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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来到肯塔基大学文理学院。 很荣幸您愿意花费时间来了解我们的
学院，我相信在此您会找到符合您个人兴趣和目标的课程。

毫无疑问，您会发现肯塔基大学是一所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拥有
最先进的设施和研究方法，但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我们的使命是教育学
生。 您会发现从您的教授、顾问到行政人员都愿意尽一切可能帮您
实现您的教育目标。 我们知道国际学生的需求与国内学生的需求不
同，因此我们会齐心协力确保满足国际学生的所有需求。 学院会为
您提供专门的工作人员，帮助您在课堂内外探索未知的学习领域，并
体验各种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教育目标; 文理学院将帮助您实现这些目标。 在
您浏览这本小册子时，我鼓励您探索各种可能的选择，以找到自己真
正的感兴趣的学习领域。 我很激动地欢迎您到文理学院开始学习之
旅，并期待您未来成为肯塔基大学文理学院的杰出校友。

您诚挚的，

Mark Lawrence Kornbluh
院长



为什么选择肯塔基大学？
我们知道，作为一名国际学生可能会让人觉得望而生畏，
特别是在世界另一边的大学里上学！ 考虑到这一点，文理
学院配备了专门照顾国际学生的工作人员。 您不仅会拥有
自己的学术顾问来确保您按时毕业，而且我们还为国际学
生提供特别的课程。 我们在肯塔基会为您举办欢迎晚宴，
每个月您都有机会参加各种文化活动，包括观看肯塔基大
学篮球比赛、骑马、雕刻南瓜活动、世界著名的地下洞穴
郊游活动，甚至可以用中国传统美食来庆祝中国新年的活
动！ 而且，这些活动对于来自中国合作大学并在文理学院
就读的学生是完全免费的！ 您还在等什么？现在就联系我
们申请肯塔基大学文理学院吧！



学生来自全球多个国家

超500个学生组织

3310万美金支持的科研
项目

学生来自全美50个州 超200个专业

16 所学院

33,000 
在册学生

年建校 1865

1,800 
国际学生

所校内图书馆9

的师生比18:1 人的平均班级规模25位满分ACT学生

幢宿舍楼18

“全国优秀学生奖项”

获得人数全美前十

名诺贝尔奖获得者2

肯塔基骄傲

47



列克星敦的生活
肯塔基州  列克星敦市 要闻速览

位置

充满活力的城市生活

列克星敦位于肯塔基州蓝草地区的中心
区域，这是一个繁华的城市，在这里您
可以感受到列克星敦南部城镇的热情好
客。

这是一个安全的中等大小的城市，也是
一个充满活力的国际化社区。在这里您
总可以找到一些事情可做，可以通过探
索肯塔基州的一切，来轻松地摆脱城市
的喧嚣。

• 五个最安全的美国城市之一

• 人口 - 30万

• 被SmartAsset评为：全美新毕业生最佳城市

的前七位

• 被livability.com网站评为：全美五大大学

城之一 

• 六大全美最有价值的城市之一

• 美国十大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城市之一

• 《孤独星球》评选的最值得去的美国旅游目

的地第8位

• 《新闻日报》评选的2018年全球12个最佳旅

游目的地

• 适合新毕业生的最佳中型城市第2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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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猫们说
你将怎样描述肯塔基大学的A文化?

“在肯塔基大学是有着非常多元的文化的大学，当地学
生对国际学生非常友好，比如我在音乐课上认识了一个
很好的外国朋友并且帮助我提高了英语水平，还时常问
我中国的文化来跟我分享美国的文化。整个肯塔基大学
是非常欢迎中国文化的，学生和教职员工在校园里总是
受到尊敬的.”

龚坚
大二心理学专业
北京外国语大学

在来到莱克星顿后感觉怎么样?

“我必须说在我来到莱克星顿后，我感觉这里是我的新
家。从中国大学转学到肯塔基大学，我觉得过渡的很
好。这里的每个人都很友好，我的教授经常帮助改正我
的论文。我在我的公寓里交到了许多国际朋友与美国朋
友。我感到我融入到了当地的生活中，感到在一个肯塔
基大家庭一样。”

北佳讯
大二 生物学专业
北京外国语大学

到目前为止你有什么样的经历?

