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年同济大学上海国际设计创新学院优秀学生暑期
学校活动通知
一、活动目的及学院、学科介绍
为促进高校优秀学生之间的学术交流，加强学生对同济大学上海国际设计创
新学院的学科特色及相关研究的了解，感受学院良好的学习环境和学术氛围，促
进学生与学院的相互了解，继而发掘具有设计研究能力和专业潜质的优秀生源，
同济大学上海国际设计创新学院将于 2018 年 9 月 1 日至 9 月 4 日举办“2018 年同
济大学上海国际设计创新学院优秀学生暑期学校”活动。
2016 年 2 月，教育部批准成立由同济大学与芬兰阿尔托大学联合发起的中外
合作办学机构“同济大学上海国际设计创新学院（办学许可证编号：
MOE31FIA02DNR20151738N）”。2016 年，同济大学设计学科经上海市政府专题
会确认，进入上海市 IV 类高峰学科建设，成为同济大学五个高峰学科之一； 2018
年在英国教育及留学机构 QS 全球“艺术与设计”学科排名中名列第 18 位，居亚
洲首位。在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布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简
称“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中，我院设计学科入选世界一流学科建
设。在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中心公布的第四轮学科评估结果中，我院设计学获得 A
（前 3%）。
2019 年同济大学上海国际设计创新学院在环境设计、产品服务体系设计、工
业设计、媒体与传达设计、设计战略与管理五个专业方向招生。
报考同济大学上海国际设计创新学院的考生，可按照芬兰阿尔托大学硕士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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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aalto.fi/en/studies/master_admissions/master_arts/）。阿尔托大学将为同
济大学上海国际设计创新学院特设硕士研究生申请渠道，预计于 2019 年同济大学
上海国际设计创新学院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复试结果公布后开通。
被同济大学上海国际设计创新学院录取的硕士生，若未被阿尔托大学录取，
其同济大学研究生资格和学位申请不受影响，学费缴纳仍然按照同济大学上海国
际设计创新学院收费标准执行（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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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招收对象
1. 准备推免或报考同济大学上海国际设计创新学院硕士研究生的本科生；
2. 申请者须为国内大陆高校 2019 年应届本科毕业生；
3. 达到或接近所在高校推荐免试生要求；
4. 申请者对工业设计、环境设计、媒体与传达设计、产品服务体系设计、设计战
略与管理方向抱有浓厚兴趣，有志于从事科学研究或专业实践，有较强的科研
或专业能力；
5. 英语水平良好。有以下有效期内国际英语水平证书并达到相应分数的申请者优
先：


TOEFL (IBT = Internet Based Test, PBT = Paper Based Test)
Total score: 92 (IBT), 580 (PBT)
Writing score: 22 (IBT), 4.0 (PBT)



IELTS (Academic)
Overall Band Score: 6.5
Writing Band Score: 5.5



Cambridge CAE/CPE (CAE = Cambridge Certificate of Advanced English,
CPE = Cambridge Certificate of Proficiency in English)
Grades accepted: A, B, C



Pearson Test of English (Academic)
Total Score: 59

Writing Score: 50
6. 遵守学术道德规范；
7. 申请者专业不限，欢迎计算机科学、数学、建筑学、城市规划、风景园林、机
械工程、电子信息、软件工程、管理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心理学、社会学等
跨学科学生；工业设计方向优先考虑在交通工具设计方面有特长的学生；
8. 申请者本科成绩优良（最低 70/100、GPA2.8/4、3.5/5），有一定的设计、编
程等相关基础者优先；
9. 申请者在校期间表现良好，身体健康，无违纪现象。

