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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来到盖顿商学院
肯塔基大学创办于1865年，是美国
排名前100的著名公立研究型大学
之一，位于美国肯塔基州，列克星敦
市。学校师资力量雄厚，各种学术研
究机会丰富多样，并有超过200个专
业可供选择。在这里，每个学生都能
找到自己感兴趣的课程和活动，无
论你走到哪里，你都会发现有人激励
你，鼓励你成为更好的自己。

我们欢迎您来到盖顿商学院开启留
学之旅，并期待您未来成为肯塔基大
学的杰出校友！

发现探索无限可能，
敢想就能做！



我们知道，作为一名国际生可能会
让你望而生畏。没有家人的陪伴和
遥远的距离都会使你有些担忧。考
虑到这一点，盖顿商学院为国际学
生配备了专业的学术导师，他们非
常理解国际生面对的挑战和需求，
会帮助大家注册合适的课程，帮助
你尽快融入学院里各种锻炼大家
领导能力的团队组织，介绍实习工
作，帮助你在顺利毕业的同时取得
高的GPA，为今后找工作奠定坚实
的基础！

“欢迎你，未来的野猫成员！通过积极参加你的课程学习，参
与商业俱乐部和校内社团，成为校园领导者，你将很快成为肯
塔基大学的一部分。我喜欢和国际学生一起工作，因为我也在
国外生活过，非常了解体验不同文化的挑战和回报。在盖顿商
学院，我会在留学路上助你一臂之力。”

我们在这里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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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教师代表  

Summer Eglinski
盖顿商学院国际创始主任
国际生学术导师



为什么选择 
盖顿商学院

可以参与超 
过500个学生
社团

85%的课堂少
于50名学生

学生来自全球
110个国家， 
美国50个州 
和肯塔基州所
有的120个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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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到盖顿商学院，您将会获得具有高学术质
量的美国商科学位。并且您在中国已修读的
课程学分将会全部转入盖顿商学院。

	| 负责盖顿商学院转学项目的专职招生老师
将与您所在国内的大学相关机构全程密切
合作，以确保您转学过程顺利进行。

	| 肯塔基大学盖顿商学院为您提供全新且具
有世界领先的高科技教学楼和学术设施，专
业学科教授均是各个金融/投资领域的顶尖
学者。

	| 在一座环境优美，安全的摩登城市进行学习
和工作。

	| 学校提供接机服务，确保国际学生安全顺利
的到达校园宿舍，并且帮助学生适应周边环
境，尽快融入校园生活。

	| 将与来自美国50个州和110个国家/地区的
学生一起学习，生活。充分体验各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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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  
当你来到盖顿商学院时，你将置身于美国公立顶
尖级商学院。根据US News 2020年度最佳本科
商业课程的排名，肯塔基大学盖顿商学院在全美
排名第66名，并且在公立大学中排名第41名。

在全球范围内，根据2020年上海世界大学学术排
名(ARWU)显示，我们的金融专业和商业管理专
业位列世界前76-100强。

在这里，你将接受全美顶尖级教授/学者的教育，
我们的会计专业教授在杨伯翰大学会计研究中
排名34名(2016-2019)。我们的市场营销专业教
授在北美排名第36名(2017-2020)，在德克萨斯
州大学达拉斯分校的研究中世界排名第40名。

盖顿商学院一年制的MBA项目在US News 2021
年度最佳商学院排行榜中名列第77名，而我们的
专业MBA项目名列第85名，我们的大学在所有
AACSB认可的美国商学院中排名前20％。

本科专业 
 |会计
 |经济
 |金融
 |工商管理
 |市场营销等专业

本科辅修专业 
 |商业分析
 |经济
 |国际商务



比如：

	| 盖顿学生大使

	| 女性商业领导团队

	| 会计/金融/经济/市场营销社团

	| 企业家创业训练营

	| 环球经济论坛

	| 投资俱乐部

	| 华尔街训练营

也有各科成绩好的同学课下开小灶为你
单独辅导。当然，如果你某节课成绩优
异，欢迎加入辅导中心，赚取零花钱的同
时，为别的同学传授你的学习经验。 

参与学术和
领导力组织
的机会
强大的学术能力可以让你获
得一份好的工作，与此同时一
个好的领导力也会使你熠熠生
辉。盖顿商学院还有很多锻炼
学生领导力的组织和社团来训
练你的领导能力。

