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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色列赫兹利亚跨学科研究中心

全面更新以色列高等学院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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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

IDC赫兹利亚院长兼创始人

吴瑞奥·瑞赫曼教授与学生们

一起谈笑风生

二十年前，吴瑞奥·瑞赫曼教授 

( Prof. Uriel reichman ）创办了IDC赫兹利

亚，这是以色列首家私营非盈利高等教育

机构。吴瑞奥·瑞赫曼教授如今依然担任

学院院长，规划并带领我们在21世纪傲然

前行。 

IDC赫兹利亚成立伊始，仅有240名学

生，院址设于前军事基地的废墟。在瑞赫

曼教授的领导下，目前已经发展成为以色

列领先的教育机构之一。

学院6500名学生中约1500来自海外84
个国家（占25%）；近30%的教员曾在海

外就职相当长的时间。因此，IDC赫兹利

亚堪称是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型高等教育机

构。

虽然IDC赫兹利亚只有20年的历史，

却拥有巨大的成长和发展潜力。它已经证

明自己是一个真正的创新典范，并将继续

坚持履行其培养以色列乃至世界领袖的使

命，培养他们自由与责任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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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C赫兹利亚创始人兼院长吴瑞奥·瑞赫曼教授与

以色列总统西蒙·佩雷斯出席IDC毕业典礼

赫兹利亚市
   IDC赫兹利亚，顾名思义，位于以色列赫兹利亚市。该市在特

拉维夫以北10公里处，坐落在美丽的地中海海岸。对学生来说，

赫兹利亚位于以色列中心地带，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有火

车和巴士通向全国各个角落。IDC赫兹利亚的校园和学生公寓都

位于居民区，街道两旁树木郁郁葱葱，环境十分宁静，同时也

有必要的生活设施。赫兹利亚市拥有很多购物广场、餐厅、酒

吧、音乐厅、博物馆；还有一条市中心户外商业街，布满了咖啡

厅、商店、公园，并设有跑步专用道和自行车道等休闲设施，

当然还有一条美丽洁白的沙滩。IDC赫兹利亚的周围环绕繁华的

市区，最知名的便是为以色列赢得“硅壑”美誉的高科技区，吸引

了全球领先级风险投资公司的目光。很多在美国股票交易所上

市的以色列软件公司和生物科技公司也纷纷坐落于此，包括惠

普、Horizon Semiconductors、IBM、以色列柯达、微软、摩托

罗拉和德州仪器等。



5

IDC赫兹利亚以创造全新以色列为己任

1994年IDC赫兹利亚成立前，以色列并没有重要的私营教育机构。IDC赫兹利亚

以美国杰出的小型大学为模型，建成一个非营利性法人实体，致力于追求教育和研发

精益求精并深入社区，创始人的理想是创建一个新千禧年的以色列大学，让学生在实

现个人成就的同时，也积极承担社会责任。

 » IDC赫兹利亚三分之一的学生为以色列

国防军队精英部门的官员和士兵。

 » IDC赫兹利亚连续四年以学生满意度一

系列 指标名列以色列66座大学之首，

该项调研由全国学生联合国进行。

 » IDC赫兹利亚设有26座研究中心，

敬请登陆 www.Idc.ac.il/research-
institutes了解完整信息。

 » IDC赫兹利亚与世界顶级大学建立了换

生项目，共有60多个交换课程，提供

海外学期的机会。

 » IDC赫兹利亚设立了调频106.2的广播

电台，由来自各学院的学生们全天候

以英文和希伯来语广播，在线收听网

址为www.1062fm.co.il/en。

 » IDC赫兹利亚拥有超过12,000 名校

友。

 » IDC赫兹利亚实施独特的多学科模式

并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因此，

从根本上不同于以色列的其他教育

机构。

 » IDC赫兹利亚旨在培养法律、商业 
、政府、计算机科学、创业、通

信、心理学、经济学和可持续领域

具备最高素质的未来领导者。

 » IDC赫兹利亚追求为学生提供广泛而

又深入的知识和技能，使他们能在

21世纪的国际商场上如鱼得水，无

往不胜。

 » IDC赫兹利亚尽量聘用蜚声国际且卓

有成就的教员，其既从事过学术界

也拥有业界实际工作经验。 

 

 » IDC赫兹利亚是为了公众利益而成立的

非盈利性学院，依据实际成本并考虑学

生们的实际财力而收取学费。其基于教

员和行政人员各人优点而选择并给与奖

励。

 » IDC赫兹利亚为社区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并捐出可支配的资源，积极投身社区建

设。

 » IDC赫兹利亚在秉承“自由与责任” 犹太

复国主义理念—以人为本，在思想和行

动上实现自我的自由，以及努力加强以

色列国家建设的同时，坚持以自由和宽

容的社会为基本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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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C赫兹利亚 
分院一览
IDC赫兹利亚设有多个学科，其课程结合采

用了诸多蜚声国际学院的资源。学生可以学

到广泛和实用的知识。 

Radzyner 法学院

www.Idc.ac.il/law/eng

Arison商学院

www.Idc.ac.il/business/eng

Efi Arazi 计算机科学学院

www.Idc.ac.il/cs/eng

Lauder 政府、外交和战略学院 
www.Idc.ac.il/gov/eng

Sammy Ofer 通信学院 
www.Idc.ac.il/comm/eng

心理学学院 
www.Idc.ac.il/psychology/eng

经济学学院 
www.Idc.ac.il/economics_eng

Israel Corp., ICL & ORL 联创可持续学院 
www.Idc.ac.il/sustainability_eng

Adelson 创业学院 

www.Idc.ac.il/entrepreneurship_eng

Raphael Recanati 国际学院 
www.rris.Idc.ac.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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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换学生计划
拉斐尔雷卡纳蒂国际学院分多个等级为学生传授知识，励兵秣

马，帮他们投身于全球的商业和外交界。除了平日课程、课外

活动和校园洋溢的国际氛围外，IDC赫兹利亚还提供在一些世

界一流大学学习的机会，并接待来自世界各地大学学生来校学

习。IDC赫兹利亚与各大学达成了超过60多项交换生协议，包

括：

学校 国家地区 

博科尼大学 意大利

查理大学 捷克共和国

哥本哈根商学院 丹麦

杜克大学 美国

埃默里大学 美国

乔治华盛顿大学  美国  

香港大学 香港

天主教鲁汶大学                                    比利时 

韩国大学                                            韩国      

墨尼黑大学  德国  

南洋理工大学 新加坡

国际法律学校 印度

庞培法布拉大学 西班牙

普林斯顿大学 美国

巴黎政治大学 法国

新加坡管理大学 新加坡

斯德哥尔摩大学 瑞典

雪城大学 美国

蒂尔堡大学                                          荷兰  

清华大学 中国

利兹大学 英国

渥太华大学 加拿大

图卢兹大学 法国

乌特勒支大学                                                                         荷兰

