.uoa.gr/）
主席：Amphilochios Papathomas教授
历史与考古系（http://en.arch.uoa.gr/）
主席：Panagiotis Valavanis教授 
哲学、教育和心理学系（http://en.ppp.uoa.gr/）
主席：Maria-Zoi Foundopoulou教授
心理学系（http://en.psych.uoa.g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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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Chryse Hatzichristou教授
英国语言文学系（http://en.enl.uoa.gr/）
主席：Evangelia Sakelliou- Schultz教授
法国语言文学系（http://fr.frl.uoa.gr/）
主席：Maria Papadima教授
德国语言文学系（http://en.gs.uoa.gr/）
主席：Anastasia Antonopoulou教授
意大利语言文学系（http://en.ill.uoa.gr/）
主席：George Mikros教授
西班牙语言文学系（http://en.spanll.uoa.gr/）
主席：Dimitrios Drosos助理教授
音乐研究系（http://en.music.uoa.gr/the-department.html）
主席：Achilleas Chaldeakis教授
戏剧研究系（http://en.theatre.uoa.gr/ ）
主席：Anna Tambaki教授
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斯拉夫研究系（http://en.slavstud.uoa.gr/）
主席：Eleni Stergiopoulou教授

科学院（http://deansos.uoa.gr/）
院长：Costas Varotsos教授

物理系（http://en.phys.uoa.gr/）
主席：Nikolaos Tetradis教授
化学系（http://www.chem.uoa.gr/）
主席：George-Isidoros Kokotos教授 
数学系（http://noether.math.uoa.gr/?set_language=en）
主席：Apostolos Burnetas教授
生物系（http://en.biol.uoa.gr/）
主席：Kyriakos Georgiou教授 
地质与地理环境系（http://www.geol.uoa.gr/index.php/en）
主席：Nikolaos Voulgaris教授
信息与电信系（http://www.di.uoa.gr/eng）
主席：Antonis Paschalis教授
历史与科学哲学系（http://en.phs.uoa.gr/）
主席：Jean Christianidi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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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科学院
院长：Efstratios Patsouris教授

医学院（http://school.med.uoa.gr/en/） 主席：Petros Sfikakis教授
牙科系（http://en.dent.uoa.gr/）主席：George Iliadis教授
药学系（http://en.pharm.uoa.gr/）主席：Panagiotis Marakos教授
护理系（http://en.nurs.uoa.gr/）主席：Chryssoula Lemonidou教授

教育学院（http://www.deanedc.uoa.gr）
院长：Thalia Dragona教授

小学教育系（http://www.primedu.uoa.gr/english.html） 主席：Thomas Mpampalis教授
儿童早期教育系（http://www.ecd.uoa.gr/?lang=en）
主席：Thalia Dragona教授（代理主席，由大学理事会决定）

体育教育与运动科学院（http://en.phed.uoa.gr）
院长：Nikolaos Geladas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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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国立卡波蒂斯坦大学是位于希腊雅典的公立大学。它是现代希腊国家最古老的高等
教育机构，也是巴尔干地区和地中海东部地区第一所大学。该大学于1837年4月22日在皇家
法令颁布下创立，命名为“奥托大学”，以纪念现代希腊第一位国王巴伐利亚的奥托（希腊
语为“Othon”）。 最初，它包括四个学院：神学、法律、医学和“哲学与其他基础研究”
学院（其中包括应用科学和数学）。大学创立伊始，有33名教授，52名学生和75名非入学
的“旁听生”。

大学的第一个校址是雅典卫城山脉北坡的一个新古典主义建筑，原来是建筑师Stamatios 
Kleanthis和Eduard Schaubert的住所（现在是雅典大学的历史博物馆）。作为现代希腊国
家以及巴尔干地区和地中海东部地区的第一所大学，对于提升知识和促进文化生活，在国内
外具有决定性的、历史性和社会作用。

  1. 历史背景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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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1年11月，大学搬迁到由丹麦建筑师克里斯丁·汉森（ChristianHansen）设计的建筑
中。其前翼被称为“Propylaea”，于1842-1843年完成。此建筑由画家卡尔·拉尔（Karl 
Rahl）装饰，与希腊国家图书馆和雅典学院合称为雅典著名新古典主义“三姊妹建筑”。如
今这座历史悠久的建筑主要用做行政办公和举行庆祝典礼场所。1862年，奥托国王被迫离开
希腊后，“奥托大学”被更名为“国立大学”。

1911年7月17日通过了一项法律，根据重要捐助者Ioannis Dombolis的意愿，“Kapodis-
trian大学”成立（大学名字以希腊第一共和国的第一位总理奥尼斯·卡波蒂斯坦的名字命
名）。从1911年到1932年，大学被分为卡波蒂斯坦大学（人文科学系）和国立大学（科学
系）。1932年，“国立大学”和“卡波蒂斯坦大学”正式合并（第5343/1932号法律）成
为“雅典国立卡波蒂斯坦大学”，这是一个完全自治的法律实体。直到20世纪初，雅典大学
是希腊唯一提供医学、自然与社会科学、法律与经济、神学、文学、历史与考古学士学位的
大学。在整个历史上，大学的许多学生和教师在研究创新、医学、文学和几乎所有科学领域
发挥了关键作用。其中值得一提的有George Papanicolaou、Helene Glykatzi-Ahrweiler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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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antinCarathéodory。我们也为两位曾经在雅典大学学习过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奥
德赛斯·艾利提斯Odysseas Elytis和乔治·塞弗里斯George Seferis感到自豪，为9次被提名
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的尼克斯·卡赞扎基斯Nikos Kazantzakis而感到自豪。

