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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布拉格 
 

所有人的大都会 

https://metropolevsech.eu/cs/praha/ 

所提供的服务：为生活在布拉格的外国人提供网站信息，网站上有最重要的信息和各种组织，政

府机关及其部门的联系方式，捷克语课程，文化活动和参与公共活动的信息，以便外国人尽快尽

可能好地融入捷克首都和捷克共和国的生活当中。 

 

布拉格融入社会中心，公益组织（Integrační centrum Praha, o.p.s.） 

网站：https://icpraha.com/ 

布拉格融入社会中心（ICP）是一个非营利组织，该组织的目标是让布拉格成为所有人的大都会-

所有人的家园，不论您来自哪里，只要您决定居住在这里，这里就是一个人人相互尊重，支持与

合作的地方。布拉格融入社会中心 ICP 为欧盟以外的公民提供的免费服务有：捷克语课程，法律

和社会咨询服务，去各个机构时的翻译和陪伴，教育研讨会，还组织让捷克人和外国人可以相互

认识并了解对方文化活动。 

 

有关 ICP 的更多信息，您可以在 www.icpraha.com 网站上或其它社交网络-Facebook，Instagram 和

https://metropolevsech.eu/cs/praha/
https://icpraha.com/
http://www.icpraha.com/


VKontakte 上找到，比如@ICPraha。我们还推荐您下载 PRAGUER-一个为生活在布拉格的外国人提

供的应用程序，您可以在上面找到用多种语言提供的重要信息和联系方式。 

电话：+420 252 543 846 

电子邮件：info(a)icpraha.com 

所提供的服务：专业的法律和社会咨询服务，捷克语课程，跨文化服务，社会文化导向课程，志

愿服务和实习服务，融入社会活动，PRAGUER 移动应用服务 

服务的对象是：非欧盟国民，在捷克共和国合法居留超过 90 天的人 

 

融入社会咨询中心 

网站：http://p-p-i.cz/ 

Opletalova 路 921/6 号(入口通道在 Opletalka 路 4 号) 

电话：+420 603 281 269 

电子邮件：praha(a)p-p-i.cz 

所提供的服务：法律和社会咨询服务，捷克语课程，跨文化服务，融入当地社会的活动（活动适

合有孩子的家庭，游览，文化之夜，舞蹈和民族美食讲习班），有孩子家庭初始融入当地社会的

服务 

服务的对象是：具有不同居住许可类型的外国人（欧盟和非欧盟国家的） 

 

移民与融入社会协会 SIMI 

网站：www.migrace.com 

电话：+420 224 224 379 

电子邮件：poradna(a)migrace.com 

所提供的服务：法律和社会咨询服务，跨文化服务，心理治疗咨询，在网站上向外国人提供实用

信息 

服务的对象是：生活在捷克共和国的持有不同居住许可类型的外国人 

 

InBáze, z.s.协会 

网站：http://inbaze.cz/ 

布拉格 2 区 Legerova 路 357/50 号 邮编：120 00 

电话：+420 739 037 353  

电子邮件：info(a)inbaze.cz 

所提供的服务：法律和社会咨询服务，跨文化服务，社会心理咨询，为有孩子的家庭安排的服务，

志愿服务和实习服务 

http://praguer.icprah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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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的对象是：居住在首都布拉格的，不论其居留许可类型和来源的所有外国人 

 

难民援助组织（Organizace pro pomoc uprchlíkům） 

网站：https://www.opu.cz/cs/ 

布拉格 9 区 Kovářská 路 4 号 

电话：+420 730 158 779 

电子邮件：opu(a)opu.cz 

所提供的服务：法律和社会咨询服务，教育活动，工作和职业咨询（社会康复服务），志愿服务

和实习服务 

服务的对象是：持有各种居留许可的来自非欧盟国家的外国人及其家属，来自欧盟国家的外国人，

发现自己处于困境并无法适应环境的人，申请国际保护的人，寻求庇护的人士，得到辅助保护的

人士及其家庭成员。 

 

