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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来到 Necmettin Erbakan大学！

我们是坐落于美丽的科尼亚市的一所富有创新精神且充满活力的
国立大学。 学校拥有世界一流的研究水平和新颖的教学方法，同
时与国家的工业和公共部门保持密切联系。

随着高等教育的日益全球化，我们继续积极支持本校学生和学者
参与全球交流的倡议，同时欢迎国际本科生和研究生、青年研究
员和知名学者访问交流。 有鉴于此，我很高兴与大家分享我们的
国际化战略。 除了展示我们一小部分成就之外，该战略旨在阐明
学校的愿景、伙伴关系以及全球参与。

世界正以惊人的速度向前发展。让 NEU 成为你人生经历的一部
分，为将来做好准备！ 

校长Cem Zorlu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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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部门的全球化为全世界
大学之间加强互动与合作提供了
一个新的显著机会。同时，日益
激烈的竞争环境要求大学不断提
高能力，以便在今后几年甚至未
来的几代人的时间，能够成功应
对各种挑战并找到持久的解决方
案。 在这样的背景下，学生和
学者的交流互动以及他们参与和
建立的联合项目和国际伙伴关系
尤为重要，他们将被视为是发展
具有全球视野的核心，并成为公
益事业的贡献者。
认识到这种情况，Necmett in 
Erbakan 大学（NEU）将继续努
力，通过采用前沿的教育理念，
并进行原创性和高影响力的研

究，使学校成为土耳其的关键参
考点。我们的使命是与吸引国际
人才的雄心壮志相辅相成，并鼓
励本校学生和学者与国外的同龄
人接触。
为了进一步巩固学校在全球参与
方面的存在和成就，我们制定了
一项国际化战略。 这项战略基
于我们目前已有的优势，从基础
设施、学生群体和学术诚信方面
概述了我们的目标愿景。
学校经过充分协商并综合各种因
素制定了这项国际化战略。同时
我们将定期审核评估该战略的执
行效果，以确保战略责任制，并
辅以进一步的咨询建议和指导意
见。

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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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cmettin Erbakan大学成立于
2010年。作为其就职典礼的一
部分，NEU合并了Konya市一
些最古老的高等教育机构，包
括Ahmet Keleşoğlu教育学院，
神学学院和Meram医学院。目
前，学校由20个学院、8所职业
学校、27个研究中心、4个研究
所、1所音乐学院和1所专门学
院组成。学校的附属医院拥有
一千多张床位，每年收治病人
超过100万人，并进行六万多例
手术。 此外，我们对学校的出
版社和图书馆服务感到非常自
豪。图书馆所拥有的资源可供
学生访问三十多个数据库，这
些数据库在其他国家和国际上
都得到了认可。 此外，为了确

保最高标准的专业行为，NEU设
有一系列监测和协调办公室。
NEU的不断发展也得到了科尼
亚(Konya)市的支持与帮助。
在这里，历史与现代生活的相
互碰撞，营造出一个和谐的环
境。 学校校徽的设计反映了相
互联系以及促进和平、社会进
步、尊严和人类平等的普世理
念。 此外，我们与城市和更广
泛的外部世界的联系，已经为
学术界和产业界之间的真正协
同发展铺平了道路。 NEU与因
诺公园科尼亚技术开发区的合
作，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以成
功实施服务业和制造业项目的
机会，尤其注重新的设计。

基础设施

大学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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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Necmettin Erbakan 大学, 我们
认识到技术对知识积累有着无可
争辩的影响，因此寻求将学校定
位于在国际交流合作方面领先的
土耳其大学。世界一流的校园环
境和研究设施让NEU成功吸引了
外国学生和学者，同时也是展开
国际合作事业的良好伙伴。

考虑到追求成功的全球参与所需
的基础设施，NEU于 2019 年设
立了国际事务办公室。 它的设
立是为了支持与加强先前建立的
Erasmus +部门，土耳其政府资
助的Farabi和Mevlana部门以及
国际学生和土耳其海外学生部
门。它们共同为促进伙伴关系和
合作安排做出了贡献.
最 近 ， 为 了 加 快 国 际 化 进
程，NEU创建了全球和区域研究
中心。 该中心已经与知名专家举
办了多次研讨会和圆桌讨论会，
引起了学生，学者和决策者的极
大兴趣。 此外，该中心还为国际
学生和学者提供了实习和访问交
流的奖学金。

科尼亚是土耳其经济、城市化和
交通发展最快的城市之一，同时
也努力保护其悠久而丰富的文明
遗产。 这个城市的五所大学以拥
有最高的学术标准和基础设施为
荣，旨在激励您，让您感觉到宾
至如归。我们在这里为你的未来
做好准备。让科尼亚成为您的第
一选择！
Uğur İbrahim Altay, 科尼亚市长 