雅典国立卡波蒂斯坦大学的宗旨是不断适应变化，应对新的挑战，提升本科和研究生课
程，加强向学生和更广泛社区提供服务。与此同时，研究、创新和关注公民，使得雅典大学
对希腊人民的健康做出了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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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特色 

自从雅典大学成立以来，希腊大多数总理、共和国总统以及最高法院中相当数量的部长
和法官，都曾是雅典国立卡波蒂斯坦大学的学生或教授。

自1860年以来，大学提供了大量的荣誉博士学位，以表彰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做出突出贡
献的人才和国际知名人士。其中值得一提的有：

诺贝尔奖获得者：

•约翰·纳西（John Nash），诺贝尔经济学奖
•爱德华·普雷斯科特（Edward Prescott），诺贝尔经济学奖
•哈里·马克维茨（Harry Markowitz），诺贝尔经济学奖
• 彼得•阿格雷（Peter Agre），诺贝尔化学奖
•让 马里·莱恩（Jean-Marie Lehn），诺贝尔化学奖
•弗朗索瓦·雅各布（François Jacob ），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路易斯·伊格纳罗（Luis J. Ignarro），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赫勒德尔 朱尔·豪森（Herald zur Hausen），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德里克·沃尔科特（Derek Walcott），诺贝尔文学奖
•奥德赛斯·艾利提斯（Odysseas Elytis），诺贝尔文学奖
•约瑟夫·斯发基斯（Joseph Sifakis），图灵奖，被视为“计算机界诺贝尔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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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大学还把荣誉博士学位授予给知名人士和国际上为科学进步做出突出贡献的人士：

•皮埃尔·保罗·埃米尔·鲁斯（Pierre PaulÉmile Roux，1912）
•查尔斯·埃米尔·皮卡德（Charles Almile Picard，1937）
•马克斯·普朗克（Max Planck，1937）
•亚历山大·弗莱明爵士（Sir Alexander Flemin，1946）
•乔治·帕潘尼科拉（George Papanicolaou，1949）
•尼古拉斯·内格罗蓬特（Nicholas Negroponte，1999）
•鲁道夫·埃米尔·卡尔曼（Rudolph Emil Kalman，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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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誉博士学位还被授予在文学、文化、政治、宗教事务等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国际知名
人士： 

文学人物 

• 约瑟夫·鲁德亚德（Joseph Rudyard Kipling，1924）
• 约翰·瑞索斯（John Ritsos，1987）
• 翁贝托·埃可（Umberto Eco，1995）
• 艾弗拉姆·诺姆·乔姆斯基（AvramNoam Chomsky，2004）
• 彼得·斯坦因（Peter Stein，2004）
• 玛格丽特·爱特伍（Margaret Atwood，2013）
• 艾莱纳·葛里卡其·阿尔韦伯（HélèneGlykatzi-Ahrweiler，2014）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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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人物（外国人）

• 莱昂·甘必大（LéonGambetta，1870）
• 乔治·克列孟梭（Georges Clemenceau，1912）
• 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1918）
• 詹姆斯·威廉·傅尔布莱特（J. William Fulbright，1978）
• 雅克·德洛尔（Jacques Delors，1992）
• 格拉夫科斯·克莱里季斯（Glafkos Clerides，1996）
• 罗曼·赫尔佐克（Roman Herzog，1997）
• 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2001）
• 贾克·朗（Jacques Lang，2001）
• 朱利亚诺·阿马托（Giuliano Amato，2001）
• 瓦茨拉夫·克劳斯（Vaclav Klaus，2006）
• 赫尔穆特·施密特（Helmut Schmidt，2014）
• 费伦茨·马德尔（Ferenc Madl ，2014）
• 弗朗索瓦·奥朗德（FrançoisHollande，2015）
• 尼克斯·阿纳斯塔夏季（Nicos Anastasiades，2016）
• 皮埃尔·莫斯科维奇（Pierre Moscovici，2017）

宗教人物

雅典大都会，普罗科匹厄斯（Procopios，1882）
君士坦丁堡总主教，新罗马和普世牧首，本杰明（Benjamin，1937）
福新查士丁尼和全塞浦路斯大主教，马卡里奥斯（Makarios，1957）
瑞士大都会，达马斯科斯（Damaskinos，1990）
莫斯科和所有俄罗斯的牧首，阿历克斯二世（Alexius，1992）
地拉那，杜拉和全阿尔巴尼亚大主教，阿纳斯塔西（Anastasios，1998）
君士坦丁堡大主教，新罗马和普世牧首，巴塞洛缪（Bartholomew，1999）
美国大主教，德米特里奥斯（Demetrios，2005）
坎特伯雷大主教，罗恩·威廉姆斯（Rowan Williams，2010）
雅典和全希腊大主教，耶罗尼莫斯二世（Ieronymos II，2010）
亚历山大和全非洲的教皇和牧首，西奥多二世（Theodoros II，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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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在雅典大学学习