“到目前为止我所经历的一切都很棒！我做了很多事
情，比如说去基恩兰赛马场看赛马，我还和朋友们去看
了我们学校的篮球赛。另外在万圣节的时候，我雕刻了
南瓜灯，这是我第一次参与这样有趣的活动！莱克星顿
真的是一个很吸引人的城市，我很高兴我选择了在这里
学习！”

凌培芸
大三学生，数学经济专业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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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生活

如果您想找到社区、结识新朋友，融入美国文化，在校内住宿是一个极佳的选
择。校园可以是您结交到好友，并带给您美好的校园回忆。另外，在校内住宿学
生在学业上也通常会表现更好。

您也可参加“生活学习项目”（或“LLP”），每一个“生活学习项目”都有明
确的学术重点，其目的是让您住宿和生活在学习的地方。

我们现有14个“生活学习项目”，国际村LLP项目就是其中之一。这是一个为学
生提供的跨国社区，我们为每一个国际学生都配对了一个美国学生。学生有机会
参加专为居住在“生活学习项目”中的同学安排的各种社会和文化活动。

• 耗资4亿5000万美元兴建的现代化宿舍楼

• 拥有3个最先进的室内娱乐设施，包括游泳中心、攀岩墙、篮球馆等！

• 居住在肯大18个现代化学生宿舍之一

• 成为一个强大、紧密团结的社区的一部分

• 能够贴近您的同学、班级、教授，并有机会接触校园里各种有趣的机会。

• 拥有4个户外娱乐设施，包括网球、足球和篮球场

• 55个研究中心和机构

• 校园共有28个用餐地点，包括美国、法国、日本、中国和意大利菜，还提供

健康、无麸质和素食的各种选择。

• 距莱克星顿市中心仅步行即可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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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专业

美国文化与商业实践专业

美国文化和商业实践专业可授予文科学位，让学生得以完成跨学科专
业学习，让学生进行历史、政治、社会、艺术和美国文化方面的学
习，并在商务方面接受大量的培训。与GATON商学院合作，该专业旨
在培养学生在商业学位的关键能力，包括管理学、金融学、市场营销
学和经济学，同时也通过电影、文学、历史、地理、政治、人类学和
社会学方面文科课程的学习, 来扩宽学生的知识广度。肯塔基大学的
美国文化和商业实践学位将使学生在以下几方面受益：

• 体验小班授课、研讨课和基于项目的学习

• 向来自各学科屡获殊荣的教师学习

• 通过学习电影，文学和艺术来研究美国文化和商业实践

• 了解商务实践是如何受时间（历史）和地点（地理位置）的影
响的

• 认识到文化的相似性和差异如何影响谈判和营销策略

• 了解政治、商业和社会之间的重要关系

• 整合包括管理、营销、财务和经济学等方面的商务学位关键能
力，制定解决问题的策略。

美国文化和商业实践专业是希望在国际商业环境中工作的学生的理想
选择，并将帮助学生为以下行业的职业发展做好准备：

• 国际贸易

• 跨国公司

• 银行和金融服务

• 外贸分析师

• 政府机构

• 人力资源

• 全球市场开发/分析

• 旅游/酒店管理

• 房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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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学位

经济学专业可授理学或文学学士学位，学生通过运用独特的分析和应
用商业技能，胜任上层管理、研究和公共服务行业方面的工作。肯塔
基大学经济学专业的学生将学习会计、金融和管理方面知识，同时能
够预测一般经济形势、估计趋势、分析数据，并运用经济学理论来帮
助他们的组织更有效地运作。经济学专业的学生将学习不同领域的课
程，包括微观经济学理论、宏观经济学理论、经济学和商业统计学、
统计学方法、经济学原理、货币经济学、博弈论导论、全球经济、法
律与经济学等。拥有肯塔基大学的经济学学位，将帮助您为以下行业
的职业发展做好准备,包括：

• 经济预测人员

• 政府机构的研究员或分析师

• 精算师

• 经济顾问

• 法律案件顾问

• 银行管理

• 银行和金融服务

• 证券分析师

• 外贸分析师

• 预算干事

• 市场分析师

• 区域/城市规划师

张国顺
经济学文科学学士, 
2018年5月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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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经济学学位