神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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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的所有成就都有助于提高我
们的整体声誉。 这也使得NEU
经常被评为2000年后建校的顶尖
大学。 展望未来，学校将继续
在研究设施的更新和卓越的研究
教育水平建设方面加大投入。 我
们致力于提供一个包容和互动的
工作环境。 在此环境中，创造力
可以带来创新，并可以与其他大
学，政府和私营部门建立更大的
合作关系。
我 们 的 总 体 规 划 是 建 立 在

2015/16年国际房地产大奖欧洲
颁奖典礼上获得的最佳校园设计
和公共服务建筑奖的基础上。 例
如，作为成功发展的一部分，牙
科学院及附属牙科医院已在2020
年全球疫情大流行期间搬入了一
座崭新的大楼。 在NEU建设和技
术事务部的全面协调下，工程建
设仅用了240天就顺利完成，这
还是在面临巨大挑战的情况下实
现的。即使在疫情大流行期间，
这座新的教学楼也可以持续运
行，因此在其他教学楼普遍封闭
的情况下，它也可以继续提供医
疗服务。 同样，我们的航空航天
科学学院也已经利用新设施来支
持更多的学生项目。 其中之一是
无人机，将安装于整栋教学楼。
在学校、学院的支持与波音公司
赞助下，由METU大学组织的“垂
直无人机”竞赛，本校学生获得
了第一名和第三名的优异成绩。 

我们欢迎那些对经济和社会政治
发展感兴趣的国际学者和研究专
家，旨在促进解决具有区域和全
球意义的重大问题。 具体而言，
我们与世界各地的学者和受众群
体的互动也使我们能够与新同事
建立起联系并扩大我们的网络，
从而为新的合作和联合倡议创造
一个崭新平台。
Şeyma Akın博士, 全球与区域研究
中心

NEU 科学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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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艺术领域，美术学院的9
个专业也受益于新空间的设计与
建设，包括一个展览场地。
作为持续投资的一部分，根据国
际化战略，我们还将建立一个国
际之家。为学术和非学术性质的
活动提供空间，并为我们的外国
访客提供额外的住宿。
除了基础设施计划外，我们还将
增加国际认证项目的数量，并在
负责国际高等教育机构的知名会
员组织里增加代表。NEU根据欧
洲委员会颁发的欧洲学分转移和
累积制度以及文凭补充标签授予
学位。
此外，NEU代表团访问了现有的
和潜在的合作伙伴，并参加了国
际高等教育博览会，这将有助于
提高我们大学的外部知名度以及

与利益相关者的互动。这项政策
与土耳其高等教育理事会促进土
耳其与国际机构之间的知识交流
息息相关，从而使未来的学生可
以充分了解现有的学习方案、国
际交流机会、工作市场和工作环
境。
为了以最佳方式实现上述目标，
我们改善了治理结构并加强了内
部沟通，特别是校长与院系之间
的沟通。 我们理解，NEU的国
际化和全球参与项目和计划走向
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
要有愿景来改善学生和学者的共
同经历。
最后，作为我们良好的传统之
一，学校将设立年度国际化奖项
以表彰那些辛勤工作和分享知识
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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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U将学生置于其使命和相应活
动的核心。 意识到全球化带来的
挑战，我们旨在培养能够在日益
相互依存的世界中发挥关键作用
的毕业生和研究人员。我们感到
骄傲的是，学校培养的学生将利
用他们的知识，批判性思维和创
新观点与国内及国际社会的各阶
层进行交流互动。 这些优秀的学
生是我们的宣传大使，我们希望
他们的经验将使NEU成为下一代
的首选高等教育机构。 

作为国际化进程的一部分，学校
许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都参加了
不同的国外交流计划，并通过这
种方式获得了应对在不同环境下
的生活和工作的重要能力。更具
体地说，Erasmus+ 计划提供了
在欧盟各大学体验高等教育的机
会。Mevlana 计划是根据土耳其
与非欧盟国家之间签署的旨在促
进学生和学术交流的双边协议，
得到土耳其高等教育委员会的批
准。另一方面，法拉比计划旨在
促进土耳其国内各大学之间的交
流合作。

我们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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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欧盟和土耳其政府资助的计
划外，NEU 还与世界各地的大
学和研究中心签署了 50 多份谅
解备忘录。 总之，这些项目都
为我们的学生和学者提供了体验
新鲜的学术环境的机会，并且为
全球教育界发展做出了贡献。 
NEU 学生可以从一系列预备课
程中受益，包括语言预备课程（
英语和德语），因此他们的流动
性和国际经验从一开始就将尽可