雅典大学的使命是提供高质量的教育，使得在这里的学习者能够实现自己的目标，造福
世界。所有院系和部门致力于教育与研究任务，并确保学术界每个成员的权利。 

2.1.1本科生课程

雅典大学覆盖广泛的学科教育，共有八个学院：神学院、法学院、经济与政治科学院、 
哲学院、科学院、健康科学院、教育学院、体育教育与运动科学院，和33个学部，每个系都
提供有学士学位。 

根据希腊法律对公立大学的要求，学生进入大学学习，为了让学生获得雅典大学学士学

2.学习计划，设施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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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法律要求至少学习8个学期。在某些学系，学习期限为10个学期。如果获得医学学士学
位，学生必须学习12个学期。每个系提供的课程在大学总课程中有所介绍，并且不断提高以
满足新技术和标准的需要。根据每个课程的要求，学生必须参加专门的实验室课程，同时有
机会在众多循环专题中选择课程，参加工作室研讨会、户外活动等。每个课程都符合欧洲学
分互认体系ECTS要求。

根据各系的要求，本科学士学位必须获得总课程的平均学分;评分规则参照以下标准：优
异（8.50-10.00），很好（6.5 - 8.49），良好（5.00 - 6.49）。

 2.1.2 研究生学习

我们的目标致力于毕业生的个人自身发展与专业领域的成功；我们努力做到使得毕业生
不仅具有高质量的就业能力，而且能够在与学术领域、研究领域和社区的互动中，获得影响
力和尊重。雅典国立卡波蒂斯坦大学提供136个研究生课程，涵盖不同的科学领域和艺术领
域。

以下介绍四个研究生项目与主要研究机构合作情况：

•“雅典国际神经科学硕士项目”：与雅典学院基础生物医学研究基金会（BRFAA），希
腊巴斯德研究所（HPI），生物医学科学研究中心“亚历山大·弗莱明”（BSRC）和国家
科学研究中心（NCSR）“Demokritos”合作（http://masterneuroscience.biol.uoa.
gr）
•“微电子学”：与雅典国家技术大学通信和计算机系统研究所，国家科学研究中
心（NCSR）“Demokritos”的高级材料、物理化学工艺、微系统与纳米技术研究所
（IAMPPMN），格伦布尔理工学院合作（http://cgi.di.uoa.gr/~vlsi/index.html）
•“医学和生物学信息技术”：与雅典技术教育学院（TEI），雅典学院生物医学研究基
金会（BRFAA）和国家科学研究中心（NCSR）“Demokritos”的信息与电信研究所合作
（http://itmb.di.uoa.gr/indexEng.html）
•“医学物理学 - 辐射物理学”：与希腊原子能委员会和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NCSR）“Demokritos”合作（http：/ /medphys.med.uoa.gr/）

与此同时，我们重视国际联合研究生项目，以下是雅典大学提供的与相关院校合作项目
如下：

•“欧洲古典文化硕士”：与11所大学的历史与考古系合作



21

•希腊 - 法国联合硕士：“专业公法”（法学院和法国孟德斯鸠-波尔多大学第四分校）
•希腊 - 法国联合硕士：“欧洲外语教学”（法国语言文学系和法国昂热大学）
•教育与人权联合硕士学位（儿童早期教育系和英国伦敦大学教育学院）
•国际硕士课程“欧洲社会、科学与技术硕士项目”与13所大学的历史与科学哲学系合作
•研究生课程“血管内手术”（医学院和意大利米兰比科卡大学）
•研究生课程“临床神经生理学”（医学院和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的蒙特利尔神经学研究

所）
•“数学教学和数学方法”（数学系，历史与科学哲学系，哲学、教育和心理学系，和塞

浦路斯大学）
•“学校咨询与指导”（小学教育系和塞浦路斯大学）

此外，以下介绍提供英文研究生课程情况：
•从1999年以来，开设东南欧研究专业，（http://www.see.pspa.uoa.gr）
•从2016-2017学年开始，开设企业管理和内部审计专业业（http://www.ddomo-ia.econ.

uoa.gr）
此外，从2017-2018学年开始，两个新的英语教学研究生课程已经开始：
•希腊和地中海东部地区考古学硕士（http://meditarch.arch.uoa.gr/site/meditarch）
•雅典国际神经科学硕士（http://masterneuroscience.biol.uoa.gr）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雅典大学与28所欧洲大学有合作协议，联合培养博士学位，涵盖大学

所有学术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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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博士后学习与研究

雅典大学鼓励科学家带领相关领域研究的博士后与大学不同研究领域的部门进行研究合
作，这种合作主要是指由一名或多名专职于部门研究和教学成员为博士后研究提供监督或咨
询支持，使得科学资料和设备得到有效的运用，保证指定的特别研究项目得以顺利进行。

2.1.4 暑期学校

2016年，暑期学校在雅典、马拉松和基亚岛（属于爱琴海的基克拉泽斯群岛），开设了
学生感兴趣的课题，例如“文化遗产管理：考古、建筑与城市规划” 题目，受到学生的欢
迎。

