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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riculture



罗伯特·H·史密斯
农业、食品
与环境学院项目名称: 国际理学硕士项目

学院名称: 罗伯特·H·史密斯农业、食品与环境学院

学位: 农学理学硕士方向: 
植物科学
动物科学
环境质量科学
营养学理学硕士
葡萄栽培和酿酒学理学硕士

项目介绍: 
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罗伯特·H·史密斯农业、食品与环境学院是全球最知名的农业、营
养与环境质量科学研究机构之一，并且是以色列唯一一所提供农业研究领域高级学位的
机构。国际理学硕士项目的授课语言为英语，提供在植物、动物、环境质量科学领域以
及营养学、葡萄栽培和酿酒学领域的完整学位。

申请要求: 
1. 在受教育部认可的大学获得相关领域的理学本科学位。
2. 本科阶段成绩平均点（GPA）达到80（B-及以上）。
3. 英语各项技能达到熟练水平。
4. 推荐信。

奖学金: 有半奖和全奖机会。

项目网站: http://departments.agri.huji.ac.il/externalstudies/msc_home.php

更多信息请联络: Nurit Ben-Aharon 女士, nuritbe@savion.huji.ac.il

国际理学硕士项目 Name of Programs: International MSc Programs
项目名称：国际理学硕士项目

Name of Faculty: The Robert H. Smith Faculty of Agriculture, Food and Environment
学院名称：罗伯特·H·史密斯农业、食品与环境学院

Degree: 
学位：
MSc in Agriculture majoring in: 
农学理学硕士方向：
Plant Sciences 植物科学
Animal Sciences 动物科学
Environmental Quality Sciences 环境质量科学
MSc in Nutrition
营养学理学硕士
MSc Viticulture and Oenology
葡萄栽培和酿酒学理学硕士

Program Description: 项目介绍：

The Robert H. Smith Faculty of Agriculture, Food and Environment of the Hebrew University of Jerusalem is one of the most 
prestigious global institutions for the study of agriculture, nutrition and environmental quality sciences. It is the only institution 
in Israel granting advanced degrees in agriculture. The International MSc programs are taught in English and lead to a fully-
accredited degree in plant, animal or environmental quality sciences; nutrition; or viticulture and oenology. 

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罗伯特·H·史密斯农业、食品与环境学院是全球最知名的农业、营养与环境质量科学研
究机构之一，并且是以色列唯一一所提供农业研究领域高级学位的机构。国际理学硕士项目的授课语言为英
语，提供在植物、动物、环境质量科学领域以及营养学、葡萄栽培和酿酒学领域的完整学位。

Requirements for Admission:
申请要求：

1. B.Sc. degree in a relevant field from a recognized university. 在受教育部认可的大学获得相关领域的理学本科学位。
2. Undergraduate GPA of minimum 80 (B- on the letter scale). 本科阶段成绩平均点（GPA）达到80（B-及以上）。
3. High level of proficiency in all English skills. 英语各项技能达到熟练水平。
4. Recommendations. 推荐信。

Scholarships: Partial and full scholarships are available.
奖学金：有半奖和全奖机会。

Program Website:  http://departments.agri.huji.ac.il/externalstudies/msc_home.php
项目网站：http://departments.agri.huji.ac.il/externalstudies/msc_home.php

For more information: Ms. Nurit Ben-Aharon: nuritbe@savion.huji.ac.il
更多信息请联络Nurit Ben-Aharon女士：nuritbe@savion.huji.ac.il

Agriculture



科学学院
化学

Chemistry



科学学院
项目名称: 化学

学院名称: 科学学院

学位: 理学硕士、博士

项目介绍:

化学学院的研究包含现代化学的各个方面：分析化学、应用化学、生物物理及生物化
学、催化、物理化学实验、无机化学、材料化学、药物化学、纳米技术、合成有机化学
和理论与计算化学。目前约有来自世界各地的100名硕士研究生、150名博士生和60名博士
后在以上各领域研究学习。化学学院的理学硕士和博士项目面向国际学生招生。

申请要求:

