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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利利国际管理学院的使命是和来自全球的领导者分享以色列社会和经济发展

的经验。从1987年建立至今，数以千计的领导者参与了我们的长短期项目，这

些项目关注作为发展动力的教育和能力建设。所有的研究都表明，如果社会和

国家的策略是建立在研究和能力建设的基础上，那么它将实现快速和平衡的增

长。

以色列于1948年独立。在不到70年的时间里，以色列发展迅速并成为了全球的

高科技中心，这都归功于在这段时间内以色列在教育和能力建设方面的投资。

以色列的高科技农业使得以色列的农场主能够在全球市场上获得竞争力。

这些例子以及其他的一些例子是我们能力建设项目中的核心部分。在毕业生回

到自己的国家后，我们和他们持续合作以确保在以色列成功的方法和技术的实

施能够适用于当地的资源和需求。

Joseph Shevel ·博士

在嘉利利国际管理学院，我们相信领导力的力量，相信它可以通过有效的引导

和清晰的指向激发人们的合作意识和责任感，从而完成目标，相信它能够创造

出一种团结和认同感使得人们完成目标，获得成功和巨大的满足感。

领导力是建立在信任、好奇心、热情和激情的基础上的，加强这些方面能够帮

助我们实现既定目标。 

以下是优秀的、成熟的社会领导者应当具备的十个特质：

人格魅力、信念、愿景、知识技能、主动、乐观、人文主义、自信、动力、责

任感

事实上，这十个特质相互依存、互为补充。有人认为应该加上“charisma（感

召力）”作为领导者应该具备的核心特质。“Charisma”这个词的意思是“上

帝的礼物”。的确，那些生来就具备感召力的人是幸运的。但是，我们更加强

调那些通过训练和指导可以获得的成为一个伟大领导者的特质。

Baruch Levy ·博士/退役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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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致辞



努力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我们致力于在各国之间搭建知识的桥梁。我们的终极目标是帮助并巩固那些创造积极改变的领导者们。我

们致力于提供专业知识以及无私的个人帮助来支持他们在加强各民族联系和合作方面的努力，并为他们创

造一个在以色列的独特又难忘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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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们

