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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肯恩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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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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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w York City.

A CITY OF THE WORLD
A UNIVERSITY OF THE FUTURE

一座擁抱世界的城市，一所面向未來的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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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州肯恩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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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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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NZHOU-KEAN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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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P

\\ 校園規劃圖

3

WENZHOU-KEAN UNIVERSITY

CONTENTS
目錄

05· 溫州 //

THE CITY OF
WENZHOU

07· 學校概況 //

ABOUT WENZHOU-KEAN
UNIVERSITY

08· 獎助學金 //

SCHOLARSHIPS
AND GRANTS

09· 學科科研 //

SCIENTIFIC
RESEARCH

11· 就業前景 //

CAREER
PROSPECTS

14· 專業設置 //

ACADEMIC
PROGRAMS

34· 校園設施 //

CAMPUS
FACILITIES

35· 國情中心 //

CHINESE CURRICULA
CENTER

37· 校園活動 //

CAMPUS
ACTIVITIES

39· 費用 //

TUITION AND
FEES

40· 學生公寓 //

RESIDENCE
HALLS

41· 錄取要求 //

APPLICATION
MATERIALS

WENZHOU-KEAN UNIVERSITY

4

THE CITY OF
WENZHOU
\\ 溫州

WEN
ZHOUNESE

一座民營經濟十分

“溫州模式”-- 率先推進市場取向

“敢為天下先”溫州人這

發達的城市。

改革，大力發展民營經濟和區域特

個特殊的群體是這座城市

色產業。

的驕傲。

僑鄉之城 -- 全市有 68
萬海外華僑華人、港澳

素有“東南山水甲天

同胞，分佈在世界 131

下”之美譽，境內名

個國家和地區，其中在

山秀水眾多，風光旖

政治上有地位、經濟上

旎，是一座美麗的海

有實力、科技上有專長

濱城市。

位於中國東南部。

的海外華僑為數眾多。

江 南“ 魚 米 之 鄉”。
四季如春，土壤肥沃，
河流湖泊眾多，海洋資
源豐富。

風景區陸域總面積達

全球最具活力城市之一、中國十大最具經濟活力城市之一。

2279 平 方 公 里， 占 全

-- 市場機制改革、企業制度改革、金融制度改革。

市陸域面積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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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ENIC AREAS OF
WENZHOU

\\ 風景名勝

國家級重點風景名勝區 //

前往溫州 //

· 雁蕩山

· 溫州 - 上海

高鐵 3.5 小時

· 溫州 - 杭州

高鐵 2.5 小時

· 溫州 - 臺灣

航程 1 小時

· 溫州 - 香港

航程 2 小時

· 溫州 - 廣州

航程 2 小時

航程 1 小時

· 楠溪江
· 百丈漈 - 飛雲湖

國家級自然保護區 //
· 烏岩嶺
· 南麂島

省級風景區 //
· 仙岩

· 洞頭

· 瑤溪

· 寨寮溪

· 澤雅

· 百丈漈

· 濱海玉蒼山

市級風景區 //
· 茶山
· 岷崗
· 天柱寺

WENZHOU-KEAN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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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WENZHOU-KEAN UNIVERSITY
\\ 溫州肯恩大學概況

3500+

現有在校生數量

全英文、小班化授課
探究性、合作型教學

ENGLISH

中美合作大學
小班化
授課

4 個學院；
15 個普通本科專業；
3 個藝術類本科專業；
7 個碩士專業；1 個博士專業。

在校生

畢業文憑
1+2=3
美國肯恩大學學位證
溫州肯恩大學畢業證
溫州肯恩大學學位證

17
國家 / 地區

本碩直通車
符合要求的溫州肯恩大學學生報考
本校研究生可納入學校本碩直通車
計劃。

100% 的專業課和美肯一
致，100% 的專業課教師全球招聘。

90% 的專業課教師有博士學

學業支持

位。

PIEP 英語強化項目
英語語言中心、學術支持中心
為學生提供全方位學業支持服務

專業自由選
新生入學後第一學期內，
可自由選擇新專業。( 轉
專業政策詳見招生章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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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00 余萬元
教師發表論文 320 餘篇
累計實施科研項目 220 余項

自由赴美交換

在校生成績良好，無違紀記錄，可從
大二學年起，赴美國肯恩大學交換一
至五個學期。豁免語言成績，並享受
新澤西州州內學費標準。學生也可選
擇四年都在溫州肯恩大學就讀。順利
畢業均頒發中美雙文憑。

WENZHOU-KEAN UNIVERSITY

實際投入科研經費

SCHOLARSHIPS

AND GRANTS

A

獎學金種類

獎項

獲獎要求

臺灣學測考試新生

新生全額獎學金

一科頂標、一科前標

免第一學年學費

獎學金

新生半額獎學金

兩科前標

免第一學年一半學費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B

\\ 獎助學金

新生獎學金

獲獎金額

新生全額獎學金 一科 5 級，一科為 4 級或 5 級
新生半額獎學金

兩科 4 级

免第一學年學費
免第一學年一半學費

注：新生奖学金通過學費減免形式實施，可續獲一年。

其他獎助學金

國家及政府層面獎助學金
獎助學金名目

名額 / 年

金額 / 年

國家獎學金

根據國家名額分配

根據國家規定執行

國家勵志獎學金

根據國家名額分配

根據國家規定執行

國家助學金

根據國家名額分配

根據國家規定執行

浙江省政府獎學金

根據國家名額分配

根據國家規定執行

浙江省政府來華留學生獎學金

根據國家名額分配

根據國家規定執行

台灣學生獎學金

根據國家名額分配

根據國家規定執行

學校獎學金
院長獎學金

獎助學金名目

名額 / 年

金額 / 年

學業一等獎學金

各年級各專業在校學生人數的 2%

10000 元

學業二等獎學金

各年級各專業在校學生人數的 5%

5000 元

學業三等獎學金

各年級各專業在校學生人數的 10%

2000 元

科研創新獎學金
領導力或公共服務
獎學金
文化、體育或藝術
獎學金
海外學習
獎學金

不超過在校生人數的 1%

3000 元

個人不超過在校學生人數的 1%

3000 元

團體不超過團隊和社團總數的 5%

3000 元

個人不超過在校學生人數的 1%

3000 元

團體不超過團隊和社團總數的 5%

3000 元

一等獎學金

根據國家專項撥款進行分配

根據國家專項撥款進行分配

二等獎學金

根據國家專項撥款進行分配

根據國家專項撥款進行分配

注：由國家及政府進行名額分配和撥款的獎助學金隨每年政策變化

C

勤工助學項目
溫州肯恩大學勤工助學項目旨在促進學生參與學校的運營和管理，獲得相應的勞動報酬，並獲得社會
實踐的機會。勤工助學崗位設置以教學助理、招生助理、學術支持中心助理等為主。勤工助學崗位的
酬金原則上不低於當地政府或有關部門制定的最低工資標準。

WENZHOU-KEAN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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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機構及平台 //

SCIENTIFIC

RESEARCH

·溫州肯恩大學生物資訊學國際科技合作基地
·溫州市應用生物醫藥資訊學重點實驗室
·浙江省肯恩創業創新研究院
·溫州市產業經濟研究基地

\\ 學科科研

·溫州肯恩大學亞洲產業競爭力研究院

溫州肯恩大學組織開展各類學術研究活

·溫州肯恩大學慈善公益研究中心

動，支持實施各類科研項目；與政府部門、科
研院所、企事業單位等加強科研合作，推動科
研成果轉化並為地方經濟社會發展服務。截至

·溫州肯恩大學創意城市研究中心

·溫州肯恩大學公共建築設計研究院
·溫州肯恩大學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

目前，學校已投入科研經費 7200 多萬元。全

·溫州肯恩大學品牌發展研究院

校教職工在被 SCI、SSCI、AHCI 等索引的國

·溫州肯恩大學互動式學習及沉浸式虛擬實境

際學術期刊上已發表學術論文 450 餘篇，累計
承擔科研專案 220 余項。

“溫肯大講堂”項目 //
為開拓師生國際化學術視野，學校定期舉
辦“溫肯大講堂”活動，以推動開展全球性的
學術交流，使師生們在校園裡就能享受到最新
的國際學術資訊。

研究院
·溫州肯恩大學社會與當代計算研究院
·溫州肯恩大學化學材料研究中心
·溫州肯恩大學國際高等教育研究中心
·溫州肯恩大學自閉症和其他神經發育障礙創
新技術研究中心
·溫州肯恩大學生物多樣性與生態科學研究院
·溫州肯恩大學應用數學建模和計算中心
·溫州肯恩大學電腦科學與人工智慧中心
·溫州肯恩大學大資料決策技術研究中心
·溫州肯恩大學設計創新與可持續發展中心
·溫州肯恩大學教育研究、創新與發展中心
·溫州肯恩大學教育、發展和多樣性領導力研
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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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科研活動 //
·“學生科研日”活動旨在培養學生的批判性
思維、團隊合作能力、社交能力及實踐應用能
力。截至目前，已有超 1700 名學生參到科研
日中，分享科研專案成果與收穫。
·師生搭檔科研專案（SpF/SpS）和暑期師生
搭檔科研專案（SSpF/SpS）是為支援學生和
教職員工合作研究而推出的競爭性科研專案。
截至 2021 年底，近 370 名學生和 90 名教職工
參與了該專案。累計實施 126 項科研項目，資
助金額超過 300 萬元人民幣。
·學生科研創新資助計畫。溫州肯恩大學對於
在科研專案中取得優異成績或參加國內外各類
學術會議的學生給予一定獎勵與資助。

