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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苏里大学与中国高校合作 3+1（非学历）项目方案-商科类 

项目简介 

 

该项目的设计初衷是与国内大学合作为中国大学生提供在美国学习和交流的机会，侧重培

养中国商科类学生国际视野并提高其毕业生就业竞争力的海外交流合作项目。美国具备国

际较先进的高等教育体系，而目前美国的企业管理与创新仍占据国际领先水平。随着中国

经济的发展，跨国合作的增加，中美两国对具有国际化意识和较高英文水平的商科以及跨

学科人才的需求急剧增长。自 2015 年起，中国将加强中美之间学生交换与交流，构建中

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此类项目的合作将迎合时代的背景，为中美

人文交流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布劳克管理学院高管教育中心立足国际前端高等教育项目设计，提供符合时代发展的国际

课程与交流项目。该项目由密苏里大学布劳克管理学院根据中国大学生的特点提供课程设

计与实施，由国内合作大学共同管理项目执行。该项目通过选择最具特色的课程，体验式

教学、团队协作以及实地考察参观等新颖的教学方法培养中国大学生的国际化视野，了解

美国各行业企业管理和运营的最佳实践以及所涉及的各个领域，提高学生领导力，提高商

务英文听说读写的实践应用能力和沟通能力，积累海外学习和生活经验，为就业和职业发

展积累知识、国际资源和技能。学生将有机会利用一个学期的时间在美国学习课程，体验

在美国学习和生活的艰苦和乐趣，了解美国经济与商业文化，同时结交友谊，收获快乐。 
 
 
 

 

                             图为布劳克管理学院高管教育中心设计的商业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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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密苏里大学简介 

密苏里大学于 1839 年在哥伦比亚城建立，是当时密西西比河西岸唯一的大学，现在已发展成为

密苏里大学体系，包括四个分校，分别是哥伦比亚校区（Columbia）、堪萨斯分校（Kansas 

City）、罗拉分校（Rolla）和圣路易斯分校（St. Louis）。四个校区共有学生 6.3 万名。 密苏里

大学是该州 34 所大学中唯一入选美国大学联盟 AAU（Association of American Universities）

的大学，素有“公立长春藤名校”的美誉。大学可以提供 265 种以上的学位研讨项目，在教学与

研究方面声名卓著。 

密苏里大学（堪萨斯城）介绍 

 

密苏里大学（堪萨斯城）地处美国中部经济中心城市堪萨斯城，是江苏省教育厅在美国的专题研

究中心，2010 年成功组织了江苏省的高校校长专题研究项目，2012 年和 2013 年连续组织了江

苏省高等教育发展专题研究项目为近 300 位高校骨干教师和高等教育管理者提供了专题培养以及

专题研究项目。2012 年新华日报对我院国际高等教育培训项目做了详细报道，编题为《让创新

人才的培养从这里开始》， 并被多家国内媒体转载，如搜狐、新浪教育等。我们的海外培训项目

旨在帮助中国高校管理和教学人员了解多元文化，打开全球化教学和管理视角，培养创新型优秀

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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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苏里大学（堪萨斯城）共有 12 个学院，其中管理学院、教育学院、音乐学院、医学院均排名

美国前列。该校布劳克管理学院的本科创业教育排名美国前二十五位，并在 2014 年初始再一次

被美国中小企业和创业联合会评审为全美 2014 美国创新与创业专业本科教学示范项目。密苏里

大学（堪萨斯城）在校生人数超过公里 15，000 人，包括本科生、研究生和博士学生。其中约

1000 名国际学生来自世界 85 个国家。学校提供 135 个专业的课程的选择，可授予职业培训证

书、副学士、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校内所有的学术课程均经特别认证过。 

学校注重学生的写作和沟通能力，为此在不同科系都设有写作辅导中心供学生免费预约使用。同

时为了保证学生的学习质量，学校特设了学生成功中心提供学生的学术辅导服务，除此以外，各

个院系也设有独立的学生学术辅导员和学术辅导办公室。密苏里大学（堪萨斯城）校内有完善的

设施，如：计算机室、图书馆、学生健康中心、学生活动中心、钢琴琴房、体育馆，包括多种运

动设备，如：重量训练设备、多个篮球馆、跑步机、游泳池、壁球馆与足球场等。 

密苏里大学（堪萨斯城）坐落在闹中有静的堪萨斯市中心。2011 年，堪萨斯市被列入全美十大

最佳商业区之一，它是许多职业球队的所在地（美国国家足球联盟、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美国

橄榄球大联盟）。堪萨斯市拥有全美第一个露天购物中心-乡村俱乐部广场，距离校园仅几分钟步

行之遥。堪萨斯亦是一个成熟的艺术中心，拥有顶级的考夫曼音乐厅和 SPRINT 中心。被称为

“喷泉之城”的堪萨斯都市拥有世界上除了罗马和意大利之外任何城市都无法相比的喷泉数量。

学生在此学习可以真正感受和融入美国现代化生活。 

美国前任总统杜鲁门，迪斯尼乐园创始人华特.迪斯尼都是本校校友；校区内还留有著名记者埃德

加.斯诺的纪念馆作为中美友谊的建立及延续的历史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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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项目模块 

