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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莱佛士高等教育学院(Raffles College of Higher 

Education)，即原新加坡莱佛士设计学院(Raffles Design 

Institute)，成立于1990年，学院以一流的设计与商业管

理类专业课程闻名遐迩，提供包括硕士、本科、专科层

次在内的高等学历教育。作为一所亚洲顶尖的设计与管

理学院，新加坡莱佛士高等教育学院一直致力于将优质

的高等教育资源传播到世界各地。学院于1994年即来到

中国，并在其后的十多年时间里与众多国内高校共同合

作办学，在中外合作办学领域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新加坡莱佛士高等教育学院
Raffles College Of Higher Education

经安徽省教育厅批准，安徽万博科技职业学院与新加

坡莱佛士高等教育学院自2013年起正式开展中外合作

办学项目并招生。

万博-莱佛士合作办学项目以国际化的视野，引进国际

化优质的教育资源，全面采用新加坡的教学大纲及教

学模式，高薪聘请来自澳大利亚、美国、法国、新加坡

等世界各国的优秀外教及国内高水平的专家教授，传

授国际领先的设计管理理念，第一年配备助教同声翻

译，使学生在良好的语言环境中提高语言能力，从而

促进国际文化的学习与交流。

万博-莱佛士合作办学的成立，积极实施“品牌战略 ” 、

“国际化战略”、“差异化战略”，继续在办学理念、

教育特色、人才培养模式等方面不断创新，培养符合

国家和地方需求的、具备双语工作能力及国际化视野

的高级技能、高级管理的复合型人才，为国家和地方

的经济和社会建设贡献力量。同时，也为有志于赴海

外深造的优秀学生提供便捷的出国留学通道，为安徽

省教育资源与国际优质教育资源的对接搭建桥梁,推动

万博学院在教育国际化的转变过程中迎来更加辉煌的

历史新阶段。

中新合作办学简介
Sino-Singapore Cooperative 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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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优势

服装与服饰设计
专业前景：中国是世界最大的服装生产加工基地之一，全世界每三件服装，一件来自中国生产。中国服装行业设计人才紧缺，缺
口高达20万人。拥有独特设计理念，了解国际服装市场潮流，能够进行原创设计的服装设计师目前十分紧缺，服装设计师年薪数
十万元非常普遍。
主要课程：色彩理论和时装设计理论Colour Theory and Design Principles for Fashion、纤维和纺织品Fibers and Textiles、服装
发展史 History of Costume、纺织品发展Developing Textiles、品牌管理介绍Introduction to Brand Management、时装设计CAD 
Fashion Designv CAD、服装立体剪裁 Fashion Draping、服装制版 Pattern Drafting、缝纫技术应用 Sewing Application、服装效果图
Fashion Drawing、时装画与插图Fashion Sketching and Illustration、高级缝纫技巧Advanced Sewing Techniques、技术制图（服装
类型）Technical Drawings (Garment Typology)、服装技巧 Couture Techniques、项目研讨Project Workshop、男装研讨Menswear 
Workshop、数码文件CAD Digital Portfolio CAD、顶岗实习Industrial Attachment
就业方向：本专业毕业生可从事与时装设计、时装顾问、流行预测、时装插图、时装经销商、时装摄影、时装表演协调、时装造

