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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世界上最具有魅力的城市之一。自公元 794 年日

本第 50 代桓武天皇迁都“平安京”以来，这座历经了 1200 多

年的古都便不断地孕育着其独特的魅力。京都的美，一言难尽，

跟其民族性一样，简约中透着深邃，显得矛盾但却又自然。历

史上《千年物语》追求的“物哀”、《平家物语》讲述的“变

幻”、“应仁之乱”带来的浩劫造就了京都的大概线条，而“聚

乐第”的雄壮，千利休的“美”、京料理的“禅”、枯山水的

“意境”无一不雕琢着京都的细节，让人对这座城市流连忘返，

欲罢不能。

京都大学，世界排名前 30 位的著名高校，自 1897 年创

建以来便与东京大学并列成为日本最优秀的两所大学。这座

由甲午战败赔款堆砌起来的帝国大学从诞生的那一刻起便

注定着与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京大河上肇教授引进

并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影响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革命家。

主楼前的两棵巨大楠树讲述着武士们引以为傲的“大楠公精

神”，物理工学部的大楼见证了日本诺贝尔第一人的汤川秀

树教授和那一整代日本人在战后复兴的奇迹，杂乱无章的

“吉田寮”在控诉着学术自由和学生权利的崇高…，真是

一座神秘而魅力十足的世界级学府。

为了能让中国大学生了解这所世界一流大学的课堂氛围和校

园文化，真正体验京都的社会文化深层底蕴，以扩大我们学生在

学阶段的国际视野并拓展学生国际思维模式为目标，“沸腾教育”

携京都大学视觉传媒学部及经营管理学部从京都传统艺术文化的

发展到日本匠人精神的百年老店变革，通过京都大学内的高级理

论课程、京都知名企业参观及走街串巷式实地文化考察来进行综

合的深度研究与探讨。

除了接受课程学习、企业考察及文化交流以外，我们希

望通过这个项目可以让中国的高校生全身心地接触日本社

会。在优雅静谧的京都，前往参观各类世界文化遗产、古建

筑、博物馆等，在体验美好的自然风光的同时，还能在社会

考察活动中进一步了解日本文化，尽量为参加者提供一个多

元化、客观立体的魅力京都，相信一定会给同学们留下深刻

的印象。

项目概况



1、《京都传统企业现代化发展时期对员工需求的转变》（英语）

高濑 进，京都大学经营管理学部副教授，2013 年神户大

学经营学博士毕业，曾任山口大学技术经营研究生院讲师，京

都大学工学研究生院助教。对日本企业经营家的“匠人精神”

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主要著作有《大学创业家的“熟达”研

究》（中央经济社出版）、《企业家的价值观》（硕学社出版）。

课程以日本企业的“匠人精神”为主题，以京都百年老店为

例，详细阐述日本文化、企业管理及社会发展所需的重要精神理

念。课堂氛围轻松，内容通俗易懂。

2、《日本社会发展变革以及传统艺术简析》（英语）

土佐 尚子，京都大学视觉传媒学部教授，

国际知名日本媒体艺术家。本科曾就读于美国麻

省理工高级视觉艺术系，后在东京大学工程学研

究生院艺术与技术研究专业攻读博士学位。2014

年分别在京都国立博物馆及上海举办过“花道之

音”大型艺术展，2017 年于纽约时代广场举办

过大型户外个人艺术展，同时兼任新加坡国立大

学客座教授至今。

课程内容以日本传统艺术的演变为主题，通过

シンガポールのアートサイエンス 大量视频及照片演绎，可以了解到从幕府时代流

ミュージアムでの「サウンドオブ· 传至今的“能乐”、“彩艺”等日本传统文化的

いけばな」のプロジェクションマ 特色。

ッピング

Projection mapping of“Sound of Ikebana”at

Art Science Museum in Singapore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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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这个国家有着世界上独树一帜的企业管理模式，在某些领域有着赶超世界脚步的惊

