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ntrepreneurship Summer School 

时间：2016年8月1日—8月12日 

北欧科技 你的创意 梦想不再遥不可及！  

2016 隆德大学创业中心暑期学校 

拓展丰富想象,拓宽自身视野,创造无限可能 
全球富有天赋的大学生都有机会在隆德大学探索令
人向往的学科, 为未来的学习、创业做好准备,并在
瑞典度过美妙的暑假时光。 

项目概况 
 
隆德大学创业暑期学校是一项为期两周的前瞻性项目，专门针对热衷科技、期
望将想法转变成创业公司，或在拥有创业环境的领域（如生物医药、清洁能源
技术、软件、大数据、互联网、网络媒体和相关领域）工作的学生。暑期课程
采用英语教学，适合学习工程、计算机、商务、传媒和其他相关学科的学生。 

项目优势    
 
- 切身感受北欧创业文化 
- 学习如何鉴别、评估和抓住商业机遇 
- 参与团队合作 
- 将想法变成创业公司 
- 制定商业计划，将你的想法商业化 
- 将你的计划展示给学者和行业专家 
- 游览瑞典南部，领略迷人的大学城 



Entrepreneurship Summer School 

申请条件：  

  1.大学本科在读学生，或有2年创业经验之专业人士 

  2.英语能听说读写，交流沟通，自信大方 

  3.对创业和管理有浓厚兴趣，且能适应跨文化场景学习 

课程安排 

暑期学校申请咨询:  chao.li@fek.lu.se 

网站: http://entrepreneur.lu.se/en   

 
费用：  
•   总费用：18000 人民币 
•    包括但不限于: 
•    -学校报名费：   120 欧元 

•    -学校课程费：   1300 欧元 

•    -住 宿 费：         570 欧元 

•    -申请及签证：   480 欧元 
•  其他：国际机票、餐费、自行安排的旅

游项目费用 

  

Week 1: Monday 
第一周：星期一 

Tuesday 
星期二 

Wednesday              
星期三 

Thursday           
星期四        

Friday             
星期五 

Introduction & Welcome  
课程介绍&欢迎会 

Perspectives &Processes of 
Entrepreneurship 
视角&创业过程 

Team Building & Project 
Work 
团队协作及活动 

Idea Development & Value 
Creation 
设计构思&价值创造 

Customer Insights  
消费者视角 

Lunch  
午餐 

Lunch  
午餐 

Lunch 
午餐 

Lunch  
午餐 

Lunch  
午餐 

Video Case Study  
视频案例学习 

Opportunity Recognition & 
Idea Generation 
机会识别&创意生成 

Project & Group Work  
课题研究&小组学习 

Business Modelling 
商业模式 

Entrepreneurial Marketing 
创业企业市场营销学 

Week 2: Monday 
第二周：星期一 

Tuesday 
星期二 

Wednesday 
星期三 

Thursday 
星期四 

Friday 
星期五 

Entrepreneurial Finance  
创业企业融资 

Resource Acquisitions  
资源获取(整合) 

Considering & Building a 
Pitch  
如何设计商业计划书 

Firm Growth  
创业企业成长 

Final Presentations  
结业路演 

Lunch  
午餐 

Lunch  
午餐 

Lunch  
午餐 

Lunch  
午餐 

Lunch  
午餐 

Project & Group Work  
课题研究&小组学习 

Project & Group Work  
课题研究&小组学习 

Study / Company Visit  
课程学习&公司参观 

Project & Group Work  
课题研究&小组学习 

Final Conclusion & 
Reflections  
总结与思考 



创业暑期学校简介 

    在全球经济持续发展和不确定性因素急剧上升的现代社会和市场中， 隆德大学的创业专业被国际创业学者协
会评价为瑞典最前沿的教学项目。在这个暑期课程中，学生不仅有机会与独特的瑞典文化近距离接触，还能够与来
自世界各地的学生一同学习先进的创业理念并且亲身参与到案例分析、公司参观等实践项目中。隆德大学前所未有
地结合了高水平学术知识、跨学科学院和实践型学习方法,通过一流的教员和尖端设施促进国际学生的学习,为他们
打开了一张庞大的生活网络。 
    通过参与隆德大学的创业与新创企业项目的学习，你将会学习和了解：                                                                                   
•  16至23岁的学生将能够在此体验激动人心的校园生活、跟着睿智显赫的教授学习、结交新朋友； 
•  理性看待风险和预期收益之间关系，足以掌握信息并睿智判断风险和预期收益之间的平衡点。 

