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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寒暑假期的学生活动，应该是教育的延续： 
 
德累斯顿经济技术大学中国交流中心，是大学直属机构。致力于将课堂教育，扩展到更广阔
的领域。我们根据现实中德国顶级企业内职业发展规律，设计课程和行程，真正聚焦学生的
职业未来； 
 
自 2009 年，来访的共 17 届学子们，多见广识，之后步步领先。他们曾经探索过一下领域： 
 
汽车工业是德国的龙头行业，集成材料、机械、电子、加工、软件、流程、控制、设计、市
场、金融、人文、管理等等众多学科，也是就业市场中涉猎最广泛学科的行业，任何学科的
人都可以在汽车行业市场找到相应的职位，因此也是我们夏令营的重头戏。 
 
承担全球宝马 1 系、2 系、i 系生产任务的宝马工厂，她是后现代工业建筑与最先进生产系
统完美结合的典范。粗糙的混凝土下布满精密的机械，上百台无人机械臂在巨大的厂房内挥
舞，无人驾驶送料车在车间穿梭，半成品的车架在工程师的办公桌上空无声的滑过，学生们
将深入到这宛如科幻的生产线的每一个车间… … 

 
宝马工厂 

保时捷宝石状的荣誉中心旁，是集世界 11 大赛道的著名弯道于一体的保时捷用户试车道。
荣誉中心内，陈列着历届各大场地赛、拉力赛的功勋战车，和保时捷近百年历史中的里程碑
车型。以及最纯正的四道商务西餐，体验商务社交的礼仪和过程，到真正上场的时候，自然
不慌。 

 
保时捷荣誉中心 



大众新能源汽车生产中心，独步全球。再没有哪一家量产的工厂，能将建筑、艺术、制造这
几个看似不搭界的行业结合的如此完美，并且无论单算哪一行，都是惊艳。 

 
大众新能源汽车中心 

 
在市政厅真实的会议室内，德累斯顿市市长亲自接见来访同学，介绍德累斯顿的情况。会议
桌布置，议员陪同，秘书引荐，互赠礼物，相互沟通，记者拍照，最后登上当地报纸。所有
流程都和接待其他州级市级外国来访团一样，绝非一般的体验。 

 
德累斯顿市长、议员接见来访同学 

在萨克森州环境署，署长为同学介绍德国环境保护与人居的和谐关系。在废物处理，资源再
利用方面，德国在发达国家也是做得最好的。在可以处理萨克森州府德累斯顿全市 50 万人
口生活垃圾的环保垃圾场，运转时只需要不可思议的 3-4 人，垃圾站“吃”进去的是垃圾，
吐出来的是无烟燃料块。德国的环保和可持续发展理念，深入人心。 



在所有德国企业必须加入的德国工商协会，有着全德最权威最全面的企业和经济数据，听听
他们的讲座，会告诉你从新闻媒体所不能了解的真正的欧盟和德国的经济信息； 
 
在欧洲最大软件公司，占全球最大 ERP 软件最大份额的 SAP 集团，拜访他们，了解这个从
业人员平均工资是同行业俩倍的企业管理软件最前沿的动向； 
 
由全球十大半导体之一的英飞凌芯片人力资源总监主导一次真实版的招聘； 
 
在德累斯顿本地的某机械加工企业，技术的先进和加工的精细让来访同学惊叹不已。德国经
济的真正强大之处，不单在于名声在外的大公司，还深藏在这些根本无名的中小企业中，几
十年上百年的在一个领域深耕，在这样的工匠精神的发源地对同学触动颇深。 
 
在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德累斯顿工业大学，德累斯顿经济技术大学，德累斯顿应用技术大
学，这些从精尖研究型，研究型，到研究应用型和应用型的学术和教育机构，全面了解德国
的教育体系，对有志于留学德国的同学找到适合个人的选择。更有每个机构的招生负责人，
为学生解答关于留学生招收的疑问，得到第一手的直接联络方式，助力你的申请更接近成功。 
 
校长、院长、系主任、教学主任、政府公职、企业高管、研究项目负责人、机构负责人、企
业一线员工、在读留学生 …没有哪个短期交流活动，可以召集到如此多层次的本地专家，
在工业 4.0、3D 打印、工业设计、企业物流、企业风险管控、环境与人居、德国经济、欧盟
内外贸易、中德文化、德国文物保护、德语教学、留学德国等等话题，与你深入浅出的探讨。 
 
中国古亭、历代别墅群、圣诞市场、跳蚤市场、新纳粹游行和反新纳粹游行、球迷狂欢、提
香的画、正装西餐… … 全方位的跨文化感官冲击，直观体验德国特征。 
 
柏林、布拉格、麦森、德累斯顿四座不同性格城市的漫游，基本囊括了欧洲的特色。 
 
注定你人生轨迹和职业生涯的，只是一瞬间，这一瞬，可能就在德累斯顿。 
 
认真选择你将要受的教育，因为这是关乎你自己的未来。在德累斯顿顶级企业夏令营，你所
经历的每一件事，都将深深地影响你所受的教育，和你的职业生涯。 
 
（注，每次行程将根据接待单位的实际情况，由以上部分活动组合而成，总行程不变。） 
 
 
 
 
 
 
 
 
 
 
 



