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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培训课程计划 

一、 行程安排 

序

号 

日期 星期 日程安排 

01

天 

6/23 日 上海－维也纳机场 6 月 23 日  LH 729  浦东（T2）13：15 —— 法兰克福 18：55 

               LH 6338 法兰克福 20：10 —— 维也纳 21：35 

02 6/24 一 

 

授课第一天 

10：00 主题：介绍维也纳应用艺术大学现状和历史，参观应用艺术大学的藏品 

14:00-主题：艺术与社会，提供全新的社会设计学院教学方向及理念 

03 6/25 二 授课第二天：主题：专业学院的学科结构和发展 

-维也纳应用艺术大学校长 Dr,Gerlad Bast 致欢迎词, 

 14:00 介绍美学，艺术教育及艺术信息，参观艺术大学年展 

04 6/26 三 授课第三天：主题：艺术与社会第 2 部分：美学，介绍绘画和版画专业信息及基本课程跨

媒体构架与思路 

05 6/27 四 授课第四天：10：00 主题：时装专业教学模式和目的 

14：00 主题：介绍建筑硕士专业的各种课程模式和实践 

06 6/28 五 授课第五天：主题：参加艺术大学授学位仪式并参观应用艺术博物馆 

07 6/29 六 第五天维也纳~布达佩斯~维也纳 550Km 

7:30 出发，全天参观：布达佩斯 
   

08 6/30 日 5 维也纳家具历史博物馆  

09 7/1 一 访问奥地利联邦教育艺术文化部讲座主题：政府与文化艺术关系；文化项目的投入和服务； 

艺术品收集管理与使用 

10 7/2 二 节能与环保设计，考察设计公司或工作室、 

讲解环保设计理念：设计师实践/实习机构选择、和效果 

访问时装设计工作室 

 

11 7/3 三  9：30 出发，全天参观：维也纳品牌村 

12 7/4 四 8：00 出发，奥地利林茨著名多媒体艺术博物馆地点： 

下午，奥地利 salzkammergut 湖区，圣.沃夫冈湖及古镇、月亮湖等。 

13 7/5 五 9：00 出发，萨尔茨堡市容，现代艺术博物馆  

14 7/6 六 7：30 出发，参观：阿尔卑斯山自然博物馆  

               

15 

 

 

7/7 

 

7/8 

日 

 

一 

8：30 出发，慕尼黑：市容，宝马汽车博物馆 

 

18 点送慕尼黑机场-上海 



 

 

 

 

 

7 月 8 日   LH 726 弗朗茨约瑟施特劳斯机场 21：55 —— 浦东（T2）14：45 +1 

 

 

 

 

 

 

 

 

 

 

 

第二部分：个人学习设计 
根据学院整个团队的培训方案，结合自身的教学科研工作需要，特拟定个人学习计划如下： 

1. 在了解奥地利教育体系，探索奥地利艺术教育和产业的基础上了解奥地利课程体系结构情况。 

 

2. 学习不同的教学技法，探索一体化课程设计、校企合作、以及教师在职继续教育等方面的核心内容。 

 

3. 从各个方面了解奥地利历史文化以便更好理解他们的教育教学理念以及方法 

 

4. 具体了解一些课程方向的开展情况如课程规划与进度、评价标准、参与项目等，重点关注启发教育

在教育教学中的主导作用。 

 

 



 

 

 

 

 

 

 

第三部分：学习日志 

 

6 月 23 日，周日 

 

 

上海－维也纳机场 6 月 23 日  LH 729  浦东（T2）13：15 —— 法兰克福 18：55 

                                    LH 6338 法兰克福 20：10 —— 维也纳 21：35 

         



 

 

