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fficially approved 

the establishment of Wenzhou-Kean 

University on March 31, 2014. With 

legal person status, it is a Chinese-

American cooperative university situated 

in Wenzhou — a vibrant city known for 

its world-wide entrepreneurship and 

pioneering spirit.

2014 年 3 月 31 日，中國教育部批准正

式設立溫州肯恩大學。這所具有獨立法

人資格的中美合作大學，位於商行天下、

敢為人先的創新之城——溫州。

WENZHOU-KEAN UNIVERSITY

溫州肯恩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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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nded in 1855, Kean University is 

one of the biggest public comprehensive 

universities in New Jersey with a large 

array of professionally accredited 

programs. It is located just 32 km from 

the New York City.

美國肯恩大學創建於 1855 年，為新澤西

州最大的公立綜合性大學之一。

其眾多學科項目都獲得了專業機

構的認證。學校距紐約 32 公里。

KEAN UNIVERSITY, USA

美國肯恩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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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概况 
  ABOUT WENZHOU-KEAN UNIVERSITY

溫州肯恩大學是教育部批準設立、溫州市政府舉辦的一所具有獨立法人資格的中美合作大學。目前在

全國十個省市本科第一批次招生,在校生1650餘人，校園規劃用地3000餘畝。

學校引進美國優質高等教育資源、理念和模式，緊密結合中國國情與區域經濟文化的發展需求，致力

於建設成為一所以生為本、創新包容、多元發展、特色鮮明的世界級教育水準的大學。

溫州肯恩大學力求“為不同的學生找到不同的發展方向”，融合中美教育教學方法，培養具有全球視

野，通曉國際規則和事務，具備創新、創造和開拓能力的國際化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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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
  MAJORS

英語（國際應用方向）

市場營銷（國際方向）

國際商務

金融學（國際金融方向）

會計學（國際會計方向）

計算機科學與技術

視覺傳達設計

* 心理學                                                                                 

* 管理科學（國際創業管理方向） 

* 管理科學（國際物流信息管理方向）

* 數學與應用數學（數據分析方向）

* 建築學

                                                                       

備註：1. * 為 2017 年新開設專業。

           2. 新專業相關信息及填報，請向招生辦咨詢。

           3. 建築學不享受第一學期專業任選政策，原則上不得與其他專業互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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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eting 市場營銷（國際方向）

市場營銷專業主要學習市場營銷的基本研究範疇、概念、原理、

策略、分析方法以及培養學生的創造能力，使學生在廣闊的市

場營銷領域獲得必要知識、技能和創造策略，如產品發展、品

牌發展、市場調研和營銷策略。融合經濟學、社會學、心理學

和數據分析理論，以進一步發展市場營銷機制和流程。

職業規劃

市場營銷專業為學生在廣闊的國際商業領域提供廣泛的就業機

會，比如廣告、公共關系、市場交流、媒體、市場調研、零售業、

物流、國際貿易和市場營銷、銷售管理、客戶關系、電子商務、

社會媒體、體育和管理、休閑、醫療和旅遊、項目策劃、咨詢、

企業投資和非營利性組織。

核心課程

Consumer Behavior 消費者行為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國際營銷

Advertising and Media Planning 廣告和媒體策劃

Buying and Merchandising 采購和銷售

Internet Marketing 電子營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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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 Business 國際商務