人成绩。项目实地考察京瓷为代表的世界著名 500 强企业，对学生认知企业管理模式和行业

竞争力等都有着重大意义。考察三得利集团京都工厂或者京都环保科技中心，体验日本先进

的制造业技术和环保理念。

1，京瓷集团总部

【企业考察主题】《从京都百年企业的沿革及匠人精神来思考当代大学生“创新创业”启示》

企业简介：京瓷株式会社，日本著名制造业世界 500 强企业。成立于 1959 年，公司总部位

于日本京都市伏见区，企业创建者兼名誉会长是日本的“经营之神”-稻盛和夫 。

京瓷集团在全球的业务领域涉及原料、零件、设备、机器，以及服务、网络等各

个领域。由于其研发制造的精密陶瓷具有耐高低温、耐高压、坚硬度极高等特点，

被广泛用于人工智能、深海地质勘探、高海拔气候监测等严酷环境中的科学作业。

2，京都环保科技中心

【企业考察主题】 《日本先进环保理念及前沿科技》

中心简介：该中心是公益财团法人京都市环境保全活动推进协会创建的以环境学习普及和环

境保护为主题的科技中心。从地球规模的环境问题到京都地区的环保技术，采取体

验型寓教于乐的学习方式让参观者都能对环境学相关知识产生兴趣。而中心的建筑

物本身也是一个巨大环保型建筑的代表，太阳能发电、雨雪水再利用、低热能利用、

高性能隔热墙壁等等各项节能减排举措都触手可及。中心还设有环境主题的图书

馆，为了能更好的在青少年层普及环境知识，图书馆里大量收藏了漫画形式、彩图

形式的图书，对我们国家的全民环境知识普及也能起到很好的借鉴作用。

企业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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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三得利株式会社京都工厂

【企业考察主题】 《日本工业技术与智能生产流水线的结合》

企业简介：三得利集团是日本的一家以生产/销售啤酒、软饮料为主要业务的老牌企业。公

司理念是“与人和自然和谐共存”，这句话体现了三得利集团的存在理由及追求

目标，即“在全人类与人类所处的各种自然环境相互协调的同时，为发展满足人

类需求的丰富的生活文化，以及维持其得以持续发展的基础――健全的地球环

境，大力开展企业活动，为实现真正富裕的社会作贡献”。其京都工厂的全自

动啤酒生产线的生产设备、工艺全部采用日本工业最先进技术，设立了十道质量

控制关，同时具备了生产纯生、罐装及瓶装的能力，是目前国内同行业中最先进

生产线。

注：具体参观企业为预定，届时根据企业经营实际情况存在调整可能

关西地区尤其是京都地区以历史悠久文明天下，其世界文化遗产众多，

寺社林立不计其数。如在有限的时间内需要挑出代表性文化研修地考察

的话，根据协办方专业领队老师对日本历史文化及社会风俗等各方面的

了解，安排了以下几地进行现地文化研修学习：

1、《平源之争的历史逸事及创立日本幕府政权的社会背景》

对应现地课堂：“祗园花见小路＆八坂神社”

现地课堂简介：“祗园花见小路＆八坂神社”本来是旅游团必

去的打卡景点之一，但我们此次主要去祗园游客非常稀少的深

处小巷，了解艺伎历史和风俗发展。并参观隐藏在祗园腹地的

日本三大怨灵之一的“崇德天皇之墓”，了解“怨灵文化”对

日本民族价值观的影响。而毗邻的“八坂神社”是关西地区神

文化考察课程简介



道教的发源地，更是日本家喻户晓的巨著《平家物语》的起始与

终结之地。“祗园精舍钟声响，诉说世事本无常”，随着“源·平”

两家跌宕起伏的磅礴历史故事一起来学习影响了整整日本 700

年的幕府开创原委。

2、《日本“奈良·飞鸟·平安”时代的社会变革及迁都“平安京”后的文化历史》

对应现地课堂：“东寺”

现地课堂简介：“东寺”是在 794 年日本第 50 代桓武天皇迁都“平安京”

初便建造的国家级寺庙，它见证了整个伟大“平安时代”日本整体社会文

化的发展达到高潮，更夹杂着以“空海”大师为代表的中日文化深度交流

的磅礴史诗。其“不开门”见证了日本幕府时代的创立，其“寺塔”见证

了明治维新的成功。游历这一座历经了 1200 多年的古刹，可以穿越回日

本所有最重要的历史转折时刻。寺旁的“观智院”可谓日本室内庭院的最

高水准代表。

3、《从新岛襄、吉田松阴、福泽谕吉及坂本龙马 4 位维新志士学习日本近代化发展之路及

其思想对今日日本社会之影响》

对应现地课堂：“御所周边”