WENZHOU-KEAN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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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EER

PROSPECTS
\\ 就業前景
溫州肯恩大學畢業生大部分選擇出國繼續深造，多為美國、英國、澳大利亞、中國香港等國家及地區的全球
前 100 強高校。

95%

60%

11%

50%

67%

·95% 以上的學生

· 約 60% 的 學 生

·2021 屆選擇升學

2021 屆選擇升學的

2021 屆選擇升學的

畢業後選擇升學或

畢業後選擇讀研。

的畢業生中，約 11% 畢業生中，約 50%

畢業生中，約 67%

就業。

進入世界大學排名前 進入世界大學排名前 進入世界大學排名前
10 的頂尖高校。

50 的名校。

100 院校。

部分升學院校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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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大學

QS-5

麥吉爾大學

QS-27

華盛頓大學

QS-85

倫敦大學學院

QS-8

墨爾本大學

QS-37

伊利諾伊大學香檳分校

QS-82

芝加哥大學

QS-10

紐約大學

QS-42

杜倫大學

QS-82

新加坡國立大學

QS-11

復旦大學

QS-31

華盛頓大學

QS-85

南洋理工大學

QS-12

悉尼大學

QS-38

奧克蘭大學

QS-85

賓夕法尼亞大學

QS-13

新南威爾士大學

QS-43

伯明翰大學

QS-90

哥倫比亞大學

QS-19

倫敦政治經濟學院

QS-49

韓國高麗大學

QS-74

愛丁堡大學

QS-16

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

QS-48

香港理工大學

QS-66

密歇根大學安娜堡分校

QS-23

香港中文大學

QS-39

利茲大學

QS-92

北京大學

QS-18

昆士蘭大學

QS-47

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

QS-96

北京大學深圳國際法學院 QS-18

卡耐基梅隆大學

QS-53

諾丁漢大學

QS-103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

QS-25

布裡斯托大學

QS-62

南安普頓大學

QS-77

杜克大學

QS-52

英屬哥倫比亞大學

QS-46

波士頓大學

QS-112

香港大學

QS-22

香港城市大學

QS-53

南加州大學

QS-112

曼徹斯特大學

QS-27

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 QS-75

聖安德魯斯大學

QS-91

澳大利亞國立大學

QS-27

布朗大學

QS-60

普渡大學

QS-116

多倫多大學

QS-26

莫納什大學

QS-58

西北大學

QS-30

華威大學

QS-61

藝術與設計院校

香港科技大學

QS-34

阿姆斯特丹大學

QS-55

帕森斯設計學院

倫敦大學國王學院

QS-35

格拉斯哥大學

QS-73

普瑞特藝術學院

WENZHOU-KEAN UNIVERSITY

QS 全美艺术与设计第 1
QS 全美艺术与设计第 5

溫州肯恩大學選擇直接就業的畢業生就業單位主要分佈在金融業、電子資訊技術行業、商業諮詢行業及國際
機關單位，如四大會計師事務所、四大國有銀行及各地方性股份制商業銀行、電子商務企業、地方性稅務局財政局等。

部分就業單位名單
公務員及事業單位

金融業

會計事務所

企業及其他

·中國人民銀行

·中國工商銀行

·普華永道會計師事務所 ·瑪氏公司

·上海市財政局

·農業銀行

·安永會計師事務所

·印孚瑟斯技術有限公司

·上海市場監管局

·中國銀行

·德勤會計師事務所

·騰訊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上海市黃浦區市場

·中國建設銀行

·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

·華為技術有限公司

監管局

·中國交通銀行

·天健會計師事務所

·字節跳動

·寧波市國稅局

·寧波銀行

·立信會計師事務所

·網易（杭州）

·舟山國稅局

·上海浦發銀行

·致同會計師事務所

·索尼（中國）

·余姚地稅局

·中國郵政儲蓄銀行 ·天職國際會計師事務所 ·北京快手

·柯橋公安局宣傳部

·上海證券

·中匯會計師事務所

·溫州鹿城區國稅局

·中信建投

·華普天健會計師事務所 ·鏈家（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奉化區鄉鎮

·仲利國際租賃

·浙江至誠會計師事務所 ·佛吉亞

·溫州肯恩大學

·華福證券

·方聯會計師事務所

·寧波諾丁漢大學

·寧波東方融資網

·浙江天平會計師事務所 ·英特集團

·浙江工商大學

·滙豐銀行

·明達會計師事務所

·海瀾集團有限公司

·中天運會計師事務所

·施華洛世奇（上海）貿易有限公司

·西湖大學

·領英中國

·青山控股集團

·公牛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中國誠通投資有限公司
·上海漢得資訊技術股份有限公司
·萬豐奧特控股有限公司
·海亮教育集團
·新東方培訓中心
·新通教育集團

WENZHOU-KEAN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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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ANTAGES OF OUR GRADUATES APPLYING FOR
GRADUATE SCHOOLS
// 畢業生求職申研優勢
中美雙文憑

全英文授課環境

1 2
3 4

中國教育部、美國中州高等教
育委員會双認證
小班化教學，課堂討論比重高，
注重思辨能力培養

ADVANTAGES FOR CAREER DEVELOPMENT
// 就業指導特色
一對一求職輔導

校企合作，按需供崗
微信公众号、邮件、QQ
就业群等，多渠道发布实
习、就业招聘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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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6

專人創業指導，提供創業支持

全年招聘會和求職宣講會

校政合作举办温肯专场招聘会

ACADEMIC

PROGRAMS

WENZHOU-KEAN
UNIVERSITY

\\ 專業設置

COLLEGE OF
COLLEGE OF BUSINESS AND COLLEGE OF
PUBLIC MANAGEMEN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IBERAL ARTS

COLLEGE OF
ARCHITECTURE AND DESIGN

商務與公共管理學院 理工學院

人文學院

建築與設計學院

B.S. ACCOUNTING

B.S.

B.A. PSYCHOLOGY

B.A. ARCHITECTURAL

會計學

ENVIRONMENTAL

心理學

STUDIES

（國際會計方向）

SCIENCE
環境科學

B.S. FINANCE
金融學

B.S. COMPUTER

( 國際金融方向 )

SCIENCE
計算機科學與技術

B.S. MANAGEMENT
管理科學

(Public Relations Option)

B.F.A. GRAPHIC

傳播學

DESIGN
視覺傳達設計

B.A. ENGLISH
英語

B.S. MARKETING
市場營銷（國際方向）

建築學
B.A. COMMUNICATION

B.F.A. INTERIOR

B.A. MATHEMATICAL

DESIGN

SCIENCES

環境設計

(Data Analytics Option)

數學與應用數學

B.I.D. INDUSTRIAL

（數據分析方向）

DESIGN

B.S. GLOBAL

產品設計

BUSINESS

B.S. BIOLOGY CELL

國際商務

AND MOLECULAR
生物科學

B.A. ECONOMICS

（細胞與分子方向）

經濟學
B.A. CHEMISTRY
化學

WENZHOU-KEAN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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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前景 //
會計學（國際會計方向）專業目前是我校商科

B.S.
ACCOUNTING

會計學 | 國際會計方向
會計學（國際會計方向）是一門學習記錄財務交易、
分析交易和傳達交易結果的專業。該專業將系統學習
標準財務報表編制、公司運行機制分析，運用數量分

化的學習和技能培養，結合考取會計資格證書，使我
們的畢業生在眾多行業領域中都獲得很高的認可度。
學生在校學習期間所獲得的專業能力和綜合能力使
他們未來在會計從業領域中勝任各種不同角色。另
外，CPA Australia 認證也有助於學生在求職及就職
期間脫穎而出，獲得職業晉升及更多崗位選擇的機
會。

畢業去向 //

析方法和現代科技手段解決財務問題。專業嚴格按照

畢業生就業去向行業：金融（銀行 / 基金 / 證券

國際會計標準教授學生國際會計知識與經驗，培養學

/ 期貨 / 理財）、 財務、審計、稅務、統計等。選擇

生相關的國際會計素養，為學生提供國際化的學習環

境外讀研的比例超過 60%，前往伊利諾伊香檳分校

境以及實踐機會，使學生具備優秀職業素質和職業道

（會計碩士項目全球排名第一）、紐約大學、杜蘭大學、

德，能夠從事國際化工業、商業以及金融業的財務會計、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倫敦大學國王學院、英國格拉斯

管理等工作。此外 , 為順應投資市場對財務分析人才的

哥大學、香港大學、北京大學深圳國際法學院 ......

