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NTERNATIONAL SUMMER PROGRAM

加拿大温哥华西门菲莎大学创意暑期班



西门菲莎大学

WELCOME

BEEDIE商学院

温哥华3大校区 36,000在校生 6,500教职员工 130,000优秀校友

西门菲莎大学的Beedie商学院是加拿大西部最大的商学院，位于环太平洋
大都会 - 加拿大的亚太门户温哥华。 该学院获得了高级商学院协会
（AACSB）和欧洲质量改进系统（EQUIS）的认可，因其在商科教育方
面提供最高标准而享有盛誉。 西门菲莎大学对社会创新领导力的承诺在
2017年得到认可，其名称为Ashoka U Changemaker Campus。 
SFU是通过这一严格程序的40多家全球性机构之一，也是不列颠哥伦比亚
省第一所指定的大学。

从1991年开始，SFU长期位列麦克林杂志（Maclean‘smagazine）加拿
大综合类大学第1位(包括：1993、1996-1998、 2000、 2008-
2013 、 2015-2017)  。同时，SFU位列泰晤士报高等教育世界大学
排名（The Times Higher Education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
加拿大第9位。

我们跻身全球100强商学院之列，提供广泛的学科内容，包括商业分析，
技术管理，新兴市场，社会企业家精神，可持续发展，管理创意和创新等
等。



WELCOME

BEEDIE商学院校
区

项目将使用SFU的两个主校区。1. 本拿比校区，俯瞰整个城市，北美大学校园，体育
馆，游泳馆。 2。 市中心校区，坐落于文化美食中心。 项目提供接送车以及公交月卡，
便于学生出行。

UBC
SFU市中心校区 SFU本拿比校区

车程20分钟

机场



VANCOUVER 气候

温哥华的海洋气候温和，夏季温暖。 7月和
8月的温度范围在高20和低30之间。夏季
游走在海边，喝一杯咖啡，去看一场户外电
影，打高尔夫球，甚至去美丽的山顶冲草，
美景美食都让你舍不得离开这个城市。

服装

温哥华的夏天是这个城市全年阳光最充足的
日子。 每天近10小时的阳光， 在7月和8
月期间，您可以佩戴太阳镜，穿着短裤享受
并非酷热的天气，但晚上温差较大，所以建
议携带一件夹克或者披风。

电压

加拿大的电源和电源插座与美国的相同。 
电源为120伏特和60赫兹（每秒周期）。
但是小型电器（手机，照相机，等）的充电
装置都可以直接使用，但是吹风机等的电压
可能不同，需要提前准备变压器。

通讯

加拿大的电话计划并不昂贵。 由于您只在这
里待了一个学期，因此可以选择预付费手机
计划。 Wi-Fi可以广泛使用，每个餐厅咖啡
厅都免费提供，所以电话计划也可以不需要
办理。

餐饮

由于温哥华的种族多元化，这里的美食场所
也非常多样化。 寿司绝对是城市的最爱。
便宜又新鲜，意大利菜，法国菜，韩国菜，
还有正宗的中国餐厅，保证你享受无限美食。

支付方式

信用卡在温哥华广泛使用，因此没有必要随
身携带大量现金。 校园内和SFU周围有许多
银行和ATM。一些商场也开始接受微信，支
付宝，和ApplePay，但是可以随身携带小
额现金，以防万一。

温哥华拥有美丽的景色，温和的气候，和友好的人民，是世界闻名的旅游景点和最
佳居住地之一。 除此之外，这个城市也是影视剧最受欢迎的拍摄地点，因为它被
群山环绕，并且还拥有蓬勃发展的艺术，戏剧和音乐场景 - 赢得了“北好莱坞”的绰
号，知名的《死侍》，《第九区》，《星际联盟》等都在温哥华进行了大量的拍摄。



设定行业
领域课程

行业专家
研讨会

相关国际
公司访问

边玩边学
文化体验

创意暑期班信息

2019年的Beedie国际创意暑期课程提供两门课程，每门课程课
时39小时（约等于3学分或者6ECTS）。 课程重点关注温哥华
的两个主要创意行业 - 时装和电影。 每个实践课程都将展示应
用项目和区域专家的独特见解。

除此之外，课程包含研讨会，提供对温哥华历史，市场和文化的
深入了解。 我们也将组织带领学生去温哥华大型时装公司以及
影视公司的参访，并与业内专业人士进行面对面的沟通，以及通
过当地的短途旅行，更加深入的了解温哥华的这两个行业在国际
地位的影响。

2019 PROGRAM



COURSES
课程001: 时尚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Course Title: Sustainability in Fashion
Instructor: Alia Sunderji

Course Title: Sustainability in Film
Instructor: Farhan Umedaly

作为Luv the Grub的创始人，Alia在营销和社会企业家行业的国际工作和学习
方面拥有多元化的职业生涯。 Alia拥有多年的营销工作经验，专门从事区域和
品牌营销工作，将向学生讲授温哥华时装业，重点关注营销和品牌战略。另外
我们将深入了解温哥华品牌例如Lululemon（全球最知名瑜伽品牌）的高科技
面料研发以及对于运动服饰的国际导向性。