现地课堂简介：“御所周边”是指联排非常值得参观的小彩蛋--“紫式部

故居”（《源氏物语》执笔地）、萨长同盟签署地、新岛襄故居、京都资

料馆、哈御门之变原址、圣阿固乃斯教堂等。除了紫式部故居以外都是日

本近代发展的见证地，诉说着日本明治维新前后的那段动荡的时代。

4、《通过馆藏文物、视频作品及其文献学习现代日本社会文化演变过程》

对应现地课堂：“京都文化博物馆”

现地课堂简介：“京都文化博物馆”将日本平安时代、镰仓时

代、室町时代及江户时代的四大历史时期通过出土文物、文献

书籍结合现代化 LED 大屏视频以直观的方式展现给参观者。其

介绍方式非常生动有趣让人印象深刻。



5、《了解日本战国时代统治阶层“寺家”对社会的影响及幕末“新选组”逸事》

对应现地课堂：“西本愿寺”

现地课堂简介：“西本愿寺”是日本净土宗大本山。见证了佛教

由中国经过百济传入日本后的兴衰与发展，更是了解日本“寺家”

统治那段历史的最佳见证地。其全木质御影堂是日本安土桃山时

代最辉煌建筑的代表。到了幕府末期，更是见证了以“新选组”

为代表的保幕派与攘夷派的纷争，也见证了明治维新的成功，是

了解整个幕府时代日本社会变迁的绝佳地点。

6、《京都百姓饮食习惯，并考察“京料理”食材、分析日式餐饮结构的特点》

对应现地课堂：“锦市场”

现地课堂简介：京都四条“锦市场”，也是京都著名的小吃一条街。

在那里可以了解京都百姓饮食习惯，并考察“京料理”食材、分析日

式餐饮结构的特点。“锦市场”各种接地气小吃：生海胆、生牡蛎、

盐烧带仔小墨鱼、穴子鱼天妇罗、烤鳗鱼肝、酱烤扇贝、竹笋蛋挞、

起司鱼糕等等。

7、《深入了解日本神道教文化，“白江口海战”、“元日战争”及“援朝抗倭”始末》

对应现地课堂：“伏见稻荷大社”

现地课堂简介：“伏见稻荷大社”连年被誉为最受外国人欢迎的旅

游胜地。其一整山连绵不绝的红色连排鸟居把整个大社打扮的即壮

观又有韵味。不光祈愿灵验、风光秀丽，其历史上更是隐藏了一段

鲜为人知的中日两国间的纠葛，乃至影响了整个日本民族的历史走

向。虽然是一般游客的打卡圣地，但如果从神道起源和中日历史的

角度去了解它就会变得超凡脱俗、意义非凡。

8、《了解日本“应仁之乱”至“江户幕府”期间的这段精彩战国历史》

对应现地课堂：“南禅寺”

现地课堂简介：“南禅寺”虽然建于镰仓幕府后期，比“东寺”晚了 5 百年，但其以漫



山红枫和丰沛水路的自然风光闻名遐迩。寺内德川幕府建

造的“三门”、明治政府建造的“水璐阁”等把日本近代

历史发展演绎的淋漓尽致。难得的“寺中院”（后龟山天

皇私人庭院）被誉为日本十大庭院之一，而寺旁的“金地

院”里更是有日本三大枯山水之一的“鹤龟庭”。

9、《了解明治维新期间的日本社会背景及其成功缘由》

对应现地课堂：“皇宫御所”

