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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55年成立以来，巴
伊兰大学已从一个仅有70
名学生的教育机构蓬勃发
展成为拥有17000个学生
的中心校园。巴伊兰大学
在科学和人文领域以及在
人类事业领域所取得的里
程碑式的成就在以色列的
教育版图中留下了重要印
记。

巴伊兰大学
巴伊兰大学是一所位于以色列特拉维夫都会区的综合性大学

如今，巴伊兰大学是以色列
领先的学术机构之一，并将
通过建立追求卓越挑战的研
究中心、结合创新的教学方
法、加强全球推广工作、积
极推动主动的社区关系以及
扩大其在犹太世界、以色列
社会乃至全世界话语权的方
式，使巴伊兰大学进入转型
成长的新时代。

我们的理想虽远大，但切
实 可 行 ： 超 越 传 统 “ 卓
越”的界限，进而影响人
们及其生活。我们已踏上
一段创新、极具影响又充
满 着 雄 心 壮 志 的 奋 进 旅
程，现在及未来的几年欢
迎大家的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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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社会与犹太传统的缩影

全球化

全球化和国际化被看作巴
伊兰大学发展的支柱——
致力于国际研究合作、加
强国际学生组织、开展国
际项目，并启动国际博览
会作为所有国际项目和国
际学生的家园。

巴伊兰大学拥有独一无二的
学术设计和犹太特质。以色
列巴伊兰大学的学生团体代
表了以色列的四个“部落”
：世俗犹太人、民族宗教犹
太人、极端正统犹太人和阿
拉伯人。以宽容和礼貌作为
我们的准则，校园的多元文
化环境为学生们自由思考和
交流以及公开讨论提供了独
特的论坛。巴伊兰大学的创
建者把犹太人民的独特性归
功于它所遵循的神圣的犹太
原则和价值观，并根据这一
特点而成立了这所作为学术
机构的大学。自成立以来，
巴伊兰大学一直致力于推进
犹太文化和犹太职业各个领
域的科学研究，同时致力于
培养具有律法知识并充满原
始犹太精神和人文主义的学
者 、 研 究 人 员 和 文 化 工 作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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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学生 17,000 

非学位学生 6,000

毕业生 130,000

留学生 800

高级教员 670

院系 8 

部门和学院 37

跨学科研究计划及课程 16

主要课程 8,000

研究中心和研究所 55

国际学术与研究合作协议 90

定期助学金 900

特别拨款教师 60

实验室 300

图书馆（收藏有超过1,000,000册的书籍） 29 

建筑 80

教室 190

巴伊兰大学概况及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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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海世界大学学术排名（ARWU） - 2018年，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
大学排名，巴伊兰大学跻身全球500强大学之列（400-500），成为世界
上排名前2％的大学。巴伊兰大学在特定的研究和教学领域也表现出色。

        2014年，我很荣幸获得巴伊兰大学的全额奖学金，攻
读国际工商管理硕士学位。这所大学把我带到了以色列，
在那里我不仅学到了商业，也学到了以色列人的心态。基
于所学，我后来在以色列启动了第一个中国创新中心，该中心
被广泛认为是连接中国和以色列创新生态系统之间的主要桥梁。与以色列其
他大学不同，巴伊兰大学提供了一个传统的犹太环境，与特拉维夫的高科技
环境高度互补。我记得我的一位同学，一个美籍正统拉比总是想出有文化内
涵的绝妙主意，我也还记得前一天在拉纳庆祝纯粹主义创造的传统哈曼塔什
（Hamantaschen），隔天就盛裝去特拉维夫参加聚会的经验。由于学习和
生活方式的不同，我必须全面地看待以色列文化。作为一名外国学生，我非常
感谢这次经历，我希望更多的学生能看到它的价值。

– 霍洛·郑晓星（音译）

150
TOP 政治科学 

社会学 

法律 

教育

200
TOP 传播学 

心理学 

计算机

300
TOP

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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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伊兰大学影响中心