META, o.p.s.公益组织 –为年轻移民提供机会 

网站：https://meta-ops.eu/ 

布拉格 3 区 Žerotínova 路 35 号 

电话：+420 773 304 464 

电子邮件：info(a)meta-ops.cz 

所提供的服务：教育咨询服务，捷克语课程，帮助办理公证，语言教学辅导，助教课程，休闲俱

乐部 Čekuj！（等待！）或 Česká kultura jinak（捷克另类文化），志愿服务和实习服务 

服务的对象是：有移民经验的父母及其子女 

 

外国人融入社会中心，公益组织（Centrum pro integraci cizinců, o.p.s.） 

布拉格 8 区 Pernerova 路 10/32 号 

网站：http://www.cicpraha.org/cs/ 

电话：+420 222 360 452 

电子邮件：info(c)cicpraha.org 

所提供的服务：社会咨询服务，工作和职业咨询，捷克语课程，为有孩子的家庭提供的服务，志

愿服务和实习服务 

服务的对象是：在捷克共和国具有合法居留权的外国人，包括欧盟国民 

 

21 言（Slovo 21） 

网站：http://www.vitejtevcr.cz/ 

https://www.opu.cz/cs/
https://meta-ops.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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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vitejtevcr.cz/


电话：+420 737 589 847 

电子邮件：kurzy(a)vitejtevcr.cz 

所提供的服务：融入当地社会的适应性课程：欢迎来到捷克共和国（Vítejte v České republice） 

服务的对象是：初到捷克的外国人（单独报名参加课程的外国人，公司员工，同胞，大学生） 
 

布拉格大主教慈善机构（Archidiecézní Charita Praha）: 

布拉格 2 区 Londýnská 路 44 号 

网站：https://praha.charita.cz/sluzby/migrace/ 

电话：+420 224 813 418 

电子邮件：praha(a)praha.charita.cz 

所提供的服务：法律和社会咨询服务，提供去内政部庇护和移民政策司外国人居留科的协助服务，

乌克兰语，蒙古语和越南语电话信息专线，低门槛捷克语课程，陪同去政府机关，协助，翻译，

儿童休闲活动，社会文化导向课程，为申请国际保护的人提供有趣的活动。 

服务的对象是：生活在捷克共和国的外国人 

 

特别机构 

拉斯特拉达（La Strada） 

网站：https://www.strada.cz/cz 

电话：+420 222 721 810 (普通电话号码), +420 222 71 71 71, +420 800 07 77 77 (SOS 急救热线) 

电子邮件：lastrada(a)strada.cz 

所提供的服务：专业的社会咨询服务，紧急援助，SOS 急救热线 

服务的对象是：具有捷克或外国国籍的 18 岁以上的人（被贩卖和被剥削的人，被欺骗和/或被迫

工作或提供服务的人，包括妓女，被剥削利用的人，经历过或将要被贩卖或剥削的人，与曾经或

正在被贩卖或剥削的人有密切关系的人，正在寻找工作或出国旅行的人，对如何预防和避免被人

口贩卖和被剥削感兴趣的人）。 

 

IOM 国际移民组织 

布拉格 1 区 Na Poříčí 路 12 号 Palác YMCA 宫 

网站：https://www.iom.cz/ 

电话：+420 775 965 573 

电子邮件：prague(a)iom.int 

所提供的服务：自愿返回和重返社会的方案。该服务是针对违反居住制度的移民（有可能在国际

移民组织的协助下有尊严和自由地返回家园。这是为被迫遣返（驱逐出境）的人提供的替代解决

方案。 

mailto:kurzy@vitejtevcr.c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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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strada.cz/c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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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Iustitia 正义公益组织 