需求日益增加，本專業為學生提供良好的進階訓練 , 主
要包括 : 運用與國際接軌的會計統計軟體檢視公司財務
會計資訊 , 並以其做為投資市場選擇投資標的的依據及
參考 , 並將部分課程與 Bloomberg 彭博技術相結合。
本專業於 2016 年 11 月獲得澳洲會計師公會認

知識技能 //
會計學（國際會計方向）專業涉及到的領域包
括管理會計制度和管理職能的研究，為政府、學校、
醫院和其他非營利組織提供資金核算，熟悉通曉各類

證 (CPA Australia)， 學 生 達 到 相 關 要 求 可 以 申 請 免

商業欺詐案例（如職業欺詐和非職業欺詐等）。同時，

考 6 門 科 目（Economics and Markets，Foundations

本專業還將電子信息化方法應用于會計系統的設計

of Accounting， Fundamentals of Business Law，

和運行中，指導學生能夠運用于會計和其他相關業務

Business Finance ，Financial Accounting &

流程。該專業還培養學生具備編制財務報表的技能，

Reporting，Management Accounting）。另外，學生

包括資產負債表分析、股東權益和投資。除此之外，

修滿 150 學分後還可以申請參加美國 AICPA 註冊會

學生還將學習公司會計資訊的統計分析方法，並以之

計師協會認證考試。2019 年 5 月，商務與公共管理學

作為股票市場的投資依據。

院與致同國際會計師事務所 Grant Thornton 簽定合作
實習備忘錄，開設實習培養課，提供實習、畢業求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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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專業最受歡迎的專業之一。該專業為學生提供專業

核心課程 //

輔導等，為會計學專業學生提供針對性的高起點實習

兩門基礎會計

國際會計

平臺。除圖書館與專業相關的圖書和期刊外，學生還

電算化信息系統

審計學

可共享美國肯恩大學的圖書期刊資源以及使用 CEIC

中級會計

國際商法

China Database, CSMAR, Business insight global 等

聯邦所得稅

兩門會計學或金融學選修

電子數據庫查找會計學（國際會計方向）專業的數據

成本會計

（例如：公司財務 / 財務

進行學術研究。

高級會計

報表分析等）

WENZHOU-KEAN UNIVERSITY

商務與公共管理學院

2019 年，本專業入選了浙江省一流本科專業建設
市場結構及其運行機制，培養國際金融領域的人才。

WKU

B.S.
FINANCE

金融學（國際金融方向）專業所屬的應用經濟
學學科在 2015 年被列為浙江省一流學科建設項目，
點。該專業旨在引領學生探索金融系統和國際金融

COLLEGE OF BUSINESS AND
PUBLIC MANAGEMENT

金融學 | 國際金融方向

在掌握經濟學和國際金融等方面的基本理論知識的
前提下，引導學生熟悉中國以及國際通行的行業政
策和法規，靈活地運用現代金融理論和定性定量工

畢業去向 //

具解決現實金融問題，在此過程中，注重培養學生

畢業生就業去向：金融企業（銀行 / 基金 / 證券 /

的洞察力、分析能力、批判性思維以及創新意識。

期貨 / 金融租賃 / 資產管理）、 政府機構、事業單位、

經過專業培養的學生將深入瞭解與當代經濟趨勢相

自主創業等。

關的經濟、科技、法律、社會等各方面的全球化進程，

畢業生升學去向：超過 60% 的畢業生選擇出國繼

能在銀行、證券、保險、基金、信託租賃等金融機

續深造，大多進入全球前 50 強高校，如芝加哥大學、

構和非金融機構從事金融產品的研發、應用、評估

哥倫比亞大學、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倫敦國王學院、

等各項工作 , 成為具有很強實踐性和全球競爭性的

倫敦大學學院、斯德哥爾摩經濟學院 ...... 部分學生選

高層次金融人才。

擇國內考研，被北京大學國際法學院、上海財經大學
等知名高校錄取。

職業前景 //
金融行業是國內以及國際上具有高成長性的行
業，且存在巨大的人才缺口，尤其是具備全球化視

知識技能 //
金融學專業涵蓋主要有國際金融、應用金融、數

野和國際經歷經驗的複合型專業人才。學生在讀期

理金融等，具有合理的知識結構，既有扎實的數理金融、

間可申請赴美國肯恩大學交流學習，有利於拓展全

計量經濟學基礎，也有金融領域的核心特色，如投資

球化視野和培養國際化思維。美國肯恩大學憑藉獨

分析、證券管理、金融衍生品、國際金融產品、市場等，

特的地理優勢（與曼哈頓金融中心 30 分鐘車程），

同時涵蓋與金融密切相關的技能，如財務管理、信息

與紐約華爾街的眾多金融機構保持良好的合作關

技術、項目管理等，從而培養學生對現代金融問題的

係，強化專業教學與實務實踐相結合的特色優勢，

分析、處理、規劃和預測能力。

為學生提供全球知名金融機構的海外實習平臺。

本專業注重理論和實踐相結合，配置國際頂尖的
彭博金融實驗室，部分金融核心課程包含實驗室教學。

核心課程 //

通過學習彭博金融交易與數據終端操作，學生可實時

國際商務金融

財務報表分析

掌握國際財經資訊，獲得數據操作、工具分析等實踐

金融衍生品

中級宏觀經濟學

經驗，提高未來就業力及綜合競爭力。

投資與投資組合管理

中級微觀經濟學

金融機構與市場

經濟學計量方法

WENZHOU-KEAN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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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EGE OF BUSINESS AND
PUBLIC MANAGEMENT

商務與公共管理學院

B.S.
MARKETING

市場營銷 | 國際方向
職業前景 //
市場營銷是一種在全球範圍內通過提供優勢價

本專業為學生在廣闊的商業領域提供廣泛的就

值、創新和相互關係的方式來瞄準及滿足消費者市場

業機會，比如品牌管理、廣告、公共關係、營銷傳

的經濟聯繫形式。學生學習如何從當地的、全國的和

播、媒體、市場研究、零售及物流、國際貿易與市

全球的市場機會中獲利，如何實現分化良好的市場策

場營銷、銷售管理、客戶關係、電子商務、社交媒

略的構想與應用。市場營銷（國際方向）專業強調在

體、體育娛樂、休閒、酒店及旅遊、項目策劃、諮詢、

市場不同功能的領域內有效應用所需要的知識、技能

企業投資和非營利性組織。該專業畢業生能夠勝任

以及理念，例如廣告、產品發展、市場研究等領域，

市場營銷領域的各種角色，如：廣告策劃、品牌管理、

融合經濟學、社會學、心理學和數據分析理論。學生

市場交流與公共關係、商業智能、網絡營銷、銷售

還可以根據自己的興趣和職業目標來選擇課程，從而

與項目策劃、產品管理。畢業生還能夠勝任其他商

獲得更多專業領域的知識。本專業所有課程 100% 為

業領域的高級職位，例如：商業顧問、運營經理、

國際師資，2019 年入選了浙江省一流本科專業建設

管培生、商業買家等。

點。
本 專 業 結 合 市 場 開 設 市 場 營 銷 分 析 討 論、 市

畢業去向 //

場模擬實驗、市場管理交流活動，部分課程還結合

超過 60% 的畢業生選擇出國讀研究生， 其中

Bloomberg 彭博技術，學生將深入瞭解與當代經濟趨

過半進入全球前 50 名的研究生院。直接工作的畢

勢相關的管理模式、創業精神、消費者市場、媒體、

業生從事于如 Sephora, Coach 等知名跨國公司的

科技和全球化進程，並且能夠兼具從事於跨國公司、

管理工作並在工作中脫穎而出。

外資企業、政府機構或其他非營利性組織的能力。
市場營銷（國際方向）專業積極對接校外企業家
導師，開展創新創業大賽。如浙江一鳴食品股份有限
公司資助的商學院活動—市場營銷馬拉松大賽，學生
參與度很高且反饋收穫頗多。該活動是黑客馬拉松比

讀研去向節選：美國紐約大學、美國西北大學、
美國南衛理公會大學、澳大利亞悉尼大學 ......

知識技能 //
市場營銷（國際方向）專業旨在培養學生靈活

賽（Hackathon）發展的一個分支，國外名校如哈佛、

運用專業技能的能力、問題解決能力、商業意識和

耶魯等已多次舉辦。本專業還成功舉辦“Shark Tank

溝通能力。學生將學習各類營銷業務操作中所需的

鯊魚池”商業策劃創業大賽，成為冠軍的“社交狗”

理念及策略，深入瞭解當代營銷管理和大數據的概

咖啡團隊和“Page”校園紀念品團隊可在校園指定

念、原理與活動。該專業的課程將幫助學生識別和

範圍註冊經營相關業務，為全校師生服務。此外，我

定義信息需求，設計和實施研究項目，並學習如何

學院還設立亞洲產業競爭力研究院 (Institution of Asia

解讀評估結果。

Industry Competitiveness, IAIC)，致力於與亞洲各大
企業積極開展產學研合作，憑藉 IAIC 平臺，學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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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課程 //

以更有效地參與到研究院項目的調研和實踐中去，獲

消費者行為

國際營銷

得更多接觸世界一流企業的機會。

營銷策略

營銷戰略研討

WENZHOU-KEAN UNIVERSITY

COLLEGE OF BUSINESS AND
PUBLIC MANAGEMENT

商務與公共管理學院

WKU

B.S.
MANAGEMENT

(Supply Chain and Information Management Option)