优秀学生代表 
沃煊皓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曾在德勤，贝塔斯曼亚
洲投资基金，和国泰君
安实习

你觉得这里
的课堂环境
和中国大学
的有什么不
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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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美国的课堂有非常多的不同。首先，在这里的学习和
学术研究都非常的独立。其次，美国的课堂相比于个人贡献，
更注重小组合作。总的来说，美国的课堂非常注重培养学生的
独立性和团队合作能力。在这里，外向的学生会有很多机会交
朋友，内向的学生很容易和他人建立联系。大家都非常友好！

大家都非常友好！”

盖顿商学院很荣幸通过职业规划辅导中心提供独家
和个性化的职业发展服务。

我们独有的职业规划辅导中心可以为你指导制作个
人简历，帮助练习面试技巧以及申请研究生所需的
各项准备。职业规划办公室每年都会针对国际学生
关心的问题举办交流会。

我们的2020届国际毕业生有很多在丰田，通用，美
国银行，高盛，普华永道，德勤和安永等大型公司就
职。也有很多国际毕业生在如哥伦比亚大学，康奈尔
大学, 弗吉尼亚大学和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等高校
的研究生项目继续深造。

国际学生在肯大本科毕业申请OPT后，可以学生签
证留美工作一年，直到雇主为你办理工作签证。就读
金融硕士专业和供应链管理硕士专业的国际学生毕
业申请OPT后，可以学生签证留美工作三年，很大程
度上增加了获得工作签证的几率。

获得职
业规划
辅导中
心的支
持



国际院校合作项目
凡是来自具有国际合作资格的大学的本科学生，可申请2+2项目来到肯塔基
大学盖顿商学院。转学到盖顿商学院的同时, 你在国内大学取得的学分也会
随之转入, 并且能在安全而友好的环境下体验浓厚的学术氛围。通过完成2年
的专业科目学习后，可同时获得具有高价值的两所大学的本科双学士学位，
以此在竞争愈演愈烈的社会环境中提升国际就业竞争优势。或者也可以选择
来肯大盖顿商学院交流访问一学期或者一个学年。

“作为来自2+2项目的国际学生，
我从盖顿商学院收获的，不仅有专
业领域的知识，还有未来发展的建
议和指导，更有开阔的视野与国际
竞争力。根据2+2的项目特点，盖顿
商学院为我们这些合作学校的学
生开展了更具针对性的形式多样
的课外活动，以帮助我们更快更好
地适应文化氛围，融入校园生活。”

优秀学生代表 
王心怡
北京交通大学 
康奈尔大学硕士学位
罗切斯特大学博士在读

为什么选择肯塔基大学商学院2+2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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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 北京外国语大学
	| 北京交通大学

广东省
	|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 中山大学

湖南省
	| 中南大学

江苏省
	| 中国矿业大学

东北三省
	| 东北财经大学
	| 吉林大学
	| 	辽宁大学

山东省
	| 山东大学

	| 山东工业大学

江西省
	| 江西师范大学

上海
	| 上海大学
	| 上海金融学院
	| 华东理工大学

河北省
	| 天津外国语大学

安徽省
	| 中国科技大学

湖北省
	| 武汉大学
	|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 武汉理工大学
	| 中国地质大学

福建省
	| 厦门大学

浙江省
	| 浙江大学
	| 浙江财经大学
	| 浙江工业大学

合作院校  
我们的合作院校
遍布整个中国



肯大校园生活  
肯大校园里经常会有由国际中心和学生会为大家举办的丰富多彩的活动，还会
为各个国家的学生庆祝传统节日比如中国新年。国际中心也会提供就业辅导、
健康保险、移民咨询等讲座。著名的孔子学院也坐落在校园中心，由广大校友和
当地华人组成的华人社团也为初来乍到的你提供当地资源共享信息。

新建成William T Young图书馆是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研究型图书馆，图书馆
中有写作中心，为同学们免费辅导和修改论文；也有演讲辅导中心，帮助你演练
演讲和修改幻灯片。

