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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生暑期班 学费

本科生入门班
2015年6月17日至7月16

本课程提供绝佳的机会使学生加深对政治、以色列与中东问题的理解，课
程内容有：
•	 激进的伊斯兰运动(3学分)
•	 政治营销(3学分)
•	 特拉维夫的历史与记忆─雅法(3学分)

$3,000(6学分)

从创业的国度与瞬息万变的中东局势里看创业精神与创新文化
2015年8月2日至27日

从创业的国度与瞬息万变的中东情势里看创业精神与创新文化暑期课程，
可提供学生绝佳的机会分析在瞬息万变的局势下企业的创业文化。

除了两门高质量的学术课程外，学生亦将参与丰富多彩的社会与文化活
动。

$3,600(5学分)
含住宿
提供全额奖学金名额

在创业的国度研习电脑技术
2015年6月17日至7月16

独特的电脑技术研习项目，包含两个课程。以色列拥有世界领先的电脑安
全技术，该领域的著名公司如Check	Point、Imperva、Elbit等均是在以色列成
立的。

$3,600(5学分)
含住宿
提供全额奖学金名额

生物学与神经科学研究课程
2015年6月22日至8月13日

学生可加入生物学和(或)神经科学实验室，也可选择参加由资深科学家指
导的理论研究计划。本课程亦开放给研究生申请。

$1,000

高级细胞和分子生物学，生物物理和生物化学暑期研究课程计划
2015年6月22至8月13日

高级细胞与分子生物学，生物物理与生物化学暑期研究课程专为有意增加
实验室经验的的大学本科学生开设。学生需从特拉维夫大学生物化学和分子生
物学系中选择一个实验室参加实验。表现杰出的本科学生将可申请加入研究团
队，接触各种先进技术和跨学科研究方法，并从中获得第一手的实验经验。除
了亲自参与研究外，学生还将参加研讨会，准备撰写一份实验报告，简要说明
他们的研究。

$1100（3学分）
课程为期2个月
不含宿舍费用

联系信息	:	Mrs.	Rachel	Paz	rachelp@post.tau.ac.il

暑期项目
特拉维夫大学国际部的暑期项目能带您深入了解以色列引人入胜的过去

与现在。本课程对全世界所有符合资格的大学生与研究生开放。

住宿		学生宿舍提供每月$800的房间，但宿位有限。最新的日期与价格请参阅我们的网站。
该时间和费用可能会有所调整，	请您浏览我们的网站以了解最新信息

http://international.tau.ac.il/chinese_students
http://international.tau.ac.il/summer_undergrad_track
http://study.international.tau.ac.il/entrepreneurshipchinese/
http://study.international.tau.ac.il/cyberchinese/
http://international.tau.ac.il/summer_research_sciences
http://www.tau.ac.il/lifesci/departments/bioc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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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暑期班

Recanati公开课程─针对工商管理硕士学生
2015年7月12日至9月4日

科技创业：从理念到执行；房地产金融；领导学；财务报表分析；创业财
务；风险资本及消费者行为。

*也可以交换生的形式安排参与此课程。

$700(1学分)
$1,200(2学分)

Swarm─研究法暑期进修研习班─针对博士生及各研究领域的年
轻教师
课程时间尚未确定 

专为研究人员所设计的课程，包含三阶段研习班，让年轻学者能浸润在创
新的统计应用中，进而了解精通此技术能对他们的研究模型产生什么样的影
响。采用最先进的统计方法，让学者们能将精致繁复的测验方法应用到复杂、
多层面且动态式的模型或理论中。

3个研习班─$950	
(完整的课程)
2个研习班─$740
1个研习班─$425

联系Recanati课程：recanatiintl@tau.ac.il

	特拉维夫大学的学术环境开放，授课老师来自世界
各地。这里是学术的高地，也是思想的宝库；在特拉维
夫大学可以交到许多朋友，他们和以色列人一样热情，
给我的学习和生活带来了很多帮助和快乐。我们一起上
课、一起参加学校活动、一起过中国和以色列节日、一
起在穿梭在以色列各个城市。对热爱生活的我而言，在
以色列最美好的事情就是傍晚时分在地中海畔，和朋友
们一起看日落。那一刻，整个世界都更可爱了。在特拉
维夫—雅法，我感受到的是现代又古老的以色列。
王佳尼，上海

