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您在以色列的学术之家

本科专业
 
•	文学，语言学

医学
 
•	国际健康医学院

为何选择在本古里安大学学习	?

以英语授课的专业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

硕士专业

•	信息系统工程（理工科）	
•	沙漠研究（文理工科）
•	水文和水质学（理工科）
•	化学工程（理工科）
•	通信系统工程（理工科）
•	语言学（文科）
•	文学（文科）
•	数学（理工科）
•	物理（理工科）	
•	化学（理工科）
•	生命科学（理工科）
•	地质学和环境科学（理工科）
•	以色列研究（文科

博士专业

本古里安大学的72个专业均提供博士
项目，全英文授课。更多信息可咨询
网站：
http://in.bgu.ac.il/en/Global/Pages/
General/phdPrograms.aspx 

我们的教师平易近人，能为各级学生和研究人员提供帮助，

我们提供一整套的服务，为所有国际学生在提供一个温暖的家园

	

和以色列学生一起学习，能让您会体验到“真正的”以色列的学习

生活

经济实惠的学费，专为国际学生提供的奖学金，以及较低的生活成

本，BGU让您不用掏空钱袋就能取得学位

短期项目

国际学生项目	(学期项目)	
•	以色列研究（秋季学期）
•	可持续发展及环境（春季学期）
•	全球健康（春季学期）
•	创业与创新（春季学期）

暑期大学
示范项目:
•	考古挖掘
•	全球健康
•	干旱地区土壤-植物-大气连续体
•	希伯来语集中课程	
•	国际夏季大学（德语和英语授课

全日制科研实习项目（3-12个月）

请访问	http://www.bgu.ac.il/global；如果您有任何问题，可写信到study@bgu.ac.il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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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盖夫本古里安大学（BGU）在2014

年QS世界大学排行榜50年以下大学

中排名第39

在过去的十年中，BGU拥有本科生数

量在以色列排名第一

BGU拥有约20,000名学生

其中三分之一为在读硕士和博士

大多数教师拥有在以色列以外国家

科研及任教的经验



BGU拥有约850名高级科研

人员，发动，领导和实施

全球范围内的研究项目，

机构，公司和基金会，强

有力的保障学校维持研究

生水平以上的教学科研工

作。

主校区

大部分学生将在现代气息浓郁，气氛
活跃的马库斯主校区学习。主校区位
于内盖夫地区的首府，贝尔谢巴。	贝
尔谢巴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大都市，其
半数人口均在34岁以下并拥有超过2
万的大学生，被誉为内盖夫沙漠的边
缘之星。

贝尔谢巴是国际学生们进修和体验以
色列的绝佳场所。其四通八达的地理
位置及便利的交通将方便您游历以色
列的各个角落。

卫星校区

塞代博凯尔校区，以其卓越的科研基
础设施，舒适的住宿环境，以及俯瞰
以色列壮观的“圣”峡谷的绝佳的地
理位置，保证了其独特的学术环境和
无与伦比的学习体验。

埃拉特校区，位于以色列一流的红海
度假胜地；在那里就读的学生，将专
注于海洋生物学等领域的研究。

住宿

BGU校园提供学生宿舍或私人公寓，	
均在步行距离以内，实惠又方便。您
将有机会于与以色列本地学生成为室
友，朋友，并立刻融入	“真实”的
以色列。	

充满活力的校园生活

作为以色列顶尖大学，BGU汇集以色列
的优等生源，创造出出色的学术氛围
及充满活力的校园生活。校园拥有众
多俱乐部，电影院，酒吧，餐厅，图
书馆，咖啡厅，24小时的计算机室，
以及国家的最先进的体育中心。校园
活动异常丰富多彩。
	

课外活动		

有超过6000	名的BGU学生积极参与了
广泛的社区拓展活动以扶助大学周边
的贫困社区。从登山到博物馆畅游亦
或是政治接触，总有你感兴趣的方
面！

关于BGU 位置和校园生活		

自1969年建校以来，内盖夫

本古里安大学（BGU）已将

以色列南部的这片蛮荒沙漠

焕然一新。以以色列首任总

理大卫•本古里安的名字命

名，BGU致力于实现其在沙漠

发展绿洲农业，科学，技术

和创新的愿景。

师资

贝尔谢巴的研发金三角

以色列新研发中心正在贝尔谢巴快速发展，BGU是它的一个重
要组成部分。所有公共和私人研究机构，包括索罗卡大学医
疗中心和先进技术园区，位于方圆一英里之内，营造出强大
的研发三角。

主要的跨学科研究中心和机构包括：纳米科学与技术研究
所；本•古里安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研究所；Heksherim犹
太人和以色列文学与文化研究所；国土安全研究所以及脑
与认知科学学院。		

30多个研究所和研究中心致力于探索新的思路，并进行具

有本地和全球影响的革命性的研究。

BGU是学科跨越整个人类智力活动范围的综合性大学。其学
科涵盖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工程科学，健康
科学，商业与管理，以及沙漠研究。

研究所

学院

BGU	is	a	very	welcominG	and	
yoUnG	University. 	the	campUs,	
the	stUdent	commUnity, 	and	
the	excellent	help	provided	
to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re	all	excellent	reasons	 	
to	come	here.

Antonia Delago, Austria, 
Postdoctoral Researcher in Chemi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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