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 美国

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 美国

延世大学 韩国

欲了解跟多信息，敬请登录

www.studyabroad.Idc.ac.il

Ming ler Camelia liow  
中国香港

心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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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合作关系

IDC赫兹利亚-沃顿合作关系
阿里森商学院（arison School of Business） 与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沃

顿商学院（The Wharton School）在下列各方面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

系：:

 » 本科生学生交流计划

 » 研究生学生交流计划

 » 联合全球咨询实习MBa课程，通过此课程，沃顿与IDC的学生们合

作实施一些联合项目。

 » IDC MBa学生每年前往沃顿参加为期一周的高层经理培训课程

 » 沃顿教授向IDC提供咨询并任职其学术委员会

 » 沃顿教授执教IDC MBa课程

 » IDC教授在沃顿授课

 

IDC赫兹利亚-哈佛合作 
哈佛-劳德政府学院（Harvard-lauder School of Government ）的决策和政治心理学研讨会系

列由来自哈佛的James Sidanius、Gary Orren、Helen Haste、ryan enos和Dustin Tingley教
授参加。研讨主题包括政治心理学和决策学、说服和政治营销的前沿试验方法、政治决策的新

模型。alex Mintz教授为本研讨会系列主持人。 

IDC赫兹利亚-哥伦比亚大学合作 
哥伦比亚大学-劳德政府学院之间对话集中于国际事务的谈判、方案拟定以及决策等。哥伦

比亚大学教授Peter Coleman和Beth Fisher以及劳德政府学院教职员呈递了本主题相关的报

告，并就本主题进行了对话和讨论。

IDC赫兹利亚-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合作
IDC赫兹利亚与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建立了数项独特的合作关系，包括：

学生交换计划：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Olin商学院和工程学院与IDC 赫兹利亚签署了双边学生

交换计划，每个学院允许两名学生在国外学习一个学期，并继续保持在原来院校的学籍。

以色列商学院暑期课程：2014年夏季，Olin商学院与IDC 赫兹利亚将拉开合作的序幕。本学

院针对希望直接了解以色列商务，并希望融入以色列创业环境，具有多种信仰、信念和学习

背景的学生。本课程将为学生们提供为期六周的学习，深入了解以色列创业文化，同时可以

获得母校大学的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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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唐纳尔国际学者研究院
麦克唐纳尔国际学者研究院（McDonnell International Scholars 
academy）由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领导，是28个享誉全球的大学和能

源、环境和可持续研究公司合作伙伴之间进行的独特的合作。我们的

使命是，共同明确全球重要的能源和环境挑战，并以综合而又全面的

方式解决这些挑战。

联合研究经费:

 » 项目Bilingualism and Protection from Age-related Cognitive 
Decline: Using Eye Movements to Track Online Speech 
Perception, to the Harvey a. Friedman Center for aging’s Global 
aging Initiative funding program. Dr. Boaz ben David and Prof. 
Mitchell Sommers

 » 项目Non-Price Barriers to the Development and Implementation 
of alternative energyTechnologies. Itai Sened 教授和 Dr. Isaac 
Berzin.

多种会议和研讨会: 

IDC赫兹利亚与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共同参与了多场研究会，其中包

括:

 » 2012年孟买举办的麦克唐纳尔国际学者研究院第四届国际能源和

环境座谈会

IDC赫兹利亚-法学院全球联合会

IDC赫兹利亚-普林斯顿威尔逊公共
和国际事务学院课程
普林斯顿威尔逊公共和国际事务学院（Woodrow Wilson School at 
Princeton）的低年级学生将在IDC赫兹利亚的劳德政府学院进行一个

学期的学习，课程名为特遣部队，由普林斯顿大学提供赞助，学生期

末需要撰写政策论文。普林斯顿课程和牛津大学、延世大学、法国巴

黎政治大学有类似合作课程，由alex Mintz担任本课程的主讲。

IDC赫兹利亚的radzyner法学院是法学院全球联合会的主办成员之

一，该联合会集合了全球21座领先级的法学院，包括美国纽约大学

和西北大学、加拿大的麦吉尔大学、中国清华大学、法国巴黎政治大

学、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巴西FGV Sao Paulo、rio de Janeiro、南非

开普敦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以及香港大学等。  

本法学院全球联合会的成立目标， 旨在解决全球化的年代对法律教育

和学术研究所带来的各大挑战。radzyner法学院成为本享誉全球的联

合会会员，更为其增添了丰富的国际性资产，包括与全球顶级法学院

建立双边合作协议网络，以及由全球顶级客席教授授课的广泛英文教

学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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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斐尔雷卡纳蒂国际学院 

raPHael reCaNaTI INTerNaTIONal SCHOOl 
拉斐尔雷卡纳蒂国际学院 (rrIS) 的创立旨在为来自世界各地的留学生们提供IDC赫兹

利亚的优质课程，让他们从中受益，课程以英文教学。学院以很高的学术标准、创新

的教学方法以及优秀的教员和对学生的贴心关注而吸引了84个国家超过1500位学生前

来求学。

  学院目前针对国际学生的本科课程包括：企业管理、政府、通信、法律和商业、计

算机科学和心理学。rrIS还提供全英文教学研究生课程：创新与创业、全球管理和战

略管理专业的全球MBa；政府研究的文学硕士课程包括反恐怖注意和国土安全或外交

和冲突研究等专业，修读此课程，学生们还可选择编写专题研究论文；组织行为和发

展（OBD）文学硕士则分两个形式，专题研究论文或Sans论文。

   国际留学生与以色列本地学生共同学习，共同面对校园生活的方方面面。另

外，IDC赫兹利亚的教员深知，就读以色列教育机构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年轻人熟悉以

色列现状以及以色列首要任务和发展趋势等情况的最佳方式，另外，学院还设立了广

泛的课外课程，让学生们不会仅囿于校园生活，帮助他们熟悉以色列丰富而又悠长的

历史，以及了解以色列的多元化。

阿里森商学院   

arISON SCHOOl OF 
 

当今，与人类历史的任何其他时刻相比，经理

和企业们的经营环境更加不稳定，不确定性也

与日俱增。我们的使命是教育企业经理们如何

引领并在这动荡不安的环境中取得成功。学生

不仅职业素质得以提升，其管理和领导技能也

得到提高。他们学习的不仅是商业教育的标准

核心概念，还有最先进的理念和工具。他们学

习的不仅是理论知识，还有现实世界的商业案

例和卓见。阿里森商学院的教授是享誉全球的

学者和执业人士，不仅是各自领域的专家，还

在世界顶级大学授课。他们不仅是顶级学者也

是卓越的讲师。我们的金融、市场营销、策略

咨询、革新和创业本科和研究生课程极具创新

性，并持续更新以反映商业教育和全球行业的

最新发展状况，在诸多方面均反映出其国际风

范，例如，学生、教授、特定课程以及海外参

观学习等。 

 

