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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理工学院



欢迎您来到以色列理工学院——以色列建校时间

最早并拥有悠久创新传统的高等学府。

以色列理工学院已从早期的较小规模理工学院成

长为世界领先的院校，在世界科研型大学榜单常

年排名前50位。自1912年建校以来，以色列理工学

院一直致力于发展新技术，并创造良好条件让创

新人才不断预见新兴科技的需求。

如今，以色列理工学院已是先进研究和学问的聚

集地，也是众多最激动人心的以色列技术创新的

诞生地。以色列理工学院不仅在海法拥有现代化

的校园，更拥有杰出的师资队伍，其中包括三位

近年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还有从事着工程师、科

学家、医生、教授和企业家等各个职业的众多知

名校友。近年，以色列理工学院被公认为世界领

先的创业生态系统之一，是未来成功企业家的孵

化器。以色列理工学院在扶植以色列的“创业之

国”经济体制上发挥了主要作用。

2009年，以色列理工学院建立了国际部，全面监

管国际学术项目和方案，以及与全球海外合作伙

伴——200多所大学及研究框架的学术协议。如

今，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得以就读以色列理工学

院国际部开办的全英文授课项目，包括完整的本

科及研究生项目、博士后研究、学期及暑期留学

项目、天才少年暑期项目、研究实习和各种创业

项目。

以色列理工学院意识到在当今知识型全球环境下

科学交流的重要性，从而成为第一所在海外建立

校区的以色列大学。以色列理工学院在美国纽约

和康奈尔大学合作创建了一个应用科学学院，

名为雅各布以色列理工学院-康奈尔大学研究所   

（简称JTCI），提供高级学位和研发机会。而在中

国，以色列理工学院和汕头大学在华南合办一所

大学——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该学院可授予以

色列理工学院的学士学位、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

毫无疑问，选择就读以色列理工学院将为您打开

机遇世界的大门。在这里，您在受到启发的同时

也将启发他人。您将加入这个由众多学者组成的

启迪智慧的集体，共同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我在以色列理工学院期待您的加入，并祝您学有

所获，学有所成。

谨致问候。

Peretz Lavie 教授
校长

以色列理工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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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彭博社报道,在市

值达10亿美元的美国

各大高科技公司中,

担任首席执行官一职

的以色列理工学院校

友人数位居第七。

在麻省理工学院近期

针对创新和创业人才

的一项调查中,以色列

理工学院排名

世界第六。

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

的半数以色列公司由

以色列理工学院校友

创办。

美国国家工程院

的外籍院士中,

以色列理工学院的

人数排名第二。

以色列理工学院是全

世界诺贝尔科学奖

得主最多的大学之一,

排名第八。

以色列理工学院



以色列85%的技术从

业者所效力的公司由

以色列理工学院

校友领导。

2016年中国上海交通

大学公布的世界大学

排行榜显示，以色列

理工学院排名全球第

69名，居以色列8所
大学之首。其计算机

科学专业则排名全球

第18名。

知名建筑与设计杂志

《Arch20》近期的调

查显示：以色列理工

学院建筑与城市规划

系在欧洲排名第三。

第一所在海外建校的

以色列大学,海外校区包

括在美国纽约市创立的雅

各布夫妇-康奈尔创新研

究院以及在中国汕头的

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

2018年中国上海交通

大学公布的世界大学

排行榜显示，以色列

理工学院排名全球第

77名，居以色列8所大

学之首。

以色列理工学院有

23%毕业生在其职业

生涯中至少创办过

一家公司。

以色列理工学院校友

所领导公司的出口量

占以色列工业出口

总量的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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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
景

成为名列世界前十的

科研型大学,致力于知

识的创造及人力资本和

领导力的发展,为以色

列和全人类的进步而

奉献。

建立年份：1912

大学城面积：300 英亩

科系数量：18

研究学院/中心数量：60

学生人数：14,087

教职工数量：565

本科生课程数量：50

研究生课程数量：83

授予学位数：113,873

宿舍床位数：4,977

校园建筑数量：106

奥运会标准泳池

参	
考
数
据

以色列理工学院



科 
系

航空航天工程

建筑学与城镇规划

生物学

生物医学工程

生物技术与食品工程

化学工程

化学

土木与环境工程

计算机科学

科学与技术教育

电气工程

人文艺术

工业工程与管理

材料科学与工程

数学

机械工程

医学

物理

以色列理工学院大学城位于

海法湾之滨、卡梅尔山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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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理工

