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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概况
ABOUT WENZHOU-KEAN UNIVERSITY

2021软科
中国大学排名 163
软科2019届本科
毕业生深造排名 13

3500+

现有在校生数量

4个学院
18个普通类本科专业（含方向）

+3个艺术类本科专业

全英文教学

100% 的专业课程从美国
肯恩大学引进，采用国际
原版教材。100% 的专任
教师从全球招聘。

100%

自由赴美交换

在校生成绩良好，无违纪
记录，可从大二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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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班化授课

探究性、合作性教学

在校生

来自
国家/地区

17

毕业文凭

1+2=3
美国肯恩大学学士学位证
温州肯恩大学毕业证
温州肯恩大学学士学位证

学业支持

为学生提供全方位
学业支持服务

PIEP 英语强化项目
英语语言中心
学术支持中心

学生科研支持

师生搭档科研项目
学生科研日
学术会议科研资助

专业自由选

新生入学后第一学期
内，可自由选择专业
( 具体详询教务部及
各专业所在学院 )。

本硕直通车

符合要求的温州肯恩大学
学生报考本校研究生可纳
入学校本硕直通车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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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助学金
SCHOLARSHIPS & GRANTS

新生奖学金（详见官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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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勤工助学项目

本办法解释权归温州肯恩大学招生办、学生事务部 

注：各奖助学金项目依据最新政策执行，详见官网。

国家励志奖学金

国家助学金

浙江省政府奖学金
根据国家名额分配 根据国家规定执行

浙江省政府来华留学生奖学金

领导力或公共服务奖学金

一鸣启智创新奖学金

台湾学生奖学金

学业一等奖学金 各年级各专业在校学生人数的2% 10000元

5000元

10000元

5000元

2000元

3000元

3000元

3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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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体育或艺术奖学金
3000元

3000元

3000元

5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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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划年度奖励个人20名

计划年度奖励团体8名

学业二等奖学金

学业三等奖学金

科研或创新奖学金

院长
奖学金

一等奖学金
根据国家专项拨款进行分配

一事一议 不超过一年的学费

二等奖学金

海外学习
奖学金

奖助学金明目 名额/年 金额/年

国家奖学金

校助学金

政府类奖助学金

校级奖助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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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去向-升学部分
CAREER PROSPECTS-FURTHER STUDY

温州肯恩大学前六届毕业生升学就业率在毕业一年后达 以上 海外升学成为毕业生首要的选择。95%

60%约

选择继续深造

2021届
毕业生中

进入世界排名
前10的顶尖高校

11%约

（根据2022QS、
USNEWS、

THE世界大学排名）

在选择升学
的毕业生中

50%
进入世界排名
前50名校

约 67%
进入世界排名
前100院校

约

伦敦大学学院 （QS-8）

爱丁堡大学 （QS-16）

曼彻斯特大学 （QS-27）

伦敦大学国王学院 （QS-35）

伦敦政治与经济学院 （QS-49）

杜伦大学 （QS-82）

华威大学 （QS-61）

格拉斯哥大学 （QS-73）

布里斯托大学 （QS-62）

利兹大学 （QS-92）

约克大学 （QS-151）

伯明翰大学 （QS-90）

诺丁汉大学 （QS-103）

兰卡斯特大学 （QS-132）

统计截止于2022年2月

北
美

英
国

欧
洲

中
国

亚
洲

大
洋
洲

哈佛大学 （QS-5）

芝加哥大学 （QS-10）

哥伦比亚大学 （QS-19）

宾夕法尼亚大学 （QS-13）

康奈尔大学 （QS-21）

杜克大学 （QS-52）

美国西北大学 （QS-30）

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 （QS-23）

布朗大学 （QS-60）

弗吉尼亚大学 （QS-226）

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 （QS-300）

佛罗里达大学 （QS-173）

罗切斯特大学 （QS-154）

美国东北大学 （QS-342）

俄亥俄州立大学 （QS-120）

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 （QS-75）

马里兰大学 （QS-158）

维克森林大学 （QS-429）

南安普顿大学 （QS-77）

卡迪夫大学 （QS-151）

谢菲尔德大学 （QS-95）

巴斯大学 （QS-166）

皇家艺术学院

（QS艺术与设计类1）

伦敦艺术大学伦敦传媒学院

（QS艺术与设计类2）

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 

（QS艺术与设计-全球第15，全英第4）

金斯顿大学

（《卫报》设计专业-全英第1）

......

纽约大学 （QS-42）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 （QS-25）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 （QS-48）

卡内基梅隆大学 （QS-53）

华盛顿大学 （QS-85）

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 （QS-82）

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 （QS-107）

波士顿大学 （QS-112）

南加州大学 （QS-112）

帕森斯设计学院 （QS全美艺术与设计1）

普瑞特艺术学院 （QS全美艺术与设计5）

纽约大学提斯克艺术学院 （QS-42）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 （QS-26）

麦吉尔大学 （QS-27）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 （QS-46）

麦克马斯特大学 （QS-140）

布鲁克大学

......