能收到回报。我们的目标是将土
耳其学生在国外学习的比例提高
至5%。
自 2015 年以来，我们看到越来
越多的国际学生来到科尼亚市，
并选择 Necmettin Erbakan 大学
作为他们本科或研究生学习的首
选。为了容纳尽可能多的国际学
生，我们逐渐增加了名额，并大
幅降低了学费。到目前为止，学
校已经接受了来自92个国家的
学生，国际学生约占学生总数的
5%。
国际留学生除了感受到土耳其
的热情好客以及该国作为东西方
桥梁的独特作用之外。还对NEU 
学科和学位课程表现出了很多的
赞赏。展望未来，作为NEU 实
施国际化战略的使命之一，我
们将寻求建立两个新的奖学金
计划：NEU全球奖学金和 NEU 
Konya 奖学金。

我永远不会忘记我在拉脱维亚的
伊拉斯谟（Erasmus+）经历，
这绝对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在为
期六个月的交换经历中，我获得
了更广阔的世界视野，让我能够
更好地规划我未来的职业。除了
帮助我的个人成长，我想我也改
善了我的就业前景。总而言之，
我变得更加自信和独立。
Kübra Şişman, 工业工程



总的来说，我在Meram医学院的
经历是美好的。这所学校为我未
来成为一名医生、研究员和团队
领导者提供了最坚实的基础。无
论是在实验室和诊所，或在演讲
厅和研讨室，学术界一直都很支
持。事实上，我和我的朋友们都
认为学校充满活力的氛围非常令
人兴奋。最后，我们接受了一个
共同的目标，即提高我们的医学
知识，以帮助他人。
Khairbinat Umerova, 乌克兰

我非常兴奋能来到NEU并攻读
经济学学位。事实上，在一个不
同的环境中学习是一次美妙的经
历。密集的研究以及与学者和从
业者进行的深入互动，共同站在
当前研究的前沿，使该计划变得
真正独特起来。在受益于理论与
实践相结合的稳健课程的同时，
我还成功地培养了一系列其他技
能，并参加了许多讲习班和培训
课程。

Mu Yu Wang,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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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教职员工是政治、经济和公共行政领域的知名专家。为了
从各种角度应对这个时代当前面临的紧迫挑战，学校的研究和教
学方法都是跨学科的。除了为学生提供深植于社会科学的学术知
识外，我们还通过各种不同的个人和专业发展方案促进学生的成
长与发展。如果可能的话，我们也会让学生参与研究计划和国际
项目。同时，根据NEU对国际化的承诺，我们制定了吸引外国学生
和学者的政策，欢迎他们体验我们的知识分子社区。

Birol Mercan 教授, 政治科学学院院长

12

政治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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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未来的几年中，各个学院将制
定完善的政策来招收国际学生，
包括本科生和研究生。 这将逐
步实现NEU到2025年达到10％
的国际学生的目标。

此外，各学院将继续与国际事务
办公室紧密合作，以发现和制定
新的奖学金计划，并探索开拓新
的伙伴关系机会以促进学生交流
和课程改进。 因此，定期检验
活动成效和良好的实践交流将提
供跨学科的合作，并进一步巩固
NEU 的国际化战略。

我们的许多学院目前已经提供英
语课程和学位课程。除了使本科
生和研究生阶段的学习多样化之
外，我们的目标还包括提供一系
列专业发展证书。这些培训将针
对未来就业市场的需求，包括
网络安全、风险管理、机器人工
程、数字营销战略、人工智能和
机器学习方面的培训。些联系和
培训实习，我们有很多学生自己
也成了企业家。

Konya 科学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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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与不同行业以及科尼亚市保
持密切联系，为我们提供了一个
重要机会，这帮助我们的学生直
接获得各种实习机会。我们清楚
的了解工作经验对于所有学生个
人和职业发展的重要性，因此，

我们寻求为他们提供额外的课外
活动，同时与我们一起学习。到
目前为止，许多部门和组织都非
常欢迎我们的学生，他们都对学
生的专业精神表示赞赏。由于这

在NEU 有超过一百个活跃的学
生团体和社区。除了这一成功，
我们还决心与已经毕业的学生保
持更密切的联系，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计划建立一个校友会，将其
作为国际化战略的一部分。这一
倡议将辅之以年度会议，这些会
议将是互动和建立联系的论坛。
之后，我们将邀请校友与在校生
分享他们在专业和职业发展方面
的经验。在与校友协商后，学校
也希望建立校友奖学金计划，作
为一个平台，让我们以前的学生
和研究人员再次回到 NEU 的校
园，重新感受校园氛围。