学院教授 

Avram Hershko
和 Aaron 
Ciechanover 成
为以色列首个

诺贝尔科学奖

获奖者

完整的希伯来

圣经被刻在了

0.5平方毫米的

纳米芯片上

以色列理工学院 
Dan Shechtman 
教授和校友 

Arieh Warshel 教
授获颁诺贝尔化

学奖,为以色列

理工学院带来新

的诺贝尔荣耀。

David Ben-Gurion 
为新校园选址

开设航空工程

专业,成为以色

列航空航天工

业的基础

奠基仪式 爱因斯坦来访：

植树,向以色列

理工学院许下

承诺

开设机械工程专

业,造就以色列

工业的基础

以色列理工学

院为哈加纳组

织发展科技

以色列理工学

院建立以色列

首个跨学科

纳米科技中

心——RBNI

以色列理工学院

和康奈尔大学在

竞争中赢得了在

纽约建立以色列

理工学院-康奈

尔大学雅各布研

究院的资格

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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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理工学院为

大量前苏联科学家

的涌入制订国家人

才接纳计划

以色列理工学院发

射 Techsat Gurwin II
微卫星进入太空

以色列理工学院

位于特拉维夫

的卫星校区命名

为Technion Azrieli 
Sarona校区。

李嘉诚基金会、

汕头大学和以色

列理工学院联袂

创建了一所中以

合作的大学--广

东以色列理工学

院。

电气工程专业

设立微电子学

中心——以色

列的高科技行

业就此诞生

Rappaport 医学

院建立——引

发对生命科学

和工程学协同

作用的研究

以色列高科技出

现:美国英特尔公

司建立研发中心,

毗邻以色列理工

学院

’60s ’70s ’80s

’14’13
位于纽约的以色

列理工学院-康

奈尔大学雅各布

研究院进行动土

仪式。

同年，位于中国

的广东以色列理

工学院也进行了

奠基仪式。

’15
国际宇航大学

(ISU)在中东首

次登场，于以

色列理工学院

启动2016太空

研究课程。

通过建立海伦

迪勒量子科

学、物质和工

程中心，以色

列理工学院将

以色列推到量

子科学的前

沿。

’16 ’18

’9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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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素革命

