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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传媒学院概要

辽宁传媒学院是教育部批准建立的东北地区唯一一所独立设置的传媒类本科大学，全国八大传媒学校之一。经过

多年的不懈努力，辽宁传媒学院已经成为一所在传媒、艺术、管理、互联网领域具有较强专业性和较大影响力的

应用型大学。辽宁传媒学院新增北校区，目前正在建设中，并预计2020年10月投入使用。

学校推行多年的“定制式培养”育人模式取得实效并获广泛赞誉。为学生搭建起宽广的对口就业之路，毕业生就

业率连续多年达96%以上，众多毕业生成为传媒、设计及管理领域的精英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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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传媒学院—校园环境

新 校 区 主 楼 学 生 公 寓

钟 楼 广 场 多 彩 辽 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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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传媒学院—教学设施01

学校有全媒体互动式演播厅、录播厅、非线性编辑工作室、雅马哈数字调音工作室、配音工作室、MCN直播工作

室、DELL集群渲染农场、WACOM二维动画实训室、定格动画实训室等实训室120余间，配有国际领先水平的高

端数字摄影机、全画幅单反相机、苹果高清非线编辑系统、达芬奇调色系统设备及系统，能充分满足应用型人才培

养需要。



辽宁传媒学院—学生活动01



斯威本科技大学始建于1908年，位于全球四大宜居城市之一的澳大利亚墨尔本市，是

澳大利亚著名的综合研究型公立大学；斯威本科技大学有着一流的学术声誉，排名位居

世界前3%大学之列。

斯威本科技大学采用“职学结合（Work Integrated Learning）”的教学形式，将实

践教学与理论教学相结合，致力于将知识转化为职业技能，帮助学生找到适合未来发展

的机会。

斯威本十分注重科研及教育的实用性和创新性，是澳大利亚唯一一所应邀成为欧洲创新

大学联合会（ECIU）成员的大学，长年以来与澳洲工商业有着紧密的联系与合作，院

校的研究成果、行业参与度、国际视野和学术声誉已经获得世界领域的广泛认可。

斯威本科技大学概要

公立百年老校

维州毕业生薪水 2019年学生体验度

墨尔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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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威本科技大学——学术水平

序列 中国大学（2020QS rank） 澳洲大学（2020QS rank）

1 清华大学（16） 澳洲国立大学（29）

2 北京大学（22） 墨尔本大学（38）

3 复旦大学（40） 悉尼大学（42）

4 浙江大学（54） 新南威尔士大学（43）

5 南京大学（120） 西澳大学（86）

6 南开大学（368） 斯威本科技大学（383）

澳洲大学世界排名靠前，相比于中国高校，学生更有机会获得更具竞争力的学位

斯威本的设计课程作为学校王牌专业之一，在最新的QS艺术和设计学科排名中位列世界第42名，全澳第四位。与传统

的设计专业相比，斯威本的设计专业所教授的并不仅仅是艺术，它同时也是用设计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且，斯威本所

有的设计课程并不设立考试，而是采取以项目（project）为主的授课方式，锻炼和培养学生的实际应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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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威本科技大学—校园环境

图书馆&数字创意中心学生活动中心

校园内小火车

学
生
公
寓

教学楼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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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威本科技大学——教学设施

墨尔本设计工厂【Design Factory Melbourne】

斯威本是世界第三个，澳洲唯一一个加入全球设计工

厂网络的高校。在这里，学生将充分利用自己在学校

所学，并和来自其他专业的学生一同协作，与行业专

业的设计人员共同研究实用型的创新设计产品，学习

业界合作伙伴高水准的设计思想，解决企业、赞助商

目前现实中面临的创新挑战。学生将有机会在项目设

计期间，得到该企业的雇主青睐，直接获得企业的

Job Offer。

未来工厂是一个包含了数字化制造以及先进的虚拟现实环境的共同创

造领域，在未来工厂，我们能够参与全部的数字化制造过程，致力于

为学生及各种行业组织提供一流的设施以探索制造下一代前沿产品。

在这里，学生可以和科技巨头们合作研发，学习、运用虚拟仿真技术、

3D视觉化和设计工作室等，展开前沿数字制造技术研究和实验。未来

工厂的重要作用在于为斯威本不同教育阶段的学生都能够提供适当的

实践项目，无论是刚刚进入校园的学生还是博士生，都能够参与到未

来工厂的项目中来。

未来工厂 【 Factory of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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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威本科技大学——教学设施