型师、图案设计、图案制作、生产线监视、质量控制等工作。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专业前景：据不完全统计，全球数字娱乐市场的规模将达1000亿美元，目前中国拥有超过2000万动画、网络游戏爱好者，而在未
来5至10年内中国动画产业将有1000亿元的产值空间，影视动画及游戏动画人才均有10多万的需求量。
主要课程：动画原理Animation Principles、数码摄影Digital Photography、剧本创作与脚本编辑Screenplay and Storyboarding、设
计素描Drawing for Designers、创意学和问题解决Creativity and Problem Solving、用户互动式设计User Interaction Design、排印基
础Fundamentals of Typography、数字图像处理Digital Image Processing、数码应用图示Digital and Applied Illustration、3D 技术3D 
Techniques、交互式多媒体设计Interactive Media Design、视频音频技术Video and Audio、网页设计Techniques、Web Design、
高级交互式多媒体设计Advanced Interactive Media Design、试验视频Experimental Video、设计室-数码多媒体设计项目Design 
Studio - Digital Media Project、高级网页设计Advanced Web Design、设计项目-数码媒体Design Project - Digital Media、顶岗实
习Industrial Attachment
就业方向：本专业毕业生可从事多媒体艺术总监、多媒体设计师、多媒体编程、网站设计与开发、三维图形与动画设计师、影视
制作与后期制作、布光、特效渲染师等相关工作。学生在校期间受到优良的国际化教育，英语水平出色，同时具备国际化的

视野。

视觉传播设计与制作 （装潢设计方向）
专业前景：据业内人士介绍，专业室内设计师的收入一般采取底薪加提成的方式，以上海为例，一个技术优良的设计师年薪约在
二十万元左右，而像设计总监、项目设计负责人这些较为重要的岗位，年收入可达数十万元甚至更多。
主要课程：建筑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家具历史及应用Furniture History and Application、电脑渲染及动画Computer Rendering 
and Animation、环境照明Environmental Lighting、建筑学研究Construction Studies、手绘Free - hand Drawing、建筑绘图Architectural 
Drafting、室内色彩应用Interior Colour Application、展示绘图Presentation Drawing、电脑辅助设计2D Computer - Aided - Drawing 
2D、室内材料及涂装Interior Materials & Finishes、3D电脑辅助制图3D Computer-Aided-Drawing/REVIT、建筑技术和建筑物Building 
Technology and Construction、设计室1 - 住宅Design Studio 1 - Residential、设计室2-零售Design Studio 2 - Retail、设计室3 - 办公
室 Design Studio 3 - Office、设计室4-饭店及酒店Design Studio 4 - Restaurant & Hospitality、Budget、顶岗实习Industrial Attachment
就业方向：本专业毕业生可在建筑设计企业、室内设计企业、工程监理企业、房地产企业、家具制造企业、装饰设计企业、专业

设计院等企事业单位从事室内设计、装饰装修设计、设计制图、施工管理等工作。

旅游管理
专业前景：2014年，环球管理咨询公司合益集团分析了分属九个行业的263家新加坡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数据。酒店及餐饮行业首
席执行官薪酬中位数排名第三，为160万新元每年（约130万美元）。
主要课程：旅游地理学Tourism Geography，旅游学概论Introduction of Tourism，旅游资源学Tourism Resources，会计学原理Principles 
of Accounting，旅游经济学Tourism Economics，人力资源管理学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旅游市场营销Tourism Marketing、酒
店英语会话Hotel Service English、餐饮管理Hospitality Management、旅游政策与法规Tourism Policies、导游业务Tour Guide、
导游英语会话Tourism English、旅行社经营管理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of Travel Agency、前厅客房与管理Front Office 
Management、现代饭店管理Modern Hotel Management、公共社交礼仪Social Propriety、顶岗实习Industrial Attachment
就业方向：学院与国际化名企设立订单式人才培养班，并在国际五星级酒店设有专门实习基地供学生实践，学生通过良好的国际
化教育，将会获得更高的就业平台，有机会前往全世界各国的旅游圣地、航空公司、外资集团工作，比如：迪拜亚特兰蒂斯大酒
店、新加坡圣淘沙岛、Disney游乐园 、Universal Studios、北京日出东方凯宾斯基酒店 、马尔代夫卡尼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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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介绍

招生热线/Tel:0551-65310011 /QQ:800006148

官网/Web:http://www.ahwbedu.net

地址：合肥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创业西路1号

Add：No.1，ChuangyexiRoad,Gaoxin District,HeFei,

AnHui,China,23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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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伦坡
尼甘布