2004 年的诺贝尔化学奖被联合颁发

给 Aaron Ciechanover, Avram Hershko 
和 Irwin Rose,用以表彰其发现“泛

素调节的蛋白质降解”。这是以色

列首次斩获诺贝尔科学奖,同时标志

着以色列最高水平科学和技术团队

的崭露头角。

此次有关泛素的发现来自两位以色

列理工学院 Rappaport 医学院的教

授和他们的美国同事,该发现打开了

一系列研究领域的大门,如有关癌

症和神经变性紊乱等疾病的制药和

治疗。

诺贝尔奖

诺贝尔奖故事

1982 年4月,以色列理工学院教授 

Dan Shechtman 观察到了一种当时理

论上被认为不可能存在的物质——准

晶体。由于历史性地发现了此全新物

质,Shechtman 于 2011 年获得了诺贝

尔化学奖。

在准晶体内,我们发现令人着迷的阿

拉伯马赛克镶嵌装饰得以在原子层

面再现,即常规图案永远不会重复。

这是一场对才能、对勤勉以及对自

信心的考验,因为这种由 Shechtman 
发现的新物质最初根据已有科学,被

认为是不可能存在的。

以色列理工学院毕业生 Arieh 
Warshel,凭借与 Michael Levitt 和 

Martin Karplus 共同为“复杂化学系

统创立多尺度模型”而分享了 2013 
年诺贝尔化学奖。

Warshel目前为南加利福利亚大学

著名的化学和生物化学教授,他 

1940 年出生于以色列的 Kibbutz 
Sde-Nahum。1966 年他进入以色列

理工学院舒立克化学院,攻读学士学

位。就在同一年,著名科学家的 Dan 
Shechtman 教授(2011年诺贝尔奖得

主)刚好在以色列理工学院完成学

业,获得化学工程专业学士学位。

诺贝尔获奖者校友

以色列理工学院



创新摘要
癌症呼吸测试

Hossam Haick 教授使用先进

的纳米传感器通过早期诊断

来拯救生命,他的工作展现

了独创性与创新的结合将如

何塑造未来。

Kira Radinsky
以色列理工学院毕业生 Kira 
Radinsky 名列世界35岁以下

发明家前35名之内,她的活动

预测软件目前正在她创办的 
SalesPredict 中投入使用。

The Lempel–Ziv–Welch 
(LZW) 算法是一种通用

的无损数据压缩算法,由 

Abraham Lempel、Jacob Ziv 和 

Terry Welch 发明。现在,这

一算法被运用在pdf、JPG、
tiff、png 和 zip文件格式中。

Disk-on-key - 艾蒙系统创始

人及主席——以色列理工学

院毕业生 Dov Moran 推出了 

DiskOnKey。

以色列英特尔由以色列理

工学院毕业生 Dov Frohman 
建立,并迅速成长为一代代

先进英特尔处理器的创新

之源。

以色列理工学院

对国家的贡献

研究显示,美国纳斯达克上

市的121家以色列公司中,由

以色列理工学院的校友领

导的有59家,而这些公司的

共同市场价值超过280亿美

元。超过70%的以色列理工

学院毕业生任职于推动以

色列经济发展的高科技行

业。如今,由以色列理工学

院毕业生领导的以色列公司

聘用了以色列85%的技术从

业者。

Insightec - 未来的实验室

将使得外科医生的手术刀闲

置,因为使用非侵入性超声

波的外科手术将在全球医院

中登场。这一技术由以色列

理工学院毕业生,Insightec 的 

Kobi Vortman 带着创新决心

打造而出。

ReWalk - 由以色列理工学院

毕业生 Amit Goffer 博士带领

的Rewalk 机器人有限公司近

来已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

其机器套装设备已获美国

食品药品管理局 (FDA) 批准,

可帮助下肢瘫痪患者重新行

走,爬梯或驾驶。

Azilect® 用于治疗帕金森病,

开发者为 Moussa Youdim 和 

John Finberg 教授,以及 Teva 
制药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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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理工学院	-	
康奈尔大学

以色列理工学院和康奈尔大学合

作在纽约创建了一个技术创新国

际中心。该中心创建于2012年,

名为以色列理工学院-康奈尔大

学雅各布研究院（简称	JTCI）,

结合了双方在研究、高等教育和

创业等方面的全球优势。

以色列理工学院

©Kilograph



JTCI 位于罗斯福岛,是
康奈尔大学技术学院的
一部分,并成为一个多
学科中心,相关学科为：
连接媒体 (数字媒体技
术和社会影响力); 健康
技术 (个性化医疗保健
技术); 以及建筑环境 
(城市环境技术)。

理学硕士学位为双学位
——毕业生将同时获得
以色列理工学院和康奈
尔大学的学位。Runway 
是一个专为应届博士毕
业生设立的创新项目,
面向有兴趣在连接体,
健康技术和建筑环境等
重点领域进行研发和创
业的博士生。

雅各布研究院目前开
设的项目:

	信息系统理学硕	
	 士	(MS) 主修连接	
	 媒体	

	信息系统理学硕	
	 士	(MS) 主修健康	
	 技术

 Runway 博士后
	 项目

如需进一步了解以上项目和招生流程,请访问：

tech.cornell.edu/jacobs-technion-cornell-institute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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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	
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是由享誉全球的知名高等学府以色

列理工学院与汕头大学合作办学的一所具有独立法人资

格的中外合作大学，坐落于中国广东省汕头市。由广东

省人民政府，汕头市人民政府和李嘉诚基金会共同支持

设立。著名经济学家李剑阁，2004年诺贝尔奖化学得主

阿龙·切哈诺沃分别为第一任校长，常务副校长。

左起：李嘉诚先生、广东省长朱小丹、周凯旋女士、佩雷兹·拉维校长

以色列理工学院



    

办学进展:

 2015年4月——中国教育部正式批准筹设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
	 校区选址于汕头大学旁边，将致力于建设成为一所具有国际高水准	
	 的教育、科研和创新能力的研究型大学。	
 
 2015年7月——董事会成立。拟聘中国经济学家李剑阁教授为校长，	

	 以色列理工学院杰出教授、2004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阿龙·切哈	
	 诺沃为常务副校长。

 2015年12月——举行奠基仪式，启动学院建设。向教育部	 	
	 申请正式设立和招生，计划2017年开设三个工程类本科专业。

 2016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向广东省人民政府发出
	 《教育部关于正式成立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的函》，同意正式成立	
	 广东以	色列理工学院，由广东省人民政府依法管理。

 2017年8月——开办化学与工艺，生物技术，材料科学与工程三个本	
	 科专业，共招收第一届新生216名。

 2017年12月——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举行揭牌仪式。

 2018年8月——录取第二届新生共275名。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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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教育和创新	

在常务副校长、诺贝尔奖获得者Aaron Ciechanover
教授的领导下，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将设立研究中

心，专注研究21世纪中国和世界将面临的主要问题： 

 环境的清洁与保护 

 能源的可持续生产 

 人类健康改善 

我们注重创新性研究和教育，提供最先进的研究和

教学实验室、教学设施，聘请名师传授专业知识。

有能力建立自己的实验室并独立开展研究的专业领

域精英，将带领年轻研究员逐渐适应支持研究的环

境，并向以色列理工学院的未来毕业生提出建议。

鉴于我们的宗旨是提供卓越教育，我们将延续以色

列理工学院的优良传统，主要由积极从事研究工作

的教授负责本科教学任务。 

隶属于以色列理工学院海法本校的广东以色列理工

学院不仅将利用以色列理工学院在工程与科学领域

的优势，还将利用其在创新与创业领域的优势开展

教学。作为办学第二阶段计划的一部分，扩建的校

区将包含产业创新中心，用于支持技术从学校到产

业的转移。这些中心在作为现有公司的研发基地的

同时，还将有助于孵化或催生全新的创业公司。

 