数学经济学专业可授理科或文学学士学位，培养的学生可以在需要数
学、经济学和统计学专业知识的领域工作。 在严重依赖定量分析以
在不确定性条件下做出决策的商业环境中，拥有以上这些方面的知识
变得越来越重要。 拥有这种技能组合的毕业生有很好的职业选择，
也为他们继续攻读经济学、金融学和应用数学的研究生打下了坚实基
础。本专业同学将学习概率论、博弈论、计量经济学、统计推断、不
确定性决策和量化经济学等课程。拥有肯塔基大学的数学经济学学
位，将帮助您为以下行业的职业发展做好准备，包括：

•   经济学家

•   管理会计师

•   精算师

•   银行审查员

•   市场研究分析师

•   金融分析师

•   营销/销售经理

•   理财规划师

•   投资经理

•   统计员

•   国际贸易专家

•   房地产投资者

凌培芸
数理经济学理学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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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学位

数学专业可授理学或文学学士学位，培养学生掌握纯数学和应用数学
方面的知识。 数学研究具有挑战性和回报性，也具有逻辑性和创造
性，我们的数学系开设课程门类领域众多，如数论、微积分、微积分
与生命科学的应用、矩阵代数及其应用、计算机编程导论、数值方
法、概率论、统计理论、应用数学、组合数学与图论和微分方程。肯
塔基大学的数学学位将将帮您为以下行业的职业发展做好准备:

•  精算师

•  计算机程序员

•  计算机系统分析师

•  教师

•  气候分析师

•  教授

•  索赔理算员

•  研究科学家

•  法医分析

•  空中交通管制员

•  银行家

•  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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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和国际经济学学位

外语和国际经济学学位分理学学士或文学学士两种，让学生将经济学
知识与非英语语言能力结合起来，其中外语包括阿拉伯语、中文、法
语、德语、日语、俄语或西班牙。 该专业非常适合寻求从事国际关
系、跨国公司或在国际上开展业务的本地行业工作的学生修读。 外
语和国际经济学的专业课程包括：经济学、商业统计学、微观经济学
和宏观经济学、国际贸易、国际货币经济学、经济发展课程和所有相
关的语言训练课程。 获得肯塔基大学的外语和国际经济学学位，将
帮您为以下行业的职业发展做好准备：

• 经济学家

• 金融分析师

• 顾问

• 外交官员

• 统计学家

• 精算师

• 预算分析师

• 数学家

• 市场研究分析师

• 调查研究人员

蔡孟越
外语和国际经济文学学士-日语
2018年5月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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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学专业
我们的科学专业学生拥有全新
的最先进的科学设施，将在我
校研究型教师的指导下进行高
水平的学习，同时完成他们在
研究职业道路上的学位要求。 
作为一所 “最高研究活动
型”的大学（卡内基分类）,
肯塔基大学为所有专业都提供
了广泛的研究机会，特别是我
们的自然科学专业，包括生物
学、化学、地质科学、神经科
学和物理天文学。 本专业的
核心部分包括多间实训实验
室，以便学生可获得真实的社
会和研究经验。 在肯塔基大
学，学生们有机会通过开展独
立的研究项目，拓宽所学知识
的领域，从而应用和完善实验
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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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学专业

生物专业可授理学或文学学士两种学位，是肯塔基大学最大的专业。作为一名生物
学专业学生，您将学习有关生命研究的所有内容：植物如何通过光合作用产生能
量;微生物如何繁殖并获得抗生素抗药性;动物如何从受孕到成熟、繁殖，到最终死
亡;我们如何通过惊人的感官来感知自己的世界，以及我们的大脑如何处理信息以
及周围的世界。通过广泛的研究机会，学生有机会选修独立的学习课程，与教师一
起就下列主题开展合作研究：蝾螈或非洲小鼠的再生细胞、用斑马鱼进行脊椎动物
的眼睛和视网膜的开发和再生实验、甚至基因表达。生物系拥有一个称为生态研究
设施的独特的城市田野实验站，用于进行与鸟类交配系统、鸟鸣、生物钟、捕食者
和猎物关系以及植物生态学相关的实验研究。肯塔基大学生物系将通过有机化学、
生态学、细胞生物学、微生物学、动物生理学、发育生物学、进化、遗传学等课
程，为学生在科学相关职业领域做好准备。

