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验欧洲之都

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夏令营 2017
VUB Summer School - Explore Europe in Brussels
11 – 27 July 2017

English taught lessons given by professors, experts & government officials
Visits to companies, government institutions, art & historical sites
Guided cultural tours to Brussels, Paris, Amsterdam, Cologne
Teamwork assignment and presentation
Summer School Certificate issued by VUB

Agenda: 1st week 第一周日程安排
Date

Week

11

Tue

12

Wed

13

Thu

14

Fri

15

Sat

16

Sun

Morning 09:00-12:00

Afternoon 13:30-17:00

Pick up from airport

Visit: Brussels (Grand place, Royal museum, etc)

到达布鲁塞尔机场, 专车接至住处

参观：布鲁赛尔大广场、市政厅、城市博物馆

Opening & visiting campus

Intercultural workshop

夏令营开幕式, 介绍布鲁塞尔自由大学
分配小组作业，及参观校园

讲座及互动：跨文化研讨会

Lesson: EU history, the role of Brussels in EU,
the EU Institutions and the EU in the world

Visit: European Parliament

讲座：欧盟的由来及历史，布鲁塞尔在欧盟的
角色，欧盟在全球的角色。

参观：欧洲议会及其高科技展厅。 欧洲议会是欧盟三大机构之
一，位于布鲁塞尔，为欧盟的参与立法、监督、预算和咨询机
构，其地位和作用及参与决策的权力正在逐步扩大。

Visit Paris 布鲁塞尔－巴黎（310 公里）参观举世瞩目的艺术殿堂和万宝之宫--法国卢浮宫，欣赏世界名画 “蒙娜丽
莎” ，欣赏 “维娜斯” 雕像及 “胜利女神” 等著名的作品。攀登 1889 年由建筑师艾菲尔设计建造的巴黎也是法国的标
志艾菲尔铁塔，居高临下鸟瞰巴黎全景，如果时间允许，可参观著名的巴黎圣母院。

Visit Paris 参观昔日法兰西帝皇宫凡尔赛宫，参观欧洲建筑艺术精华，赏宫廷，王室及庭院，午餐后前往参观雄伟
的协和广场，凯旋门，漫步于豪华优雅的香舍丽榭大街，乘坐塞纳河游船。

Visit Paris 参观蓬皮杜国家艺术文化中心，午餐后前往参观之后参观巴士底狱（外观），先贤祠（外观），游览里
沃利路（如果时间允许），下午从巴黎返回布鲁塞尔。

Agenda: 2nd & 3rd week 第二到第三周日程安排
Date

Week

17

Mon

Morning 09:00-12:00
Lesson: Communication skills and how to give a
good presentation, by Mr. KOCH Torsten
讲座：沟通技巧及演讲技巧。

Lesson: China-EU commercial relationship and
Chinese companies in Europe & Belgium
18

Tue

讲座：中欧商贸关系，中资企业在欧洲和比利时的发展

Afternoon 13:30-17:00
Visit & make Belgian chocolate yourself
参观：比利时巧克力作坊。了解巧克力的传统和制作工
艺，自己动手制作手工巧克力

Visit factory: Automobile production line
参观：汽车制造厂及自动生产线。注意：进厂参观不允
许穿凉鞋和拖鞋; 不允许带有照相和摄像功能的任何电
子设备和手机。（*如果工厂届时因商业或其他原因停

止参观项目，将由其他参观项目代替）

19

Wed

20

Thu

21

Fri

22

Sat

23

Sun

24

Mon

Lesson: Education system in Europe and Belgium

Visit: optional Atomium or the Battle of Waterloo

讲座：欧洲及比利时教育体制概况

参观布鲁塞尔原子球博物馆，或者滑铁卢古战场遗址

Lesson: Study abroad, true adventure stories, and
introduction of study at VUB

Visit university labs

参观：部分领域的大学实验室
Interaction with students organization in Brussels
讲座：中国留学生介绍国外学习经验，及 VUB 留学及
专业介绍
下午 3 点与当地学生组织会谈交流
Visit Amsterdam 布鲁塞尔－阿姆斯特丹 （204 公里） 阿姆斯特丹是一座地势低于海平面 1-5 米的 “水下城市” ，
有“北方威尼斯”之称。参观古建筑、古文化意蕴的同时，感受高度的现代闻名，17 世纪富商的宅邸栉比鳞次，闻
或听见教堂的钟声，彷佛时光倒流，使人有回到黄金时代的错觉。参观梵高博物馆，水坝广场，洛肯大街和卡尔
佛尔大街。

Visit Cologne 阿姆斯特丹－科隆 （262 公里）
参观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和安妮之家,乘坐运河游船感受阿姆斯特丹特有风光，之后前往科隆。

Visit Cologne 科隆－布鲁塞尔（213 公里）

25

Tue

26

Wed

27

Thu

参观最为著名的科隆大教堂，该教堂是欧洲建筑史上建造最漫长的建筑物之一，耗时 632 年，也是世界上最高的
教堂之一，是科隆城市的象征。参观莱茵河两岸美景以及市中心，下午从科隆返回布鲁塞尔。

Preparation for the group assignment
准备小组作业和讲演比赛

Competition: presentation in group, certificate
award ceremony & group photo 小组作业总结及团队
讲演比赛，颁发奖品及大学夏令营证书，集体合影

Option 1: Visit Brugge 可选项：参观布鲁日 （费用自理，往返火车票为 28 欧元左右）
Option 2: Free time 自由活动（可选有导向性的活动，届时安排）
Free time 自由活动（可选有导向性的活动，届时安排）
Bus to airport and return to Beijing 大巴送往布鲁塞尔国际机场，搭乘飞机返回中国。
注意：具体时间安排顺序及详细流程以最后活动通知为准，大部分内容基本保持不变。

Fee 费用: €2800 per person and includes lessons, study materials, accommodation, meals (lunch during the whole stay, and
4 dinners), transportation in Belgium and visits to Paris, Amsterdam and Cologne. It does not include international flight, visa
related fees, international insurance and personal expenses.
费用为每人 2800 欧元（约 2 万元人民币左右 ，以付款当天汇率为准），包括上课、学习材料、7 月 11 号到 27 号的住宿
和校园午餐、4 顿集体晚餐、布鲁塞尔市内交通，以及到巴黎、阿姆斯特丹和科隆的交通、食宿和集体安排的游览费
用。 注意：此费用不包括国际机票、签证相关费用、保险及个人消费费用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