北京大学深圳国际法学院 （QS-18）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 （QS-18）

复旦大学 （QS-31）

中国美术学院

（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

北京师范大学 （QS-270）

西南财经大学

西南政法大学

上海财经大学

首都师范大学

浙江工商大学

华中师范大学

山东财经大学

浙江理工大学

上海大学

东华大学

云南民族大学

香港大学 （QS-22）

香港中文大学 （QS-39）

香港科技大学 （QS-34）

香港理工大学 （QS-66）

香港城市大学 （QS-53）

香港浸会大学 （QS-287）

澳门大学 （QS-322）

宁波诺丁汉大学

昆山杜克大学

西交利物浦大学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

佐治亚理工深圳学院

......

墨尔本大学 （QS-37）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QS-27）

悉尼大学 （QS-38）

昆士兰大学 （QS-47）

新南威尔士大学 （QS-43）

莫纳什大学 （QS-58）

阿德莱德大学 （QS-108）

新西兰奥克兰大学 （QS-85）

......

新加坡国立大学 （QS-11）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QS-12）

新加坡管理大学

沙特阿卜杜拉国王科技大学 

韩国高丽大学 （QS-74）

日本冈山大学

日本筑波大学 （QS-285）

......

芬兰阿尔托大学 （QS-112）

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 （QS-55）

荷兰伊拉斯姆斯大学 （QS-179）

荷兰乌得勒支大学 （QS-110）

意大利博科尼大学

（2021金融时报欧洲商学院排名欧洲第5）

爱尔兰都柏林圣三一学院 （QS-101）

爱尔兰都柏林大学 （QS-173）

西班牙庞贝法布拉大学 （QS-248）

西班牙圣安东尼奥天主教大学

德国慕尼黑工业大学 （QS-50）

德国EBS商学院

德国曼海姆大学 （QS-423）

德国法兰克福大学 （QS-340）

瑞典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 （QS-148）

瑞典乌普萨拉大学 （QS-124）

法国SKEMA商学院

瑞士酒店管理学院

......

部分升学名校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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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去向-就业部分
CAREER PROSPECTS-EMPLOYMENT

普华永道国际会计公司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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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民生银行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上海浦发银行

道富（浙江）

宁波银行

中国银河证券

上海证券

中信建投

宁波诺丁汉大学

温州肯恩大学

浙江工商大学

西湖大学

香港城市大学

上海市财政局

上海市市场监管局

宁波市国税局

浙江省第一监狱

宁波北仑大榭开发区国税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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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惠立学校

上海电气集团

中国石油天然气

彭博（上海）

中国华为

链家（北京）

中国腾讯

字节跳动

北京快手

网易（杭州）

索尼（中国）

特斯拉汽车销售服务

雀巢（中国）

百胜（中国）

达能（中国）

美团

智威汤逊（中国）

领英中国

中国诚通投资

中国招商引资在线

佛吉亚集团

仲利国际租赁

上海汉得信息技术

英特集团

狮丹努集团

苏泊尔

杭州圆通

新通教育集团

青山控股集团

公牛集团

海澜之家集团

万丰奥特控股集团

新东方培训中心

全友家私

宁波雅戈尔

海亮集团

宁波利时日用品

奥克斯空调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

支付宝（杭州） 

蚂蚁智信（杭州）

海尔集团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

中汇会计事务所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吉利控股集团

双汇股份

……

受聘于世界500强、中国财富500强、国内外知名企业、
机关事业单位、金融机构及其他企业等单位。

部分毕业生
选择直接就业

部分就业单位名单

统计截止于2022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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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毕业生代表
OUTSTANDING GRADUATES

温肯专业：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读研院校：哈佛大学

世界大学排名1（2022 US NEWS）
世界大学排名5（2022 QS）

窦婉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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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2022 US NEWS）

傅潇婷

温肯专业：数学与应用数学
读研院校：新加坡国立大学

世界大学排名11（2022 QS）

陶    政

温肯专业：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读研院校：斯蒂文斯理工学院

全美大学排名83（2022 US NEWS）
就职单位：LinkedIn领英中国

郑大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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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022 QS）

励聘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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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022 US NEWS）

夏    雪

温肯专业：金融学
读研院校：芝加哥大学

世界大学排名10（2022 QS）
就职单位：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何奕韬

温肯专业：市场营销
读研院校1：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读研院校2：美国西北大学

英国G5超级精英学校
英国大学排名5（2022 THE）

袁正清

温肯专业：视觉传达设计
读研院校：帕森斯设计学院

艺术与设计类院校世界排名3（2021 QS）
艺术与设计类院校全美排名1（2021 QS）

就职单位：浙江吉利控股集团

陈律名

温肯专业：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读研院校：萨凡纳艺术与设计学院

艺术与设计类专业世界排名33（2021 QS）
就职单位：腾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李    沐