卓越为必须—现在我们想要影响力！

每个影响力中心都是从一个紧迫的、多方面的挑战或者一个新的机遇开始的，最好的
应对方法就是充分利用多学科团队的各种知识、技能和资源。因此，这些影响力中心
正在降低我们各部门之间的人为障碍，并允许新创造力的诞生。此外，每个中心都确
定了影响力目标。这为研究和开发制定了明确的时间表，从而每个影响中心都能相应
有一个退出机制。

抑郁量表影响中心

建立诊断抑郁症的第一个定量工具。

智能城市影响中心

通过智能设计和集成技术改善以色列的城市。

量子纠缠科技影响中心(QUEST)

利用量子纠缠技术创造出强大、隐密、精确的技术。

以色列和北美犹太教研究中心( RJIN )

研究导致北美和以色列犹太人分裂的宗教问题，并制定解决方案。

新兴的纳米集成电路与系统实验室(EnICS)

推动了微芯片设计行业的创新。

网络科学影响中心

利用新数学体系和综合分析框架加强基础设施，通讯和人之间的联系。

犹太和民主法律中心

确保以色列法律既体现了我们的犹太价值观，也体现了我们的民主价值观。

替代能源影响中心

利用太阳能电池、燃料电池、电池和生物燃料，以使世界摆脱化石燃料的使用。

应用密码学和网络安全

使以色列成为应用密码学和网络安全领域的世界第一大国。

1
2

5

3

6

8

4

7

9

巴伊兰大学发挥影响的九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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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创性的学术研究：科学与考古学

马丁（Szusz）以色列土地研究和考古

学系是从考古学、历史地理学、自然、

自然和人文地理学和人口学等各个方面

对以色列土地进行跨学科的研究。迄今

在发掘工作中的重要发现是:一座有角

的石坛，其形状和尺寸与《出埃及记》

中描述的祭坛相同。这一发现被《圣

经考古学评论》杂志选为“年度考古

发现”。同时还发现了不同时期的铭

文，包括铁器时代的埃及铭文。迄今

为止最古老的非利士人考古发现包括两

个提到戈利亚（Golyath）的名字。这

两个名字被刻在陶瓷碎片上——alwt和

wlt——它们与Golyath这个名字在词源

学上非常相似。 这一发现尤其重要，因

为《圣经》认为加特（Gat）是Goly-

ath的城市。这一发现也可以被视为第

一个清晰的非圣经证据，证明大卫和格

利亚茨之间的战争可以根植于清晰的文

化背景中。

     一个不了解自己过去的国家，
它的现在是贫穷的，它的未来也

笼罩在迷雾中。

- Yigal Al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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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色列中心学习
特拉维夫大都市

以色列是犹太人的国家，有4000多年

的历史，其中大部分都记载在犹太圣

经中。以色列是西方主要宗教——基督

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的发源地，

过去从埃及到大英帝国都曾无数次地征

服和入侵以色列。

无数代人将以色列和耶路撒冷视为世界

和成就的中心，到处都是征服者、朝圣

者、奇观者和先知的野心和足迹。

如今，以色列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第二代

和第三代移民社区，为游客和学生提供

了中西方的文化和食物。

以色列——历史、传统和技术的中心

特拉维夫是以色列工业、高科技、创业、

商业和银行的中心。以色列是世界上人均

创业公司数量最多的国家，也是高科技公

司的第二大聚集地(仅次于硅谷)。《孤独

星球》将其列为夜生活十大城市，《国家

地理》杂志将其列为十大海滨城市之一。

特拉维夫位于地中海沿岸，平均每年有318

天的晴天。

巴伊兰大学校区位于特拉维夫大都市的拉

马特甘。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都能进入巴

伊兰大学校园。巴伊兰校区距离特拉维夫

中心20分钟车程，距离耶路撒冷45分钟车

程，交通便利，停车位充足。



10 11

巴伊兰大学 国际本科项目

在以色列中心学习
特拉维夫大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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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伊兰大学 国际本科项目