管理科學 | 國際供應鏈和信息管理方向
供應鏈管理相關專業一直是美國畢業生推薦的熱

為了培養管理科學專業學生的創新、溝通等能力，

門專業。近年來，隨著中國的電子商務、國際貿易、

我校積極進行專業實踐建設，與眾多機構、企業建立

物流運輸等領域的蓬勃發展，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參

合作關係。我校為中國產學研合作促進會、溫州市中

與全球化競爭，供應鏈管理也逐漸成為很多企業的瓶

非商會的理事成員，參與各類校企合作活動；定期與

頸，供應鏈人才短缺的趨勢越發嚴峻。溫州肯恩大學

上海美商會保持互動，與上海及其他地區的外資、合

於 2017 年引入美國肯恩大學的熱門專業——管理科

資企業進行溝通交流；對接多家浙江高科技、創新企

學（國際供應鏈和信息管理方向），順應國內及國際

業，聘請企業負責人為創業導師；2019 年在商學院

人才市場的需求，提供高質量的供應鏈相關人才培養

大樓內設立商業研究創新空間（Business Research

方案。

& Innovation Center），推進專業理論知識、商務技術、

公司的管理結構中都存在資源與物流的管理環
節。由於企業的目標在於降低總體供應鏈成本，同時

社會資源等各類要素實現有效配置和有效集成，推動
教學與實踐的深度融合。

提高客戶服務體驗，供應鏈人才需要通過全球範圍內
的各種資源有效地整合物資和信息流。本專業培養學

職業前景 //

生的管理技術能力、商務人際關係能力、概念性能力

管理科學 ( 國際供應鏈和信息管理方向 )，側重

以及戰略技巧，致力培養學生具備管理本地、國內甚

於國際供應鏈管理、全球物流與運輸，就業方向為企

至國際的項目、公司和非營利機構的能力。

業供應鏈、運輸行業等。學生畢業後能在廣泛的領域

該專業涉及營銷整合、產品設計及工藝整合、會

中獲得職業發展機會，這些領域包括：人力資源管理、

計和金融整合、人力資源整合、環境健康安全以及質

國際商務貿易、信息系統、採購、供應鏈與物流管理、

量整合、設備管理整合及信息技術領域整合，並將部

生產管理、商業分析諮詢、創業企業融資、中小企業

分課程結合 Bloomberg 彭博實驗室開展授課。該專業

管理及非營利組織和機構行政管理等。另外，畢業生

要求學生擁有全球視野，不僅要瞭解製造業和服務業

還可以繼續就讀研究生課程進行深造。

的內部運營，而且需要與全球的供應商、客戶和第三
方物流提供商建立良好的合作夥伴關係。因此，該專
業旨在幫助學生獲得具備成為供應鏈專業人員所需的
知識、技能和工具，讓學生在競爭中脫穎而出，並將
該專業打造成一個有吸引力的專業。

核心課程 //
組織行為學

營銷渠道

高級管理信息系統

企業對企業（B2B）營銷

供應鏈管理導論

供應鏈資源與採購管理

物流及運輸

人力資源管理

WENZHOU-KEAN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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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KU

COLLEGE OF BUSINESS AND
PUBLIC MANAGEMENT

商務與公共管理學院

B.S.
MANAGEMENT

(Business Analytics Option)

管理科學 | 商业分析方向
互聯網與信息技術發展突飛猛進，最終也帶來了
商業模式和企業決策過程的轉變。信息與數據的分析、
大數據引導的企業決策開始湧現，商業分析專業應運
而生。商業分析是一門從數據分析出發，以商業知識
為基礎，以統計和編程為手段，通過優化企業決策來
創造價值的一門新興學科。溫州肯恩大學是目前國內
唯一一所開設管理科學（商業分析方向）本科專業的
高校。專業培養學生掌握不同數據分析工具的使用方
法，以解決當今大數據時代中的商業問題與挑戰。在
四年的專業訓練中，學生將學習一系列與商業、統計

知識技能 //
商業分析既看重金融、商業、管理知識的薰陶，
也關注大數據分析方法，以及數理編程的訓練。本
專業將教授學生商業基礎、計算機技術、商業統計
以及數據挖掘方法，以此來培養學生綜合運用專業
知識解決理論與實際問題的能力，使學生既瞭解數
據分析的前沿發展，又能密切聯繫中國實際的行業
需要，從而成長為具備較強的研究能力和創新能力
的商業分析人才，在未來能夠勝任相關領域的工作。

學、計算機基礎有關的跨領域課程，掌握堅實的數據
分析和數據挖掘方法，成為具備卓越的商業管理與決

商業 Python 編程

商業分析綜合應用

合作和社會實踐能力的商業分析精英。

商業統計及應用

市場研究

商業數據庫管理

綜合商務戰略

職業前景 //
在當下的數據時代，數據資源及數據技術已經成
為公司最重要的戰略資源和競爭力，越來越多的公司
已經開始注重由大數據帶來的商業價值，各行各業都
亟需數據分析方面的年輕人才，幫助公司解決實際問
題、改善企業決策。因此，商業分析專業的畢業生在
就業方面選擇眾多，可選擇就職于傳統四大、投行、
諮詢公司、金融機構、互聯網公司、信息技術、快消、
各大企事業單位、跨國集團公司等行業，從事如經濟
分析、市場調研、客戶研究、網絡安全、供應鏈等領
域的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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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課程 //

策優化能力、擁有前瞻性國際視野、創新精神、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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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數據挖掘

商務與公共管理學院

COLLEGE OF BUSINESS AND
PUBLIC MANAGEMENT

WKU

B.S.
GLOBAL BUSINESS

國際商務

國際商務專業旨在為來自多元化地區、經濟體
和文化背景，並有志于成為具有社會使命感的全球
領導者、創新者和企業家的學生，提供世界一流的
教育。該專業根據需求為學生提供與時俱進的課程，
如將 Bloomberg 彭博終端的應用納入相關課程，由
教育經驗豐富，且具備優秀的國際商務實踐經驗的
教師執教。2017 年，國際商務專業被列入浙江省
高校“十三五”特色專業建設項目，2019 年入選
了浙江省一流本科專業建設點，所有課程 100% 為
國際師資。
國際商務專業為學生提供獨特且全面的全球化
學習體驗，使學生在日後競爭激烈的全球職場中做
好充分的準備。該專業為學生提供應對全球經濟新
形勢發展下的多種職業實踐機會，例如數字化的全
球商業實踐、領導力活動、人際關係，以及與來自
世界各地的專業教師互動，並通過全球實踐課程參
與全球諮詢項目。
全球商業諮詢項目（Global Practicum）是哈

職業前景 //
學習國際商務不僅有助於學生瞭解世界範圍內的
商業業務，同時也有助於培養學生的應變能力、問題
解決能力、商業意識和溝通能力，這些都將有利於學
生未來在職場上更具優勢。

畢業去向 //
學生畢業後從事於 Coach, MCM 等知名跨國公
司的管理工作並在工作中脫穎而出。超過一半的畢業
生選擇出國讀研究生。
部分讀研去向：喬治華盛頓大學、香港科技大學、
福特漢姆大學、新加坡管理大學、布蘭迪斯大學、倫
敦政治與經濟學院 (LSE)、澳大利亞悉尼大學、英國
利茲大學、墨爾本大學、芬蘭阿爾托大學 ......

知識技能 //
國際商務專業技能涵蓋外匯管理、國際資本市場、

佛商學院等極少數頂級商學院才有的特殊必修課程

國際債務職能、歐洲貨幣體系、發展銀行和新興資本

（該課程通常安排在大三末夏季學期）。它為學生

市場的研究等。注重培養學生的全球管理價值觀及在

提供國際化的商務諮詢機會，注重培養學生在跨文

實踐體系中制定和實施全球戰略的能力。

化團隊中的工作能力，為客戶公司所存在的問題提
供可行性方案。學生在參與實踐項目之前需先經過

核心課程 //

模擬工作團隊的培訓，全方位地瞭解國際商務和商

國際管理學

可持續性全球經濟

業科技領域。不僅為學生在今後的國際商務方向工

國際商務與貿易

與技術

作提供最專業的行業體驗，而且樹立學生科學和先

國際營銷

創新與創業

進的環境理念，積極培養學生對全球環境的可持續

海外商務諮詢項目

組織行為學

發展戰略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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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
ECONOMICS
經濟學

經濟學彌合了金融學和社會科學之間的鴻溝。經
濟學專業的學生通過學習管理市場運作的理論、歷史
和政策，以便他們能夠理解如何為自己或客戶取得金
融成功，或推進有助於我們所有人的貨幣政策。溫州
肯恩大學經濟學專業學習如何預測和分析能源、通貨
膨脹、利率、稅收和就業的趨勢，制定經濟預測並創
建自己的投資組合。我校經濟學畢業生或將在研究生
院繼續深造，或將在世界金融中心開始成功的職業生
涯。

職業前景 //

經濟學專業培養學生如下知識技能：
· 在微觀和宏觀層面上理解經濟政策；
· 理解財富是如何創造和分配的；
· 研究歷史和當代趨勢並將見解轉化為財政政策；
· 掌握經濟理論、市場運作方式以及定量和定性研究
方法；
· 通過實習和實踐研究獲得現實世界的經驗。

核心課程 //

溫州肯恩大學經濟學專業畢業生就業前景廣闊，

宏觀經濟學原理 I

中級微觀經濟學

就業途徑多元，在不同行業領域都能找到對口的職業

微觀經濟學原理 II

貨幣與銀行業務

崗位。其中熱門工作包括：財務顧問、統計學家、財

商務與經濟統計

計量經濟學入門

務分析員、業務研究員、精算師、保險人、貸款經理、

中級宏觀經濟學

經濟學精選

投資組合經理、投資經紀人、證券交易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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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技能 //

WENZHOU-KEAN UNIVERSITY

環境科學專業培養創新型、實踐型並有扎實英語技
能的生態環境領域的人才。通過學習生物學、可持續性
科學、地質學、化學、氣象學和海洋學，學生將更好地

B.S.
ENVIRONMENTAL
SCIENCE
環境科學

瞭解和改善我們賴以生存的環境。能否明智地管理和改
善周圍的複雜環境將決定生物圈的未來。環境科學是一
個跨學科的專業，以為子孫後代保護自然資源為目的，
深入瞭解人類生活的生態系統、地球的物理組成、天氣
模式和氣候、海洋系統，並探索更廣闊的生物圈空間。