现地课堂简介：“皇宫御所”是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天皇移居东京以

前，在千年古都的平安京（京都）天皇家族世代居住的皇宫。日本

天皇世代深受中国文化影响，其内部建筑特色、宫廷繁文琐节、统

治臣子手段等等无不体现出儒家文化的影子。其近千年的历史当中

又有着众多的离奇传说和激荡剧情，作为了解日本“公家”思想统

治的代表地非常值得一去。

选择以上九地探访便可以对日本平安时代（8 世纪-12 世纪）、

幕府时代（12 世纪-19 世纪）及近代历史文化有个贯穿性地了

解。由于这九地景点虽然承载日本历史文化底蕴深厚，但深度

考察的具体地点在国内知名度都不高，少有中国游客探访，便

于惬意游览、随时驻足。

费腾

考察活动主题讲解人。是“沸腾教育”创始人，1998 年赴日留

学，早稻田大学日本语教育研究科硕士毕业。在读期间曾深入了

解日本历史，留日十年，对日本文化风俗，历史典故了解较多，

见解独特。在日期间，曾多次受日本富士电视台、东京电视台邀

请参与中日间话题节目录制，并为明石家さんま、铃木亚美、田

中千惠、いっこく堂等众多日本名人提供中国市场的咨询服务。

领队主讲人简介



京都是世界著名美食之都，其众多米其林餐厅也吸引着全球各

地的游客。通过对匠人老店的探访，品味世界美食大师的创作料理，

可以更加对日本的“匠人精神”和传统文化有着另一个层次的理解。

所以本次短期研修行程，特意添加了米其林餐厅的自愿体验环节。

本环节采取自愿自费，在每日整体行程后进行。日本米其林料理是

被公认为烹调一丝不苟的国际最高端美食之一。自然原味是日本料

理的主要精神，具有口感清淡、加工精细、色泽鲜艳、少油腻等特

点。注重味觉、触觉、视觉、嗅觉等以及器皿和用餐环境搭配的意境。

（米其林餐厅的由来：1900 年米其林轮胎的创办人出版了一

本供旅客在旅途中选择餐厅的指南《米其林红色宝典》。米其林

餐厅，是其中对各地知名美食、餐厅进行评价打分，进行推荐的

餐厅的统称。米其林餐厅评分系统分为三个等级：1 颗星：值得

停车一尝的好餐厅；2 颗星：一流的厨艺，提供极佳的食物和美

酒搭配，值得绕道前往。3 颗星：完美的厨艺，手艺超绝的美食，

上佳的佐餐酒，零缺点的服务，值得专程前往。）

可选择餐厅列表：

①米其林星级：★★★ 店名：【菊の井 本店】

店主村田吉弘是京料理届的泰斗，将传统怀石料理做到了极致。是米其

林餐厅中最难预定的。其料理特点为“和”、“清”、“雅”、“芳”。

费用：参考平均预算 2000 元人民币/人

②米其林星级：★★★ 店名：【吉泉】

吉泉怀石料理餐厅主厨谷河吉己，被誉为亚洲顶尖名厨，是怀石料理的

大师级人物。其料理特点为传统口味与现代日本料理的完美结合。

费用：参考平均预算 1800 元人民币/人

③米其林星级：★★ 店名：【建仁寺 祗园丸山】

著名怀石料理餐厅“祗园丸山”的姊妹店，“建仁寺店”评价比“祇店”

高。

费用：参考平均预算 1000 元～2000 元人民币/人

④米其林星级：★★ 店名：【和ごころ 泉】

在 2016 年被评为米其林 2 星。推荐大家吧台位置，只有亲身近距

离观察， 才能真正体验到，怀石料理的精髓与日本式服务。

费用：参考平均预算 500 元～1200 元人民币/人

特别彩蛋



⑤米其林星级：★ 店名：【杢兵卫】

传统怀石料理的代表，让您在欣赏传统给我们带来的视觉震

撼的同时，来一场味觉的享受。“问世间爱为何物？怀石料

理叫您生死相许！

费用：参考平均预算 700～1000 元人民币/人

以上五家店如果约不上，作为备选还有【千花】、【なかむら】、【未在】、【瓢亭】

等各级别米其林料理餐厅。（※ 日本米其林餐厅座位稀缺。我们会尽最大能力预约，如果

座位少于报名则按先报先取原则处理）

6980 元（人民币）

* 该项目会统一预定国际往返机票、统一安排出发和接送机，机票价格预计含税 3000 元左右(最终以实际

出票价格为准)