2.1.5特色历史 - 特别成就和奖励

雅典大学鼓励本科生与研究生参加科学领域的国际比赛。例如，在学术人员的指导下，
由本科生和研究生组成的队伍，已经在奥林匹克竞赛和国际比赛中获奖，情况如下：

•法学院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在法律方面的国际比赛中取得了非凡的成绩：a）世界贸易组
织法（EMC2 - 2017年）ELSA模拟法庭竞赛，雅典大学团队获得最佳书面提交答辩人和最佳
书面提交总作品奖；b）ELSA人权模拟法庭比赛，雅典大学团队获得2015年度一等奖；c）
世界贸易组织法ELSA模拟法庭竞赛，雅典大学获得“最佳书面答辩人提名奖”；d）在
ManfredLachs空间法模拟法庭比赛中，雅典大学团队连续两年2015年和2016年获得欧洲冠
军；e）2015年和2016年，在国际知名模拟法庭比赛—“Willem C. Vis International Com-
mercial Arbitration Moot”中，表现卓越。

•数学系的团队每年都参加竞赛，并在奥林匹克竞赛和国际比赛上获得奖牌，例如
a）2017年，在SEEMOUS东南欧大学生数学奥林匹克竞赛中，我们的数学生团队获得了三枚
奖牌; b）2016年，在SEEMOUS东南欧大学生数学奥林匹克竞赛中，获得四枚奖牌; c）2015
年，在IMC国际数学竞赛中，获得四枚奖牌; d）2016年，在IMC国际数学竞赛中，获得五枚
奖牌。

•信息与电信系学生在2016年的创新竞赛NBG i-bank #fintech crowdhackathon中，获得
一等奖。

•历史与考古系研究生在2016年由北约公共政策司组织的主题为“二十一世纪和平与安
全 - 青年视野”国际比赛中，获得奖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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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服务和设施

我们为本科和研究生提供一系列设施和服务支持，列举如下：

咨询服务 支援服务 学习休闲设施

学生申诉专员 8个学院图书馆和2个大学俱乐部图
书馆

社会心理干预部门 残障学生辅导部门 计算机与多媒体中心

咨询处 - 神学院 学生支援基金 外语教学中心

咨询处 - 小学教育系 学生宿舍 现代希腊语言教学中心

社区心理健康中心 学生食品服务 大学体育中心

科埃尔咨询中心 奖学金-奖项  学生文化社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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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希腊语言教学中心（http://en.greekcourses.uoa.gr）

雅典国立卡波蒂斯坦大学现代希腊语言教学中心自1950年成立至今，由最初数量有限的
学生，逐渐发展为学生人数急剧增长，规模逐渐扩大，如今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现代希腊语
教学中心。其中许多毕业生现在已成为当代希腊的语言学老师、外交官、教会人士、知名科
学家、公司经理、商业人士和尊敬的艺术家等等，遍及世界各地。

教学中心在跨部门项目的支持下，现代希腊语教学作为第二外语，成为同语言学系与哲
学、教育学和心理学系一样的硕士学位课程。

现代希腊语教学中心的宗旨是：
•作为第二外语的现代希腊语教学； 
•取得作为第二外语的现代希腊语水平证书; 
•外国人了解希腊文化方方面面的窗口; 
•作为第二外语的现代希腊语教学成为硕士学位学生的实践课程。

现代希腊语教学中心每月都会组织学生参观博物馆和考古遗址，以及游览具有历史意义
的地区（苏尼翁Sounio，德尔菲Delphi，迈锡尼Mycenae，纳芙普里良Nafplio，埃匹达夫
鲁斯Epidauros）。游览本身就是根据学生希腊语水平（初级、中级和高级）安排的教学课
程。学生们参加这些游览活动，要准备书面文字材料，做词汇练习，收集历史信息，并在课
堂上进行讨论，因此游览成为教学的主要学习项目之一。同时，学生还会在老师的引领下到
博物馆和考古遗址（卫城、卫城博物馆、国家考古博物馆、贝纳基博物馆等）学习。

外语教学中心

外语教学中心成立于1931年，最初是大学俱乐部的一部分。自成立以来，中心的主要目
标是外语教学，但是多年以来仅限于英语、法语、德语和意大利语以及西班牙语和俄语等广
泛使用的语言。 1994年，中心成为一个完全独立的学术单位，由自己的行政委员会管理。

目前，外语教学中心可以教授各种级别的23种语言：英语、阿尔巴尼亚语、阿拉伯语、
保加利亚语、法语、德语、丹麦语、日语、印度语（印度语 - 梵语）、西班牙语、意大利
语、汉语、韩国语、挪威语、荷兰语、波斯语、葡萄牙语、俄语、塞尔维亚语、瑞典语、土
耳其语、捷克语和芬兰语。此外，任何希望专门从事语言、翻译、法律或医学科学的人士，
都可以选择特别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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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

雅典国立卡波蒂斯坦大学历史博物馆汇集了与雅典大学有关的文化历史展品，它提升、
培育和突出了雅典大学的历史文化。历史博物馆位于雅典卫城北坡的新古典主义历史建筑
中，其前身是18世纪建筑师Stamatios Kleanthis的住所，1837年至1841年期间，成为“奥
托大学Othonion”的前身。1987年历史博物馆开馆。博物馆的使命是加强雅典大学与社会之
间的关系，突出大学的历史。 

