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目概况

“拥抱绿色地球--日本环境调研”项目是以日本环境为主题的赴日短期研修活动。为提高中国大学
环境类专业在校生的专业水平、拓展学生眼界和思考方式，以培养学生在学阶段的国际化视野为目
标，通过地球环境学堂的课程，科研机构和名企参观，社会实践和当地文化研修活动综合起来为同
学们打造一个经典的环境学海外课堂。

项目专业课程介绍

1、《农业地貌的变迁与环境设计》
--京都大学 深町加津枝 副教授

主讲人简介：1992 年东京大学农学系研究生院硕士毕业，同年日本农业部森林综合研究所研究员，
2004 年京都府立大学人类环境学部环境设计学科助教，08 年京都大学研究生院地球环境学堂副教
授（兼任农学研究科环境设计学副教授），是日本园林学会、日本森林学会、日本景观生态学会会员，
在日本“景观生态保全论”领域享有盛誉。

2、《环境经济对日本社会发展的影响》
--同志社大学 八木匡 教授

主讲人简介：1996 年名古屋大学经济学研究生院博士毕业，同年名古屋大学经济学部助教，1998
年同志社大学经济学部副教授，99 年任教授，日本环境经济学会理事，日本经济学术会理事，其在
日本“创造经济”领域著有多数论文及书籍。

3、《福岛核电站放射能污染与地域环境改造》
--日本演艺界知名环保领军人物 白鳥哲导演

主讲人简介：日本知名演员、导演。其环境主题电影《祈祷》获纽约国际电影节金奖。2011 年关东
大地震后以福岛核泄漏污染为背景，对人类面临的地球规模的环境问题、粮食安全问题、健康问题
等方面用纪录片的形式进行了客观而深刻的揭露与探讨，在日本社会引起了巨大反响。

4、《关于日本垃圾循环利用状况介绍》
--京都环保科技中心馆长、京都大学名誉教授 高月紘博士

主讲人简介：日本知名环境主题漫画家、京都大学名誉教授，2002 年为了纪念防止地球温暖化的“京
都协议”（COP3）的签署，协助日本政府在京都设立了以环境学习普及和环境保护为主题的京都环
保科技中心，并任第一届馆长至今，在资源循环再利用领域有着最前沿的理论思想。

5、《论环境调和型永生社会的可能性》
--环境保护活动家、日本地球村创立者 高木善之理事

主讲人简介：日本知名环境保护活动家，1969 年大阪大学基础工学部毕业后进入松下电器担任半导
体开发技术骨干至 1997 年退职。由于对环境意识的高度认知，于 1991 年设立了日本“地球村”，
全身心地致力于“创造美好环境，留下美丽地球”的环保宣传事业。其环境主题的著作《宇宙船地
球号》、《自己选择的未来》、《非对立的生存方式》等 10 余部作品皆作为畅销书籍广泛地影响着日
本社会。

※ 备注：课程为五选二，届时会根据讲师情况酌情选择。



日本社会实践活动

活动简介：京都市环境保护志愿者团队是一支由京都市
市长领衔，集结了各企业高管、普通民众、学生主妇等
各阶层人士，为了保护京都自然环境而设立的志愿者队
伍。团队会定期地举行山林调查、河流清污、清扫古街、
水质保护等各种环保活动。本项目师生可以作为海外特
别邀请者与京都环保志愿者团队共同作业，一起交流，
亲自与日本环保志士们畅谈可以客观地了解民众的环
境意识情况，一定能给自己的思想意识带来启发。