A团开始 A团结束

2019年 1月 17日 2019年 1月 24日

B团开始 B团结束

2019年 2月 11日 2019年 2月 18日

报名截至

2018年 11月 5日

1.到行程结束为止，必须为在读学生；

外语能力要求英语四级相当，有日语基础者优先

2.能够且必须提供本人的真实资料，

如有拒签记录等特殊情况需如实告知

3.身体健康，有良好的精神面貌；

4.对日本文化感兴趣，想切身体验日本留学

申请条件 项目时间

项目费用



 大连沸腾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软件园路软景中心 1A-4 号 603 室

 联系人：刘敏

 电话：0411-39993898

 邮箱：ftsa@feiteng-edu.cn

费用包括 费用不包括

 项目报名费

 京都大学学费

 签证邀请函制作费及国际邮寄费

 海外保险费

 全程住宿费

 机场接送费

 大巴费用

 欢迎会餐费

 集体活动时的门票费及各项费用

 往返日本的国际机票

 个人护照及日本签证费

 国际行李超重费

 在日期间的餐费

 自由活动时的交通费等个人费用

 以及其他“包括费用”以外的费用

咨询及联系方式



附件 1 行程表

日本京都大学短期研修

暨京都传统文化探索之旅行程

日期 地点 活动内容

第一天
出发地

国内

乘坐国际航班抵达大阪关西国际机场

欢迎晚宴（日式居酒屋，和式沙拉、柳叶鱼、碳烤串烧、刺身拼盘、日式炒面等等日式

代表料理）

第二天 京都

上午：前往日本京都大学研修

★<学习内容>：《京都传统企业现代化发展时期对员工需求的转变》（英语）

主讲人：高濑 进 京都大学副教授

午餐推荐：学校食堂营养餐（预算在 30 元人民币左右）

下午：现地文化课堂-祗园花见小路

（欣赏日本艺伎胜地，欣赏江户时代的京都建筑特色）

★<学习内容>：《平源之争的历史逸事及创立日本幕府政权的社会背景》

八坂神社、四条大桥、鸭川、河源町游览

（京都商业中心，体验自然风水与商业繁华地的完美结合）

晚餐推荐：河源町附近特色料理（“天下一品”稠汁面、“牛角”日式烤肉、“食

其家 SUKIYA すき家牛肉盖浇饭等等，预算为 40 元人民币--200 元人民币不等）

可选择米其林餐厅就餐，请提前向带队老师提出，以便预约

第三天 京都

上午：现地文化课堂--京都御所（明治时代前天皇皇宫）

★<学习内容>：《日本“奈良•飞鸟•平安”时代的社会变革及迁都“平安京”后

的文化历史》

参观京都著名学府--同志社大学校园

参观主题：《“脱亚入欧”对我们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启示》

★<学习内容>：《从新岛襄、吉田松阴、福泽谕吉及坂本龙马 4 位维新志士学习

日本近代化发展之路及其思想对今日日本社会之影响》

午餐推荐：同志社大学食堂营养餐（预算在 30 元人民币左右）

下午：现地文化课堂--参观京都文化博物馆

★<学习内容>：《通过馆藏文物作品、视频资料及文献学习现代日本社会文化

演变过程》



西本愿寺参观

★<学习内容>：《了解日本战国时代统治阶层“寺家”对社会的影响及幕末“新

选组”逸事》

晚餐推荐：京都车站附近（米其林 1 星拉面、京都车站“拉面小路”、回转寿

司、碳烤牛肠等等，预算为 50 元人民币--200 元人民币不等）

可选择米其林餐厅就餐，请提前向带队老师提出，以便预约

第四天 京都

上午：知名企业参观学习

（目前预计拜访企业：京瓷，创始人为日本经营之神稻盛和夫）

研修主题：《从京都百年企业的沿革及匠人精神来思考当代大学生“创新创业”

启示》

午餐推荐：前往四条，商业中心地带特色料理（章鱼丸子、一兰拉面、矶丸水产

烤海鲜等预算为 20 元人民币-180 元人民币不等）

下午：现地文化课堂--京都著名菜市场--“锦市场”

★<学习内容>：《京都百姓饮食习惯，并考察“京料理”食材、分析日式餐饮结

构的特点》

晚餐推荐：“锦市场”各种接地气小吃（生海胆、生牡蛎、盐烧带仔小墨鱼、穴

子鱼天妇罗、烤鳗鱼肝、酱烤扇贝、竹笋蛋挞、起司鱼糕等等。每份预算为 10

元人民币--60 元人民币不等）

可选择米其林餐厅就餐，请提前向带队老师提出，以便预约

第五天 京都

上午：前往日本京都大学研修

★<学习内容>：《日本社会发展变革以及传统艺术简析》（英语）

主讲人：土佐 尚子 京都大学教授

午餐推荐：学校食堂营养餐（预算在 30 元人民币左右）

下午：京都大学校园参观，了解世界名校的发展、接触日本最高学府的氛围。

现地文化课堂--伏见稻荷大社千本鸟居

★<学习内容>：《深入了解日本神道教文化，“白江口海战”、“元日战争”

