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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с大学旨在通过以下方式为学生创造一个科学严谨且知识密集型的环境：

以学生为本的教育方法

最先进的实验室

国内和国际公认的教师团队

跨学科研究中心以及学术论坛

较高的师生比

在“创造性教学/参与式学习”的教育理念
指导下, Koc大学支持学术和人际发展，同
时传授分析知识和创造力所必需的批判性
思维, 以培养和超越这些知识, 激发学生对
终身学习的好奇心。

为什么选择Koc大学？



Koс大学旨在通过以下方式为学生创造一个科学严谨且知识密集型的环境：

国际合作

丰富的文化环境

在顶级的国际及本地公司或大学的高就业率

活泼的校园  

知名的研究机会

为什么选择Koc大学？



Koc大学是土耳其最成功的高等

教育机构, 参与欧洲研究理事会

(ERC）的拨款, 协调土耳其20个活

跃项目中的8个。

29个项目•地平线2020

地平线2020项目（2014-2019)

关于Koc大学

英语教学
非营利性私立
研究型大学

由Vehbi Koc 
Foundation资

源支持

1993年成
立于伊斯坦

布尔

国家和国际认可和授予的研究项目

11个项目•欧洲研究理事会

915个外部资助的研究项目

2004-2019年期间, 拥有来自欧

盟、私营公司和政府组织的806个

外部资助的研究项目



全球排名

商业研究生院排名*

青年大学排名

欧洲商业研究生院排名
管理学硕士排名

亚洲排名

新兴经济体排名

行政工商管理硕士排名 财务排名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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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176-200

501-600
501-600

301-400
47
26

1 (土耳其) 61 （世界） 48

72

社会科学

*2019 - 2020

物理科学

临床与健康

工程与技术

1,300+ 毕业生 共有6,900名学生 513 全职院系， 390 名教授

学生与教师的比例为13.5

7 所院系提供 22 个本科课程 4 所研究生院，

提供 32 个硕士课程和 

26 个博士课程

与 60 多个国家的 

300 多所大学合

作交流项目

68% 的本科学生获得全额或部分奖学金支持

239 个研究实验室, 23 个研究中心, 5 个研究和教育论坛以及 1 个支持中心

93% 的研究生获得奖学金支持

70+ 多个学生俱乐部

宿舍容纳可 2,867 名学生（本科和研究生） 188,200 本电子书和 66,000 种电子期刊

Sevgi Gönül 文化中心, 每周有丰富的节目可容纳 370 人的礼堂 Suna Kıraç 图书馆全天候开放

14,300 名以上校友

一些数字

（仅限土耳其大学）

泰晤士高等教育（THE）名单 基于学科的排名

金融时报列表 QS 世界名单



 英语授课 (护理和法律除外)。

 学期4年 (医学6年除外)。

 Koc大学在国内和国际上获得认可, 遵循博洛尼亚进程, 在欧洲学分转换系统 (ECTS) 内
提供文凭。

 得到世界各地教育部和EQUIS, EUR-MUDEK, ACEAN等专业认证机构的认可。

 可选修双专业和辅修专业, 探索学生不同的兴趣领域。

 授课以小组模式来提高互动效率, 并由国际知名教授授课。

 课外支持和学习形式包括实习, 暑期课程, 交换学期, 主题学生俱乐部, 特邀演讲嘉宾和讲
师。

Koc大学促进教师和学生之间的密切互动, 同时在文科学科设置
课程: 人文科学, 社会科学和科学。该课程旨在培养富有创造力
和批判性的个人, 同时包含多元化, 鼓励跨部门, 学术人员和学
生之间的对话。