环境领域知名企业&研究机构参观介绍

1、综合地球环境学研究所（以下简称“地研”）
机构简介：“地研”在日本是与国立大学法人并列，以环境问题与环保技术为中心的综合性研究所。
环境学研究至今已经从各科学领域分别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而“地研”的使命便是解析环境问题的
本质，为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谏言。环境研究各领域的专家汇聚于此，各自研究又可以共同交流，
将“生活中的环境问题（身体健康、生活方式等）”和“构成社会问题的环境领域难点（地球温暖化、
水资源枯竭、生物多样性丧失等）”，以及“环境问题的科学实质（自然科学及地球科学常讨论的大
气、地表、气候等地球架构系统的变动等）”这三个大的方面进行综合研究和探讨。“地球环境问题
的根源在于人类文化问题”，所以在“地研”可以体验到环境学的原点，即存在于自然中的人性问题。
另外可以参观“地研”基础环保类设施及专业实验室，还会安排研究专家为大家讲讲他们的研究主
题，比如：可持续的水循环，生态系统的健全性，高负荷环境污染问题等等。

2、京都市鱼骨处理中心
中心简介：“京都市鱼骨处理中心”是隶属于京都府政府的专业回收鱼骨并进行加工再利用的政府职
能部门。在这里可以通过职员介绍和视频播放了解京都府整体的废物回收再利用状况，特别是可以
详细地了解到人均鱼类消耗量世界第一的日本是怎样把庞大的鱼骨资源进行回收加工再利用的过
程。通过对工厂车间的参观可以对中心整体的防臭处理手段、鱼骨分离技术、转混合饲料技术都会
有一个直观的认识。通过对政府职能部门的买入和卖出的商业过程还可以了解日本政府形态，有助
于对日本政府规划的环保再利用工程有更深刻的了解。

3、京瓷集团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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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广泛用于深海地质勘探、高海拔气候监测等严酷环境中
的科学作业。1970 年初，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后，京瓷在“通过普及清洁能源造福社会、造福人类”
这一理念下，着手研发太阳能电池，并将此业务持续至今。之后，不断扩大产品线，开发出蓄电池、
能源管理系统（EMS）等产品，为保护地球环境、实现低碳社会奉献自己的力量。

4、京都环保科技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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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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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普及环境知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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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三得利株式会社京都工厂
企业简介：三得利集团是日本的一家以生产和销售啤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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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贡献”。三得
利为了更广泛地与社会共享“与人和自然和谐共存”这一企业理念，还从 2004 年起新提出了“与
水共生三得利”这一企业标语。“水”这一物质所具有的温和、柔软、润泽、自然、自在、清新活力
等特点正符合三得利的精神。标语也表明了三得利集团的决心--“保护地球上有限且宝贵的水资源”，
同时，“通过文化社会贡献活动，成为与社会共生的社会之水”，并且，“像水一样，始终保持灵活的
思维，不断挑战新课题”。

※ 备注：企业及机构参观为五选三，届时按其接待情况酌情选择。

https://baike.so.com/doc/5380292-5616560.html


1、南禅寺&金地院
简介：“南禅寺”虽然建于镰仓幕府后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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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伏见稻荷大社（千本鸟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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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地文化研修课程简介

关西地区尤其是京都地区以历史悠久闻名天下，其世界文化遗产众多，
寺社林立不计其数。如在有限的时间内挑出代表性文化研修地考察的
话，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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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西本愿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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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皇宫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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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皇家族世代居住之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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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御所周边的“紫式部故居”（《源氏物语》执笔地）、新岛襄故居、京
都资料馆、哈御门之变原址、圣阿固乃斯教堂等都是非常值得一去的彩
蛋。

5、祗园花见小路＆八坂神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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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以上五地探访便可以对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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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了解。由于这五地景点虽然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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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队、翻译及讲解老师

全部项目均由经验丰富的带队老师全程陪同，带队老师具有多年日本留学及日本企业工
作经验，对日本人文及社会有深度了解。

项目时间

2019 年 8 月 10 日（周六）--8 月 16 日（周五）

项目费： 7900 元人民币

（横贯日本东西名校双项目优惠价：15800 元人民币。具体请咨询报名负责老师）

报名资格

1.到行程结束为止，须为中国正规大学全日制在读学生，不限专业。
2.拥有英语 4 级及以上水平，兼有日语基础者优先。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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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身体健康，对日本文化感兴趣，想切身体验日本留学者。
5.护照剩余有效期在半年以上。