布拉格 1 区 Rybná 路 24 号邮编：110 00 

网站：https://www.in-ius.cz/ 

电话：+420 773 177 636, +420 212 242 300 

电子邮件：in-ius(a)in-ius.cz, poradna(a)in-ius.cz 

所提供的服务：社会和法律咨询服务 

服务的对象是：暴力仇恨的受害者，尤其是脆弱的受害者，无家可归的妇女（包括有无家可归的

潜在威胁的），遭受暴力威胁或仍然遭受任何暴力侵害的人。所有犯罪活动的受害者。被有仇恨

表现的人尤其是种族主义者，反犹太主义者，伊斯兰恐惧症的人，同性恋恐惧症的人和跨性别恐

惧症的人干扰的人，基于性别遭受暴力的人，因为年龄问题，健康状况，社会地位或亚文化背景

遭受暴力的人。 

 

中波希米亚州（Středočeský kraj） 
 

贝内绍夫（Benešov）: 

外国人融入社会援助中心–贝内绍夫（Benešov） 

Benešov 市 Žižkova 路 360 号 

网站：http://www.integracnicentra.cz/benesov/ 

电话：+420 326 905 279 

电子邮件：icbenesov(a)suz.cz 

所提供的服务：社会和法律咨询服务，捷克语课程，社会文化导向课程，在庇护与移民政策部 

Benešov(Benešov 市 Jiráskova 路 801 号,–每星期一 8:30–9:30)提供紧急咨询服务 

服务的对象是：非欧盟国民，在捷克共和国合法居留超过 90 天的人 

 

克拉德诺（Kladno）: 

克拉德诺外国人融入社会援助中心-克拉德诺（Kladno） 

Kladno 市 Kročehlavy 区 Cyrila Boudy 路 1444 号 

网站：http://www.integracnicentra.cz/kladno/ 

电话：+420 325 630 546 

电子邮件：ickladno(a)suz.cz 

所提供的服务：社会和法律咨询服务，捷克语课程，社会文化导向课程。 

服务的对象是：非欧盟国民，在捷克共和国合法居留超过 90 天的人 

https://www.in-ius.c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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姆拉达·博莱斯拉夫（Mladá Boleslav）: 

外国人融入社会援助中心–姆拉达·博莱斯拉夫（Mladá Boleslav） 

Mladá Boleslav 市 Dukelská 路 1093 号 

网站：http://www.integracnicentra.cz/mlada-boleslav/ 

电话：+420 311 584 406 

电子邮件：icmladaboleslav(a)suz.cz 

所提供的服务：社会和法律咨询服务，捷克语课程，社会文化导向课程。 

服务的对象是：非欧盟国民，在捷克共和国合法居留超过 90 天的人 

 

大主教慈善机构：捷克共和国内政部庇护与移民政策部，姆拉达·博莱斯拉夫（Mladá Boleslav）

分部 

Mladá Boleslav 市 Štefánikova 路 1904 号 

网站：https://praha.charita.cz/sluzby/migrace/ 

电话：+420 224 813 418 

电子邮件：praha(a)praha.charita.cz 

所提供的服务：提供去内政部庇护和移民政策部外国人居留科的协助服务（星期一 8 点到 15 点） 

服务的对象是：生活在捷克共和国的外国人 

 

姆拉达·博莱斯拉夫外国人融入社会中心，公益组织（Centrum pro integraci cizinců, o.p.s. – 

Mladá Boleslav） 

Mladá Boleslav 市 Dukelská 路 1093 号 Dům kultury 文化之家（侧门，1 楼，门牌号 109）邮编：

293 01 

网站： 

电话：+420 735 174 517, +420 735 755 200 

电子邮件：mboleslav(a)cicpraha.org 

所提供的服务：专业的社会咨询服务，捷克语课程，有孩子家庭的初始融入社会的服务 

服务的对象是：生活在捷克共和国的外国人 

 

普希布拉姆（Přibram）: 

外国人融入社会援助中心–普希布拉姆（Přibram） 

Příbram 市 U nemocnice 路 85 号 

http://www.integracnicentra.cz/mlada-boleslav/
https://praha.charita.cz/sluzby/migrace/