•  打造基于时机的执行力，通过智慧的判断力形成评价，快速执行商业机会并得到预期收益的能力。 
•  准确识别达到预期目标的关键因素和关键因素的有效时间，通过具备社会责任的方法达到目标的能力。  

“瑞典是世界上数字化程度最高的经济体，其前瞻性思维文化促进了创新的发
展。瑞典的人均发表科技论文数、人均拥有跨国公司数和人均发明专利数、在
全球都是名列第一;在全球最有创造力的国家评选中，瑞典也居榜首。像电脑鼠
标、冰箱、活动扳手、拉链、心脏起搏器这些高技术而又与生活息息相关的发
明都是源自瑞典......”                                              英国《Wired》杂志                                                                                    

注重实战    
 
-  模拟创业公司 
-  参观先进实验室 
-  企业和行业实地考察 
-  与北欧不同领域创业者见面 
-  商业导师指导下小组合作 
-  参与模拟VC演示 
-  体验波罗地海创业环境的“炙热” 



Entrepreneurship Summer School 

       隆德大学建于1666年，是欧洲最古老的大学之

一，位于瑞典南部的隆德市(Lund City)。隆德大学为瑞

典顶尖学府，也是瑞典最富盛名及斯堪的纳维亚半岛

上  最大的教学研究高教机构之一，在多家大学评估

机构的“世界大学排名”中，隆德大学都跻身于全球

前100   名的世界名校行列。从多个方面来说，隆德大

学是瑞典最富有国际气息的高等教育机构，与全球众

多大学拥有紧密的合作关系和交换协议。此外，隆德

大学也是久负盛名的研究型大学网络Universitas 21以
及欧洲研究型大学联盟LERU的成员。 

    隆德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开设的课程包括北欧规模

最大的全日制、全英语教学的金融、市场、人力资源

及创业创新等课程，率先获得了欧洲质量发展认证体

系（EQUIS）认证。Sten K. Johnson创业中心是隆德

大学创新与创业教育的关键推行者，创业中心的课程

不但开创了区域创业教育的先河， 更为具有创业意愿

的学员提供了一个与国际顶尖教育家、研究者和投资

人合作的平台。  
隆德大学之于瑞典，就如同斯坦福大学之于美国。一

千多年的历史，它至今保留着中世纪的街道布局，因

而具有一种特别亲切的气氛。隆德大学著名的工学院，

加上位于隆德的瑞典第一个科学园区IDEON Park，经

济实力与科技创新能力不可小觑，为瑞典创造了許多

科技业界的领导企业。它不仅是曾经的索尼爱立信的

总部所在地，也是Tetra Pak利乐包装全球总部的所在

地。近些年，高科技通讯企业Axis的迅猛发展也令人瞩

目，而建设投资14.78亿欧元的欧洲核散裂中子源研究

中心ESS，以及隆德大学与瑞典国家研究会(Swedish 
Research Council) 已在隆德共同设立国家同步辐射研

究中心 MAX IV 也在隆德东部如火如荼的施工当中。 

 

瑞典隆德大学简介 

选择隆德大学的十个理由 

1.  世界百强大学 

2.  82%的毕业生在毕业六个月之内都获得永久合同 

3.  超过三十家世界领先的创新和研究机构的发源地 

4.  超过80个硕士项目和超过500门英文授课课程 

5.  建立于1666年，是北欧最古老的大学之一 

6.  瑞典最好的大学城，瑞典学生心中的最佳选择 

7.  富有盛名的隆德学生会组织“Nations” 

8.  欧洲最受学生欢迎的留学交换目的地之一 

9.  瑞典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排名前三的最宜居住地 

10. 国际化的环境，89%的瑞典人都说流利的英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