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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ITY OF THE WORLD
A UNIVERSITY OF THE FUTURE
一座拥抱世界的城市，一所面向未来的大学

WORLD-CLASS
EDUCATIONKEAN 

UNIVERSITY, USA
美国肯恩大学

美国肯恩大学（Kean University）创

建于 1855 年，是新泽西州第一所公立

高等教育机构。学校入选 Money 网评出

的 2019 最具性价比大学榜单，被《美

国新闻周刊》评为 2020 年最佳社会流

动性贡献高校，被美国《SR教育评论》

评为新泽西州最佳在线教育高校。

Founded in 1855, Kean University was the 
first public post-secondary institution in 
New Jersey. Kean University has received 
numerous honors and awards. In 2019, 
the University was recognized by Money.
com as one of the Best Colleges, ranked 
by value; was ranked among the Top 
Performer on Social Mobility by the U.S. 
News & World Report in 2020, and one of 
the Best Online Colleges in New Jersey in 
2020 by SR Education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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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NZHOU-KEAN 
UNIVERSITY
温州肯恩大学

START HERE
GO ANYWHERE

2014 年 3 月 31 日，中国教育部批准正

式设立温州肯恩大学。这所具有独立

法人资格的中美合作大学，位于商行

天下、敢为人先的创新之城——温州。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fficially approved 
the establishment of Wenzhou-Kean 
University on March 31, 2014. It is a 
Chinese-American cooperative university  
situated in Wenzhou — a vibrant city 
known for its world-wide entrepreneurship 
and pioneering spi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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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LCOME LETTER
致新生的一封信

美国肯恩大学校长 达伍德·法拉希

FROM DR. FARAHI, 

PRESIDENT OF KEAN UNIVERSITY USA

Dear Wenzhou-Kean Student,

Welcome! Congratulations on being a part of this groundbreaking initiative, which will 
provide you and your fellow students with a truly global, world-class education.

I am delighted you have selected Wenzhou-Kean and I know you will excel in all you do. 
Many exciting and challenging opportunities await you; be sure you take advantage of all 
this unique partnership has to offer.

Together, Kean University and China are creating a comprehensive campus experience 
for Wenzhou- Kean students — one that will distinguish each of you in today’s global 
economy. Our university is a reflection of all we strive for: a deep commitment to 
intellectual achievement, excellence in teaching, and profound scholarship and research. 

As the next generation of leaders in our society, you will confront a myriad of 
challenges that are reshaping the planet we share. Technology continues to revolutionize 
communication; economies grow mor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challenges influence 
how we live; and, advances in health care extend our lives by decades.

Our Wenzhou-Kean initiative, I believe, will provide all of you with the resources you 
need to respond to these challenges and others.  Our commitment to providing a thoughtful 
and nurturing learning environment, combined with the diversity of our University 
community, will no doubt make it possible for each one of you to achieve your goals in 

higher education.

Once again, I wish you the best as you embark on this transformative journey. We 
welcome and respect your ideas, your questions and your values; and, we promise you 
an enriching experience at Wenzhou- Kean. We are excited to welcome you to our 
community, and we will work hard to ensure you succeed in all you do.
 
Best Regards,

Dawood Farahi, Ph.D.
President
Kean University 



温州肯恩大学 WENZHOU-KEAN UNIVERSITY5

ABOUT
WENZHOU-KEAN UNIVERSITY
\\ 温州肯恩大学概况

2500+
现有在校生数量 ENGLISH

全英文教学

100%
100% 的专业课程从美国肯恩大学引

进，采用国际原版教材。100% 的专

业课教师从全球招聘。

国家 /地区

14来自

在校生

4个学院，15 个普通类专业 + 3 个艺术类专业

实际投入科研经费      

6500 余万元
教师发表国际期刊论文 200 余篇

累计实施科研项目 130 余项

8 大实验室
彭博金融实验室、计算机实验室、

生物实验室、化学实验室、物理实验室、

设计实验室、语音实验室、数据分析实验室

小班化
授课

毕业文凭
1+2=3

美国肯恩大学学位证

温州肯恩大学毕业证

温州肯恩大学学位证

在校生成绩良好，无违纪记录，可从大二

学年起，赴美国肯恩大学交换一至五个学

期。豁免语言成绩，并享受新泽西州州内

学费标准。学生也可选择四年都在温州肯

恩大学就读。

自由

赴美交换

PIEP 英语强化项目

英语语言中心、学术支持中心

为学生提供全方位学业支持服务

学业支持

新生入学后第一学期内，可

自由选择专业 (转专业政策

详见招生章程 )。

专业自由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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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LARSHIPS
AND GRANTS

\\ 奖助学金
新生奖学金（详见官网或招生单页）

其他奖助学金

勤工助学项目

A

B

C
温州肯恩大学勤工助学项目旨在促进学生参与学校的运营和管理，获得相应的劳动报酬，并获

得社会实践的机会。勤工助学岗位设置以教学助理、一站式服务中心助理、书院导生、招生助理、

学术支持中心助理等为主。勤工助学岗位的酬金原则上不低于当地政府或有关部门制定的最低

工资标准。

奖助学金名目 名额 / 年
政府类奖助学金

国家奖学金

国家励志奖学金

国家助学金

浙江省政府奖学金

浙江省政府来华留学生奖学金

台湾学生奖学金

根据国家名额分配

根据国家名额分配

根据国家名额分配

根据国家名额分配

根据国家名额分配

根据国家名额分配

根据国家规定执行

根据国家规定执行

根据国家规定执行

根据国家规定执行

根据国家规定执行

根据国家规定执行

金额 / 年

奖助学金名目 名额 / 年

校级奖助学金

10000 元

5000 元

2000 元

3000 元

3000 元

3000 元

3000 元

3000 元

根据国家专项拨款进行分配

根据国家专项拨款进行分配

3000 元

5000 元

不超过一年的学费

各年级各专业在校学生人数的 2%

各年级各专业在校学生人数的 5%

各年级各专业在校学生人数的 10%

不超过在校生人数的 1%

个人不超过在校学生人数的 1%

团体不超过团队和社团总数的 5%

个人不超过在校学生人数的 1%

团体不超过团队和社团总数的 5%

根据国家专项拨款进行分配

根据国家专项拨款进行分配

计划年度奖励个人 20 名

计划年度奖励团体 8 名

一事一议

一等奖学金

二等奖学金

领导力或公共服务奖学金

文化、体育或艺术奖学金

一鸣启智创新奖学金

校助学金

* 本办法解释权归温州肯恩大学招生办、学生事务部 

注：由国家及政府进行名额分配和拨款的奖助学金随每年政策变化

海外学习
奖学金

学业一等奖学金

学业二等奖学金

学业三等奖学金

科研创新奖学金

院
长
奖
学
金

金额 /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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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肯恩大学毕业生大部分选择出国继续深造，多为美国、英国、澳大利亚、中国香港等国家及

地区的全球前 100 强高校。

·温州肯恩大学毕业生

升学就业率在毕业半年

后统计超过 92%。

92%

·海外升学为毕业生主

要的选择。2019 届毕业

生中，67% 以上选择继

续深造。

67%

·2019 届 选 择 读 研

的毕业生中，约 65%

进入世界大学排名前

100 院校。

65%

·2019 届 选 择 读 研

的毕业生中，约 48%

进入世界大学排名前

50 院校。

48%

中國人民銀行

上海市財政局

上海市場監管局

上海市黃浦區市場監管局

寧波市國稅局

舟山國稅局

余姚地稅局

柯橋公安局宣傳部

寧波北侖大榭開發區國稅局

寧波市江北區發改局

北 美 北 美 中 国
部分升学院校名单统计截止 2020 年 6 月

澳 洲

欧 洲

新加坡

哈佛大学

芝加哥大学

哥伦比亚大学

布朗大学

纽约大学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

宾夕法尼亚大学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杜克大学

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

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

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

波士顿学院

美国南加州大学

普渡大学

美国西北大学

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

美国佛罗里达大学

美国罗切斯特大学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

美国东北大学

俄亥俄州立大学

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

马里兰大学

伦敦政治与经济学院

伦敦大学学院

伦敦国王学院

英国杜伦大学

英国爱丁堡大学

英国布里斯托大学

英国利兹大学

英国约克大学

英国伯明翰大学

英国埃克塞特大学

英国格拉斯哥大学

英国诺丁汉大学

英国华威大学

兰卡斯特大学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

英国南安普顿大学

英国卡迪夫大学

北京大学国际法学院

复旦大学

上海财经大学

东华大学

香港大学

香港中文大学

香港浸会大学

香港城市大学

香港理工大学

宁波诺丁汉大学

澳门大学

昆山杜克大学

中国美术学院

西交利物浦大学

墨尔本大学

澳洲国立大学

悉尼大学

昆士兰大学

新南威尔士大学

阿姆斯特丹大学

芬兰阿尔托大学

德国 EBS 商学院

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

瑞典乌普萨拉大学

意大利博科尼大学

爱尔兰圣三一学院

庞贝法布拉大学

荷兰伊拉斯姆斯大学

西班牙圣安东尼奥天

主教大学

南洋理工大学

CAREER
PROSPECTS
\\ 就业前景

普瑞特艺术学院

卡内基·梅隆大学

麦吉尔大学

布鲁克大学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

英 国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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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肯恩大学部分毕业生选择直接就业，受聘于世界 500 强 、中国财富 500 强 、国内外知名企