溫州肯恩大學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註重專業知識和實踐教育

相結合，使學生系統地掌握國際經濟與貿易的知識，全面培

養學生的明銳的洞察力、策略思想和專業能力。就讀於本專

業的學生將深入了解與當代經濟趨勢相關的管理模式、創業

家精神、消費者市場、媒體、科技和全球化進程。此外，學

生將通過學習一門外語和參加旅行實踐課程來加強其跨文化

的技能。

職業規劃

學生將掌握多個商業領域的知識、形成對市場機制宏觀和微

觀的理解，掌握管理方面的理論和操作以及在行政和管理方

面所需要的職業技能。學生的就業方向非常多樣化，例如多

國合作管理、出口管理以及全球生產和廣告管理等方面。

核心課程

Global Practica 海外商務實習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國際管理學

Sustainable Global Business & Technology

可持續性全球經濟和技術

Innovation & Entrepreneurship 創新和創業家精神

Managing Global Operations 全球經營管理

Global Business Research & Analysis 全球商務研究和分析

Accounting 會計學（國際會計方向）

會計學是一門記錄財務交易、分析交易結果的學科。該專業的學

生將系統地學習標準的財務報表和分析公司的運行機制，培養學

生運用數量分析方法和現代科技手段的實際操作能力。該專業學

生將從商業和非營利性機構兩方面進行專業研究學習。如果妳對

財務方面的知識感興趣，那就選擇會計作為你的專業吧！

職業規劃

四年的會計本科學習將使畢業生能夠勝任在專業的會計事務所、

投資銀行、投資分析、咨詢公司和財務管理等多個領域的工作。

該專業學生也能選擇繼續深造，本科和碩士的學習不僅為學生提

供基礎會計知識，同時也讓學生做好充分準備參加註冊會計師考

試。會計師，特別是註冊會計師在將來的職場上將是不可多得的

人才。會計學專業由美國 AICPA 註冊會計師協會認證。學生修滿

150 學分，可選擇參加 AICPA 考試，獲取資格證書。

核心課程

Advanced Accounting 高級會計

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國際會計

Federal Income Taxes 聯邦所得稅

Computer Augmented Accounting 電算化會計系統

Government and Fund Accounting 政府基金會計

Auditing Financial Statements 審計學

International Business Law 國際商法

Finance 金融學（國際金融方向）

金融專業是探索金融系統和金融市場的結構、市場運行機制的一

門學科。就讀於金融專業的學生將學習當今全球金融市場所需要

的各種分析、預測、規劃和經濟管理技能。金融課程將使學生能

夠勝任經濟、金融、管理、法律以及公司和公共機構的各項工作。

職業規劃

金融專業的畢業生將能勝任保險、投資、公司融資、銀行的工作，

同時畢業生也將有能力通過一級註冊金融分析師的考試，在國有

和私有企業的多個金融領域成為高收入的“鉆石級”人才。

核心課程

Management of Corporate Finance 公司材務管理

Preparation and Analysis of Financial Statements 

材務報表分析

International Business Finance 國際金融

Investment and Portfolio Management 投資組合管理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nd Markets 金融機構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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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團委 

作為一個在美式大學中的團學組織，在結合傳統大學團委的優勢

和美式大學的特點，形成了以社會公益服務和大型校園文化活動

為主要職能的全新團學組織，並且承擔了溫肯學生組織與其他高

校的學生組織交流的橋梁作用。

學生會 

以服務全體學生為宗旨，為學生發聲，維護學生權益，精心組織迎

新活動、社團招新、“Hall Of Fame”頒獎典禮等全校大型活動。

與其他中外合作大學以及溫州高校的學生會建立了友好關系，為學

生提供了校際交流的平臺。

  學生活動
  IT'S MY LIFE

英語演講賽、英式辯論賽、英文話劇夜、Dr. knowledgeable、

遊戲藝術節、溫肯日、萬聖節、感恩節、聖誕節等精彩紛呈、新

穎趣味的全英文學術和校園文化活動，讓學生在美式環境中享受

學習的快樂。

學校關註學生智力情感、批判創新、文藝體育、實踐能力等全面

發展，開展中西文化、領導能力、健康生活、積極心理等課外項

目的全面培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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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Wenzhou Innovation Network，溫州創新網絡）

