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文学院创建于1997年，现设有公共管理系、社会工作系、文学艺术教学部、体育教学部、公共管理研究

所，并拥有行政管理、社会工作两个本科专业和公共管理硕士（MPA）、渔业环境保护与治理2个硕士点。

人文学院的教育教学任务：承担行政管理和社会工作本科专业教育、公共管理专业和渔业环境保护与治理

专业研究生教育、本校文学艺术类公共基础课程教学、公共体育课程教学与学校运动队训练指导任务。

人文学院的人才培养目标：培养满足国家战略需求、切合市场需要、富有创新精神和人文素养，具备高尚

道德、渊博知识、强健体魄、完美人格和良好情感意志品质的公共管理、社会工作专业高级应用型专门人才。

人文学院
College of Humanities

各专业招生人数：

行政管理专业 110名

社会工作专业 74名

就读校区：

上海海洋大学/临港新城校区

学院招生总人数：184名

师资力量雄厚，副高以上专业技术职务教师占43%，专业课程教师均具有博士学位，其中12人具有海外

留学背景。

育人机制健全：以学生为本，建立了“师生联系制度”、“学生学习情况预警机制”、“优良学风建设

推进月”、“大学生创新活动计划”等促进学生成长成才机制。

办学条件坚实：拥有设施先进的现代化文科综合实验室；建有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各类

实习实践基地10余个。

国际化的教育：社会工作专业与美国缅因大学开展“3+1”合作办学，行政管理、社会工作专业每年组

织学生开展暑期“海外游学”。

就业前景广阔：毕业生多就职于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科研机构，每年还有一批学生升入

国内外知名高校攻读硕士学位。

致力于公共治理，构建和谐社会
服务于社会公众，彰显以人为本

学院特色

系统学习管理学、行政学和社会学等方面的知识和管理技能，掌握

公共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相关理论知识和政策法规，养成较高政治觉悟

和管理素质能力，能胜任公共行政管理、劳动人事管理等职业领域的管

理岗位。

以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为基础，以利他主义为指导，以助人自助

为核心理念，以个案工作、小组工作、社区工作为直接工作方法，帮助

人们尤其是社会弱势群体解决困难、增强其生活能力，促进社会福利进

步的科学性助人职业。

行政管理专业

社会工作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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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71%

2.86%

2.86%

2.86%

5.71%

8.57%

11.42%

主要课程科目

研究一览

基础科目 必修科目  选修科目

2015届社会工作专业毕业生就业去向

灵活就业

企事业单位

出国

考研

合同就业

西部志愿

待就业

研究方向 主要内容

管理学原理

文科高等数学

公共伦理学

社会学概论

专业导论

社会调查研究方法

经济学概论

心理学导论

社会统计学

法学概论

人类学概论

西方社会学

社会心理学

社会工作概论

个案社会工作

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

社会保障概论

社会工作价值与伦理

小组社会工作

社区社会工作

社会政策概论

社会福利思想

社会工作实务与技能

社会工作行政

青少年社会工作

老年社会工作

家庭社会工作

企业社会工作

农村社会工作

社会工作评估

心理咨询的技术与方法

非营利组织管理

社区管理学

专业英语

逻辑学

政治学原理

经济学概论

社会问题研究

老年社会学

城市社会学

海洋社会学

社区心理学

社会统计软件

电子政务理论与实践

老年社会工作

社区社会工作
确定社区问题与需求，发动与组织社区居民，动员与筹集社区资源，预防
与解决社区问题，减少社会冲突，提升社区凝聚力，促进社区发展等。

分析老年人的需求，设计与实施老年人服务项目，研究老年人服务技巧，
评估老年服务效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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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助人  实现自我

培养目标

可获得的证书

就业方向

通过系统学习社会学、心理学基本知识和社会调查研究方法，全面掌握个案工作、小组工作、社
区工作、社会工作行政、心理治疗与诊断、老年社会工作、青少年社会工作、企业社会工作、农村社
会工作等社会工作专业技能，培养具有良好的社会问题分析能力、扎实的社会工作理论知识和优秀的
社会工作实务技能，能在民政、劳动与社会保障、教育、司法等政府部门，工会、青联、妇联、残联
等社会组织，以及社会福利、公益服务等团体和机构中，从事社会工作服务、社会行政管理及社区发
展与管理等工作的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

助理社会工作师。

毕业生主要就业去向为政府和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企业。另外部分毕业生出国深造，升入国内
各类高校攻读硕士研究生。近两年毕业生就业单位，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宝山区档案局、云南省
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周家渡街道、上海电信、东芝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纽约大学、缅因大学、伦敦
大学学院、 伦敦玛丽女王大学、新南威尔士大学、香港理工大学、香港浸会大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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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工作专业
Social Work