业、政府事业机关、金融机构及其他企业等单位。

中國人民銀行

上海市財政局

上海市場監管局

上海市黃浦區市場監管局

寧波市國稅局

舟山國稅局

余姚地稅局

柯橋公安局宣傳部

寧波北侖大榭開發區國稅局

寧波市江北區發改局

部分就业单位名单（统计截止 2020 年 6 月）

四大会计师事务所 :

普华永道国际会计公司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毕马威国际会计公司

德勤会计师行

汇丰银行

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

中国农业银行

中国银行

中国建设银行

中国交通银行

国家开发银行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美国大通银行

上海浦发银行

道富信息科技（浙江）有限公司

宁波银行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证券

中信建投

宁波诺丁汉大学

浙江工商大学

上海市财政局

上海市场监管局

宁波市国税局

宁波市江北区发改局

舟山国税局

余姚地税局

柯桥公安局宣传部

长江水利委员会人才资源开发中心

浙江省干部保健中心

彭博资讯有限公司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链家 ( 北京 ) 科技有限公司

腾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玛氏公司

北京字节跳动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诚通投资有限公司

中国招商引资在线有限公司

佛吉亚集团

仲利国际租赁

上海汉得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蔻驰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英特集团

狮丹努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苏泊尔

杭州圆通

新通教育集团

青山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公牛有限公司

海澜集团有限公司

万丰奥特控股有限公司

新东方培训中心

浙江泰杭律师事务所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

中汇集会计师事务所

方联会计师事务所

明达会计师事务所

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

天平会计师事务所

宁波中瑞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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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STANDING
GRADUATES
\\ 优秀毕业生代表

周晓高

温肯专业：英语

读研院校：芝加哥大学（硕、博）

全美大学排名 6（2020 US NEWS）

世界大学排名 10（2020 QS）

励聘操

温肯专业：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读研院校：复旦大学

世界大学排名 40（2020 QS）

傅潇婷

温肯专业：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读研院校：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         

（本科直博，获博士生全额奖学金）

全美大学排名 84（2020 US NEWS)

世界大学排名 285（2020 QS）

何奕韬

温肯专业：金融学

读研院校：芝加哥大学

全美大学排名 6（2020 US NEWS）

世界大学排名 10（2020 QS）

就职单位：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陈律名

温肯专业：视觉传达设计

读研院校：帕森斯设计学院

世界艺术与设计学院排名 3（2020 QS）

叶雨舟

温肯专业：视觉传达设计

深造院校：中国美术学院

夏 雪

温肯专业：金融学

在校经历：随国家领导人参加

2015 年菲律宾马尼拉 APEC 峰会（中

国仅三名学生代表参加）

读研院校：波士顿大学

         （奖学金 3万美金 )

全美大学排名 40（2020 US NEWS）

世界大学排名 98（2020 QS）

就职单位：香港南华早报

楼敏慧

温肯专业：市场营销

在校经历：2017 年赴德国波恩参

加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就职单位：玛氏公司

毛潇涵

温肯专业：市场营销

读研院校：南卫理公会大学

全美大学排名 64（2020 US NEWS）

就职单位：美国大通银行

张一弛

温肯专业：会计学

读研院校：杜克大学

全美大学排名 10（2020 US NEWS）

世界大学排名 25（2020 QS）

毛元祺

温肯专业：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读研院校：芝加哥大学

         （奖学金 1万美金 )

全美大学排名 6（2020 US NEWS）

世界大学排名 10（2020 QS）

陈博栋

温肯专业：英语

读研院校：宾夕法尼亚大学

全美大学排名 6（2020 US NEWS）

世界大学排名 15（2020 QS）

徐艺弘

温肯专业：会计学

读研院校：德国 EBS 商学院

田浩远

温肯专业：金融学

读研院校：爱尔兰圣三一学院

世界大学排名 108 （2020 QS）

查艺文

温肯专业：英语

读研院校：哈佛大学

全美大学排名 2（2020 US NEWS）

世界大学排名 3（2020 QS）

金啸天

温肯专业：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读研院校：阿卜杜拉国王科技

大学（本科直博，获全额奖学金）

亚洲大学排名 15（2020 US NEWS）

世界大学排名 152（2020 US NEWS）

蓝 天

温肯专业：金融学

读研院校：瑞典斯德哥尔摩经
          济学院

韩 希

温肯专业：金融学

读研院校：香港中文大学

世界大学排名 46（2020 QS）

就职单位：香港安永会计师事
务所（四大会计师事务所）

黄涤凡

温肯专业：会计学

读研院校：美国维克森林大学

全美大学排名 27（2020 US NEWS）

就职单位：美国北卡罗来纳州
普华永道国际会计公司（四大会

计师事务所）

姜 韵

温肯专业：会计学

读研院校：香港理工大学

世界大学排名 91（2020 QS）

就职单位：杭州毕马威 (KPMG)
国际会计公司（四大会计师事务

所）

吴璟娴

温肯专业：会计学

读研院校：纽约市立大学

          巴鲁克分校

就职单位：上海普华永道国际
会计公司（四大会计师事务所）

陈风雅

温肯专业：会计学

读研院校：北京大学国际法学院

梁雨佳

温肯专业：会计学

读研院校：圣路易斯华盛顿
          大学

全美大学排名 19（2020 US NEWS）

世界大学排名 108（2020 QS）

就业单位：腾讯科技（深圳）

          有限公司

冯 嘉

温肯专业：会计学

读研院校：美国弗吉尼亚大学

全美大学排名 28（2020 US 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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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肯恩创业创新研究院

·温州市产业经济研究基地

·温州肯恩大学—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战略

    合作平台

·温州肯恩大学自闭症研究中心

·亚洲产业竞争力研究院

·温州肯恩大学创意城市研究中心

·温州肯恩大学慈善公益研究中心

·温州肯恩大学公共建筑设计研究院

科研平台 //

·Student Research Day ( 学生科研日 ) 培

养学生批判性思维、团队协作能力、社会实

践能力。迄今，共有 1200 余学生参加，展

示科研项目成果。 

·Student Partnering with Faculty/Staff 

Programs（SpF/SpS）项目鼓励老师指导

学生开展学术研究。迄今，共有近 200 位

学生参加，参与指导的老师 30 余位，实施

项目 90 个，累计获得资助资金 210 多万元。

·学生科研创新资助。学校每年对优秀学生

科研项目、学生参加国内外各类学术会议进

行奖励资助。

学生科研活动 //

温州肯恩大学注重教学与科研并重发

展。学校积极组织开展各类科研学术活动，

支持实施各类科研项目，与政府部门、研究

机构、企业等加强科研合作，推动科研项目

成果化和商业化，促进学校服务于地方经济

社会发展。学校办学至今，先后投入科研经

费 6500 多万元，教师在包括 SCI、SSCI、

AHCI 等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 200 余篇，

累计实施科研项目 130 余项，其中国家级 2

项，省级 13 项目。

·关于一新型高效跨越血脑屏障的非嵌合药

物输送载体 K16ApoE 的机制研究

·Towards a highly tailored indoor 

horticulture: A functional genomics guided 

phenotypic approach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

·基于一新型多肽载体介导药物跨越血脑屏

障的机制及应用其治疗中枢系统白血病的研

究

·高级定制的室内园艺：一种功能基因组学

引导的表现型途径

·基于感知计算和深度学习的人工智能行为

分析技术 - 用于自闭症谱系障碍智能早期筛

查和个性化干预的远程医疗系统

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

SCIENTIFIC
RESEARCH
\\ 学科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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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SSAGES FROM DEANS 
\\ 院长寄语

On behalf of the Colleg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s students, faculty and staff, I would like 
to welcome you. There are many opportunities for 
students to become involved in research. Let WKU 
help you achieve the dream you have always had 
whether it is becoming a biology research scientist, 
a game designer, a biostatistician, or theoretical 
mathematician, let your heart’s desire become 
reality. Together we will work together to achieve 
your dream. Become a WKU student and succeed 
in the world of tomorrow. It will be a decision you 
will never regret.