通过正确的方法论, 
开放的研究, 批判
性思维和面向解决
方案的方法进行文
科教育。

Koc大学本科课程是：

本科课程



行政科学与经济学院
商业管理
经济学
国际关系

 case.ku.edu.tr/en

社会科学与人文学院
考古学和艺术史
英语和比较
历史
文学
媒体和视觉艺术
哲学
心理学
社会学

 cssh.ku.edu.tr/en

科学学院
化学
物理
数学
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学

 science.ku.edu.tr/en

工程学院
化学与生物工程
计算机工程
电气与电子工程
工业工程

 eng.ku.edu.tr/en

法学院
法学

 law.ku.edu.tr/en

医学院
医学

 medicine.ku.edu.tr

护理学院
护理学

 nursing.ku.edu.tr/en

Koc大学的核心课程为所有本科生提
供跨学科的基础，无论他们选择什么专
业。新生 (第一年) 核心课程围绕7个
知识领域构建：

人文学科 (HUMS) 培养学生的创造
力，并为道德问题带来开阔的视角。

社会科学 (SOSC) 帮助学生探索社会
结构的功能和相互作用以及人类行为。

审美和解释性理解 (ASIU) 为学生提供
了丰富的视角, 使他们能够欣赏各种艺术
和文学领域中表达的思想, 情感和信仰。

经济和战略分析 (ECSA) 教导学生成
为能够专注于全局的问题解决者。

道德推理 (ETHR）有助于学生发展，
因为个人能够在普遍原则, 价值观和概念
的基础上做出自己的选择。

经验和定量推理（EQUR）提高了分析
思维能力, 有助于在决策过程中建立基于
数学方法的理解。

自然科学（SCIE）使学生能够从科学
的角度评估社会转型中的技术和科学进
步。

 有关更多信息：core.ku.edu.tr



研究生课程



研究生课程的类型

论文理学硕士/论文文学硕士
论文理学硕士（MSc）或论文文学硕士 
(MA）
持续时间：2年
学习率：100％
教学时间：白天
教学语言：英语
教学形式：校内

非论文的理学硕士/文学硕士
非论文的理学硕士（MSc）或文学硕士 
(MA）
持续时间：1年
学习率：100％
教学时间：白天
教学语言：英语
教学形式：校内

博士学位
博士学位
哲学博士（PhD）
持续时间：4年
学习率：100％
教学时间：白天
教学语言：英语
教学形式：校内

商学院研究生院
     gsb.ku.edu.tr/en

社会科学与人文研究生院
     gsssh.ku.edu.tr/en

理工学院和研究生院
     gsse.ku.edu.tr/en

健康科学研究生院
     gshs.ku.edu.tr/en

Koc大学为成功获得学士学

位并希望在其感兴趣的领域

攻读硕士或博士学位的学

生提供卓越的研究生学习

体验。

凭借其世界一流的教育, 对

研究和开发的关注，享誉全

球的师资, Koc大学鼓励通

过包括29个硕士和26个博

士学位在内的广泛的研究生

课程进行跨学科的知识和研

究交流。

研究生课程旨在连接学术和

商界, 使研究生成为具有社

会责任感的全球领导者, 并

为他们提供就业机会。

在Koc大学, 我们寻求对知

识的好奇心, 研究经验, 学术

卓越以及与该计划的研究领

域和兴趣的良好契合。

通过广泛的
研究生课程
实现跨学科
的知识和研
究交流

研究生课程



 商科研究生院 

 MBA (包括TECH MBA, 专注于技术和  

创新的专业课程）

 行政工商管理硕士

 金融理学硕士

 国际管理硕士（CEMS MIM, KOCMIM, 南卡罗

来纳大学Darla Moore商学院双学位）

 工商管理博士（市场营销, 运营和信息系统, 定量

方法, 财务, 管理和战略）

 高管教育课程

该计划

有关更多信息: gsb.ku.edu.tr/en

在Koc大学商学院（GSB), 学生们接受培训, 成为全球

领导者, 能够使人们了解其所在组织的各自使命和价值

观, 以便在较长时间内保持优异的成绩。 

GSB根据学生的工作经验和需求提供一系列不同的课

程, 致力于培养世界上最称职的毕业生。

GSB是：

·由EQUIS认证。

·由AMBA（MBA协会）认证。

·CEMS网络的成员。

·CFA的合作伙伴。

·全球高级管理网络（GNAM）的成员。

·活跃于全球研究界。

·与促进大学商学院协会（AACSB), 欧洲管理发展

基金会（EFMD), 全球商学院网络（GBSN), 国际管