6 月 24 日，周一 

学习的第一天，我们来到维也纳应用艺术大学，非常具有传统味道的一所大学，坐落在维也纳市区。首

先是维也纳应用艺术大学的老师介绍奥地利大学教育的一些普遍情况。1961 年，文化部改革，2002 年每

个大学完全独立决定自己的课程计划和内容。但文化部可以参与课程的制定。每三年，文化部会和大学就

大学的课程和专业设置进行讨论，由大学出具报告，上报国家文化部。奥地利文化部与大学基本上处于平

等的地位。但是因为大学要文化部门的经费，所以计划报告要报给国家。课程如何设置，则由教授、艺术

家一起讨论，并且有学生的参与。 

此校 2007 年成立委员会，委员会讨论课程内容。其成员组成 1/3 教授；1/3 其他人员，例如社会上的

艺术家；1/3 学生。学生则由学生会中产生。委员会需要的时候会请这些学生帮忙。他们一共有 12 个课程

委员会（主要根据专业分的）；评估结果会到达任课教师处，而不是到上层去。其目的是为了让教师自己发

现自己的缺陷。当然，学生和校长也会知道。这种教师评价的目的是改进。 

另外给我们逐一介绍了此校的专业。其中的 creative writing 和 social design 都很新。还讲到了

architecture，现在是硕士学位，三年。以前则是长期的，8 年，是从基础开始学的。两年前，大学决定

改变，变成硕士课程。还有一个专业：conservation and restoration 保护、保存、修复。特别强调这个

专业的知识和技能实际上 10 个学期，5 年是学不完的。 

 

6 月 25 日，周二 

    学习的第二天，地点在维也纳应用艺术大学，主题是专业学院的学科结构和发展。首先给我们做

介绍的是主管科研、教学质量发展的一位女士 Barbara Putz-Pleko，也是此校的一位副校长。Barbara 

Putz-Pleko 女士向学习团做了题为《维也纳应用艺术大学科研与教学——以美术系为例》的讲座，并随即

带领学习团参观考察了该校美术系一年级工作室。Barbara Putz-Pleko 女士原为该校学生，毕业后留校任

教，现为该校副校长、两个系的主任，主持项目《美术与对话》。Putz-Pleko 女士还谈到项目工作制，她



 

指出要按照学生来适时改变教学计划。她谈到了项目工作制。也谈到了会按照学生要求变更教学计划。接

着副校长带我们参观她和学生的画室和工作室，看到了很多油画以及版画， 

下午，在维也纳应用艺术大学二楼会议室，维也纳应用艺术大学社会设计学院教授 Anton Falkeis 先

生向学习团做了题为《艺术与社会：全新的社会设计学院教学方向及理念》的讲座。这位教授曾在南大做

了一年客座教授。他主要和我们谈了 social design。谈到这个专业的时候，他说英国有城市学，但是这个

social design 的设立在此校，在全世界是首创。这个专业不关注技术，而关注功能。例如道路的运输功能。

任何专业的学生都可以学习 social design 专业。教学方式是分成小组上课解决问题。而有很多人报名想

学这个专业。他们在很多人中选择了少量的人。 

 

 

6 月 26 日，周三 

学习的第三天，主题：艺术与社会第 2 部分-美学，主讲老师是此校美学部主任，6 月 26 日 9:00-10:20，

在维也纳应用艺术大学二楼会议室，维也纳应用艺术大学美学部主任 Boris Roland Manner 先生向学习团

做了题为《美学的理论与实践》的讲座。Boris Roland Manner 先生曾教过哲学。他引用胡塞尔的话指出，



 

理论与实践之间有鸿沟，但却强调要反其道而行之。参观了学生的毕业作品，并逐项听取了创作者的对作

品的讲解和汇报。维也纳应用艺术大学的学生注重观念的表达，强调思辨，他们的美术作品通常须经解释

才能为观众理解，具有将视觉对象与听觉对象混同的倾向，这或许是德语民族的共同特点。 

 

 

 

 

 

 

 

 

 

 

 

 

 

 

 

6 月 27 日，周四 



 

学习的第四天，维也纳应用艺术大学相关负责人带领学习团参观了该校校舍，包括教学楼、行政楼、

图书馆等地；专门参观了当年 Oskar Kokoschka 学习过的画室。学校建筑流行玻璃地面，质量考究。该

校图书馆建于 1493 年，现有藏书 80000 多册，并有 200 多种艺术杂志，是奥地利艺术学和建筑学最古老

的图书馆之一。参观考察了维也纳应用艺术大学作品收藏馆，听取了该馆馆长的介绍。该馆中最引人注目

的是 Oskar Kokoschka（1886-1980）的石版画。并参观了维也纳应用艺术大学建筑系工作室，参观毕业

生的作品，听取了作者对作品的讲解。毕业生 Bence Pap 使用 PPT 向学习团讲解了有关“未来建筑”的

理论与实践， 

 

 

 

 

6 月 28 日，周五 

学习团亲临维也纳应用艺术大学毕业典礼现场，并参观了典礼厅的收藏馆，藏品以哈布斯堡王朝时期

的家具居多，还有 19 世纪，奥匈帝国收藏的中国工艺品。 

晚上学习团与奥地利联邦教育艺术文化部新老负责人在维也纳最好的中餐厅会晤，共进晚餐并交流。



 