    通过这些课程的学习，学生们将具备开发

国际关系以及发现全球商业机会的重要优势。

BUSINeSS



11

劳德政府、外交和战略学院 

laUDer SCHOOl OF GOVerNMeNT, DIPlOMaCy & STraTeGy

IDC赫兹利亚的劳德政府、外交和战略学

院堪称是以色列顶级的外交、公共政策、

国际关系和安全研究学院。劳德学院提供

一套文学学士综合课程和一套文学硕士

课程，专业为：反恐怖主义和国土安全

研究、外交和冲突研究；公共政策和行政

管理；政治行销。学院还设有专题研究项

目，学生们须提交一篇文学硕士论文。所

有课程为学生们装备了改善政府和推动社

会发展的知识和技能。劳德学院还为就

职于以色列的外交官们提供独特的颁发证

书课程，本课程特别为任职以色列大型国

际组织的国外外交官和代表们设计和设

立。

 另外，还提供重要的以色列政治、历

史、文化、法律系统、经济以及阿以和

平过程以及外交和安全政策等相关重要

实情和专家分析意见等。2013年，劳德

学院还是以色列国内唯一为以色列第十

九届国会新成员设立有关“议会制度和管

治”主题培训班的学院，其目的旨在让

新国会成员们具备重要的知识，做好准

备，为国家的构建发挥重要的作用，并

向新成员们介绍了其在新工作环境中所

面临的需求。

   基于之前取得的重要成就，并应诸多

国会成员请求，劳德学院的教员做简介

的环节于本年春季仍将继续延续。

本可持续性课程基于美国顶级大学的类似课程而创立，并增添了以色列本地的一些特色。学

院为了解决环境问题提供了一种全面而又多学科的方法，并影响着社会决策。通过本课程学

习，毕业生们将具备担任商业和公共领域各职位的优势，并让学生们做好准备，以应对以色

列和世界范围内未来可持续性挑战。因此，学院强调以色列境内业务开发、公共政策以及环

保创业的重要性，而这面临着复杂地理政治现实情况，充满了数不胜数的环境挑战。 

 

    另外，学院还依据环境、人们的生活质量和经济发展状况率先采用了全面的发展和增长

方法，作为国家战略重要性的模型。

ISrael COrP., ICl & Orl联创可持续学院 

SCHOOl OF SUSTaINaBIlITy FOUNDeD By ISrael COrP., ICl & Orl



12

aDelSON SCHOOl OF eNTrePreNeUrSHIP 
愿景:
建立艾德森创业学院是国家的首要任务，无人能比以色列私营大学先锋的IDC赫兹利亚

更能带领以色列发展前进。艾德森学院将为年轻的企业家们配备足够的知识和技能，开

发他们的思路，发挥他们的全部潜力，并鼓励他们实现自己的梦想。

艾德森创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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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 教育一代代的天生企业家们，使得以色列取得史无前例的发

展和繁荣

 » 支持以色列本土创新，让它们走向全球市场

 » 为以色列商业领导人和经济顾问们灌输积极进取的创业精神

和思想

 » 强化以色列“创业国度”的形象

 » 培养以色列和全球顶级企业家

框架:
 » 为具有创业潜力的学生提供适当的创新型本科和硕士教育

 » 对以色列和国际留学生开放的希伯来语和英文课程

 » 有丰富且多元化的校园课外创业活动供学生选择，如俱乐部

和各种竞赛

 » 与商业界积极互动，包括现场参观和指导、企业家办公时

间、客座授课、宣传介绍活动、联络活动和讨论会

 » 美国、欧洲和远东大学之间的学习旅游和交换生计划

 » 在以色列加利利和内格夫地区的年轻人中间推广创业事业

方法: 
本学院课程为IDC赫兹利亚所有科系的的学生精心准备，包括法律、商业、政府、经济

学、心理学、传播学、可持续性和计算机科学，授课形式为联合学科，以及单独的选修

课，辅助学生在各领域的学习。创业课向学生推行边学边做的方法，可通过辅助课程作

为补充，为创业过程提供重要支持。技巧课程将为学生们提供练习和磨练企业家工具箱

所需的工具，背景选修课为学生们提供了体验和感受，在瞬间万变的世界中为其指明方

向所需的各种创业、技术革新和战略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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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C赫兹利亚的研究机构和教育中心
先进虚拟实验室（advanced Virtuality 
lab(aVl)) 
www.Idc.ac.il/communications/avl

asper新媒体外交研究院（asper Institute

for New Media Diplomacy） 
www.Idc.ac.il/asper

互联网心理学中心（The Center for Internet 
Psychology (CIP) ） 
www.Idc.ac.il/cip

加强型网络构件和安全系统Deepness
实验室DPI工程（ Deepnesslab DPI 
engineering for enhanced Performance 
of Networks elements and  Security 
Systems） 
www.deepness-lab.org

决定.创立.选择.评估（Decision.Intuition.
Choice. evaluation (DICe) ） 
www.dice.Idc.ac.il

创业中心（entrepreneurship Center 
www.Idc.ac.il/ec

真相中心（Fact Center） 

www.factcenter.org

Gazit-Globe 房地产研究院（Gazit-Globe 
real estate Institute） 
www.Idc.ac.il/gazit

全球国际事务研究（GlOrIa）中心

（Global research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GlOrIa) Center） 
www.gloria-center.org

IDC的lD和aDHD研究院（The IDC 
Institute for lD and aDHD） 
www.Idc.ac.il/lD-aDHD

IDC 社会认知和心理生理学（IDC Social 
Cognition & Psychophysiology） 
www.giladhirschberger.com

国际反恐怖主义研究院（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Counter-Terrorism (ICT)） 
www.ict.org.il

Institute for Policy and Strategy (IPS) （政

策与战略研究院 (IPS)） 
www.herzliyaconference.org/eng

Maytiv 中心（ Maytiv Center） 

www.Idc.ac.il/Maytiv

媒体创新实验室（Media Innovation lab 
(milaB)） 
www.milab.Idc.ac.il

Nevzlin犹太民族研究（The Nevzlin Center 
for Jewish Peoplehood Studies） 
www.Idc.ac.il/Nevzlin

政治心理学和决策课程（Program in 
Political Psychology & Decision Making 
(POPDM) ） 
www.Idc.ac.il/pada

新管治项目（The Project for New 
Governance） 
www.Idc.ac.il/NewGov

rothschild Caesarea资本市场和风险管

理中心（rothschild Caesarea Center for 
Capital Markets and risk Management） 
www.cc.Idc.ac.il