网站：http://www.integracnicentra.cz/pribram/ 

电话：+420 326 905 249 

电子邮件：icpribram(a)suz.cz 

所提供的服务：社会和法律咨询服务，捷克语课程，社会文化导向课程。 

服务的对象是：非欧盟国民，在捷克共和国合法居留超过 90 天的人 

 

大主教慈善机构：捷克共和国内政部庇护与移民政策部，普里布拉姆（Příbram）分部 

Příbram 市 Žežická 路 498 号 

网站：https://praha.charita.cz/sluzby/migrace/ 

电话：+420 224 813 418 

电子邮件：praha(a)praha.charita.cz 

所提供的服务：提供去内政部庇护和移民政策部外国人居留科的协助服务（星期三 8 点到 15 点） 

服务的对象是：生活在捷克共和国的外国人 

 

库特纳·霍拉（Kutná Hora）: 

外国人融入社会援助中心–库特纳·霍拉（Kutná Hora） 

Kutná Hora 市 Benešova 路 97 号 

网站：http://www.integracnicentra.cz/kutna-hora/ 

电话：+420 326 905 408 

电子邮件：ickutnahora(a)suz.cz 

所提供的服务：社会和法律咨询服务，捷克语课程，社会文化导向课程。 

服务的对象是：非欧盟国民，在捷克共和国合法居留超过 90 天的人 

 

南摩拉维亚州（Jihomoravský kraj） 
 

南摩拉维亚州外国人中心（Centrum pro cizince JMK） 

Brno 市(4 楼)Mezírka 路 1 号 

网站：https://www.cizincijmk.cz/ 

电话：+420 541 658 333  

电子邮件：cizincijmk(a)jmk.cz 

所提供的服务：法律和社会咨询服务，捷克语课程，陪同，社会文化活动，公众活动 

http://www.integracnicentra.cz/prib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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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的对象是：在捷克共和国具有合法居留权的外国人 

 

布尔诺难民援助组织（Organizace pro pomoc uprchlíkům – Brno） 

网站：https://www.opu.cz/cs/kontakty/opu-centrala-brno/ 

Brno 市 Josefská 路 8 号 

电话：+420 731 448 938, +420 731 928 388 

电子邮件：opu.brno(a)opu.cz 

所提供的服务：法律和社会咨询服务，教育活动，去政府部门办事时提供帮助，捷克语课程，工

作和职业咨询，志愿服务和实习服务 

服务的对象是：生活在南摩拉维亚州持有永久或长期居留许可的外国人，寻求庇护的人士 

 

布尔诺教区慈善-塞尔苏兹-为外国人的服务（Diecézní charita Brno - Celsuz – Služby pro cizince） 

Brno 市 Tř. Kpt. Jaroše 大街 1928/9 号 

网站：https://celsuz.cz/sluzby-pro-cizince/ 

电话：+420 538 700 943 

电子邮件：celsuz(a)brno.charita.cz 

所提供的服务：法律和社会咨询服务，捷克语辅导，协助去布尔诺外事警察局办理与居留有关的

事情，去政府机构和其他机构时提供协助或翻译 

服务的对象是：持有各种居留许可证的外国人，申请国际保护的人，得到庇护和辅助保护的人。 

 

卡罗维发利州（Karlovarský kraj） 
 

外国人融入社会援助中心 

Karlovy Vary 市 Závodu Míru 路 876/3a 号 

网站：http://www.integracnicentra.cz/karlovarsky-kraj/ 

电话：+420 353 892 559 

电子邮件：ickarlovyvary(a)suz.cz 

所提供的服务：法律和社会咨询服务，捷克语课程，社会文化导向课程，公众活动法律和社会咨

询服务，捷克语课程，社会文化导向课程，公众活动 

服务的对象是：非欧盟国民，在捷克共和国合法居留超过 90 天的人 

 

 

https://www.opu.cz/cs/kontakty/opu-centrala-br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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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尔森州（Plzeňský kraj） 
 