博物馆收藏有珍本、善本旧版书籍、手稿、文凭、科学仪器、肖像、照片、奖牌、印章
和大学纪念品。于此同时，组织举办文化与科学展览，从而突出希腊的教育与研究的历史，
例如，定期举办“雅典大学之旗 — 走进当代视觉艺术”展览。此外，在夏季的庭院中还
有戏剧和音乐表演。博物馆还参加了保护和加强大学遗产的国际活动。值得一提的是，它是
欧洲体系UNIVERSEUM欧洲学术遗产网络的成员，2015年，在雅典举办了第16届UNIVERSEUM大
会，有来自16个欧洲国家的大学参加。 

雅典大学还有13个专题博物馆，分别隶属于大学不同学院或部门。

1. 乔治·帕帕尼科拉解剖学收藏博物馆 
成立于1877年。奥托国王曾把韦伯和马斯卡尼的著名解剖学表捐赠给该博物馆。爱奥尼

亚学院把Valsamakis系列收藏捐赠给了博物馆。解剖博物馆藏品丰富，有丰富的干骨，100
个颅骨，脑切片，存在骨疣的骨骼，畸形骨骼，畸胎和发育异常的胚胎，血管和神经经过处
理后的标本，带血管和神经分支的福尔马林浸泡的器官，以及丰富的旧手术器械收藏。

2014年2月，是巴氏测试宫颈癌筛查发明人乔治·帕帕尼科拉George Papanicolaou逝世52
周年。在展品中，有帕帕尼科拉生活的罕见照片，获得的奖章，最后一次发行的希腊纸币的
样式图和他的肖像。展览的主要部分包括有关帕帕尼科拉的科学作品的照片、信件和其他文
件。

2. 人类学博物馆 
成立于1886年，是希腊甚至是欧洲人类学发展最重要的中心。人类学博物馆科学馆藏的

主要部分涵盖古希腊世界所有时期的骨架系列。这些藏品一直是希腊和外国人类学家进行系
统的人类学研究的重要主题，通过研究，他们发展了种族进化的基本原理，和希腊青铜时期
文化的人口形成和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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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犯罪学博物馆
成立于1932年，它是希腊第一个致力于犯罪学和司法科学的大学博物馆。它通过介绍19

世纪和20世纪初叶发生的最臭名昭著的罪行来举例说明犯罪的历史。博物馆收藏有丰富的资
料，其中包括法医学和毒理学研究人员以及其他司法科学研究人员的研究资料，以及社会学
领域的重点研究犯罪及其原因、结果和社会影响的资料。

4. 药理学博物馆 
成立于1998年，博物馆收藏有生物化学和药理学教育材料和研究设备。

5. 口腔医学博物馆 
2013年向公众开放，是地中海东部地区唯一一家口腔医学博物馆。博物馆整理和收藏了

希腊的关于牙科研究记录，研究文件资料，和研究评估。其主要展厅展出19世纪的牙科仪器
（牙科钻头、牙镊子、牙科手术用仪器、牙科修复材料器具、牙科手持器具和非常罕见的带
有牙科灯的牙科用装置）。 此外，博物馆还收藏了自1916年以来的历史档案。

6. 考古和艺术史博物馆 
成立于上个世纪30年代初叶。 自1988年始，博物馆馆址位于哲学学院的入口处。 其展品

超过8800件。 这些副本或原件是特定时期被捐赠或借给博物馆的。2010年，这个设备齐全
的博物馆开始运营。该博物馆是国际博物馆理事会（ICOM）成员，并定期参加国际博物馆日
和欧洲文化遗产日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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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教育博物馆
成立于1993年，隶属于哲学、教育学和心理学系。 博物馆的目的是调查研究和保存教育

行业的文化遗产。 2000年，举行了其第一次展览。

 8. 圣经和基督教考古博物馆
成立于1969年。其中包括来自卢浮宫博物馆的重要藏品的复制品：“汉谟拉比法典”

，“磨押王米杀的石碑”和“沙尔马尼瑟尔三世”的方尖碑。

9. 植物博物馆/植物园
植物博物馆于1868年成立，其前身是1850年成立的老生理学博物馆，其中包括大学的植

物学、动物学和矿物学收藏。 
植物园种植了200多种植物。其中有100多年历史的罕见的高棕榈等珍稀物种，还有具有

历史价值的华盛顿棕榈。植物园目前不对外公开。

10. 动物博物馆
动物博物馆的藏品包括希腊和其他国家的哺乳动物、鸟类、爬行动物、两栖动物、鱼

类、海洋无脊椎动物、蜗牛、昆虫和其他无脊椎动物以及人类学上的发现。这里每年约有一
万人参观，主要是小学生和中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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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矿物学与岩石学博物馆
矿物学与岩石学博物馆的原始馆藏来自于1835年在雅典成立的自然历史学会的收藏。大

学于1837年取得了这些藏品。这所大学矿物学与岩石学博物馆成立于1908年，展品中包括有
希腊最古老的矿物和岩石。1982年以来，博物馆一直属于地质系的一部分。

12. 物理科学与技术博物馆  
该建筑物的奠基仪式于1887年6月6日举行。在其地基处被放置了一枚玻璃圆筒，里面装

有一枚希腊金币和一张写有：“献身科学事业，更要献身于祖国 ”的羊皮纸。老博物馆的
前身是大学的“老化学实验室”。如今，其收藏超过1万种有价值的科学仪器。 博物馆还拥
有Smyrni大学的档案，由Konstantinos Karatheodrori保存并带到希腊。预计博物馆在部分
改建后将重新开放。