是我校學生創立的一個混合媒體演說品牌，於線下集合多元思想，

並通過線上媒體傳播，啟發更多關於社會創新的思考。WIN 演說成

立於 2014 年，立足溫州，為溫州及周邊市民引進國內外具有區域

性和行業性影響 的優質演說資源。目前已成功舉辦五期演說活動，

邀請了近 40 名來自各個領域的講者如 TEDtoChina 創始人 Tony 

Yet，配音演員姜廣濤，知名設計師王平仲，知乎大咖采銅等。

學生大使 
是一支充滿活力與創造力的團隊，代表溫州肯恩大學學生形象，搭

建學生與社會工作的橋梁，通過各類社會活動以學生獨特的視角和

精神向社會傳遞肯恩文化，分享愛、能量和感動！

中國國情與文化教育中心 
是我校實踐特色美式教育的重要教學單位之一。“中心”立足於文

化素質教育，探索實踐國情與文化教育體系。目前圍繞我校“五

C” 教 育 特 點（ 創 新 性 (creativity)、 批 判 性 (criticalness)、 合 作

(cooperation)、個性 (character)、關懷 (care)），以“辯與思”“古

與今”“我與社會”“文化傳承與國際化”為主線，通過國情國學講座、

專題研討會、主題實踐、中西文化及藝術沙龍、藝體俱樂部活動等

寓學於樂的形式開展教育。

太陽樹心理中心 
是為學生設立的提供專業心理服務的部門，其中太陽樹 Sun Tree 代

表著先溫暖自己再溫暖他人，如何成長為更好的自己。心理中心以

“愛自己，愛家庭，愛生活”為核心理念，以“發現自我，接納自我，

熱愛自我”為發展任務，關註學生心理健康，幫助同學個人成長，

營造和諧健康有溫肯特色的校園心理氣氛。

RA（Resident Assistant）
是一支有美式特色的學生公寓助理隊伍，協助學生事務中心進行公

寓管理，是“學生自我管理體系”的重要環節之一。RA 將為住宿生

提供各類咨詢服務，收集學生意見建議並反饋，開展公寓日常管理

並舉辦一系列具有美式公寓文化特色的主題活動，豐富學生的課外

生活。成為一名 RA，則又是鍛煉傾聽、溝通、換位思考、創意、執

行力等能力的良好機會。

14



就業
CAREER OPPORTUNITY

專業 英語專業 會計專業 計算機專業 金融專業

升學
+

就業率
97.92%（47/48) 97.87%（46/47) 91.67%（22/24) 90.77%（59/65)

升學率 56.25%（27/48） 51.06%（24/47） 66.67%（16/24） 53.85%（35/65）

就業率 41.67%（20/48） 46.81%（22/47） 25%（6/24） 36.92%（24/65）

升學院校
名單

芝加哥大學
哥倫比亞大學
賓夕法尼亞大學
華盛頓大學
美國佛羅裏達大學
倫敦大學學院
英國杜倫大學
英國國王學院
英國布裏斯托大學
英國利茲大學
英國約克大學
悉尼大學
美國肯恩大學

北京大學國際法學院
華盛頓大學聖路易斯
美國弗吉尼亞大學
美國維克森林大學
美國福特漢姆大學
美國羅切斯特大學
美國布蘭戴斯大學
美國德雷塞爾大學
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
美國波士頓學院
紐約市立大學巴魯克分校
悉尼大學
英國格拉斯哥大學
香港大學
香港理工大學

美國南加州大學
美國西北大學
美國東北大學
斯蒂文斯理工大學
美國康涅狄格大學
美國雪城大學
英國愛丁堡大學
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大學
悉尼大學
加拿大多倫多大學
美國肯恩大學

美國芝加哥大學
美國普渡大學
美國羅切斯特大學
美國布蘭戴斯大學
美國福特漢姆大學
倫斯勒理工學院
美國葉史瓦大學
美國德雷塞爾大學
美國霍夫斯特拉大學
美國德保羅大學
美國肯恩大學
倫敦大學學院
英國埃克塞特大學
英國約克大學
英國格拉斯哥大學
悉尼大學
香港城市大學

