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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智大学 新闻媒体短期留学项目（上智 /新闻2018夏） 搜 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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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智大学（Sophia University）是以人文主义为基石，以为他人奉献的精神

为背景在日本创立的，现今已成为一所日本著名的国际化综合型大学，在2013

年上智大学度过了建校100周年的华诞。

为促进全球化进程，上智大学与54个国家和地区的276所交换留学协定校和

学术交流协定校签订了交流协议。是日本文部科学省 2014年从全日本约780所大

学中选出的37所国际化据点整备事业（G30）大学之一。

【主办单位】上智大学、上智大学中国联络处 

【项目组成】上智大学新闻学系资深教授专业课程，资深媒体人的职业经验分享，

                    日本微博红人特别授课， 新闻社参访等多个部分组成

【项目收获】上智大学颁发官方结业证书

【课外体验】新闻社或电视台参访、台场、御殿场和东京塔等景点

【食宿安排】餐饮自理（约2500日元/天），入住奥林匹克青少年中心或相同条件住宿地

【签证保险】本项目含海外意外保险，签证费自理

【【【【奖学金奖学金奖学金奖学金】】】】            分组发表优胜组成员每人均可获得分组发表优胜组成员每人均可获得分组发表优胜组成员每人均可获得分组发表优胜组成员每人均可获得1000100010001000元人民币奖学金元人民币奖学金元人民币奖学金元人民币奖学金。。。。

项目开始

2018/07/24

项目结束

2018/08/02

报名截至

2018/05/31

TimetableTimetableTimetableTimetable

University RankUniversity RankUniversity RankUniversity Rank

• 日本私立大学TOP3

上智大学新闻媒体短期留学项目

Location Location Location Location 
• 国家：日本

• 区划：关东

• 城市：东京

• 创办时间：1913年

• 类别：私立大学

• 校长：晔道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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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am Activities

Program Detail
上智大学新闻学系开办于1932年，是日本第一个新闻学系。该系既不

偏理论也不偏实践的广泛性教育方针，重视培养拥有高度沟通能力和

媒体素养的人才。

随着网络时代的推进，媒体主流形态从信息单向传播的传统媒体转换

为信息双向传播的社会媒体。作为重要的舆论工具，在媒体更加大众

化公众化的趋势下，如何提高新闻事件的可信度和透明度，让大众更

客观迅速地了解事件的真相；如何利用社会媒体进行更有效的市场营

销等都成为当今媒体所面临的课题。

 

该项目课程和企业参访涵盖传统媒体到社会媒体，理论结合实践，让

参加学生更全面地感受媒体的魅力！

ü 周边景点：东京塔、台场等 

ü 日日日日本电视剧取景圣地：台场本电视剧取景圣地：台场本电视剧取景圣地：台场本电视剧取景圣地：台场

     台场或称御台场，位于东京都东南部东京湾的人造陆地上，是东京最

新的娱乐场所集中地。随着时代的发展，御台场中修建了众多采用现

代设计建造成的令人瞩目的商业与娱乐设施，如：世界上最大的室内

游戏中心世嘉游戏中心。

ü 俯俯俯俯瞰全东京夜景：东京塔瞰全东京夜景：东京塔瞰全东京夜景：东京塔瞰全东京夜景：东京塔

    东京塔是东京地标性建筑物，位于东京都港区芝公园，高 332.6米。

东京塔以巴黎埃菲尔铁塔为范本而建造，1958年10月14日竣工，到

2012年之前一直为东京第一高建筑物。东京塔在150米处设有大瞭望

台，249.9米处设有特别瞭望台，可一览东京都内景色，晴朗之日可

远眺富士山。

ü 御御御御殿场奥特莱斯殿场奥特莱斯殿场奥特莱斯殿场奥特莱斯

    御殿场奥特莱斯位于静冈县，距离东京市中心约有90分钟的车程。改

奥特莱斯位于能够远眺世界文化遗产富士山的绝佳位置，在体验日本

商业文化气息的同时，也能欣赏到富士山的美景。

集体合照

东京塔

上智大学

台  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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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 索上智大学 新闻媒体短期留学项目（上智 /新闻2018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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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 索上智大学 新闻媒体短期留学项目（上智 /新闻2018夏）

铃木雄雅铃木雄雅铃木雄雅铃木雄雅

上智大学文学部新闻学系教授上智大学文学部新闻学系教授上智大学文学部新闻学系教授上智大学文学部新闻学系教授                

毕业于上智大学文学部新闻学系

取得上智大学新闻学博士学位

博士前期曾在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留学

曾在清华大学召开的新闻传播国际会议上发表「日本新闻学教育的
现状和课题」报告

受邀为复旦大学研究生讲授「关于日本传媒」的特别讲座

Professor Info.

音音音音    好宏好宏好宏好宏

上智大学文学部新闻上智大学文学部新闻上智大学文学部新闻上智大学文学部新闻学系系主任学系系主任学系系主任学系系主任            

上智大学文学研究科新闻学博士毕业

研究领域：媒体政策、媒体产业论、媒体・市场营销、社会变动和

媒体、信息社会论 。特别就电气通讯技术的发展对媒体 系统及媒

体利用行为的影响过程进行探讨。

教育成果：在日常教学中积极运用PC 视听觉媒体教学，灵活利用

网络的教材，远程操作等，重视开展立体化教育。自 1995年开始

和理工学部电气电子工学共同创立通学课程 「多媒体信息社会

论」，从外部招募讲师，将电气通讯领域中关于媒体・服务最前端

的动向作为教材，探索文理结合教学的可能性，及学术与实践结合

的大学教育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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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 索上智大学 新闻媒体短期留学项目（上智 /新闻2018夏）