温肯专业：金融学 
杭州葫陆实业有限公司创始人

排名不分先后

徐海宁

温肯专业：会计学
读研院校：杜克大学

世界大学排名23（2022 US NEWS）
就职单位：北京快手科技有限公司

张一弛

温肯专业：英语 
读研院校：哈佛大学

世界大学排名1（2022 US NEWS）
世界大学排名5（2022 QS）

查艺文

就职单位：扇贝英语 产品经理

温肯专业：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读研院校：宾夕法尼亚大学

全美大学排名8（2022 US NEWS）
世界大学排名13（2022 QS）

陈    飘

温肯专业：会计学
读研院校：康奈尔大学

美国常春藤盟校
世界大学排名21（2022 QS）

孙子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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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2022 US NEWS）
就职单位：美国摩根大通银行

毛潇涵

温肯专业：英语
读研院校：美国西北大学 新闻学专业
全美大学排名9（2022 US NEWS）

新闻专业所在Medill新闻学院全美排名1

李    越

温肯专业：视觉传达设计
读研院校：伦敦皇家艺术学院

艺术与设计类院校世界排名1（2021 QS）

路芷怡

温肯专业：会计学
读研院校：北京大学国际法学院
世界大学排名18（2022 QS）

陈风雅

就职单位：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

温肯专业：金融学
读研院校：上海财经大学硕博连读

陈   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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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022 US NEWS）
就职单位：彭博资讯（上海）有限公司

冯    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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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科研
STUDENT RESEARCH

温州肯恩大学坚持 “寓教于研”、“科研育人”。学校大力支持师生开展科研，在科研实践中培养学生
的社会责任感、创新探索精神、思辨分析能力和终身学习的能力。

Assessing the Risk of Probiotic Dietary Supplements 
in the Context of Antibiotic Resistance Frontiers in Microbiology1 SCI II

Probiotic Supplements: Hope or Hype? Frontiers in Microbiology2 SCI II
GCPred: a web tool for guanylyl cyclase 
functional centre prediction from amino acid 
sequence

Bioinformatics3 SCI III

Computational Identification of Functional 
Centers in Complex Proteins: A Step-by-Step 
Guide With Examples

Frontiers in Bioinformatics4 国际学术
期刊

Using Social Media Content to Identify Mental 
Health Problems: The Case of #Depression in Sina 
Weibo

Review of Integrative Business and Economics 
Research5 国际学术

期刊

A study of environmental disclosures practices in 
Chinese energy industry

Asian Journal of Sustainability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6
国际学术
期刊

Factors Influencing Consumers' Purchase Intentions 
Towards Made-to-Order Tea Drinks in Chin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ood and Beverage 
Manufacturing and Business Models7 国际学术

期刊

Incorporating Singular Value Decomposition in 
User-based Collaborative Filtering Technique for a 
Movie Recommendation System: A Comparative 
Study

Proceedings of the 2019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attern Recognition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9 EI收录

会议期刊

Aspect-based Sentiment Analysis on mobile phone 
reviews with LDA

Proceedings of the 2019 4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achine Learning Technologies

10 EI收录
会议期刊

论文 期刊 期刊级别序号

Cloud-Based Class Attendance Record System Proceedings of 2019 IEEE 5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er and Communications8 EI收录

会议期刊

学生已累计在被 SCI、SSCI 等检索的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 120 余篇

下表为学生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论文（部分）

学生科研日 Student Research Day 
活动旨在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团队协作能力、社会实践能力。迄今，已连续
开展6届学生科研日活动，累计有1800余名学生参加，展示1120个项目。

师生搭档科研项目 Student Partnering with Faculty/Staff Research 
Program (SpF/SpS/SSpF)
项目鼓励老师指导学生开展学术研究。迄今，共有 500 余名学生参加，参与指
导的老师 100 余位，实施项目 169 个，累计获得资助资金 420 余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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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科研创新资助 Funding for Student Academic Research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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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至今，已资助学生参加学术会议约230人次。



专业设置
ACADEMIC PROGR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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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学（国际会计方向）
ACCOUN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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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将指导学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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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够在未来从事国际化工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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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财务人才需求的态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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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及参考。部分课程还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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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于 2020 年 10 月获

五年续期认证。学生达到相关要求可以申请免考

6 门科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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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签署合作实习备

忘录，双方对开设实习培养课，毕业求职辅导等

达成合作，为会计学专业学生提供高起点实习平

台。除图书馆的专业图书和期刊外，学生还可共

享美国肯恩大学的图书期刊资源，使用 CEIC 

China Database, CSMAR, Business Insight 

Global 等电子数据库查找会计行业相关数据，进

行学术研究。

商务与公共管理学院

专业简介

会计学（国际会计方向）专业引导学生深入

了解管理会计制度和管理职能，熟悉通晓各类商

业欺诈案例（如职业欺诈和非职业欺诈等），并

具备为政府、学校、医院和其他非营利组织提供

资金核算的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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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中，使学生能