13.  古生物与地质博物馆 
古生物与地质博物馆的收藏包括希腊各地的动物和植物化石，涵盖了3亿多年的地质历

史。自19世纪末以来，博物馆样品不断补充，藏品丰富，以其良好的保存状况和展品的独一
无二而闻名。其中包括有来自国外的样本，微古生物学和地层学的收集，以及古生物环境的
再造复原。 

雅典大学历史档案馆成立于1991年，是大学的研究中心。自雅典大学1837年成立以来，
历史档案馆应运而生。该馆的目的是保存、组织和管理档案。这些材料成为研究大学历史和
希腊与欧洲历史研究的基础保证。历史档案馆位于雅典市中心，收藏约200万件。如果需要
更多信息，可以登录网址查询：http://en.historymuseum.uoa.gr/athens-universitys-
museum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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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和信息中心

图书馆和信息中心旨在支持和加强大学的教育和研究活动，提供管理和分配专业科学信
息，使得学术团体参与到每一个教育和文化活动中。图书馆和信息中心的收藏将近百万件物
品，其中有书籍、期刊、地图、光盘等。

8个中央图书馆，各自隶属于大学相应的学院。雅典大学图书馆拥有近100万册书籍和超
过30万份研究期刊，是希腊三大图书馆之一，其他两家图书馆分别是国家图书馆和塞萨洛尼
基亚里士多德大学图书馆。 

雅典大学图书馆是希腊图书馆际互借网络成员之一。该网络是通过希腊学术图书馆链接
开发，希腊和塞浦路斯之间保持官方合作，在“IRIS”平台下，负责图书馆间的信息服务和
借阅服务。此外，还与其他图书馆合作，例如英国图书馆文献供应中心（BLDSC）和国家文
献中心（SUBITO），处理国际事物要求。最后，图书馆和信息中心还是雅典大学统一的机
构信息库/数字图书馆“PERGAMOS”，是本科生、硕士、博士研究生论文存放之处。网址为
（https://pergamos.lib.uoa.gr/）。

大学俱乐部的两个图书馆同时向教师和学生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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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普尼卡雷亚教堂 

1932年，卡普尼卡雷亚教堂被赠与给雅典大学，直接隶属于雅典大学神学院。教堂建于
11世纪，它是“圣母玛利亚显灵”和“圣芭芭拉教堂”合体的拜占庭式教堂。 原始建筑是
由有罗马柱头的四座柱子支撑的圆顶十字架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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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介绍

公共国际关系是大学的优先事项。对于众多不同利益相关者，我们致力于提升研究、创
新和服务。

公共国际关系与历史事务总局是大学的枢纽，它强有力地承担支持教育、智力和服务的
任务，给所有内部和外部利益攸关方和受众，提供及时有用的信息。因此，这有助于大学及
其领导层对文化教育问题做出预测和管理，倡导实现大学战略目标和方针的公共政策。

根据大学的宗旨，我们会举办各种活动，包括由学术人员、研究人员和学生参加的多种
广泛的学术活动。除此外，大学还向杰出的科学家和学生颁发优秀奖，授予荣誉博士学位，
定期举办周年庆典及周年纪念，还有社会、文化和其他活动的庆典（音乐活动、戏剧表演）
，以及会议、研讨会和有趣味的学术讲座等。

行政管理机构与大学各学校和部门紧密联系，通过积极参与伊拉斯谟（ERASMUS+）计
划，与国外高等教育机构建立合作关系，加入到国际大学组织、协会和网络中，来提升大学
身份、品牌、咨讯和声誉。

此外，新闻办公室是与各地方、区域和国际的记者联络的主要联络处。为了最大限度地
报道大学全体教职员工以及大学的各项活动，新闻办公室积极培养与记者和编辑的关系，加
强思想传播，帮助媒体获取信息。同时，新闻办公室能够有效地传达协会、全体教职员工和
学生的各方面成就。新闻团队还会发布常规新闻，对时事问题作实况报道，以及报道突破性
研究和有趣的项目。

3.2  国际化战略伙伴关系 - 国际合作协议 

在与国际关系与欧洲教育计划委员会的合作中，雅典大学主管部门和大学理事会把国际
化确定为重要战略目标。这种国际定位目标旨在提升大学高水平教育、研究和文化活动，改
善国际形象。大学与世界各地的教育机构、网络和协会合作，通过交换生的交流活动和联合
研究各种发展项目，提高学生和学术人员的国际化角色。国际双边协议即促进了大学之间的
伙伴关系，又使得其共同分享知识、交流信息、促进科学研究。与此同时，一些协议还为科
学家和学生、行政人员的交流提供所需，为研究材料与联合研究项目的组织和科学会议（研
讨会、会议等）提供所需。

雅典大学已经与同行大学，主要为公立或高等教育研究机构签署国际双边协议，如
CERN（瑞士）、INRIA（法国）和A * STAR（新加坡）等。以下是大学与全球29个国家的大
学和机构签署了63个活动协议，情况如下。

3. 公共国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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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机构