職業前景 //
環境科學專業旨在培養具有全球視野的環境科學

知識技能 //
· 扎實的英語語言文化知識，較強的聽、說、讀、
寫和綜合應用能力，具有全球視野；
· 發展研究技能，包括設計研究項目的能力，收集
和分析樣本，進行生態評估和分析、解釋複雜的數
據集；
· 研究世界自然現象 : 地質學、氣候、海洋、生物

專業人才，注重專業知識和實踐教育的結合。該項目培

多樣性和氣象學；

養學生必要的專業技能，以申請國際精英研究生項目或

· 培養分析、解決問題和溝通能力，以及批判性思

就職於環境工程、保護和可持續發展的組織和單位。本

維，從而在極具挑戰性的環境領域中獲得成功；

專業引進國際先進的教學內容和教學方法，實行全英語

· 建立專業的學術網絡環境，並受益于專家的指導

教學。本專業學生將來可從事各種環境相關的工作，比

和合作；

如環境、生態問題的科學研究 , 創新設計和開展環境評

· 與教授合作，發表科學研究成果，並在專業科學

估項目 , 管理和規劃環境工程項目例如給排水工程系統

會議上發表演講。

做設計和相應的管理。就業領域包括國際工程公司、研
究機構、政府和監督機構、教育機構和國際非政府組織
等等。

核心課程 //
環境科學簡介

地球和地質系統介紹

生態系統科學

氣象學

可持續性科學

地質水電系統

普通生物學

地球科學方法

野外生物學：陸地系統 海洋學簡介
化學

GIS 在地球科學中的應用

WENZHOU-KEAN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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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
COMPUTER SCIENCE
計算機科學與技術

職業前景 //
計算機科學與技術專業培養學生扎實地掌握計算
機科學的基礎理論，培養學生運算操作能力以及批判性、
創造性思維，使學生適應科學技術以及社會環境不斷變
化的全球一體化發展。2017 年，本專業被列入浙江省
高校“十三五”特色專業建設項目，2019 年被列入浙
江省一流本科建設點。
計算機科學與技術專業以英語為媒介教學，為學生
提供了理論知識學習和實踐機會，培養學生成為雙語應
用型國際化人才。
本專業注重提高學生研究能力和產業實踐能力。小

溫州肯恩大學計算機科學與技術專業與美國
肯恩大學有著密切的聯繫，這將為學生提供大量
在溫州和美國新澤西州學習、研究和實習工作的
機會，使學生在商業、教育、政府或者研究生學
習領域成為有領導能力和管理能力的人才。
· 你知道嗎？新澤西州是超過 500 所研究和開發
公司的家園；
· 你知道嗎？新澤西州承載了全美 10% 的研究與
開發；
· 在未來的 10 年裡，新澤西州 70% 的產業將向
與計算機和信息系統相關專業的學生提供就業機
會。

班制教學和良好的師生比例使學生能夠更好地融入到以
英語為教學語言的學習環境中。
此外，我們還將提供學生更高學歷深造和跨學科研
究項目的機會，包括在社交媒體、商業和教育領域的計
算機應用，以及人機交互之間的數據挖掘和數據分析等。

全球機遇 //

畢業去向 //
自建校辦學以來，計算機科學與技術專業已
開辦 8 年。大多數畢業生被美國、日本、加拿大、
英 國 和 澳 大 利 亞 等 地 區 全 球 100 強 高 校 錄 取。
2018 屆畢業生中，就有 6 人在南加州大學繼續讀
研深造。

計算機科學與技術專業重視理論與實踐相結合，鼓

讀研去向節選：阿卜杜拉國王科技大學、美

勵學生參與興趣與學術相結合的各項研究。四年學習期

國伊利諾伊大學香檳分校、美國華盛頓大學、西

間，學生將有機會參加由計算機科學與技術教授領頭的

北大學、康涅狄格大學、錫拉丘茲大學、史蒂文

相關科研項目，以小組形式參與各項國際性比賽，拓展

斯理工學院、賓夕法尼亞大學、南加州大學、波

專業技能，增加實踐經驗，成為更加專業的綜合型人才。

士頓大學、墨爾本大學、愛丁堡大學、悉尼大學、

同時，學生還有機會申請前往美國肯恩大學，參加文化

紐約大學、復旦大學 ......

學習交流項目，開闊視野，提升自我修養，提高核心競
爭力，使學生受到更多職業市場的青睞。

核心課程 //
數據結構

計算機操作系統

算法分析

面向對象分析及設計

網絡原理

計算機組織和編程

計算機功能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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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
MATHEMATICAL SCIENCES
(Data Analytics Option)

數學與應用數學 |
數據分析方向

溫州肯恩大學數學與應用數學專業注重數據分析
方向，為學生打下了數學、統計和數據分析的堅實基礎。
數據分析及其相關領域是當今世界發展最快的學科。本
專業設置數學、商業和計算機科學等選修課程，有助於
進一步培養學生相關的興趣，鼓勵學生輔修他們感興趣
的應用領域，如計算機科學與技術、金融、經濟學等。
數學與應用數學（數據分析方向）致力於為學生打
下堅實的數學和統計基礎，培養他們處理各種實際問題
的能力，包括預測、規範分析、大數據計算、應用機器
學習、統計數據挖掘和數據可視化編程環境（如 R 語言、
MATLAB 和 Python）等。該專業的許多課程都以課題
項目的形式開展，在項目中學習掌握使用該課程的材料，
並進行數據分析。在這些項目中，學生用數學來分析複
雜的現實世界問題，並通過統計軟件分析數據，從而解
決這些問題。

職業前景 //
數據分析領域的人才需求量非常大。在當今這個大

知識技能 //
· 學習數據分析的基礎知識以及數據科學的相互聯
繫；
· 逐漸掌握 R 語言編程能力；
· 學習數據科學項目所需資源的收集方法；
· 通過應用預測分析技術和使用非結構化的企業信
息和數據，以實現更好的客戶體驗以及新數據類型
的應用：情緒數據、點擊流數據以及視頻、圖像和
文字數據；
· 採用數據挖掘方法和機器學習技術工具對來自各
種領域如網站、社交網絡、媒體和智能城市的數據
集進行處理；
· 運用可視化原理，理清思路，強化理解並幫助決
策判斷。

數據時代，人們每時每刻都需要通過傳感器、互聯網以
及其他來源，掌握科學活動、社會活動和商業活動產生
的大量數據。幾乎每個工作領域都需要數據分析專家，
將這些大量的數據進行收集、整合、分析，生成有利用
價值的信息。
數學與應用數學專業的學生將勝任數字信息和大
數據分析等新興領域的工作。該專業旨在培養未來的數
據科學家，以滿足數據驅動行業、政府機構和金融部門、

核心課程 //
概率論與數理統計學

統計數據挖掘

大數據計算

大數據統計分析

應用統計學

大數據技術

數據分析基礎

回歸分析

大數據可視化

醫療行業、社交媒體和教育領域的人才市場的需求。由
於數學領域的廣泛適用性，學生也可以在大學期間通過
輔修等方式選擇感興趣的領域學習相關課程，為繼續申
請該領域的研究生項目做好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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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KU

COLLEG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理工學院

B.S.
BIOLOGY CELL AND MOLECULAR
生物科學 |
細胞與分子方向

生物科學專業旨在培養學生成為具有國際化視野、
國際化職業發展力、國際化研究能力的複合型人才。該
專業致力於訓練學生，使其掌握扎實的生物科學理論知
識；培養學生的生物科學研究能力與分析思維，使其具
備較強的科學儀器應用技能以及實驗的設計與操作能
力；提升學生的科學素養，加深其對應用生命科學知識
及先進的科研與管理理念的認識，以促進經濟、文化與
社會發展；使其能夠從事教學、研究與管理工作。同時，
本專業將提供最前沿的教育，將生命科學與現代醫學及
生物醫藥的發展緊密結合，為國內外頂尖高等院校、科
研機構與企業及政府部門輸送具有創新意識、創新能力
的專門人才，培養未來全球科技的領軍人物。

職業前景 //
生物科學專業學生將具備扎實的物理、化學、生

知識技能 //
生物科學專業的畢業生將具備全方面的技能， 具體
如下：
·具有優秀的英文社交與科技語言應用能力，良好
的學習與創新、溝通與表達、合作與交流能力。加
之中文母語的優勢，畢業生將具備在國際化企業或
科研院所工作的競爭力；
·在系統掌握扎實的物理、化學、生物學的理論知
識的基礎上，具備靈活應用所學解決實際科學問題
的能力。充分瞭解專業應用前景和最新發展動態，
使畢業生具備研究與開發生物科學的最前沿科技問
題與技術的能力；
·具有過硬的生物科學實驗技能，進而發展創新科
研研發能力；
·能勝任生物專業眾多領域如生物技術、分子生物、