够熟悉信息化环境下的会计业务流程。该专业还

培养学生掌握编制各类财务报表的技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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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学（国际会计方向）专业是我校目前商

科类最受欢迎的专业之一。该专业为学生提供国

际化的学习体验和技能培养，凭借在校期间所获

得的专业能力和综合素养，我们的毕业生能够在

会计从业领域中胜任各种不同角色，在会计行业

具有很高的认可度。另外，CPA Australia 认证

也有助于学生在就业市场上脱颖而出，获得职业

晋升及更多岗位选择的机会。

职业前景

毕业生就业去向：金融（银行 / 基金 / 证

券 / 期货/ 理财）、 财务、审计、税务、统计等。

毕业生升学去向：超过 60% 的学生选择

出国深造，升学院校包括哥伦比亚大学、宾夕

法尼亚大学、杜克大学、康奈尔大学、华盛顿

大学、伊利诺伊香槟分校（全球排名第一的会

计硕士专业）、香港大学、北京大学深圳法学

院等。

毕业去向

核心课程

联邦所得税

审计学

高级会计

中级会计

财务报表分析

会计信息系统

成本会计

国际商法

国际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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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学（国际金融方向）
FINANCE

COLLEGE OF BUSINESS AND PUBLIC MANAGEMENT

浙江省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浙江省一流学科建设项目（应用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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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学入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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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掌握经济学和国

际金融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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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培养学生的洞察力、分析

能力、批判性思维以及创新意识。经过四年的专

业培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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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后能够在银行、证券、保险、基金、信

托租赁等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胜任金融产品的

研发、应用、评估等相关工作, 成为具有较强实践

性和全球竞争性的高层次金融人才。

专业简介

金融学专业主要涵盖国际金融、应用金融、

数理金融等领域，在课程设置上具有合理的知识

结构，既为学生提供扎实的数理金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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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金融产品等。同时，

专业教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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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就业能力及综合

竞争力。

知识技能

金融衍生品 经济学计量方法

中级宏观经济学

国际商务金融 中级微观经济学

金融机构与市场 投资与投资组合管理财务报表分析

核心课程

金融行业是国内以及国际上具有高成长性的

行业，近些年来，对行业人员尤其是具备全球化

视野和国际经历经验的复合型专业人才呈现高需

求趋势。金融学专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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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曼哈顿金融中心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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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

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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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攻读研究生及出国深造，其中 55% 的毕业生进

入世界排名前 50 的院校，包括哥伦比亚大学、

芝加哥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多伦多大学、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等；部分毕业生选择国内考

研，升入北京大学国际法学院、上海财经大学等

国内知名高校。

毕业去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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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 BUSINESS

商务与公共管理学院 浙江省一流学科建设项目（应用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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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级的教育。国际商务专业为学生提供独特且全面

的全球化学习体验，所有课程100%为国际师资，

执教师资均具备丰富的专业教学和商业实务经

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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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入选浙江省

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该专业在教学过程中注重理论知识与实践相

结合，部分课程将 Bloomberg 彭博终端的应用

引入课堂，使学生在日后竞争激烈的全球职场中

做好充分的准备。同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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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更有机会与来自世界各地的专业教师互

动交流，并通过全球实践课程参与商业咨询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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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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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目不仅为学生在今

后的国际商务方向工作提供最专业的行业体验，

而且帮助学生树立科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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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简介

毕业生深造率稳定在50%以上，升学院校包括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纽约大学、伦敦政

治与经济学院(LSE)、爱丁堡大学、香港科技大学、悉尼大学等；选择直接就业的学生大多进入

Coach、MCM等知名跨国公司，从事管理类工作。

毕业去向

商业创新

国际市场营销

国际经济与贸易 

组织行为学

国际管理学

商业道德与责任

可持续性全球商业

全球商业实践

核心课程

国际商务专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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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能将使我们的学生在职场上更具竞争力，或者

获得更多的商业机会。

职业前景

国际商务专业知识技能涵盖外汇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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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商务
浙江省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浙江省十三五特色专业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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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营销
MARK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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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将学习如何从当

地的、全国的和全球的市场中找寻机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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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管理等交流活动，部分课程

还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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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院积极联合校外企业家导师，开展创新

创业大赛，为市场营销专业学生提供市场策划的

实践机会。例如浙江一鸣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资助

举办的市场营销马拉松大赛，学生参与度较高且

收 获 良 多。该 活 动 是 黑 客 马 拉 松 比 赛

（Hackathon）发展而来的一个分支，国外名校

（如哈佛、耶鲁）等已多次举办。学院还成功举

办 “Shark Tank 鲨鱼池” 商业策划创业大赛，

冠军队伍 “社交狗” 咖啡团队和 “Page” 校园

纪念品团队获准在校园指定范围注册经营相关业

务，为全校师生服务。此外，商学院还设立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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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简介