住宿		学生宿舍提供每月$800的房间，但宿位有限。最新的日期与价格请参阅我们的网站。
该时间和费用可能会有所调整，	请您浏览我们的网站以了解最新信息

http://international.tau.ac.il/chinese_students
http://www.recanati.tau1.co.il/summer/noflash/
http://www.recanati.tau1.co.il/summer/noflash/
http://www.recanati.tau1.co.il/summer/nof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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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研究
2015 年7月12日至8月20日

本项目为学生提供多角度、跨学科的学术视野认识国际环境问题，特别聚
焦以色列独特的地理条件与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环境。

$2,400─含2个课程	(4学分)与学费
每额外一学时收费$500

移民研究
2015年7月5日至8月12日

本项目涵盖了移民的法律与伦理层面、移民法规、移民与健康、道德认同
与文化敏感性、族群融合、国际组织所扮演的角色、以及移民与国际发展间的
关联性

$2,700─含2个课程(5学分)、	
研习班与学费
每额外一学时收费$500

高级流行病学与预防医学
2015年7月12日至24日

高级流行病学与预防医学暑期项目针对一系列主题提供了密集式课程，大
部分课程为期一周，学生每周最多可上两门课程。课程内容与大学正规课一样
全方位，由世界知名教授以英文授课，教授来自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HU)、
哈佛大学(HU)、特拉维夫大学(TAU)、马里兰大学(UMB)、不列颠哥伦比亚大
学(UBC)及其它机构等。

学费
$900
一周课程(2学分)

食品安全与保障
2015年7月5日至24日

暑期学院所开办的食品安全与保障培养学生跨学科的观点来了解全球食粮
安全议题，密集式的理论与实验室课程将由来自以色列和世界各地的权威专家
授课。这门课将能满足新时代全方位学者与政策制订者的需求，他们已具备特
定专业，并拥有生物学、公共卫生、法律学、国际发展及其它领域的背景知
识。

学费
课时为一至两周
$900(2学分)
$1,200(3学分)

本课程开放给本科生与研究生 
“阿瑟卡”（Azekah）发掘计划
2015年7月11日至8月20日

阿瑟卡坐落在从海岸平原通往耶路撒冷和南方的要道上，由于其丰饶与
战略的地理位置，是美丽的埃拉谷地的区域中心也是主要城市之一。继19世纪
英国的挖掘团队之后，我们的团队现正要展开挖掘圣经之地特拉阿瑟卡（Tel	
Azekah）。现在就加入我们的行列，运用现代的技术和专业，深入地重新发
掘阿瑟卡。
住宿、餐饮、往返挖掘地点的交通、社会活动、讲课和旅行均包含在内。

挖掘期间：2	–	6周
学费：
周间费用（星期六	–	星期四）：635$	
注册费：50$	

选择性的学分：
2门课	
$300（3学分）	/每门课

联系信息：azekah.excavations@gmail.com

语言课程
希伯来语强化班
初学者班
2015年6月17日至7月16
短期暑期班

(适合所有程度的学生)
2015年8月2日至8月27日
长期暑期班
2015年8月2日至9月10日

阿拉伯语强化班
初级阿拉伯语
2015年6月17日至7月16
中级阿拉伯语
2015年6月17日至7月16日
2015年8月2日至27日
高级阿拉伯语
2015年6月21日至8月27日
2015年8月2日至27日

英语强化高级课程
2015年8月2日至9月10日

学费
希伯来语或阿拉伯语$1450,	(4学分)
希伯来语长期暑期班	$1700,	(6学分)
英语$800	

该时间和费用可能会有所调整，	请您浏览我们的网站以了解最新信息

http://international.tau.ac.il/chinese_students
http://international.tau.ac.il/environmental_studies
http://international.tau.ac.il/migration_studies
http://international.tau.ac.il/epidemiology_preventive_medicine
http://international.tau.ac.il/food_safety_security
http://azekah.org
http://azekah.org
mailto:azekah.excavations@gmail.com
http://international.tau.ac.il/language_programs_overview
http://international.tau.ac.il/Hebrew_program_ulpan
http://international.tau.ac.il/arabic_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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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的创业精神、创新文化与企业概观
五种课程安排让学生透过科技为本的创业理念了解以色列式的创新风格。