1. 化学或相关领域的本科学位，本科成绩平均点达到80。
2. 在化学系确定一位导师。

奖学金: 提供不同种类的奖学金（需要与导师商定）

项目网站: http://chem.ch.huji.ac.il/index.html

项目学术负责人: Assaf Friedler教授，联系方式: assaf.friedler@mail.huji.ac.il

化学

Chemistry



科学学院
生物工程学直升博士项目生物工程学直升博士项目

Bioengineering



科学学院
项目名称: 生物工程学直升博士项目

学院名称: 科学学院

学位: 博士

项目简介：

在过去十年中，科学、技术和医疗知识的幂指数增长展现了跨学科综合研究方法在解决
生物与医学领域新兴重大挑战方面的巨大作用。这项全新的范式将打破传统学科之间的界
限，例如生物、物理、工程与计算机科学，并提供研究生物与医疗实践方面的综合方法。

为期五年的直升博士项目生物工程学在这一迅速增长的研究领域中提供了一套独特的综合
课程与实验室经验。研究集中在对健康与疾病的细胞决策的基本认识。研究项目包含基因
调控网络的映射、模拟人体器官的创新设备 和发展生物学和细胞种群的微观环境控制。

申请要求：

1. 相关领域的本科、硕士或医学博士学历，成绩平均点达到85以上 (2013年录取学生的平均
成绩在91以上)。
2. 申请者需要修读过以下课程或相近课程：计算机科学概论，从细胞到生物体，普通化
学，应用数学1，应用数学2，物理力学，物理电磁学。
3. 强烈建议申请者在申请之前咨询博士生导师。

项目网站: http://cbsh.cs.huji.ac.il/Center_for_Bioengineering/PhD_Program.html

更多信息请联系: bioengineering@mail.huji.ac.il; 电话：+972-(0)2-6585933

生物工程学直升博士项目

Bioengineering



科学学院
拉卡物理研究所

Physics

Name of Program: The Racah Institute of Physics 
项目名称：拉卡物理研究所
Name of Faculty: Faculty of Science
学院名称：科学学院
Degree: MSc, PhD
学位：理学硕士、博士
Program Description: 项目介绍：
MSc: The Racah Institute of Physics offers B.Sc. graduates a comprehensive two-year MSc Research Program in Physics which 
consists of lecture courses and a research project. The Racah Institute is one of the best physics departments in Israel. The Institute’s 
research covers a broad range of topics in theoretical and experimental physics and offers a high level of graduate studies. 
硕士：拉卡物理研究所为理学本科毕业生提供一门为期两年的理学研究硕士项目物理学，包含授课与研究课题
两部分。拉卡物理研究所是以色列最好的物理研究机构之一，该研究所的研究涵盖理论与实验物理领域的广泛
课题，并且提供一流的硕士项目。
PhD: The Racah Institute of Physics invites graduates of research M.Sc. programs to carry out research towards a Ph.D. Degree in 
Physics in one of the Institute’s research groups. The Racah Institute is one of the best physics departments in Israel. The Institute’s 
research covers a broad range of topics in theoretical and experimental physics and offers a high level of graduate studies. 
博士：拉卡物理研究所招收研究型理学硕士毕业生前来修读物理学博士学位。拉卡物理研究所是以色列最顶级
的物理研究所之一，该研究所的研究涵盖理论与实验物理领域的广泛课题，并且提供一流的硕士与博士项目。
Requirements for Admission: 申请要求：
1. B.Sc. in physics with final grade of 85. 物理学本科学位，成绩平均点达到85。
2. English proficiency. 英语流利。
3. A supervisor from the faculty members of the Institute of Physics. 在物理学研究所确定一位导师。
Scholarships: Available to MSc and PhD students. 
奖学金：理学硕士和博士学生可以申请。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Prof. Dror Orgad: orgad@phys.huji.ac.il
更多信息请联系学科负责人Dror Orgad教授：orgad@phys.huji.ac.il
Program Website:  http://www.phys.huji.ac.il/
项目网站：http://www.phys.huji.ac.il/