应用神经科学单元（Unit for applied 
Neuroscience） 
www.Idc.ac.il/neuro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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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恐怖主义学会 (ICT)

政策和战略研究院(IPS)

反恐怖主义学会（ICT）是世界上领先级反

恐怖主义学术机构之一，积极推动全球范围

内就全球反恐怖主义斗争进行合作。ICT是
独立的智囊团，提供下列内容的专业知识：

恐怖主义；反恐怖主义；国土安全；威胁、

脆弱性和风险评估；开放式情报分析；国家

安全和国防政策。ICT举办的反恐怖主义世

界峰会堪称是当今最具影响力的反恐怖主义

活动之一。该会议为来自各领域声誉卓著的

专家们提供了建立专业关系的重要机会，还

是建立国际合作关系的平台。

ICT前届会议参与者和发言者包括现任和前

任总理、国会成员、安全机构和警察部门最

高首领、第一响应者、反恐怖主义领域的学

者和专家、法学家、商人和学生等。ICT还
是国际政策制定者和学者们参与的联合座谈

会，通过在世界范围内传播的研究论文、形

势报告和学术刊物相互分享信息和专业知

识。ICT还每月举办数次国际研究会、研讨

会和会议，以讨论和传授全球和区域的问

题。最后，ICT还在互联网上设立了最大的

公共域名研究数据库之一。

www.ict.org.il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

两个领先级学院- 
IDC赫兹利亚劳德政府、外交和战略学院的一部分

IPS是世界闻名的研究学会，其主要目标在于提升以色列的国家政策和决策过

程。IPS对一系列国家政策问题进行了研究，侧重于识别出现的问题和趋势。IPS
利用覆盖广泛的网络和强大的号召力，部分通过高级会议让学生们在掌握信息

的情况下对话和举行政策辩论，培养其相关能力。以色列国家安全均衡年度赫

兹利亚会议是IPS的旗舰活动，其特别之处是国家最具影响力的政界和商界领导

人以及国际领导、外交官和思想领导者出席会议。以色列国家主席、总理、国

防军参谋长和国防部部长以及外交部长、其他高级内阁大臣、摩萨德局长和著

名的安全顾问是本次会议的常客。以色列总理选择在年度赫兹利亚会议发表了 

“国情”演讲。IPS还负责提拔具有多元化世界观、经验和专业知识的特遣部队以及高

度合格的个人顾问团队。该团队临时或经政府正式请求组建，负责提供评估和政策相

关意见。参与过赫兹利亚外交座谈会的人员包括：中东四方代表托尼·布莱尔、联合

国秘书长潘基文，前法国总统尼古拉·萨科齐，前世界银行总裁罗伯特·佐利克,美

国副国务卿詹姆斯·斯坦伯格先生、法国前法务部长达提、德国财政部长施泰因布吕

克等等。IPS的主任是alex Mintz教授。

www.herzliyaconference.org/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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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C赫兹利亚

守护创业国度的

美好未来 
当下以色列人的创业精神空前高涨，迎来

了以色列史无前例的成功和发展年代。以

色列人口较少，资源有限，由下列统计数据

可见，以色列在世界的表现非常出色，这些

数据且对以色列未来的发展也起着积极的作

用。

 » 以色列人均创业率名列世界第三，全球

55岁以上男女创业率最高的国家。

 » 相对于总人口数，以色列是世界上创业

公司最多的国家，超越日本、印度、韩

国、加拿大和英国。

 » 按人均计，以色列生物科技创业人数最

多。

 » 以色列人均创业资金投资高达到$250，
而美国为$100，英国为$40，法国只有

$30。

 » 以色列是世界上在纳斯达克市场上市公

司总数排名第三的国家。

以色列下列公司引领了创新风潮:

以色列创业意识高涨对国民收入产生了巨

大的影响，提高了以色列人的生活水准。

以色列人均收入名列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前20位，近期“幸福和生活满意度”指数排

行世界第八位。以色列经济的蓬勃发展是

留住以色列人才的一大动力，并鼓励世界

各地的人们移民到以色列。依据欧洲工商

管理学院最新公布的2013年全球创新指

数，全世界超过140个国家中，以色列则

总体名列前10%，是创新输出最多的十个

国家之一。

“我们强烈地意识到创造力和创新的

重要性，调查显示，创造力和创新

是全球CeO们最渴求的品质。”

Noam lemelshtrich latar博士

(麻省理工学院博士)
Sammy Ofer通信学院创始人兼院长，

前企业家

 

“创业精神是经济增长和走向繁荣的

动力。IDC赫兹利亚为学生们灌输的

知识是，决不能因为恐惧失败而阻

挡前进的步伐。 ”

Rafi Melnick 教授

(加利佛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博士)IDC赫兹

利亚教务长、以色列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

成员、衡量以色列经济Melnick指标的制定

者

“ 我们鼓励学生与各系顾问和本院强

大的行业导师们通力合作，将想法

付诸实施，创造自己的新事业。”

ron Shachar教授

(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博士)

阿里森商学院院长， 

品牌与营销领导级专家

“创业并非是一场观赏性的运动，因

此，赫兹利亚创业课程采取了从实

际操作中学习的方法，让学生们积

累实际的工作经验，具备一系列技

能，以及培养一种创业的精神，让

他们未来不管做什么，都会秉承此

种精神。”

liat aaronson律师

zell创业课程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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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C赫兹利亚一些令人振奋

的合作领域包括：

IDC赫兹利亚的媒体创新实验室由经麻省

理工学院培训的团队带领，是探索未来媒

体、技术和人与计算机互动的研究、学习

和样品设计场所。

IDC赫兹利亚的Gazit-Globe 房地产研究中

心旨在加强以色列学术界与房地产之间的

关系，为房地产带来无限发展的可能。

Efi Arazi 计算机科学学院专攻网络安全、

计算机游戏和互动媒体等方面。研究生走

在以色列高科技领域的前沿，教员拥有多

项研究经费和专利。

Sammy Ofer 通信学院研究重点是互动媒

体、电视、广播和移动装置。其凭借先进

的虚拟性、新媒体外交以及互联网心理方

面的作品站到了数字革命的前沿。

阿里森商学院设立了举世闻名的营销和金

融学系，包括与沃尔顿商学院和新加坡建

立了学生交换计划，其全球MBa课程覆盖

了国际市场知识，而创新MBa课程则集中

于数码领域的新事业知识。

经济学学院特别重视为学生们提供理论和

实务知识，促进学生们进步，实现其个人

和事业上的愿望，为提升个人和整个社会

的福利做出贡献。

心理学学院强调心理学与传播学、政治和

商业之间的对接，其研究延伸到了应用神

经学、正向心理学、正念、社会认知和心

理生理学等特别中心，其讨论会集中于人

格、社会心理学以及发展心理学等课题。

Israel Corp., ICl & Orl联创的可持续学

院强调企业发展、公共管理、环境创业对

以色列的重要性，以色列地理政治形势复

杂，面临着很多挑战。学院提倡与自然和

社会环境协调发展和增长的全面方案，并

将之列为具有战略意义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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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ell创业课程     
zell创业课程是专门为IDC赫兹利亚各

