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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den’s Tower - Istanbul

伊斯坦布尔文化大学非常看重的两点就是国际化和多样
化，学校里百分之八的学生是国际学生，来自不同的国
家和区域。以本校与70多个国家之间的合作关系，我们
可以提供对学生来说独一无二的学习经验。本校有210个
国际交换协定，提供双学位和2+2项目。

信赖是我校看重的另一方面，我们的建筑学院是第一个
被MIAK认证的大学学院。我们的理学院里的5个部门也
有FEDEK认证。伊斯坦布尔文化大学是一个被欧洲委员会
授予欧洲学分互认体系的学校。

Eminönü - Istanbul

Taksim - Istanbul

Galata Tower - Istanbul



伊斯坦布尔文化大学是为数不多的提供奖学金的私立大学，国际学生们可以用SAT，ACT和IB等
考试成绩申请奖学金。

项目 学费 国际学生学费免50%

本科 13800 $ 6900 $

职业学校 6900 $ 4000 $

研究生 9500 $ 8000 $

* 本科建筑学和本科法学项目的学费是7500$／年

本科项目 研究生课程职业学校
本科项目

艺术设计学院

艺术管理

多媒体传播设计 ***

多媒体艺术

室内建筑和环境设计 ***

经济与管理系

商业管理

经济学

国际关系*

国际贸易

工学院

土木工程**

计算机工程*

电子工程*

工业工程*

建筑学院**

建筑学**

法学院

法律学

理学院

心理学

分子生物和遗传学

英语*

数学与计算机科学

物理

土耳其语

教育学院

心理辅导与引导

幼儿师范教育

英语师范教育

研究生课程

科学院

硕士学位

数学与计算机科学 建筑学 建筑历史学

建筑工程管理与技术 建筑工程学 城市设计与规划

建筑设计 计算机工程 室内建筑学

环境设计 结构工程 土力工程

项目管理 测绘学 房地产估价

物理 分子生物与遗传学

博士学位

数学** 建筑学 结构工程 **

土力工程 ** 项目管理** 测绘学**

社会科学学院

硕士学位

艺术管理 经济管理 土耳其语

商业管理 艺术传播 传播设计

国际关系* 公共法 私法

土耳其，德国国际经济法 金融市场管理 生产经济

舞台监督 工业组织心理学

博士学位

商业管理 公共法 私法

土耳其语

职业学校

商业管理学院

旅游与酒店管理

金融保险

对外贸易

平面设计及广告

活动与公关

企业管理

会计学

市场行销

国际运输物流

地面整理技术

航空物流

科学技术学院

计算机程序设计

电子技术

广播与电视技术

空调与制冷技术

航空电子技术

儿童发展

SCHOOL OF JURISPRUDENCE



学生宿舍

伊斯坦布尔文化大学学生宿舍的
目标就是通过给学生们提供良

好，安全且舒适学习环境和生活
环境，继而让学生们更加接近成
功。学生宿舍坐落于sirinevler校

区，离atakoy校区只有15分钟
路程，为了学生们的方便，每20
分钟就会有一辆专车接送学生们

到各个校区。校园环境

伊斯坦布尔文化大学是一个由
三个校园组成的大学，每一个

校园之间只有20分钟路程，
学生宿舍与各个校园之间只有
10分钟路程，学生们不仅仅可
以通过课程和图书馆里的资料
发展自己，也可以参加像俱乐
部，公众演讲和演唱会等娱乐
活动。每一个校园都有咖啡厅
和校园餐厅。伊斯坦布尔文化
大学坐落在Ataturk 国际机场
附近，离地铁站只有5分钟路

程，学生们可以通过地铁轻易
的抵达市中心。

Ataköy Campus

İncirli Campus

Şirinevler
Campus

 Documents for the Application
Undergraduate / Graduate

UNDERGRADUATE

Application Form 
(www.iku.edu.tr/fs)

A copy of your diploma or 
higher education certificate

A copy of your transcript showing 
all the courses taken and grades 
received

A copy of your passport with 
photograph affixed and 
identity information

Applications can be submitted by email: yob@iku.edu.tr

GRADUATE

Application form (www.iku.edu.tr/fs) 2 Reference letters

A copy of your undergraduate 
transcript showing all the courses 
taken and grades received

A copy of your passport 
with photograph affixed 
and identity information

Copy of your undergraduate diploma 100 $ application fee

Applications can be submitted by email: yob@iku.edu.t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Unit
Phone: +90 212 498 44 66 - 498 46 12
Fax: +90 212 498 43 06
E-mail: yob@iku.edu.tr
www.iku.edu.tr/fs

ISTANBUL KÜLTÜR UNIVERSITY
Atakoy Campus, 5th Floor Rm: 5C 12-14  Bakirkoy – Istanbul

European and International Center
Phone: +90 212 498 44 86 - 498 44 91
Fax: +90 212 498 41 88
Email: eic@iku.edu.tr
www.iku.edu.tr/E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