Farhan是Vovo Productions的负责人，拥有神经生物学，可再生能源，销售
和市场营销背景，是一名多元乐器音乐制作人，在数字音频和视频制作方面拥有
超过17年的全球经验。 他的工作经验加上他对电影业的热情，为学生们提供了
有关温哥华好莱坞北部的独特见解。

想要了解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城市，最好的方式就是通过对于当地企业的深入了解，
企业的文化定位，管理模式，市场拓展等都与本地的文化息息相关，而作为未来的
领导者，不了解世界怎样立足世界。而此次国际创意班超出常规定位服装与影视两
大产业，一来是选择温哥华的主要代表性产业，二来是全球早已呼吁创意文化产业
的发展和融合，我们选择这两个课题来以加拿大为基础看全球创意产业。

课程002: 影视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BRAND STORY

课程001: 时尚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1998年， 由Chip Wilson在加拿大温哥华创立。截止2018年， 
Lululemon在全球市场共计拥有404家门店，在中国已拥有12家门店
Lululemon2018年全年净收入约30亿美元，18年财报发布后，股价盘
后大涨9.14%至每股83.43美元，市值约为106.5亿美元，创上市以来
的新高



深入行业SEMINARS + 
INDUSTRY 

CONNECTIONS

作为许多行业的中心，学生可以获得对领先公司的幕后访问。 过去
的行业访问包括时尚，可持续发展，社会企业，医疗保健，金融和移
动技术方面的合作伙伴。 选项包括公司实地考察和行业合作伙伴提
供的主题专家研讨会。

论坛与活动

组织专业人士与学生进行论坛活动，也会带着学生通过活动分析市场，
例如我们不再是简单的组织学生去看一场漫威电影，而是通过访问当
地的特效公司了解电影镜头的制作过程，通过与专业制作人员的论坛
了解全球制作公司对于影片的参与和影响，我们也会在课堂分析全球
票房市场的分布和战略布局。你手中的一张电影票已经远远超过他本
身的价值。

这样的边学边玩，想要参与吗？



行业论坛专家

SEMINARS + 
INDUSTRY 

CONNECTIONS

Ben JI戢二卫

瑞格传播集团执行董事， 拥有二十年影视和传播业工作经
验。策划执行了国内领先服装品牌森马与《钢铁侠2》的全
面合作、TCL与《钢铁侠3》的全面合作；2012年，带领
团队成功完成了TCL冠名好莱坞中国大剧院的合作案，被
业内公认为中国企业与好莱坞品牌合作的里程碑式事件。
还曾任第一支专注于中美合拍电影的跨国投资基金铁池基
金COO。 还曾分别任职于华纳兄弟公司洛杉矶总部，及迪
士尼公司中国办事处，策划发行的影片包括：《勇闯夺命
岛》、《花木兰》、《黑客帝国》和《哈利波特》等。 毕
业于美国南加州大学，获电影制片与娱乐管理硕士学位。



SCHEDULE

**Note: schedule is tentative and may be subject to change
7月6，或7日抵达- 8月2日返程，建议8月1日停留，因为是BC日，届时会有游行和烟
火

SAMPLE SCHEDULE 课程安排



在国际暑期课程期间，学生将住在联排别墅内。 联排别墅是SFU本科生的四
卧别墅，单人独立卧室，独立的卫生间和宽敞明亮的厨房和客厅。

• 在校住宿生396人

• 别墅为3层建筑

• 独立卧室（一人一间）

• 宽敞客厅和厨房

• 免费的无线网络

住宿环境

• 床单，枕套

• 变压器或者转插板

• 洗簌用品

• 水杯，雨伞和外套

• 电脑和相机

• 随身的感冒药，过敏药等

• 温哥华华人非常多，购买用品的费用和国内

相差不大，所以如果不想携带太多东西，可

以等抵达后购买，也非常方便

打包提醒

HOUSING



APPLICATION

申请要求

申请人需要:
• 是本科生或研究生
• 目前正在注册并获得官方认可的大学/

学院的推荐
• 自己购买医疗保险
• 某些国民将被要求获得进入加拿大的签

证。 请于官网查看更多信息

申请流程

1. Visit https://bit.ly/2BnGOVD for your application and English Language 
Skills Self Assessment 

2. Complete the application form, English Language Skills Self Assessment 
and submit along with a photo to bsb_isp@sfu.ca 

3. Receive confirmation of application and admission to the program, along 
with a link to register and pay a non- refundable $750 deposit

项目费用

2019年的项目费用为5,250加元（合人
民币约25000元）。课程费用包括：
• 学费和课程材料
• 接送机
• 住所费用
• 当地公交月卡
• 当地游览
• 研讨会和行业访问
• 安排活动的交通安排
• 迎新活动和告别活动
• 项目证书

截止日期: 2019年05月1日

校内流程

• 至国际交流中心网站下载《对外经济贸易
大学学生出境申请表》和《项目报名表》，
填写完整并交学院签字盖章，交至国际交
流中心（国际教育大厦201）。

• 联系人：胡老师  64492121



CONTACT

FOR MORE INFORMATION 如有疑问请联络：

ALANA MCGILLIVRAY

Senior Manager, International Programs
alana_mcgillivray@sfu.ca

MIRRANDA CROSS

Manager, International Programs
intlcoord_bsb@sfu.ca

Follow us at 
Beedie Abroad

For more information: 
https://bit.ly/2BnGOV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