社会工作专业
Social Work



帮助老年人“颐享天年”是中华民族的传

统美德。当前，我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如

何使老年人能够更好地安享晚年是政府和社会

各界关注的重要问题。老年社会工作以分析老

年人身心状况及需求，设计与实施老年人服务

项目，研究老年人服务技巧，评估老年服务项

目及老年社会政策为主要内容，旨在帮助提升

老年人的生活水平和幸福指数。

社区建设是社会建设的重要落脚点之一。

社区社会工作以服务社区建设为出发点，通过

运用社会工作的专业方法，调查和诊断社区问

题及需求、发动和组织社区居民、筹集和争取

社区资源、预防和解决社区社会问题、消解社

区冲突、提升社区团结，促进社区居民和社区

的和谐、进步与发展。

大一，在广泛阅读中树立自我意识；大二，在丰富
实践中改善行为方式；大三，在科创项目中提炼研究能
力；大四，在人生路口处坚持最初梦想。学习社工四
年，我从不担忧专业前景，从不关心无谓比较。我只知
道，当我用最真实的状态去寻求转变的意义，海大为我
敞开了最美好的大门。

因为对社会工作很感兴趣，所以在填报高考志愿时选
择了社会工作专业。社会工作职业是一个在帮助弱者，服
务社会中实现自我价值的崇高职业。在海洋大学的学习生
活中，除了专业学习，我还参加社团、学生会等学生组
织，结交许多好朋友，锻炼了表达、沟通与合作的能力，
开拓了视野，为今后的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周秋实 
2013年社会工作专业毕业
毕业后赴香港理工大学攻读
硕士，毕业后在香港理工大
学从事研究助理工作

沈怿博
2014年社会工作专业毕业
作为交流生曾赴美国缅因大学
学习1年，现工作于上海一家外
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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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社会工作

社区社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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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校生

毕业生

从小，我热衷于各种志愿服务活动，社工这个温暖的职

业和我的三观以及梦想不谋而合，在填志愿时，看到社工这

个专业，便把它填在了上海海洋大学的第一志愿。社会工作

专业让我学习专业的工作技巧，通过学习个案工作、小组工

作、社区工作等课程，我们的沟通能力、领导力和资源整合

能力得到了提升，这些不仅可以用在工作中，对我们的人生

也极有帮助。希望自己日后能够成为一名优秀的社工，为社

会的进步与发展贡献自己微薄之力。

王梓怡  女
专业：社会工作 2013级
毕业中学：上海市风华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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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课 上课 社团活动、学习 睡觉午饭
午休

运动
洗澡
吃饭

一日学习生活作息表

从小到大，每次帮助人的时候都觉得很开心，后来发现有

专门帮助人的专业，就毫不犹豫地报考上海海洋大学社会工作

专业了。大学两年，这个专业给我展现了一个不一样的世界，

它不仅仅是出于美好愿望帮助人那么简单，而是讲究助人的科

学性，它追求的是通过对社会、人、人之行为及心理的了解，

运用科学的助人方法，实现助人的有效性。大学的专业学习，

不仅提高了我的智商，我的情商也因为这门专业获得了很大的

提升。很享受每一次在社会实习、校内活动过程中获得的对自

我认同。专业老师平易近人，乐意与我们讨论各种社会问题、

生活问题。正是这个专业，让我的能力和思维得到了很好的锻

炼，也让我对自己的人生价值有了深刻的认可。

郭澄澄 女
毕业中学：上海市南洋中学 
专业：社会工作2012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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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课 上课 社团活动、学习 睡觉午饭
午休