物學的基礎知識，充分瞭解生物科學的前沿科技發展狀

生物醫學研究、微生物學等的教學、研發、管理等

況，具有過硬的生物工程技術知識、技能和現代國際化

方面的工作。

研究技能，同時擁有良好的中英文語言溝通表達能力和
國際化視野。畢業生可以選擇在基因工程、藥物研發、

核心課程 //

生物醫學工程等相關領域申請世界知名高校研究生院深

普通生物學

解剖生理學

造或就職於在國際化生物技術與醫藥公司、高校和政府

生物信息學

神經科學

部門，從事技術研發與管理等富有挑戰性且高薪的工作。

微生物學

寄生蟲學

生物化學

病毒學

生態學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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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
CHEMISTRY
化學

溫州肯恩大學化學專業旨在培養學生成為具有全
球視野和國際化研究能力的專業化學家。本專業為醫學
和生物科學等其他領域的職業生涯提供了基礎。本課程
提供有關無機化學、有機化學、物理化學等化學主要領

知識技能 //

域的基礎知識，培養學生的研究和分析思維能力。學生

· 學生將具備優秀的英文社交與科技語言應用能

將獲得先進的實驗技能和知識，以進行化學專業的科學

力，良好的學習與創新、溝通與表達、合作與交流

研究。

能力。加之中文母語的優勢，畢業生將具備在國際

本專業畢業生可以申請相關領域世界知名高校研

化企業或科研院所工作的競爭力。

究生院繼續深造，可以就職于研發先進技術和產品的研

· 畢業生具備靈活應用所學解決實際科學問題的能

究和技術公司，或者高校和政府部門，從事技術研發與

力。本專業將以扎實的化學、物理、數學和生物理

管理等富有挑戰性的工作。

論知識為基礎，培養學生應用、研究和分析能力。
畢業生能夠運用豐富的理論知識於實踐以及科研中 ,
研究與開發化學領域的最前沿的科技問題與技術。

職業前景 //
由於化學的應用範圍廣，因此創造了廣泛的就業機
會。畢業生可以在石油、化工、食品加工、農業、製藥、
生物技術、採礦等行業找到研究和技術崗位。這些領域
為符合條件的申請人提供高薪、富有挑戰性的職位。

· 學生將掌握優秀的實驗技能，包括開發和進行創
新研究的能力。
· 能勝任化學專業眾多領域如教育、研發、管理、
生物化學、醫學、法醫化學、化學工程、醫療、製藥、
環境化學、電化學或納米技術等方面的工作。

核心課程 //
化學

儀器分析法

定量分析

物理化學

有機化學

生物化學及其實驗課

無機化學及其實驗課

高級有機製劑

WENZHOU-KEAN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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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
PSYCHOLOGY
心理學

心理學是一門學習思想和行為的學科。這一學科包
含了人類經驗方面的所有知識，從人大腦功能到國家行
為，從兒童成長到關愛老年人。在每一個可想像的領域，
從科學研究中心到心理健康關愛服務，心理學家的事業

知識技能 //

都是基於對“行為的理解”。溫州肯恩大學提供心理學

心理學專業包括了對思想與行為的學習。學生

本科專業，授予學士學位。心理學專業致力於培養學生

將掌握科研與測評的技能、倫理學方面的知識、人

在科學領域包括對人與動物行為的知識，以及進行科學

際交往和交流溝通方面的技能，同時也將理解人類

研究所需具備的知識。

行為的發展過程。學習心理學可以培養對組織行為、
專業性、意識、感知、理解自我和他人、婚姻與家

職業前景 //

庭的理解。同時也為學生提供學習人的性格個性、
行為動力和終身發展的機會。

心理學專業畢業生在就業方面通常有許多選擇方
向，包括心理健康諮詢師、科研助理、育兒師、教師、
公共事業服務者、人事行政人員、統計助理，也可以選
擇在研究生階段繼續學習心理學或其他專業領域。在心
理學專業所學到的技能與知識是非常通用的，擁有心理
學的學位可以幫助學生在應聘競爭激烈的崗位時脫穎而
出，同時也能對日後升職到管理崗位起到幫助。

實習基地 //
在多樣的課程之餘，我校心理學專業努力為
學生創造實習機會。目前，心理學專業學生可在溫
州肯恩大學太陽樹心理諮詢中心實習。此外，我們
與溫州醫科大學附屬康寧醫院合作。學生可在該醫
院門診、法醫心理學等不同部門輪崗實習。我們致
力於為心理學專業學生開發各種各樣的實習就業機

畢業去向 //
2020 屆畢業生被英國倫敦大學學院、英國杜倫大
學、英國愛丁堡大學、英國格拉斯哥大學等多所名校錄
取。

會，以實現全面發展的教育理念。

核心課程 //
專業心理學

實驗心理學

心理學統計

當代心理問題

測試與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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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
COMMUNICATION
傳播學

傳播學專業的學生學習創建和傳遞信息，以告知、
說服和動員周圍世界的人們。發展有效的視覺、口頭和
書面交流的藝術是職業成功的關鍵。在溫州肯恩大學，
本專業學生向最知名的及獲獎的學者、記者、電影製片
人、作家和公共關係專業人士學習，通過為我校學生報
刊寫作和報道，以及為我校的廣播和電視臺製作內容，
為現實社會做準備。在如今全球通訊傳媒發達的時代，
我們的學生將通過多樣的技術創造有效的信息。同時，
傳播系將幫助學生獲得有意義的實習機會，為他們職業
生涯的下一步做好準備。

職業前景 //
傳播學專業畢業的學生，可以在黨政機關、大小企

知識技能 //
我校目前的傳播學專業是公共關係方向。學生
將對當今的傳播環境有所瞭解，並獲得成功職業所
需的技能。這些知識和技能包括：
· 在團隊和組織建設、領導力、傾聽、公共演講、
多元文化交流和衝突解決方面提高技能；
· 為出版業、電視、廣播和社交媒體創建、製作和
編輯新內容；
· 理解通過各種渠道進行溝通的最佳實踐；
· 學習傳播理論和媒體倫理；
· 審查新興媒體市場和趨勢；
· 獲得商業關係的敏銳度和宣傳技巧；
· 在各個行業建立有意義的聯繫，建立專業網絡。

業單位、非營利組織和其他公共服務機構工作。本專業
是從事國際、跨文化、跨專業公共關係協調和公共信息

核心課程 //

傳播的專業人才。傳播學專業人士是一個理想的員工，

公民演講

新聞學概論

因為他們可以有效地解決問題和促進改善任何類型的組

大眾傳媒

公共關係寫作

織。

公共演講（高階）

傳播和媒體理論

數字視頻製作

公共關係案例

公共關係

公關活動

談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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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KU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人文學院

B.A.
ENGLISH
英語

職業前景 //
· 出國進行研究生教育深造；
· 英語、法律、新聞、國際研究、商業等相關領域；
· 英語教學；
· 英語筆譯和口譯；
· 要求擁有較高英語交流技能的崗位。

英語（國際應用方向）專業是一個具有高度靈活性
的專業，提供英語寫作、語言學、英語教學、英語筆譯

讀研去向節選：哈佛大學、哥倫比亞大學、華

可以開始自由規劃課程安排。本專業允許學生利用較多

盛頓大學、約翰霍普金斯大學、芝加哥大學、賓夕

的選修課程來準備未來本科畢業後的各種方向，包括研

法尼亞大學、倫敦大學學院 、愛丁堡大學 ......

究生學習（語言學、文學、傳播學、新聞學、教育學等
學科）、外語教學、出版或者各類公司及國際組織中要
求擁有較高英語交流技能的崗位。2019 年，本專業入
選了浙江省一流本科專業建設點。
英語專業積極培養學生加入引領世界新思潮和行
動的行列 , 例如教師、作家、學者等。英語專業注重高
級英語應用技能的培養，為各種職業生涯的成功做好準
備。本專業鼓勵學生深入瞭解語言學習的各個方面，如
英語的結構和起源、體裁分析、英語在不同學科中的應
用以及英語的語言特徵等。此外，英語專業積極培養學

師資團隊 //
英語專業教師都是來自應用語言學、修辭學、
TESOL、文學、翻譯和其他相關領域的高素質專業
人士，畢業于全球知名院校。

實習基地 //
北大新世紀溫州附屬學校、英才國際學校

考證情況 //

生將英語作為第二語言的教學和學習技能，英語和漢語

TESOL（國際英語教師資格證）、上海中 / 高

的翻譯和口譯技能，以及高級寫作技能。英語專業學生

級口譯、TEM-4/8（英語專四 / 專八）、高中教師

積極參與學術討論，培養科研與學術能力，磨練批判性

資格證。

思維能力。

知識技能 //
·培養清晰、有說服力的寫作能力；
·學習偉大的文學作品，探索新的文化；
·瞭解如何批判性地思考社會問題；
·具有優秀的英語語言運用能力；
·跨文化交流能力；
·國際化視野。

29

畢業去向 //

及口譯領域的學習。學生完成六門基礎核心課程之後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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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課程 //
英語語言的結構與起源 文化修辭與寫作
英語寫作流程

語言與文學研究

語言學導論

網絡寫作

建築與設計學院

COLLEGE OF
ARCHITECTURE AND DESIGN

WKU

B.A.
ARCHITECTURAL STUDIES
建築學

學校強調建築學是一門工程技術與藝術設計相結合的專業，突出以人為本的建築設計價值觀，旨在培養能夠
深刻理解人本精神，並能將其應用於城市建築與生活方式設計的國際化建築設計人才。課程以設計為先導，向學
生提供廣泛的社會科學、人文歷史、景觀建築、城市建築、建築史等課程。綜合性的課程體系從理論與實踐兩方
面來培養學生的專業技能，旨在培養學生的創造性思維、美學意識、科技運用能力、可持續發展意識、社會多元
化理念、建築倫理和全球視野等多方面的思維、認識與技能。同時，本專業持續關注各大都市的建築設計和城市規劃，
做到在建築學領域內與時俱進。建築學專業還接受美國國家建築認證委員會 (NAAB) 的認證評估。NAAB 是美國
國內專門用於認證建築學專業學位的權威機構。