化学专业

化学专业可授理学或文学学士学位，让学生学习所有纳米级物质的组成、结构、性
质和变化方面知识。化学专业学生将从分子和原子相互作用的视角来理解世界：分
子是否彼此结合？一个分子会影响化学反应的发生速度吗？分子成分X如何与光相
互作用？还有许多其他问题，我们可以通过修改分子来改变结果。肯塔基大学的化
学专业学生将对从外层空间的生命到物质到可能的原子和分子组成的外星生命的所
有事物有一个深刻的理解。通过广泛的研究机会，学生有机会参加独立的学习课
程，与教师一起围绕下列主题开展研究：DNA缩合和损伤、环境化学与光化学、核
化学、制药开发等等！化学系还为有意成为职业化学家或从事化学研究工作的学生
开设专门的生物化学专业课程。

地质学专业

地质学专业可授理学或文学学士学位，包括各种类型的地球研究，如地球的组成、
结构、史前生命、内部和表面过程，以及地质历史。我们地质学专业的教师拥有高
质量的教学和科学专业知识，以应对自然资源短缺、减轻自然灾害、环境保护和公
众科学意识等方面的全球化挑战。因此，地质学专业的学生将学习矿物资源、燃料
和水资源的发现和使用方面的应用知识、学习环境保护、地震，山体滑坡和其他自
然灾害预防知识。作为地质学专业的学生，  您将学习地震与火山、恐龙与灾难、海
洋学、国家公园地质学、物理地质学、地球科学、古气候学、矿物学和历史地质学
等方面的课程。我们提供了许多的研究机会，同学们将有机会参加独立的学习课
程，并与教师就下列问题合作研究，研究主题包括：地球物理学、水文地质学、结
构与构造学、沉积地质学和古生物学，以及地球化学和岩石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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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科学专业

神经科学专业可授理学学士学位，并将生物学、化学和心理学的学习结合到一个跨
学科专业。神经科学专业研究大脑如何利用感官输入产生行为结果，并为将来从事
研究、生物技术或健康教育方面的工作做好准备。由于当今社会日益关注对正常大
脑和神经系统功能认知以及克服/治疗其功能障碍方面的问题，因此许多神经科学
相关的职业也在经历持续的增长。随着创新技术方法在美国和国际上的迅速发展，
对神经系统的分析水平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提高。肯塔基大学的神经科学专业的教
师擅长多学科的研究和教学工作，比如神经退行性疾病、阿尔茨海默病、创伤性脑
损伤、酒精引起的神经变性和帕金森病。

物理与天文学专业

物理与天文学专业可授文学学士或理学学士学位，在这里学生可以对相关理论进行
观察、测量、解释和开发，用数学解释天体和物理现象，并将所学知识应用于新技
术的设计和创造。物理学教育提供了一套独特的被许多雇主看重的观察问题的方式
方法，它的课程能满足广泛的职业和教育兴趣，包括光学、相对论和热物理学、电
学和磁学、量子力学、物理学家所用的数据分析和物理学的理论方法。肯塔基大学
物理和天文学系是“麦克亚当学生天文台”的所在地，它可以让您获得实际的天文
体验，同时也可以作为社区服务的空间。我们为同学们提供许多研究机会，使您有
机会选修独立的课程，与我们的教师一起就下列主题开展研究，包括：天文学和天
体物理学、原子物理学、凝聚态物理学、核物理学和高能物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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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专业
社会科学专业考察社会制度，
包括社会结构、理论基础、社
会进化和相互关系，以及它们
是如何影响和受到人类行为影
响的问题。 肯塔基大学文理
学院的社会科学学科包括人类
学、环境与可持续性研究、地
理、性别和妇女研究、健康、
社会和人口学、政治学、心理
学和社会学。 学习这些专业
将帮您从各个角度理解我们
身处的这个社会 - 个人、家
庭、社区、政府和文化。 通
过这种多学科的学习与训练，
同学们可以学会从不同视角来
看待问题并将其应用于现实问
题的解决过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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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专业