我们鼓励教员将其发现成果进行商业化，并教导学

生寻求新颖而富于创造性的问题解决方案，还将举

办全校范围的竞赛，为尝试新想法及构建技术原型

提供更多机会。

诺贝尔奖获得者Aaron Ciechanover
教授出任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常务副校

长。“我相信，在中国和以色列校方的

共同努力下，这个项目将取得极大成功

并对全世界做出卓越贡献。”

2004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 

以色列理工学院Aaron Ciechanover教授

以色列理工学院



专业与证书

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主要的教学语言为英语，最

终将设立覆盖工学、理学和生命科学三个领域的10
个专业，在校学生规模将达5000人。按照《中外

合作办学条例》及其实施办法的规定，学校依法

授予学士学位，并将逐步开展硕士及博士学位教

育，本科生毕业时将被颁授“三证”：以色列理

工学院学士学位证书，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学士

学位证书和本科毕业证书。

学术队伍

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的教师队伍由拥有境外一流

大学博士学位的教师组成，除60%以上教师由以色

列理工学院派出之外，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按以

色列理工学院的标准在全球公开招聘优质师资，

建设世界一流教师队伍。

学校不仅要求教师在教育、研究和创新三个方面同

时努力扮演重要角色，更要充分建立三方面活动所

产生的协同优势。教师既是致力于发现新知识、创

新思维和方法的活跃研究者，在教学过程中也注重

鼓励学生创新，发明新产品，成为学生榜样。

校区

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由广东省政府和汕头市政府

投资建设。校区建设用地坐落于汕头市大学路南

北两侧，分两期建设，总占地面积636.62亩。其

中，一期建设用地（北校区）102.85亩，作为办

学初期的启动区；二期建设用地（南校区）533.77
亩，作为学院的主校区。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

北校区建筑项目总投资7.38亿元，于2015年9月启

动建设。建筑物包括科研楼、教学实验楼、行政

大楼、教学楼、接待与创新中心、食堂、学生宿

舍、教工宿舍及配套设施等。北校区已于2017年交

付使用。

如需进一步了解以上项目,请访问：http://www.gtiit.edu.cn

或发电邮至: admissions@gtiit.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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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来到

海法校区  
校园被称为“以色列理工学院大学城”,因为这里

拥有现代化的宿舍、全年无休的计算机中心,以及

餐厅、咖啡馆、银行、商店、医疗和牙科诊所、

超市、学校商行、自助洗衣店,还有随手可及的公

共交通站点和学生中心。

以色列理工学院每周都面向全校师生开展各种各

样的体育、设计和文化活动。每周,所有教学活动

都会停止两小时,因为以色列理工学院会举行现场

音乐会并开启户外市集,让大家得以在繁忙的学术

课程中休憩片刻,与朋友会面或融入到校园多种多

样的人群中。电影和音乐爱好者可以在学生中心

电影院内观赏电影,还可以前往步行可至的圆形剧

场参加现场音乐会。

以色列理工学院



海法校区的学生多才多艺,

不仅仅活跃于演厅、教室

和实验室。

 以色列理工学院拥有众多不同的体育团体,学生

 们可参加水上运动、武术、球拍运动以及其他 

 各种不寻常的极限运动。

 音乐人和歌手可以在以色列理工学院交响乐团 

 和合唱团中一展才华,而舞蹈爱好者可以加入

 以色列理工学院的民族舞团,这一舞团常在校 

 园、国家及国际活动中表演并备受赞誉。

 以色列理工学院学生会十分欢迎热衷于学生事 

 务或对策划校园活动感兴趣的个人加入。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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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理工学院是全球