• 泰国
曼谷

亚洲—我们的校园

自1990年在新加坡创立第一所大学起，莱佛士飞速发

展，在亚太区及中东12个国家31个城市投资并管理着

34所高等院校。

我们灵活的转学方案使得学生能在任何莱佛士学院

网络中自由选择，感受不同的文化并经历海外生活。

莱佛士的素质教育使学生获得行业相关的丰富实践经

验，帮助他们在未来拥有更好的职业机遇。

莱佛士的跨国学习环境使学生能够扩展人际关系，具

备开阔的国际视野，从而极大地增加其在海外的职业

机遇。

Raffl es

全球优势

1 2



万博科技职业学院  新加坡莱佛士高等教育学院
合作办学揭幕典礼暨莱佛士学院时装发布会
Official Launch of Sino-Foreign Joint Collaboration

between Wanbo Institute and Raffles College of Higher Education

新加坡驻中国大使馆商务参赞、新加坡国际企业发展局副局长、

安徽省商务顾问 Mr.Yew Sung Pei 尤善钡  先生〔 中〕

新加坡莱佛士教育集团教育委员会副会长 Graeme Britton  教授 

〔右三〕

新加坡莱佛士教育集团中国区总裁Mr.Scott Chew周国础；〔右一〕

与安徽省人民政府外事（侨务）办公室副主任 邝荣建〔右二〕

万博科技职业学院董事长、原国家纺织部教育司司长韩恩业〔左二〕

合肥育仁教育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副经理陈文达〔 左一〕

     

合肥育仁教育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陈文达；〔 左一〕

安徽省人大副秘书长 周杰〔左二〕；安徽省政协副主席 李修松〔 中〕

新加坡莱佛士教育集团执行董事、中国区总裁、

万博科技职业学院执行董事长 Mr.Scott Chew 周国础；〔 右二〕

原合肥工业大学校长  徐枞魏〔 右一〕

学生时装作品展示

原合肥市教育局党委书记、局长 方东玲〔 左〕

万博科技职业学院院长 江舒〔 中〕

安徽省人大副秘书长 周杰〔 右〕

学生时装作品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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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与荣誉

2013年12月，新加坡莱佛士毕业生Alfie Leong获代

表新加坡设计界巅峰水平的总统设计奖表彰，荣膺“年

度最佳设计师奖”
Alfie从新加坡总统（右二）手中接过“年度最佳设计师奖”

连续3年入选VOGUE意大利版“全球最有潜力设计师”名单。

新加坡总统设计奖

连续3年入选《VOGUE》意大利版
六名学生在久负盛名的刚古设计大赛（Conqueror Design 

Contest，2009－2010年度）中分获金奖、铜奖和优秀奖

等多项大奖。

荣获刚古设计大赛多项大奖

莱佛士获Dior邀请出席高级定制发布

Christian Dior 认为：莱佛士学院是全球最佳设计
学院之一

莱佛士学院获Christian Dior的邀请，挑选3位优秀服装设计系学生和系主任出席

了1月20日Christian Dior在巴黎举办的2014年春夏高级定制发布。

2010年，莱佛士服装设计二

年级学生为世博会上海馆设

计工作人员制服，成为世博

会最年轻的设计团队。

上海世博会最年轻设计团队

2012年莱佛士毕业生
赵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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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essional Foreign Lecturers

外籍专业教师

莱佛士的教育专家们不仅仅是老师，他们更是各自行业领域的创

意先锋和专家。他们所拥有的多样化专业背景、文化财富和行业

知识为万博学生带来更多的学习优势。

Sara Corvino  
意大利
多媒体传播文科硕士，
文化交流和制作硕士

Martin John Kettlewell
英国
哈德斯菲尔德大学
艺术学硕士

Mdeborah Salvador
英国
英国中央圣马丁艺术
与设计学院男装设计
荣誉学士学位，动画
专业研究硕士学位

Joseph Aylmer Lewis
英国
英国牛津布卢克斯大学对外英语教学
硕士学位（TESOL），英国密德萨斯
大学互动媒体设计硕士学位，拥有6年
剑桥ESL考官经验、专注于提高剑桥
Cambridge IGCSE和雅思成绩