職業前景 //
隨著建築設計業務專業化需求的提升和建

教學過程 //
（1） 項目任務式的設計教學模式

築設計國際化趨勢的日益顯現，具備優秀的問

本專業全面實行小班制教學模式，每個課堂的學生數量

題解決能力並能妥善處理人與空間的關係，具

控制在 15 人左右，保障每個學生與學生之間、學生與教師之

備與商業客戶或政府進行溝通與協調能力的國

間的互動和交流，從而更加直接地培養學生的團隊合作能力以

際化建築專業人才，將獲得十分寬廣的就業空

及獨立發現問題的能力。建築學專業圍繞學生個體發展開展教

間。畢業生可以成為建築設計師、景觀設計師、

學活動，使得教學活動在時間、空間上得到重組，並在一定程

環境設計師、城市規劃師、建築項目管理者等，

度上增強教師與學生在課堂教學中的活動密度、強度、效度等。

或將所學的知識技能運用到其它相關的設計領

並且實施項目任務式的設計教學模式，課堂結合理論與實踐的

域，比如工業設計和服裝設計等。此外，畢業

探究性教學模式。

生還可以選擇繼續在國際舞臺上深造，考取美

（2） 國際交流學習

國註冊建築師執照。

培養目標 //

建築學學生有機會參與美國、法國、意大利等國家的交
換學習及短期遊學項目。專業教師也會定期結合學習內容開展
溫州市內或省內外的實地考察項目、參加各類講座與展覽。

建築學專業旨在培養能夠運用手工模型、

另外，建築學專業根據美國肯恩大學麥克格雷夫斯學院

數碼技術、圖型設計等專業技能進行分析和重

要求，在每年春季學期會舉行一次“創思研討會”，邀請諸多

構；瞭解構成設計、建造技藝、結構力學、建

全國、全球知名設計師來我校進行學術講座、開設工作坊等，

築史等領域專業知識和基本準則；掌握城市、

與學生進行近距離的學術交流。

社區的基本規劃方法；靈活運用調研、分析、
提案等方法應對不同的建築設計業務；熟練運

核心課程 //

用英語在國際建築設計業務中進行有效的溝

建築設計概述

建築結構

通；具備全球視野並能夠影響當代社會的國際

工作室課程

建築系統

化高層次建築學領域人才。

技法表達：手工與數碼

建築史

生態、環境、建築規範

城市與景觀規劃

WENZHOU-KEAN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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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F.A.
GRAPHIC DESIGN
視覺傳達設計

視覺傳達設計專業從理論知識和實踐
技能兩方面展開，在概念、策略、技巧、
實踐以及研究方法方面為學生提供資源和
指導，使學生能夠進入專業性的設計領域
工作並獲得持續性的成功。
學生在第一年完成繪圖、印刷排版、

2018、2019 屆視覺傳達設計專業畢業
生，大部分選擇出國繼續深造，多為全球
前 100 強高校。
讀研去向節選：帕森斯大學、普瑞特
藝術學院、倫敦藝術大學、雪城大學、薩
凡納藝術與設計學院、悉尼大學、西交利
物浦、中國美術學院、克蘭布魯克藝術學院、
利茲大學、新南威爾士大學 ......

核心課程 //

藝術史、設計與工藝設計等視覺傳達基礎

工作室技能

圖像表現

課程後，可以通過選擇視覺識別與信息設

字體排版設計

基於移動設備的設計

計、品牌設計、廣告設計、網頁設計、動

印刷概念

設計的批判視角覺

態影像設計和其他設計課程來追求更適合

動態圖形設計

自己的設計領域。
視覺傳達設計專業包括大量的工作室
課程和計算機實踐課程，由國際專業設計
師執教，並通過為學生提供設計實習機會
來增加學生的實踐工作經驗。
2017 年，視覺傳達設計專業被立項為
浙江省高校“十三五”特色專業；同年，
本專業通過了美國藝術和設計學院協會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chools of Art and
Design ) 的認證，是國內唯一一所得到認
證的院校。2019 年，視覺傳達設計專業入
選了浙江省一流本科專業建設點。

職業前景 //
視覺傳達設計專業的畢業生可以在多
個設計領域成為專業設計師，比如品牌設
計、廣告設計、網頁設計、動態影像設計
和包裝設計。畢業生還能運用他們多方面
的技能從事其它有關設計領域的工作，比
如工業設計和環境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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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去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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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F.A.
INTERIOR DESIGN
環境設計

環境設計專業致力於培養以符合環境
可持續性原則為基礎的，具有系統整體的
環境設計觀和綜合素質，人文精神和國際
視野，並熟練掌握環境設計的專業理論知
識、方法與實踐技能的專業設計人才。環
境設計是一門交叉學科，運用自然光、人
工照明、家具、軟裝等配置，對空間進行
設計創作，使建築物的室內外空間環境，
體現出特定的藝術人文氛圍或風格。

職業前景 //
環境設計專業與美國國際建築設計、

學生將從基礎課程開始學起，課程包

室內設計業務接軌，為學生提供不同于本

括通識課程、設計基礎課程、藝術設計史、

土設計的就業及培訓。在完成本科學習後，

環境設計理論課程等，在完成基礎課程之

學生還能繼續在國際舞臺上深造。環境設

後，學生將系統地學習專業課程，比如可

計師是一個多方面的職業，畢業生可以在

視化設計、環境設計製圖、建築圖紙與效

多個設計領域成為專業設計師，如從事建

果圖、 家具製作、室內設計 - 商業實踐等。

築室內外環境設計、景觀 設計、環境裝飾

環境設計專業包括大量的工作室課程
和計算機實驗課程，由國際專業設計師執

設計、空間規劃師等方面系統性設計和設
計管理與研究的工作。

教，並通過為學生提供設計實習機會來增
加學生的實踐工作經驗。

核心課程 //

環境設計專業頒發藝術學學士學位，

室內設計介紹

建築施工與施工辦法

美國肯恩大學環境設計專業已獲得室內設

室內設計製圖

室內工作室設計

計和認證委員會 (CIDA) 的認證。

建築圖紙與效果圖 室內設計 - 商業實踐

培養目標 //

建築照明設計

設計與建造環境

培養學生以符合環境可持續性原則為
基礎的，具有系統整體的環境設計觀和綜
合素質，人文精神和國際視野，並熟練掌
握環境設計系統的專業理論知識、方法與
實踐技能為學生在學習過程中提供專業導
師的指導，探索建築環境的各方面設計領
域，並清晰地瞭解未來規劃。

WENZHOU-KEAN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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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D.
INDUSTRIAL
DESIGN
產品設計

產品設計以工學、美學為基礎，致力於將形式、
功能和美學相結合，以人為本、注重環境原則，培養
強烈的審美觀，以及系統扎實的設計基礎和設計動手
能力，通過對產品的發明和創造，對現有產品的創新
與升級以實現更好的人居環境。
學生將從基礎課程開始學習，如產品設計理論基
礎、通識教育、藝術史等。在完成基礎課程後，學生
將系統地學習專業課程，比如：CAD 和 3D 建模、 設
計圖與 CAD 在工業設計中的運用、模型設計、家具製
作等。
產品設計專業頒發藝術學學士學位，美國肯恩
大學產品設計專業已獲得美國藝術與設計學院協會
(NASAD) 的認證。

培養目標 //
培養具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使命感，掌握扎實
產品設計基礎理論和技能，具有新產品開發及產品創
新能力，能夠適應潮流並努力變革的適應能力強、實
踐能力強的具有國際化視野的複合型、應用型高級專
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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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前景 //
產品設計畢業生在各種充滿活力的行業中擁有成
功的職業生涯，結合了藝術、商業和工程學來創造以
消費者為中心的當代設計。
本專業與美國國際產品設計業務接軌，為學生提
供不同于本土設計的就業及培訓。在完成本科學習後，
學生還能繼續在國際舞臺上深造。畢業生可在各類設
計機構或產品製造企業從事產品設計、產品創新研發
和設計管理等工作。

核心課程 //
CAD 和 3D 建模

模型設計

家具製作

設計草圖

產品設計史

產品設計工作室

基本產品設計

產品設計作品集設計

CAMPUS

FACILITIES
\\ 校園設施

商務與公共管理學院大樓

通識教學樓

建築與設計學院大樓——葛和凱樓

設計專業教室

蘋果機房

彭博金融實驗室

物理實驗室

GRE、TOEFL 考點

多功能報告廳

公共空間

紀念品商店

食堂

綜合球館 ( 外部 )

體育場

健身房

WENZHOU-KEAN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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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CURRICULA
CENTER

\\ 國情中心
國情與文化教育課程
講座課

理論互動課

專業 //
中國概況
漢語
古與今 *
小組討論課

實踐課

文化傳承與國際化 *
辨與思
我與社會
（* 港澳台僑學生需選修一門。）

藝術課程
* 港澳台僑學生需选修两门艺术课。

教育目標 //
從藝術的認知層面出發，通過培養學

電鋼琴

當代藝術創造

生對藝術的思考和實踐能力，提高學生的
智性審美水準。
·感受美、表現美、鑒賞美、創造美
·培養高雅的審美品位，提高人文素養
·瞭解、吸納中外優秀藝術成果，理解並
尊重多元文化