科学学院
项目名称: 拉卡物理研究所

学院名称: 科学学院

学位: 理学硕士、博士

项目介绍：

硕士：拉卡物理研究所为理学本科毕业生提供一门为期两年的理学研究硕士项目物理学，
包含授课与研究课题两部分。拉卡物理研究所是以色列最好的物理研究机构之一，该研究
所的研究涵盖理论与实验物理领域的广泛课题，并且提供一流的硕士项目。

博士：拉卡物理研究所招收研究型理学硕士毕业生前来修读物理学博士学位。拉卡物理研
究所是以色列最顶级的物理研究所之一，该研究所的研究涵盖理论与实验物理领域的广泛
课题，并且提供一流的硕士与博士项目。

申请要求：

1. 物理学本科学位，成绩平均点达到 85。
2. 英语流利。
3. 在物理学研究所确定一位导师。

奖学金: 理学硕士和博士学生可以申请。

项目网站: http://www.phys.huji.ac.il/

更多信息请联系学科负责人: Dror Orgad 教授, orgad@phys.huji.ac.il

拉卡物理研究所

Physics



医学院
药学院

Pharmacy



医学院
项目名称：药学院 

学院名称: 医学院

学位: 理学硕士、博士

项目简介：

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药学院是以色列领先的药学院，提供包括硕士、本科在内的学位
项目以及独特的药物研究项目。尽管规模不大，但是希伯来大学的药学院拥有希伯来大
学超过四分之一的认证专利应用以及13家药物研究方面的初创公司。

申请要求：

药学理学硕士项目:

拥有药学或科学领域的本科学历，成绩平均点达到 80。 
学生需提交认证材料至国际学生办公室 证明本科学校为教育部认可大学，并且证明本科
成绩平均点符合上述申请要求。

博士项目:

表现优异的学生（平均成绩在85以上）可根据药学院的标准获得奖学金。

研究学生的申请流程及申请要求详见网站: http://new.huji.ac.il/en/links/801

项目网站:

https://medicine.ekmd.huji.ac.il/schools/pharmacy/En/education/Programs/Pages/default.aspx

更多信息请联系: Simon Benita 教授, benita@cc.huji.ac.il

药学院

Pharmacy



生物医学科学

Medicine

医学院



医学院
项目名称: 生物医学科学

学院名称: 医学院

学位: 理学硕士、博士

项目简介：

生物医药方向的理学硕士与博士项目为自主性强的优秀学生提供了一个非常活跃的学术氛
围，帮助他们在生物医药领域建立未来职业发展。生物医药研究经验与培训项目将为学生
在学术界、医学界、制药与生物技术领域建立专业研究基础，也可以在其他领域开展生物
研发。

奖学金: 优秀学生可以申请

项目网站: https://medicine.ekmd.huji.ac.il/En/AboutTheFaculty/Pages/history.aspx

项目学科负责人: Shosh Ravid 教授, shoshr@ekmd.huji.ac.il

生物医学科学

Medicine



工商管理学院
国际工商管理硕士

MBA



工商管理学院
项目名称: 国际工商管理硕士

学院名称: 工商管理学院

学位: MBA

项目简介:

国际工商管理项目旨在培养学生掌握为全球市场开发适合服务与产品的重要工具，并能够
从留学以色列的独特经历中了解以色列作为创新、高新技术公司和创业中心的成功经验。
此外，学生们还会在课堂之外通过与教师交流、探索以色列商务中心获得更多价值。除授
课内容之外，丰富多彩的课余生活还包括学校旅行、文化与社会活动、讲座等等。

申请要求:

1. 本科学历，成绩平均点达到3.2/4.0或82/100。
2. 完成经济学、统计学和数学的基础课程。
3. 提交GMAT考试成绩 。
* 申请者是否被录取，取决于申请者的成绩平均点、教育背景、GMAT英语考试成绩、工作经验以及推荐信等综合情况。

奖学金: 奖学金的发放视申请者需求或优秀表现而定。

项目网站: http://bschool.huji.ac.il/bs/InternationalMBA/index.php
 
更多信息: gradmiss@savion.huji.ac.il

国际工商管理硕士

MBA



Life Sciences

科学学院
亚历山大·希尔博曼生命
科学研究所



项目名称: 亚历山大·希尔博曼生命科学研究所

学院名称: 科学学院

学位: 科学硕士、博士

项目介绍：

理学硕士:

该理学硕士项目的核心是在导师的直接监督下进行创新性的研究工作。学生可以在以下
理学硕士研究方向中选择：生态学、进化与行为、细胞与发育生物学、遗传学、神经科
学与行为、植物与环境科学、结构和分子生物化学以及生物技术管理。该项目旨在为学
生提供各领域内尖端研究的透彻理解与知识，每个领域内都为学生提供了数量众多的先
进理论与实践课程，培养学生在现代研究方法和途径方面的研究能力。

博士:

博士项目的目的是将学生培养为可以独立开展高质量研究、进行自我审视与创新思考以
及展开独立科研职业道路的人才。

申请条件：

1. 拥有自然科学领域的本科学历，成绩平均点达到80。
2. 本科就读学校为全英文授课的申请者可以申请豁免提交英语成绩。
 
奖学金: 可以申请

项目网站: http://bio.huji.ac.il/eng/

更多信息请联系: Nir Keren 教授, nir.ke@mail.huji.ac.il

Life Sciences

科学学院亚历山大·希尔博曼生命科学研究所



Glocal

社会科学学院
全球地方化社区发展研究



项目名称: 全球地方化社区发展研究

学院名称: 社会科学学院

学位: 文学硕士

项目介绍：

全球地方化社区发展研究是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一项独特的硕士项目。这项为期18个月
的创新跨学科研究项目旨在有效地将学术研究转化成实践理解，有利于学生更好的为全球
各地的社区与发展型组织工作。该项目包括为期一个学期的实习项目，实习地点为发展中
国家的国际非政府组织或本地非政府组织。学生将利用这次实习机会在妇女赋权运动、教
育、文化可持续性、粮食安全和环境等多个领域建立并实施创新性的发展解决方案。可选
择的实习国家和地区包括尼泊尔、斯里兰卡、布隆迪、乌干达和以色列的弱势群体社区。

申请要求：

1. 本科学历，成绩平均点达到85 。
2. 英语流利 。
3. 可以完成18个月的课程并完成为期四个月的海外实习。
4. 相关学科背景或工作技能、掌握除英语外的其他语言以及之前有海外工作和志愿者经历
将成为申请优势。

奖学金: 

该项目为符合要求的发展中国家学生以及约旦和巴勒斯坦学生提供数量有限的奖学金

项目网站: http://glocal.huji.ac.il/

更多信息请联系: glocal@savion.huji.ac.il

Glocal

社会科学学院
全球地方化社区发展研究



Brain Sciences

埃德蒙德·
莉莉赛弗拉
脑科学中心
大脑研究博士项目：
计算与信息处理



埃德蒙德·
莉莉赛弗拉
脑科学中心
项目名称: 大脑研究博士项目：计算与信息处理

学院名称: 埃德蒙德·莉莉赛弗拉脑科学中心

项目简介：

埃德蒙德·莉莉赛弗拉脑科学中心（ELSC）的使命是发展一个贯穿遗传学、分子和细胞水
平、神经元网络、认知和行为各个领域、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蓬勃研究领域，为创新性大
脑修复研究铺平道路。该中心的博士项目计算神经科学在跨学科领域教育有超过20年的成
功与卓越经验，出色的学生拥有广泛的学科背景，全英文授课。学生与教师每周有例行讨
论班，此外在特殊活动和年假期间也有机会与教师见面。

申请要求：

1. 申请者需拥有理学本科或硕士学历，成绩平均点达到85%以上，满足希伯来大学招收博
士生的基本要求。
2. 申请者背景：生命科学、数学、物理、社会科学、计算机科学、工程学、医学神经生物
学。其他学科背景的申请者也可以考虑。

奖学金：

奖学金和部分学费减免可以在项目的第一年申请，根据学生表现，最多可以获得五年。

项目网站: http://elsc.huji.ac.il/

更多信息请联系: Ruthi Suchi 女士, ruthi.suchi@mail.huji.ac.il

Brain Sciences

大脑研究博士项目:  计算与信息处理

Name of Program: Ph.D. Program in Brain Research: Computation and Information Processing
项目名称：大脑研究博士项目：计算与信息处理