愿景

使命

嘉利利国际管理学院致力于为全球专业人才提供高级技能培训课程。从1987年创立至今，我们已成为享有

全球盛誉的领先的管理学院。

学院建立在坚信所有国家都可以通过人力资本投资促进本国经济的基础上，包括知识和创新方面的投资，

同时也坚信这种投资适用于在社会各领域工作的人。这种信念建立在我们见证了以色列从建国到现在不到

70年的时间里，尽管自然资源匮乏，仍然实现了经济和基础设施快速发展的基础上。以色列的发展表明社

会对教育和创新的重视是进步强有力的引擎。

截至目前，已经有来自超过170个国家的18000多名高级经理、管理者和决策人从我们的项目中毕业。我们

积极关注可持续发展，在毕业生毕业数年以后，学院的高级经理仍和毕业生保持联系以促进合作共享知

识。由此，学院也获得了杰出校友的反馈，这些反馈使得我们能够一年年持续改进，并设计出更符合学员

需求的项目。



国际合作 院校 

国际合作机构

嘉利利国际管理学院全球合作伙伴如下：

美国

哈佛大学，美国

伊利诺斯理工学院(IIT)，美国

欧洲

北伦敦大学，伦敦，英国

萨里大学，英格兰，英国

斯特莱斯克莱德大学，苏格兰，英国

国际海洋大学，那不勒斯，意大利

克利特大学，希腊

罗斯基尔德大学，丹麦

波兹南大学，波兰

地中海地区

马耳他大学，马耳他

塞浦路斯大学，塞浦路斯

土耳其大学，土耳其

中东地区

国立阿拉伯巴勒斯坦大学 

希伯伦大学 

圣经学院，伯利恒

非洲

尼日利亚大学，尼日利亚

马拉威大学，马拉威

津巴布韦大学，津巴布韦

肯尼亚医学院，肯尼亚

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大学，坦桑尼亚

加纳经营与公共管理学院，加纳

拉丁美洲 

努尔大学，玻利维亚

巴西大学，巴西 

墨西哥国际大学，墨西哥

亚洲

上海大学，上海，中国

国际关系学院，北京，中国

安徽大学，合肥，中国

培材大学，韩国

国际海运组织

世界银行

国际劳工组织

国际空中交通协会

世界卫生组织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

联合国环境计划署

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

联合国发展计划署

中国外国专家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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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实现我们的价值，我们和巴勒斯坦的机构合作，

传授能力建设项目以促进巴勒斯坦领土的发展。我

们视该区域合作中的主动投资为和平之路的关键。

基于这个使命，我们致力于参与当地机构为促成以

巴共存和共同福祉而努力的项目。如果您对该倡议

的发展感兴趣，欢迎与我们联系。

巴以合作和和平倡议 

5

M.Shinagel教授 - 哈佛分校校长
和 Major Baruch Levy 博士 – 
以色列退役将军, 嘉利利国际管
理学院理事会主席在一起。

Shevel博士/院长与葡萄牙总理会晤          

Shevel博士/院长与埃塞俄比亚总理 Hon. Excellency Hailemariam 
Desalegn会晤 

嘉利利国际管理学院校长在亚洲
校长论坛上进行演讲

嘉利利国际管理学院教务主任
Tirosh博士和ESADE校长 Losada
教授在巴塞罗那会晤

国际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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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课程

夏季课程
• 政治学和中东研究

• 联合犹太教、基督教和穆斯林教的宗教研讨课程

• 通过艺术了解巴以文化和冲突

• 科技创新

管理、行政和领导能力
• 公共行政管理

• 高等教育机构管理

• 人力资源管理

• 银行的人力资源管理——成功的关键

• 非政府组织管理

国家安全国际学习中心

健康管理

• 国家安全

• 国家安全（提高班）

• 危机和灾难的预防和管理

• 二十一世纪监狱管理的新方法

• 海事和港口国际研讨班

• 情报应用

• 先进的空军研究

• 恐怖主义的全球影响

• 健康系统管理

• 艾滋病的公共基础预防、管理和治疗

• 医疗卫生机构的人力资源管理



国际农业培训中心

能源和环境

经济发展

国际精英教育中心

项目

• 水和农作物管理

• 水和灌溉管理

• 农业贸易管理

• 农业科技管理

• 牲畜和水产业管理

• 农产品的行销和出口

• 气象数据在农业和环境保护中的应用

• 环境管理

• 能源的战略计划和管理

• 公共运输管理

• 港口和海洋运输管理

• 科技创新

• 科技孵化器管理和建设

• 智能园区建设

• 小规模商贸的管理和发展

• 城市经济发展

• 高级银行管理

• 旅游业的计划、发展和管理

• 高等教育机构管理

• 教育系统和机构的管理

除了国际课程（英语、法语、西班牙语或者葡萄牙语授课）以外，嘉利利国际管理学院还一直努力为

全世界其他语种国家的相关机构提供“量体裁衣”式的团队培训课程。可另外安排翻译，解决语言和

沟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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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华合作交流