学生的向往之地,学校里有欣欣向荣的

知识社群,有助于在校园中营造一个充

满活力的国际氛围。

Te
ch

ni
on

 C
ity

地点——启发创新

以色列理工学院拥有以色列众多

大学中面积最大和风光最美的校

园。校园海拔高度212米,依傍

卡梅尔山,拥有一片1.2平方公里

的松树林,在校园中您能一览壮

阔的海法湾和下加利利之景。

运动设施——建筑能量

学校有众多的运动设施,包括一

个现代化的健身中心和体育馆,

有多种课程供选择(普拉提、瑜

伽、跆拳道、舞蹈和肚皮舞等),

还包括奥林匹克游泳池、篮球

场、网球场和壁球场。

以色列理工学院



绿色校园——

支持可持续发展

环境研究、节能保护和回收是校

园生活的重要内容。学生可利用

建筑设施来节约并回收水资源,

设计生态智能建筑,以及研究使

用最小化灌溉的园艺技术。

艺术——释放全新可能

在以色列理工学院,艺术被视

为创造力、精制技术和革新的

培养剂,能够启发研究人员去

创新。以色列理工学院的 PeKA
画廊展有振奋人心的艺术作品,

中央图书馆则展有以色列理工

学院研究人员创作的迷人作品,

名为“LABSCAPES——显微镜后的

景色”,此外校园各处的雕塑公园

中也散布着各种艺术作品。

餐饮场所——碰面、

进餐的好地方

以色列理工学院有各类餐饮场所

可供选择,包括分布于校园各处

的餐厅、咖啡馆、自助餐厅和一

家校园酒吧。校园里可提供中东、

以色列、美式、中式、日式、泰

式、意式和印度菜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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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文化聚集地

海法拥有超过25万居民,他们有着不同的文化背 

景和信仰,如犹太教徒、穆斯林、基督徒、艾哈

迈迪(伊斯兰教印度分支)、德鲁兹教徒和巴哈伊

教徒。海法是全球巴哈伊教徒的圣地,因壮丽的 

“空中花园”而举世闻名,另外一些古老的教堂和清

真寺以及以利亚洞穴等许多重要圣地坐落于此。

海法拥有众多博物馆,全年会举办一系列节庆和文

化活动。每年举办的海法国际电影节以高质量的

国内外电影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游客聚集于此,其中

不乏导演、编剧、演员和其他电影行业专家。

学术和技术中心

海法是繁忙的科技和学术中心,众多高科技巨头及

以色列两所顶尖学府——以色列理工学院和海法

大学均坐落于此。来自以色列国内外的近40,000 
名学生就读于这两所名校。一些全世界最为重要

的科学研究和突破也诞生于此。

 大学校园毗邻卡梅尔自然保护区,该保护区内

 有美丽的登山步道以及汽车和自行车道路,

 素有“小瑞士”之称。

 海法保护良好的沙滩吸引了众多以色列顶级帆

 船爱好者,不少帆船比赛和其它体育活动在此

 举办。

 海法距离特拉维夫仅一小时车程,距离耶路撒 

 冷则不到两小时的车程。

海法是以色列的北部

省会、第三大城市,该

国最大的港口即坐落于

此。海法拥有细白的沙

滩、震撼人心的山脉、

整洁的街道、葱茏静谧

的社区以及不胜枚举的

宗教和历史遗迹,让游客

得到融合了传统与现代

的独特文化体验。

以色列理工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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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部学习项目

  体验工程的卓越和创新

  跟着领先的科学技术专家学习

  多姿多彩而富有挑战的学术项目 

  实践型学习机会 

  尖端的研究设备

  创造跨文化连接

  友好的支持性环境

  丰富多彩的社交和文化活动 

  游览以色列

  学习希伯来语 

本科课程

研究生课程

博士后研究	

短期留学课程

高中暑期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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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工程学士学位

核心课程：建筑工程管理和水资源工程

这是以色列理工学院土木与环境

工程学院的著名专业,培养可以

迎接21世纪基础设施创建和现代

化挑战的未来工程师。学生将学

习物理、自然建筑环境、水能源

计划、地理信息及运输工程的

结构、经济与施工管理方面的内

容,以及科学和工程学的应用,从

而能够通过清洁技术与基础设施

和可再生资源来对我们的自然资

源进行改善和保护。

本专业培养的毕业生,能胜任在

基础设施和通用建设、水资源管

理、废水处理、水处理和水污染

控制、空气和土壤污染及修复、

固体废料清理等领域的私人、公

共和政府部门工作。本专业教学

重点主要放在管理建设流程的各

个阶段,培养学生在应对各种各

样的任务时,能够融会贯通必要

的管理、经济、商业、规划和法

律领域的综合知识与技能,并透

彻掌握典型的工程问题。该课程

须在4年内修满至少155.5学分。

“以色列严谨的学术氛围提供了思考的平台。在这平

台之上，是创造力涌现的地方。”

土木与环境工程学士学位 

2018年国际毕业生 王维一(中国北京)

(2014年校状元高考704分；2018年以特优成绩本科毕业。 

现就读于纽约大学计算机工程研究院)

以色列理工学院



土木工程师在城乡各处都有

需求。其职业选择包括：

	建筑控制检验员

 土木咨询工程师

 土木承包工程师

 工地工程师

 可持续工程师

 水环境工程师

 建筑设备工程师

 工程地质学家

 环境顾问

学期		 授课科目

0 预备阶段——数学和物理

1 化学、希伯来语和基础科学课程   

2-5 工程与科学基本原理

  
6-8 土木与环境工程专业课程

课程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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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课程：机器人技术、控制学和动力系统学