理合作伙伴关系（PIM）和责任管理原则合作教育

(PRME）倡议。

为21世纪培养有远见和负责任

的领导者



 考古学和艺术史硕士和博士

 历史和社会的比较研究硕士

 设计，技术和社会硕士和博士

 艺术和创意媒体经济学硕士

 国际关系和政治科学硕士和博士

 心理学硕士和博士

 法学（私法/公法）硕士和博士

 哲学硕士和博士

 历史学博士

 社会学博士

 欧洲社会与文化心理学联合硕士（全球思维）

 斯特拉斯克莱德大学（英国）公共政策硕士

 艺术与创意媒体硕士

 有关更多信息: gsssh.ku.edu.tr/en

 社会科学与人文 
 研 究生院 

这些项目

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生院（GSSSH）的使命是培

养领导者, 通过为学生提供进行高质量研究所需的能力

和技能, 为社会科学领域的科学和实践做出贡献。

GSSSH拥有超过350+名学生和520名校友, 分布在27

个拥有各种学科的课程中。

成为世界知名社会科学

家的第一步 



 有关更多信息，请访问: gsse.ku.edu.tr/en

最先进的实验室研究机会

 研究生院科学与 
 工 程学院 

  工业工程硕士和博士

  工程和运营管理

  生物医学科学与工程硕士和博士

  化学和生物工程硕士和博士

  化学硕士和博士

  计算科学与工程硕士和博士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硕士和博士

  电气和电子工程硕士和博士

  材料科学与工程硕士和博士

  数学硕士和博士

  机械工程硕士和博士

  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学硕士和博士

  物理硕士和博士 物理

  光电和光子工程理学硕士

  数据科学理学硕士

该计划

在Koc大学理工学院（GSSE), 对科学和工程感兴趣

并对其充满热情的学生在教师的监督下为未来做好准

备, 这些教师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尖端研究, 并在最先进

的实验室和计算设备上进行工作。除了学术界, 硕士和

博士毕业生也可以找到工业和政府的职位。



有有关更多信息，请访问: gshs.ku.edu.tr/en

实验室实现转化研究和高质

量的教育

 健康科学研究 
 生院 

  医学生理学硕士

  医学微生物学硕士

  生殖生物学硕士

  护理（土耳其语）硕士和博士

  细胞和分子医学博士

  神经科学博士

  生殖医学博士

该计划

Koc大学健康科学研究生院（GSHS）旨在培养和指

导未来的领导者

通过高质量的教育和研究机会在健康科学领域。 

GSHS为愿意开展健康科学新研究的学生和教师提供

一个集成平台, 并提供基础科学和医学界面的培训经

验。

GSHS采用多学科方法和医学院、科学学院和工程学

院进行教育。

在2014年Koc大学医院成立后, GSHS现在位于两个

校区, Rumelifeneri校区和Koc大学医院。



Koc大学夏季交流

该计划旨在为来自合作伙伴和非合作大学的学生创造有益的夏季体验。它结合了高质

量的课程和参与当地活动的机会, 使学生能够深入了解伊斯坦布尔的土耳其文化。他

们。该研究实习计划的持续时间为1至2个月。免费并提供免费住宿。

夏季学院

在暑期学院, 高中生体验大学生活, 提高学术技能, 在大学入学考试前获得不同学术

领域的经验, 并通过社交活动结交新朋友。所有课程均以提供给本科学生的课程为

基础, 但由教师根据内容和期限进行调整。

  有关更多信息，请访问: 

  highschool-summer.ku.edu.tr/en 

  有关更多信息: 

  highschool-summer.ku.edu.tr

大学预科课程

在大学预科课程中, 高中学生与Koc大学本科生一起在同一个课堂上学习本科课程。

参加由Koc大学教师和教师讲授的课程高中学生通过在多元文化环境中体验大学生活

来建立他们未来的计划, 拓宽他们对不同学术课程的看法。

短期 和夏天 程式

  有关更多信息: 

  oip.ku.edu.tr

  有关更多信息: 

  kusrp.ku.edu.tr

KU高中和本科暑期研究项目

该计划为来自不同国家的高中和本科学生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机会, 以提高他们的研究

