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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克共和國





University of Hradec Králové (赫拉德茨·克拉洛韋大學)



捷克共和國-UHK位置



2021 UHK Summer School 交換活動說明：

 名額：每年20名

 團進團出、無帶隊老師 (由資設院統一訂票)

 四週交換課程

 專業課程、選修課程

 企業參訪、文化體驗參訪

 結業後最多可獲得6學分，回國後可抵認學分

 學校提供免費學生宿舍

 機票部分補助

 需繳交暑修學分費、UHK活動費



2021 UHK Summer School 課程規劃：

1.資訊科技(MIT)
 MIT1 - Smart technology
 MIT2 - Complex systems and 

virtualization
 MIT3 - Smart concepts of 

networking and 
communication

2.商業管理(BIS)
 BIS1 - Intercultural studies 

and tourism
 BIS2 – Marketing a cultural 

studies 
 BIS3 – Business economics

專業課程
 Czech language
 English language
 English language 

conversation
 Fundamentals of 

Marketing
 German language
 Agent-based 
modelling
 Etc.

選修課程

SKODA

鋼琴工廠

皮革工廠…

企業參訪

布拉格CITY TOUR

CK小鎮

文化體驗參訪

※僅供參考，以UHK實際開課為主。



2021 UHK Summer School 課表(範例)：



日常花費需自付
(如交通、吃、旅
遊…等)

Summer School 所需費用(以2019年為例)：

*每位同學必繳費用約新台幣3萬元

*必繳費用金額將依匯率、學分費收費標準與每年機票費之
調整而變動。

機票費
(自費部份約
NTD1,5000)

6學分之學分費
(約NTD8,500以內)

UHK參訪活動
費100EUR

(約NTD3,600)



Current Expenses, 

Travelling  

expenses…and so on

Summer School Required Fees(2019)：

* Average costs around NTD50,000~60,000

*The required fees are variable according to the exchange 
rate, air ticket fees and List of Tuition fees of CJCU per year.

Air Ticket Fees
(Around NTD1,6000 at 
student’s own expense)

Credit Hour Fees

(Around NTD8,500)

UHK External 
Activity Fees 100EUR

(About NTD3,600)



2021 Summer School 重要時程：

日期 要項

2020/10/26 (一) 2021年交換生說明會

2020/10/26 (一) ~ 11/30 (一) 受理申請

2020/12/28 (一) ~ 12/29 (二) *暫訂 全英面試

2021/01/13 (三) 公布錄取名單

2021/02月 購買機票

2021/03月底 捷克UHK 選課

2021/06月底 行前說明會

2021/07月中 ~ 8月中 Summer School

2021/10月初 暑期交換心得發表(全英簡報)



*A. 個人資料表、
個人資料授權
使用同意書

Summer School 申請資料：

D. 歷年成績單

* B. 家長同意書

* C. 中、英文自
傳

E. 導師推薦信

F. 相關證明文件
及有利於面試資
料

註*：表單下載路徑：資訊
暨設計學院網頁服務資源
表單下載



 開學後需進行全
英簡報分享

 回國後三周內須繳
交心得報告、問卷

 在捷克期間須上傳符
合規定之照片與影片

回國後所須完成之事項：

 完成並順利取得6學分
(以UHK核發之成績單為準)

完成繳交後，補助款將統一申請(預計
10月底核發)。如未完成者，本學院將
視情況調整補助款金額。



• 全程免費

• 製作屬於自己的作品

全英工作坊

出國前，練習說說英文

• 外籍教師授課

• 全程免費

全英簡報課程
• 本校外籍教師

語文中心Free Talk



優勢：

提升英語能力，職場就業加分

體驗異國生活文化與上課氛圍

拓展國際視野，擴大朋友圈

經濟負擔與語言門檻低



Czech Summer School 聯絡窗口：

主辦單位：

資訊暨設計學院
(T30511)

聯絡窗口：
曾宇禎(#6003)
陳怡君(#6001)

資訊暨設計學院
網頁-訊息中心

活動資訊：

UHK 資訊管理學院影片：https://youtu.be/OQ4rQiP64KE

https://youtu.be/OQ4rQiP64KE
https://youtu.be/OQ4rQiP64KE


Chang Jung Christian University School of Information and Design

資訊暨設計學院

感謝聆聽！



2021 捷克來台交換生學伴

THE TWO



2021 捷克來台交換生學伴甄選：

校外參訪活動
全程免費

學校宿舍住宿費
部分補助

提升英文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