St   phanie MONLEAU
法国
法国索菲亚安提波利斯欧
洲知识经济与管理商学院
快速消费品管理学硕士

Paul  Hofman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
士大学商业硕士，
悉尼大学教育学研
究生文凭，悉尼大
学劳资关系和法律
研究生文凭，澳大
利亚新南威尔士大
学澳大利亚国防学
院文学士（政治学
和经济学）

Vera Couto
葡萄牙
葡萄牙里斯本理
工大学建筑系时
装设计专业荣誉
学士学位

Tracey Leigh Corkill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昆士兰科
技大学建筑环境学
学士学位，主修室
内设计

Claudio Castillero Bio
墨西哥
墨西哥国立自治大
学艺术硕士，主攻
平面设计与交互设
计，墨西哥大都会
自治大学平面设计
局学士

Manya Albreht-Jovanovic
英国
美国丹佛市
科罗拉多大学
艺术学士及建
筑学硕士学位

Natalja Zavjalova
拉脱维亚
爱尔兰国立利莫
瑞克大学英文语
言教育硕士学位，
爱尔兰国立利莫
瑞克大学语言及
文化研究学士学
位，国际英语教
师资格证

Experts and Professors

专家教授

学院高度重视师资力量建设，夯实基

础，励精图治。汇聚了来自中国科技大

学、合肥工业大学、安徽大学、中科院

合肥分院等一批资深教授，不断凝练办

学特色，力图以国际化的视角全面提升

人才培养质量和教育品牌形象。

申保山  著名男高音歌
唱家，国家一级演员
原安徽省歌舞团副团长，
安徽省侨联秘书长

刘瑞平 教授
合肥工业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
安徽省马克思主义哲学应用学会顾问
安徽省马克思主义学会常务理事
安徽省伦理学会常务理事

吴英鹏 一级编导
中国舞蹈家协会会员
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

李德明  教授
原合肥工业大学管理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
安徽MBA教学优秀教师

王忠义 教授
原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教授
全国自考委新闻专业委员
中国新闻教育协会理事
中国新闻史学会会员

沈中兴 教授
原安徽大学教授
人事处副处长

苏仕华  教授
原中国科技大学数学院实验室主任

葛志煜 高级工程师
原合肥工业大学实验室管理处处长

张 静  副教授

张 进  副教授

é

高 茜 教授/博士
多年从事国际商务教学和实践工作
安徽省进出口商会常务理事
合肥市蜀山区人大常委

徐建中 高级工程师
原合肥工业大学汽车实验室主任
华东汽车鉴定中心专家

周世厥  高级工程师
原安徽省环境监测中
心站实验室主任

连安立 高级政工师徐家骅 高级经济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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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承办2015年“柔雨绵风博花开”合肥高校联谊晚会 

2015年校园大舞台“徽风皖韵"进高校

我院2014年"十里春风不如你"联谊晚会 我院2015年迎新晚会

我院音乐表演专业毕业汇报演出

我院2015年迎新晚会 我院街舞协会表演炫酷给力 “炫动的音符”新感觉校园音乐会万博专场

我院张宇同学在安徽省高职院校技能大赛声乐比赛
中荣获一等奖

Campus Activities

校园活动

07

全面引进新加坡莱佛士总院的教

学大纲及教学模式，聘请来自世界各地

的优秀外教传授国际领先的设计、管

理理念，使学生在良好的语言环境中

提高语言能力，给学生带来丰富的实践

操作经验以及国际视野，并为有志于赴

海外深造的优秀学子提供便捷的出国

留学通道。

Raffl es

课程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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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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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生活