“CISCO网络实验室”拥有200多台路由器和200台交换机，其
装备比一些互联网服务提供商更好，因此学生可以在真实网络上获得
丰富的经验。 在实验室，我们正在培训下一代电信工程师和数据网
络专家。

“智能结构实验室”耗资1500万澳元，为下一代结构和施工材料奠
定基础。它包括一个3D测试设施，可对土木、机械、航天和采矿工程
的部件和系统进行大规模实验.

斯威本科技大学与Adobe公司通力合作，在斯威本创建了
澳洲首家Adobe创意校园【Adobe 作为全球一流的多媒体方案
提供商，旗下拥有Photoshop，Flash等等耳熟能详的软件】
Adobe与斯威本的学术团队共同研发、设计及教授数字广告技
术课程。这意味着斯威本加入了一个约20所世界名校联盟组织，
斯威本所有员工与学生都可以在所有设备上直接访问Adobe 
Creative Cloud（世界上最好的应用程序与服务的集合），免
费使用Adobe旗下所有应用软件，进行平面设计、视频编辑、
网络开发和摄影等等。确保学生掌握最前沿的数字技能，增强
学生就业能力，让毕业生能快速的适应数字化时代企业的发展
需求。同时，斯威本在图书馆区建立一个数字技能中心，所有
斯威本在读学生可以通过这个中心获得专业教练一对一的
Adobe软件使用技能培训与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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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威本科技大学——学生活动01



校际签约，升学保障

辽宁传媒学院联手澳大利亚名校斯威本科

技大学【经中国教育部认证海外名校】，

双方结合各自专业优势，并就专业设置与

课程体系等学术方向达成联合培养目标。

双方签署学分互认协议，达成战略合作目

标，为学生提供安全、完备的升学保障.

课程同步，学分减免

辽宁传媒学院与斯威本科技大学联合培养

项目内学生，保持两校培养目标一致，课

程学分同步。学生在辽传国内阶段所修学

分可直接获得同期斯威本科技大学学分豁

免，学分互认的培养方式可为学生节省2

年的留学时间及生活成本.

02 办学特色



海外名校，享誉世界

斯威本科技大学排名位居世界前3%，尤其在

艺术设计及传媒领域位列世界前40。除了在

排名中斩获佳绩外，斯威本科技大学在科研

领域也十分杰出，与亚马逊网络推出了南半

球第一个云创中心（CIC）.同时，斯威本科

技大学是世界设计工厂及澳大利亚国际设计

院所在地。

语言内测，硕士衔接

引入斯威本科技大学EAP课程体系，学生无

需雅思成绩，通过斯威本语言内测即可升学

至斯威本科技大学.

学生本科毕业后可选择继续就读斯威本硕士

或其他名校硕士，均无需提供雅思/托福成绩，

文化课成绩要求与国外学生一致（低于国内

申请学生15-20分）.