嘉利利国际管理学院于2006年成为了中国外国专家

局指定的境外培训机构，渠道编号：267201。为促

进中以科技和文化交流，嘉利利国际管理学院与中

国外国专家局、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协会和各类政府

和非政府组织保持着长期、良好的合作关系，已成

功地接待了1000多名来自中国的政府官员、企业老

总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有的学员们都非常怀念他们

在以色列的美好时光。合作过的课程包括：《农

业》、《艾滋病预防》、《气象》、《反恐》、 

《应急救援》、《艺术》和《科技创新》等主题。

嘉利利国际管理学院还非常热衷于和中国的高校们

进行合作，从2012年至今已经特别为中国的大学生

们组织了多期《以色列科技创新》和《通过艺术、

宗教和历史理解巴以文化和冲突》的暑期项目， 

所有的师生们都对项目非常满意。我们的项目还

受到了中国驻以色列大使馆和外国专家局的高度重

视和赞扬，大使曾经亲自出席毕业典礼，《科技日

报》也对我们培训活动做了精彩的报道。

对华合作部主任谢亚妮女士和王毅外长亲切合影

对华合作部主任谢亚妮女士和2011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丹尼
尔·舍特曼教授亲切合影

陕西农业团参观以
色列先进的温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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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天津的毕业学员们多年
后在中国再聚合影

奶牛养殖团员
在总部合影

与外专局张建国局长签署
框架合作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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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利利国际管理学院学习中心基布兹Mizra位于以色

列北部乡村地区，距拿撒勒市7公里，我们在那里

提供学习设备和住宿。

因为基布兹是一种农业合作制度，所以居住在基布

兹Mizra能给项目参与者带来一个关于以色列的独特

文化体验。对于基布兹成员来说，基布兹既是他们

的工作场所也是他们的生活家园，而嘉利利国际管

理学院的项目参与者则是他们尊贵的客人。位于基

布兹Mizra附近的城市拿撒勒，是基督教和穆斯林的

圣城，那里有现代化的商业街、室外的购物市场、

圣经和历史文化景点供项目参与者购物、参观。

每个独立的课程都配备学术主任和课程主任，课程

主任与学术主任一起设计课程，并确保后勤工作的

落实。另外每个课程都会设置一名定点协调员，提

供24小时的全方位服务。 课程主任、定点协调员

或者与课程相关的工作人员将会与参与者们一起去

参加专业的学习考察、娱乐、游览和社会活动。

所有的课程包括一个专业领域的系统介绍、现需分

析、行动计划的制定，并且包括一个最终的评估。

嘉利利国际管理学院的毕业生们被期待回到他们自

己的祖国后能够将在以色列嘉利利学院学到的有用

的知识和解决实际问题的技巧用于他们自己祖国

的发展上。因此，我们的全体教员在计划的制定和

结果的评估上对课程参与者们进行有效的指导和评

估。

嘉利利国际管理学院还能够在参与者的所在国举办

课程，我们教授的足迹遍布非洲、亚洲、中欧和东

欧、拉丁美洲和世界上的很多其他国家和地区。

能力建设 嘉利利国际管理学院的
学习中心

我们的国际班常规课程：每天8小时的学术小时，

每周学习5天。参与者受益于学术课程、个案分

析、团队讨论、研讨班、游戏和模拟，与业内人士

以及教授互相交流。同时在嘉利利学院电脑房举行

的电脑课也包括在内，专业的指导员将会为希望提

高电脑技能的参与者提供帮助。将会安排与专业相

符的学习考察，并且与业内的专业人士会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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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真实的以色列”

所有的课程都为参与者们提供了

机会去体验以色列的文化。参

与者们将会被安排参观基布兹 

Mizra, 了解和体验共产主义的生

活方式。

其他活动包括与基布兹人共同庆

祝当地的各类宗教节日。学院在

周末会组织参与者们到以色列的

各大历史、宗教和文化圣地进行

参观游览。耶路撒冷、拿撒勒、

死海和葛兰高地等著名景点都将

被包括在内。

参观学习团也为课程的参与者们

提供了与以色列的同行们进行专

业交流的机会。



嘉利利国际管理学院

原“嘉利利学院”

地址：P.O.Box 208, Nahalal 1060000, ISRAEL 
电话: 972 4 6428888, 传真: 972 4 6514811
联系人：谢亚妮—对华合作部主任 

电子邮件（中文）：yxie@galilcol.ac.il
电子邮件（英文）: info@galilcol.ac.il
网站: www.galilcol.ac.il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管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