学习与生活环境 
巴伊兰校园是学生、教师、行政人员和
访客出席会议、讲座等类似活动并进行
活跃互动的场所。

作为一所领先的学术机构，巴伊兰大学
认为学习环境和追求学术成就同样重
要。因此，我们不断在校园投入大量精
力和资源，打造富有吸引力的、和谐
的、鼓舞人心的学习环境。美丽以色列
理事会授予巴伊兰大学为“最美丽的学
术校园”称号也证明了这一事实。

巴伊兰校园

住宿条件及活动场所
随着新装修的现代化宿舍、超市、书
店、邮局、旅行社、银行、健身房、全
天开放的计算机房以及各种餐馆和咖啡
馆，巴伊兰校园为学生提供了舒适和健
康生活所需的一切，还可以在校园周围
找到其他你所需要的一切。

巴伊兰学生会为学生提供各种服务和支
持，以及全年精彩的活动，如果你想为
同学的福祉做出贡献，欢迎你的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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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在巴伊兰大学攻读学士学位

• 3年制学士课程 。

• 体验世界一流学术机构。

• 在巴伊兰和以色列有许多继续深造的机会。

• 经济实惠的课程——3,800美元的学费应用和预计约15,000美
元的年均总费用。

• 巴伊兰大学将一般研究与犹太传统、哲学、文化和语言(希伯
来语)的教学相结合——帮助学生理解以色列独特的文化。

• 优越的宿舍环境和便利的校园设施 。

• 巴伊兰国际欢迎并支持国际学生的所有需求。

• 位于以色列商业和高科技中心，地理位置优越 。

• 为毕业生提供各种实习机会、创业课程和工作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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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伊兰大学 国际本科项目

本科国际课程(学士)

• 传播学和政治学学士

• 传播学和英语文学学士

• 英语文学与语言学学士

• 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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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传播学和政治学双专业学士为媒体和政
治传播方面的许多领域和要素提供了广
阔的视角，学生将参与有关政治议题的
讨论和辩论，并进行自主研究和阅读。
两者的结合为学生提供了分析政府和媒
体的合适工具，并使他们在这两条道路
上都取得成功。

不管你的兴趣是什么，如果你想更多地
了解影响你日常生活的系统是如何运作
的，这就是你最好的选择。

巴伊兰传播学院及政治学系
传播学和政治学双专业学士项目将同时涵盖巴伊兰大学传播学院和政治学系两个院系
的课程。其中传播学院的课程旨在培训未来一代的媒体领导者，使他们能够在迅速变
化的传播环境中取得成功，同时促进一种平衡、有道德、有见地的传播文化的形成。

政治科学部研究并教授各种各样的主题，包括:国际关系、政治哲学和思想、恐怖主
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宗教和国家、以色列政治、政治领导、公共政策、军队和安
全、选举挑战、国内和国际政策、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冲突管理、外交等等。根据
2018年上海排名，巴伊兰的传播学和政治科学学科排名世界前300名。

传播学和政治学学士
学习年限：3年（6个学期）

职业道路
传播专业的知识是市场营销和广告、公共关
系、政府和新闻领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政
治研究的学位可以成为公民服务或私营部门
中许多职业的跳板。这个学位为学生提供了
成功的必要工具。

在第三年的学习中，你可以到不同的媒体或
政府进行机构实习，如企业的公关处、新闻
网站、政府办公室等等，获得相关领域的实
践经验。作为该专业的毕业生，您应该拥有
具备广泛适用性的专业技能，包括强大的研
究、分析和沟通能力。您可以考虑的其他行
业包括媒体宣传、慈善和非营利组织、公共
关系和社会研究等。

在搜寻过美国和以色列的各个学院后，我选择在巴伊兰大学
学习传播学和政治学。 我喜欢巴伊兰大学提供的专业课程，并且对以
色列也很感兴趣。优秀的学术和重视犹太传统的结合，使我对犹太传