人类学专业可授理学或文学学士学位，学生可用比较和整体的视角来学习各地各时
间段的人类情况。肯塔基大学人类学系下设考古学、文化人类学和生物人类学三个
专业。凭借在学术、政策和私人领域的良好科研声誉，我们培养的学生将可成为专
业的人类学家，他们在理论和实践领域奠定了坚实基础，可以胜任学术和非学术的
工作环境。作为美国东南部最早的人类学系之一，我们的教师学研究范围广泛，涵
盖了非洲、中东、中美洲、墨西、南亚和美国等地。肯塔基大学的人类学学生也将
学习到各种课程，包括现代世界的文化多样性、体育、文化和社会、北美原住民、
中东文化、文化、环境和全球问题、生物人类学、世界文明的起源、饮食文化与社
会等等！

环境&可持续发展研究专业

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专业可授文学学士学位，这是一个跨学科领域，研究世界各
地重大环境问题的社会和环境理解、原因、后果和政策问题，如全球气候变化、环
境污染和生物多样性的丧失等环境问题。 学生将学习到相关基础知识，用以理解
环境与社会间关系、重要而紧迫的环境问题以及提出这些问题的更好解决方案。 
本专业运用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视角，为学生提供跨学科的批判性思
维技能。 从而可以让学生更好地理解当代环境问题、环境政策和解决方案。 该专
业不仅培养学生的理解能力，而且还能够培养学生为环境可持续性发展做出积极影
响的能力。

地理专业

地理专业可授文学学士和理学学士学位，它让学生调查各种类型的环境，并学习如
何为更可持续的环境和更公正的社会作出重要贡献。本专业涉及社会科学和物理科
学，可以分析和解释地球环境的人类和物理特征之间的位置和相互关系。地理专业
研究特征及其位置随时间变化的方式和原因，特别关注这些变化对人和自然环境的
影响，开设的课程包括：数字绘图、地球物理环境、人文地理、地理信息系统、全
球气候变化、自然灾害的科学和政策、全球不公平、全球环境问题等！通过涉足社
会和行为科学、人文科学、计算机科学、图形传播与自然科学等相互关联的研究领
域，学生们得以奠定坚实的学术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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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与女性研究专业

性别与女性研究专业可授文学学士学位，将帮助学生在当今不断变化的世界中学
习。 要在21世纪取得成功，我们需要能够评估政治形势、解释复杂问题、识别使
社会地位存续的历史模式、思考技术与人之间的新关系，围绕有争议的问题进行富
有成效的讨论，并提出不平等问题的解决方案。性别与女性研究是您能够胜任日益
复杂的工作环境，为更公正的社会做出贡献，并学会从多个角度看待问题，同时考
虑到性别、种族、国籍、性别、宗教、阶级、年龄和健康情况。理解性别如何影响
家庭生活、医疗决策、公共政策和国际经济等各个方面，性别和妇女研究专业毕业
生有能力从事法律、健康、商业、宣传、教育、艺术/设计、媒体和专业写作方面
的职业。

健康、社会和人口学专业

健康、社会和人口学（HSP）专业可授文学学士学位，学生可以学习基于社会科学
研究方法方面的知识，来理解健康结果和不平等问题。学生将掌握一些基本知识，
从而能够理解全球经济、社会问题和需求以及健康和疾病分布之间存在的关系。该
专业也涉及到科学学科，将考察人类行为、医疗保健、环境条件、生物因素以及
社会和文化特征是如何影响健康和疾病的。HSP专业主修课程由从事社会和生物科
学、人文学和数学领域教学和研究的教师讲授。此外，您还可以选择自己感兴趣的
研究方向：健康生态学、全球健康或健康与疾病中的社会不平等问题。获得文理学
院的HSP学位，将为您从事政府、非营利组织以及公共和私营卫生部门的工作做好
准备。

政治科学专业 

政治学专业可授文学或理学学士学位，涉及权力、冲突和正义方面的内容。 学生
将学习政府理论和政治制度的发展以及团体和个人在政治进程中的作用。 通过这
种理解，学生将可以解释政府和人们的行为方式，以及政府系统的变化是如何改
变未来的行为的。 肯塔基大学政治系开设各种课程，涵盖了美国政治、比较政治
和国际关系等子领域。 具体科目包括：政治过程、司法行为、政治理论、国际冲
突、政治行为、比较制度、公共行政、政治中的女性、宪法、州和地方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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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专业