该专业旨在培养在未来这个科技高速

发展时代具有专业技能的工程师。学

生将由机械工程学院的国际著名教职

人员和行业专家讲师悉心教导。该学

院拥有一流的教学环境和设施最为先

进的实验室。

机械工程师要掌握运动力学和能量转

换的知识,并运用这些原理设计安全

可靠、效率高、成本低的产品。该课

程将让学生在力学、材料学、流体学

和热力学等方面打下坚实的基础，并

会提供机器人技术、控制和动力系统

三大专业研究领域的相关知识。学生

将会学到与机器人技术、计算机辅助

设计和仿真相关的实用技能和知识。

学生将在学院先进的实验室中,学习

科研项目和设计作业,以培养独立创

新的能力,并积累领导经验。该课程

须在4年内修满至少158.5学分。

机械工程学士学位

“在以色列理工学院，只要你有想进步和成功

的愿望并脚踏实地地为之奋斗，这里会提供给

你所需要的一切。”	

土木与环境工程学士学位 

2017年国际毕业生 谢逸飞（中国北京）

(谢逸飞以优异成绩被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录取，并获得全额奖学

金攻读交通工程硕士学位）

以色列理工学院



机械工程师就业前景广阔,可

胜任多个领域的多种职业。 

领域包括:

 建筑工程质量检测员

	生物医学工程师

	工程项目经理

	供热通风与空调工程师

	管理咨询师

	制造系统工程师

	机械产品设计师

	采矿工程师

	核能工程师

	研发工程师

	机器人工程师

课程结构

学期		 授课科目

0 预备阶段——数学和物理  

1 化学、希伯来语和基础科学课程     

2-5 工程与科学基础课程

  
6-8 机械工程专业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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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要求

以色列理工学院致力于培养未来的精英工程

师,因此欢迎聪颖、优秀的学生申请。

学院将考察申请者在数学/理科的学术表现,

以及其志向、兴趣、课外活动能力及业绩,

然后做出录取决定。

入学条件

 中学文凭和成绩单(申请人应有

 扎实的数学/理科基础)

 高考(理科)成绩、或相同层次

 的 SAT 或 ACT 成绩

 个人陈述

 2封教师推荐信 

 英语能力应通过以下其中一种

 方式评定:

  以色列理工学院英语能力

  测试 (Skype视频面试)

  雅思(最低6分) 

  托福(最低80分)

在线提交申请 (int.technion.ac.il)。

欲知更多详情或提交申请,请发电邮至: apply@int.technion.ac.il

以色列理工学院



* 费用或根据以色列理工学院的规定、市场价格和货币汇率的波动而变更。

** 奖学金将根据学习成绩提供给优秀的申请者。

费用  

学费(按年收取)  $15,000 

住宿费(按年收取)  $4,000

健康保险和其它费用(按年收取) $1,000

生活费（每年大约）  $5,000  
     
   $25 000
   *大约16万人民币

第	1	步:在我们的网站上查看

入学条件,确保自己符合公示的

最低要求。

第	2	步:提交在线申请表格和成

绩单、考试成绩(如果高考成绩未

公布可暂空缺)、个人陈述和推荐

信,并缴纳注册费。

第	3	步:入围的申请者将获邀进

行英语能力测试并参加Skype视频

面试。

第	4	步:等待官方录取决定,该

决定将在面试(第3步)后一个月内

发布。只有成功的申请者会收到

电子邮件通知, 内容包括录取通

知书等文件，如果获得奖学金的

话也将在邮件中通知。

如何申请

报名截止日期：以网站最新信息为准

欲知更多详情,请访问: int.technion.ac.il

或发电邮至: apply@int.technion.ac.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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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理工学院诚邀全球优秀学生

来以色列攻读研究生学位

如何申请
第	1	步
请访问以下网址,填写表格并在

线支付注册费：

http://graduate.technion.ac.il/en

第	2	步
所有符合学院条件的完整申请材

料将提交给研究生教学委员会,

以备正式考虑录取。

研究生项目学习安排

		硕士学位（为期2年）

		硕博连读（为期4.5年);  

  在博士研究生学习期间

  获得 硕士学位

  博士学位（为期3.5年),

  面向硕士学位拥有者

申请流程

所有硕士和博士申请者在提交申

请之前,必须找到一位导师,建议

查询院系网站并联系研究生院。

所有符合学院条件的完整申请材

料,将提交给研究生教学委员会,

以备正式决定申请结果。

国际留学生的语言要求

在公认的学术机构接受教育,且

授课语言为英语的毕业生,以及 

GRE 或 GMAT 考试的语文部分分

数达75%及以上的申请人,英语均

可免试。

* 博士生必须在三个学期内参加“学术 

英语写作”课程。

在这里,您将和卓越的科研人员一起,努力推动各自学科和工程领域前沿事业的

发展。以色列理工学院大力支持前沿科研工作,鼓励创新并积极奖励优秀人才,

营造良好的氛围并培养您独立的、批判性的和创新性的思维。

全年可申请

硕士项目申请截止日期 博士申请截止日期

秋季学期

2 月 1 日 至 4 月 1 日

春季学期

10 月 1 日 至 11 月 1 日

研究型硕士/博士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联系研究生院国际留学生负责人,联系邮箱为：