技能。在该计划中, 学生将获得研究实验室或项目的经验, 并决定某个特定学科是否适

合他们。该研究实习计划的持续时间为1至2个月。免费并提供免费住宿。



 交流机会 
作为全球和伊拉斯谟+学生交流

计划的一部分, Koc大学的国际

课程办公室（OIP）与超过300

所顶尖大学合作, 为来自全世界

60个不同的国家学生提供体验

国际教育的机会。想要参加交流

计划的学生将根据他们的平均成

绩（GPA）和国际语言考试成绩

(TOEFL）进行评估并分配给他

们选择的大学。

在国外大学学习的学生只需在学

期内支付常规的Koc大学学费，

并且无需支付任何额外费用。

短期 和夏天 程式

  有关更多信息: 

  oip.ku.edu.tr



教授

Koc大学的教师包括土耳其最资深的研究人员和来自全球精英

研究机构的博士。教师队伍地成员因其研究能力而在国内和国

际上获得认可, 并获得着名机构的大量资助。

作为欧洲研究理事会, 针对各个领域的项目。

Koc大学对卓越的

承诺及其资源丰富

的项目吸引了世界

级的学者。

土耳其科学院青年科学家奖计划
(TÜBA-GEBİP) 颁发的土耳其最
高奖项

95% 
的全职教师拥有美国和欧洲
顶尖大学的博士学位。

63 TÜBA-GEBİP* 奖 
(2000-2019)

53 BAGEP* 奖 
(2013-2019)

35 TÜBİTAK* 鼓励奖 
(2000-2019)

15 TÜBİTAK 科学奖
(2000-2019)

3 TÜBİTAK TWAS 鼓励奖
(2000-2019)

1 TÜBİTAK 特别奖 
(2000-2019)

*TÜBA-GEBİP: 土耳其科学院青年科学家奖计划
*BAGEP: 科学院的青年科学家奖项计划   
*TÜBİTAK: 土耳其科学技术研究委员会



的研究计
Koc大学的研究计划旨在为科学提供原

创性贡献，并支持智力，技术和社会进

步。

凭借其称职的世界知名学术人员和基础

设施，Koc大学是一个理想的跨学科研

究中心。

除了学生与学术人员一起研究他们感兴

趣的领域的研究项目外，学生和研究人

员还可以获得专业知识和资金支持，例

如知识产权、专利、许可和注册。

在支持和发展其创业社区的过程

中，Koc大学迄今为止支持教师和学生

签署2项获得许可的知识产权专利，提交

了45项新专利，并在技术转让办公室的

支持下获得了7项授权专利。

通过其孵化中心KWORKS，它支持了

57家创业公司和新业务，自2015年以

来筹集了超过400万美元的资金。

Koc大学的研究中心，论坛和支持中心

为学生和研究人员提供场所，帮助他们

开展新的发现，并将与大学杰出的屡获

殊荣的学术人员一起应用他们的知识。

除了研究中心，论坛和支持中心

外，Koc大学还在Rumelifeneri校区和

Topkapi的Koc大学医院设有197个研

究实验室。

Koc大学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有机会与世界知名的学术人员一起参加

知名的研究项目

研究中心，论坛和支持中心

 Koc大学MustafaV.Koc海事考古研究中心
（KUDAR）

 Tüpras能源中心（KUTEM）