该项目不同于其他学校的交流项目。目前美国其他大学的 3+1 或短期交流项目没有统一的管理，

学生出国以后完全靠自己摸索，尤其短期很难适应美国校园文化环境。由于语言障碍较难在短期

克服，很难尽快适应课堂。该项目被设计为全面体验的交流项目，该项目结合实用商务及管理，

而非进行枯燥的为通过考试而设的课程的学习。在学习的过程中，我们特请的国际项目辅导老师

将定期为学生解答课业的难题。在生活上，考虑到学生没有车辆购物难的问题，布劳克管理学院

会提供车辆定期为学生购物和买菜提供交通帮助。为了帮助中国学生在交流期间尽多的了解美国

文化、结交美国朋友，项目会设立与美国学生的交流活动以提升交换体验。 

在教学上，该项目设计结合四个模块：课堂、企业、文

化、模拟/项目。学生不但在项目期间学习相应课程知

识，同时在短时间内了解美国的经济与文化。在企业/新

创公司参观环节中，培养学生直观的商业认识，将所学

联系到企业的运作中去。模拟/项目训练让学生直接参与

到模拟/项目中，而使学生更迅速的了解所学内容并应用

到实践当中。此项目改变以往教师讲授课程为主的授课体验，学生不单纯死板的记忆课程内容，

而通过团队操作，企业的参观和学习，提高对相关科目内容的了解并能够将所学应用到未来的工

作中去。同时该项目打破英语教学的常规，以交叉教学的方式使同学能更好的使用英语，提高英

文的沟通和交流水平。 

此项目的文化活动安排由布劳克管理学院安排设计，包括周末城市景观参观、课余活动安排、棒

球赛观看、企业参观及企业讲座与美国学生见面交流等。 

 

课堂

企业文化

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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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项目特色 

  

 

 

 

 

 

 

 

 

 

 

 

 

 

 

 

 

 

国际学生奖学金支持 $ 

交叉学科专业知识与外语双提升 * 

体验式教学 

企业参观交流 

课外专业辅导* 

文化交流活动 

符合申请条件的学生将获得奖学金支持 

￥24000 人民币奖学金减免（每学期） 

获得条件： 

英语四级以上 

GPA2.8 以上 

学生将有机会到美国百强企业参观交流 

本地百强企业： 

Cerner 健康医疗行业前三名 

H&R Block 美国最大税务公司之一 

Garmin 美国百强技术企业 

学生可根据自身需要自由选择课程，同时学习

和了解美国大学的文化并快速适应学习生活。 

学生不被强制学习英语课程，而是学习如何有

效的使用英语进行沟通与交流，为未来就业打

好基础，在实际学习和活动中提高英文水平。 

 

项目会设置专门的辅导老师和辅导时间，学生

可在特定时间寻求专业方面的辅导 

辅导内容： 

项目所涵盖的课程内容辅导 

入学初第一个月的生活辅导 

密苏里大学布劳克管理学院在教学上鼓励创

新，并鼓励学生的思考和参与。通过各种体验

式的教学方法学生可以通过看和做更好的掌握

课程的内容，提高学习效果。 

 

每月学校会组织文化交流活动，以帮助中国学

生更好的适应和了解美国文化 

文化交流不限于以下： 

观看美国流行的棒球比赛（学校资助棒

球赛门票） 

与美国学生交流 

其他活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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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项目方向 

学生可自由从以下列明的专业中，从可选课程内任意选择 2 门课程（每学期），每学期有 1-2 门必修课程。 

专业 期 可选课程 必修课程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工商管理 

秋

季 

International Business Environment 

国际商务环境 

Effective Business Communication 

商务英语交流（高级） 

Contract Negotiation and Dispute 

Resolution 合同谈判和争议解决 

Foundations of Busi and College Life 

商务基础与美国大学生活 

春

季 

Legal, Ethical And Regulatory Environment 

Of Business 法律、道德与商业监管 
Strategic Management 

战略管理 
Personal Financial Planning 个人理财规划 

Entrepreneurship 

创业 

秋

季 

Managing the New Venture: Experiential 

Learning 初创企业管理：体验式学习 

Effective Business Communication 

商务英语交流（高级） 

Creating the Enterprise 企业创建 
Foundations of Busi and College Life 

商务基础与美国大学生活 

春

季 

Entrepreneurial Finance and Venture 

Capital Investment 创业融资和风险投资 
Strategic Management 

战略管理 
Personal Financial Planning 个人理财规划 

  

Others 其他 （包

括金融，国际贸

易，市场营销，财

务管理，电子商务

等商科类其他专

业） 

  

秋

季 

其他专业学生可从以下课程中任选 1 门   

Marketing and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营销和供应链管理 

Effective Business Communication 

商务英语交流（高级）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国际营销 

Foundations of Business and College 

Life 商务基础与美国大学生活 

International Business Environment 

国际商务环境 

Contract Negotiation and Dispute 

Resolution 合同谈判和争议解决 

Managing the New Venture: Experiential 

Learning 初创企业管理：体验式学习 

Creating the Enterprise 企业创建 

  

