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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与新媒体

新技术的日新月异促进了传媒产业

层出不穷的更新和应用，也改变了

传统信息的传播模式。如今传播形

式的一大新特点是由传统的“大众

传播”向“小众传播”转移深入，

对于当前的新媒介文化形成，本次

课程将讨论社交媒体发展和演变的

机制及其规律的探索。

项目介绍 -课程三大学习方向01

数据新闻

数据新闻是大数据时代新闻业不断

适应媒介环境变化而探索出的新闻

生产的新方式，开放的数据、严谨

的叙事逻辑、恰当的可视化呈现方

式共同构成数据新闻的基础。数据

新闻改变了传统新闻的生产模式和

整个运作体系，引发新闻报道理念、

思维与模式的变革。

视频策划

视频结合了图像、文字、声音等丰

富元素，声形并茂，感染力强，在

信息传播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

逐渐变成各领域从业者的一门“必

修课”。我们需要从更大的格局去

纵览整个行业，快速掌握在行业立

足的技能，找到自己在其中可以扎

根的位置。



名校官方课程及申请指导

• 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官方课程

• 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官方留学申请指导

• 香港浸会大学在职教师担任比赛评委

专业导师辅导

• 数据新闻行业资深导师

• 手把手指导数据新闻大赛作品

• 掌握数据新闻制作的整体流程

• 数据新闻大赛，展示实力，增添实战经历

名企实训经历

• 传媒公司远程实训，收获实训证书

• 建立对短视频行业的深度认知

• 提前了解行业发展及就业环境

项目介绍 -项目三大学习模块01



名校课程-学校简介02

香港浸会大学

EST.1956

香港浸会大学是香港第二所历史最悠久的高等教育学府，同时是一间具有基督新教浸信会背景

的香港法定公立大学。

传理学院最负盛名，传媒专业作为其优势学科，在香港媒体方面颇具影响力，很多香港媒体的

领导都毕业于该院。新闻系被拥有超过300万读者的知名新闻网站Asian Correspondent评选

为“全球十大新闻学府”，和榜内的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齐名。



名校课程-往期授课教师（供参考）02

• 研究领域包括全球传播，电脑媒

介传播及新媒体，社交媒体分析

及网络舆论研究

• 获得富布莱特奖学金，前往美国

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进行博士论

文研究

• 2017年获颁香港浸会大学杰出

青年研究学者奖。2019年获颁

富布莱特资深学人奖，前往美国

康奈尔大学担任访问副教授

宋老师 张老师

• 研究领域包括传播学、国际关系

• 香港资深传媒人，香港《大公报》

助理总编辑， 凤凰卫视《时事

辩论会》嘉宾 、《时事开讲》、

《新闻今日谈》评论员

• 先后采访过三届美国总统大选，

还曾两度当选纽约外国记者协会

主席

黄老师

• 香港浸会大学的传播学讲师，国

际传播协会组织传播部的早期职

业代表

• 研究领域包括传播研究方法、组

织传播、以计算机为媒介的传播

理论以及用户体验

• 2019年获中国传播学会优秀研

究生教学奖



名校课程-项目环节02

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
官方课程

亚洲顶尖新闻学院——香港浸会

大学传理学院新闻专业精品课程，

领略大师风采，感受新闻魅力，体

会香港新闻精神，同时名校学习经

历令你的简历脱颖而出。

浸会大学传理学院
官方留学申请指导

项目中安排传理学院研究生申请流

程、各专业介绍及录取条件，权威

解读申请注意事项，帮助梳理学员

在申请上的常见误区，给予学员有

效建议。

数据新闻大赛
专业评委

比赛活动是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

旨在让同学在实践当中聚焦数据内

容与可视化这一前沿叙事模式，感

知数据运用和可视化实现中的科学

精神与逻辑，提升数据叙事素养。



主营业务
专业的资讯和娱乐短视频内容供应商，阿里旗下

品牌优酷、UC平台的优秀短视频供应商

名企实训经历 – 公司简介03

技术优势
利用大数据和深度学习技术，升级短视频制作流

程，优化创作素材库，缩短视频制作时长，建立

资讯和娱乐短视频领域技术和流量壁垒。

品牌前五
公司旗下运营雷达视频与央广合作项目，目前是

时政社会类短视频影响力品牌前五

优酷年度优质合作方
冒犯娱乐是优酷视频娱乐资讯类年度优质合作方

百度热搜常客
制作运营的资讯类视频长期位居百度热搜榜前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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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未来发展方向