部分课程提供：

学费
每学期$9,000
希伯来语课程$1,450

课程期间
1月至5月(春季)•	 创业面面观

•	 技术、企业及战略
•	 科技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
•	 以色列经济概况

本项目带给你真实产业经验、丰富的创业知识及专业指导，将有助于未来
事业的成功发展。选择前来中东的中心、有创业国度之称的以色列，并居住在
其金融与科技首都的特拉维夫，你将能沉浸在创新践行与勇于开创的企业氛围
中。
请与你所就读的大学确认其是否有和特拉维夫大学订立协议。可能适用特殊条款。

海外学期／学年
由世界知名教授以英文授课。你可从广泛的学术领域中挑选课程，包括：

学费 

每学期$7,000
希伯来语课程$1,450

学费由您所选项目决定

•	 艺术
•	 历史学
•	 商学
•	 传播学

•	 中东研究
•	 心理学
•	 在创业的国
度研习电脑
技术

•	 工程学
•	 精密科学
•	 写作，以及其它…

你可先从Ulpan─密集式希伯来语与以色列文化课程─开始体验。

学术交流
请与你所就读的大学确认其是否有和特拉维夫大学订立协议。可能适用特

殊条款。

以色列医学之旅
开放给主修医学预科或相关领域的学生，课程结合了特拉维夫Assaf	

Harofeh医学中心的临床研究与以色列红十字会的志愿者工作。本项目亦包含
了学前希伯来语课程(Ulpan)及紧急医疗救护技术员训练。
学费含出游、活动及健康保险。住宿费每学期$3,000(除非另有说明)。最新的日期与价格请参阅我
们的网站。

学费
$10,900

课程期间
7月至12月

专为工商管理硕士(MBA)学生所开设的项目
Recanati交换生项目
针对工商管理硕士／文学硕士／理学硕士学生

让研究生有机会前来创业的国度以色列居住、体验其独特的创业精神与创
新文化，同时建立起新的国际商业网络。本项目打开机会的门，让学生能直接
学习以色列的多样性、文化内涵及其它造就它之所以特殊且不断创造奇迹的因
素。英文授课，课程范围从商业管理到以色列的文化、历史、经济，以及其
它。

学费
国际商学院组织(PIM)学校学
生或合作院校学生直接通过其
学校支付学费

课程期间
2015年2月至6月
7周学习单元

DBI─在以色列经商
针对工商管理硕士(MBA)学生

10	天、3学分的课程规划，让学生接触驱使以色列成为“创业国度”的原
理、架构与特质。为了充分了解在以色列经商的核心面，本项目包含了公司参
访、客座讲师、个案研讨、交流餐会及在特拉维夫市中心的住房安排。

联系Recanati项目：recanatiintl@tau.ac.il

学费
$3,200*
$2,200*适用国际商学院组织
(PIM)学校学生或合作院校学生
*含食宿

课程期间
2015年1月4日至13日
2015年5月17日至26日

海外游学
海外学期／学年及短期游学

海外学期／学年是我们最受欢迎的游学项目，就读官方认可之海外大学
院校的本科生及研究生均可申请。

该时间和费用可能会有所调整，	请您浏览我们的网站以了解最新信息

http://international.tau.ac.il/chinese_students
http://international.tau.ac.il/Entrepreneurship_%26_Innovation
http://international.tau.ac.il/Semester_Year_Abroad
http://english.tau.ac.il/exchange_at_tau
http://international.tau.ac.il/Voyage_to_Medicine_Program
http://www.recanati.tau1.co.il/summer/noflash/
http://www.recanati.tau1.co.il/summer/noflash/
http://international.tau.ac.il/study_ab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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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时间和费用可能会有所调整，	请您浏览我们的网站以了解最新信息

研究生项目

本科项目

一年制国际研究生项目
本项目特别把特拉维夫及以色列当作为是活生生的实验室，让身处在当今

最活跃地缘政治区的你，拥有空前的机会实地见证其发展。不论你在学术界还
是实践领域发展，特拉维夫大学的硕士项目都将仅仅在一年内就让你在洞察
力、成长与成功的路上加速前进。