洗澡
吃饭

一日学习生活作息表

安俊成 
2013年社会工作专业毕业
毕业后赴美国田纳西大学攻读硕士，
毕业后留美工作

在海大人文学院度过的四年时光是如此地让我怀念，因为

在这转瞬即逝的四年里，我不仅掌握了实用的专业知识，还收

获了让我受益匪浅的同学友谊和师生情义。社会工作专业可以

让你学习和运用科学的方法去帮助他人，在助人的同时提高了

效率，节约了成本，解决了问题。社会工作专业的老师们都有

开阔的眼界和渊博的学识，他们中不乏出身名校或者具备丰富

的留学、国际学术交流以及海外生活的经验者。他们可以帮助

你获得关于留学体验的第一手资料，让你轻松地得到课本外的

学术资讯，这对于喜欢钻研学术问题的同学来说可以说是绝佳

的资源。海大人文社工专业会让你在去往大洋彼岸求学的航行

中一路顺风！

你是否梦想成为一个帮助社会弱势群体及贫困人群的专业

人士？是否有激情和热情让人们过的更幸福？如果你的答案是

肯定的，欢迎选择上海海洋大学社会工作专业。在海大四年的

社工学习中，让我感受良多。学习到了社工的理论和实践知

识，接触到了一群热衷教学的老师，他们致力于培养我们独立

批判性的思考，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关注，对社会最新议题的了

解。除此之外，我更多的是被社会工作本身热爱、平等、公

平、公义的人文价值所感动，从而促进了我硕士阶段继续攻读

本专业。如果你希望毕业后投身到社会福利事业，成为社会工

作者，向服务对象提供卓越的服务，并成为这个领域的未来领

袖，海大一定不负你的期待！

叶启美 
2014届社会工作专业
现于香港浸会大学社会工作
专业攻读硕士研究生

研究介绍

社会工作专业
Social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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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课程科目

  基础科目                    必修科目         

管理学原理

文科高等数学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公共伦理学

政治学原理

公共管理学

社会学概论

专业导论

社会研究方法

经济学概论

心理学导论

组织行为学

社会统计学

西方行政学说史

公共经济学

公共政策学

人力资源管理

行政法学

公共管理研究方法

电子政务理论与实践

社会保障概论

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

地方政府学

城市管理学

公共事业管理

领导科学与艺术

非营利组织管理 

社区管理学 

海洋行政管理

专业英语

行政职业能力与技巧

公务文书与写作

人力资源信息化管理与实务

现代企业管理

逻辑学

公共危机管理

公共关系学

谈判技巧实务

地缘政治与海洋战略

社会福利与社会救助

劳动关系学 

劳动经济学 

薪酬管理学

社会保险理论与实务

人员素质测评

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

专业英语

员工培训与开发

人力资源信息化管理与实务

公务文书与写作

劳动社会学

现代企业管理

逻辑学

公共危机管理

公共关系学

谈判技巧实务

行政职业能力与技巧

地缘政治与海洋战略

社会福利与社会救助

2014届行政管理专业毕业生就业去向

56%

5%

18%

6%

1%
4%6%

企事业单位

灵活就业

合同就业

考研

出国

项目就业

回省就业

定向

待就业

研究方向 主要内容

公共行政管理
政府职能转变与管理方式创新、公务员管理、行政管理制度建设和创新、公共行政组织
建设、公共政策分析、依法行政、行政伦理、公共服务等。

研究文教、体育、卫生、环保、社会保险等公共事业单位的管理活动、管理制度、管理
体制及其运行机制。

运用管理学和公共组织理论，对公共部门的人力资源发展规划、战略和绩效考核进行研究。

公共事业管理

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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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管理专业
Public Administration

研究一览

选修（公共行政方向）      选修（劳动人事管理方向）

通过综合全面地学习管理学、政治学原理、公共管理学、公共政策学、公共经济学、人力资源管
理、劳动关系学、行政法学、公共管理研究方法、电子政务理论与实践、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社会保
障概论、薪酬管理学、劳动关系管理、公务文书与写作、社会研究方法等知识，培养能够运用现代管理
技术与手段分析和处理行政管理事务、人事管理的综合管理人才，并为进一步深造打下坚实的基础。行
政管理专业分为公共行政和劳动人事管理两个专业方向，大三开始分班上专业方向的选修课程。

人力资源管理证书、秘书职业资格证书。

行政管理专业毕业生主要就业去向为政府、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企业等部门工作，一部分学生出
国深造和进入国内知名院校攻读硕士研究生，另外一部分学生自主创业。如国家海洋局东海分局、闵行
区颛桥镇人民政府、恒源祥集团、上海银行、中国移动、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人事处、复旦
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厦门大学、华东政法大学、上海大学、香港大学、英国利兹大学等。

培养目标

可获得的证书

就业方向

行政管理专业
Public Administration



运用现代管理学、行政学、政府学、法学等理论知识，通过社会调查、文献研究、模拟实验等途

径，采取定性和定量向结合的方法，研究政府职能转变、政府管理方式 创新、行政管理制度建设和创

新、公共行政组织建设、公共政策分析、依法行政、行政伦理、公共服务、电子政务管理等公共行政

领域的管理问题。

以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为主线，结合当前事业单位改革现实，运用现代管理理论、技术与方法等

方面的知识和技能，通过社会调查、文献研究等途径，采取定性和定量向结合的方法，研究文教、体

育、卫生、环保、社会保险等公共事业单位的管理活动、探索公共事业管理制度、管理体制及其运行

机制的创新路径和改革。

十一年弹指一挥间，我少了些清涩，多了些成长。校
园里，我受系统而不失精彩的课程、博学而充满幽默的师长
所吸引，畅游在知识的海洋；毕业后，在学校的关注和支持
下，受“勤朴忠实”这一校训的影响，我从大学生西部计划
志愿者、大学生村官开始，一路在基层的这条宽广的大路上
努力前行，了解基层，奉献社会。感谢海大，感谢母校，教
会我睿智、快乐、坚强的成长。