Larry Clifford Brown
理工学院院长

You are here for a reason. Many applied 
for WKU but few were accepted. You 
are here because you are better. This 
is your opportunity. We, the faculty, 
administrators, and staff, are here 
connecting students and transforming 
lives.  That is the commitment we made 
for you.

CAO JIANG
商务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

From the ancient world to the modern 
era, the Liberal Arts have served as the 
foundation of a western-style education. 
Through the study of these core subjects, 
you will develop critical thinking and 
analysis skills and strengthen your written 
and oral presentation abilities. A liberal arts 
education at WKU will prepare you to solve 
the problems and overcome the challenges 
of the 21st century.

Jonathan Mercantini
人文学院院长 

David Mohney
建筑与设计学院院长

We invite you to join us and work to make 
the designed world around us a better 
place.  We are committed to improving the 
built environment by making exciting and 
meaningful buildings and designs.  Our 
campus is already an example of exciting 
new projects, and our students and faculty 
are committed to making it even better for 
more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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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ADEMIC
PROGRAMS
\\ 专业设置 WENZHOU-KEAN

UNIVERSITY

商务与公共管理学院

COLLEGE OF BUSINESS 
AND PUBLIC MANAGEMENT

COLLEGE OF 
ARCHITECTURE AND DESIGN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COLLEG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CCOUNTING

会计学（国际会计方向）

FINANCE

金融学 ( 国际金融方向 )

GLOBAL BUSINESS

国际商务

MARKETING

市场营销（国际方向）

MANAGEMENT

管理科学（国际供应链和

信息管理方向）

ECONOMICS

经济学

ARCHITECTURAL 

STUDIES

建筑学

INDUSTRIAL DESIGN

产品设计

GRAPHIC DESIGN

视觉传达设计

INTERIOR DESIGN

环境设计

ENGLISH

英语（国际应用方向）

PSYCHOLOGY

心理学

COMMUNICATION

传播学

MATHEMATICAL 

SCIENCES

数学与应用数学（数据分析

方向）

COMPUTER SCIENCE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CHEMISTRY

化学

EARTH SCIENCE

环境科学

BIOLOGY

生物科学（细胞与分子方向）

建筑与设计学院人文学院理工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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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OUNTING
会计学 | 国际会计方向

会计学（国际会计方向）是一门学习记录财务

交易、分析交易和传达交易结果的专业。该专业将

系统学习标准财务报表编制、公司运行机制分析，

运用数量分析方法和现代科技手段解决财务问题。

专业严格按照国际会计标准教授学生国际会计知识

与经验，培养学生相关的国际会计素养，为学生提

供国际化的学习环境以及实践机会，使学生具备优

秀职业素质和职业道德，能够从事国际化工业、商

业以及金融业的财务会计、管理等工作。此外 , 为

顺应投资市场对财务分析人才的需求日益增加，本

专业为学生提供良好的进阶训练 , 主要包括 : 运用

与国际接轨的会计统计软体检视公司财务会计资

讯 , 并以其做为投资市场选择投资标的的依据及参

考 , 并将部分课程与 Bloomberg 彭博技术相结合。

本 专 业 于 2016 年 11 月 获 得 澳 洲 会 计 师 公

会认证 (CPA Australia)，学生达到相关要求可以

申 请 免 考 6 门 科 目（Economics and Markets，

Foundations of Accounting， Fundamentals of 

Business Law，Business Finance ，Financial 

A c c o u n t i n g  &  R e p o r t i n g ， M a n a g e m e n t 

Accounting）。另外，学生修满 150 学分后还可以

申请参加美国 AICPA 注册会计师协会认证考试。

2019 年 5 月，商务与公共管理学院与致同国际会

计师事务所 Grant Thornton 签定合作实习备忘录，

开设实习培养课，提供实习、毕业求职辅导等，为

会计学专业学生提供针对性的高起点实习平台。

除图书馆与专业相关的图书和期刊外，学生还可

共享美国肯恩大学的图书期刊资源以及使用 CEIC 

China Database, CSMAR, Business insight global

等电子数据库查找会计学（国际会计方向）专业的

数据进行学术研究。

会计学（国际会计方向）专业目前是我校商科

类专业最受欢迎的专业之一。该专业为学生提供专

业化的学习和技能培养，结合考取会计资格证书，

使我们的毕业生在众多行业领域中都获得很高的认

可度。学生在校学习期间所获得的专业能力和综合

能力使他们未来在会计从业领域中胜任各种不同角

色。另外，CPA Australia 认证也有助于学生在求职

及就职期间脱颖而出，获得职业晋升及更多岗位选

择的机会。

职业前景 //

会计学（国际会计方向）专业涉及到的领域包

括管理会计制度和管理职能的研究，为政府、学校、

医院和其他非营利组织提供资金核算，熟悉通晓各

类商业欺诈案例（如职业欺诈和非职业欺诈等）。

同时，本专业还将电子信息化方法应用于会计系统

的设计和运行中，指导学生能够运用于会计和其他

相关业务流程。该专业还培养学生具备编制财务报

表的技能，包括资产负债表分析、股东权益和投资。

除此之外，学生还将学习公司会计资讯的统计分析

方法，并以之作为股票市场的投资依据。

知识技能 //

毕业生就业去向行业：金融（银行 / 基金 / 证券

/ 期货 / 理财）、 财务、审计、税务、统计等。选择

境外读研的比例超过 60%，前往伊利诺伊香槟分校

（会计硕士项目全球排名第一）、纽约大学、杜兰大学、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伦敦大学国王学院、英国格拉

斯哥大学、香港大学、北京大学深圳国际法学院 ......

毕业去向 //

两门基础会计

电算化信息系统

中级会计

联邦所得税

成本会计

核心课程 //

高级会计

国际会计

审计学

国际商法

两门会计学或金融学选修

COLLEGE OF BUSINESS AND
PUBLIC MANAGEMENT 商务与公共管理学院

WK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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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ANCE
金融学 | 国际金融方向

金融学（国际金融方向）专业所属的应用经

济学学科在 2015 年被列为浙江省一流学科建设项

目，2019 年，本专业入选了浙江省一流本科专业

建设点。该专业旨在引领学生探索金融系统和国

际金融市场结构及其运行机制，培养国际金融领

域的人才。在掌握经济学和国际金融等方面的基

本理论知识的前提下，引导学生熟悉中国以及国

际通行的行业政策和法规，灵活地运用现代金融

理论和定性定量工具解决现实金融问题，在此过

程中，注重培养学生的洞察力、分析能力、批判

性思维以及创新意识。经过专业培养的学生将深

入了解与当代经济趋势相关的经济、科技、法律、

社会等各方面的全球化进程，能在银行、证券、

保险、基金、信托租赁等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

从事金融产品的研发、应用、评估等各项工作 , 成

为具有很强实践性和全球竞争性的高层次金融人

才。

 金融行业是国内以及国际上具有高成长性的

行业，且存在巨大的人才缺口，尤其是具备全球

化视野和国际经历经验的复合型专业人才。学生

在读期间可申请赴美国肯恩大学交流学习，有利

于拓展全球化视野和培养国际化思维。美国肯恩

大学凭借独特的地理优势（与曼哈顿金融中心 30

分钟车程），与纽约华尔街的众多金融机构保持

良好的合作关系，强化专业教学与实务实践相结

合的特色优势，为学生提供全球知名金融机构的

海外实习平台。

职业前景 //

毕业生就业去向：金融企业（银行 / 基金 / 证券 /

期货 / 金融租赁 / 资产管理）、 政府机构、事业单位、

自主创业等。

毕业生升学去向：超过 60% 的毕业生选择出国

继续深造，大多进入全球前 50 强高校，如芝加哥大学、

哥伦比亚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伦敦国王学院、

伦敦大学学院、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 ...... 部分学生选

择国内考研，被北京大学国际法学院、上海财经大学

等知名高校录取。

毕业去向 //

金融学专业涵盖主要有国际金融、应用金融、数

理金融等，具有合理的知识结构，既有扎实的数理金

融、计量经济学基础，也有金融领域的核心特色，如

投资分析、证券管理、金融衍生品、国际金融产品、

市场等，同时涵盖与金融密切相关的技能，如财务管

理、信息技术、项目管理等，从而培养学生对现代金

融问题的分析、处理、规划和预测能力。

本专业注重理论和实践相结合，配置国际顶尖的

彭博金融实验室，部分金融核心课程包含实验室教学。

通过学习彭博金融交易与数据终端操作，学生可实时

掌握国际财经资讯，获得数据操作、工具分析等实践

经验，提高未来就业力及综合竞争力。

知识技能 //

国际商务金融

金融衍生品

投资与投资组合管理

金融机构与市场

核心课程 //

财务报表分析

中级宏观经济学

中级微观经济学

经济学计量方法

COLLEGE OF BUSINESS AND
PUBLIC MANAGEMENT商务与公共管理学院

WK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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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 BUSINESS
国际商务