圣经土地的考古与历史–文学硕士
冲突解决与调停–文学硕士
危机与创伤研究–文学硕士
紧急事件与灾难管理–公共卫生硕士
环境研究–文学硕士
国际法学–法学硕士
移民研究–文学硕士
中东研究–文学硕士
政治科学与政治传播–文学硕士
安全与外交–文学硕士
索法耶（Sofaer）国际MBA–工商管理硕士
针对非英语人士之英语教学（TESOL）–文学硕士

学费
每年$15,000至$$20,000，视项目而定
索法耶（Sofaer）国际MBA项目学费为
$32,000
提供奖学金名额

校内宿舍每月至$600，单、双人房皆有

电气与电子工程理学学士
电气与电子工程理学士项目课程是由世界知名学者设计，融合专业课程与

实习，地点就在世界顶尖高科技研发中心之一的特拉维夫。本四年期项目八个
专业领域，包含电气设备、电光学、控制系统、生物电子学、动力工程、远程
通讯、信号处理及计算机系统。

奖学金涵盖所有就学期间的学费，但不包含申请费、机票及食宿。

学费
每年$12,500
提供奖学金名额

博雅教育学士
这门独特的跨学科项目聚焦在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在三年期的课程中，

学生将得到扎实的通才教育，使他们在日益复杂且快速变化的世界中取得成
功。除了主要课程与各领域选修课外，学生需从中东研究、哲学、文学、以色
列及犹太研究、心理学与精神分析和传播与数字文化中择一作主修。

学费
每年$11,000
提供奖学金名额

住宿：学生宿舍提供每月$600的房间，但宿位有限。

http://international.tau.ac.il/chinese_students
http://international.tau.ac.il/Graduate_Degrees_Overview
http://international.tau.ac.il/Undergraduate_Degrees_Overview
http://international.tau.ac.il/Graduate_Degrees_Overview
http://international.tau.ac.il/ma_archeology_land_of_the_bible
http://international.tau.ac.il/ma_conflict_resolution_mediation
http://international.tau.ac.il/ma_crisis_trauma_studies
http://international.tau.ac.il/emergency_disaster_management
http://international.tau.ac.il/ma_environmental_studies
http://international.tau.ac.il/international_llm
http://international.tau.ac.il/ma_migration_studies
http://international.tau.ac.il/ma_middle_eastern_studies
http://international.tau.ac.il/ma_political_science
http://international.tau.ac.il/ma_security_diplomacy_studies
http://international.tau.ac.il/sofaer_international_mba
http://international.tau.ac.il/ma_tesol
http://international.tau.ac.il/bsc_electrical_and_electronics_engineering
http://international.tau.ac.il/ba_liberal_a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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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时间和费用可能会有所调整，	请您浏览我们的网站以了解最新信息

进修项目
文凭进修

高级流行病学与预防医学
2015年7月12日至24日

高级流行病学与预防医学暑期项目针对一系列主题提供了密集式课程，大
部分课程为期一周，学生每周最多可上两门课程。课程内容与大学正规课一样
全方位，由世界知名教授以英文授课，教授群背景来自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JHU)、哈佛大学(HU)、特拉维夫大学(TAU)、马里兰大学(UMB)、不列颠哥伦
比亚大学(UBC)及其它机构等。

学费
$900
一周课程

食品安全与保障
2015年7月5日至24日

暑期学院所开办的食品安全与保障赋予学生跨学科的观点来了解全球食粮
安全议题，密集式的理论与实验室课程将由来自以色列和世界各地的权威专家
授课。这门课将能满足新时代全方位学者与政策制订者的需求，他们已具备特
定专业，并拥有生物学、公共卫生、法律学、国际发展及其它领域的背景知
识。

学费
课时为一至两周

国土安全专业资格证书
2015年3月22日至28日
2015年10月18日至24日

安全专家须负责重要基础设施、商业财产、政府设施、执法行动及其它高
风险地区的安全，而这项创新的国土安全专业资格证书项目正是专为他们所开
设的，课程内容由美国国际工业安全协会(ASIS)、ASERO	Worldwide安全顾问
公司及特拉维夫大学共同开发。在为期七天的课程中，将带领学生仔细检验国
土安全的挑战，包括重要基础设施的保护、管辖权及防护对策。