学系成绩优秀的本科生而设立的创业课

程。该 独特而又创新型课程已经走过了

十三个春秋，由来自芝加哥著名的企业

家Sam zell慷慨赞助设立。本课程时长

为一学年，在此过程中，允许学生采取

一个想法并将之发展成真正的企业。除

了创业过程外，本课程还包括高级课程

和分配至各项目的行业专家导师加强学

生的学习体验。

    美国实地参观学习将为期一年的课

程推到了高潮，该课程促成了数不胜数

的企业的创立，其中一些公司还成功高

价出售。

www.Idc.ac.il/zell

2012-2013级zell创业课程班

近期被收购的
zell创业公司 
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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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戈夫领导和外交研究员课程 
 
arGOV FellOWS PrOGraM  
 
阿尔戈夫领导和外交研究员课程旨在让年轻的学生们具备特别的才能，以便未来担任以色列

和犹太民族的领导职位。本课程以英文教学，提供知识、重要思考技能、沟通技能、语言和

工具，从而让学生可以很好地理解并分析国际业界发生事件，其重点在于以色列目前应对的

挑战。学生们经过精选参与本课程的学习，他们将与来自各学科各领域的高级外交官和学者

们会晤，参加广泛主题的课程和研讨会，主题包括，战略、国际政治经济、谈判、以色列和

犹太人。最后，学生们还会前往各政府机构和商业场所、国际组织以及欧洲和美国的大学参

观学习。阿尔戈夫课程传承了已故大使施洛摩.阿尔戈夫的精神。 

拉宾领导课程 

raBIN leaDerSHIP PrOGraM
拉宾领导课程由本学院与以色列拉宾纪念中心共同创立，是一个专门设计的卓越课程，武

装IDC赫兹利亚学生们作为以色列社交和公共领域道德领导的素质，从而促进以色列国家实

现真正成为各国明灯的目标。本课程在来自学术界的导师以及以色列经济和领导界重要人物

的密切指导下，向所有IDC赫兹利亚学院的本科生教授，发起和领导社会、社区和教育活动

的理论工具和实践经验。本课程由Maj.-Gen. (res.) yoram (ya-ya) yair领导，并由Dr. eran 
Halperin担任学术主任。

2013年阿尔戈夫课程

IN leaDerSHIP aND  DIPlOM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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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C赫兹利亚 桃李满天下
学术界和职业界都非常欢迎IDC赫兹利亚校友们的加入，并且高度赞赏他们在求学期间培养和习得的多学科发展前景、实务技能和经

验。我们的校友们有的参与世界领先的研究生课程学习，有的则就职于一些重要的律师事务所、高科技公司、投资商号、国际咨询公

司、以色列国会和以色列政府机构。也有很多校友凭借其在IDC赫兹利亚接受的创业培训而在各领域成功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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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C校友
就职公司精选

通信

adler Chomski、Cellcom、Channel Two
Television、Hot、Keter Books ltd.、 

Music 24 Television Channel、以色列计

划 (TIP)、耶路撒冷邮报、Headlinemedia
和Waze

高科技

amdocs、Check Point、戴尔、埃尔比特、

eWave、通用电气、谷歌、惠普、          

IBM、ICa Telecom、legend Business 
Technologies、Medcon Telemedicine、
微软、Netcom Systems、Nice、Ness 
Technologies、以色列甲骨 文

Orad、SaP、See-run、liveperson、Mat
omy、adorika、ybrant
 

金融

美国银行、花旗银行、  
Clal industries and Investments ltd.、施达

基金会、股本集团投资、易趣、格理集团、

高盛、以色列价值基金、Matrix aBC、麦肯

锡咨询公司、摩根士丹利、汇丰银行以及其

他一些以色列大型银行。

律师事务所

yigal arnon、Herzog、Fox and Neeman； 
S. Horowitz; Dr. Jacob Weinroth

政府和公共服务领域

部长、国防部、部长级顾问、总理办公室、

过会成员、议会助理、以色列高级法院、

以色列外交、以色列犹太局、联合国、

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外国大使

馆、Maccabiah 2013、MaSa、外交关系

NCO、IDF

其他

以色列航空公司、Sakal、Glossy Box、 
Pioneer、NewPharm、Fox、american 
eagle、宜家、Groupon、Holmes 
Place、Hillel shlichim

IDC校友修读的
研究生学院精选
 › 意大利博可尼大学

 ›  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

 ›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 美国康奈尔大学

 › 美国埃默里大学

 › 法国埃塞克商学院

 › 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

 › 美国乔治敦大学

 › 美国哈佛大学

 › 德国赫尔梯行政学院

 › 西班牙企业学院

 › 英国国王学院

 ›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 澳大利亚莫纳许大学

 › 美国西北大学

 › 美国纽约大学

 › 法国巴黎高等管理学院

 › 南非伊丽莎白港大学

 › 法国Sciences-Po,
 ›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

 › 美国塔夫斯大学

 ›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

 › 英国剑桥大学

 › 英国伦敦大学

 › 英国牛津大学

 › 法国多菲那-巴黎第九大学

 ›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

 › 美国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分校

 › 耶鲁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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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C教学团队
IDC赫兹利亚的终身教员包括在各自研究和教育领域具有领先地位的学者。几乎所有的教员均曾在国外顶级大学学习或

工作过，且都在所提及的杂志和书籍中广泛地发表过作品；很多人凭其杰出的表现而取得富有竞争力的研究经费；所

有教员均擅长教学。

aHarON BaraK教授，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法学博士学位，1963 
raDzyNer 法学院

Barak教授曾担任以色列高级法院法官28年，其中11年担任法院院长一职，他还担任过以色列首席检察官。目前，

担任耶鲁大学法学院和多伦多大学法学院的客座教授。他曾在密西根大学和纽约大学的法学院授过课。Barak教授

还曾担任过各公共委员会的主席一职，其中包括政府公司新法律公共委员会和民法编纂委员会等。他曾出版过数不

胜数的法律书籍，并发表过很多法律文章，获得过各大奖项，例如“以色列法律奖”和“zeltner奖”。

yarIV BeN elIezer博士，纽约大学博士学位，1977 
SaMMy OFer 通信学院

Ben eliezer博士目前担任劳德政府学院媒体研究主任以及Sammy Ofer通信学院政治和营销传播课程主任，曾担任

过特拉维夫管理大学媒体学院的院长，还曾在很多政治运动中担任过高级职位，包括：犹太革新运动(Tzomet)党
1992年国会运动；以色列总统西蒙·佩雷斯1996年的总理竞选活动；以及赫兹利亚市长yael German1998年、2003
年和2008年的选举运动。Ben eliezer博士曾编纂过六本书并编写过众多文章。