Name of Faculty: The Edmond and Lily Safra Center for Brain Sciences
学院名称：埃德蒙德·莉莉赛弗拉脑科学中心

Brief Program Description:
ELSC’s mission is to develop a thriving interface between theoretical and experimental neuroscience across disciplines from genetics, 
molecular and cellular levels to neuronal networks to cognition and behavior, paving the way to innovative brain repair.  
The ELSC Ph.D. Program in Computational Neuroscience continues over 20 years of success and excellence in interdisciplinary 
education for outstanding students from a wide range of fields, taught in English. Students and faculty meet at weekly seminars, at 
special events and at annual 3 day retreat.  

项目简介：
埃德蒙德·莉莉赛弗拉脑科学中心（ELSC）的使命是发展一个贯穿遗传学、分子和细胞水平、神经元网络、认知
和行为各个领域、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蓬勃研究领域，为创新性大脑修复研究铺平道路。该中心的博士项目计算
神经科学在跨学科领域教育有超过20年的成功与卓越经验，出色的学生拥有广泛的学科背景，全英文授课。学生
与教师每周有例行讨论班，此外在特殊活动和年假期间也有机会与教师见面。

Requirements for Admission: 
申请要求：

Bachelor’s or MSc degree with an average grade above 85% or equivalent that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university for acceptance 
to the doctoral program; 申请者需拥有理学本科或硕士学历，成绩平均点达到85%以上，满足希伯来大学招收博士生
的基本要求；
Students from fields such as life sciences, mathematics, physics, social sciences, computer science, engineering, and medical 
neurobiology. Students from other disciplines are also considered. 申请者背景：生命科学、数学、物理、社会科学、计算机
科学、工程学、医学神经生物学。其他学科背景的申请者也可以考虑。

Scholarships: Scholarships and partial tuition grants are available beginning in the first year of the program. Fellowships can be 
extended up to five years depending on the student’s achievements. 
奖学金：奖学金和部分学费减免可以在项目的第一年申请，根据学生表现，最多可以获得五年。

For more information: Ms. Ruthi Suchi; Email: ruthi.suchi@mail.huji.ac.il
更多信息请联系Ruthi Suchi女士：ruthi.suchi@mail.huji.ac.il
Program Website:  http://elsc.huji.ac.il/



Bio-Medical

医学院
生物医学国际硕士项目



项目名称: 生物医学国际硕士项目

学院名称: 医学院

学位: 理学硕士、博士

项目简介：

研究：为期两年的项目提供多样化的研究课题，例如：干细胞、矿化组织、骨、生物膜、
微生物学、免疫学、病毒学、软骨、发展生物学、唾液腺、细胞运动、组织工程和表观遗
传学。研究课题与人体器官和疾病相关，涵盖基础、应用与临床导向的研究。

在学术课程外，该项目还提供以色列观光与社交活动，让学生了解以色列的历史与文化。

申请要求：

1. 申请者需获得本科学历（生物、免疫学、生物技术、药学等领域），医生需持有医学博
士学历。成绩平均点需达到82。
2. 申请者需掌握良好的英语语言知识，需提交托福或同等英语测试成绩。

学费: 希伯来大学理学硕士学费为5000美金一年。

奖学金: 奖学金将根据申请者背景与成绩而定。

申请截止日期: 2014年9月、2015年1月

项目网站: https://dental.ekmd.huji.ac.il/En/departments/biomedicalsci/Pages/default.aspx

申请表格与更多信息: 请联系项目联络员David Weiner, 邮件：davidwei@ekmd.huji.ac.il

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

Bio-Medical

医学院生物医学国际硕士项目



International law

法学院
国际法学硕士项目



法学院
项目名称: 国际法学硕士项目

学院名称: 法学院

学位: 法学硕士

项目介绍：

此国际法学硕士项目分别研究两大领域：国际法和人权法以及经济法和知识产权，该领
域是希伯来大学法学院 闻名遐迩的优秀学术领域。其中，国际法和人权法涉及的主要内
容为国际税法、专利法、互联网法、国际仲裁、欧盟法律、国际贸易与投资和国际发展
法。 经济法和知识产权涉及的主要内容为国际人道主义法、反恐怖主义法、国际法庭及
审理委员会、过渡司法、联合国法律、中东冲突的法律问题、国际刑法和国际人权法。