统更加感兴趣，今年我还选修了一门关于《圣经》的学术课程。 开学
第一年后，我对我的选择非常满意，讲师们非常优秀，在课堂内外都向

我们提出挑战，大学教职员工耐心而乐于助人，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必需的资
源。我很期待接下来的一年的学习。

—李昂（音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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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伊兰大学传播学及英语文学与语言学系

传播学和英语文学双专业学士项目将同时涵盖巴伊兰大学传播学院和英语文学与语
言学系两个院系的课程。其中传播学院的课程旨在培训未来一代的媒体领导者，使
他们能够在迅速变化的传播环境中取得成功，同时促进一种平衡、有道德、有见地
的传播文化的形成。根据2018年上海排名，巴伊兰的传播学学科排名在世界前300
名。 

英语文学和语言学系由两个独立的、结构相关的部门组成:英美文学和语言学。这两
个部门都重视在温暖多元文化环境中强调多样性和思想的自由交流。

传播学和英语文学学士

项目
传播学与英语文学双专业学士在传播学
方面，提供了媒体和人际传播方面的多
方视角；在英语文学方面，则以其精
确、简洁、有条理、分析性和有说服力
的方式，专注于不同的写作风格。通过
对世界文学的分析，学生能够对多元文
化有更多的了解， 这恰恰是当今世界经
济日益全球化的关键要求。事实上，大
多数职业都需要优秀的跨技术平台的英
语沟通技能。

巴伊兰的媒体设施包括电视演播室、最
先进的多媒体实验室、在以色列广播的
巴伊兰106FM电台，以及为世界各地学
生提供节目的国际媒体站。 

职业道路
传播学的知识对你在新闻、市场营销、
广告、公共关系等不同领域的发展都有
所助益，能够帮助你发挥所长。而英语
文学和语言学课程则将提高你的英语写
作技能，并使你获得在世界各地的多元
文化环境中生活和工作的能力。 

在第三年的学习中，你可以参加我们的
实习项目，到当地的媒体、公司、国际
组织等不同类型的场所进行实习，通过
不同类型的工作经验，锻炼跨文化沟通
协作的能力，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与
促进。

毕业后可在新闻媒体机构、出版机构、政
府及企事业单位的宣传部门、广告公司、
教育部门等部门从事编导、记者、文案、
主持、制作、广告、策划等工作。

学习年限：3年（6个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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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伊兰大学英语文学与语言学系
英语文学和语言学系由两个独立的、结构相关的分支组成:英美文学和语言学。这两个
学科分支都重视在强调多样性和思想自由交流的温暖多元文化环境中的批判性思维。

项目
我们会为英语专业的学生提供资源，帮
助他们提高批判性思维和在学术水平上
写作的能力，这也是雇主们认为最重要
的技能。文学研究古典和现代诗歌、小
说和散文，以了解历史是如何由使用语
言的艺术家塑造和形成的。 文学理论提
出了关于我们如何通过文本和符号交流
来了解世界和我们自己的心理和哲学问
题。正如评论家肯尼斯·伯克所说，文
学是“生活的工具”。

语言学是对语言的科学研究。语言学系
为学生提供全面的理论训练，如句法、
语义和音韵学，以及应用和实验领域，
如语言习得、双语研究、神经语言学、
阅读习得和语篇分析。 

职业道路
通过对世界文学的分析，学生可以更好
地理解多元文化——这是我们这个世界
日益增长的全球化经济的一个关键要
求，同时也能提高他们的英语写作技巧
以及在国际社区生活和工作的能力。

此双学位的毕业生将有资质从事翻译、
演讲、教学等与语言相关的职位，特别
是与我们系的硕士学位或英语作为第二
语言教学相结合的专业。

巴伊兰大学鼓励学生去探索和研究他们
周围的世界，我们大多数学生都会把在
特拉维夫都会区的学习和实习机会结合
起来。

学习年限：3年（6个学期）

英语文学和语言学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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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学士