Tal BeN-SHaHar博士，哈佛大学博士学位，2004 
心理学学院

Ben-Shahar博士不仅是一名心理学家，还是曾教授“正向心理学”的讲师，其中，“正向心理

学”是哈佛大学最受欢迎的课程。Ben-Shahar博士在全球范围内为跨国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普通大众和危险人群提供幸福、自我尊重、表现、完美主义、弹性、目标设定、正念和领导

力等方面的咨询并讲授相关课程。他曾著有《幸福：学习每日快乐和持续满足感的诀窍》。

aleX CUIKerMaN教授，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1972 
经济学学院

加入IDC赫兹利亚前，Cuikerman曾担任特拉维夫大学正教授，曾在海外多所大学任教（包括普林斯顿、纽约大

学、卡内基梅隆大学、斯坦福大学、波恩大学）。其研究和授课的领域包括宏观经济学、货币理论和政策、政

治经济学。其曾出版过四本书，并编写过100多篇科学论文。其最著名的书籍（1992年由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出

版）题为《中央银行战略、信誉度和独立性：理论和证据》，该书从全球范围的视角对现代中央银行业进行了剖

析。1998年，他曾担任以色列银行执照改革levin委员会的成员，并于1997年担任以色列经济协会的会长。

 

zVI eCKSTeIN教授，明尼苏达大学博士学位，1981 
经济学学院

eckstein教授目前担任经济学院的院长，还是世界计量经济学会研究员，兼任《欧洲经济评

论》的编辑，曾任以色列银行的副行长兼美国顶级大学的讲师，包括耶鲁、卡内基梅隆大学

和波士顿大学。 

BOaz GaNOr博士，以色列希伯来大学博士学位，2002 
laUDer 政府、外交和战略学院

Ganor博士目前担任lauder学院的副院长，兼任IDC赫兹利亚反恐怖主义研究员的创始人兼执行总裁，还是国际学

术反恐怖主义社区(ICTaC)的创始人兼主席，曾担任以色列政府的反恐怖主义顾问，还曾是以色列国家和国际反恐

怖主义委员会成员。Ganor博士曾编写过数不胜数的反恐怖主义文章，并著有《反恐怖主义之谜-决策者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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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COB GOlDeNBerG教授，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博士学位，1998 
arISON 商学院

Goldenberg教授的研究课题主要是创造力、新产品开发、创新的扩散以及市场动态复杂性和

社交网络效应等，曾在领先级杂志上—营销研究杂志（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营销科学（Marketing Science）、科学和自然物理学（Science and nature Physics）—发表

过数不胜数的文章。Goldenberg还是IJrM的主编。

NOaM leMelSHTrICH laTar博士，麻理省工学院博士学位，1974 
SaMMy OFer 通信学院

lemelshtrich latar博士目前为Sammy Ofer通信学院的创始人兼院长，曾于2009年到2012年担任过以色列传播协

会（ISCa）主席一职。lemelshtrich latar博士堪称是新媒体研究和教育的先驱，是首批研究互动式传播以及将反

馈技术集成到小型团体讨论并就此发表作品的学者之一。他还曾是麻省理工学院TB Sheridan教授所创立之人机系

统实验室传播对话项目的成员，其当前的研究课题是，数据挖掘、人工智能对媒体的影响。lemelshtrich latar博
士曾在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和特拉维夫大学（在此，他曾与他人共同创立了传播学院）以及内盖夫本•古里安大学

授课并负责研究项目。

BaraK lIBaI教授，北卡罗来纳州大学教堂山分校博士学位，1997 
arISON 商学院

libai教授在arison商学院教授营销学课程，曾是特拉维夫大学和以色列理工学院的一名教

员，还是麻 省理工大学斯隆商学院的客座教授。libai教授的研究课题为：客户社会效应及其

对新产品增长的效应和公司的盈利性；新产品的市场增长；客户关系管理。其凭借此类课题

的研究而荣获营销科学研究院、美国营销协会以及世界市场研究协会（eSOMar）等机构所

颁发的奖项。他还是数家学术杂志的编辑评审委员会成员以及口碑营销协会（Word of Mouth 
Marketing association）的学术咨询委员会成员。libai教授另外还讲授以客户为中心的营销和社交网络和营销课

程。

VarDa lIBerMaN教授，特拉维夫大学博士学位，1985 
arISON 商学院

liberman教授曾任阿里森商学院副院长，目前担任判断和决策领域主任兼IDC赫兹利亚数学和统计学主任，还是斯

坦福大学的客座教授，其研究主题为：人们就结果和活动做出估计和推断的偏差来源，以及广泛的人际、社会和政

治 背景下判断和决策偏离标准化的现实涵义。

raFI MelNICK教授、教务长， 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博士学位，1979 
教务长 

Melnick教授是劳德政府、外交和战略学院的前任院长，还是以色列银行的前任副研究主任。

他曾在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波士顿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任教。Melnick教授曾

编制以色列经济指数，即，Melnick指数，并且每月公布其状况，曾被任命为委员会成员，就

解决以色列社会经济问题向Netanyahu总理提供咨询意见。

MarIO MIKUlINCer教授，巴伊兰大学博士学位，1985 
心理学学院

Mikulincer教授是心理学学院的创始人兼院长，还是位多产的作家，其作品包括240多篇科学文章和三本著作，曾

担任巴伊兰大学心理学系主席，荣获2004年社会科学中东真理基金奖（The eMeT Prize）以及国际关系研究协会

颁发的2006年Berscheid-Hatfield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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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eX MINTz教授，西北大学博士学位， 1981 
laUDer政府、外交和战略学院

Mintz教授目前担任lauder学院院长兼IDC赫兹利亚政策和策略学院主任，并任《政治心理学》杂志主编和《美国政治科

学评论》编辑委员会成员。Mintz 教授曾荣获国际对外政策分析研究协会颁发的“2005年杰出学者奖”，曾与四位诺贝尔获

得者共同被任命为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冲突预防和管理咨询委员会成员。

UrIel PrOCaCCIa教授，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学博士学位，1972 
raDzyNer 法学院

Procaccia教授目前担任radzyner法学院法学硕士课程主任一职，还是希伯来大学合理性研究中心研究员兼德国波恩法

律和文化研究院(rechts als Kultur)学术委员会成员。Procaccia曾在全球多座大学担任客座讲师，包括：沃尔顿商学院、

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德国图宾根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Cardozo。Procaccia教授曾编写了新版《以色列公司法》草稿，