心理学专业可授理学或文学学士学位，将帮助学生培养对人类行为的广泛理解，
以及理解和解释有关人类行为研究成果的技能。 心理学家研究的主题包括大脑功
能、情绪和感受、正常和异常的思维过程、个性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 心
理学学位将重点培养您的研究能力、批判性思维能力和沟通技巧，以便为您的学术
研究或高等教育学习提供良好的基础和竞争力。 心理学专业的学生将学习大量的
课程，包括实验心理学、大脑和行为、发展心理学、学习和认知、个性和个体差
异、社会心理学和文化过程、法医心理学等等！

社会学专业

社会学专业可授理学或文学学士学位，学生将学习人类行为以及人类团体和机构之
间的互动情况。 社会学专业的学生学习多种课程，包括社会不平等问题（包括种
族、性别和阶级）、环境、文化传统、家庭关系、医疗保健、全球化、政治和社会
运动，以及犯罪和司法问题。 在肯塔基大学，您将能够不仅在课堂上学习这些课
程，而且也有很多参加相关实习、科研项目和社区志愿服务的机会。 社会学专业
毕业生将为您从事健康服务、非营利组织、刑事司法和人力资源方面的工作做好准
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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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学专业
人文学科专业可以通过语言、
文学、艺术、音乐、哲学和宗
教的任意组合来进行学习。 
作为一名人文学专业的学生，
将学习社会的各个方面 - 从
过去的事件和成就到人类行为
和群体之间的关系。 在肯塔
基大学文理学院，学生将有机
会主修以下专业：英语、外语
和国际经济学、历史、国际研
究、语言学、现代和古典语
言、文学和文化、哲学、西班
牙语、写作、修辞和数字化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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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专业

英语专业可授理学或文学学士学位，培养学生成为当今复杂世界的批判性思考者和
强大的写作者。肯塔基大学英语系为学生提供了优势，因为他们有机会向身为畅销
书和屡获殊荣的作家、诗人、纪实小说家和编剧家的教师们学习。除了学习英国和
美国文学课程外，学生还可以选修电影、语言学、文化研究、文学理论和创意写作
等各种选修课。阅读文学作品和观看影片可以让学生有机会尝试各种想法和突破自
己。书籍和电影让学生无需离开家就可以在时空中徜徉;他们通过他者的视角向您
展示这个世界。英语是一门兼具综合性和灵活性的本科学位，可以为您打开教育、
法律、专业写作和商业等行业众多的职业道路。

历史专业

历史专业可授理学或文学学士学位，旨在培养学生欣赏过去的重要性，以理解当前
各种各样的历史缔造者。学生将识别历史问题及其情境化，并有能力对历史文本及
其来源进行解释、综合和分析。肯塔基大学历史系附属于人文学计算研究中心，从
事数字人文学方面的研究项目，因此，该项目的成员与校内及世界各地的学者一起
进行跨学科的合作研究。不仅如此，历史一直被认为是肯塔基大学最好的教学部门
之一。由于该系教师研究主题多样，学生可以学习非洲研究、西方文化、科学技
术、巴西历史、美国历史、现代肯塔基州的建设、战争和社会以及古代的近东等方
面的课程！作为历史专业的学生，您将掌握任何职业都可通用的一些技能，比如法
律、商业、教育和政治。

国际研究专业

国际研究专业可授文学学士学位，通过文化与艺术、全球发展、比较政治与社会等
方向的学习，培养学生在日益全球化的社会中具备文化能力。肯塔基大学国际研究
专业是一个跨学科专业，其使命是促进学生对全球化联系的理解和欣赏，并专注于
一个主题领域和一个主要世界地区。作为一个国际研究专业学生，将从多个视角理
解一个全球性主题，并掌握相关外语技能，并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写作。国际研究专
业的毕业生将拥有足够的知识和技能，使他们能够作为全球公民在世界各地生活和
工作，同时习得的批判性分析和多学科能力将帮助您适应未来的职业，并取得成
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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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学专业

语言学专业可授理学或文学学士学位，是一个跨学科专业，结合了英语、人类学、
心理学、哲学、计算机科学和外语方面的资源。语言学研究致力于人类语言的科学
研究，并通过提出一个问题来理解人类语言现象：什么是可能的人类语言？肯塔基
大学的语言学专业是一个跨系科的专业，其中教师的研究和教学兴趣涵盖广泛的语
言和理论方法，并涵盖语音学、音韵学、形态学、语义学、语用学、方言研究、田
野方法、社会语言学和第二语言习得等领域。您将学习语言相异的各种方式、语言
学习和语言使用的过程，以及世界语言之间存在的历史关系。语言学学位为您在计
算机和技术、法律、游说、政府机构和许多其他专业领域的职业生涯做好充分的准
备。