跨学科社会科学系
巴伊兰大学的跨学科社会科学系从政治、法律和经济制度对社会和经济福利的影响，
到人权和安全等各个方面让人们对社会有更深层次的了解。高度受欢迎的心理学、犯
罪学和社会学学位课程的毕业生在以色列和世界领先的公司和组织中都陆续担任关键
职位。 

根据2018年上海排名，巴伊兰大学的社会科学学科在世界处于领先地位：社会学世界
排名前150，心理学世界排名前200 ，经济学世界排名前300。

项目
巴伊兰大学的跨学科社会科学学位于
1974年创立，直到今天，尚未有其他大
学提供类似的课程，由此成为该校最受
欢迎的学位。

这门动态课程通过呈现各学科领域共享
的创新理论和应用培训给学生带来优
势。在三年的课程中，教授为学生提供
个人指导和专业监督，为高级研究和学
术成长提供选择。学生可以获得分析和
理解人类行为、文化意识和情感的重要
工具，还能学到促进各个领域发展的专
业知识。

该课程能促进学术思想的发展和跨学科
分析，涉及管理、物流、经济、社会学
和心理学的各个领域。它适用于有兴趣
提升自己，发展新技能和丰富所有领域
专业能力的个人。 

职业道路
巴伊兰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课程的毕业
生是21世纪真正的文艺复兴人士，他们
拥有各种领域的专业知识，能够沉浸在
各种不同的领域中，我们的毕业生已经
多次证明了这一点。该课程提供的自由
和多样性允许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确定他
们的兴趣和未来的职业。

学习年限：3年（6个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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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发前信息
护照 
你必须持有有效护照才能进入
以色列。护照必须在入境后六
个月内以及逗留期间有效。
如果没有有效护照，应立即申
请。如果您持有以色列护照，
则需在抵达时出示。

学生签证 
被以色列学术机构录取的学生，需要从以色列领
事馆或大使馆获得A2学生签证；或者可以持B2
旅游签证进入以色列，并在抵达以色列后通过
内政部换取 A2学生签证。A2签证有效期最长一
年，必须每年续签。获得签证需要本人在内政部
进行面谈，这种签证的费用是175新谢克尔。

学费、宿舍和经济资助

所 有 费 用 都 受 到 消 费 者 价 格 指 数
（CPI）通货膨胀的影响，可能会根
据美元/新谢克尔（ USD/NIS ）汇率
略有波动。基于平均每年21.3学分的
课程量，每年的学费是相似的。学费
包括学习费用、电子学习使用费用和
学生会会员费用。学费不包括申请费

( 457谢克尔)、书籍和课程包的费用、
住宿费或生活费。欲了解更多信息，请
阅读巴伊兰大学：学费和费用。

已经被巴伊兰大学正式录取的经济资助
学生有资格在上一学年的6月1日前申
请基于需求的奖学金。 

 申请费用:  111美元         学士学位课程每年学费:  3747美元

单人公寓:   每月  555 美元 
(带私人厨房、浴室和淋浴)

与他人合住的房间: 每月  437 美元 
(带私人淋浴和浴室)

公寓内的单人间: 每月  486 美元 
(厨房，浴室和公寓淋浴，公寓最多可容纳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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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保险
每个留学生在以色列停留期间都必须获得健康
保险。我们不会强制学生必须与特定的保险提
供商合作，但是我们建议学生联系“Harel Ye-
didim”——这家保险提供商拥有处理留学生
保险需求的全方位经验，并提供全天候英语服
务。

安全保障
在巴伊兰大学，学生的安全是重中之重，安保
人员每天24小时负责在所有校园入口看守，并
在校园和宿舍区巡逻。学生应该准备好出示学
生证或身份证，并提交包供搜索。该大学的安
全部门和政府安全机构也保持着密切联系。

