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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专业与方向设置： 

1）本科专业列表 

安德森商学院 

Anderson Schools of Management 

工商管理学士 B.B.A. 

（12 个专业方向） 

 会计 

 企业管理  

 财务管理  

 综合管理  

 电影及数字媒体的跨学科研究  

 国际商务管理  

 拉美国家国际商务管理  

 信息系统管理  

 市场营销管理  

 组织领导力  

 运营管理  

 人力资源管理  

 

建筑与规划学院 

School of Architecture and Planning 

建筑学文学士 B.A.A. 

环境规划与设计文学士 B.A.E.P.D. 

 
文理学院  

College of Arts and Sciences 

非洲研究 文学士 B.A. 

美洲研究 B.A. 

人类学 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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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 理学士 B.S. 

(3 个专业方向) 

 考古学 

 人种学 

 人类进化学 

艺术 B.A.  

亚洲研究 B.A.  

生物学 B.A. 

生物学 B.S. 

生物化学 B.A. 

生物化学 B.S. 

化学 B.A. 

化学 B.S. 

古典文学研究 B.A. 

传播学 B.A.(6 个专业方向) 

 跨文化研究 

 人际传播 

 集体传播 

 公共传播 

 媒体研究 

 大众传播下的批判研究 

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 B.A. 

犯罪学 B.A. 

地球与行星科学 B.A. 

地球与行星科学 B.S. 

地球与行星科学 教育理学士 B.S.Ed.       

经济学 B.A. 

经济学-哲学 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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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 B.A.(3 个专业方向) 

 英语 

 专业写作 

 语言发展史阶段性研究 

英语 教育文学士 B.A.Ed. 

英语-哲学 B.A. 

环境科学 B.S. 

欧洲研究 B.A. 

法语 B.A. 

家庭研究 B.A. 

地理学 B.A. 

地理学 B.S. 

德语 B.A. 

健康、医学与家庭价值 B.A. 

历史学 B.A. 

国际研究 B.A. 

新闻与大众传播 B.A. 

(2 个专业方向) 

 多媒体新闻 

- 印刷 

- 广播 

- 网络新闻 

 策略性传播 

- 广告 

- 公共关系 

语言学习 B.A. 

(7 个专业方向) 

 汉语 

 法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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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语 

 日语 

 俄语 

 拉丁语 

 阿拉伯语 

 意大利语 

拉丁美洲研 B.A. 

语言学 B.A.(2 个专业方向) 

 语言学 

 手语研究 

数学 B.S.(4 个专业方向) 

 纯数学 

 应用数学 

 计算数学 

 数学教学 

哲学 B.A.(2 个专业方向) 

 哲学研究 

 法律预科 

物理学 B.S.(2 个专业方向) 

 物理学 

 光学 

天体物理学 B.S. 

物理学与天体物理学 B.A. 

政治学 B.A. 

葡萄牙语 B.A. 

心理学 B.A. 

心理学 B.S. 

心理学-戒瘾辅导 B.A.C. 

宗教研究 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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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语 B.A. 

手语翻译 B.S. 

社会学 B.A.(2 个专业方向) 

 法律预科 

 公众服务和社会政策 

西班牙语 B.A. 

语音和听力学 B.A. 

统计学 B.S.(3 个专业方向) 

 精算学 

 工业统计学 

 生物统计学 

女性研究 B.A. 

博物馆研究 证书课程 CERT 

拉丁裔跨国研究 CERT 

和平与正义研究 CERT 

新墨西哥州文化景观研究 CERT 

 

教育学院  

College of Education 

艺术教育 B.A.Ed. 

运动培训 B.S. 

早期儿童多文化教育 B.S. 

小学教育 B.S.Ed.(2 个专业方向) 

 英语作为第二外语教学 

 双语教学 

运动科学 B.S. 

家庭研究 B.S. 

健康教育 B.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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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个专业方向) 

 社区健康教育 

 学校健康教育(健康教育教师资格证项目) 

人类发展和家庭关系 B.S. 

营养与饮食 B.S. 

体育教育 B.S.Ed. 

中学教育 B.A.Ed.(5 个专业方向) 

 地球科学 

 社会科学 

 沟通艺术教学 

 美术 

 语言：法语、德语、西班牙语 

中学教育 B.S.Ed. (4 个专业方向) 

 生命科学 

 数学教学 

 物理教学 

 化学教学 

特殊教育 B.S.Ed. 

戏剧学 B.A.Ed. 

 

工学院 

School of Engineering 

化学工程 B.S.Ch.E 

土木工程 B.S.C.E. 

计算机工程 B.S.Cp.E. 

计算机科学 B.S.C.S. 

结构工程 B.S.Cn.E. 

建筑管理 B.S.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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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工程 B.S.E.E. 

机械工程 B.S.M.E. 

核工程 B.S.N.E. 

 

 

艺术学院  

College of Fine Arts 

艺术史 B.A.F.A. 

艺术工作室 B.A.、艺术学士 B.F.A. 

(8 个专业方向) 

 绘画 

 摄影 

 版画 

 雕塑 

 制陶 

 小型金属工艺 

 艺术与社会生态学 

 电子艺术 

舞蹈 B.A. 

电影与数字化媒体跨学科研究 B.F.A. 

表演设计 B.A. 

媒体艺术 B.A. 

音乐 B.A. 

音乐 音乐学士 B.M.(6 个专业方向) 

 乐器 

 键盘 

 声乐 

 爵士乐 

mailto:unmchina@unm.edu
http://unmchina.unm.edu/


美国新墨西哥大学  

 
 13 / 37                                                       美国新墨西哥大学中国代表处  邮箱：unmchina@unm.edu 网址：http://unmchina.unm.edu/  

 弦乐教学 

 音乐理论与编曲 

音乐教育 B.M.E. 

(2 个专业方向) 

 器乐 

 声乐 

戏剧学 B.A. 

 

医学院 

School of Medicine 

口腔医学 B.S.D.H. 

急救服务 B.S. 

医学实验室科学 B.S.M.L. 

放射科学 B.S. 

临床化学 证书课程 CERT 

核医学成像 CERT 

磁共振成像 CERT 

计算机断层扫描 CERT 

正电子放射断层造形术 CERT 

 

护理学院 

College of Nursing 

护理学 B.S.N. 

 

大学学院 

University College 

美国原住民研究 B.A. 

多学科综和研究 B.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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