Intgrad@technion.ac.il

梦想追寻		理想实践

以色列理工学院



加入我们,成就您的科研事业

通过化学工艺项目,在融会贯通的多学科环境

中,进行所有现代化学领域的硕士和博士研

究。学生可涉猎最前沿的新兴研究,和具有学

术声望的研究人员一起工作,并可实际操作精

密先进的科学仪器。Schulich 化学院的研究内

容涉及物理学、材料科学、生物学、能源学,

医学、电子及纳米技术等相关领域、其研究

项目鼓励学生同时学习至少两个分支学科。

研究领域包括：

 物理化学

 分析化学 

 无机化学

 有机化学

 生物化学

 理论化学

入学条件：

拥有化学相关专业学士或硕士学位，且成绩

优异。

欲了解课程要求,课程表以及招生信息,

请通过电子邮件联系我们：

Intgrad@technion.ac.il

Wolfson 化学工程学院的硕士和博士研究项

目,将先进的学术研究与创新研究结合起来,

在一个课题组的研究框架体系内实施。其研

究课题旨在响应全球化学工业的需求,且很

多研究都是跨院系合作。

涵盖“传统”和“现代”化学工程领域的一

系列课题，包括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

 工艺流程

 热量、质量和流动转化

 高级材料

 高分子技术

 环境科学技术

 能源和替代燃料的转换和储存

 生物化学技术

入学条件：

拥有化学专业或材料工程专业学士学位,

且成绩优异。

 

欲了解课程要求,课程表以及招生信息,

请通过电子邮件联系我们：	 	

Intgrad@technion.ac.il

物理学院的研究领域非常广泛,除了具有挑战

性的课程之外,硕士研究生还将在知名教授的

指导下,集中大部分时间开展研究工作（进行

至少为期一整年的研究活动）,其中很多教职

人员都对基础物理学和应用物理学的发展做

出过重大贡献。

提供一系列涵盖物理学主要领域,充满活力的

研究课题,包括：

 天体物理学

 高能物理学

 等离子体和凝聚态物理学

 数学物理学

 生物物理学

入学条件：

拥有物理专业学士或硕士学位、且成绩优异。

欲了解课程要求,课程表以及招生信息,

请通过电子邮件联系我们：

Intgrad@technion.ac.il

英语授课的研究生项目

化学工艺	-	化学专业研究生项目

化学工程专业研究生项目

物理专业研究生项目

  除以上列出的英语授课的研究生项目外，近年来更多专业如：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科学技术教育专业，航空航天工程专业，电子工程专

业，生物专业，生物医学工程专业，医学专业和数学专业也都将相继开展了英语授课的研究生项目。计算机系的课程有一部分为英语授课。

具体情况可通过计算机系的官方网站或者研究生学院的官方网站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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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理工学院

在这儿,您将和著名的科研人员

一起研究,努力推动各自科研领

域发展。以色列理工学院支持富

有前景的研究工作、鼓励创新并

表彰优秀人才,为研究人员提供

良好氛围。学院各学术单位均开

设研究生课程,涵盖一众工程学

科,如生命科学、医学、建筑学,

还有多学科研究项目,如纳米科

学和技术、能源、自控系统和机

器人技术等等。

我们诚邀来自各地的优秀博士或

博士后毕业生到以色列理工学院

先进的实验室继续博士后研究工

作。在以色列理工学院的研究经

验将为您将来的教学事业提供优

势,让您更有机会被我校或其他

世界知名大学聘用。

以色列理工学院为优秀申请人提

供丰厚的奖学金,全面涵盖住宿

费及生活费等日常开支。研究人

员可以享受以色列理工学院生气

勃勃的校园生活和独特的社会及

文化活动。以色列理工学院国际

部有专门的博士后事务办公室,

为所有的博士后研究人员提供精

心服务,确保他们逐渐适应在以

色列和学校的生活。这个办公室

提供以下服务：出发前的行程规

划,在校园周边的租房和生活信

息,社交活动通知等等。

成为我们多元文化、充满活力的科研成员之一,

共同推动科学发展。

博士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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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后研究