宿舍
巴伊兰大学为留学生提供整修和
备受欢迎的宿舍设施，拥有温暖
的家庭氛围，并为学生提供各种
方便的学术服务。宿舍大楼刚刚
装修完毕。每层包括两套公寓。
每套公寓由6间单人房、一间厨
房、一间联合起居间、一间淋浴
和一间浴室组成。每隔一层都有
一个公共阳台。大楼的一楼有洗
衣机和一个联合空间（俱乐部房
间）。房间都安装有空调，还有
一个液晶电视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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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

标准 高考
A -LEVELS / IB 

(国际中学标准)

法国会考 / 

德国会考
美国/AP课程

国家 中国 英国/全球 法国/德国 美国

高中成绩 上一年高中成绩 上一年高中成绩 上一年高中成绩
上一年高中成绩

+AP考试

入学要求
高中毕业， 

高考一本线以上
高中毕业 高中毕业 高中毕业

标准化测试 无要求 无要求 无要求

SAT/ACT/ 
Psychometric 

（不同项目最低要求
可能存在差异）

英语水平

托福80分以上或雅
思6分以上（不同
项目最低要求可能

存在差异

无要求

托福80分以上或雅
思6分以上（不同
项目最低要求可能

存在差异）

无要求

我们正在寻找在学术研究和其他方面表现出色的候选人。下表显示了主要入学标
准的要求，并且是申请课程的最低要求。 具体项目可能有额外的要求或更高的
接受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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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表
如欲申请，请登录巴伊兰大学国际在线
申请入口，并填写申请表。每次申请
时，你都需要支付400新谢克尔( = 111
美元) 的申请费，不可退还。

大学入学考试成绩标准化
申请者应提交国家大学入学考试成绩：
美国大学测评考试（ACT）或学业评估
测验（SAT）成绩，法国中学毕业会考
成绩，以色列心理测验，德国高中毕业
证书，印度大学入学资格考试成绩，国
际中学毕业会考成绩，中国高考和英国
普通中等教育高级水平考试成绩。

成绩单和文凭
申请者必须递交他们的成绩单和高中毕业
证书/入学证书的正式副本。在他们最后
一年的学习中，学生可以先递交部分成
绩单，在收到他们的最终成绩单和文凭之
前，方可录取。虽然可以通过在申请人门
户上传所需文件的数字副本来加快决策过
程，但原始副本必须直接邮寄到我们的办
公室。

英语语言能力考试
如果高中没有用英语授课，申请人必须提交
英语水平考试的结果。我们接受托福（英语
作为外语测试）和雅思（国际英语语言测试
服务）的考试成绩。

希伯来语研究
希伯来语研究( Ulpan )的学生需要参加希伯来语课程，直到他们掌握四级能力。课程
水平由学年开始时的分班考试确定。Ulpan为学生提供在以色列社会中成功沟通和发
挥作用所需的技能。1 - 3级每级费用为2，000新谢克尔。4 - 6级是免费的。5 - 6级为
可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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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伊兰大学 学生之家

巴伊兰大学不断发展和充满活力的国际社区的所在地，目前包括来自50多个国家的
800名学生。

在过去的65年里，巴伊兰大学一直在引领以色列的大学吸收移民学生。目前，巴伊兰
大学正在向世界敞开大门，并提供最大规模的国际、英语教学的本科课程，包括经济学
和工商管理、传播学和政治学、传播学和文学、文学和语言学以及社会科学学士学位。

在学生抵达、适应巴伊兰以及在巴伊兰学习的过程中，巴伊兰国际会为留学生提供所
有学习和生活方面的帮助——为感兴趣的学生提供信息、入学程序、签证、经济资助
以及住房和其他方面的帮助。巴伊兰国际还负责监督与国际机构的所有合作协议和伙
伴关系。巴伊兰国际目前已与全球150多所大学达成了协议。

巴伊兰国际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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