国际商务专业旨在为来自多元化地区、经济

体和文化背景，并有志于成为具有社会使命感的

全球领导者、创新者和企业家的学生，提供世界

一流的教育。该专业根据需求为学生提供与时俱

进的课程，如将 Bloomberg 彭博终端的应用纳入

相关课程，由教育经验丰富，且具备优秀的国际

商务实践经验的教师执教。2017 年，国际商务专

业被列入浙江省高校“十三五”特色专业建设项目，

2019 年入选了浙江省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所有

课程 100% 为国际师资。

国际商务专业为学生提供独特且全面的全球

化学习体验，使学生在日后竞争激烈的全球职场

中做好充分的准备。该专业为学生提供应对全球

经济新形势发展下的多种职业实践机会，例如数

字化的全球商业实践、领导力活动、人际关系，

以及与来自世界各地的专业教师互动，并通过全

球实践课程参与全球咨询项目。

全球商业咨询项目（Global Practicum）是哈

佛商学院等极少数顶级商学院才有的特殊必修课

程（该课程通常安排在大三末夏季学期）。它为

学生提供国际化的商务咨询机会，注重培养学生

在跨文化团队中的工作能力，为客户公司所存在

的问题提供可行性方案。学生在参与实践项目之

前需先经过模拟工作团队的培训，全方位地了解

国际商务和商业科技领域。不仅为学生在今后的

国际商务方向工作提供最专业的行业体验，而且

树立学生科学和先进的环境理念，积极培养学生

对全球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意识。

学习国际商务不仅有助于学生了解世界范围内

的商业业务，同时也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应变能力、

问题解决能力、商业意识和沟通能力，这些都将有

利于学生未来在职场上更具优势。

职业前景 //

国际商务专业技能涵盖外汇管理、国际资本市

场、国际债务职能、欧洲货币体系、发展银行和新

兴资本市场的研究等。注重培养学生的全球管理价

值观及在实践体系中制定和实施全球战略的能力。

知识技能 //

国际管理学

国际商务与贸易 

国际营销

海外商务咨询项目

核心课程 //

可持续性全球经济与技术

创新与创业

组织行为学 

COLLEGE OF BUSINESS AND
PUBLIC MANAGEMENT 商务与公共管理学院

WKU

学生毕业后从事于 Coach,  MCM 等知名跨国公

司的管理工作并在工作中脱颖而出。超过一半的毕

业生选择出国读研究生。

部分读研去向：乔治华盛顿大学、香港科技大

学、福特汉姆大学、新加坡管理大学、布兰迪斯大

学、伦敦政治与经济学院 (LSE)、澳大利亚悉尼大学、

英国利兹大学、墨尔本大学、芬兰阿尔托大学 ......

毕业去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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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营销是一种在全球范围内通过提供优势

价值、创新和相互关系的方式来瞄准及满足消费

者市场的经济联系形式。学生学习如何从当地的、

全国的和全球的市场机会中获利，如何实现分化

良好的市场策略的构想与应用。市场营销（国际

方向）专业强调在市场不同功能的领域内有效应

用所需要的知识、技能以及理念，例如广告、产

品发展、市场研究等领域，融合经济学、社会学、

心理学和数据分析理论。学生还可以根据自己的

兴趣和职业目标来选择课程，从而获得更多专业

领域的知识。本专业所有课程 100% 为国际师资，

2019 年入选了浙江省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本专业结合市场开设市场营销分析讨论、市

场模拟实验、市场管理交流活动，部分课程还结

合 Bloomberg 彭博技术，学生将深入了解与当代

经济趋势相关的管理模式、创业精神、消费者市场、

媒体、科技和全球化进程，并且能够兼具从事于

跨国公司、外资企业、政府机构或其他非营利性

组织的能力。

市场营销（国际方向）专业积极对接校外企

业家导师，开展创新创业大赛。如浙江一鸣食品

股份有限公司资助的商学院活动—市场营销马拉

松大赛，学生参与度很高且反馈收获颇多。该活

动是黑客马拉松比赛（Hackathon）发展的一个

分支，国外名校如哈佛、耶鲁等已多次举办。本

专业还成功举办“Shark Tank 鲨鱼池”商业策

划创业大赛，成为冠军的“社交狗”咖啡团队和

“Page”校园纪念品团队可在校园指定范围注册

经营相关业务，为全校师生服务。此外，我学院

还设立亚洲产业竞争力研究院 (Institution of Asia 

Industry Competitiveness, IAIC)，致力于与亚洲

各大企业积极开展产学研合作，凭借 IAIC 平台，

学生可以更有效地参与到研究院项目的调研和实

践中去，获得更多接触世界一流企业的机会。

本专业为学生在广阔的商业领域提供广泛的就

业机会，比如品牌管理、广告、公共关系、营销传播、

媒体、市场研究、零售及物流、国际贸易与市场营销、

销售管理、客户关系、电子商务、社交媒体、体育娱乐、

休闲、酒店及旅游、项目策划、咨询、企业投资和

非营利性组织。该专业毕业生能够胜任市场营销领

域的各种角色，如：广告策划、品牌管理、市场交

流与公共关系、商业智能、网络营销、销售与项目

策划、产品管理。毕业生还能够胜任其他商业领域

的高级职位，例如：商业顾问、运营经理、管培生、

商业买家等。

职业前景 //

市场营销（国际方向）专业旨在培养学生灵活

运用专业技能的能力、问题解决能力、商业意识和

沟通能力。学生将学习各类营销业务操作中所需的

理念及策略，深入了解当代营销管理和大数据的概

念、原理与活动。该专业的课程将帮助学生识别和

定义信息需求，设计和实施研究项目，并学习如何

解读评估结果。

知识技能 //

消费者行为

营销策略

核心课程 //

国际营销

营销战略研讨

MARKETING
市场营销 | 国际方向

超过 60% 的毕业生选择出国读研究生， 其中过

半进入全球前 50 名的研究生院。直接工作的毕业生

从事于如 Sephora, Coach 等知名跨国公司的管理工

作并在工作中脱颖而出。

读研去向节选：美国纽约大学、美国西北大学、

美国南卫理公会大学、澳大利亚悉尼大学 ......

毕业去向 //

COLLEGE OF BUSINESS AND
PUBLIC MANAGEMENT商务与公共管理学院

WK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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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GEMENT 
管理科学 | 
国际供应链和信息管理方向

供应链管理相关专业一直是美国毕业生推荐的

热门专业。近年来，随着中国的电子商务、国际贸易、

物流运输等领域的蓬勃发展，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

参与全球化竞争，供应链管理也逐渐成为很多企业

的瓶颈，供应链人才短缺的趋势越发严峻。温州肯

恩大学于 2017 年引入美国肯恩大学的热门专业——

管理科学（国际供应链和信息管理方向），顺应国

内及国际人才市场的需求，提供高质量的供应链相

关人才培养方案。

公司的管理结构中都存在资源与物流的管理环

节。由于企业的目标在于降低总体供应链成本，同

时提高客户服务体验，供应链人才需要通过全球范

围内的各种资源有效地整合物资和信息流。本专业

培养学生的管理技术能力、商务人际关系能力、概

念性能力以及战略技巧，致力培养学生具备管理本

地、国内甚至国际的项目、公司和非营利机构的能力。

管理科学 ( 国际供应链和信息管理方向 )，侧重

于国际供应链管理、全球物流与运输，就业方向为

企业供应链、运输行业等。学生毕业后能在广泛的

领域中获得职业发展机会，这些领域包括：人力资

源管理、国际商务贸易、信息系统、采购、供应链

与物流管理、生产管理、商业分析咨询、创业企业

融资、中小企业管理及非营利组织和机构行政管理

等。另外，毕业生还可以继续就读研究生课程进行

深造。

职业前景 //

组织行为学

高级管理信息系统

供应链管理导论 

物流及运输

核心课程 //

营销渠道

企业对企业（B2B）营销

供应链资源与采购管理

人力资源管理

WKU

该专业涉及营销整合、产品设计及工艺整合、

会计和金融整合、人力资源整合、环境健康安全以

及质量整合、设备管理整合及信息技术领域整合，

并将部分课程结合 Bloomberg 彭博实验室开展授课。

该专业要求学生拥有全球视野，不仅要了解制造业

和服务业的内部运营，而且需要与全球的供应商、

客户和第三方物流提供商建立良好的合作伙伴关系。

因此，该专业旨在帮助学生获得具备成为供应链专

业人员所需的知识、技能和工具，让学生在竞争中

脱颖而出，并将该专业打造成一个有吸引力的专业。

为了培养管理科学专业学生的创新、沟通等能

力，我校积极进行专业实践建设，与众多机构、企

业建立合作关系。我校为中国产学研合作促进会、

温州市中非商会的理事成员，参与各类校企合作活

动；定期与上海美商会保持互动，与上海及其他地

区的外资、合资企业进行沟通交流；对接多家浙

江高科技、创新企业，聘请企业负责人为创业导

师；2019 年在商学院大楼内设立商业研究创新空间

（Business Research & Innovation Center），推进

专业理论知识、商务技术、社会资源等各类要素实

现有效配置和有效集成，推动教学与实践的深度融

合。

COLLEGE OF BUSINESS AND
PUBLIC MANAGEMENT 商务与公共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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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EGE OF BUSINESS AND
PUBLIC MANAGEMENT商务与公共管理学院