并经安全局任命为另类交易系统咨询委员会（advisory Committee on alternative Trading Systems）主席。

SHarON raBIN-MarGalIOTH教授，纽约大学法学院法学博士学位，1997 
raDzyNer 法学院

rabin-Margalioth目前担任radzyner法学院院长一职，拥有纽约大学的法学博士学位和法学硕士

学位，还取得了希伯来大学的法学学士学位。rabin-Margalioth教授曾任纽约大学和哈佛大学的客

座学者，还曾担任纽约大学全球客座法学教授一职。rabin-Margalioth教授的研究课题集中于就业

歧视法、女性加入劳动大军的法律影响、员工权利的程序保障以及法律规定与劳动力市场转化之

间的关系，其编写的论文经常被包括高级法院在内的以色列法院所援引。

aMNON rUBINSTeIN教授，伦敦经济学学院博士学位，1960 
raDzyNer 法学院

rubinstein教授目前担任radzyner法学院教授兼高级职员，曾在特拉维夫大学大学授课，同时还担任学系主任

一职。rubenstein教授曾荣获以色列法学奖，并曾担任育部长，其专业领域包括：宪法、多元文化、教育和人

权。rubinstein教授的主要研究专业和出版书籍或文章涉及的专业为以色列法律和法律基础以及以色列社会的社会和历

史背景。

ODeD SarIG教授，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莱分校， 1983 
arISON 商学院

Sarig教授在IDC赫兹利亚教授金融学，是阿里森商学院的前任院长，还是财政部资本市场、保险

和储蓄前任委员，曾出版过书籍，还曾在领先级的学术杂志上发表过多篇文章。

MOrDeCHaI SCHeCHTer教授，爱荷华大学博士学位，1968 
ISrael COrP., ICl & Orl联创的可持续学院

Schechter教授目前担任Israel Corp., ICl & Orl联创的可持续学院院长，堪称是环境研究的先驱，并是环保领域领先

级研究员之一。最近的数十年里，他曾培训了很多科学家，其研究为推进环保的经济和社会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另

外，Schechter教授目前还任职于公共领域，包括：水利局研究委员会主席—经济学；"Basha'ar"协会高等教育论坛主

席—社区学院；指导委员会—耶路撒冷研究院环境政策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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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MON SCHOCKeN教授，宾夕法尼亚大学博士学位，1987 
eFI arazI 计算机科学学院

Schocken教授是eFI arazI计算机科学学院的创始人兼院长，曾于1985年到1995年年间担任纽约大学信息系统本科课程

副教授兼主任。2005年，他任职哈佛大学的客座教授，教授数字系统构建课程。Schocken教授目前还担任以色列教育部

计算机科学教育委员会主席。

rON SHaCHar特拉维夫大学博士学位， 1992 
arISON 商学院

Shachar教授目前任阿里森商学院院长，持有特拉维夫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还

拥有哈佛大学博士后学位，自2006年起一直担任杜克大学的客座教授。

Shachar教授的研究课题主要为重要的广告和品牌定位问题，并探索娱乐行业和

政治运动的战略和营销相关方面。他还是各领先杂志的委员会成员兼副编辑。

yOraM SHaCHar教授，牛津大学博士学位，1976 
raDzyNer法学院

Shachar教授目前是radzyner法学院的正教授，曾是学院的首任院长，还曾是牛津大学圣约翰学院的初级研究员，并在

密西根大学、波士顿大学和南加利福尼亚大学担任客座职位。Shachar教授还是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公共和国际法

的研究员，并曾是希伯来大学高等研究院的研究员。Shachar教授的研究领域是法律制度、法律历史和刑法。

TaMI TaMIr教授, 以色列理工学院博士学位，2001 
eFI arazI计算机科学学院

Tamir教授目前担任eFI arazI计算机科学学院院长，博士学位课程学习前，她曾是海法因特尔业

绩加强小组的成员，毕业后，她曾在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担任讲师和博士后研究员两年。

yaIr TaUMaN教授，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博士学位，1979 
arISON 商学院

Tauman教授是arison商学院的前任院长，在诺贝尔获得者robert aumann的教导下，取得了数学博士和和理学硕士学

位。其研究领域为博弈论和产业组织理论。Tauman教授曾在顶级杂志上发表过文章。Tauman曾在特拉维夫大学和西北

大学以及Kellogg商学院执教，并曾担任斯坦福大学的客座教授。

GaDI WOlFSFelD教授，麻理省工学院博士学位，1979 
SaMMy OFer 通信学院

Wolfsfeld教授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政治学和传播学学系的荣誉退休教授，目前是政治传播领域的专

家，曾担任美国政治学会政治传播板块主席，其研究和教学领域为，新闻媒体在战争和和平过程中

的作用。Wolfsfeld教授曾出版过六本传播学相关书籍，并发表过几十份文章。其最近编著的书籍名

为“弄清媒体与政治：政治传播学的五大原则”。

DaN zaKay教授，特拉维夫大学博士学位，1978 
心理学学院

zakay教授一直是麻省理工大学、东京工业学院和斯德哥尔摩大学的客座教授，曾任特拉维夫大学的教员，主管认知心

理学课程，是在心理学学系任重要职位。zakay教授曾任职于公共委员会，并曾担任以色列组织发展协会的主席和以色

列心理学协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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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树一帜的学院
IDC赫兹利亚创始人梦想并实现了创立一

个独树一帜的学院模式：希望与全球领先

教育机构教育标准相媲美的教育中心，

成为全国国家大学制度灵感的源泉。同

样，IDC赫兹利亚高级管理人员教育单元

的目标旨在切实且明确地满足高级管理人

员的需求。我们意识到教育学生和培训经

理之间巨大的区别，因此，每项课程均针

对各机构高级管理人员的特定需求而设

计。  

IDC高级管理人员教育
IDC赫兹利亚高级管理人员教育单元启动、开发并组织了多学科、国

际以及人际关系学习和培养课程，其可以满足高级管理层的需求。该

课程单元于2002年创办，针对管理层精英而设计，旨在为高级管理

员提供权威高标准的课程。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孔子



IDC高级管理人员教育
IDC赫兹利亚
独特之处
1. 多学科 -学术界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

