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办学特色 FEATURES 

国际师资 · 美式教学

International Faculty, American Pedagogy

全面引入美国优质教育资源，90% 以上的课程

从美国肯恩大学引进，90% 以上的教师由美国

肯恩大学与温州肯恩大学全球招聘，采用美国

原版教材。以国际先进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模

式，培养具有全球视野，通晓国际规则和事务，

具备创新、创造和开拓能力的国际化人才。

精彩社团 · 数字校园

Diverse Student Activities, Digitalized Campus

学校现有40多个学生社团。学生可结合专业

和兴趣参与，培养领导力、创新力、团队合

作精神和社会责任感。校园配备大量的学习

空间，学生可通过智能设备随时随地学习并

通过VPN便捷获取国际教育资源。

环境优美 · 设施先进

Beautiful Environment, State-of-the-art Facilities

学校坐落于环境优美的浙南花乡。教室配

备现代化的智能教学设备。学生公寓以美

式标准布局，以两室一厅结构为主。配备空

调，24 小时供应网、电、热水。

中美文凭 · 开放交流

Dual Degrees, Open Exchange

学生毕业后授予美国肯恩大学学士学位、

温州肯恩大学学士学位，并颁发温州肯恩

大学本科毕业证书。在读期间可赴美国肯

恩大学参加文化交流学习。

英文环境 · 探究学习

English Instruction, Inquiry-Based Learning

实行小班全英文教学，注重师生互动、探究

式学习。学校设立英语语言中心，帮助学生

尽快适应全英文教学环境。学生学术支持

中心为学生提供学业咨询、学业辅导等多

种形式的学业支持服务。

温州肯恩大学招生办

电话：0577-55870111

QQ 招生咨询群：231407342

微信公众号：温州肯恩大学招生办

邮箱：admissions@wku.edu.cn

官网：WWW.WKU.EDU.CN

浙江省温州市瓯海区大学路 88 号

联系我们 CONTACT US

WENZHOU-KEAN UNIVERSITY
“3 in 1” ADMISSIONS

温州肯恩大学是由教育部批准设立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中美合作大学。

学校面向全国多个省市本科第一批次招生（本科一、二批合并省市列入本科批次招生），面向浙江省本科普通批次招生。

学校致力于建设成为一所以生为本、创新包容、多元发展，具有世界级教育水准的大学。

浙江省院校代码：0168



已经参加2019年浙江省普通高校招生考试报名的考生，学业水平测试各科目成绩合格，综合素质评价须达到B等（含）以上（我校认可往届生相应科目

的学考成绩；对于高考改革前的往届生综合素质评价须达到P等，其中通用技术和信息技术两项合并取高的等第作为技术科目学考等第）；将学业水平

测试10门成绩折算成满分为150分，A等计15分，B等计10分，C等计5分，D等及以下不计分。报名条件如下：

·普通类：学业水平测试折算成绩达到90分（含）以上；

·特长类：学业水平测试折算成绩达到70分（含）以上，并在特定项目中获得奖项或荣誉;

* 注：报名条件详见《2019 年温州肯恩大学“三位一体”综合评价招生章程》

报考须知 APPLICATION INSTRUCTION

“三位一体”招生特色 “3 in 1”ADMISSIONS HIGHLIGHTS

倡导服务社会，引领素质教育 测试形式新颖，引进美式风格

为选拔综合素质高，社会责任感强，并适合我校美式教育的考生，我校于 2019

年将继续实施并深化“三位一体”综合评价招生。除了评估学业成绩以外，综合

评价学生的学业水平、社会服务意识、实践能力和公德意识等，促进学生素质

教育改革。

我校综合测试以中英双语进行。测试形式充分体现美式风格，为考生营

造轻松、人性化氛围的同时，评估考生对美式课堂的适应能力和批判

性、创造性思维。考生无需事先进行学业复习准备，只需做最好的自己。

重要时间 IMPORTANT DATES

1. 网上报名时间：2019 年 2 月 25 日 9:00 - 2019 年 4 月 1 日 17:00；

2. 材料邮寄截止时间：2019 年 4 月 1 日 ( 在此日期前寄出，以当地邮戳为准 )；

3. 材料评审结果查询及、报名缴费时间：2019 年 4 月 8 日 9:00 - 

   2019 年 4 月 15 日 16:00 （超期未缴费者视为放弃报考）；

4. 准考证打印：2019 年 4 月 16 日 9:00 起；

5. 考生报到、综合测试：2019 年 4 月 20 日 - 4 月 21 日（以具体通知为准）；

5. 综合测试结果查询：2019 年 5 月 1 日起（以具体通知为准）。

报名材料 APPLICATION MATERIALS

1. 由考生本人签名的《报名表》；

2. 根据《报名表》中填写的获奖和特长等信息，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复印件，所提供的复印件须由所在中学教务处审核并加盖公章，

同时要求考生本人在复印件上签名，以对其真实性负责；

3. 考生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

*  注：材料递交方式详见《2019 年温州肯恩大学“三位一体”综合

评价招生章程》

相关费用 FEES

1. 通过我校材料评审并参加综合测试的考生收取报考费，标准为 

140 元 / 生。

2. 通过“三位一体”录取学生的学费、住宿费与我校统一高考招生

录取的学生费用一致。

测试方案 EXAM SCHEMA

综合测试分专业进行，主要测试语言为英语，形式分为两部分：

1. 教学适应性评估（笔试）：主要考核学生的英语语言应用能力、逻辑思维分析能力。

2. 专业潜质评估（面试）：主要考察学生的专业匹配度及潜质等。

综合测试成绩（满分 100 分）=教学适应性评估 *40% + 专业潜质评估成绩 *60%

2019 年“三位一体”招生专业 MAJORS OF “3 IN 1” ADMISSIONS

注：

1. 以上专业选考科目要求与省教育考试院网站已公布的 2019 年统一

高考选考科目要求一致。考生填报专业志愿时须满足选考科目相应

要求。

2. 三位一体录取的学生入校后第一学期内，可在我校当年进行三位一

体招生的专业中自主选择，二次确定修读专业。建筑学专业将有条件

地接受少量其他专业学生转入（须在英语浸润营项目期间即 2019 年

8 月 19 日至 8月 30 日提出申请），但不影响建筑学本专业学生在第

一学期内自主选择转入其他专业。详情请致电：0577-55870060。

3. 国际商务专业含一门要求在境外完成的实践课程，通常安排在高年

级某一个夏季学期，时长 1个月，学费 1500 美金左右，不包含交通食

宿及保险等费用，不同食宿标准可参考美国肯恩大学官网。

4. 学生毕业后颁发温州肯恩大学本科毕业证书，符合条件者授予美国

肯恩大学学士学位，同时授予温州肯恩大学学士学位。

5. 报考建筑学专业考生须携带个人创意实体作品集于专业潜质评估阶

段（面试）向考官展示。创意作品集形式包括但不仅限于绘画作品、设

计作品、摄影作品及其它艺术作品，作品数量至少 1份。详情请致电：

0577-55870060。

招生专业 选考科目要求

合计

计划

金融学（国际金融方向）

国际商务

会计学（国际会计方向）

市场营销（国际方向）

管理科学（国际供应链和信息管理方向）

英语（国际应用方向）

心理学

数学与应用数学（数据分析方向）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生物科学（细胞与分子方向）

建筑学

不限

不限

不限

不限

不限

不限

不限

不限

物理、化学、技术

不限

不限

19

6

16

5

6

13

7

6

12

4

6

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