WKU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人文学院
WKU

经济学弥合了金融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鸿沟。经济

学专业的学生通过学习管理市场运作的理论、历史和政

策，以便他们能够理解如何为自己或客户取得金融成功，

或推进有助于我们所有人的货币政策。温州肯恩大学经

济学专业学习如何预测和分析能源、通货膨胀、利率、

税收和就业的趋势，制定经济预测并创建自己的投资组

合。我校经济学毕业生或将在研究生院继续深造，或将

在世界金融中心开始成功的职业生涯。

温州肯恩大学经济学专业毕业生就业前景广阔，就

业途径多元，在不同行业领域都能找到对口的职业岗位。

其中热门工作包括：财务顾问、统计学家、财务分析员、

业务研究员、精算师、保险人、贷款经理、投资组合经

理、投资经纪人、证券交易员等。

职业前景 //

宏观经济学原理 I

微观经济学原理 II

商务与经济统计

中级宏观经济学

核心课程 //

中级微观经济学

货币与银行业务

计量经济学入门

经济学精选

ECONOMICS
经济学

经济学专业培养学生如下知识技能：

· 在微观和宏观层面上理解经济政策；

· 理解财富是如何创造和分配的；

· 研究历史和当代趋势并将见解转化为财政政策；

· 掌握经济理论、市场运作方式以及定量和定性研究

    方法；

· 通过实习和实践研究获得现实世界的经验。

知识技能 //

COLLEGE OF BUSINESS AND
PUBLIC MANAGEMENT商务与公共管理学院

WK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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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 
MATHEMATICAL SCIENCES
数学与应用数学 | 数据分析方向

温州肯恩大学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注重数据分析

方向，为学生打下了数学、统计和数据分析的坚实基

础。数据分析及其相关领域是当今世界发展最快的学

科。本专业设置数学、商业和计算机科学等选修课程，

有助于进一步培养学生相关的兴趣，鼓励学生辅修他

们感兴趣的应用领域，如计算机科学与技术、金融、

经济学等。

数学与应用数学（数据分析方向）致力于为学生

打下坚实的数学和统计基础，培养他们处理各种实际

问题的能力，包括预测、规范分析、大数据计算、应

用机器学习、统计数据挖掘和数据可视化编程环境（如

R 语言、MATLAB 和 Python）等。该专业的许多课程

都以课题项目的形式开展，在项目中学习掌握使用该

课程的材料，并进行数据分析。在这些项目中，学生

用数学来分析复杂的现实世界问题，并通过统计软件

分析数据，从而解决这些问题。

数据分析领域的人才需求量非常大。在当今这个大数

据时代，人们每时每刻都需要通过传感器、互联网以及

其他来源，掌握科学活动、社会活动和商业活动产生的

大量数据。几乎每个工作领域都需要数据分析专家，将

这些大量的数据进行收集、整合、分析，生成有利用价

值的信息。

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的学生将胜任数字信息和大数

据分析等新兴领域的工作。该专业旨在培养未来的数据

科学家，以满足数据驱动行业、政府机构和金融部门、

医疗行业、社交媒体和教育领域的人才市场的需求。由

于数学领域的广泛适用性，学生也可以在大学期间通过

辅修等方式选择感兴趣的领域学习相关课程，为继续申

请该领域的研究生项目做好准备。

职业前景 //

· 学习数据分析的基础知识以及数据科学的相

    互联系；

· 逐渐掌握 R 语言编程能力；

· 学习数据科学项目所需资源的收集方法；

· 通过应用预测分析技术和使用非结构化的企业信息

    和数据，以实现更好的客户体验以及新数据类型的

    应用：情绪数据、点击流数据以及视频、图像和文字

    数据；

· 采用数据挖掘方法和机器学习技术工具对来

    自各种领域如网站、社交网络、媒体和智能

    城市的数据集进行处理；

· 运用可视化原理，理清思路，强化理解并帮

    助决策判断。

知识技能 //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学

大数据计算

应用统计学

数据分析基础

大数据可视化

核心课程 //

统计数据挖掘

大数据统计分析

大数据技术

回归分析

MATHEMATICAL
SCIENCES
数学与应用数学 | 
数据分析方向

COLLEG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理工学院

WK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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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EG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理工学院

WKU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培养学生扎实地掌握计

算机科学的基础理论，培养学生运算操作能力以及

批判性、创造性思维，使学生适应科学技术以及社

会环境不断变化的全球一体化发展。2017 年，本专

业被列入浙江省高校“十三五”特色专业建设项目，

2019 年被列入浙江省一流本科建设点。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以英语为媒介教学，为

学生提供了理论知识学习和实践机会，培养学生成

为双语应用型国际化人才。

本专业注重提高学生研究能力和产业实践能力。

小班制教学和良好的师生比例使学生能够更好地融

入到以英语为教学语言的学习环境中。

此外，我们还将提供学生更高学历深造和跨学

科研究项目的机会，包括在社交媒体、商业和教育

领域的计算机应用，以及人机交互之间的数据挖掘

和数据分析等。

温州肯恩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与美国肯

恩大学有着密切的联系，这将为学生提供大量在温

州和美国新泽西州学习、研究和实习工作的机会，

使学生在商业、教育、政府或者研究生学习领域成

为有领导能力和管理能力的人才。

· 你知道吗？新泽西州是超过 500 所研究和开发公   

    司的家园；

· 你知道吗？新泽西州承载了全美 10% 的研究与开

    发；

· 在未来的 10 年里，新泽西州 70% 的产业将向与

    计算机和信息系统相关专业的学生提供就业机会。

职业前景 //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重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鼓励学生参与兴趣与学术相结合的各项研究。四年

学习期间，学生将有机会参加由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教授领头的相关科研项目，以小组形式参与各项国

际性比赛，拓展专业技能，增加实践经验，成为更

加专业的综合型人才。同时，学生还有机会申请前

往美国肯恩大学，参加文化学习交流项目，开阔视野，

提升自我修养，提高核心竞争力，使学生受到更多

职业市场的青睐。

全球机遇 //

数据结构

算法分析

网络原理

计算机功能结构

核心课程 //

计算机操作系统

面向对象分析及设计

计算机组织和编程

COMPUTER SCIENCE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自建校办学以来，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已开

办 8 年。大多数毕业生被美国、日本、加拿大、英

国和澳大利亚等地区全球 100 强高校录取。2018 届

毕业生中，就有 6 人在南加州大学继续读研深造。

读研去向节选：阿卜杜拉国王科技大学、美国

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美国华盛顿大学、西北大学、

康涅狄格大学、锡拉丘兹大学、史蒂文斯理工学院、

宾夕法尼亚大学、南加州大学、波士顿大学、墨尔

本大学、爱丁堡大学、悉尼大学、纽约大学、复旦

大学 ......