合肥8大高校开启“十里春风不如妳” 联谊 艺术分院2012级音乐表演专业毕业汇报演出“炫动的音符”新感觉校园音乐会万博专场

 万博科技职业学院第六届田径运动会开幕式 万博科技职业学院举行2014年主题迎新晚会 我院dazzle style街舞会街舞表演炫酷给力

第十二届“梦回书舟”大型图书展精彩亮相我院2014年首场社会实践主题招聘会启动学院团委举办蜀山烈士陵园十八岁成人仪式

我院师生见证第十季“映山红行动”起航 我院与哈根达斯开创“勤工俭学”新模式 合肥元一希尔顿酒店2014年万博学院开放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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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一览
Collaborating Enterprises

协议单位

学生的成功即是万博-莱佛士中外合作办学

的成功。

在万博-莱佛士，我们的创就业指导中心，

为学生提供完善的就业指导、就业培训、

就业安排，通过顶岗实习、订单是培养等

先进模式，与世界500强企业单位建立广

泛的、深入的校企合作，为学生搭建更高

的就业平台。

万博-莱佛士向学生传授专业的职业发展技

能，提供一切资源帮助他们获得成功。创就

业指导中心团队与企业保持紧密的战略合作

关系，并为企业和学生之间搭建无缝的平

台，提供大量的就业和实习机会。

此外，万博-莱佛士拥有强大的行业渗透能

力，在自身课程和教学中注入最新的行业

实践和专业技术。与企业的紧密联系使万

博-莱佛士的学生毕业时就已完全为就业做

好准备并马上能在工作中有所贡献。

万博-莱佛士一贯致力于向行业输送有竞争

力的设计人才。我们帮助毕业生明确个人

发展方向及职业目标，确保他们能够选择

适合自己的职业道路，实现职业目标并满

足行业需求。

Raffl es
创万博创就业
指导中心

莱佛士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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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与中国领先的科技型人力资源机构青麦
国际签订校企合作协议

校企合作单位派遣外籍教师来我院授课

青年创业报告会万博科技职业学院专场

我院举办社会实践主题招聘会

CCTV“赢在中国”首届全国冠军宋文明先生来我院举
办“颠覆式创新”就业、创业讲座

我院2015级合肥元一希尔顿订单班开班仪式

我院与中国联通成功创办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 我院与哈根达斯开创“勤工俭学”新模式 我院2016届毕业生就业双选会

我院应邀参加“互联长三角”校企合作之上海名企体
验周 

College-Enterprise Cooperation

校企合作

■视觉传播设计与制作（装潢设计方向）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符合省内外建筑室内装饰及相关行业发展的