COLLEGE OF BUSINESS AND PUBLIC MANAGEMENT

核心课程

营销策略

营销战略研讨

消费者行为

市场研究

国际市场营销谈判策略

（国际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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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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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我们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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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业生深造率超60%，其中近50%进入世

界排名前50名的名校，例如美国杜克大学、纽

约大学、华盛顿大学、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等；而选择直接工作的学生主要进入知名跨国

公司就业，例如Sephora、Coach等。

毕业去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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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理与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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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省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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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与公共管理学院

13

MANAGEMENT (SUPPLY CHAIN AND INFORMATION MANAGEMENT O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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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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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简介

管理科学（国际供应链和信息管理方向）侧

重国际供应链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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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毕业生还可以继续深造攻读研究生项目。

职业前景核心课程

高级管理信息系统

企业对企业（B2B）营销

营销渠道

组织行为学

物流及运输

供应链管理导论 

人力资源管理

商业道德与公司责任



市场研究

商业数据库管理

综合商务战略

商业数据挖掘

商业Python编程

商业分析基础

商业统计及应用

商业分析综合应用

核心课程

COLLEGE OF BUSINESS AND PUBLIC MANAGEMENT

在当下的数据时代，数据资源技术已经成为

公司最重要的战略资源和竞争力，各行各业都亟

需数据分析方面的人才来参与解决实际问题、改

善企业决策。因此，商业分析专业的毕业生在就

业方面选择众多，可选择就职于会计师事务所、

投行、咨询公司、金融机构、互联网公司、信息

技术以及企事业单位、跨国集团公司等行业，从

事如经济分析、市场调研、客户研究、网络安全、

供应链等领域的岗位。

职业前景

商业分析既看重金融、商业、管理知识的

熏陶，也关注大数据分析方法及数理编程的训

练。本专业将教授学生商业基础、计算机技术、

商业统计以及数据挖掘方法，以此来培养学生

综合运用专业知识解决理论与实际问题的能力，

使学生既了解数据分析的前沿发展，又能密切

联系中国实际的行业需要，从而成长为具备较

强的研究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商业分析人才，在

未来能够胜任相关领域的工作。

知识技能

MANAGEMENT (BUSINESS ANALYTICS OPTION)

管理科学（商业分析方向）

商业分析是一门以数据分析结合商业知识为

基础，通过统计和编程来优化企业决策的新兴专

业。温州肯恩大学是目前国内仅有的在本科阶段

开设商业分析的高校。专业旨在培养学生掌握不

同数据分析工具的使用方法，以解决当今大数据

时代中的商业问题与挑战。在本科阶段的学习过

程中，学生将系统学习与商业、统计学、计算机

基础有关的知识技能，掌握数据分析和数据挖掘

方法，培养学生成为具备商业管理与决策优化能

力、拥有前瞻性国际视野并兼具创新精神、团队

合作和社会实践能力的商业分析精英。

专业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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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S
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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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进一步理解如何为自

己或客户取得金融成功或推进宏观层面的货币

政策。学生还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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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测并创建投资组合。经济学专业毕业生或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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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学专业培养学生系统学习经济学相关

理论和专业知识，了解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和

经济学的学术动态。专业参照美国顶尖高校的

课程体系，并顺应大数据时代经济学研究的发

展趋势，特别开设商业 Python 编程课程和商业

数据挖掘等课程，从而培养学生的数理分析能

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为学生提供广阔的

升学和就业前景。

专业简介

经济学专业就业行业广泛，毕业生可从业于

如财务顾问、统计、财务分析、市场研究机构、

资产管理公司、政府部门以及教育机构等。

职业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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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国际经济形势的专业知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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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技能

商业道德与公司责任国际经济学

中级微观经济学

贫困经济学
（或货币银行学）

商业Python编程

经济学定量方法概论

商业分析基础
（或商业数据挖掘/统计数据挖掘）

计量经济学

核心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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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与公共管理学院

浙江省一流学科建设项目（应用经济学）



数学与应用数学（数据分析方向）
MATHEMATICAL SCIENCES(DATA ANALYTICS OPTION)

浙江省一流学科建设项目

温州高校数字经济特色专业

温州肯恩大学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侧重于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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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 A T L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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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专业注重学生各方面能力的培养，2021

年我校首次参加美国大学生建模大赛即取得一项

特等奖、一项一等奖、两项二等奖的好成绩。

专业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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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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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用可视化原理，理清思路，强化理解并帮助

决策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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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技能

大数据计算 大数据可视化

统计数据挖掘

大数据技术

回归分析 数据分析基础

大数据统计分析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学应用统计学

核心课程

COLLEG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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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去向