02 办学特色



国际云课，校园互联

辽宁传媒学院与斯威本科技大学携手开创线

上线下联合授课新模式。教学打破国界，资

源互通，通过线上形式实现双方教授、学生、

教学软硬件的体验式互通。授课教师可通过

直播形式与学生进行互动，同时展示斯威本

的先进教学理念及教学设施，让学生身临其

境体验国外课堂氛围及教学模式。

小班授课，严格管理

国际班学生在校期间享专职班主任管理模式，

所有学生管理制度及办法均与辽宁传媒学院

学生保持一致，班主任对学生的生活及学习

起到监督、管理作用。同时为保证学生顺利

适应海外留学生活，斯威本科技大学为学生

出国后的学习生活提供免费语言辅导及生活

助理。

02 办学特色



斯威本是世界第三个、澳洲唯一一个加入全球设计

工厂网络的高校，学生可以通过项目合作与专业的

设计人员共同研究实用型的创新设计产品，与来自

其他专业的学生一同协作，解决企业、赞助商目前

现实中面临的创新问题，这一授课方式为学生积累

团队合作经验及职业经验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同

时，在合作过程中可以提升语言能力，积累人脉资

源。除此之外，学生也将有机会在项目设计期间，

得到该企业的雇主青睐。

国际视野，名企就业
辽宁传媒学院及斯威本科技大学均采用“职学结

合，定向培养”的教学方针，致力于将所学理论

应用于职业实践。学生在学习期间即有机会参与

“Facebook、西门子、Adobe、可口可乐”等

国际性知名企业的项目，与知名企业高管共同研

发并推进项目。同时，团队合作中的国际化氛围

更为学生提供了多元文化成长空间。

优质资源，协同作业

02 办学特色



03 专业设置

专业一：视觉传达设计专业 专业二：网络与新媒体专业 专业三：动画专业

大三大四对接专业方向：

传播设计  Communication Design
动态设计  Motion Design
影像媒体  Photomedia 
UX交互设计  UX Interaction Design

大三大四对接专业方向：

广告  Advertising
创意写作文学  Creative Writing and Literature
数字广告技术  Digital Advertising Technology
游戏交互  Games and Interactivity
新闻学  Journalism

大三大四对接专业方向：

动画Animation

百老汇剧院演出的西方大IP—金刚，
剧中逼真的金刚（巨型木偶）由斯威
本 科 技 大 学 设 计 知 名 校 友 S o n n y 
Tilders带领的优秀团队精心打造。



专业方向一：视觉传达设计（辽传）

国内阶段课程设置（拟设）  ：

第一学期专业必修课

课程中文名称 课程英文名称

视觉传达设计概论
Introduction to 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

设计素描  Design Sketch

设计色彩 Design Color

第二学期专业必修课

课程中文名称 课程英文名称

构成基础 Foundation of the form

字体与板式设计 Font and board design

图案与装饰 Patterns and decorations

图形创意设计 Creative graphic design

第三学期专业必修课

课程中文名称 课程英文名称

平面广告设计 Advertising Design
Photoshop Adobe Photoshop

商业摄影基础
Basics of commercial 

photography
设计美学 Basic principles of aesthetics

第四学期专业必修课

课程中文名称 课程英文名称

书籍装帧设计 Book binding design

InDesign InDesign

影视后期与编辑 Post-production and editing

03



国外阶段课程设置（拟设）  ：对接专业：品牌环境专业、传播设计专业、动作设计专业

专业方向一：视觉传达设计（斯威本）

第五学期专业必修课

课程中文名称 课程英文名称

包装设计 Packaging Design

产品设计 Design for production

交互设计方法 Communication Design strategy

视觉传达工作室 visual communication studio

第六学期专业必修课

课程中文名称 课程英文名称

印刷和互动出版 Typography for print and interactive publication

出版设计 Publication Design

概念和叙述 Concepts and Narratives

数字化设计 Digital Design

第七学期专业必修课

课程中文名称 课程英文名称

版式 Typography

20世纪设计 20th century design

形象设计 brand and identity design

第五学期专业必修课

课程中文名称 课程英文名称

网页设计 web design

当代设计 contemporary design issues

交互设计毕业项目 communication design capstone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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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方向二：动画（辽传）

国内阶段课程设置（拟设）  ：

第一学期专业必修课

课程中文名称 课程英文名称

动画专业导论 Introduction to Animation Major

动画概论 Introduction to Animation

素描与透视 Sketch and perspective

第二学期专业必修课

课程中文名称 课程英文名称

动画色彩 Animation colors

Photoshop绘制 Photoshop drawing

角色设计 Role design

场景设计 Scene design

第三学期专业必修课

课程中文名称 课程英文名称

运动规律 Pattern of motion

分镜头脚本设计 Script design

插画漫画 Illustration comics

三维基础 Three-dimensional foundation

第四学期专业必修课

课程中文名称 课程英文名称

原动画创作 Original animation creation

动画后期 Post animation

无纸动画表现技法 Paperless animation expression technique

三维动画高级技术 Advanced 3D Animation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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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方向二：动画（斯威本）