全方位解读

覆盖三大学习模块，全方位保证专业

提升与求职竞争力相辅相成，了解行

业前沿知识与发展方向，理性树立长

远目标。

1

数据新闻大赛

实战经历

围绕数据新闻大赛主题，学员自选角

度进行新闻报道。项目期间全程筹备

新闻比赛，在实战中提升新闻敏感度、

团队合作能力、数据能力等，培养新

闻人士的专业素质。

2 3

浸会大学传理学院

官方留学申请指导

项目中安排传理学院研究生申请流程

及各专业介绍及录取条件，权威解读

注意事项，帮助梳理学员在申请上的

常见误区

项目亮点04



学术领域新闻传媒

权威课程

香港浸会大学提供官方授课课程（线

上直播），学员将通过课程提高自身

专业素质与能力，并将所学内容用于

实践体验，加深对课程的理解，相得

益彰。

4

传媒企业远程实训
收获实践经历

传媒公司远程实训，深入了解短视频

及其未来发展趋势，学习掌握视频后

期制作能力和运营思维，抓住热门行

业发展机会，开阔眼界，提升格局，

深化领域认知。

5 6

新闻前沿领域
人脉拓展

项目中我们将探索学习前沿领域，获

取行业资讯，打破信息壁垒，快速拓

展高价值的人脉，将在未来长期持续

发力，帮助实现领域突破，为将来发

展夯实基础。

项目亮点04



项目日程05

项目方发放阅读预习材料，帮助学员提前进入学习状态，为项目做好准备

D1 香港浸会大学新闻课程 I

主题：大数据时代的数据新闻报道

数据新闻mentor指导课 I

数据新闻实践讲座：

• 如何创作一个数据新闻座作品

第一阶段 项目开始前的前期准备

第二阶段 香港浸会大学课程部分

D2 香港浸会大学新闻课程 II

主题：传播与新媒体

课后作业完成，最终小组汇报准备

D3 浸会大学及传理学院官方介绍

留学申请流程及各专业官方介绍

数据新闻mentor指导课 II

数据新闻实践讲座：

• 数据新闻制作常用软件使用技巧

*仅供参考，实际日程可能有调整，以最终课程安排为准。



项目日程05

D4 浸会留学生留学及就业分享会，

获取海外留学、就业资讯

D5 学员按小组自行准备比赛作品 I

处理分析数据，揭示数据背后的逻辑关系

数据新闻导师小组辅导 I

根据作品进度进行有针对性的辅导答疑

D6 学员按小组自行准备比赛作品 II

数据可视化，直观简洁展现报道内容

数据新闻导师小组辅导 II

根据各组作品进度进行有针对性的辅

导和答疑

D7 数据新闻导师小组辅导 III

根据各组作品进度进行有针对性的

辅导和答疑

D8 学员按小组自行准备比赛作品 III

新闻稿排版，校对。

比赛排练

*仅供参考，实际日程可能有调整，以最终课程安排为准。

D9 新闻作品展示，问答环节

浸会大学老师点评

评选优胜小组，颁发比赛优胜证书

评选表现优秀学员，颁发推荐信

项目结业



项目日程05

*仅供参考，实际日程可能有调整，以最终课程安排为准。

第三阶段 企业远程实训（4周）-可选

WEEK

01

• 网络视频混战史介绍：

源起之战，异端崛起

和终局之战

• 视频行业现存的版权

问题

• 头部视频平台的商业

模式和渠道运营方式

差异分析

• 根据商业网站布局和

受众流量维度对短视

频进行分类

• 不同类型短视频的要

素分析

• 不同类型短视频的代

表作和代表IP的特点

认识网络视频行业
WEEK

02 短视频内容垂直化发展
WEEK

03

• 从运营逻辑和商业变

现维度对短视频进行

分类

• 不同类型短视频的特

点分析

• 如何规划短视频的账

号在不同平台运营的

发展策略

短视频平台运营法则
WEEK

04

• 选题的三个维度和技

巧建议

• 在热点事件的不同时

期，短视频的侧重点

应有哪些不同

• 如何植入特色元素

• 如何把握短视频文本

节奏和语言特色

短视频内容创作技巧



课程证书

完成全部课程的学员，

将获得香港浸会大学颁发的课程证书。

比赛优胜证书

比赛优胜团队，每名成员将获得比赛

优胜证书。

推荐信

表现优秀学员，将获得香港浸会大学

传理学院教授推荐信。

项目收获06

*证书和推荐信模板仅供参考，实际文字内容可能有调整，以最终收获为准。

*证书和推荐信模板仅供参考，实际文字内容可能有调整，以最终收获为准。



实训证明

完成全部项目内容的学员将获得

传媒公司开具的实训证明。

推荐信

完成全部项目内容且表现优秀学

员，将获得传媒公司高管签发的

推荐信，支持背景调查。

项目收获06



往期课堂精彩瞬间07



往期学员反馈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