创新型技能人才要求,具备室内设计专业技能、创新能力、艺术修养

和职业素养，掌握必需的文化理论基础知识和室内装饰工程方案的

设计、方案表现和施工管理等专业知识，能胜任室内装饰工程设计

公司、施工企业等相关企业的方案设计、图纸制作和施工管理等工

作的高等技术应用性专门人才。

主要课程：设计概论、设计素描、设计色彩、三大构成、透视学、

室内设计原理、人体工程学、工程制图、Photoshop、AutoCAD、

3DS Max、Lightscape、室内设计、室内表现技法、装饰构造、

建筑初步、展示设计、材料与施工工艺、家具灯具设计、摄影、设

计策划、公共空间设计、工程管理与概预算等。

就业方向：毕业生可在建筑设计企业、室内设计企业、工程监理企业、

房地产企业、家具制造企业、装饰设计企业、专业设计院等企事业单

位从事室内设计、装饰装修设计、设计制图、施工管理等工作。

全省统招艺术类(音乐）招生专业

■音乐表演
培养目标：该专业设有声乐表演、器乐表演、电脑音乐制作等专业

方向，培养具有过硬音乐表演能力、良好音乐艺术素质和高品位音

乐艺术鉴赏能力的复合型音乐艺术人才；培养扎实的电脑音乐制作

技术的音乐应用型人才。

主要课程：声乐、钢琴、器乐、基本乐理、视唱练耳、和声、曲试

分析、配器、合唱指挥、形体与舞蹈、表演、语言、中外音乐史、

中国民族民间音乐、作曲、电脑音乐制作等。

就业方向：毕业可在中小学校、艺术团体、演艺公司、电台、电视

台、文化馆、青少年宫等单位从事音乐教育、音乐表演、音乐编

辑、电脑音乐制作等方面工作，也可自主创业。

 Programs

专业介绍

万博科技职业学院各地区招生老师联系方式一览表

序号           市县               姓名        手机号             QQ            微信  序号           市县               姓名        手机号             QQ            微信

23  滁州市、全椒县 、临泉县    黄老师     18805690088       1253788888          hfafpx

24    岳西县、天长市        唐老师     15555171616       170794942          hao0556

25    宣城市、桐城市        裴老师     15720516225        55769063           py798408

26   泾县、旌德县 、广德县    杨老师     13855136152       447662594     13855136152

27     庐江县、肥西县       徐老师     13955184449        449137188    hfxuhongbing

28     寿县                         刘老师     15209865673       24368996              zxy_lj

29     长丰县、蒙城县       张老师    13965028351       383944856        383944856

30     繁昌县                     苏老师     13075529567     1917614715        sush9567

31     淮北市、濉溪县       苏老师     13075529567     1917614715        sush9567

32     巢湖市、和县           邓老师    138655125456      38179782       dhj38179782

33     青阳县 、池州市      洪老师    13866186336       279627187        hongli6336

34     无为县                      杨老师    13083067609       546325882      y13083067609

35       宿州、砀山、萧县      沈老师    18297943704        2072638042  18297943704

36     阜南县、合肥市       徐老师     13721065597       2449894225         xjh789

37     明光市、来安县       张老师     15056928075       634988232     15056928075

38     蚌埠市、凤阳县       台老师     13156555786      2993905850    18326607585

39        舒城县、枞阳 县           余老师       13655551235       584820581        yixicunzai

40     铜陵市、铜陵县          李老师     18955163369       365204763     18955163369

41     涡阳县、南陵县       范老师     18955162227       43782048        fan55162227

42     太湖县、怀宁县       王老师    13865969577        75593050       circie_75593050

43     淮南市、凤台县       盛老师     13909694702      117517525           stthxb

44       合肥市                                  王老师     13135512286       281481745       weiliqian999

 学院联系方式          电话：0551-65316726/65310011（沈老师）         QQ:800006148         微信：万博学院

1       五河县、固镇县、蚌埠      张老师     18919601629     179502579     179502579

2       郎溪县、当涂县       王老师     13605604805      24787399      zw80215

3       定远县、休宁县       刘老师     18955102324     970613647   15155975580

4       宁国市、绩溪县       杨老师     13855136152       447662594    13855136152

5       金寨县、合肥市       史老师     13856919634    2747187639    scaandwyy

6       六安市                     祝老师     13865986662   1637334159     wanbozhu

7       马鞍山市、霍山县   陈老师     15212789996     619289323   zxm4462225

8       歙县、黄山市          王老师     17756076366     627990455    17756076366           

9       颍上县、蚌埠市       孙老师     13866157674       5999535       sunjun0927

10     怀远县、利辛县       司老师     18963795557     403960800    心帅天成

11     霍邱县                     窦老师     13866687551     155399889   douzeng1128

12     东至县、石台县       连老师     13205511612     136421995    136421995

13     祁门县、黟县          连老师     13205511612     136421995    136421995

14     肥东县                     薛老师     15955139072     282142676   x15955139072

15     潜山县、望江县       徐老师     13965045720      399108693  13965045720

16     界首市、太和县       贾老师     18956032747    2279052435     jw0551

17     泗县、阜阳市          潘老师      13866759935    2270069012    pany567

18     安庆市                     叶老师      13865908104    289940550     人在旅途

19     宿松县                     陈老师      18955170444   1031730884   C282963539

20    芜湖市、芜湖县        陈老师     18955170444   1031730884   C282963539

21    灵璧县、亳州市        李老师     13500503304     295497162   13500503304

22      含山县、合肥市          李老师     18955163369       365204763    18955163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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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 0551 - 65316726 / 65310011（中外合作办学）    