 安那托利亚文明研究中心（ANAMED）

 全球化，和平与民主治理研究中心（GLODEM）

 Koc大学性别研究中心（KOC-KAM）

 Koc大学移民研究中心（MiReKoC）

 Nusret-Semahat Arsel博士国际贸易法应用研究中
心（NASAMER）

 社会政策应用和研究中心（KU-SPM）

 VehbiKoc和安卡拉研究中心（VEKAM）

 表面技术研究中心（KUYTAM）

 Suna＆InanKirac地中海文明研究中心（AKMED）

 Koc大学调查研究中心（KUCSR）

 Koc大学药物研究中心（IAM）

 Semahat Arsel护理教育和研究中心（SANERC）

 Koc大学Arcelik创意产业研究中心（KUAR）

 Koc大学创业研究中心（KWORKS）

 Koc大学全球公法中心（CGPL）

 Koc大学和Stavros Niarchos晚期古董和拜占庭研
究中心（GABAM）

 Koc大学亚洲中心（KUASIA）

 Koc大学转化医学研究中心（KUTTAM）

 KU-AKKIM硼基材料和高科技化学品研究与应用中
心（KABAM）

 TUSIAD - Koc大学经济研究论坛（EAF）

 Koc大学Migros零售教育论坛（KUMPEM）

 Koc大学社会影响论坛（KUSIF）

 Koc大学海事研究论坛（KUDENFOR）

 Koc大学公司治理论坛（CGF）

 Koc大学残疾儿童及其家庭支持中心（ECADEM）



Koc大学致力于此

为所有学生创造

平等的学术, 住宿

和校园生活相关服

务。

学生 支持

ALIS (学术和生活技能) 课程: 旨在让所有学生了解基本信息

和技能, 以适应大学生活。本课程教授的科目是自我知识和目

标设置, 克服压力的有效方法, 管理关系和沟通, 公开演讲和演

示技巧等。

学术咨询: 为学生的职业生涯和社会心理发展做出贡献。对

于所有一年级学生, 在学期开始时会从教师中任命一名学术顾

问。

研究员支持咨询计划: 旨在帮助新生适应大学生活。新生将分

成8人或10人组成的团队。来自高年级学生的指导, 以协助解

决任何学术, 社交或个人问题。



Koc大学指导和心理咨询服务

(KURES): 旨在帮助学生获得

知识和技能, 帮助他们应对他

们在大学教育中遇到的学术, 

社会和个人问题。 KURES由

心理学服务中心, 残疾人服务

和无障碍教育办公室组成。

宿舍咨询计划: 提供有组织的

高品质宿舍生活。当宿舍遇到

任何问题时, 学生可以首先向

被指派为常驻助理的学生寻求

帮助。

 kolt.ku.edu.tr

职业发展中心: 协助学生和校

友探索职业选择，为就业机会

做准备，并利用大学的动态网

络建立必要的联系，做出正

确的职业选择。这种方法称

为“E.D.I.T. (探索，设计，改

进，转移)“你的职业生涯”

旨在帮助学生探索外部职业选

择, 并发现更多关于自己, 逐步

设计自己的职业生涯。

 career.ku.edu.tr



作为一所专注于在课堂内外培养全面、自信和称

职的人才的大学，Koc大学非常重视为学生提供

大量的课外活动，并投入必要的资源来确保这些

机会满足并丰富Koc 大学经历。

充分利用“学生体验”