及“援朝抗倭”始末》

晚餐推荐：伏见玄坂屋台料理（京都烤豆腐、蟹足大串、酱炒荞麦面、炸吉野鸡、

烤鳗鱼等等，预算为一份 30 元人民币--50 元人民币左右）

可选择米其林餐厅就餐，请提前向带队老师提出，以便预约



注：入住的宿舍会统一安排（或调剂），行程根据日本现地情况存在调整可能性。

第六天
京都

上午：现地文化课堂--前往南禅寺

★<学习内容>：《了解日本“应仁之乱”至“江户幕府”期间的这段精彩战国历史》

参观“水路阁”

★<学习内容>：《通过欣赏日本明治维新期间最大的近代淡水引调工程，了解明治

维新期间的日本社会背景及其成功缘由》

午餐推荐：南禅寺附近传统料理（京都汤豆腐套餐，参考菜单：汤豆腐、海带鲷鱼、

胡麻豆腐、田乐味噌、5 种蔬菜天妇罗、米饭、日式酱菜。预算为 200 元人民币左

右）

下午： ★ 前往政府职能部门参观学习

（目前预计拜访机构：京都市环保科技中心）

研修主题：《日本工业技术与环保工程的结合》

现地文化课堂--东寺

京都水路自然历史文化--鸭川＆高濑川沿线

晚餐推荐：寺町新京极商店街 4 神店（价位由低到高分别是纯牛排盖饭、海鲜蘸

汤面、鳗鱼料理、简易怀石，预算为 50 元--200 元人民币不等）

可选择米其林餐厅就餐，请提前向带队老师提出，以便预约

第七天 自由研修

自由研修，但需要提前做好路程规划，分组行动。有如下推荐景点：

京都：世界文化遗产：清水寺、金阁寺、北野天满宫、二条城等

古建筑：三十三间堂、东寺、宇治上神社、天龙寺等

自然风光：高山寺、岚山、银阁寺、京都塔（夜景）等

博物馆：京都国立博物馆、京都铁道博物馆、京都文化博物馆等

大阪：历史文化：大阪城天守阁、四天王寺、法善寺横丁、三光神社等

自然风光： 大阪城西之丸庭园、天保山大摩天轮、通天阁（夜景）等

现代气息：日本环球影城（游乐园）、大阪海游馆（水族馆）、梅田商业街等

博物馆： 上方浮世绘馆、造币博物馆、大阪生活今昔馆、大阪章鱼烧博物馆等

奈良：世界文化遗产：法隆寺、东大寺、唐招提寺、 药师寺等

历史名迹：春日大社、芳德寺（日本第一剑豪柳生宗矩参禅地）、奈良町 、平城

宫遗址等

自然风光： 依水园、 春日山原始林、 猿泽池、 吉城园等

博物馆及其他： 奈良国立博物馆 、名胜大乘院庭院文化馆、 奈良町资料馆等

（如有个人特殊需求行程请随时咨询带队老师，在力所能及范围内尽量协助安排）

可选择米其林餐厅就餐，请提前向带队老师提出，以便预约

第八天 归国
上午：前往关西国际机场办理登机手续，入关免税店购物

中午：乘国际航班返回国内。



附件 2 报名表

日本京都大学短期研修

暨京都传统文化探索之旅报名表

个 人 信 息

请选择参加团：（A 团） （B 团）

*姓 名 *性别 *汉语拼音（大写） <请确保所填拼音与护照信息一致>

*出生日期 <请确保所填生日与护照信息一致> 民 族 *户口所在地

*身份证号 *出生地 <请确保所填信息与护照一致> *GPA

联 系 方 式

<请尽量详尽地填写 以便于我们与你取得联系！>

*通讯地址 <请填写能够接收快递的地址 以便于在签证办理阶段邮寄材料> 邮政编码

*手机号码 *家庭电话 宿舍电话

*E-mail QQ 号码

学 习 情 况

<请尽量详尽地填写 有助于通过全国范围内的选拔>

*就读学校 *所在院系

*专 业 （ ）年级 *学 历 <填写提示：专/本/硕/博>

担任职务 *英语水平

奖惩情况

出 入 境 情 况

<无护照者 请配合于报名后尽快办理；护照有效期不满半年者，请配合尽快办理延期手续！>

是否持有护照 *护照号码 *护照有效期 <精确至年月日>

*出入境记录 *拒签史及理由 *护照签发地

*项目为必填内容，请务必确保所有信息真实有效 本人签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