现代和古典语言、文学&文化专业

现代和古典语言、文学&文化（MCLLC）专业可授理学或文学学士学位，并培养学生
的跨文化能力、多种语言的口头和书面沟通技巧，并与世界各地的人们进行沟通和
互动。 MCLLC专业目前提供各种研究领域，包括阿拉伯语和伊斯兰研究、古希腊
语、汉语研究、法语和法语作为外语的研究、德语研究、日本研究和俄罗斯研究。
您不仅可以学习一门特定的语言，而且还会学习到艺术、文化、电影、民间传说、
文学、音乐、神话、宗教，甚至戏剧方面的课程。每个语种都有一个学生组织，我
们会为您提供语言训练以及与所学语言相关的特色文化体验活动。获得现代和古典
语言、文学和文化学位，将可为您从事旅游、国际商务、艺术和娱乐以及教育领域
的许多职业做好准备。

哲学专业 

哲学专业可授理学或文学学士学位，鼓励学生通过对正误、真理与虚假、生命意
义、现实本质、知识与社会等基本问题进行批判性和系统性地思考。肯塔基大学哲
学系教师研究种族哲学、空间和时间的本质，以及自然科学哲学等广泛的哲学问
题。 哲学探讨西方知性传统的核心问题，强调理性和论证。 作为哲学专业的学
生，您可选修一系列课程，包括符号逻辑、形而上学和认识论、社会道德、食品伦
理、医疗伦理、人性哲学、环境伦理、亚洲哲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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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语

西班牙语专业可授文学学士学位，培养学生胜任美国及国外各种职业机会的能力。
西班牙语是一个非常广泛的领域，它包括语言、文学和文化学习，以及各种背景的
人是如何对西班牙语的语言、文学和文化进行表达和解释的。在肯塔基大学，西班
牙语作为美国的第二语言，我们会努力提高您的西班牙语能力，同时加深您对全球
西班牙语文化和文学的理解。我们的课程涵盖各种主题，教师由西班牙语世界语
言、文学和文化各领域公认的专家、学者组成。在肯塔基大学西班牙语专业获得的
知识和能力可助您在就业市场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因为跟那些仅有单一技能的应
聘者相比，雇主更看重熟练掌握一种或多种外语技能，并具有跨文化敏感性和跨文
化意识的求职者。

写作、修辞&数字化研究专业

写作、修辞&数字化研究（WRD）专业可授理学或文学学士学位，是肯塔基大学写作
中心。我们知道，21世纪写作的重要性并没有被削弱，而且对写作的需求却增加
了。 WRD学生将学会理解以书面形式表达一个人的气质（或一个组织的精神特质）
的复杂性，理解如何以书面形式做出有说服力的解释，并知道如何组织每天身边的
海量信息。 WRD课程致力于数字文化的最前沿，也深入研究视觉修辞和数字化写作
（包括纪录片制作）、社交媒体和公共宣传。学生将学习一系列课程，包括商务写
作、多媒体写作、社交媒体：理论、文化、政治和实践、时事和公众参与、作家风
格、社会科学写作、纪录片写作等等！获得肯塔基大学的WRD学位，将为您从事法
律、教育、商业、出版业和政治等职业领域的工作做好准备。

未知/探索性学习项目 

未知/探索性学习项目对于有广泛兴趣的学生来说是理想的选择，该项目提供双轨
制的学习通道：数学和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该项目学生有机会探索文
理学院的所有专业，再决定最适合他们的专业目标。 学生将学习到数学和自然科
学以及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所有专业的前期课程。 学生可能无法获得探索性学习
项目的学位，因此我们鼓励学生在修完45个学分之后，就确定自己的专业。 我们
将有学术顾问帮您对接最合适的资源和机会，以帮您从肯塔基大学获得符合自己兴
趣和志向的专业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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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文件
本科生