校园生活

图书馆
SunaKirac图书馆： 

• 位于Rumelifeneri校区的中心位置

• 每天24小时营业

• 全天候开放

• 7,300平方米

• 为815人提供座位

• 15个团队学习室

• 总共322,000种材料

• 64,000种电子期刊

• 166,000本电子书

• 每月56,000名访客

• 定期收购土耳其语，英语，法语，俄语，西班牙语，德语 
 和意大利语的出版物。

  library.ku.edu.tr/en  

Koc大学健康科学图书馆：
位于伊斯坦布尔Topkapi的Koc大学医院。

 library.ku.edu.tr/en/hslibrary 

Koc大学安那托利亚文明研究中心（ANAMED）图书馆：
位于伊斯坦布尔的Beyoglu。 

 anamed.ku.edu.tr/en/library 

VehbiKoc和安卡拉研究中心（VEKAM）图书馆和档案
馆：位于土耳其首都安卡拉。

 vekam.ku.edu.tr/en/content/about-library 

Suna＆InanKirac地中海文明研究中心（AKMED）图书
馆：位于土耳其南部的安塔利亚。

 akmed.ku.edu.tr/en/library/about-library 

文化中心 

Rumelifeneri校区的SevgiGönül文化中心
定期举办各种活动，如音乐会，戏剧，电影
放映，独奏会，展览，研讨会和舞蹈表演，
为学生提供生动的文化生活。

座位数：370（辅助座位400/450）

  sgkm.ku.edu.tr/en  

学生俱乐部

Koc大学学生俱乐部为学生提供了在社交方
面提高自我素质和发展雇主所追求的关键软
技能的机会。

学生可以选择70多个学生俱乐部，并参加他
们的活动。 

Koc大学有各种各样的学生俱乐部，包括文
学，贸易，讨论，工程，市场营销，舞蹈，
戏剧，IEEE，MUN，商业，医学和法律俱
乐部。

宿舍

Koc大学的主校区和西校区宿舍楼共有
2,871个床位。

所有国际学生都有单人间，双人间，三人间
和四人间。

大一学生保证宿舍住宿。

宿舍配备：

•  无线互联网

• 中央供暖系统

•  热水

• 洗衣

• 普通厨房（仅限主校区宿舍楼）

• 共用休闲室（配有电脑，打印机和带有线   
 电视服务的液晶电视）

 dorm.ku.edu.tr 



医疗服务
医疗中心的综合医院服务由着名的
Amerikan Hastanesi（美国医院）提
供。
• 全天候开放
• 5名医生
• 3名精神科医生和4名心理学家
• 1名护士
• 8名医疗助理
• 2个设备齐全的患者转运救护车
• 应急装置
• 初步诊断实验室
• 短期护理的床上护理服务

学生中心
•  超市
• 咖啡馆
• 餐馆
•  美食中心
• 书店
• 男女皆宜的发廊
•  干洗店
• 复印中心
•  照相亭
• 银行和ATM

交通
•  前往最近的地铁站和其他关键位置的   
   班车
•  小巴和公共巴士
•  在校园提供有限学生付费停车位

体育设施
Rumelifeneri校区
• 2,000个座位的多功能体育馆 (42x32
米)
• 156米跑道
• 壁球和壁球场
• 健身和舞厅
• 有氧舞厅
• 乒乓球馆
• 2个开放式网球场
•  室外游泳池
• 足球和迷你高尔夫球场
• 溜冰场

西校区
• 半奥运室内游泳池
• 心肺健身中心
•  舞蹈室
• 乒乓球馆

  sport.ku.edu.tr  

 其他校园 
 位置 

西校区
西校区可容纳888名学生。 西校区所有房间均为双人入住，设有公
共浴室。底楼设有电视室，配有电脑和打印机供学生使用。 

 dorm.ku.edu.tr 

Istinye校园
Istinye校区是Koc大学于1993年成立的旧校区。它位于伊斯坦布尔
的商业和金融区附近，为在职学生提供高管教育课程 - 包括EMBA
课程和金融硕士学位课程。 
Istinye校区提供住宅设施，会议厅，教室和小组学习室。

 istinye.ku.edu.tr 

Koc大学医院
Koc大学医学院的研究和培训医院提供北美标准的医疗保健，同时培
训下一代的国家医疗保健提供者。
它包括191个病房，13个手术室，55个ICU病床，49个麻醉前和麻
醉后护理单元，以及4个单独的220,000平方米的住院病房。 

