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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暑期早稻田访学项目

学在
早稻田

早稻田大学（Waseda University），简称早大，是一所位于日本东京都新宿区的世界著名

研究型综合大学。1882 年，伴随着“学问要独立”的宣言声，日本前首相大隈重信创立了

早稻田大学。早稻田大学是日本超级国际化大学计划（Top Global University Project）面

向世界 TOP100 的 A类顶尖校，日本 RU11 学术研究恳谈会核心成员，亚太国际教育协会

（APAIE）发起成员和顶级研究型大学组织环太平洋大学联盟（Association of Pacific Rim

Universities）五所日本成员校之一，东京六大学棒球联盟成员之一。

院系设置：设有大学本科和研究生院。大学本科包括政治经济学、法学、商学、社会科学、

教育学、文学，文化构想学，基干理工、创造理工、先进理工、人类科学、运动科学、国际

教养等 13 个学部。研究生院有政治学、经济学、法学、文学、商学、社会科学、理工学、

教育学等 20个研究科。附设图书馆、戏剧博物馆、产业经营研究所、比较法学研究所、系

统科学研究所、铸物研究所、大学史编纂所、环境保护研究中心、电子计算机研究室等机构。

另有高等学院、专门学校、实业学校、高中和初中等附属学校

QS全球大学排名：全球第 203，日本第 10

项目主题 编号 项目主题 项目日期 天数 项目费 参考日程

WAA1 商业与文化 07/28 – 08/05 9天 11800元 附件 1

项目特色 项目包含「精选课程」、「结业比赛」、「企业参访」、「人文考察」四个部分。
学员将在早稻田学习各个主题精选课程，课程为小班式授课，采用案例式全英文教学，强调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9C%E4%BA%AC%E9%83%BD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4%A7%E9%9A%88%E9%87%8D%E4%BF%A1/291635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6%85%E7%BA%A7%E5%9B%BD%E9%99%85%E5%8C%96%E5%A4%A7%E5%AD%A6%E8%AE%A1%E5%88%92
https://baike.baidu.com/item/RU1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A%9A%E5%A4%AA%E5%9B%BD%E9%99%85%E6%95%99%E8%82%B2%E5%8D%8F%E4%BC%9A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A%9A%E5%A4%AA%E5%9B%BD%E9%99%85%E6%95%99%E8%82%B2%E5%8D%8F%E4%BC%9A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E%AF%E5%A4%AA%E5%B9%B3%E6%B4%8B%E5%A4%A7%E5%AD%A6%E8%81%94%E7%9B%9F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9C%E4%BA%AC%E5%85%AD%E5%A4%A7%E5%AD%A6%E6%A3%92%E7%90%83%E8%81%94%E7%9B%9F/1300891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4%BF%E6%B2%BB%E7%BB%8F%E6%B5%8E%E5%AD%A6/146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5%86%E5%AD%A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A%A7%E4%B8%9A%E7%BB%8F%E8%90%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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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互动和小组讨论，最大程度上活跃学员的思维。

项目证书 项目结业证书+教授推荐信

往期照片

结业课程 结业合影 东京证券交易所

NHK 电视台 索尼公司 早稻田校园

学生交流 人文考察 教授致辞

参考日程 详见下文附件

申请对象 在读本科生、硕士生。

课程模块 ◆ 商业与文化项目课程选自：
- Analysis of the status quo of emerging enterprises and their future prospects新兴企业现状分析

与未来展望
- Enterprise innovation research企业创新研究
- College students' entrepreneurial factors大学生创业要素
-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Chinese and Japanese Business Models中日商业模式对比分析
- Self-employment setting and future planning自我职业设定与未来规划
- Presentation and Closing Ceremony 结业课题与结业仪式

人文交流 ◆ 学生交流 ◆ 文化考察
- Waseda University Student Organization

早稻田大学学生组织
- University of Tokyo Student Organization东京

大学学生组织

- Tokyo Tower东京塔
- Sensoji Temple浅草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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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安排 东京市区酒店，双人标准间，配有空调、上网设施。

餐食安排 早餐、午餐在大学餐厅就餐，晚餐在住宿就近用餐；三餐费用自理，每餐约 500 日元。

护照签证 学员需自行办理护照，主办方负责全程指导学员办理日本签证。

项目费用 项目费包括：
课程费、结业证书、校园参访、企业参访、住宿费、境外保险、往返机票（项目组可代
订团体票）、签证（项目组可代办签证）

项目费不含：三餐、其他个人消费。

日本早稻田访学项目日程表
（以下为往期项目日程安排详情，仅供参考；2019 年实际日程可能因大学日程安排而有所调整）

附件 1 商业与文化项目参考日程 项目编号 WAA1/WAA2

上午 下午

第 1天 国内乘机抵达日本 前往酒店，办理入住

第 2天 早稻田欢迎仪式 Waseda Welcome Ceremony
早稻田课程 Waseda Course
主题：Enterprise innovation research

企业创新研究

早稻田大学校园参访 Waseda University
campus visit
Daxie Lecture Hall, Waseda University Museum
大隈讲堂、早大博物馆

Conducting a social exchange activity hall with the
early college students in Japan与早大学生进

行在日社会交流活动

第 3天 早稻田课程 Waseda Course
主题：College students' entrepreneurial factors

大学生创业要素

企业参访 Corporate visit
Panasonic Innovation Hall 松下创新馆

- Perfect life show 完美生活展示

- Olympic and Paralympic Exhibition 奥林匹克

和残奥会展览

第 4天 早稻田课程 Waseda Course
主题：Analysis of the status quo of emerging
enterprises and their future prospects

新兴企业现状分析与未来展望

东京大学校园参访 Visit to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campus
Chimen、Yasuda Hall、Sansilangchi、Integrated
library赤门、安田讲堂、三四郎池、综合图

书馆

东京塔登塔，欣赏东京风景 Tokyo Tower,
enjoy the scenery of Tokyo

第 5天 早稻田课程 Waseda Course
主题：Comparative Analysis of Chinese and Japanese
Business Models

中日商业模式对比分析

企业参访 Corporate visit
Japan Telegraph and Telephone Company日本

电报电话公司

第 6天 早稻田课程 Waseda Course
主题：Self-employment setting and future planning

自我职业设定与未来规划

企业参访 Corporate visit
Tokyo Stock Exchange东京证券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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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业仪式、颁发结业证书 Closing ceremony,
certificate of completion

第 7天 城市考察（建议：东京塔、银座、秋叶原等）

第 8天 城市考察（建议：六本木新城、东京中城、神代植物园、新宿御苑、森美术馆等）

第 9天 办理退房、乘机回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