阿根廷 阿根廷苏尔国立大学

澳大利亚 麦考瑞大学

保加利亚 保加利亚科学院

保加利亚 索菲亚大学-圣·克利奥里德斯基

加拿大 蒙特利尔大学

加拿大 约克大学

加拿大 西蒙弗雷泽大学

加拿大 麦吉尔大学

中国 上海外国语大学

中国 北京外国语大学

中国 中国石油大学

中国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中国 浙江大学

哥伦比亚 国立教育大学

塞浦路斯 塞浦路斯大学

塞浦路斯 塞浦路斯欧洲大学

塞浦路斯 尼科西亚大学

塞浦路斯 奈波利斯大学 - 帕福斯

捷克 布拉格查尔斯大学

法国 里尔第一大学

法国 巴黎第七大学

法国 里尔第三大学

法国 法国国家信息与自动化研究所（INRIA）

法国 法国勒阿弗尔大学

德国 雷根斯堡大学

德国 柏林自由大学

匈牙利 罗兰大学

伊朗 德黑兰大学

意大利 罗马第一大学

日本 庆应义塾大学

日本 立命馆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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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早稻田大学

约旦 约旦大学

韩国 韩国外国语大学

韩国 西江大学

墨西哥 墨西哥瓜达拉哈拉大学

新西兰 新西兰奥克兰大学

罗马尼亚 雅西亚历山德鲁-库扎大学

罗马尼亚 塔尔戈维斯瓦尔夏西亚大学

俄罗斯 莫斯科国立罗蒙诺索夫大学

俄罗斯 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研究所 - 米高梅大学

俄罗斯 新西伯利亚国立大学

俄罗斯 莫斯科州立大学

新加坡 新加坡科技研究局

南非 比勒陀利亚大学

西班牙 格拉纳达大学

西班牙 阿尔卡拉大学

瑞士 欧洲核子研究组织

台湾 国立政治大学

台湾 国立台湾大学

土耳其 伊斯坦堡大学

土耳其 卡迪尔哈斯伊斯坦布尔大学

土耳其 安卡拉大学

乌克兰 基辅国立大学

乌克兰 乌克兰国家科学院

乌克兰 乌克兰利沃夫国家大学

乌克兰 基辅大学

乌克兰 马里乌波尔州立大学

美国 天普大学

美国 加州州立大学萨克拉门托分校

美国 肯塔基大学

美国 美国明尼苏达州圣克劳德州立大学

乌拉圭 乌拉圭国家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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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参加国际组织、协会和大学网络

雅典大学参与国际组织、协会和大学网络，旨在促进大学之间的国际合作，制定方针和
战略，以改善教育和研究活动。 

雅典大学是大学网络的创始人和积极成员：

• UNIMED（地中海大学联盟）http://www.uni-med.net
• UNICA（欧洲首都大学网络）http：// www.unico-network.eu

它还是以下6个国际协会和网络的成员： 
• IAU（国际大学协会）http://www.iau-aiu.net
• EUA（欧洲大学协会）http ://www.eua.be
• EAIE（欧洲国际教育协会）http://www.eaie.org
• UNEECC（欧洲文化首都大学网络）http://www.uneecc.org
• IIE（国际教育研究所）http://www.iie.org 
• BUA（巴尔干地区大学协会）http://www.baunas.org

此外，其学术单位（学院和部门）及其代表是专业国际学术协会和网络的积极成员。自
1988年以来，雅典大学是“大学宪章”的签署者，并遵循着其基本价值理念。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雅典大学具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双教席：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地中海地区可持续发展管理与教育网络教席（MED I E S）         
（http://unescochair.chem.uoa.gr/#UNESCO_Chair_and_Network_on_Sustainable_
Development_Management_and_Education_in_the_Mediterranean）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青少年保健教席（http://www.unesco.org/en/university-twinning-
and-networking/access-by-region/europe-and-north-america/greece/unesco-chair-
in-adolescent - health-care-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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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伊拉斯谟计划（Erasmus +）

雅典大学多年来一直是通过伊拉斯谟计划（Erasmus+）在欧洲各大学实现学生和学术人
员流动的前沿，现在仍将继续这一计划。自1987年伊拉斯谟计划开始以来，雅典大学一直积
极参与该计划的实施，从那时起，共有5000名来校访问学生和1.3万名出国访问学生参加了
该计划。

根据欧盟委员会2013-14学年发表的“伊拉斯谟计划”统计，雅典大学学生人数在全欧洲
高等教育机构中排名第41位。

雅典大学一以贯之鼓励这种交流，因为参加伊拉斯谟计划的学生和工作人员能够在多元
化的学术、社会和文化环境的学习教学中获得宝贵的经验。

基于雅典大学和其他欧洲大学伊拉斯谟计划双边协议基础上，在2017-18学年间，雅典大
学和欧洲31个国家的336所大学之间签有655个协议。

此外，在伊拉斯谟计划（ERASMUS +）国际信贷流动的框架下，雅典大学与俄罗斯联邦、
以色列、约旦、乌克兰、塞尔维亚和格鲁吉亚的大学开展了新的合作。来自伊拉斯谟计划的
学生可以参加雅典大学的所有教育和文化活动，并在哲学学院的赞助下，在现代希腊语教学
中心参加免费希腊语言课程。此外，他们还被鼓励参加由哲学院（戏剧研究系）提供的主题
为“当代希腊：历史、艺术和文学”的创新跨学科课程。