 kuh.ku.edu.tr/en 

ANAMED (安那托利亚文明研究中心）
ANAMED目前拥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大约10名博士前和10名博士后
研究员。
该设施有专门的图书馆，住宅和餐饮设施，以及会议室。

 rcac.ku.edu.tr/en 

AKMED (Koc大学Suna和InanKirac地中海文明研究中心）
AKMED是一个国际文化机构，专门研究，记录，保护和恢复安塔利
亚及其周围地区的历史，考古，民族志和文化资产。 

 akmed.ku.edu.tr/en 

KWORKS (Koc大学创业研究中心）
KWORKS位于伊斯坦布尔的öiöli区，旨在成为伊斯坦布尔创业活
动的中心，帮助企业家建立可持续和可扩展的技术和社会企业。 

 kworks.ku.edu.tr/en 

VEKAM (Koc大学VehbiKoc安卡拉研究中心）
VEKAM致力于将Koc大学创始人VehbiKoö和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的
视觉和文本文件整合在一起，并将其投入研究人员的服务中。

 vekam.ku.edu.tr/en 



大学本科
奖学金
根据Koc大学和不同奖学金机构之间现
有的联合奖学金, 根据学业成绩, 经济需
求和一些基于国籍的计划提供25%, 50
％和100％的学费奖学金。

 请访问international.ku.edu.tr了解详细信息 

冯氏奖学金（Fung Graduate Fellowship）
对中国学生来说，可先查看Koc大学的学生是
否具备相关申请资格，再去申请冯氏奖学金来
资助你的生活费、机票费或其他费用。如果你
想了解以下任何奖学金的更多细节，请发邮件
至：study@ku.edu.tr

国家
中国（含香港和澳门）

奖学金名称
冯氏奖学金（Fung Graduate Fellowship）

机构
冯经纶慈善基金会（Victor and William 
Fung Foundation）

资助级别
博士或硕士
四年100％奖学金
每月500美元的住房费
每月生活费1325 USD

 有关详细信息，请发送电子邮件至study@ku.edu.tr 

研究生奖学金
博士奖学金：100％的学费奖学金，每
月津贴，研究生公寓住宿或住房津贴和
其他福利将自动颁发给所有Koc大学的
博士学位录取的学生。

论文硕士奖学金：
所有研究生院所有硕士课程的所有录取
学生均可获得100％的学费奖学金

非论文的硕士的奖学金：
通过Koc大学和奖学金颁发机构之间建
立的联合奖学金协议，根据国籍，某些
项目可获得数量有限的全额或部分学费
奖学金。

 访问kocuniversity.cn了解详细信息 

奖学金名额
申请本科和研究生课程的优

秀学生 (土耳其语和国际) 

可获得全额和部分奖学金机

会。



入学和如何
申请？

 在我们的在线申请系统上填写并提交所有信息和
所需文件。

 所需申请信息：

 > 联系方式

 > 托福考试成绩（IBT最低80分）

 > 研究生课程的GRE或GMAT考试成绩（定量 
 部分）和本科课程的SAT / ACT考试成绩

 > 成绩单和文凭

 > 目的陈述/个人论文

 查看相关的大学或研究生院网站了解具体的申请
要求, 并访问international.ku.edu.tr, 获取有
关如何准备申请的有用提示。

 如果成功, 您将获得录取通知书，表明您的奖学
金（如果相关)。

申请截止日期

 秋季入学（9月): 5月至7月

 春季入学（2月): 12月 (仅限研究生课程)

Check the relevant college or graduate school website 

for specific dates of application periods.



international.ku.edu.tr

Koç University
Rumelifeneri Campus

Rumelifeneri Yolu
34450 Sarıyer - Istanbul

T +90 (212) 338 1374/1230

study@ku.edu.tr

/kocuniversity /kocunivgrad

/kocuniversity

/kocuniversity /kuinternationaladmissions

/kocuniversity 

/KUKocUniversity /KUInternationalAdmissions

kocuniversity.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