读研去向节选：卡耐基梅隆大学、哥伦比亚

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

校、南加州大学、纽约大学、波士顿大学、爱丁

堡大学、伦敦大学国王学院、新加坡国立大学、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新南威尔士大学等。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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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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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业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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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排名前 100 院校。

读研去向节选：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

宾夕法尼亚大学、芝加哥大学、杜克大学、约翰

霍普金斯大学、西北大学、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

莱斯大学、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南加州大学、

纽约大学、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多伦多大学、

伦敦大学学院、爱丁堡大学、伦敦大学国王学院、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墨尔本大学、日本筑波大学

等。

毕业去向

理工学院

COMPUTER SCIENCE 浙江省十三五特色专业建设项目

浙江省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新泽西州是超过 500 所研究和开发公司的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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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吗

数据结构

网络原理

算法分析

计算机操作系统

面向对象分析及设计

计算机功能结构

计算机组织和编程

核心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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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
CHEMI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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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理学、生物科学、环境科学、制造和能源产业

等其他领域的职业生涯奠定了基础。除了传统的

无机、有机、分析和物理化学基础知识，我们还

帮助学生全面了解相关前沿化学领域，例如计算

机、生物和药物化学，以培养学生的研究能力、

分析能力和思维能力。充分利用面向所有年级本

科生开放的科学研究机会，学生将获得第一手的

先进的实验技能、知识和经验。

这个项目的毕业生可以申请相关领域世界知

名顶尖高校研究生院继续深造，也可以就职于先

进技术产品的研发型公司，或者咨询公司、高校

和政府机构，从事技术研发与管理等富有挑战性

的工作。

COLLEG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专业简介

普通化学定量分析

物理化学有机化学无机化学 药物化学

计算机化学

高级有机制剂

生物化学 仪器分析

核心课程

由于广泛应用，化学专业在各个领域都有极

佳的就业机会。毕业生可以在能源、石油、矿产、

化工、日化、制造业、食品加工、农业、摄影、制药、

兽医科学、生物技术、教育、法律、金融服务、

投资咨询和信息技术等行业找到相关研究和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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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2019 年统计，在英国化

学专业的毕业生的起薪比毕业生的平均水平高

15％。

职业前景

毕业生将熟练掌握专业技术和社交英语。学生

的学习与创新、沟通与表达、合作与交流能力

也将得到大力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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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知识以解决实际

科学和现实社会问题的能力。本专业将以扎实

的化学、物理、数学和生物理论知识为基础，

培养学生理解分析和研究应用的能力。本专业

的毕业生能够运用丰富的理论知识于实践以及

科研中发展创造新的应用和方法。我们由衷地

希望学生通过四年的学习培养，有能力在与化

学相关的最前沿的各个领域做出成就。学生将

掌握优秀的实验技能，开拓创新课题，并且主

导创新研究。

从我校化学专业毕业的学生将具备各领域所需

要的技能，得以在各种领域胜任重要职位，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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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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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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物圈的未来取决于我们能否优化环境管理和环

境保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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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科学简介

生态系统科学

普通生物学

化学

地球和地质系统介绍气象学 地球科学方法

海洋学简介

可持续性科学

野外生物学：陆地系统

地质水电系统 GIS在地球科学中的应用

ENVIRONMENTAL SCIENCE
环境科学

专业简介

核心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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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业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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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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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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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与分子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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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省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普通生物学

遗传学

免疫学

生物化学

微生物学

生物信息学

生态学原理

解剖生理学

分子遗传学

细胞生物学

生物统计学

核心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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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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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物科学专业的毕业生将具备全方面的技

能， 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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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OLOGY (CELL AND MOLECULAR BIOLOGY OPTION)

生物科学

专业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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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去向

读研去向节选：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宾夕法

尼亚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大学、凯斯西储

大学、南加州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尔湾分校、

乔治城大学、瓦赫宁根大学 ( 荷兰 )、爱丁堡大学、

伦敦大学学院、格拉斯哥大学、谢菲尔德大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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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学院

英语专业是一个具有高度灵活性的专业，目

前共设有国际应用和文学两个专业方向。本专业

提供英美文学、语言学、英语教学、文学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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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分析写作

语言学导论

文学批判方法

语言与文学研究

文化修辞与写作

英语语言的结构与起源

英语
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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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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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大新世纪温州附属学校、英才国

际学校

实习基地

专业简介

核心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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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出版业、新闻及传媒行业。

职业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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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省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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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个体的

大脑功能到国家行为，从儿童成长到成年与老年

心理健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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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从人的自然层面和