外国人融入社会援助中心–比尔森主中心 

Plzeň 市 Americká 路 39 号 

网站：http://www.integracnicentra.cz/plzensky-kraj/ 

电话：+420 377 223 157 

电子邮件：icplzen(a)suz.cz 

所提供的服务：社会和法律咨询服务，捷克语课程，社会文化课程 

服务的对象是：非欧盟国民，在捷克共和国合法居留超过 90 天的人 

 

比尔森外国人和难民咨询中心 

Plzeň 市 Cukrovarská 路 16 号邮编：301 00 

网站：https://www.dchp.cz/jak-pomahame/v-plzenskem-kraji/poradna-pro-cizince-a-uprchliky-plzen/ 

电话：+420 377 441 736, +420 731 433 096 

电子邮件：poradna(a)dchp.charita.cz 

所提供的服务：法律和社会咨询服务 

服务的对象是：外国人和难民，外国人和难民的家庭成员，与外国人有法律关系的捷克公民 

 

比尔森外国人和难民咨询中心-比尔森庇护和移民政策部 

Slovanská alej 路 2046/26 号(捷克共和国内政部庇护和移民政策部比尔森分部) 

网站： 

电话：+420 731 433 139 

电子邮件：poradna(a)dchp.charita.cz 

所提供的服务：提供去捷克共和国内政部庇护和移民政策部的协助服务 

服务的对象是：外国人和难民，外国人和难民的家庭成员，与外国人有法律关系的捷克公民 

 

比尔森-难民援助组织 

网站：https://www.opu.cz/cs/kontakty/opu-plzen/ 

Plzeň 市 Sady Pětatřicátníků 路 33 号 

电话：+ 420 604 809 165, +420 730 875 627 

http://www.integracnicentra.cz/plzensky-kraj/
https://www.dchp.cz/jak-pomahame/v-plzenskem-kraji/poradna-pro-cizince-a-uprchliky-plzen/
mailto:poradna@dchp.charita.cz
mailto:poradna@dchp.charita.cz
https://www.opu.cz/cs/kontakty/opu-plzen/


电子邮件：opu.plzen(a)opu.cz 

所提供的服务：法律和社会咨询服务，教育活动，陪同和现场协助，捷克语课程，志愿服务和实

习服务 

服务的对象是：持有永久或长期居住许可的外国人，寻求庇护的人士 

 

利贝雷茨州（Liberecký kraj） 
 

外国人融入社会援助中心-利贝雷茨州（Liberecký kraj） 

Liberec 市 Voroněžská 路 144/20 号 

网站：http://www.integracnicentra.cz/liberecky-kraj/ 

电话：+420 482 313 064 

电子邮件：icliberec(a)suz.cz 

所提供的服务：法律和社会咨询服务，捷克语课程，社会文化导向课程，公众活动 

服务的对象是：非欧盟国民，在捷克共和国合法居留超过 90 天的人 

 

外国人融入社会中心，公益组织-利贝雷茨（Centrum pro integraci cizinců, o.p.s. – Liberec） 

Liberec 1 区 Moskevská 路 27/14 号 1 楼 邮编：460 01 

网站：http://www.cicpraha.org/ 

电话：+420 481 120 049, +420 735 752 467 

电子邮件：liberec1(a)cicpraha.org 

所提供的服务：专业的社会咨询服务，捷克语课程，有孩子家庭初始融入社会的服务 

服务的对象是：生活在捷克共和国的外国人 

 

南波希米亚州（Jihočeský kraj） 
 

捷克布杰约维采教区慈善组织（Diecézní charita České Budějovice）-为外国人和移民提供咨询服务 

České Budějovice 市 Kanovnická 路 18 号 

网站：https://cizincicb.charita.cz/kontakty/ 

电话：+420 386 351 125, +420 734 435 344 

电子邮件：cizinci(a)dchcb.charita.cz 

所提供的服务：社会咨询服务，陪同去各种机构和政府机关，捷克语课程，翻译服务，在捷克共

和国内政部庇护与移民政策部的工作场所（捷克布杰约维采市 Pražská třída 大街 23 号）提供协助

服务，多元文化活动和研讨会 

http://www.integracnicentra.cz/liberecky-kraj/
http://www.cicpraha.org/
https://cizincicb.charita.cz/kontakty/