校园内有近百个关于体育、学术、人文的俱乐部和学生组织，也经常有音乐会和
名人来此演讲，更多的校内资源等你来亲自探寻！

“这是我第二次来到列克星敦，一年前暑期
交流项目的经历让我深深地爱上了这座城
市。一年后，再次回到这座城市，依然是熟悉
的样子。这里没有大城市的灯红酒绿，但有
热情友善的人们，我的家长也很放心让我在
这里生活、学习。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深
入了解这座充满魅力城市。流年笑掷，未来
可期。”

优秀学生代表 
杨力亚
北京理工大学 
珠海学院

你来到列克星敦之后感觉怎
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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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克星敦位于肯塔基州的中心地区，这是
一个繁华的城市，当地拥有超过32万居
民，远离都市喧嚣，风景优美，附近有许多
公园名胜。列克星顿市以充满活力的氛围
和热情好客的国际化生活而闻名，被评为
全美前3座最安全的城市之一，上榜10大
居民受教育水平最高的城市。

此外，因其经济活力和适中的生活成本及
健全的配套设施，列克星顿市还跻身“最
适合年轻人发展的城市”之一；应届毕业
生最理想的工作城市排名第2名；同时，也
在“最适宜兼顾工作与生活”的城市中排
名第3名。

肯塔基大学致力于打造最高水平的优质
警卫服务，并为师生提供安全可靠的校园
环境。无论你在图书馆学习到多晚，打一
通电话，就有校园安保人员开着小高尔夫
球车接你回到宿舍。并且列克星敦有免费
的公交车提供给肯大的全体学生，哪怕你
在当地没有车，也可以安全的出行。

列克星敦市
生活及安全



欢迎回家   
我们的目标是让你的校园生活经历成为你大学学习生活中重要和积极的一部
分。肯塔基大学共有18栋学生宿舍楼，新建校舍内配有套房或单人间，优质的
配套设施及厨房和良好的社区与社交空间一应俱全。新生可以通过住宿校内寻
找校园社团，结识新朋友，融入美国文化。

国际村LLP是一个跨国界的学生社区。学生可与国际学生或美国本土学生配
对，培养跨文化友谊，同时享受许多只为LLP社区成员提供的社交和文化活动。

“我会想到的两个方面：一个是地方特色的
活动，赛马总会让人随着观众席的集体呐喊
声激动万分，引以为傲的篮球比赛是所有肯
大校友不可或缺的定期盛典。另一方面，我会
介绍人文相关的内容，去过很多国家和城市，
列克星敦的当地人是最友好可爱的，肯大严
谨的学术态度，友好质朴的校园环境，可以让
你专注地做好你想完成的所有事情。”

优秀学生代表 
吕悦嘉
吉林大学
现就职于蚂蚁集团

你将怎么介绍肯塔基大学的当
地文化给新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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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RBUCKS TRUE LOGOS. GENERATED BY CHI NGUYEN (CHISAGITTA)

肯大体育
体育项目是肯塔基大学的一大特色，大学拥有
20多个不同的体育校队，校园配备三个最先进
的室内运动设施场所，包括水上运动中心、攀岩
墙和篮球馆；还有网球场、足球场和篮球场等户
外娱乐运动设施。列克星敦市拥有世界著名的赛
马场，因而有着“世界赛马之都”的美称。在男子
篮球比赛中，大学的野猫篮球队曾斩获8次全国
冠军。到体育馆看场不亚于NBA的篮球比赛吧，
感受一下激情四射的助威呐喊吧！

校内餐饮 
在校园内用餐是美国大学整体体验的重要组成部分。肯塔基校园拥有28
个餐饮场所，提供包括美国、法国、日本、意大利、中国和地中海等不同国
家的风味美食。

校园内还有许多全国连锁店，如Steak n’ Shake, Subway, Chick-Fil-A, 
和美国校内最大的星巴克咖啡厅。无论是健康饮食、无麸质食品还是素
食，你都可以在肯大校园里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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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塔基大学学费与其他一流的研
究型大学相比，教育费用合理，确
保学生能够获得高质量的教育同
时，不因财务情况而失去在国外接
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本科学费$34,438美元/年  