社会层面入手，以基本认知过程与学习、心理测

量与评价、人格与心理健康为核心研究内容，为

教育、人口健康和经济发展等方面提供理论支

持。本学科主要探讨：知觉组织与客体识别；语

言认知、数学认知与学习；人格发展与心理健

康；心理测量、评价和诊断；情绪与认知的相互

作用等。

心理学专业旨在培养具有科学精神、人文素

养和社会责任感，系统掌握心理学基本知识、理

论与技能，了解基本研究方法，具有良好的职业

道德，遵守心理学职业伦理规范，具备从事心理

学理论研究及应用的心理学专业人才。本学科在

教学的过程中不仅传授前沿的理论知识，同时为

学生提供多种职业实践机会，如将美国心理学协

会(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APA)

资源引入课堂中，使学生能提前自由探索并理解

APA旗下的54个不同的心理学分支，协助学生更

好地找到毕业后心仪的心理学方向，同时也提供

学生申请并加入APA不同分支的渠道，使学生能

够迅速与国内外的专业人士互动交流。除本校区

图书馆的专业图书和期刊外，学生还可共享美国

肯恩大学丰富的资源，包括心理学专业测验与量

表的PsychTESTS数据库、心理疾病诊断所用的 

DSMV线上手册以及含有超过530万个电子资源

的APA数据库。心理学专业同时开设有法律心理

学方向。

心理学 
PSYCHOLOGY

专业简介

普通心理学

实验心理学

变态心理学

教育心理学

社会心理学

毕生发展心理学

心理统计学

核心课程

在这个快速发展的社会里，各种各样的竞争

也随之愈演愈烈，来自各方的压力也是不断增加，

人们也日益注意到了自身的心理健康问题。因此

心理学领域的人才需求量非常大，心理学专业背

景为学生提供了广泛的就业机会。比如在心理咨

询与教育领域，包括心理咨询工作者、心理学老师、

教育工作者和科研助理。在其他领域，毕业生能

够胜任在营销、案例管理、销售、广告、教学、

统计助理和刑事司法等公共部门领域的工作。由

于心理学知识的广泛性以及通用性，心理学专业

背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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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数学生进入全球顶尖研究生院深造，例如

美国纽约大学、美国芝加哥大学、美国西北大学、

英国伦敦大学学院、英国伦敦国王学院、英国爱

丁堡大学、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等。

毕业去向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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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育和培训领域，分析各年龄阶段的学生的

心理特点，学习心理教育和辅导的基本理论，

逐渐掌握促进学生情绪管理和社会交往技能的

方法。

在心理咨询和健康领域，学习心理咨询的本质、

理论、内容、过程、形式和方法，分析来访者

可能的心理、情绪、认知和行为有关的问题，

以减少焦虑、忧郁、恐慌等精神症状。

在商业领域，学习如何将心理学理论与研究应

用于人力资源管理、开发广告、营销和市场研究、

用户体验和产品设计等不同领域。

在公共部门领域，学习犯罪、成瘾的心理矫治，

刑侦审判中心理学知识的运用。了解在制定公

共政策的过程中如何应用心理学研究结果使政

策更具可接受性和有效性。比如社会态度的调

查和分析，群体心理状况的研究等。

知识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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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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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MUNICATION

专业简介

大众传媒 公共演讲（高阶） 新闻学概论

数字视频制作

公共关系

公共关系写作 传播和媒体理论公共关系案例

公关活动谈判

核心课程

职业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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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查新兴媒体市场和趋势；

学习传播理论和媒体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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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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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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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学院



建筑学
ARCHITECTURAL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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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学院设有建筑学研究生专

业（建筑学硕士），本专业学生升研几率高。建筑

学 专 业 学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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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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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班化、项目式教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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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专业每季度邀请全球知名学者、先锋设

计 师、行 业 领 军 人 物 来 校，开 设 学 术 讲 座、

WORKSHOP、担任课外导师，如上海世博会韩

国馆设计师 Cho Minsuk、前法国国立高等建

筑学院院长 Nasrine Seraji、香港 M+ 博物馆

首席策展人陈伯康、荷兰建筑协会 (NAi) 会长

Ole Bouman 等。

国际交流学习2.

专业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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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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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筑结构 建筑系统建筑史

城市与景观规划

核心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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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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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设计

建筑设计学院

2021 年建筑与设计学院新大楼（葛

和凯楼）正式投用，为产品设计专业教

学配备了完善的实践实训条件，包括设

计工作室、3D 模型工坊、材料工坊、

加工车间等。

夏季学期安排罗马交流学习项目，

欧洲 ( 意大利、希腊、法国等 ) 游学考

察项目，国内校企合作实习项目等，将

专业实践培养贯穿整个学业周期。

本专业的毕业生将在各种充满活力

的行业都有成功的职业生涯，将艺术、

商业、工程结合起来，创造以消费者为

中心的生活设计，能够胜任产品 / 工业

设计师、产品开发经理、工业设计研究

员、创意总监、设计企业家、工程师等

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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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模模型设计

家具制作

设计草图 产品设计史

产品设计工作室

基本产品设计

产品设计作品集设计

核心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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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DUSTRIAL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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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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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传达设计
GRAPHIC DESIGN