Professor Info.
沈 霄虹
上智大学（新闻学）文学博士
 
研究主题：中国媒体，以及东亚社会媒体研究
 
著作：『震災・核电站与媒体的角色---報道・舆论调查的实践和展望』

賈　曦
上智大学（新闻学）文学博士
 
研究主题：美国放送政策与中国媒体政策
 
著作：『日本的媒体素养教育現状和趨勢』

特别讲师特别讲师特别讲师特别讲师1111
井井井井餘田餘田餘田餘田　泰斗（　泰斗（　泰斗（　泰斗（@@@@日本哥玩微博）日本哥玩微博）日本哥玩微博）日本哥玩微博）

FindjapanFindjapanFindjapanFindjapan    微博微博微博微博LABOLABOLABOLABO塾长塾长塾长塾长
微微微微博认证海外博主博认证海外博主博认证海外博主博认证海外博主                

毕业于日本明治大学，大学期间曾在厦门大学交换留学。

2012年开始制作视频节目-日语微课程／东京好玩

2016年开始制作日本文化旅游节目-日本咋整

微博拥有17万+粉丝，同时活跃在秒拍、一直播、知乎等媒体平台

现任Findjapan（新浪微博日本官方合作伙伴）微博LABO塾长

特别讲师特别讲师特别讲师特别讲师2222
菅菅菅菅原原原原　　　　豊豊豊豊　　　　　　　　

战略战略战略战略PRPRPRPR    ProducerProducerProducerProducer／／／／JLAAJLAAJLAAJLAA一般社团法人日本地域广告会社协会一般社团法人日本地域广告会社协会一般社团法人日本地域广告会社协会一般社团法人日本地域广告会社协会     事务局次长事务局次长事务局次长事务局次长

日本明治大学毕业后，曾就职海外调查团企划公司。后进入日本本土知名 PR公司株式会社共同PR，先后担

任经营企划，IPO，业务拓展，WEB PR，行政项目等。

现从事日本企业，地方自治体的海内外PR工作。

擅长于设计适合客户的现状和发展方向的战略PR。

拥有日本长崎县，新泻县，岐阜县，茨城县，舞鹤市等多个地方自治体和地区的 PR顾问经验，并多次举办自

治体和各团体的PR研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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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 索上智大学 新闻媒体短期留学项目（上智 /新闻2018夏）

Schedule

2018201820182018年夏年夏年夏年夏    上智大学新闻媒体短期留学项目上智大学新闻媒体短期留学项目上智大学新闻媒体短期留学项目上智大学新闻媒体短期留学项目

   第一日 全天 全员到达东京
（日式居酒屋）欢迎会、入住说明会

   第二日
上午 上智大学项目说明会

上智大学课程①         *媒体入门

下午 上智大学课程②         *报道主义

   第三日
上午 上智大学课程③④      *国际传播及其发展／东亚地区的传媒

下午  参访报社   见学东京塔

   第四日
上午 上智大学课程⑤⑥      *信息社会论／媒体与社会

下午 特别讲师课程①②      *中日互联网营销对比

   第五日 全天    自由采风（搜集整理发表课题素材）

  第六日 全天 自由采风（搜集整理发表课题素材）

  第七日

上午 特别讲师课程③④      *媒体与实业间的PR解析

下午 参观电视台或传媒公司

  第八日　　　　　　　　
 

上午 浅草寺见学

下午 御殿场奥特莱斯
入住热海温泉酒店 

  第九日　　　　　　　　
 

上午 返回东京 ，台场见学

下午 分组发表（研修成果展示）
授予结业证书

  第十日 全天 全员回国

*由于实施期间的诸多因素，整体行程存在调整的可能性。
*课程内容仅为上期内容参考，实际课程请以上课内容为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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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9700
（约14700人民币）

【住宿】奥林匹克青少年中心或同级别住宿

【出行】公共交通或统一安排大巴

【通信】学生需自费办理网卡或wifi，主办

方可提供咨询服务

【保险】海外意外保险由主办方统一购买

日元/JPY

Study Life Fee Sign up

费用包含

学费、项目报名费、住宿费、在日期间集体活动时交通费、欢迎会餐
费，接送机费用，海外意外保险费、材料国际邮费等
接接接接送机指定机场：东京成田或羽田机场。送机指定机场：东京成田或羽田机场。送机指定机场：东京成田或羽田机场。送机指定机场：东京成田或羽田机场。
接接接接机指定时间：机指定时间：机指定时间：机指定时间：7777月月月月24242424日（日（日（日（11111111：：：：00000000————16161616：：：：00000000）指定时间外到达的同学）指定时间外到达的同学）指定时间外到达的同学）指定时间外到达的同学
需自行前往需自行前往需自行前往需自行前往住宿地点住宿地点住宿地点住宿地点。。。。
送机指定时间：8月2日

费用不含费用不含费用不含费用不含

签证费、国际往返机票（原则上统一订票）、个人护照办理费用、餐费、
上课期间住宿地至学校往返交通费，自由出行时交通费、行李超重费、
个人购物消费、其他 “费用包含”以外的费用

搜 索上智大学 新闻媒体短期留学项目（上智 /新闻2018夏）

• 项目课程限项目课程限项目课程限项目课程限40404040人人人人（招满即止）
• 相当于英文CET4水平
• 有日语基础者优先

*以上日元对人民币汇率仅供参考 ,

请以当日银行官方价格为准

Sign upSign upSign upSign up    nownownownow

• Qualification:Qualification:Qualification:Qualification:
• 新闻、传播、传媒、广告等相关专业大学生
• 对日本文化对传媒有浓厚兴趣的学生

• 咨询地址：华中科技大学友谊公寓副楼

• 咨询电话; 027-87557397 冷老师

• 咨询QQ 群：225491193

• 项目咨询QQ：1668349669 叶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