QQ咨询: 800006148                                传真：0551 - 65310141  

邮编：230031                                           地址:合肥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创业西路1号

学院腾讯官方微博：@万博学院                学院新浪官方微博：http://weibo.com/wanboedu             

学院官网：http://www.wbc.edu.cn          万博-莱佛士中新合作办学官方网站：www.ahwbedu.net     

                         

致广大考生—
选择万博科技职业学院的

六大理由

对广大考生来说，那么多高职院校，该如何选择？万博科技职业学院

将自己的优势及特色和广大考生作个交流。

相信你能读懂一所国际化高校的不同之处！

优势一：优越的地理位置

我院坐落于合肥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在西二环上，离市中心仅6公里。我院毗邻合肥植物园、大蜀山森林公园，

周边环绕众多外企及高新技术企业。

优势二：强大的办学实力保障

依托新加坡莱佛士教育集团(Raffles Education Corporation)国际化优质资源，我院高薪聘请国内外高水平的专家教

授为学生提供一流的师资团队。新加坡莱佛士教育集团1990年成立于新加坡，在全世界12个国家31座城市，拥有34

所高等院校。

优势三：专业设置紧跟市场需求

我院各专业均应市场需求而设立，如经济类、管理类、设计类等专业多年来深受考生追捧。

优势四：国际化与应用型人才培养理念相结合

我院自2008年与新加坡莱佛士教育集团开展深度合作，推进与新加坡莱佛士高等教育学院的合作办学，旨在培养学生

成为具有国际化视野的高素质应用型专门人才，为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社会发展提供人才支持。