完成南亚研究全英文硕士学位，
使我对该地区的经济体系、政治
和文化有了深刻的理解。如果你
想在亚洲工作，这是非常有价值
的。它让我能够专注于亚洲的一
个地区，但仍然保持非常广泛的
范围。这个项目中的每个人都非
常多样化，因为我们都有不同的
背景。专业学者会指导你通过，
并确保你得到最好的项目。我现
在已经回国并开始工作，我自豪
地说，我毕业于NEU国际关系专
业。
Gesta Fauzia Nurbiansyan (菲律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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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U大学以其卓越的学术成就而
自豪。自成立以来，我们吸引了
接受国际学术训练的学者，他们
具有影响力的研究在国家和国际
上都得到认可。其研究结果不断
为政府决策提供信息，这有助于
国民经济的发展以及土耳其在全
球范围内竞争地位的提升。
就卓越的研究水平而言，土耳其
学术网络和信息中心认可我们的
科研项目以及出版物的数量和质
量，并将 NEU 排在了接受调查
的 200 多所大学中的前 25%之
内。我们立志成为一所领先的研
究性大学，这也反应在办学理念
上。
学校主办了14份科学期刊，NEU 
出版社与一些著名的出版社，
包括威利和斯普林格等签署了战

略合作伙伴关系协议。根据《国
际化战略》部署，我们将继续通
过参与研究数据库，改善我们的
出版物记录，提升在国际上的知
名度。  来自NEU的突破性研究
为我们提供了参与众多外部项目
的机会。例如，我们专门从事城
市规划和旅游管理的同事通过制
定利益相关者的方式，参加了关
注可持续性和可达性的财团，从
而在不断变化的竞争环境中推动
旅游业的发展。此外，NEU 为 
Seljuk 自闭症教育基金会提供了
科学和咨询服务，该基金会不久
后被确认为学术界和民间社会合
作的模范模式。关于我们与工业
界的关系，诺贝尔化学奖得主阿
齐兹·桑卡尔教授在访问科尼亚
科学中心时公开承认NEU在科学
和技术发展领域的投资和全力的
支持。 

学术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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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与外界互动之外，学校研究
人员的作品还经常在国内和国际
比赛中获得众多大奖。例如，
医学系的彭贝·奥特鲁（Pembe 
Oltulu）教授是唯一入选《病理
学家》杂志发布的2018年病理
学家百强榜单中的土耳其科学
家。 在另一个完全不同的领域，
美术学院院长 Ahmet Cayci 教授
和他的研究团队因在科尼亚的杰
瓦勒城堡周围进行考古发掘而受
到广泛认可，该城堡在罗马、拜
占庭和塞尔柱时期具有重要战略
地位。该项目自2012年以来与
Selçuklu市政府和Konya博物馆
理事会展开合作，为该地区的辉
煌历史提供了新的见解，同时也
为国家和世界遗产的发展做出了
重大贡献。以另一种独特的方

式，我们为音乐学院感到骄傲，
该学院的学术和表演委员会继续
在音乐领域培养新一代的教育工
作者和舞台艺术家。它的乐器教
育系已被研究人员认为是任何对
土耳其文化和艺术表现形式感兴
趣的人的重要参考标准，能够助
他们获得专业知识以在心理和社
会学层面评估艺术。
国际学者，无论是临时还是常驻
的工作人员，都是我们学生整体
体验的关键。迄今为止，NEU
已参与促进流动和培训的不同联
盟，并继续通过与欧洲和非欧洲
伙伴签署的双边协定欢迎国际访
问学者。他们对外语教育的宝贵
贡献，以及我们大学的文化多样
性，逐渐使我们的校园更加受欢
迎和国际化。

Gevale发掘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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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上述情况，各院系将与校
长密切合作，以确定优先发展领
域，并制定面向各类学者的招聘
计划，从博士后研究人员到高级
教授。除了对学生的成长发展至
关重要外，外国学者的参与必将
会促进我们的国际联系，并推动
进一步的国际合作。
为了进一步促进NEU和国际学术
界之间的互动，学校计划实施一个
强有力的议程，重点是新的资助机
会、联盟参与方的选择以及研究基
金的写作过程。

除了针对外部创收和大型项目的资
助外，NEU 将继续支持各个院系和
研究中心举办研讨会、暑期学校、
联合博士培养以及双学位项目。总
之，这些被视为知识共享和未来合
作的关键。
因此，鉴于我们迄今取得的一切成
就以及我们对未来的展望，我们认
识到国际交流互动是一个绝对的先
决条件。我们相信，通过我们内部
和外部的共同努力，NEU的国际化
战略将有助于我们实现这些想法。

我于2015年加入计算机工程系。一般来说，工程学院在信息技术领域
提供以研究为主导的优质培训。它涵盖了网络安全、数据科学、人工
智能、计算机工程、信息系统等。在认识到计算机对数字经济和当今
知识社会的相关性的同时，学院的战略导向是致力于创造一个高质量
的环境，让学生为就业市场做好准备。我们的学生通过参加国家和国
际的竞赛，并注册他们的发明专利，不断表现出高水平的学习成绩，
以及对创新和领导力的兴趣。
Mohammed Hussein Ibrahim 博士，伊拉克



西莱 - 科尼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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