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稲田大学 WASEDA-EDGE 人才育成项目实施委员会

早稻田大学 2018 年夏

国际化创业人才推进项目
Enhancing Development of Global Entrepreneur Program
2018 Summer Term
A 行程：2018 年 7 月 22 日 — 7 月 31 日
A Schedule: July 22,2018 ― July 31,2018
B 行程：2018 年 8 月 5 日 — 8 月 14 日
B Schedule: August 5,2018 ― August 14,2018

日

文部科学省

官方次世代创业人才培养事业

主办单位

早稻田大学 WASEDA-EDGE 人才育成项目实施委员会

协办单位

株式会社 GES（日中文化交流中心）

后援单位

日本文部科学省

课程语言

英语

参加对象

中国大学相关专业学生，早稻田大学相关专业学生

每位中国大学生参加者将被授予早稻田大学官方结业证书
学习成果

优秀小组学员将有机会被推荐到该项目继续深造（半年或一年，自费）
。

项目特点

特点概括：
·早稻田大学国际化创新人才推进（EDGE）项目开始于 2014 年。截止到 2016 年底，此项目的毕业生已经达到约 2200 人。
该项目主旨不仅在于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领导才能，更要培养他们的国际性战略眼光，让学生了解国际化创新型人才
的素质要求和相关的基本知识。
作为 EDGE 项目的预习班，在同等教育环境下，让学生了解和熟悉 EDGE 项目的同时，也为该项目选拔优秀人才。



课程内容- 实体案例分析，Communication Skill and Team Work，Business Model，AI & Big Dada 等



授课形式- 分组讨论，共同发表（中国学生、早稻田大学的学生共同学习，交流互动）



师资力量 - 早稻田大学专业权威教授，以及著名自主创业企业家，风险投资家



文化体验- 实地考察，企业见学，温泉体验

项目特点

大学介绍

项目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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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稻田大学作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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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毕业生人才辈出，
世界影响力极为广泛。 历届日本首相中有七位是早稻田大学毕业生，国会议员近三分之一出身于早稻田大学。索尼、卡
西欧、三星、东芝、乐天、任天堂、松下、三洋等众多著名公司的创始人及社长皆出身于早稻田大学。至今为止，已有
30 位校友获得日本文学最高奖之芥川奖，居日本之首。

讲师介绍

ShozoTakata
（创意科学与工程学院工业及管理系统工程学系教授）
他在东京大学精密机械工程系获得工程博士学位。
他从 1978 年到 1990 年在东洋大学担任讲师和副教授。
从 1990 年到 1992 年，他在大阪大学担任副教授，然后转到早稻田大学。
他的研究兴趣是促进循环制造的生命周期工程，着重于再利用和再循环管理，以及环境无
害的制造业务设计。他还负责维护计划和优化。
他在各种工程的社会活动，特别是在 CIRP（国际生产工程学院）
，在那里他担任编辑委员会委员和理事会成员。
他一直从事“监委”
（日本工业标准委员会）以及 ISO 在长时间的工业自动化领域。

Toru Asahi
（理工科大学高等科学与工程系、生命科学与医学生物系、纳米科学与纳米工程系、高
等科学与工程研究生院教授）
他是纳米生命创新研究组织副主任，全球生物医学绿色科学研究所所长，博士生职业中
心主任。他是“早稻田大学科学与工程研究生重点项目”
、
“能源未来”项目协调员、教
育、文化、体育、科技部“数据分析人才开发”项目负责人。
他目前的研究兴趣是高精度通用旋光仪、晶体光学、Chiral Crystallography、沙利度

胺、旋光光谱、氨基酸、纳米手性科学、磁性材料、铁电材料、阿尔茨海默病、对称破缺。
（1992 博士，2007 工商管理硕士）

Nobuaki Kojima
(Professor/ Senior Researcher of CRS)
他于 1974 获早稻田大学法律学士学位。
他从 1974 开始在三菱公司工作。
他从 1975 到 1977 在德黑兰大学学习。
他从 2001 起担任三菱国际（伊朗）有限公司总经理。
他从 2010 起在同一家公司担任全球环境业务发展集团执行副总裁、集团执行总裁。
他在日立公司担任执行顾问，2015 从早稻田大学担任 CRS 教授/高级研究员。
他的专长是全球商业战略和规划，全球环境。

Satoru Watanabe
（创新顾问和经验丰富的企业家）
作为一个创新的顾问，他还翻译介绍国际领先的创新方法。Satoru 是 Maximize、Inc 以及
一家国际科技顾问公司的创始人及 CEO，并拥有超过 20 年的经验，协助国际软件企业的市
场进入和生长在日本。在 Maximize，他带领的企业软件公司，发展远超于日本业务的发展
力度。创立 Maximize 前，他是美国环球公司的资深分析师，在那里他评估早期公司和投资
的解决方案。Satoru 拥有耶鲁大学和东京大学的学士学位硕士学位。