服务的对象是：外国人及其家人，跟 15 岁以上的外国人有法律关系的捷克公民，发现自己处于

不利的社会环境中的人。 

 

外国人融入社会援助中心-南波希米亚州（Jihočeský kraj） 

České Budějovice 市 Kněžskodvorská 路 2296/8A 号 

网站：http://www.integracnicentra.cz/jihocesky-kraj/ 

电话：+ 420 387 202 508 

电子邮件：icceskebudejovice(a)suz.cz 

所提供的服务：法律和社会咨询服务，捷克语课程，社会文化导向课程，公众活动 

服务的对象是：非欧盟国民，在捷克共和国合法居留超过 90 天的人 

 

帕尔杜比采州（Pardubický kraj） 
 

外国人融入社会援助中心–帕尔杜比采州（Pardubický kraj） 

Pardubice 市 Pernerova 路 444 号 

网站：http://www.integracnicentra.cz/pardubicky-kraj/ 

电话：+420 466 989 228 

电子邮件：icpardubice(a)suz.cz 

所提供的服务：法律和社会咨询服务，捷克语课程，社会文化导向课程，公众活动 

服务的对象是：非欧盟国民，在捷克共和国合法居留超过 90 天的人 

 

公益组织 MOST pro, o.p.s.–为外国人提供咨询服务 

Pardubice 市 17. Listopadu 路 216 号 

网站：http://www.mostlp.eu/ 

电话：+ 420 467 771 170, + 420 773 223 453 

电子邮件：info(a)mostlp.eu 

所提供的服务：专业的社会咨询服务，捷克语课程，翻译服务，就医服务，去政府机关时提供帮

助，为家人提供帮助，在庇护和移民政策部的工作地点(Pardubice 市 Pernerova 路 168 号)进行协

助服务-帮助填写表格，翻译 

服务的对象是：生活在帕尔杜比采市和帕尔杜比采州的外国人，有居留在捷克共和国所需的所有

必要证件的人，如有必要，也适用于非法居留的外国人，包括第三国的外国人，来自欧盟的外国

人 

http://www.integracnicentra.cz/jihocesky-kraj/
http://www.integracnicentra.cz/pardubicky-kraj/
http://www.mostlp.eu/


克拉洛韦赫拉德茨州（Královehrádeský kraj） 

 

赫拉德茨·克拉洛韦外国人融入社会中心（Integrační centrum pro cizince Hrádec Králové） 

Hradec Králové 市 Šafaříkova 路 666/9 号(YMCA 大楼–3 楼) 

网站：https://cizincihradec.cz/ 

电话：+420 492 604 940 

电子邮件：poradna.cizinci(a)hk.caritas.cz 

所提供的服务：法律和社会咨询服务，捷克语课程，与政府机构，雇主，医生沟通时进行帮助和

陪伴，翻译服务，志愿者提供语言教学辅导，社会文化导向课程和各种活动 

服务的对象是：来自第三国的外国人（即非欧盟国家的人）以及在赫拉德茨·克拉洛韦州获得国

际保护的人 

 

难民援助组织-赫拉德茨·克拉洛韦分部（Organizace pro pomoc úprchlíkům – pobočka Hrádec 

Králové） 

Hrádec Králové 市 Gočárova 路 1620 号(3 楼) 

网站：https://www.opu.cz/cs/kontakty/opu-hradec-kralove/ 

电话：+420 733 121 186 

所提供的服务：法律和社会咨询服务，包括为寻求庇护者提供咨询和职业指导。 

服务的对象是：持有各种居留许可的来自非欧盟国家的外国人及其家属，来自欧盟国家的外国人，

发现自己处于困境并无法适应环境的人，申请国际保护的人，寻求庇护的人士，得到辅助保护的

人及其家庭成员。 

 