第五学期专业必修课

课程中文名称 课程英文名称

2D动画制作技术 2D production Techniques for Animation

动画史 History of Animation 

角色与环境设计 Introduction to character and enviroment design

动画表演 Acting for Animation

第六学期专业必修课

课程中文名称 课程英文名称

3D动画制作技术 3D production techniques for Animation

动作分析和运动 Action analysis and locomotion

声音设计与采集 Sound design and acquistition

动画制作与动画产业管理
Producting and production management for 

animation

第七学期专业必修课

课程中文名称 课程英文名称

体裁和动态影像 Genre and the moving image

动画的高级角色设

计
Advanced character design for Animation

动画制作和导演 Writing and directing for animation

第八学期专业必修课

课程中文名称 课程英文名称

职业项目：开发和预生产
Major Project:Development and pre-

production

职业项目：制作和后期制

作
Major Project:production and post-production

职业项目：荧屏制作 Major project: Screen Wri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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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方向三：网络与新媒体（辽传）

国内阶段课程设置（拟设）  ：

第一学期专业必修课

课程中文名称 课程英文名称

网络与新媒体概论 Introduction to New Media

传播学概论 Introduction to Communication Studies

平面设计基础 Graphic design basics
图形图像处理基础 Graphics and image processing basics

 

第二学期专业必修课

课程中文名称 课程英文名称

新闻采访与写作 News Interview and Writing

网络法规与伦理 Network regulations and ethics

新闻数据分析与应用 News data analysis and application

第三学期专业必修课

课程中文名称 课程英文名称

网络新媒体编辑基础  New Media Editing Basics

网络与新媒体受众行为分析 New Media Audience Behavior Analysis

自媒体创建与运营 Self-media creation and operation

交互媒体界面设计 Interactive media interface design

第四学期专业必修课

课程中文名称 课程英文名称

摄影摄像基础 Photography Basic 

新媒体网络营销 New Media Online Marketing

网络广告策划与设计
Online advertising planning and 

design

网页设计与制作 Web design and production

03



专业方向三：网络与新媒体（斯威本）

第五学期专业必修课

课程中文名称 课程英文名称

专业沟通实践 Professional Communication Practice

媒体内容创作 Media Content Creation

媒体研究导论 Introduction to Media Studies

第六学期专业必修课

课程中文名称 课程英文名称

创新文化：科学技术观
Innovation Cultures：Perspectives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互联网 Networked Selves

澳大利亚媒体 The Media in Australia

第七学期专业必修课

课程中文名称 课程英文名称

全球媒体产业 Global Media Industries

数字社区 Digital Communities

体育广告/媒体 sports adversting/media

第八学期专业必修课

课程中文名称 课程英文名称

媒体与交流 Media and communications  project B

社交媒体公开调研 Researching social media publics

媒体分析与可视化 Media analytics and visualisation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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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学业规划

第一阶段（第1-2年）
辽宁传媒学院

第二阶段（第3-4年）
斯威本科技大学

未来规划
世界顶尖名校硕士

       在辽宁传媒学院进行全
日制出国英语和专业课程学
习，以及专业实训实践课程。

        进入合作高校斯威本科技大
学，继续本科后两年学业学习，成
绩合格后由斯威本科技大学颁发对
应专业的学士学位。

       毕业生享受与斯威本科技大学
毕业生同等录取条件，往届毕业生
申请到澳洲八大名校，斯坦福大学，
纽约大学艺术学院，伦敦大学艺术
学院等。

每学期选拔优秀学生
赴世界设计工厂交流

每学期推荐优秀学生
参加奥斯卡颁奖礼

每学期选拔优秀学生
作品参加设计周展览

每学期推荐优秀学生
赴斯坦福大学交流

小班教学，跟踪测试
国际班每班20-30人，每周设立小
组测试，即时进行教学调整

仿真课堂，雅思免考
前2年语言课程，摒弃雅思“听、说、
读、写”的死板教学，而是模拟后两
年真实的海外教学场景，以演讲，小
组讨论，项目教学，作业标准等多方
面设置教学内容。学生无需雅思即可
完成出国和一系列升学。