形體藝術

特色課程 //
色彩和美學——花藝
夏威夷音樂——尤克裡裡
形體與姿態——芭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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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鑒賞

茶藝

體育課
* 港澳台僑學生需選修四門體育課。

教育目標 //
溫州肯恩大學體育課旨在培養學生的體育人文素養、鍛煉習慣，形成健康的生活方式。

籃球、足球、排球、網球、羽毛球、乒乓球、壁球、棒球、跆拳道、有氧健身操、定向運動、瑜伽、太極拳

國情與文化教育系列活動

體驗溫州文化

領略溫州山水

臉譜

課外體育活動

溫肯藝術團

溫肯藝術團

WENZHOU-KEAN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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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PUS

ACTIVITIES
\\ 校園活動

學生領導力與服務中心致力於提供獲得領導力提升培訓，參與社區服務，參加服務學習課程，和校園
各類學生團體發展的機會，同時中心是學生參與校內外志願者活動的連接點。 我們用不同的活動項目幫助
和培養我們的學生，在多樣化、全球化的大環境下積極參與國際事務，表現其卓越領導力和社會責任感。
該中心同樣會協助學生組織策劃並參與學術課堂以外的各樣活動，以補充實踐經驗。

校長晚宴
2021 年 3 月 30 日晚，伴隨著味蕾的美妙享受，第
五期校長晚宴如期而至。與以往不同的是，我校招收的

志願者活動
我校學生志願者參加國際大型活動——世界青年科
學家峰會

第一屆碩博研究生代表也加入了這次的晚宴。

社團嘉年華
社團嘉年華旨在讓前來體驗開放日的學生及家長更
好地體會到我校多元社團文化、學生領導力氛圍。

Hall of Fame
Hall of Fame 年度頒獎典禮通過表彰過去一年在各
領域有出色表現的學生和備受同學們喜愛的教職工，將
榮譽榜樣精神傳遞給溫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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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事務部住宿生活中心團隊以打造學習型生活社區為目標，圍繞個人拓展與健康、文化多樣性、公
民意識與社區歸屬感建設三大模塊，由書院導師 RHD（Residents Hall Director）和書院導生 RA（Residents
Assistant）討論策劃，通過舉辦各種豐富多樣的公寓文化活動，為學生營造寓教於樂、寓學于樂的學習型
社區氛圍，以全面提升學生素質為目標，組織“和風少女”、“聖誕籃球”、“Let’s Salsa”、“驚喜復
活節”、“福至如歸”、“檯球新生杯”、“聖誕老人驚喜派對”、“路人王籃球爭霸”、聖誕籃球”等活動，
增進居民之間的交流，促進各樓棟同學之間的溝通與瞭解，鼓勵學生走出寢室，積極參與社交，幫助居民
養成健康的生活方式，從而更好地融入校園。

和風少女

檯球新生杯

Let’s Salsa

聖誕驚喜派對

福至如歸

籃球賽

WENZHOU-KEAN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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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ITION & FEES \\ 費用
備註 //
1. 其他額外費用均以學校網站公佈為准。

2022-2023 學年學費 //

保險 //

普通類專業：65,000 元人民幣 / 人 / 學年；

每學年 800 元人民幣 / 人。

設計類專業：68,000 元人民幣 / 人 / 學年。

書本費 //

2022-2023 學年住宿費 //

按實際購買收取。

7,000-14,500 元人民幣 / 人 / 學年。

公寓（梅園）

公共空間

活動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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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寓（榕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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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空間

RESIDENCE HALLS

\\ 學生公寓

住宿生活中心
溫州肯恩大學學生事務部住宿生活中心致力於打造一
個安全、設施良好的學習型生活社區（書院）。住宿
生活中心認為住宿生活是整個大學教育過程的重要組
成部分 , 能夠為學生提供接觸多元文化的機會，同時
也是學生獲得各種個人學習經歷的機會，可以補充和
促進他們的學業發展。住宿生活中心將通過舉辦類型
多樣的活動及引導學生有效利用現有資源，促進學生
最大程度地取得學業上的成功並實現個人目標。

工作團隊

書院導師 //
書院導師，即 RHD，主要負責全體住宿生的服務引導支
持和書院的日常管理。指導書院的導生團隊開展博雅教
育活動；配合學生學術支持服務中心對學業困難學生進
行關注；制定並實施學生行為規範，並按照規定對違紀
學生進行處分教育；配合資助辦公室開展獎學金以及勤
工助學項目；調解寢室糾紛，辦理寢室變動等。

書院導生 //
宿管 //

書院導生 , 即 RA，一般由優秀學生擔任，致力於幫助大

各個公寓樓棟均安排了兩位宿管，負責公寓內各類設

一新生迅速過渡到大學生活，同時為在校生提供學術支

施設備報修、進出管理等。

持和個體關注，從而完成大學到社會的過渡。RA 的工
作內容包含每月安全衛生檢查、居民談心談話、協調寢

公寓設施

室矛盾、召開樓層會議，舉辦公寓文化活動等。

溫州肯恩大學目前有蘭庭、梅園、竹軒、菊苑、榕、
楓、杏 7 棟公寓樓，房型包含 4 人高床套間（2 個雙
人間），4 人低床套間（2 個雙人間）、3 人低床套
間（一個單人間，一個雙人間），4 人低床套間（1
個雙人間，兩個單人間），2 人間低床，房間內包含
獨立衛生間，24 小時熱水、空調、免費 Wifi。高床
尺寸約為 0.9 米 *2 米，低床尺寸約為 1 米 *2 米 , 每
棟樓還配備了一定的生活、學習、運動設施，如洗衣
房、健身房、檯球室、學習討論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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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MATERIALS
// 錄取要求

申請類別：台灣學測考試 //
一、申請條件：學測英文均標级以上。
二、招生计划：30 名。
三、填报方式：登錄祖國（大陸）普通高校依
據台灣地區學測成績招收台灣高中畢業生報
名系統（網址：https://www.gatzs.com.cn/z/

申請類別：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

tw/）進行報名。

一、錄取標准。

四、報名時間：首輪 2022 年 3 月 1 日至 31 日；

·最低錄取標准為“3、3、2、2”，即參加

征集 2022 年 5 月 21 日至 31 日。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的中國語文科、英國語文

五、審核及考核時間：首輪 2022 年 4 月 1 日

科達到第 3 級及以上，數學科、通識教育科

至 5 月 14 日，征集 2022 年 6 月 1 日至 20 日。

達到第 2 級及以上。

六、報名材料：個人證件、電子照片、學測成

·校長推薦計劃的考生最低錄取標准為：四

績、考生誠信承諾書、成績查驗授權書等。

門核心科目的分數之和須為 10 分（含）以上，

七、建築與設計類專業需提交作品集。作品

且任何一門科目的分數不得低於 2 分（含），

提交截止時間為首輪 2022 年 5 月 6 日，徵集

英國語文科達到第 3 級及以上。

2022 年 6 月 13 日。

·報考藝術類專業的考生最低錄取標准為

* 注：詳細信息請登錄 www.wku.edu.cn, 點擊

“2、3、1、1”，且通過作品集審核。

“招生就業 - 港澳台僑招生 - 免試招收台灣

二、報名方式、材料及時間。

高中畢業生簡章及報名方式”。

報名分為網上報名和網上確認兩個階段。具
體報名時間和要求詳見內地（祖國大陸）高
校面向港澳臺招生信息網站（https://www.

申請類別：華僑生，港澳台轉學生 //

gatzs.com.cn/）發布的 2022 年內地高校招

一、報名資格。

收香港中學文憑考試學生辦法。

華僑生：符合《2022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普通

三、建築與設計類專業需提交作品集。

高等學校聯合招收華僑港澳台學生簡章》對華

提交截止時間為即日起至 2022 年 6 月 1 日。

僑生的身份鑒定。
港澳台轉學生：在內地（祖國大陸）以外大學

* 注：詳細信息請登錄 www.wku.edu.cn, 點

就讀的港澳台本科生。

擊“招生就業 - 港澳台僑招生 - 香港中學

二、申請方式及要求。

文憑考試”。

請聯繫溫州肯恩大學招生辦諮詢。
郵箱：admissions@wku.edu.cn
電話：0086-577-55870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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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作品集
一、涉及專業：
建築學，視覺傳達設計，產品設計，環境設計。
二、提交方式：
請登錄 kean.slideroom.com，選擇專業並按
要求填報並上傳作品。作品提交系統中的專
業選擇須與志願填報專業一致。在系統中作
品提交成功後，請及時通過電話或郵件的方
式與溫州肯恩大學招生辦確認提交情況。
三、作品提交系統中的專業目錄：
·2022 – Architectural Studies (B.A.) –
Undergraduate – Kean Wenzhou, China
Campus
·2022 – Graphic Design B.F.A. – Kean
Wenzhou, China Campus
·2022 – Industrial Design (B.I.D.) –
Kean Wenzhou, China Campus
·2022 – Interior Design (B.F.A.) – Kean
Wenzhou, China Campus
四、作品要求：
10 至 12 份個人創作。圖片須為單獨文件上
傳，除非是展示 1 個單獨作品或素描的詳細
信息。作品需展示基礎設計和繪圖方面的創
造性思維和技能，可在各類媒體和題材中選
取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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