2019-2020 学年学费

英语语言要求

英语作为第二语言学习中心

• 本科
• 托福IBT 71分
• 雅思-总分 6分
• ITP TOEFL（学院托福） - 527（分数仅在肯塔基大学有效）

对于不符合最低英语水平要求的学生，肯塔基大学可提供有条件录取。学生可以
在肯大“英语作为第二语言学习中心”学习以达到这一要求。

如果没有达到托福或雅思成绩的最低成绩要求，你可以参加我们的英语强化课
程。这门课需要你每周花20小时时间进行英语强化学习，包括英语阅读、写作、
听力、语法和口语各个环节。每个级别课程大约持续2个月的教学，一旦完成这门
课程，您不需要再参加托福或雅思考试。

学习费用：
• 3530美元* 第一轮培训
• 3240美元* -任何额外增加一轮

*费用可能会有变动。

• 国际学生本科入学申请
• 护照复印件
• 英文版官方成绩单（附大学盖章）
• 银行资金证明（需显示在2018-2019年有42500美元的存款）
• 担保人保证书
• 考试中心直接签发的托福/雅思成绩

学费* 29,296美元

食宿费^ 11,500美元

书本费 900美元

健康保险 2,686美元

总计 44,432美元

*费用如有变动，恕不另行通知，有些专业的费用可能更高。暑期学校费用不包括在内。
^如在校内宿舍住宿，参加校内餐厅的用餐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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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学学生的学业奖学金

奖学金

文理学院学业奖学金
•  在肯塔基大学文理学院相应专业注
册的本科学生都将获得每年1000美元
的奖学金。

*文理学院院长办公室奖学金*
• 每年1000 - 5000美元的各档奖学金
不等；可重复申请。

• 学生只需提交一份申请，即可被作为
候选人获得相应等级的奖学金。相
关网站：as.uky.edu/scholarship-
application

国际大使奖学金*
• 每年3000至7000美元;可重复申请
• 截止日期：2月15日

威廉C.帕克多样性奖学金*
• 平均每年5000美元;可重复申请
• 最低GPA：2.5
• 截止日期：6月15日

*这是一个竞争性的奖学金。需单独申
请。 
网站
www.uky.edu/financialaid/
scholarship-transfer-students

入学和学费

转学学生的学业奖学金根据其学业水平、入学申请、录取日期和可用奖学金数颁
发。 申请人必须至少完成24个转学学分。在肯大的累积平均积点达到3.0以上，
奖学金可顺延到下一个学年。 此外，累积平均积点 达到2.5以上的前500名转学
学生，如申请该学年入住校内宿舍，将获得校内住宿奖学金。 一旦被肯塔基大学
录取，学生便可登录www.uky.edu/housing申请校内宿舍。

*要获得两个学期的住宿奖学金，学生必须在下一学年仍然住在大学宿舍， 如果学生下一
学年继续住在的大学宿舍，则奖学金可以顺延。

奖   学   金 总平均成绩积点 年度奖学金额度

转学绩点 3.00-4.00 4,000 美元

住宿奖学金* 2.50-4.00 2,000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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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村住宿学习项目

国际村为学生提供在肯塔基大学校园内有意义的国际化体验。 国际村坐落在美丽
的Blazer Hall，交通便利，生活在国际村的学生们可以相互学习，扩大国际视
野。 我们将文化背景各异的同学进行配对和安排宿舍，设计专门活动为同学们提
供探索他国文化和发展国际友谊的机会。 通过安排文化、娱乐节目以及相关的课
程作业，学生将与专业教师、高年级学伴以及行政员工经常性互动，帮助他们在肯
塔基大学取得学业上的成功。 住在Blazer Hall的一大益处是：您将拥有一个功能
齐全的厨房，并且该厨房在假期期间仍然营业。

交换访问等机会

如果不愿取得肯塔基大学文理学院的学位，但有兴趣在我们的校园学习，我们欢迎
您在这里学习一个学期或一年。 我们为您提供了短学期学习课程，方便您秋季、
春季或夏季学期进行学习，录取标准与普通本科生相同。 您可以选修自然科学、
数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方面的大量课程。 达到相应要求的同学还有资格获得
相应奖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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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西 A. 赫奇
本科事务助理院长

微信: jessehedge
邮箱: jesse.hedge@uky.edu

梅根·可舒芭
国际学生项目协调员

微信: meko225
邮箱: megan.koshurba@uky.edu

肯塔基大学联系信息

www.as.uky.edu/Chi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