该项目由来自以色列、欧洲和北美的顶级法律专家授课，共开设40项学术课程，涉猎范
围广泛。
教师队伍由顶级学者和从业者组成，包括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的前任和现任会员、政
府和国际组织（如联合国和国际红十字委员会）的前任和现任法律顾问，以及以色列等
国的著名商业律师。

申请要求: 申请人必须持有认可大学的法学学士或法学博士学位。

奖学金: 可为符合资格的考生提供奖学金

项目网址: http://www.llm-hu.com

更多信息请联络: Shanie Bertel 女士，国际项目协调员，shaniebe@savion.huji.ac.il

International law

国际法学硕士项目



Human Rights

法学院
人权与过渡司法文学硕士



项目名称: 人权与过渡司法文学硕士

学院名称: 法学院

学位: 文学硕士

项目介绍：

此文学硕士项目有两大主要特色：首先，其理论课程有助于加强学生对人权和过渡司法
等领域的深刻认识。其次，通过下设的对比和历史课程，学生可接触不同国家在不同时
期的相关事例。重点关注以阿冲突及其解决方式。

此文学硕士项目由来自以色列、欧洲和北美的顶级法律专家授课，共开设20-25项学术课
程，包括国际人道主义法、反恐怖主义法、国际法庭及审理委员会、过渡司法、联合国
法律、中东冲突的法律问题、国际刑法、国际人权法等课程。

申请要求: 

持有认可大学的政治学、国际关系学和其他与人权和过渡司法相关学科的文学学士学位。

奖学金: 可为符合资格的考生提供奖学金

项目网址: http://law.huji.ac.il/eng/muamadim.asp?cat=6080

更多信息请联络: Shanie Bertel 女士，国际项目协调员，shaniebe@savion.huji.ac.il

Human Rights

法学院人权与过渡司法文学硕士



public health

医学院
公共健康国际硕士



项目名称: 公共健康国际硕士(IMPH)项目

学院名称: 医学院

学位: 公共健康硕士

项目介绍： 

为期一年的采用英文授课的IMPH项目为学生提供审查公共健康问题以及制定相关的组织、

社区和国家级的应对措施的工具。我们帮助学生获取公共健康学科领域的广泛知识和技

能，培养他们在其国家的HIV、疟疾和肺结核预防和控制、心脏病预防和治疗、糖尿病和其

他非传染性疾病等领域担任领导职位，解决营养不良和烟草使用问题，帮助患者战胜精神

疾病的病耻感。该项目的一个重要目标是让学生学会去爱护和尊重以色列以及以色列人。 

该项目的整体目标是提供与目前从事的或将来打算从事的公共健康和社区医学相关的基本

理论知识和实践。主要是让学生主动学习，而不是被动参与课堂。 

申请要求：

1. 拥有公认大学颁发的医学、牙科、护理或其他综合医疗学科方面的，或与健康有关的基本

生物科学或社会科学相关的文科学士/理科学士学位、文科硕士/理科硕士学位或博士学位。

不接受大专文凭/高级文凭。

2. 如果只有文科学士学位或理科学士学位，申请人的整体成绩平均绩点应至少是其在本科学

习阶段所获绩点的75%(GPA3/4)。 

3. 需要具备优秀的英语交谈与写作能力。

4. 最好拥有公共健康方面的实践经验，并取得学术成就。 

5. 必须熟练掌握基本的计算机技能。

奖学金: 为来自发展中国家以及经济处于转型期的国家的学生提供奖学金，但名额有限。

项目网址: https://medicine.ekmd.huji.ac.il/schools/publichealth/En/IMPH/Pages/
default.aspx http://publichealth.huji.ac.il/

更多信息请联系: IMPH@ekmd.huji.ac.il

public health

医学院公共健康国际硕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