毕业去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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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MISTRY
化学

温州肯恩大学化学专业旨在培养学生成为具

有全球视野和国际化研究能力的专业化学家。本

专业为医学和生物科学等其他领域的职业生涯提

供了基础。本课程提供有关无机化学、有机化学、

物理化学等化学主要领域的基础知识，培养学生

的研究和分析思维能力。学生将获得先进的实验

技能和知识，以进行化学专业的科学研究。

本专业毕业生可以申请相关领域世界知名高

校研究生院继续深造，可以就职于研发先进技术

和产品的研究和技术公司，或者高校和政府部门，

从事技术研发与管理等富有挑战性的工作。

由于化学的应用范围广，因此创造了广泛的就

业机会。毕业生可以在石油、化工、食品加工、农业、

制药、生物技术、采矿等行业找到研究和技术岗位。

这些领域为符合条件的申请人提供高薪、富有挑战

性的职位。

职业前景 //

COLLEG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理工学院

WKU

化学

定量分析

有机化学

无机化学及其实验课

核心课程 //

仪器分析法

物理化学

生物化学及其实验课

高级有机制剂

知识技能 //

· 学生将具备优秀的英文社交与科技语言应用能力，

    良好的学习与创新、沟通与表达、合作与交流能力。

    加之中文母语的优势，毕业生将具备在国际化企

    业或科研院所工作的竞争力。

· 毕业生具备灵活应用所学解决实际科学问题的能

    力。本专业将以扎实的化学、物理、数学和生物

    理论知识为基础，培养学生应用、研究和分析能力。

    毕业生能够运用丰富的理论知识于实践以及科研

    中 , 研究与开发化学领域的最前沿的科技问题与

    技术。

· 学生将掌握优秀的实验技能，包括开发和进行

     创新研究的能力。

· 能胜任化学专业众多领域如教育、研发、管理、

    生物化学、医学、法医化学、化学工程、医疗、制药、

    环境化学、电化学或纳米技术等方面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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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科学专业培养创新型、实践型并有扎实英

语技能的生态环境领域的人才。通过学习生物学、

可持续性科学、地质学、化学、气象学和海洋学，

学生将更好地了解和改善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能

否明智地管理和改善周围的复杂环境将决定生物圈

的未来。环境科学是一个跨学科的专业，以为子孙

后代保护自然资源为目的，深入了解人类生活的生

态系统、地球的物理组成、天气模式和气候、海洋

系统，并探索更广阔的生物圈空间。

环境科学专业旨在培养具有全球视野的环境科

学专业人才，注重专业知识和实践教育的结合。该

项目培养学生必要的专业技能，以申请国际精英研

究生项目或就职于环境工程、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

组织和单位。本专业引进国际先进的教学内容和教

学方法，实行全英语教学。本专业学生将来可从事

各种环境相关的工作，比如环境、生态问题的科学

研究 , 创新设计和开展环境评估项目 , 管理和规划环

境工程项目例如给排水工程系统做设计和相应的管

理。就业领域包括国际工程公司、研究机构、政府

和监督机构、教育机构和国际非政府组织等等。

职业前景 //

EARTH SCIENCE
环境科学

· 扎实的英语语言文化知识，较强的听、说、读、

    写和综合应用能力，具有全球视野；

· 发展研究技能，包括设计研究项目的能力，收集

    和分析样本，进行生态评估和分析、解释复杂的

    数据集；

· 研究世界自然现象 : 地质学、气候、海洋、生物

    多样性和气象学；

· 培养分析、解决问题和沟通能力，以及批判性思  

    维，从而在极具挑战性的环境领域中获得成功；

· 建立专业的学术网络环境，并受益于专家的指导

    和合作；

· 与教授合作，发表科学研究成果，并在专业科学

    会议上发表演讲。

知识技能 //

环境科学简介

生态系统科学

可持续性科学

普通生物学

化学

野外生物学：陆地系统

核心课程 //

地球和地质系统介绍

气象学

地质水电系统

地球科学方法

GIS 在地球科学中的应用

COLLEG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理工学院

WK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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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科学专业旨在培养学生成为具有国际化视

野、国际化职业发展力、国际化研究能力的复合型

人才。该专业致力于训练学生，使其掌握扎实的生

物科学理论知识；培养学生的生物科学研究能力与

分析思维，使其具备较强的科学仪器应用技能以及

实验的设计与操作能力；提升学生的科学素养，加

深其对应用生命科学知识及先进的科研与管理理念

的认识，以促进经济、文化与社会发展；使其能够

从事教学、研究与管理工作。同时，本专业将提供

最前沿的教育，将生命科学与现代医学及生物医药

的发展紧密结合，为国内外顶尖高等院校、科研机

构与企业及政府部门输送具有创新意识、创新能力

的专门人才，培养未来全球科技的领军人物。

生物科学专业学生将具备扎实的物理、化学、

生物学的基础知识，充分了解生物科学的前沿科技

发展状况，具有过硬的生物工程技术知识、技能和

现代国际化研究技能，同时拥有良好的中英文语言

沟通表达能力和国际化视野。毕业生可以选择在基

因工程、药物研发、生物医学工程等相关领域申请

世界知名高校研究生院深造或就职于在国际化生物

技术与医药公司、高校和政府部门，从事技术研发

与管理等富有挑战性且高薪的工作。

职业前景 //

生物科学专业的毕业生将具备全方面的技能， 

具体如下：

· 具有优秀的英文社交与科技语言应用能力，良好

    的学习与创新、沟通与表达、合作与交流能力。

    加之中文母语的优势，毕业生将具备在国际化企

    业或科研院所工作的竞争力；

· 在系统掌握扎实的物理、化学、生物学的理论知

    识的基础上，具备灵活应用所学解决实际科学问

    题的能力。充分了解专业应用前景和最新发展动

    态，使毕业生具备研究与开发生物科学的最前沿

    科技问题与技术的能力；

· 具有过硬的生物科学实验技能，进而发展创新科 

    研研发能力；

·  能胜任生物专业众多领域如生物技术、分子生物、

     生物医学研究、微生物学等的教学、研发、管理

     等方面的工作。

知识技能 //

普通生物学

生物信息学

微生物学

生物化学

生态学原理

核心课程 //

解剖生理学

神经科学

寄生虫学

病毒学

BIOLOGY
生物科学 | 
细胞与分子方向

COLLEG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理工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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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国际应用方向）专业是一个具有高度灵活

性的专业，提供英语写作、语言学、英语教学、英语

笔译及口译领域的学习。学生完成六门基础核心课程

之后就可以开始自由规划课程安排。本专业允许学生

利用较多的选修课程来准备未来本科毕业后的各种方

向，包括研究生学习（语言学、文学、传播学、新闻学、

教育学等学科）、外语教学、出版或者各类公司及国

际组织中要求拥有较高英语交流技能的岗位。2019

年，本专业入选了浙江省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英语专业积极培养学生加入引领世界新思潮和行

动的行列 , 例如教师、作家、学者等。英语专业注重

高级英语应用技能的培养，为各种职业生涯的成功做

好准备。本专业鼓励学生深入了解语言学习的各个方

面，如英语的结构和起源、体裁分析、英语在不同学

科中的应用以及英语的语言特征等。此外，英语专

业积极培养学生将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和学习技

能，英语和汉语的翻译和口译技能，以及高级写作技

能。英语专业学生积极参与学术讨论，培养科研与学

术能力，磨练批判性思维能力。

· 出国进行研究生教育深造；

· 英语、法律、新闻、国际研究、商业等相关领域；

· 英语教学；

· 英语笔译和口译；

· 要求拥有较高英语交流技能的岗位。

职业前景 //

英语专业教师都是来自应用语言学、修辞学、

TESOL、文学、翻译和其他相关领域的高素质专业人

士，毕业于全球知名院校。

师资团队 //

北大新世纪温州附属学校、英才国际学校

实习基地 //

TESOL（国际英语教师资格证）、上海中 / 高级口译、

TEM-4/8（英语专四 / 专八）、高中教师资格证。

考证情况 //

 · 培养清晰、有说服力的写作能力；

 · 学习伟大的文学作品，探索新的文化；

 · 了解如何批判性地思考社会问题；

 · 具有优秀的英语语言运用能力；

 · 跨文化交流能力；

 · 国际化视野。

知识技能 //

英语语言的结构与起源

英语写作流程

语言学导论

核心课程 //

文化修辞与写作

语言与文学研究

网络写作

ENGLISH
英语 | 国际应用方向

读研去向节选：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华盛

顿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芝加哥大学、宾夕法尼

亚大学、伦敦大学学院 、爱丁堡大学 ......