COLLEGE OF ARCHITECTURE AND DESIGN

近5年来，师生作品获得70余项国

内外设计大奖，如TDC东京字体俱乐部

年度佳作奖、CA美国视觉传达艺术字

体 年 度 设 计 奖 、 H o w 国 际 设 计 奖 、

Graphis美国平面设计年度奖、Hii i 

Typography中英文字体设计大赛、全

国大学生白金创意大赛等。

2021 年建筑与设计学院新大楼（葛

和凯楼）正式投用，为视觉传达设计专

业教学配备了完善的实践实训条件，包

括设计工作室、苹果机房、丝网印刷工

坊、影棚等。

定 期 举 办 年 度 创 思 研 讨 会 

Thinking Creatively Conference 及

Let’ s Charrette 跨专业比赛，邀请知

名设计师及创意领袖来校开展讲座交流

活动，如美国专业设计协会终身成就奖

获得者 Gail Anderson、OneShow 金

铅笔及戛纳狮大奖得主 Gill Kuruneri，

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院长王敏、香港

品牌医生李永铨、国际平面设计联盟

(AGI) 会员洪卫、吴勇等。

浙江省十三五特色专业建设项目

浙江省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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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简介

工作室技能

字体排版设计

印刷概念

动态图形设计

图像表现

基于移动设备的设计

设计的批判视角

核心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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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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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环境设计
INTERIOR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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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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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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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专 业 采 用 全 英 文 小 班 制 （ 1 5

人）教学模式，以工作室为基础的课

程，强调项目式设计管理，将理论结合

实践，鼓励学生进行探究性学习。

夏季学期安排罗马交流学习项目，

欧洲(意大利、希腊、法国等)游学考察

项目，国内校企合作实习项目等，将专

业实践培养贯穿整个学业周期。

2021年建筑与设计学院新大楼

（葛和凯楼）正式投用，为室内设计专

业教学配备了完善的实践实训条件，包

括设计工作室、模型工坊、材料工坊、

评图空间等。

专业简介

培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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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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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课程

职业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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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与公共管理学院大楼 葛和凯楼（建筑与设计学院大楼）

物理实验室

公共空间

综合球馆外景 体育场 健身房

纪念品商店

GRE、托福考点 多功能报告厅

通识教学楼

苹果机房 彭博金融实验室教室

食堂

校园设施
CAMPUS FACILITIES

32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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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生活与活动
CAMPUS LIFE & ACTIVITIES

温州肯恩大学目前有培训楼、兰庭、

梅园、竹轩、菊苑、榕、枫、杏、柑 9 栋

公寓楼，房型包含高床 4 人间、高床 6 人

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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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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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院导师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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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院导生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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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管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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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团队

公寓设施



惊喜复活节

路人王篮球争霸

福至如归

台球新生杯

Let’s Salsa

1
3 4

1

和风少女2

圣诞老人惊喜派对3

圣诞篮球赛4

2

公寓文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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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事务部住宿生活中心团队以打造学习型生

活社区为目标，围绕个人拓展与健康、文化多样性、

公民意识与社区归属感建设三大模块，由书院导师

RHD（Residents Hall Director）和书院导生 RA

（Residents Assistant）讨论策划，通过举办各种

丰富多样的公寓文化活动，为学生营造寓教于乐、

寓学于乐的学习型社区氛围，以全面提升学生素质

为目标，组织 “和风少女”、“圣诞篮球”、“Let’ s 

Salsa”、“惊喜复活节”、“福至如归”、“台球新生杯”、

“圣诞老人惊喜派对”、“路人王篮球争霸”、圣诞篮球”

等活动，增进居民之间的交流，促进各楼栋同学之间

的沟通与了解，鼓励学生走出寝室，积极参与社交，

帮助居民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从而更好地融入校园。



校园生活与活动
CAMPUS LIFE &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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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ll of Fame年度颁奖典礼通过表彰

过去一年在各领域有出色表现的学生

和备受同学们喜爱的教职工，将荣誉

榜样精神传递给温肯人

学生党员主动投身疫情防控志愿服务我校学生志愿者参加国际大型活动世

界青年科学家峰会

学生领导力与服务中心

融合服务办公室致力于在校内外推广普及残疾人

权益，促进身心上有特殊需求的学生在校园内的融合。

我们将为经诊断的受身心障碍影响的学生提供支持与

辅助服务，从而保障有特殊需求的学生在校园学习生

活方面的全方位参与和平等权益。

融合服务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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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晚宴。通过晚宴形式，让校领导与各年级学生代表

共聚一堂，就校园学习、生活等方面展开积极交流

社团嘉年华旨在让前来体验开

放日的学生及家长更好地体会

到我校多元社团文化、学生领

导力氛围

2021年我校王鹏潮同学作为全

国4名学子、40个国家的60多名

青年代表之一，参加由联合国毒

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主办的青年

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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