乌斯季州（Ústecký kraj） 

 

外国人中心（Centrum cizinců） 

Ústí nad Labem 市 Velká Hradební 路 33 号 

网站：https://centrumcizincu.cz/ 

电话：+420 475 216 536 

电子邮件：usti(a)centrumcizincu.cz 

所提供的服务：法律和社会咨询服务，教育咨询服务，陪同去各种政府机关，帮助填写表格，捷

克语课程，公众活动 

服务的对象是：根据《外国人居留法》第 326/199 条例合法居住在捷克共和国的第三国国民(签证

在 90 天以内，签证超过 90 天，临时居留，长期居留，永久居留的）。 

 

https://cizincihradec.cz/
https://www.opu.cz/cs/kontakty/opu-hradec-kralove/
https://centrumcizincu.cz/


摩拉维亚西里西亚州（Moravskoslezský kraj）: 
 

外国人融入社会援助中心-摩拉维亚西里西亚州（Moravskoslezký kraj） 

Ostrava 市 Českobratrská 路 2227/7 号 

网站：http://www.integracnicentra.cz/moravskoslezsky-kraj/ 

电话：+420 596 112 626 

电子邮件：icostrava(a)suz.cz 

所提供的服务：社会和法律咨询服务，捷克语课程，社会文化课程 

服务的对象是：非欧盟国民，在捷克共和国合法居留超过 90 天的人 

 

难民援助组织-俄斯特拉发（Organizace pro pomoc uprchlíkům – Ostrava） 

网站：https://www.opu.cz/cs/kontakty/opu-ostrava/ 

Ostrava 市 Moravská Ostrava 区 Českobratrská 路 2227/7 号(5 楼) 

电话：+420 604 221 035, +420 731 502 661 

电子邮件：opu.ostrava(a)opu.cz 

所提供的服务：法律和社会咨询服务，工作咨询，返回指导 

服务的对象是：持有永久或长期居留许可的外国人，寻求庇护的人士 

 

奥洛穆茨州（Olomoucký kraj） 
 

外国人融入社会援助中心-奥洛穆茨州（Olomoucký kraj） 

Olomouc 市 Hálkova 路 171/2 号 

网站：http://www.integracnicentra.cz/olomoucky-kraj/ 

电话：+420 585 204 686 

电子邮件：icolomouc(a)suz.cz 

所提供的服务：社会和法律咨询服务，捷克语课程，社会文化课程 

服务的对象是：非欧盟国民，在捷克共和国合法居留超过 90 天的人 

 

 

http://www.integracnicentra.cz/moravskoslezsky-kraj/
https://www.opu.cz/cs/kontakty/opu-ostrava/
http://www.integracnicentra.cz/olomoucky-kraj/


 

 

维索基纳州（Vysočina） 
 

维索基纳州外国人融入社会援助中心 

Jihlava 市 Tolstého 路 15 号 

网站：http://www.integracnicentra.cz/kraj-vysocina/#kontakty 

电话：+ 420 567 212 257 

电子邮件：icjihlava(a)suz.cz 

所提供的服务：法律和社会咨询服务，捷克语课程，社会文化导向课程，公众活动 

服务的对象是：非欧盟国民，在捷克共和国合法居留超过 90 天的人 

 

兹林州（Zlínský kraj） 
 

兹林州外国人融入社会援助中心 

Zlín 市 Štefánikova 路 167 号 

网站：http://www.integracnicentra.cz/zlinsky-kraj/ 

电话：+420 577 018 651 

电子邮件：iczlin(a)suz.cz 

所提供的服务：法律和社会咨询服务，捷克语课程，社会文化导向课程，公众活动 

服务的对象是：非欧盟国民，在捷克共和国合法居留超过 90 天的人 

http://www.integracnicentra.cz/kraj-vysocina/#kontakty
http://www.integracnicentra.cz/zlinsky-kraj/
mailto:iczlin@suz.cz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