就業單位
名單

Reuter Communications
State Street Corp Hangzhou
學鼎教育咨詢
中意寧波生態園
長江機械
新通教育集團
柯橋公安局宣傳部
浙江國際經濟技術合作有限公司
浙江中山化工集團

上海市財政局
舟山國稅局
余姚地稅局
桐鄉市互聯網經濟發展促進中心
State Street Corp Hangzhou
寧波銀行
交通銀行浙江省分行
工商銀行金華分行
中國銀行寧波分行
湖州銀行
方聯會計事務所
明達會計事務所
中天運會計事務所
得力集團
中天集團

杭州萬霆科技
杭州阿麥科技
杭州萬拓化工
浙江紅蜻蜓集團
嘉興銀行
桐鄉水務集團

上海浦發銀行上海市分行
上海證券嘉興營業部
中國工商銀行紹興分行
寧波銀行溫州分行
中國建設銀行溫州分行
中國人民銀行平湖支行
浙江郵政分公司
中國工商銀行溫州分行
寧波銀行紹興分行
中信建投蕭山營業部
大學生村官
杭州網趣科技
溫州啟元資產管理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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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EER ADVANTAGE OF WKU GRADU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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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費用
  TUITION & FEES

1. 學費： 文理類專業學費每學年 45,000 元人民幣（美元 6,650）/ 人，

               設計專業學費每學年 48,000 元人民幣（美元 7,090）/ 人。

               *2017 年學費以浙江省物價局批復為準。

2. 住宿費： 2017 年每學年 8,000-10,000 元人民幣（美元 1,150-1,437）/ 人。

3. 保險：每學年 800 元人民幣（美元 118）/ 人

4. 書本費：按實際購買收取。

備註：1. 其他額外費用均以學校網站公布為準。

           2. 美元費用為大約值，以實時匯率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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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型 房型 房間設施 通用設施 費用 ( 床 / 年） 備註

C

(2+2 )

2 間房 :1 間小，

1 間大。

雙人房

房間套型為兩室

一廳一衛。24 小

時熱水，免費無

線網絡，空調，

淋浴間，衛生間。

臺球室，健身

房，乒乓球室，

桌遊，會議室，

討論室，洗衣

房，烘幹機，

微波爐，飲水

機，免費無線

網絡。

人民幣
8,000/8,200 元

( 美元 1,150/1,179)

1 學年 =10 個月
D

(1+1+2)

3 間房：1 個小單

間，1 個大單間，

1 個雙人間。

單人房
人民幣 

9,200/9,800 元
( 美元 1,322/1,409)

雙人房
人民幣 8,200 元

( 美元 1,179)

E

(1+2)

2 間房：1 個單間，

1 個雙人間

單人房
人民幣 10,000 元

( 美元 1,437)

雙人房
人民幣 8,400 元

( 美元 1,207)

        
  住宿：
  ACCOMMODATION

溫州肯恩大學致力於打造集學習、交流、娛樂和休息為一體的學生社區。學校目前有梅園、蘭庭、竹軒、菊苑四棟學生公寓。溫

州肯恩大學公寓擁有不同的房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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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獎學金
  SCHOLARSHIP

1. 華僑、港澳臺地區新生獎學金（面向通過聯招考試錄取的本科生）。

    一等獎 :4.5 萬元人民幣 / 人；二等獎 :2 萬元人民幣 / 人。

2. 院長獎學金。

    一等獎：1 萬元人民幣 / 年 / 人；二等獎：5 千元人民幣 / 年 / 人；

    三等獎：2 千元人民幣 / 年 / 人。

    其它研究與創新、學術競賽獎學金：3 千元人民幣 / 年 /（個人或團體）。

3. 領導力獎學金：3 千元人民幣 / 年 /（個人或團體）；

    公共服務獎學金：3 千元人民幣 / 年 /（個人或團體）；

    文化、體育或藝術獎學金：3 千元人民幣 / 年 /（個人或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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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錄取要求
  ADMISSION I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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