学费
$4,400–$4,900*
*取决于美国国际工业安全协会(ASIS)
会员资格

特拉维夫大学管理学院高端管理培训项目
7至10天

这门由特拉维夫大学管理学院高端教育中心、Recanati商学院及特拉维夫
大学所开办的项目旨在培训中国政府官员、高级管理人员、创业家、学者及优
秀人才，学员来自中国各省份、城市及庞大的高科技产业。本项目引进了最先
进的知识与最佳实务经验，专精于商业策略创新、专业创业、知识商业化及其
它与科技企业创业成功有重要相关的学科。此外，本项目亦旨在促进中国各领
域领导人与以色列的高科技产业、商业团体及政府部门间的联结。
所有课程可依各代表团特殊需求量身定做。

联系Recanati项目：recanatiintl@tau.ac.il

住宿：学生宿舍提供每月$600的房间，但宿位有限。最新的日期与价格请参阅我们的网站。

http://international.tau.ac.il/chinese_students
http://international.tau.ac.il/epidemiology_preventive_medicine
http://international.tau.ac.il/food_safety_security
http://international.tau.ac.il/homeland_security_executive
http://www.lahav.ac.il/zh-hans/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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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我们
Email study@tau.ac.il

特拉维夫大学国际部为学生提供多样的选择，包含以英文授课的本科生
及研究生学位项目、各种游学课程、暑期项目及语言强化班。

提供奖学金名额

关于特拉维夫大学
特拉维夫大学是以色列最大、学科最为齐全、综合性、全方位

教育的大学，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学生与知名学者的加入，已
跻身世界前一百强。特拉维夫大学强力聚焦跨学科发展，且与美
国、欧洲多个顶尖大学及机构密切合作。以色列以其创新文化和大
量的初创企业闻名于世，而本校就坐落在以色列的金融与科技首都
特拉维夫。随着高科技产业的蓬勃成长，特拉维夫大都会区渐渐发
展成为国际商业与创新重镇，是大学生和研究者学习、实践与经验
积累的理想环境。

关于特拉维夫大学国际部
特拉维夫大学所开设的国际项目是专为渴望挑战自我的学生所

设计的，课程内容注重夯实基础，结合课堂学习、实地考察、外出
旅行、社交活动等等。学生也能在以色列一流专家的指导下通过实
习、听讲座和研讨会来获得与世界接轨的专业知识。特拉维夫大学
国际部是校园中心枢纽，也是所有国际学生在特拉维夫的家。我们
亲切的工作人员能随时为您解惑，并定期为国际学生与教职员举办
丰富多彩的活动。

校园服务与学生生活
•	 在每个课程项目开始前举办迎新课
•	 学生导师计划，为每个国际学生安排一位以色列”伙伴”
•	 社交活动，包括校园活动、博物馆之旅、市区观光等等
•	 世界级的研究设备，馆藏丰富的总图书馆与院系图书馆
•	 提供奖学金名额给中国学生(详请请参阅international.tau.ac.il)

为什么选择特拉维夫大学？
•	 特拉维夫大学是世界前一百强大学，也是以
色列规模最大的学府

•	 在你专业领域的知名学者全程以英语授课

•	 结合实践经验的课堂

•	 享受中东地中海的国际首都生活－海滩、购
物及夜生活就近在咫尺

•	 全方位的学生支持系统及课外活动安排

•	 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共同参与国际课程，	
做永远的朋友

学院：
艺术学院
工程学院
精密科学院
人文学院
法学院

生命科学院
管理学院
医学院
社会科学院

1,010
位全职教授

30,000
名学生

#9
创业排名 

1,500
位国际学生

世界排名
CWUR

125
个学院与
学系

*泰晤士报亚洲教育排名	2014

130
研究中心

#1
以色列学生

首选
#1

#86

#19 

亚洲排名*

http://international.tau.ac.il/chinese_students
http://international.tau.ac.il/about
http://international.tau.ac.il/Studen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