离开海洋大学已近十年了，仿佛总听见母校的声音在
耳旁呼唤，多少次魂牵梦绕重回母校。在海大，尽情的享
受着海大带给我的各种机会，也让我逐渐形成了不轻信，
不跟风的思维方式，具备了独立思考的能力。我最大的幸
运，就是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我感到专业上的兴趣使我
对专注有宗教一般的信仰。只有专注才能变得足够优秀。 
“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祝愿海大精神薪火相传、生
生不息、常青常新。

运用管理学和公共组织理论，对公共部门的人力资源发展规划、战略和激励机制、绩效考核进行

研究，并对国家公务员制度和官僚体制进行理论和实证研究，对我国公共部门的人事管理体制和运行

机制及其科学化、法制化建设进行跟踪研究。

带着瑰丽的大学梦，踏入了大学的校门。那年，我成为了

上海海洋大学人文学院行政管理专业的一名学生。希望、憧

憬、青春、抱负，人文学院给了充满梦想的我一个施展才华的

舞台。优秀的师资力量与良好的读书氛围，为我的专业知识打

好了坚实的基础；科创、团学联、社团活动，学院内丰富的业

余生活锻炼了我各方面的能力、包括组织、协调、语言表达、

事务处理能力等等；导师、辅导员的悉心教诲让我可以明晰未

来的方向，清楚地规划好自己要走的路。可以说，我很庆幸来

到了这里，我的大学没有遗憾。

张天怡  女  
专业：行政管理专业2013级
毕业中学：上海市向明中学

一日学习生活作息表

07:00 08:00 09:00 10:00 11:00 12:00 13:00 14:00 15:00 16:00 17:00 18:00 19:00 20:00 21:00 22:00 23:00

上课起床 上课 社团活动、学习 睡觉午饭 洗澡
吃饭

拥有梦想的人，他们不做选择题，只做证明题。

176 177

摒弃以自我为中心的世界观，学会从国家与政府的

宏观角度出发思考问题是这门学科、这个专业教给我们

的；利用公共管理学科的知识来解析发生在周围的点滴

以及整个国家与政府体系，并在此基础上试图影响和改

变公共管理世界也应该是每一位公共管理领域学子的毕

生追求。

吴小龙
2014届行政管理专业
现于香港大学房地产专业攻读
硕士研究生

梁得永  
2006届行政管理专业
闵行区颛桥镇人民政府公务员

于健平 

2005届行政管理专业
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
人事处工程师

公共行政管理研究

公共事业管理研究

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研究

S HANGHAI OCEAN
                        UNIVERSITY上海海洋大学

在校生

毕业生

在上海海洋大学，我从刚进入学校的稚气面庞蜕变成今天

的沉稳与理智，一路走来的每一个脚印写满了坚定，有辅导员

的关怀，有专业老师的教导，有朋友的帮助。人生本身就是一

道选择题，信仰决定你的答案。你可以自主选择你的学习、工

作以及生活的态度。在人文学院，我选择了我的专业---行政

管理，并心怀热忱，在仰望天空的时候不忘脚踏实地。未来之

所以美好就在于它的不可预知，而这才正是值得你蓄满勇气去

奋发的资本。

司赛赛  男
专业：行政管理专业2012级
毕业中学：河南省永城市高级中学

一日学习生活作息表

当你的能力还驾驭不了你的目标之前，要阔步昂扬地坚持到你的羽翼丰满。

07:00 08:00 09:00 10:00 11:00 12:00 13:00 14:00 15:00 16:00 17:00 18:00 19:00 20:00 21:00 22:00 23:00

正常上课起床 正常上课 图书馆/体育运动 睡觉午饭 晚饭

办学特色是历史积淀的结果，体现着一个学校的使

命，并成为其战略的核心。翻开海大百年来的历史，字

里行间渗透着学校对自身定位的推敲、对生存环境的分

析、对不进则退的警醒及对发展与贡献的渴望。无论身

在何方，无论经受多少风吹雨打，海大永远都是我们灵

魂深处的圣地。在海大，我们不但吸收了扎实而丰富的

知识，同时学会了诚实与宽容、奋斗与拼搏，让我们的

生命之舟得以在岁月的长河中乘风破浪。

周步焘
2010届行政管理专业
Learning国际义工和海外实习
项目总负责人

研究介绍

行政管理专业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