三、学员规模
约 90 人。

四、申请流程
1．申请起止时间：
即日起至 2018 年 7 月 10 日中午 12：00。
2．申请方式及材料递交：
（1）访问 http://my.tjdi.tongji.edu.cn/homeController/login，以学生身份注册并
登录，在页面左侧边栏选择“活动信息——活动选择——2018 年上海国际设计创
新学院优秀学生暑期学校报名”，据实填写个人信息，并根据自己意愿选填专业
方向。
（2）申请材料上传：
以下申请材料按①-⑩的顺序整理为 1 个 pdf 文件（限 20M 以内，中英文版本），
以“附件-本科学校-本科专业-本人姓名”命名，在报名系统中点击“申请材料上
传”，完成材料递交环节。
① 硕士阶段学习计划书（学术型硕士申请者需为研究计划书）；
② 作品集（限 20 个页面）；
③ 在校成绩单（学校教务部门盖章的原件扫描件，须含“排名位次/总人数”）；
④ 外语水平证书（如大学英语六级、托福、雅思等）；
⑤ 计算机水平证书；
⑥ 专业获奖证书及赛事官网获奖通知（获奖通知请截屏打印。若无，请在证
书扫描件上标明“无官网通知”）；

⑦ 在专业期刊上发表的学术论文；
⑧ 发表的优秀设计作品；
⑨ 专利证书；
⑩ 其他荣誉和获奖情况证明。

五、 优惠政策
从全程参加暑期学校的学员中，我院将评选优秀学员约 40 人。优秀学员享受
以下招生优惠政策：①如获得所在学校推免资格并在全国推免系统中填报我院（专
业方向须一致），可直接拟录取，暑期学校综合考核的成绩可视为推荐免试研究
生入学考试成绩；②如参加全国硕士生招生统一考试并报考我院（专业方向须一
致），初试成绩符合我院规定的复试分数线（含总分、单科分数），可直接拟录
取，暑期学校综合考核的成绩可视为研究生入学考试复试成绩。

六、活动内容
序号

活动时间

地 点

内 容

1

9月1日，8:30-10:30

学院大厅

学员报到

2

9月1日，10:30-11:30

暗房报告厅

活动开幕

3

9月1日下午—9月3日上午

专用教室

各专业方向工作坊

4

9月3日，13：30开始

专用教室

5

9月4日，全天

专用教室

综合考核（笔试）：专业英语、快题
（按硕士研究生推免考试、统考复试要求）
综合考核：面试
（按硕士研究生推免考试、统考复试要求）

七、信息公开
上海国际设计创新学院暑期学校工作，将在学校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的
直接领导下进行，具体方案、实施办法和最终录取结果均须报学校研究生招生工
作领导小组审核；学校招生监察小组也全程参与督察工作，以确保此项工作的公
开、公正、公平和有效性。
1．学员遴选办法及入选名单公布
我院将对报名者的申报材料进行严格审核，根据学生的学校、专业、本科前
期学习成绩排名、外语水平、硕士阶段学习计划书（研究计划书）、作品集以及

本科在校期间表现等各方面素质进行综合评审，择优选拔。
申请截止后 10 个工作日内，在学院官网（http://tjdi.tongji.edu.cn）公布入选学
员名单，并通过邮件形式通知入选学员本人。接到通知并参加暑期学校者，请务
必携带所有申请材料原件，以供复核或面试考核使用。未接到通知的同学皆为未
入选者，不再另行通知。
2．优秀学员评选办法及名单公布
根据同济大学研究生推免考试、统考复试的标准对入选的学员进行综合考核。
按照综合考核的成绩排序，评选出优秀学员。暑期学校活动结束 5 个工作日内，
在学院官网（http://tjdi.tongji.edu.cn）公布优秀学员名单。

八、费用和补贴
1. 活动期间学院为入选学员购买人身意外保险。
2. 外地外校学员可凭票据报销不超过 400 元交通费。
3. 举办方不负责住宿安排，外地外校学员凭发票可报销 200 元住宿费。

九、注意事项
1. 日程为初步计划，具体安排可能会进行适当调整。
2. 入选学员请携学生证、身份证、申请材料原件、绘图工具、笔记本电脑等个人
学习用品参加暑期学校。
3. 学员报到后须全程参加暑期学校活动。
4. 所有报销费用将以银行转账的方式支付，需要报销的学员须在活动期间提供银
行账号信息。
5. 活动期间学员出现意外情况，举办方不承担任何责任及一切损失。

十、联系方式
通信地址：上海市杨浦区阜新路 281 号
邮政编码：200092
咨询及联系人：蒋老师
联系电话：021-65987366

同济大学上海国际设计创新学院
2018 年 6 月 2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