优势五：注重培养学生的全面发展，增强社会适应性和竞争力

不以成绩论成败，而以学生综合素质提高培养目标。在专业技能的基础之上，特别注重学生为人处世、社交礼仪以及

组织管理等综合知识的教授。

优势六：高质量的实践、实习及就业平台

我院深入开展校企合作，与众多世界500强合作，坚持“产学结合、校企合作、订单培养”的人才培养模式，为学生搭

建更高的就业平台。同时，因为有着国际教育背景，学院毕业生特别受到外资企业青睐，拥有不一样的人生机会。我

院学生历年就业率达95%以上。

官方微博

全省统招艺术类(美术）招生专业
我院美术类招生专业在课程安排上采取与新加坡莱佛士精品课程合

作的形式，在完成统修课程要求的同时，引进先进教学理念，注重

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强化英语能力，部分课程将采用先进的国际

化教材。我们的目标是坚持以优质教学体系为核心，为学生创造

与众不同的教学方式和氛围。报读我院美术类专业的学生，有望

在3年大专毕业后前往国内或国外的莱佛士国际设计学院继续攻读

本科课程。

■服装与服饰设计
培养目标 ：本专业旨在通过各种探索性和实验性课程培养对服装设

计深层次的理解，使学生了解从设计理念、设计程序直到最后制作

的全过程，同时也教授必要的商务及其它相关知识。本专业采用整

体化教学方式，将创意与实用技能进行有机结合。在既精通技术又

对市场潮流独具慧眼的前提下，学生将通过他们的创作形成自己

的风格和特点，能够适应瞬息万变的市场需求和科技发展潮流，

因此服装设计的毕业生们将能够在快节奏的服装产业中胜任专业

化的工作。

主要课程：服装设计色彩理论学、服装结构与构成、纺织面料、服

装风格与流行趋势、服装信息与交流、服装营销、计算机辅助服

装设计、服装效果图、服装立体裁剪、缝纫技术应用、男女装打

版、服装设计应用、设计调研与开发高级女装打版与立体裁剪及缝

纫技术、毕业设计研讨与创作、个人作品集创作、GERBER服装

设计技术、学术研究与沟通技巧、服装作品报告等。

就业方向：学生毕业后根据所学知识可从事与时装设计、时装顾

问、流行预测、时装插图、时装经销商、时装摄影、时装表演协

调、时装造型师、图案设计、图案制作、生产线监视、质量控制

等相关工作。

■产品艺术设计 
培养目标：本专业结合生产生活多领域的发展需要，培养学生具有

商业价值和环保创意的设计——经过概念创作、产品创新、原创设

计和技能学习以及专业化设计等步骤。特色课程使学生更专注于产

品设计某个特定领域，同时还将学到空间设计、电子电器产品设

计、交通工具设计等领域广泛的经验。与工业的紧密相连可以使学

生作好充分的准备和带给实现未来就业前景的现实感。

主要课程：文化研究、设计理论、材料与工序、设计中的沟通技

巧、模型制作、3D设计中的色彩分析、电脑辅助设计、人体工程

学、实体模型制作、设计草图与绘画、持续性/灯具/家具设计、生产

制作技术、学术研究和沟通技巧（ARCS）、产品分析、大型设计

项目、电器产品设计、交通工具设计、设计分析、材料与加工、机

械与构造原理等。

就业方向：毕业生可从事电子产品设计、交通工具设计、展览设

计、 家具设计、 珠宝设计、设计顾问、灯光设计师、公共场所设

计、CAD设计、玩具设计等相关工作。

■艺术设计（平面设计方向）

培养目标：培养拥护党的基本路线，适应新型工业化道路下平面艺

术设计行业生产、管理第一线需要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

的，具有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掌握必备的基

础理论知识、专门知识、基本技能和专业技能的，能胜任包括平面

艺术设计、装饰艺术设计任务的高素质、高技能人才。 

主要课程：设计概论、设计素描、设计色彩、三大构成、图案设计

及装饰基础、创意图形设计、字体与板式设计、标志设计、广告设

计、包装设计、展示设计、室内设计基础、书籍装帧(平面出版物的

设计排版与印刷知识)、图形图像处理技术、数码摄影、企业品牌与

企业形象设计实训、毕业设计研讨与创作、计算机辅助设计、Phot

oshop、Flash、Illustrator、3Dmax、AutoCAD。

就业方向：毕业生可从事排版设计、识别系统、包装设计、广告设

计、专业摄影、展示设计等相关工作；能在艺术设计生产和管理单

位从事艺术设计、研究、教学、管理等方面工作的专门人才。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培养目标：该专业的学习目的在于传授学生在平面设计领域中广泛

的基础性技能，在此基础上学生通过学习创造界面和整合编程等技

巧，将二维平面转化为三维世界，从而利用交互式媒体的多种方式

描绘一个奇迹般的世界。同时学生将有机会研究多媒体设计趋势和

社会中的诸多问题，制作出涉及文化、经济和社会因素的交互式、

整合性的设计解决方案。

主要课程：设计调查与文化、素描、创意与问题解决、学术研究和

交流技巧、数码插图、图像处理、数码摄影、识别系统、动画原理、

视频技巧、电影剧本与脚本制作、三维技巧、程序一体化、交互式

媒体设计、用户交互式设计、3D动画实验、高级3D实验、高级交

互式媒体设计、电子商务应用、新媒体发展、项目设计、美学文化、

设计基础、媒体研究、视觉传播史、创意性小型商业管理等。

就业方向：本专业毕业生可从事艺术总监、多媒体设计师、网站设

计／开发、动画设计师、三维设计师与动画设计师、多媒体编程

员、影视制作与后期制作、销售经理/专员等相关工作。

 Programs

专业介绍

官方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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