时间安排： 

日期安排：2017 年 8 月 01 日至 2017 年 8 月 12 日（根据实际情况可能微调）； 

报名截止：2017 年 4 月 28 日（请确认可在 5 月 10 日之前拿到您的个人护照）； 

招生条件： 

 在读大学生，有独立生活能力并有团队精神，需有英语或德语沟通能力； 

费用说明： 

 总费用 1990 欧元，抵达德国后全额支付。 

 费用包括：在德国期间学习、活动、企业参观费用，午餐、一次西餐正装晚宴，住
宿、交通费用； 

 费用不包括：在德期间晚餐费用，个人消费，国际机票。办理签证等费用请自行支付
给相关机构； 

注释： 

1. 此夏令营是国立德累斯顿经济技术大学的正式官方学术邀请，而非旅行社的旅行团，
我校不提供除学习和参观活动之外的其他任何陪同服务； 

2. 根据参与人数和预订情况，随机安排入住 2-4 人间，若入住单间需另付款 150 欧元。
由于欧洲气候原因宾馆夏季不保证提供冷气服务。德国宾馆不保证卫生间在各自房间
内； 

3. 早餐为宾馆提供。在德累斯顿市内组织活动时，午餐为 HTW 学生食堂一份标准主餐、
一份甜点和一份饮料（其他请自理）。自行承担晚餐费用。(外出柏林，布拉格，麦森
时，午餐为餐馆简餐)； 

4. 德累斯顿市内公共交通，步行；麦森为公共交通，步行；柏林，布拉格为大巴，市内
需步行。 

5. 请遵守德国当地风俗和法律，遵守交通规则。集体活动之外的行为自负其责； 

6. 行程安排可能根据接待机构当时的实际情况做出调整，有变化时用其他活动代替，总
行程不变； 

联系：樊老师。电邮：yu.fan@university-dresden.de；Facebook: Yu Fan 

德累斯顿经济技术大学中国中心主页：http://china.chinazentrum-dresden.de/ 

微信（AppStore：WeChat）：China-centre           微信平台：chinazentrum 

 
德国顶级企业夏令营介绍短片 
https://v.qq.com/x/page/x0187p7lomz.html 
历届德国顶级企业夏令营集锦短片： 
https://v.qq.com/x/page/w03372r6yk8.html 
微信公共平台文章链接： 
http://mp.weixin.qq.com/s/gD1naHaE3gDZ71fzr0eRFA 



 



 



 



 



2017 德国顶级企业夏令营行程示例 

 

DAY 1. 

8 月 1 日 周二 北京 

接机，安排住宿，休整；  

着装要求：休闲 

 国际航班抵达德国； 

 转飞德累斯顿； 

 

DAY 2. 

8 月 2 日 周三 德累斯顿 1. 开营仪式； 

2. 来自英国的教授讲授不同于日常生活的
工业贸易体系； 

3. 着装要求：商务正装 

 德累斯顿经济技术大学欢
迎仪式，校长致欢迎词； 

 Prof.Dr.Lewis 讲座； 

 

DAY 3. 

8 月 3 日 周四 德累斯顿 1. 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为最顶级的科研机
构； 

2. 参观大学图书馆等； 

3. 着装要求：休闲正装 

 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 

 参观大学图书馆等； 

 

DAY 4. 

8 月 4 日 周五 德累斯顿 
1. 参观大众新能源汽车生产基地，工业自动

化与手工工艺的完美结合； 

2. 德累斯顿市区内参观； 

3. 着装要求：休闲正装 

 大众新能源汽车基地； 

 市内参观； 

 

 

 



DAY 5. 

8 月 5 日 周六 

 

麦森 欧洲的“景德镇”，躲避战火后保存最完整的
欧洲古典小镇； 

着装要求：休闲运动 

 保存完整的欧洲小城； 

 宁静的欧洲瓷都； 

 

DAY 6. 

8 月 6 日 周日 柏林 

将有机会进入德国帝国大厦原址（德国近代史
重要建筑，内置德国近代史介绍） 

着装要求：休闲运动 

 勃兰登堡门、帝国大厦、
国会大厅、菩提树大街、
柏林墙等 

 

DAY 7. 

8 月 7 日 周一 德累斯顿 
1. 公元 1000 年建立的东罗马帝国第一个

王朝，领土包括现在的东欧大部分； 

2. Prof.Dr Gestring 曾任宾利汽车物流
总监，讲座未来工业的绿色物流； 

3. 着装要求：休闲正装 

 游览萨克森王朝夏宫； 

 Prof.Dr.Gestring 《绿色
物流系统》； 

 

DAY 8. 

8 月 8 日 周二 德累斯顿 
1. 由大学中国留学生招生的负责人，针对中

国留学生特点，联合讲解留学德国事宜,

申请技巧，解答疑问； 

2. 企业风险控制； 

3. 着装要求：休闲正装 

 德累斯顿留学生办公室； 

 Prof.Dr.Pfrehle 讲座； 



 

DAY 9. 

8 月 9 日 周三 莱比锡 
1. 保时捷莱比锡中心； 

2. 宝马莱比锡生产中心，将进入车间内参观
从钢板到整车的生产全过程； 

3. 着装要求：休闲正装 

 参观保时捷中心； 

 参观宝马生产中心； 

 

DAY 10. 

8 月 10 日 周四 布拉格 
捷克共和国首都，欧洲最美都市，唯一没有经
历战火的大城市，重点保护的历史文物达 2000

多处，称为“百塔之城”； 

着装要求：休闲运动 

 游览第一座世界遗产城
市 

 

DAY 11. 

8 月 11 日 周五 德累斯顿 

1. 德国工业的发展，现状，及展望； 

2. 结业座谈； 

3. 商务正式西餐晚宴； 

 Prof.Dr.Kochan讲座《德国
工业 4.0》；  

 中德文化差异，商务礼仪讲
座并结业； 

 

DAY 12. 

8 月 12 日 周四 法兰克福 返程； 

途径慕尼黑或者法兰克福自由游览； 

着装要求：休闲运动 

 德累斯顿-慕尼黑/法兰
克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