毕业去向 //

COLLEGE OF 
LIBERAL ARTS人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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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是一门学习思想和行为的学科。这一

学科包含了人类经验方面的所有知识，从人大脑

功能到国家行为，从儿童成长到关爱老年人。在

每一个可想象的领域，从科学研究中心到心理健

康关爱服务，心理学家的事业都是基于对“行为

的理解”。温州肯恩大学提供心理学本科专业，

授予学士学位。心理学专业致力于培养学生在科

学领域包括对人与动物行为的知识，以及进行科

学研究所需具备的知识。

心理学专业毕业生在就业方面通常有许多选

择方向，包括心理健康咨询师、科研助理、育儿师、

教师、公共事业服务者、人事行政人员、统计助理，

也可以选择在研究生阶段继续学习心理学或其他

专业领域。在心理学专业所学到的技能与知识是

非常通用的，拥有心理学的学位可以帮助学生在

应聘竞争激烈的岗位时脱颖而出，同时也能对日

后升职到管理岗位起到帮助。

职业前景 // 在多样的课程之余，我校心理学专业努力为学生

创造实习机会。目前，心理学专业学生可在温州肯恩

大学太阳树心理咨询中心实习。此外，我们与温州医

科大学附属康宁医院合作。学生可在该医院门诊、法

医心理学等不同部门轮岗实习。我们致力于为心理学

专业学生开发各种各样的实习就业机会，以实现全面

发展的教育理念。

实习基地 //

心理学专业包括了对思想与行为的学习。学生将

掌握科研与测评的技能、伦理学方面的知识、人际交

往和交流沟通方面的技能，同时也将理解人类行为的

发展过程。学习心理学可以培养对组织行为、专业性、

意识、感知、理解自我和他人、婚姻与家庭的理解。

同时也为学生提供学习人的性格个性、行为动力和终

身发展的机会。

知识技能 //

专业心理学

心理学统计

测试与评估

核心课程 //

实验心理学

当代心理问题

PSYCHOLOGY
心理学

2020 届毕业生被英国伦敦大学学院、英国杜

伦大学、英国爱丁堡大学、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等

多所名校录取。

毕业去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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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学专业的学生学习创建和传递信息，以告

知、说服和动员周围世界的人们。发展有效的视觉、

口头和书面交流的艺术是职业成功的关键。在温州

肯恩大学，本专业学生向最知名的及获奖的学者、

记者、电影制片人、作家和公共关系专业人士学习，

通过为我校学生报刊写作和报道，以及为我校的广

播和电视台制作内容，为现实社会做准备。在如今

全球通讯传媒发达的时代，我们的学生将通过多样

的技术创造有效的信息。同时，传播系将帮助学生

获得有意义的实习机会，为他们职业生涯的下一步

做好准备。

传播学专业毕业的学生，可以在党政机关、大

小企业单位、非营利组织和其他公共服务机构工作。

本专业是从事国际、跨文化、跨专业公共关系协调

和公共信息传播的专业人才。传播学专业人士是一

个理想的员工，因为他们可以有效地解决问题和促

进改善任何类型的组织。

职业前景 //

公民演讲

大众传媒

公共演讲（高阶）

数字视频制作

公共关系

谈判

核心课程 //

新闻学概论

公共关系写作

传播和媒体理论

公共关系案例

公关活动

COMMUNICATION
传播学

我校目前的传播学专业是公共关系方向。学生将

对当今的传播环境有所了解，并获得成功职业所需的

技能。这些知识和技能包括：

· 在团队和组织建设、领导力、倾听、公共演讲、多

    元文化交流和冲突解决方面提高技能；

· 为出版业、电视、广播和社交媒体创建、制作和编

    辑新内容；

· 理解通过各种渠道进行沟通的最佳实践；

· 学习传播理论和媒体伦理；

· 审查新兴媒体市场和趋势；

· 获得商业关系的敏锐度和宣传技巧；

· 在各个行业建立有意义的联系，建立专业网络。

知识技能 //

WKU

COLLEG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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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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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CHITECTURAL
STUDIES
建筑学

学校强调建筑学是一门工程技术与艺术设计相结合

的专业，突出以人为本的建筑设计价值观，旨在培养能

够深刻理解人本精神，并能将其应用于城市建筑与生活

方式设计的国际化建筑设计人才。课程以设计为先导，

向学生提供广泛的社会科学、人文历史、景观建筑、城

市建筑、建筑史等课程。综合性的课程体系从理论与实

践两方面来培养学生的专业技能，旨在培养学生的创造

性思维、美学意识、科技运用能力、可持续发展意识、

社会多元化理念、建筑伦理和全球视野等多方面的思维、

认识与技能。同时，本专业持续关注各大都市的建筑设

计和城市规划，做到在建筑学领域内与时俱进。建筑学

专业还接受美国国家建筑认证委员会 (NAAB) 的认证评

估。NAAB 是美国国内专门用于认证建筑学专业学位的

权威机构。

随着建筑设计业务专业化需求的提升和建筑设计国

际化趋势的日益显现，具备优秀的问题解决能力并能妥

善处理人与空间的关系，具备与商业客户或政府进行沟

通与协调能力的国际化建筑专业人才，将获得十分宽广

的就业空间。毕业生可以成为建筑设计师、景观设计师、

环境设计师、城市规划师、建筑项目管理者等，或将所

学的知识技能运用到其它相关的设计领域，比如工业设

计和服装设计等。此外，毕业生还可以选择继续在国际

舞台上深造，考取美国注册建筑师执照。

职业前景 //

建筑学专业旨在培养能够运用手工模型、数码技术、

图型设计等专业技能进行分析和重构；了解构成设计、

建造技艺、结构力学、建筑史等领域专业知识和基本准则；

掌握城市、社区的基本规划方法；灵活运用调研、分析、

提案等方法应对不同的建筑设计业务；熟练运用英语在

国际建筑设计业务中进行有效的沟通；具备全球视野并

能够影响当代社会的国际化高层次建筑学领域人才。

培养目标 //

（1） 项目任务式的设计教学模式

本专业全面实行小班制教学模式，每个课堂

的学生数量控制在 15 人左右，保障每个学生与学

生之间、学生与教师之间的互动和交流，从而更

加直接地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能力以及独立发现

问题的能力。建筑学专业围绕学生个体发展开展

教学活动，使得教学活动在时间、空间上得到重组，

并在一定程度上增强教师与学生在课堂教学中的

活动密度、强度、效度等。并且实施项目任务式

的设计教学模式，课堂结合理论与实践的探究性

教学模式。

（2） 国际交流学习

建筑学学生有机会参与美国、法国、意大利

等国家的交换学习及短期游学项目。专业教师也

会定期结合学习内容开展温州市内或省内外的实

地考察项目、参加各类讲座与展览。

另外，建筑学专业根据美国肯恩大学麦克格

雷夫斯学院要求，在每年春季学期会举行一次“创

思研讨会”，邀请诸多全国、全球知名设计师来

我校进行学术讲座、开设工作坊等，与学生进行

近距离的学术交流。

教学过程 //

建筑设计概述

工作室课程

技法表达：手工与数码

生态、环境、建筑规范

核心课程 //

建筑结构

建筑系统

建筑史

城市与景观规划

COLLEGE OF 
ARCHITECTURE AND DESIGN 建筑与设计学院WK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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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EG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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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设计以工学、美学为基础，致力于将形

式、功能和美学相结合，以人为本、注重环境原

则，培养强烈的审美观，以及系统扎实的设计基

础和设计动手能力，通过对产品的发明和创造，

对现有产品的创新与升级以实现更好的人居环

境。

学生将从基础课程开始学习，如产品设计理

论基础、通识教育、艺术史等。在完成基础课程

后，学生将系统地学习专业课程，比如：CAD 

和 3D 建模、 设计图与 CAD 在工业设计中的运

用、模型设计、家具制作等。

产品设计专业颁发艺术学学士学位，美国肯

恩大学产品设计专业已获得美国艺术与设计学

院协会 (NASAD) 的认证。

产品设计毕业生在各种充满活力的行业

中拥有成功的职业生涯，结合了艺术、商业

和工程学来创造以消费者为中心的当代设计。

本专业与美国国际产品设计业务接轨，

为学生提供不同于本土设计的就业及培训。

在完成本科学习后，学生还能继续在国际舞

台上深造。毕业生可在各类设计机构或产品

制造企业从事产品设计、产品创新研发和设

计管理等工作。

职业前景 //

培养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掌握

扎实产品设计基础理论和技能，具有新产品开发

及产品创新能力，能够适应潮流并努力变革的适

应能力强、实践能力强的具有国际化视野的复合

型、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

培养目标 //

CAD 和 3D 建模

家具制作

产品设计史

基本产品设计

核心课程 //

模型设计

设计草图

产品设计工作室

产品设计作品集设计

INDUSTRIAL
DESIGN
产品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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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PHIC DESIGN
视觉传达设计

视觉传达设计专业从理论知识和实践技

能两方面展开，在概念、策略、技巧、实践

以及研究方法方面为学生提供资源和指导，

使学生能够进入专业性的设计领域工作并获

得持续性的成功。

学生在第一年完成绘图、印刷排版、艺

术史、设计与工艺设计等视觉传达基础课程

后，可以通过选择视觉识别与信息设计、品

牌设计、广告设计、网页设计、动态影像设

计和其他设计课程来追求更适合自己的设计

领域。

视觉传达设计专业包括大量的工作室课

程和计算机实践课程，由国际专业设计师执

教，并通过为学生提供设计实习机会来增加

学生的实践工作经验。

2017 年，视觉传达设计专业被立项为浙

江省高校“十三五”特色专业；同年，本专

业通过了美国艺术和设计学院协会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chools of Art and Design )

的认证，是国内唯一一所得到认证的院校。

2019 年，视觉传达设计专业入选了浙江省一

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 为学生提供高度专业的设计类课程，以培

养学生认识并运用设计和视觉艺术理论知识

的能力及挖掘学生的职业潜能；

 · 培养学生对设计独立思考的能力，注重学

生自我提升；

 · 为学生提供一系列理论和实践以及综合课

程，使学生掌握设计的概念性发展、创造和

执行能力；

 · 培养学生批判性和创造性思维模式、审美

意识、科技的高效运用技能，以及与专业相

关的可持续性发展意识和多元化的全球观。

培养目标 //

视觉传达设计专业的毕业生可以在多个

设计领域成为专业设计师，比如品牌设计、

广告设计、网页设计、动态影像设计和包装

设计。毕业生还能运用他们多方面的技能从

事其它有关设计领域的工作，比如工业设计

和环境设计。

职业前景 //

2018、2019 届视觉传达设计专业毕业

生，大部分选择出国继续深造，多为全球前

100 强高校。

读研去向节选：帕森斯大学、普瑞特艺

术学院、伦敦艺术大学、雪城大学、萨凡纳

艺术与设计学院、悉尼大学、西交利物浦、

中国美术学院、克兰布鲁克艺术学院、利兹

大学、新南威尔士大学 ......