MBA学费 $42,322美元/年

金融硕士$37,914美元/年

供应链管理硕士$35,000美元/年

食宿/书籍/健康保险因人而异

如何申请
提供最简单并且免 
费的申请流程 !
你将需要：

1. 国际学生本科/研究生入学 
 申请表

2. 英文版官方成绩单

3. 银行资金证明

4. 担保人保证书

5. 考试中心直接签发的托福/ 
 雅思/多领国成绩

添加招生官微信进行申请

合作院校的转学生必须达到盖顿商
学院的入学要求，即2.8的综合GPA
和2.8平均pre-major（会计，经济学
和微积分）的GPA。并且满足以下英
语分数要求：

	| 托福71分	

	| 雅思6.0分	

	| Duolingo	95分	

本科生 
录取要求

学费



丰富的奖学金  
来盖顿商学院非常值得！我们为国际学生提供多种多样的奖学金！   

无竞争性奖学金
根据GPA自动匹配，不需要申请, 要求6月15日之前被录取。

转学学术奖学金
$4,000美元/年，GPAs > 3.0

竞争性奖学金，需要自主申请
1. 盖顿国际合作院校奖学金: 最高$5,000美元
2. 国际大使奖学金: 最低$3,000美元, 最高可达学费的50%, GPA>2.5,  
 每年可持续申请, 要求2月15日之前被录取。
3. 多样性奖学金: $2,500美金, GPA>2.5,  
 每年可持续申请, 要求6月15日之前被录取。

举例： 如果你是一位GPA3.5的转学生，你将自动获得$4000美元每年（约等于
2.7万人民币），如果你也同时申请了竞争性奖学金，最低可额外获得$10, 500
美元（约等于7万人民币），并且所有奖学金都可以叠加。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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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制MBA项目
一年全日制MBA面向所有学术背景的年轻商学专业人员、应届毕业生和新兴领
导者。旨在培养能够胜任工商企业和经济管理部门高层管理工作需要的务实型、
复合型和应用型高层次管理人才。 

双学位MBA项目
盖顿商学院与文理学院，工程学院，法学院，医学院和药学院合作，提供具有竞争
力的双学位MBA课程，为我们的毕业生提供高度专业化的多重就业机会。

肯塔基大学举办的各类研究生项目在向学生提供专
业的商学学位的同时，也为学生们提供了一系列享誉
中外、在北美商学领域名列前茅的商学教育课程。在
课堂上，学生能够在真实的美国商业环境中参与商业
策略的决策、进行商业财务大数据分析、参加世界知
名的商学领导力培养项目。肯塔基大学的研究生项目
旨在在提供具有市场竞争力的教育学位的同时，辅助
学生积累宝贵的实操性商学决策经验，帮助学生对中
内外经济市场具有更深层且广泛的体验与见解。

研究生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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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顿商学院的专业硕士课程为未来的商
业领导者们做好了全面准备，帮助他们
在商业及其他各个领域有所作为。我们
秉持商业道德及企业家精神，放眼全球
商业领域，与毕业生一同迎接世界上的
最大的挑战。

商学专业
硕士项目

会计研究生项目 (MSACC)
会计是财务金融领域领先的专业之一。归功于盖顿商学院对学生全面的
专业训练以及职业精神传承，众多业界领先的公司在我们学院进行校园面
试，不断吸纳各种优秀毕业生，我们每年的毕业生就业率因此长年保持在
百分之九十以上。

STME 项目
金融硕士研究生项目（MSF，STEM）
金融硕士项目是为在金融业和银行业有所作为的学生专门设计的。通过我
们最先进的希尔（Seale）实时财务金融信息中心，学生们将亲自管理500万
美元的真实资产，并获得第一手实战金融管理经验。 

供应链管理研究生项目（MSSCM，STEM）
供应链管理硕士研究生项目是一个为期一年共计30学时的专业研究生项
目，结合端到端的专业供应链概念以及大数据分析，实施跨职能的战略性
采购和渠道管理，为学生提供全面的商业知识和真实的行业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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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希. 约翰逊
国际事务副院长  
邮箱: nancy.johnson1@uky.edu

宋英男
国际招生官  
邮件: yingnan.song@uky.edu
微信: UKY-BusinessCollege             

关注商学院微信平台查 
看更多信息：
搜索微信公众号：UKGatton

肯塔基大学联系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