项目出发前流程（按时间先后顺序排列）

1.确认报名
2.签署电子协议书和交项目费
3.准备签证申请材料和邀请函
4.缴纳签证费并递交签证申请材料（由学生本人前往当地签证代办处递交和办理）
5.预订机票（签证申请材料递交后由负责老师通知并协助）
6.签证下达后，根据行前手册说明，做好行前准备
7.出发前往日本。

报名截止时间及联系方式

报名截止：2019 年 5 月 24 日（周五）
联系人：刘老师
电话：0411-39993898
邮箱：ftsa@feiteng-edu.cn

项目费包括：项目报名费、课程费、签证邀请函制作费及其国际邮寄费、签证申请指导费、
海外保险费、本项目在日本住宿费、日本机场接送费（指定时间段和机场）、
日本国内交通费用、集体活动时相关费用。

项目费不包括：往返日本的国际机票、个人护照及日本签证办理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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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天 8 月 10 日

（周六）

乘坐国际航班，抵达大阪关西国际机场

办理入住手续，酒店周边熟悉环境。

第二天 8 月 11 日

（周日）

上午 企业及机构参观（一）

--京都环保科技中心（暂定）

学习方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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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答疑问，分组讨论

中午 市内午餐

下午 文化研修课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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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白江口海战”及

“元日战争”始末】

市内晚餐后返回酒店

第三天 8 月 12 日

（周一）

上午 专业课程（一）

《农业地貌的变迁与环境设计》（暂定）

--京都大学 深町加津枝 副教授

解答疑问，分组讨论

中午 校园午餐、午休

下午 京都大学吉田主校区参观

文化研修课程（二）

--祗园花见小路＆八坂神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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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怨灵文化”及“物哀文化”对日本民族性格的影响】

市内晚餐后返回酒店

第四天 8 月 13 日

（周二）

上午 专业课程（二）

《环境经济对日本社会发展的影响》（暂定）

--同志社大学 八木匡 教授

解答疑问，分组讨论

中午 校园午餐

下午 同志社大学今出川主校区参观

文化研修课程（三）

--皇宫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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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内晚餐后返回酒店

行程安排



第五天 8 月 14 日

（周三）

上午 企业及机构参观（二）

综合地球环境学研究所（以下简称“地研”）（暂定）

学习方向：在“地研”可以体验到环境学的原点，即存在于自

然中的人性问题。另外可以参观“地研”基础环保类设施及专

业实验室，还会安排研究专家为大家讲讲他们的研究主题，比

如：可持续的水循环，生态系统的健全性，高负荷环境污染问

题等等。

解答疑问，分组讨论

中午 市内午餐

下午 文化研修课（四）

--南禅寺＆金地院

学习内容：【从水璐阁看日本明治维新期间的社会背景及其成

功缘由】

【“应仁之乱”至“江户幕府”期间的精彩战国史】

市内晚餐后返回酒店

第六天 8 月 15 日

（周四）

上午 企业及机构参观（三）

京都市鱼骨处理中心（暂定）

学习方向：在这里可以通过职员介绍和视频播放了解京都府整

体的废物回收再利用状况，特别是可以详细地了解到人均鱼类

消耗量世界第一的日本是怎样把庞大的鱼骨资源进行回收加

工再利用的过程。还可以对日本政府规划的环保再利用工程有

更深刻的了解。

解答疑问，分组讨论

中午 校园午餐

下午 社会实践活动

文化研修课（五）

--西本愿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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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内晚餐后返回酒店

第七天 8 月 16 日

（周五）

上午：前往关西国际机场办理登机手续，出关检查

中午：乘国际航班返回国内。

注：以上课程、企业参访及行程为预期安排，可能根据现地实际状况进行调整，最终以行前

手册中的安排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