春

季 

其他专业学生可从以下课程中任选 2 门   

Legal, Ethical And Regulatory Environment 

Of Business 法律、道德与商业监管 
Strategic Management 

战略管理 
Personal Financial Planning 个人理财规划 

Entrepreneurial Finance and Venture 

Capital Investment 创业融资和风险投资 

备注 课程将根据每学期具体情况有所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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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收获： 

 了解美国企业管理与商业运营的理论和实践 

 与美国教授和企业管理层交流 

 体验创新学习方法，包括体验式学习或实践学习 

 提高团队协作能力、管理能力 

 培养商务正规英文沟通和演讲能力 

 了解和体验美国文化和生活 

 提高英文听说读写的能力 

 培养海外生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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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项目内容 

学生在交换时期，我们要求学生必须参加所有由学校组织的活动。学生在校期间需遵守美国法律

和学校规范，学生对个人行为负责。 

 项目开课典礼（Required） 

学生将在开课典礼后了解学校的情况，了解课程设置及项目要求。 

 课程 (专业方向 2 门课程，1-2 门必修课程，项目辅导课程) 

学生将参加课程，并完成课程要求的作业、考试、演讲或项目。 

语言要求：通过中国四级英语考试，能接受全英文授课形式。 

 接机送机（指定日期） 

学生可根据学校的接机时间定机票，并在指定日期和时间免费搭乘车辆入校。 

 学术指导 

学生遇到学术问题可向教授或学术辅导老师请教。 

 文化活动（观看 KC 皇家棒球队或其他队比赛、与美国学生交流活动等） 

学生将参加由布劳克管理学院高管中心组织的文化活动，在文化活动中锻炼英语并深

入了解美国的文化，结交朋友。 

 企业参观  

学生将参观本地企业，了解企业运营和战略。了解与学科方向相关的产品生产或服

务，与企业创新。 

 周末买菜和购物车辆安排 

每周提供一次买菜安排，根据学生需求，每月提供一次远途活动或购物安排。 

 结业典礼 (Required) 

学生将参加难忘的项目结业典礼获得交换学习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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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项目费用 

学费：国际学生每学分学费为$840，学生选择 3-4 门课程。为促进国际学生交流，合作院校学

生将获得学费减免。奖学金总额度为$8344 美金，约合人民币￥50064 元。 

其中项目费用明细，请参考下方交流项目费用表： 

 Item  
Price/Stud
ent 

Comments 

Land Travel and Activities 
in Kansas City 

堪萨斯期间的交通费 

USD $2280 
USD $0 

Includes lodging, taxes, event tickets, ground 
transportation.  

包含活动安排交通费、接机费用、税、活动门

票、毕业典礼晚餐（不含食宿及个人生活消费） 

本项目合作院校学生可享有全部交通费减免 

Tuition 

学费 

USD $7560 
USD $5950 

Includes study materials, tuition fee, company 
visits and guest lectures customized for students.  

包含学费、学杂费（学习资料、与学习相关的公

司参观安排费等） 

本项目合作院校学生可享有$1610 学费减免 

Technology 

软件与网络 

USD $30 
USD $0 

Includes Wi-fi  

包含无线网络费 

本项目合作院校学生可免除网络费 

Program Management 
Bloch School 

项目管理 （布劳克） 

USD $450 
USD $0 

Courses and events accompanied by UMKC 
administration staff/faculty 

课程与活动由 UMKC 教职员工陪同 

本项目合作院校学生可免除管理费 

Total Price 
(per student per 
semester) 

项目费用总计（每人/学期） 

USD 
$10122 
USD $5950 

学生需于申请时缴纳$75 美金；项目开始前 30 天

交清该学期全部学费$5950。 

Total Price 
(per student) 

项目费用总计（全年） 

USD 
$11900 

学生在第二学期开学前 30 天交清下学期全部学费 

* 项目学生人数每个专业方向不少于 20 人，少于 20 人，则项目费用将有变动。项目报价不包含国际

机票、食宿费用和学生保险。 

  The above program fee requires a minimum of 30 participants. Price not includes airfare, food and 
accommodation, and student health insu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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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劳克管理学院荣誉及排名 

布劳克管理学院创新与创业 

 被创业家教育组织提名为全美本科创业教育示范项目前 26 位 

 荣获美国国家创业协会 2 项大奖：跨学科创业项目最佳活动奖和企业创业卓越贡献奖 

 

非盈利管理公共管理硕士 

 

 被美国新闻与世界评论评为全美前 25 位 

 

Executive MBA: 

 

 被金融时代杂志评为全美职业影响力排名第 1 位的公立大学 

 

 

 

 

 

 

 

 

 

关于此项目如您有任何问题，请联系我们。 

 

 

 

 

 

  

丁欢 Huan Ding  国际项目负责人 

International Program Principal| EMBA | Bloch Executive Education  

Bloch School of Management | University of Missouri-Kansas City 
5110 Cherry Street, 305 C, Kansas City, MO 64110 
E: dingh@umkc.edu| T US: 816.235.6153 | F: 816.235.2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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