毕业去向 //

工作室技能

字体排版设计

印刷概念

动态图形设计

核心课程 //

图像表现

基于移动设备的设计

设计的批判视角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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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设计专业致力于培养以符合环境

可持续性原则为基础的，具有系统整体的

环境设计观和综合素质，人文精神和国际

视野，并熟练掌握环境设计的专业理论知

识、方法与实践技能的专业设计人才。环

境 设 计 是 一 门 交 叉 学 科， 运 用 自 然 光、

人 工 照 明、 家 具、 软 装 等 配 置， 对 空 间

进行设计创作，使建筑物的室内外空间环

境，体现出特定的艺术人文氛围或风格。 

学生将从基础课程开始学起，课程包括通识

课程、设计基础课程、艺术设计史、环境设

计理论课程等，在完成基础课程之后，学生

将系统地学习专业课程，比如可视化设计、

环境设计制图、建筑图纸与效果图、 家具制

作、室内设计 - 商业实践等。

环境设计专业包括大量的工作室课程和

计算机实验课程，由国际专业设计师执教，

并通过为学生提供设计实习机会来增加学生

的实践工作经验。

环境设计专业颁发艺术学学士学位，美

国肯恩大学环境设计专业已获得室内设计和

认证委员会 (CIDA) 的认证。

培养学生以符合环境可持续性原则为基

础的，具有系统整体的环境设计观和综合素

质，人文精神和国际视野，并熟练掌握环境

设计系统的专业理论知识、方法与实践技能

为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提供专业导师的指导，

探索建筑环境的各方面设计领域，并清晰地

了解未来规划。

培养目标 //

环境设计专业与美国国际建筑设计、室内

设计业务接轨，为学生提供不同于本土设计的

就业及培训。在完成本科学习后，学生还能继

续在国际舞台上深造。环境设计师是一个多方

面的职业，毕业生可以在多个设计领域成为专

业设计师，如从事建筑室内外环境设计、景观 

设计、环境装饰设计、空间规划师等方面系统

性设计和设计管理与研究的工作。

职业前景 //

室内设计介绍

室内设计制图

建筑图纸与效果图

建筑照明设计

核心课程 //

建筑施工与施工办法

室内工作室设计

室内设计 - 商业实践

设计与建造环境

INTERIOR DESIGN
环境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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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PUS
FACILITIES
\\ 校园设施

商务与公共管理学院大楼 通识教学楼

设计专业教室 彭博金融实验室

物理实验室

公共空间

GRE、托福考点 多功能报告厅

纪念品商店

综合球馆内部综合球馆外景

苹果机房

食堂

健身房

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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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PUS
LIFE

\\ 校园生活

公寓外景 标准套间 套间客厅 学习讨论室

温州肯恩大学学生事务部住宿生活中心致力于打造一个安全、设施良好的学习型生活社区（书院），住宿生活中

心认为住宿生活是整个大学教育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 能够为学生提供接触多元文化的机会，同时也是学生获得各种

个人学习经历的机会，可以补充和促进他们的学业发展。住宿生活中心将通过举办类型多样的活动及引导学生有效利

用现有资源，促进学生最大程度地取得学业上的成功并实现个人目标。

温州肯恩大学学生事务部住宿生活中心致力于打造一个安全、设施良好的学习型生活社区（书院），住

宿生活中心认为住宿生活是整个大学教育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 能够为学生提供接触多元文化的机会，同时

也是学生获得各种个人学习经历的机会，可以补充和促进他们的学业发展。住宿生活中心将通过举办类型多

样的活动及引导学生有效利用现有资源，促进学生最大程度地取得学业上的成功并实现个人目标。

住宿生活中心 //

温州肯恩大学目前有培训楼、兰庭、梅园、竹轩、菊苑、榕楼 6 栋公寓楼，房型包含 4 人间高床、4 人

高床套间（2 个双人间）、4 人低床套间（2 个双人间）、3 人低床套间（一个单人间，一个双人间）、4 人

低床套间（1 个双人间，两个单人间）、2 人间低床，房间内包含独立卫生间，24 小时热水、空调、免费

Wifi。高床尺寸约为 0.9 米＊ 2 米，低床尺寸约为 1 米＊ 2 米 , 每栋楼还配备了一定的生活、学习、运动设施，

如洗衣房、健身房、台球室、学习讨论室等。

公寓设施 //

书院导师，即 RHD，主要负责全

体住宿生的服务引导支持和书院的日

常管理。指导书院的导生团队开展博

雅教育活动；配合学生学术支持服务

中心对学业困难学生进行关注；制定

并实施学生行为规范，并按照规定对

违纪学生进行处分教育；配合资助办

公室开展奖学金以及勤工助学项目；

调解寝室纠纷，办理寝室变动等。

书院导生 , 即 RA，一般由

优秀学生担任，致力于帮助大

一新生迅速过渡到大学生活，

同时为在校生提供学术支持和

个体关注，从而完成大学到社

会的过渡，RA 的工作内容包含

每月安全卫生检查、居民谈心

谈话、协调寝室矛盾、召开楼

层会议、举办公寓文化活动等。

各个公寓楼栋均安排了两

位宿管，负责公寓内各类设施

设备报修、进出管理等。

工作团队：书院导师 工作团队：书院导生 工作团队：宿管

公寓大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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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PUS
ACTIVITIES
\\ 校园活动

学生领导力与服务中心致力于提供获得领导力提升培训、参与社区服务、参加服务学习课程和校园各

类学生团体发展的机会，同时中心是学生参与校内外志愿者活动的连接点。 我们用不同的活动项目帮助

和培养我们的学生，在多样化、全球化的大环境下积极参与国际事务，表现其卓越领导力和社会责任感。 

该中心同样会协助学生组织策划并参与学术课堂以外的各样活动，以补充实践经验。

2019 年 8 月，8 名温肯学子受邀参加由联合国人道主义事

务组织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办的的第十届世界大学生领袖研讨

会。这次研讨会将世界上 1500 位最有前途的领导人聚集到亚洲

中心的平台上。提供国际交流机会，提升学生领导能力，培养学

生成为具有国际视野的未来之星。

2019 年 11 月 26 日，备受温肯儿关注的 “校长晚宴” 如

期而至。在晚宴上，校长王立博士和学生事务副校长许书利博士

就学习、生活等方面和同学们进行了互动交流。

Music Festival 温肯学生自制的各种音乐节相约而至。草坪、

电音、颇具美式风格的元素将温肯夜晚点缀得格外闪耀。在这里

你可以尽情感受温肯学子如火般的热情！

青协每学期开展小学支教项目，学生志愿者们报名后通过层

层筛选成为小老师，每周前往市内的城乡小学教授各类特色课程，

如趣味英语、葫芦丝、足球等，为小学生们带去不一样的课程体验。

志愿者们每年平均对 6 所学校进行支教活动，温肯支教队伍的足

迹遍布温州市。

温肯学子受邀参加国际会议

温肯音乐节 支教项目

校长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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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大咖会邀请外教、优秀行政员工、校外杰出人士进公寓

开展讲座。

学生参与社区猎豹行动，通过系列游戏和运动增加学生之间

的了解。

分享夜，来自五湖四海的同学们相聚分享各自的好物及经历，

感受来自学校大家庭的温暖。

礼仪之邦活动，为学生提供了体验不同国家的文化的机会。

走进大咖

猎豹行动

分享夜

礼仪之邦

为了建设学习型的生活社区，书院导生（RA）会举办各种丰富多彩的公寓文化活动，涵盖个体发展、

多元文化、公民意识和社区归属感建设等维度，特色活动例如早餐约会、Look Who’s Speaking 走进大咖、

猎豹行动、国学文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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