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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与社交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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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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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关系
与市场营销

随着全球新闻以及公众参与度的增

加，各组织开始重视处理公众关注

的问题。圆满地处理这些情况可能

意味着品牌能否继续生存。本次课

程旨在让学员理解组织的沟通和危

机团队应该如何面对新问题，以及

如何为可怕的危机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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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亚洲排名第一新加坡国立大学官方直播课程

• 新加坡国立大学授课导师担任课程辅导

• 新加坡国立大学课程管理系统平台支持

专业领域拓展

• 名校毕业生交流分享会

• 了解香港和新加坡传媒行业留学、生活以及

就业，为未来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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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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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乃至亚洲首屈一指的世界级顶尖综合性研

究大学。其在社会科学、工程、生命科学及生物

医学、及自然科学等领域的研究享有世界盛名。

• 2020QS世界大学排名发布，排名亚洲第1位，

世界第11位。

• 2018年11月，英国泰晤士高等教育发布2018

年全球大学毕业生就业竞争力排行榜，位居世

界第10。

成立于1929 年，是新加坡国立大学最大的学院

之一，包括16个院系，在人文、社会科学、亚洲

研究和语言研究等领域提供广泛的学术服务。

新加坡国立大学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文学暨社会科学院
Faculty of Arts & Social 

Sci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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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 Keren Ong老师在新加坡国立大学（NUS）、新加坡管理大学

（SMU）、南洋理工大学（NTU）、新加坡管理学院（SIM）和共和理

工学院（Republic Polytechnic）等学校教授《战略沟通》（Strategic

Communication）的本科生课程、大众传播、市场营销和品牌相关课程，

拥有超过10年的授课经验。

MS. Karen Ong
讲师

文学暨社会科学院传播及新媒体系

新加坡国立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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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导师课程

新加坡国立大学相关领域资

深讲师担任线上直播课程导

师，带领学员探讨传授社会

媒体和公共关系、新闻发言

和危机沟通方面领域问题。

助教辅导课程

新加坡国立大学授课导师担

任课程辅导，及时为学生解

答课程和作业中的难点。

课后研讨延伸学习

与结业汇报相关的渐进式辅

导作业，在每次辅导课结束

时提交。

传播主题结业汇报

每个小组需要选择一个处于

危机中的跨国公司，制定传

播策略来解决他们的困境，

并进行汇报演说。

名校官方课程- 学习内容02



名校官方课程- 学习系统支持02

CANVAS是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官方学习

管理系统，帮助学生和老师在线管理课

业，增进学生与老师、学生与校方和学

生彼此之间的沟通交流。

项目期间，每位学生都将获得一个独立

的账号登录使用CANVAS 。在系统中，

学生可以下载老师提前上传的课件和学

习资料进行预习，接收老师发布的通知，

上传作业，以及观摩课程回放视频巩固

加强知识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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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沉浸式微留学体验

深入名校课堂，感受世界级的师资力

量，体验顶尖高校的课堂氛围、教育

方式和学习环境，帮助学员提前做好

未来规划。

2 3

多维学习模式

口碑专业课程+助教课程辅导+官方

课程平台管理，确保学生最大化地学

习并消化课业知识，掌握分析问题的

专业能力，培养深度兴趣。

项目亮点04



亚洲第一顶级高校

官方直播课程

课程由新加坡国立大学在职教师讲授，

并引导学员的课后学习，启发思考，

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及思辨创新型思

维。建立对社交媒体和公共关系领域

的深刻了解和广泛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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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Jan

专业课程：社交媒体概述（2小时）

• 社交媒体的现状

• 社交媒体的倾听与分析

• 常见的社交媒体倾听工具

第一阶段 项目开始前的前期准备

第二阶段 新加坡国立大学线上学术课程

14 
Jan

教师辅导课程（1小时）

专业课程：社交媒体与公共关系（2小时）

• 有影响力的社交媒体内容

• 管理与评估社交媒体

拓展课程：

香港新传专业留学及就业分享（2小时）

课后作业完成，最终小组汇报准备

15 
Jan

教师辅导课程（1小时）

专业课程：危机管理导论（2小时)

• 危机管理概述

• 危机沟通的目标和原则

• 贝罗的SMCR传播模式

课后作业完成，最终小组汇报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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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Jan

教师辅导课程（1小时）

课后作业完成，最终小组汇报准备

17 
Jan

专业课程：危机沟通方案（2小时）

• 危机沟通策略与战术

• 全球著名危机沟通案例分析

18 
Jan

教师辅导课程（1小时）

课后作业完成，最终小组汇报准备

19 
Jan

专业课程：

公共演讲及新闻发布（2小时）

• 公共演讲和倾听的伦理道德规范

• 演讲及新闻发布中的沟通模式与感染力

• 与媒体受众建立联系

• 听众分析和准备大纲的使用

20 
Jan

教师辅导课程（1小时）

课后作业完成，最终小组汇报准备

拓展课程：

新加坡新传专业留学及就业分享（2小时）

21-27 

Jan
小组讨论，最终小组汇报准备

（春节假期休息）

*仅供参考，实际日程可能有调整，以最终课程安排为准。

28
Jan

小组展示汇报（3小时）

• 小组陈述及Q&A

• 评委点评

拓展课程：学术研究及写作（2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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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名成功的同学将收到新加坡国立大学

主办学院签发的录取信

由新加坡国立大学主办学院与文学暨社

会科学院联合颁发，证书印有两个学院

的院徽标识、课程起止日期、总学时数，

主办部门院长签字、可供在线查询和验

证的二维码由新加坡国立大学主办学院官方出具，

印有学员姓名、课程名称、小组结业汇

报和综合成绩评定

由新加坡国立大学主办学院官方出具，

由授课导师签署，描述学员参与课程及

在小组项目展示的贡献及表现情况

注：新加坡国立大学主办学院可能会不定期更改版式或内容，以上描述

基于往期课程，仅供参考，最终以新加坡国立大学实际发放版本为准

录取信 结业证书

成绩评定报告

优秀学员证明信

由新加坡国立大学主办学院官方出具，

由授课导师签署，描述学员参与课程及

在小组项目展示的贡献及表现情况

学术证明信

项目收获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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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期小组讨论&反馈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