功能性之上，IDC单独教授管理界相关

的不同学科。学生们与营销专家们一

起学习营销，与金融专家学习融资，

与组织行为学 的专家们一起学习人力

资源管理等。然 而，在此领域管理人

员必须处理本身为跨学科的问题。例

如，处理危机时，管理人员必须依据

IDC 赫兹利亚指导原则采用心理学、

传播学、金融、法律、营销等领域的

技能，顾名思义，我们的高级管理人

员教育模式强调，我们需要对各问题

创出涵盖其内容之所有相关实用领域

的多学科综合模块。

2. 适用性 - 人们经常对学术界的管理人

员做出如此批判，即针对管理人员的

课程理论性太强了，对现实的意义并

不明显。IDC赫兹利亚—特别是高级管

理人员教育课程—始终秉承任用将学

术与实际工作经验相结合的精英们作

为讲师的宗旨。大部分讲师以经理、

董事会成员和顾问的身份积极参与各

机构的运作经营。

3. 愿景 - 人们常说，学术界的重点在于

以科学的方式系统性地分析过去发生

的一切。另一方面，管理人员主要关

心的是未来发生的事情。教员们以刚

开始便弄清楚未来的发展趋势以及方

法为目标，以有重点地设计出创新型

且富有创意的内容。

4. 国际化 - 托马斯·弗里德曼说，“世
界是平的”，因此，IDC赫兹利亚高级

管理人员教育课程以国际商业界为参

照系。我们很多讲师曾在海外一流大

学教授高级管理人员课程。另外，今

年，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沃尔顿商学院

还与IDC 赫兹利亚的arison 商学院之

间签订了合作协议。

5. 度身定做 - IDC 赫兹利亚高级管理人

员教育单元的一大特征是，该单元是

个精品课程单元，仅提供少数顶级质

量的原创课程，无标准课程，各课程均

为单元职员与客户充分合作且与之频繁

直接接触而专门设计。

6. IDC部分愿景 - IDC赫兹利亚参考了

美国顶级大学的模式，是一座为以色

列公众和社会谋福利的非盈利性私营学

院。IDC赫兹利亚在学术和行政管理上

有着充分的自由决定权。高级管理人员

教育部门的收入专门用于支持IDC赫兹

利亚愿景和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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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式报名登记

高级管理人员课程 

“学习和创新是一对如影随形的好朋

友。而固步自封者认为，昨天的成就

对明天来说已经足够。”

威廉•波拉德
我们的课程对私营和公共部门的管理人员、生意人和决策者们开放注册报名，其内

容制定团队投放了大量的精力持续对其进行全面的评估，旨在找出以色列以及全球

的趋势和管理人员关心的问题。我们统揽管理文献以及全球顶级大学所教授的内容

以及各经济报道内容。我们与以色列国内外领先级专家保持直接联系，了解其创造

的新内容领域。因此，本开放式报名注册高级管理人员课程教授内容始终保持为最

新内容，映应了管理层一天日程中的各问题。另外，我们还致力于在未来的趋势仍

处于萌芽阶段时便将之融入到商界中。各课程含有理论和应用性构成部分，另外，

还会举行会议讨论，在互动式课堂中向与会者提出的各学科主题，除此之外，课程

还包括讨论、活动分析、不同论坛形式的动态会议等。各课程由以色列海内外学术

界、咨询和管理领域的讲师授课。本课程结构鼓励学生们相互交流，旨在建立知识

交流和加强学生关系的平台。该开放式报名注册高级管理人员课程包括：

1. 高级管理学系列

2. 集中管理研讨会

3. 管理学课程

4. 会议与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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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及研讨会 
IDC赫兹利亚高级管理人员教育单元就当前的管理问题定期举行半

天或全天研讨会，主题由来自学术界和商界的以色列和国外专家提

出。 研讨会主题会不时在网站上公布。

IDC赫兹利亚高级管理人员教育单元举行的一些会议及研讨会如下：

“学习就是要完全掌握”

哈里·S·杜鲁门

高级管理学系列由一系列每月一次举行的下午会议组成，主要

讨论公共议程管理问题相关主题。各系列由每年的五到八次会

议构成，本高级管理学系面向的学生是高级管理人员级别的人

员：大公司的董事会主席、董事、执行董事和高级副总裁。

集中管理研讨会
集中管理研讨会集中讨论需要不同管理领域多种技能的综合行

政管理问题。各研讨会持续两到三整天，由来自以色列本国或

国外的中心讲师主持，其中该讲师为业内专家，另外，还有来

自学术界和业界的客座导师莅临会场，与学生们互动。集中管

理研讨会的目标学生是中高级管理人员、希望学习研讨会领域

专业知识以及多学科应用工具的人员。 

管理课程
管理课程旨在为学生们提供管理学各实用领域的知识和技能。

各课程以下午会议的形式举行，共约10节，每周一节；每次会

议时长为4个小时。由担任学术主任的本领域专家将各课程进行

整合。会议由在学术界和商界处于领导地位的讲师主持。管理

课程的目标学生是中高层管理人员。

高级管理学系列

1. 竞争力的经济原理

2. 能量博弈：热门投资

3. 领导力：提升自己

4. 创造价值的经济增值观点

5. 中国世纪：中国和国外投资

6. 旭日东升后: 日本 -趋势、特点和商

业机会

7. 俄罗斯之旅: 俄罗斯 - 趋势、特点和

商业机会

8. 朝鲜之国: 韩国 -趋势、特点和商业

机会

9. 生物医学行业：全球和地方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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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那些疯狂的家伙们致敬，

他们特立独行，

他们桀驁不馴，

他们惹是生非，

他们格格不入，

他们用与众不同的眼光看待事物，

他们不喜欢墨守成规，

他们也不愿安于现状。

你可以赞美他們，引用他們，反对他们，

质疑他們，颂扬或是诋毁他们，

但唯独不能漠视他们。

因為他們改变了事物。

他们发明，他们想象，他们治愈，

他们探索，他们创造，他们启迪，

他们推动人类向前发展。

也许，他们必需要疯狂。

你能盯着白纸，就看到美妙的画作么？

你能静静坐着，就听见美妙的歌曲么？

你能凝视火星，就想到神奇的太空轮么？

我们为这些家伙制造良机。

或许他们是別人眼里的疯子，

但他们却是我们眼中的天才。

因为只有那些疯狂到以為自己能够改变世

界的人，

才能真正的改变世界。

苹果电脑

企业内部课程 
IDC赫兹利亚的高级管理人员教育单元专门为高级管理人

员制定出企业内的课程，该课程通过一系列会议教授，并

经专门设计符合各企业的要求。该项活动的重点是专门针

对客户企业制定出精品课程，IDC赫兹利亚管理学各领域

的顶级专家们借此满足企业的需求。课程创立过程中，我

们与客户企业的高级管理团队代表合作了解其发展需求。

本课程由高级管理人员教育单元负责人Shelly Gordon女
士与内容开发团队共同实施，之后，所有的课程细节内容

通过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动态互动中设计。

创新国度课程
IDC赫兹利亚高层经理培训部门启动并创立了创新、创业、

可持续性、反恐怖、管治和全球领导等相关教育课程。这些

课程针对的是全球高级管理人员，将最佳前沿学术知识课与

实践经验和公司参观相结合。通过我们课程的学习，学生们

将了解到以色列这个创业国度不为人知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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