最后，除了个人交流学习项目外（ERASMUS +关键项目1），雅典大学积极参与伊拉斯谟计
划（ERASMUS +）的其他关键项目，如关键项目2：“创新合作与良好的实践交流”；关键项
目3 ：“支持政策改革”，让·蒙奈和运动项目，以及由雅典大学协调或参与的大量项目。

更多信息可登录网站查询：http：//en.interel.uoa.gr/erasmu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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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目标与战略

我们的目标是通过提高基础知识，最大限度地发挥科研效益，更好的为公共政策，改善
健康状况，促进经济繁荣，增加社会凝聚力，拓展国际发展，增进社区认同，提高艺术、文
化和生活质量，做出贡献。研究和创新是优异学术和培养有潜力成为其领域的世界领导者人
才不可或缺的。

我们倾其所能与希腊和国际上领先的大学网络、公共部门机构和商业部门广泛合作，旨
在扩大我们的国际合作网络。 雅典大学的目标是，作为一个杰出的研究机构，通过提高基
础知识，更好的为公共政策，改善健康状况，增加社会凝聚力，做出贡献，最大限度地发挥
科研效益，最终提高我们的声誉，增加学校的关注度。

研究与开发（R＆D），包括个人与集体、资助与非资助，是学术交流的优先考虑，因此
要提升科学期刊与学术会议上的出版研究成果，为图书/专著/篇章编辑成册和书评等做出贡
献。

雅典大学的研究策略有以下主要目标：

•改进内部机制，促进合作与交流，分享优秀经验。
•在欧洲和国际研究项目中，做好协调人或合作伙伴的角色。
•在博士和博士后水平层面上，由大学的科研团体和个人研究人员与希腊和国外其他机构的

研究人员合作，为研究项目的实现做出贡献。
•加强企业和行业的密切关系，增加研究成果的确认、制订、推广和经济开发，通过收购专

利和建立衍生公司保护知识产权。 
•发展本科生和研究生研究技能，依据他们的学习领域，让学生们到实验室或诊所进行实

践，参加各种形式的研讨会，包括纸媒讲座、讨论、专题研讨会、现场挖掘、最终的书
面报告等，使其成为学习的一部分。

 4. 研究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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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研究数据

由研究委员会管理的研究资助特别账户（SARG）在雅典国立卡波蒂斯坦大学所有项目中
的管理行政和财政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雅典大学主要资金来自欧洲、国际和国家基金，比如发展框架伙伴关系协议（PA）
，2014-2020年（欧洲结构与投资基金ESIF），Horizon 2020，公共和私营部门机构的伙伴
关系， 向法律实体和个人提供服务，政府资助、捐赠及其它途径。 

过去3年间，由雅典大学全体教职员工监督的各项目平均年度收入超过6000万欧元。 下图
描绘了每个资金来源的平均年度收入：

 

由研究资助特别账户SARG管理项目的完成，每年大约有5000名至9000名研究人员担任全
职或兼职工作。 在这些研究人员中，除教职员工和大学永久编制人员外，还有博士生、博
士后研究人员等技术人员和其他辅助人员等年轻研究人员。 

这些项目的资金在大学的研究政策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不仅降低了年轻科学家的失
业率，而且减少了研究人员的人才流失。 过去5年每年雇用的非永久性工作人员的项目情况
如下图所示。



41

目前，研究资助特别账户管理2000多个项目。 在过去的5年，每年新批准的研究资助特别
账户SARG项目变动率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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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大学医院、大学诊所和实验室

大学医院

大学医院阿莱迪奥斯“ARETAIEIO”医院和艾吉尼迪奥“AIGINITEIO”医院是自治机构，
由Th.Aretaios和D.Aiginitis两位捐赠人捐助给雅典国立卡波蒂斯坦大学。它们由独立执行
委员会根据其章程管理，并由雅典大学校长和大学理事会监督。医院提供优质的医疗服务，
并在医学教育和临床研究领域做出了突出贡献，得到广泛的认可。

以下部门隶属于阿莱迪奥斯“ARETAIEIO”医院：
 
• 第二外科
• 第二妇产科
• 第一放射科 
• 第一麻醉科 
• 新生儿科
• 肾脏科诊所
 
和一些配套部门、实验室和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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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部门隶属于艾吉尼迪奥“AIGINITEIO”医院：

• 第一神经科 
• 第一精神病科

和一些配套部门、实验室和单位。

两所大学医院都已为公众提供了超过100年的专业保健服务。 此外，他们对医学教育和临
床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

其他部门由健康科学院主持工作

临床研究和教育活动由健康科学院的76个部门承担。由雅典医院（Attikon，Evange-
lismos，Hippokrateion，Laikon等）或相关学术部门运作。组成情况如下：

• 医学院60个部门
• 护理系11个部门
• 牙科系5个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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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实验室

雅典国立卡波蒂斯坦大学的研究人员和学生全年致力于研究活动。210个大学实验室分布
在相关学院，为其教育服务，以及运用于基础应用研究之目的。



张洁 - Jasmine, 雅典大学外语中心

Christina Samara - 心妍，雅典大学外语中心的中文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