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 奧地利 上奧地利科技大學 夏季遊學團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Upper Austria

1. 課程日期

2019.06.30 (日) ~ 2019.07.12 (五)，2-week program

2. 抵達/返回日期

2019.06.29 (六) 抵達布魯塞爾機場 / 2019.07.13 (六)從維也納 or 布魯塞爾離開

3. 報名截止日期

2019.03.20 (三) 17:00 前截止收件

4. 上課時數

平均 6 小時/天 (互動式教學法，including company visits and group work)

5. 課程特色

本團課程主軸：Hidden Business Champions (全程英語授課)
你是否對於創新商業、創新銷售的商業模式有興趣? 你是否想了解在歐洲的
創新商業模式可以怎麼做?你是否希望可結交來自世界各地不同的朋友、並且
和他們一起合作有趣的個案活動呢?你是否想趁機探索歐洲最美的兩個城
市：比利時根特(Ghent, Belgium)及奧地利施泰爾(Styer, Austria)?
本遊學團為期兩週，第一週於比利時根特的 Artevelde University College，而
第二週將於奧地利施泰爾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Upper Austria 進行。

2019 Summer Short-term Program

1

課程將透過「從做中學」的教學理念，帶領同學體驗創意發想的過程並累積
你解決問題的能力；參觀奧地利中小企業，透過參訪及業師講授，可以學習
歐洲中小企業如何透過創意行銷、創新財務模型、跨國人力資源管理及物流
管理來推廣業務，進而成為成功的企業。
6. 課外活動

企業參訪、參觀當地博物館、文化之旅

7. 費用

新台幣：NTD 62,000


團費包括：學費、教材費、課外活動(如公司參訪、文化參訪活動)、住宿
費、平日餐費(早餐+晚餐)、比利時根特-德國法蘭克福-奧地利維也納巴
士費用、當地機場接送(限團體)、靜宜大學至桃園機場來回接駁(須滿 5
人以上)、及靜宜大學行政費。



當地交通、來回機票、保險、簽證等出國必要支出，不包含在團費中。

8. 名額限制

10 名以上

9. 語文程度限制

因全程採英語教學及互動討論，故須達 English B2 level 以上

10. 住宿





比利時根特
住青年旅館(Hostel Uppelink)，多人(6~14 人)一間有多種房型，可參考網
頁 (評價非常的不錯!) : https://www.hosteluppelink.com/
奧地利施泰爾
住飯店(Hotel)：兩人一間房

11. 膳食

提供早餐、晚餐，其餘自理。

12. 成績單/證書

會提供成績單及證書

13. 其他

1. 報名時須檢附：
(1) 大學歷年成績單(英文版)
(2) 英語檢定證明 (B2 level 以上)

14. 是 否 接 受 校 外
NO
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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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edule (The schedule is subjected to change)
Date
06/29 (六)

Content
You arrive at Brussels Airport (布魯塞爾機場, BRU)
Transportation to your city of residence, Ghent

06/30 (日)

Today you get to know the group!
Enjoy this team day while exploring the beautiful city of Ghent during a leisure program

07/01 (一)

Classes are starting.
You’ll get introduced to some cases in innovative business models.
Various guest lectures will complement your first day of class.

07/02 (二)

Note

During classes you’ll get insights in Behavior Design.
You’ll receive the briefing for your business design challenage.
We’ll visit some companies.

07/03 (三)

Today you’ll be doing field research for your design challenge and pitch your idea.
Afterwards, we will have a cultural visit to Brussels.

07/04 (四)

Today you’ll get an entire day to work on your design challenge.

07/05 (五)

Presentation of your design challenge.

07/06 (六)

The time in Belgium has come to an end.
We’ll be taking the bus to Frankfurt. (搭巴士前往德國法蘭克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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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地點：比利時根特
合作學校：Artevelde University College
課程主軸：以人本中心思考(Human Centered
Design)進行創意商業模式設計
課外活動：享受比利時根特及布魯塞爾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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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Content

07/07 (日)

We’ll continue our journey from Frankfurt to Vienna, and enjoy dinner in Austria’s
capital.

07/08 (一)

You will enjoy a cultural program in Vienna.
Afterwards we’ll take the bus to Upper Austria.
Upon arrival you will meet representative of Upper Austrian innovative business
organizations.

07/09 (二)

Today you’ll have lectures at the Faculty of Business and you will visit companies.

07/10 (三)

Lectures at the Faculty of Business.

07/11 (四)

Today we’re going to the Alpine region of Austria for a case study and company visit.

07/12 (五)

07/13 (六)

Last day of the program. There will be a feedback session, a social program and a
closing moment.
We say our goodbyes during dinner.
Transfer back to Brussels or Vienna. (最後可選擇回到比利時布魯塞爾或是直接自奧
地利維也納離開，建議：奧地利維也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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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活動地點：奧地利維也納 & 施泰爾
合作學校：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Upper
Austria
課程主軸：透過業師進行企業創新經營的經驗，
包括行銷、財務管理、人力資源管理及物流管理
課外活動：享受奧地利維也納的文化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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