申请条件

  奖助学金——提供高额奖学金。

  申请人不可持有以色列国籍。

  只有在过去五年内被授予博士学位的申请人

  方可申请奖学金。

  申请人首先必须明确一位指导其科研的导师 

 （Technion的教授 申请人必须提供一份列有其 

  论文-发表情况的最新简历和三封推荐信）。

就业机会

博士后研究人员完成研究工作后，表现优秀者，

将有机会获得Technion的教职工作岗位。

对新应聘到JTCI和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的教职工，

以色列理工学院将会提供十分具有吸引力的科研

启动配套支持。

以色列理工学院-康奈尔大学雅各布研究院将一

直诚挚欢迎对新兴前沿交叉学科有浓厚兴趣的

申请者，并为相关研究成立了被称为“hubs”
的研究中心。交叉学科领域主要包括：连接媒

体（数字媒体技术和社会影响力）、健康技术

（个性化医疗保健技术和提倡健康生活方式）、

建筑环境（改善城市环境例如智能建筑技术）。

在中国的新建分校——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将

一直竭诚期待优秀的科研人员申请教职岗位，包

括但不限于以下领域：土木和环境工程，化学工

程，以及化学、物理、数学等相关学科。

想了解更多有关博士后奖学金的细节信息，请访问：int.technion.ac.il 

您也可以邮件咨询：postdocs@int.technion.ac.il



以色列理工学院的短期留学项目让学生得以在短期内体验以色列

的大学校园生活并感受以色列理工学院的优异学术水平。所有短

期留学项目均经过精心设计，旨在帮助学生在今后的学术和职业

生涯中脱颖而出。

短期留学项目

欲知更多详情，请访问：int.technion.ac.il

或发电邮至: apply@int.technion.ac.il

留学学期项目

春季——3月至7月	-	冬季——10月至2月

于冬季学期和春季学期开放。该高强度项目极富挑战

性，亦可根据每位学生的具体兴趣进行定制，确保就

读后学生的能力能够满足他们当地大学或未来理想院

校的课程要求。在春季学期，本项目开设三门重点课

程——工程与科学、创业和医疗。

研究实习	

全年

研究实习通常采用直接个别辅导以及以色列理工学院

教员（PI）和实习生合作研究的形式进行，在后一种

形式中，学生在指导教员的研究团队中须为必要成员。

研究实习为期3个月到1年，面向以色列理工学院几乎

所有科系的本科生和研究生。 

国际暑期项目

6月至7月 

以色列理工学院开设了丰富的暑期课程，核心课程为

创新创业，同时也可学习以色列历史与文化等。学生

可在一个月内学习1到2门课程，还可参与文化活动和

旅行。 

工程与科学暑期项目

8月

由以色列理工学院的领先科系为本项目提供一系列工

程与科学高级课程，包括：科学、工程学和以色列文

化。学生可在一个月内学习1到2门课程，还可参与文

化活动和旅行。 

定制学习项目

以色列理工学院与合作院校联手开发此结合学术研究

与实际工作的定制学习项目，涵盖工程与科学、创业

与创新、水利技术与创新以及其他相关专门领域。

以色列理工学院



探索科学，激发创意，来以色列体验非比寻常的夏天，为精彩的

未来提前准备。以色列理工学院为15到17岁的高中生提供良好的

机会来体验大学校园生活，聆听知名教授讲课，结交来自全球的

好朋友，体验以色列人文历史及探索以色列著名景观。

为期8至10天的项目旨在向具有科技型年轻创业才能的

学生展现以色列的科技优势以及海法市的无限魅力。

项目里的编程竞赛活动将会是才智和激情持续交融的

起点。参与者将亲身体会以色列的思想精髓，探究其

如何造就了当今闻名天下的创业的国度。HaifaTeenTech
参赛者将获得由诺贝尔奖获得者、以色列理工学院教

授Prof. Avram Hershko先生亲笔签名的证书。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参观http://www.haifateentech.co.il

科技研究项目

高中暑期项目

欲了解更多信息，发电邮至:  apply@int.technion.ac.il 

海法少年科技班

定制游学项目

以色列理工学院可为合作院校的高中生设计定制游

学项目，涉及创业、科学创新、工程学和研究等诸

多领域。游学项目为期1至4周，

每次仅可接纳30人左右的学生团队。 

欢迎优秀高中生来到以色列理工学院的顶尖实验室里参

与实际研究项目。在这个为期四周的项目中，学生们可

在杰出教员指导下进行研究，并最终在专业大会上展示

其成果。研究计划可从以下众多领域中挑选：工业设

计、生物技术与食品工程、生物学、生物医学工程、化

学、土木工程、博弈论、航空航天工程、医学。 欲了

解更多详情，请参观 https://scitech.technion.ac.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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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以色列理工学院创始人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参观学校,

并在历史建筑的庭园中种下一棵树。

以色列理工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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