学分豁免，学历认证
学生通过学分转化，节省2年海外学
习成本，完全一致的学位证书，无忧
进行学历认证。

落户政策，海归优录
北京、上海、深圳、广州均对留学生
设置了落户的优惠政策，世界名企也
都对留学生应聘保有“绿色通道”。
拥有海内外复合教育经历的毕业生是
国外内知名企业和政府机关的首选。

无需申请

按照国际生优惠条件
录取世界顶尖名校硕士

无需雅思



作为辽宁省文化产业校企联盟理事长单位，辽宁传

媒学院联手省内22所艺术传媒院校及200家行业协

会和文化企业建立了合作共赢的“文化产业校企联

盟”，与多家国内知名传媒机构建立合作关系，为

用人单位量身定制传媒类专业人才，为学生搭建起

宽广的对口就业之路。学校始终坚持以市场为导向，

为就业提供教育的办学理念，以校企合作为依托，

针对每名学生不同的性格特点和专业水平，提供点

对点的就业岗位进行定制式培养。

职 业 规 划 — 辽宁传媒学院学生就业方向

辽宁传媒学院2019招聘会

辽宁广播电视集团与
辽宁传媒学院孵化项目签约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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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威本科技大学在澳洲与很多行业领先的公司都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为学生提供一系列实习及项目机会。院校
采用“职学结合”（Work Integrated Learning）教学模式，包括专业实习、实习生项目、认证实习和产业关联
项目。学生在学习期间可以从中选择适合自己的实践项目，在工作中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发展批判性思维，扩
展视野，提升自己未来的就业能力，并且及早建立起各种职业所需的工作人脉关系网。

  专 业 实 习

为学生提供6或12个月带薪实习的全职工作，学生可同时获取学分和专业技能，并在其所选的领域获得丰富的实战经验，为学生的
职业生涯奠定坚实的基础。

  实  习  生  项  目

专业领域的从业人员，是学生未来职业的最佳导师。实习生计划可让学生在所学领域的一流单位或公司实习。实习生计划为期16
天 -19天，每周一天或两天，亦可集中在暑假或寒假期间完成实习。

  认 证 实 习

对于很多有特定技能要求的学位，完成认证实习是获得学位的必要条件。根据所学学位，这些实习工作可能带薪和 /或带学分。实
习结束后，学生能掌握所需专业经验，获得心仪职业的专业认证。斯威本与顶尖企业与组织有着长期的合作伙伴关系，他们均接
受斯威本的学生到司实习。

产  业  关  联  项  目

让学生在课程修读期间参与实际的产业和社区项目，基于团队的挑战可能包括研究项目、概念开发或内部简报。在获取学分的同
时，学生能最大限度提升自己的研究能力。此项目通常作为学生最后一学年的固定课程。

05 职业规划—斯威本科技大学职业辅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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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LEO

毕业于斯威本科技大学多媒体设计学士（Swinburne）

职位： Red Cat Motion创始人
拥有设计和商业技能的Leo Dinh已经成为当地动画产业的先驱。他已经成立了包括

视频机构Red Cat Motion在内的几家公司。用视觉讲故事的方式将品牌和人们联系

起来。他的客户名单包括谷歌和Facebook。

Leo在斯威本就读的经历给他带来了很多机会。他是被他的一个老师雇佣去做动画项

目，并通过在Swinburne获得的工作机会联系到了许多客户。

Leo目前正在制作一部动画片，他希望他的动画有一天会被世界各地的人观看和认可。

05 职业规划—近年毕业生及知名校友

姓名：THUY HOANG

毕业于斯威本科技大学媒体传播学士学位 ( Swinburne )

职位：Thuyhoang文学社文学经纪人，诗人兼自由翻译
Thuy喜欢文字。她经营着自己的文学机构，向当地出版商介绍国际作家，并向世界

介绍当地作家。2014年，她担任澳大利亚导演大卫的翻译

Bradbury’s film The Crater:一个战争的故事。她赢得了2013年6月 Shenfield诗歌奖，

并希望尽快出版她的第一本诗集。

Thuy把她在斯威本就读的经历描述为“大脑训练营”。除了学习，她还定期为学生

举办的《Burn》杂志撰稿。在被问及斯威本科技大学是否在她的职业生涯中给她增

加了职业优势时，她说:“我不把自己与同龄人比较，而是与过去的自己比较。”在

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里，我变得更加成熟，并且能够茁壮成长。”