Tadashi Takiguchi
（早稻田大学客座教授）
WERU 投资有限公司的总裁兼 CED 及执行董事会成员

MikikoShimaoka
（对战略研究中心的副教授，项目副总经理）
早稻田大学文学院毕业后，她加入了一个环保组织，致力于各种全球性的环境问题，如
气候变化、毒物和森林枯竭，
2013 年，她拥有了早稻田大学公共管理系的博士学位。
自 2011 年，她开始担任全球环境战略研究所的研究员（IGES）
。
2011 至 2013 年，她在早稻田大学商学院研究中心担任一名相关的研究员在早稻田大学商学院研究中心。
2014 年，她加入了早稻田大学的战略研究中心，一直致力于通过文部科学省优势促进大学的研究活动（提高
全球企业家发展）
、国际合作研究和其他研究项目。
自 2013 以来，她一直是“加快合作的努力，由环境部促进区域振兴”这个项目的国家咨询委员。她还是管理
研究所人力资源部经理的协调员。

行程安排
WASEDA-EDGE

Entrepreneurship Summer Program Schedule

A 日程：2018 年 7 月 22 日— 7 月 31 日
B 日程：2018 年 8 月 5 日— 8 月 14 日
日期

09:50-10:00

周日
（Sunday）

周一
(Monday)

周二
(Tuesday)

周三
(Wednesday)

周四
(Thursday)

10:00-12:00

Lunch

13:15-15:15

15:30-17:00

到达日本

致欢迎词

参观校园

Lecture 1
小组活动
对国际化创业人才推进项目的简介
（发表准备）
（Prof.Takiguchi TBD）

Lecture2
沟通技巧和团队合作

Lecture3
商业模式创新

小组活动
（发表准备）

Lecture4
商业模式创新

Lecture5
商业模式创新

小组活动
（发表准备）

Lecture 6
人工智能/大数据

Lecture 7
演讲嘉宾
１．Prof. Nobuaki Kojima

小组活动
（发表准备）

２．一位中国创业家
周五
(Friday)

发表演讲

发表演讲/反馈

结业式

周六
（Saturday）

实习
参观公司

周日
（Sunday）

回到东京

周一
（Monday）

分组调研

周二
Tuesday

文化体验
温泉体验

分组调研

回国

※以上行程由以往行程综合定制，不排除根据当地的客观情况，存在变动的可能性。

Enhancing Development of Global Entrepreneur Program
早稻田大学 2018 年夏国际化创业人才推进项目

行程时间

A 行程 : 2018 年 7 月 22 日 – 7 月 31 日
B 行程 : 2018 年 8 月 5 日 – 8 月 14 日
注：A、B 行程各限 10 人名额
报名截止时间
项目费用

2018 年 5 月 31 日
282700 日元（约 16600 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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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费用包括

项目费用不包括

·项目报名费

·往返日本的国际机票（原则上统一订票）

·早稻田大学学费及接待费

·个人护照及日本签证办理费

·签证邀请函制作费及国际邮寄费

·国际行李超重费

·海外意外保险费

·在日期间的餐费

·全程住宿费

·上课期间住宿地至学校往返交通费

·机场接送费

·私人活动交通费和个人费用

·在日期间集体活动时交通费
·欢迎会餐费

·以及其他“包括费用”以外的费用

接送机指定机场：东京成田或羽田机场。
接机指定时间：
A：7 月 22 日（11：00—16：00）指定时间外到达的同学需自行前往住宿地点。
B：8 月 5 日（11：00—16：00）指定时间外到达的同学需自行前往住宿地点。
送机指定时间：A: 7 月 31 日 B:8 月 14 日

申请条件
1.中国在校大学生
2.英语 CET6 级以上或能理解英文授课的等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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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良好的精神面貌

报名流程
1.报名提交电子版报名表至本校相关部门，并尽快办理护照
2.或直接将申请表格发送至 shdq@xf-world.org
3.在 2-3 个工作日之内工作人员通过电话确认个人信息，并对申请者进行初选。
4.通过初选的申请者，缴纳项目费用
5.指导办理签证
6.购买国际机票（一般统一购买）
7.行前准备
8.出发

联系方式
1.关于报考、签证手续及项目详情，请咨询：
上海 Tel：021-5566-1085
报名邮箱：shdq@xf-world.org
2.关于院校推荐名额请咨询各指定校外事处、各院系或其他学校指定部门
3.报名表请见附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