毕业生校友带领团队负责知名美剧《权利与游戏》的后期制作

学生作品获奥斯卡提名 学生作品获全球广告大赛TOP3

学生团队创业项目获国际风投基金天使投资（互联网设计方向）



常见问题Q&A

 入学要求及流程？

要求：入学要求灵活，学生无需提供高考成绩或高中成绩，完全采用国外申请制报考，学生通过辽宁传媒学院与斯威本科

技大学联合举办的入学测试即可（考虑国外就读高中及国内高中国际部学生所学课程不适应国内高考，并不是我们对学生

基础没有要求，入学语言测试分为笔试和面试两个环节，用来评测学生是否可以适应国际项目教学方式）。

流程：学生提前一周预约考位，并缴纳考试费用。测试通过线上进行，分为笔试及面试两个环节。

 被项目录取后还可以参加高考吗？是否影响被其他学校录取？

学生通过入学测试后仍然可以参加高考，不影响被其他学校录取。

 国际班学生与辽宁传媒学院统招生从教学到管理有何不同？

国际班学生国内阶段从使用教材、师资配备、管理制度上与辽传统招生无差异。同时，在此基础上会增加斯威本科技大学

外教面授课，以及假期剑桥斯坦福训练营选拔、国内外艺术联赛等国际性优质教学资源。

 我可以达到辽传统招生专业及文化课成绩要求，为什么要进入国际特设班？

国际班学生与统招生国内教学资源相比无差异，在此基础上增加斯威本科技大学教授授课、假期名校训练营选拔、国际艺

术联赛等国外教学资源，比统招生拥有更强势的国际视野，享受国际文化氛围。

 学生住宿在哪，由谁管理？

国际班学生与统招生同住，由辽传后勤部门及国际教育学院联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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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需要达到什么样的成绩才可以出国留学？

学生在大一升大二时需通过EAP3语言测试，大二学期末需通过EAP4语言测试方可赴澳升学。同时，需满足

国内阶段4学期专业课无挂科条件。

 4年本科全下来费用需要多少？

国内学费5万/学年，国外学费约15万/学年、生活费10万/学年.

(生活费可通过勤工俭学cover.勤工俭学约13-20澳币/小时）奖学金根据学生成绩可抵扣10%-30%学费/学
年（参照奖学金政策附录）。

 国外学校安全吗？

斯威本科技大学位于墨尔本市霍桑区（Hawthorn），是澳大利亚著名的富人区，周边均由高档公寓住宅等，

治安情况非常好，同时澳大利亚作为移民国家对中国人非常友好，无排华倾向。

 可以选择不出国吗？

本项目为2+2学制，学生前两年就读于辽宁传媒学院，后两年就读于斯威本科技大学。

 国内国外课程是否可以准确衔接？

国际班项目经过两校学分互认，从专业课程设置、学时等方向均经过专业论证可无缝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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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出国签证如何办理？

【签证代码：学生签证500】办理方式为由两校合作机构统一办理（拥有15年以上经验，往届通过率100%）

 学生所获学位证书是否可以经过中国教育部认可？

斯威本科技大学为“中国教育部涉外监管网”认证海外高校，学生所获学士学位可经教育部认证。

 学生出国后不能适应国外生活怎么办？

斯威本科技大学图书馆、学生公寓、体育馆等校内设施均设置会中文的生活助理帮助学生顺利过渡海外生活，
并为学生提供勤工俭学及实习机会。学生有任何学习及生活问题均可咨询海外办事处。

 学生毕业后想移民或继续攻读硕士可以吗？

学生拿到斯威本科技大学学士证书后可与澳大利亚本土学生享同等录取条件要求，即65分以上即可升学澳
洲八大的硕士，同时可以申请澳大利亚工作签证2年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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