孙丽华书记代表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向奥方人员赠送了礼品。学习团与奥方人员进行了亲切交流。 

 

6 月 29 日，周六 

6 月 29 日全天，学习团在赴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进行文化之旅。匈牙利的首都布达佩斯距离维也纳大约

276 公里，需要 3 个多小时的行驶。由布达和佩斯两部分组成。 

 

 

在维也纳与布达佩斯间的路上，可见到漂亮的中欧田野。最引人注目的是成百上千的风力发电机。据说其

制造成本很高。一座风力发电机终身所发的电的售价，不及其成本。匈牙利政治上自由民主，多党执政。

匈牙利没有高山，地势较为平坦，一直向东开 5 个小时则到达乌克兰。土特产是辣椒、大蒜、牛皮、羊皮、

葡萄酒。另外，有一种红酒叫做“公牛血”，发音为“都可以”，是一种佐餐酒，甜，颜色鲜红。鹰是匈牙

利的守护神。 



 

匈牙利在二战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二战后，匈牙利加入了斯大林的社会主义阵营。上个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东欧剧变，官员腐败。政治集权。社会主义阵营解体。1956 年的匈牙利事件，匈牙利人民感

觉到独裁事件，产业工人武装抗争。政府对当时的首领纳吉下手。纳吉躲入南斯拉夫大使馆。二战的时候，

苏军一直打到了维也纳，很多国家都有苏军纪念堂，例如维也纳就有。但是东欧的一些小国家很反感俄罗

斯人，于是出现了毁掉苏军纪念堂的情况。 



 

 

6 月 30 日，周日 

6 月 30 日上午学习团大部分成员参观考察了著名的美泉宫（Schloss Schönbrunn / Schönbrunn 

Palace）。该宫别名夏宫。相传，1612 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Matthias（1557-1619）狩猎至此，发现了一

个泉眼，遂饮用；人们传言喝这里水，人会长得漂亮，“美泉宫”由此而得名。1696 年，神圣罗马帝国皇

帝 Leopold I（1640-1705）让当时著名建筑师费舍·冯·埃尔拉赫（Johann Bernhard Fischer von Erlach，

1656-1723）在这里设计一座皇家游乐宫，其规划的豪华程度甚至超过法国的凡尔赛宫，只是由于财力有

限，当时未能实现。直到 1730 年，宫殿才建成，规模小于凡尔赛宫，但也拥有 1441 个房间和约两平方公

里的花园。1743-1744 年，女皇玛丽亚·特雷西娅令的宫廷帕佳西（Nikolaus Pacassi, 1716–1790）以

巴洛克和洛可可的艺术风格将其扩建，称为“夏宫”，总面积达 2.6 万平方米。下午，学习团全体成员按照

此次学习计划，参观考察了著名的维也纳皇家家具博物馆（Hofimobiliendepot）。该博物馆位于维也纳商

业街玛丽亚大街附近，其前身是一座存放皇室贵族家具的仓库，如今是一座集收藏、修复、研究、展示和

租借功能于一身的古典家具博物馆。据讲解员（已在此工作了 15 年）介绍，奥地利皇宫里放不下的历朝家

具大凡存放于此，古典家具藏品约 165000 多件 

7 月 1 日，周一 

上午学习团在奥地利联邦教育艺术文化部与该部的负责人进行了座谈。双方就政府与文化艺术关系、

文化项目的投入和服务、艺术品收集管理与使用等方面的内容交换了意见，奥方同时对我院与奥地利文化

部的合作项目给予高度评价。。奥地利有 800 万人口，3500 个画家。奥地利对艺术的资助，国家与州结合

起来。实行项目制。资金使用受媒体监视。有法律支持。每个专业都有自己的委员会，能否得到资金要经

过此委员会的讨论。7 月 1 日下午，维也纳学习团部分成员参观考察了位于维也纳东南郊的中央公墓

（Wiener Zentralfriedhof）。该公墓占地约 240 公顷，现有墓穴 33 万余座，它是维也纳最大、也是欧洲

第二大公墓，因安葬有莫扎特、海顿、贝多芬、舒伯特和施特劳斯父子（小约翰·施特劳斯、老约翰·施

特劳斯、约瑟夫·施特劳斯）等 20 多位西方音乐大师而闻名。公墓始建于 19 世纪初神圣罗马帝国末代皇

帝弗朗茨二世（Francis II，1768-1835）在位时期，最初只有王公贵族才能葬于此地。二战以后，维也纳

市政府在公墓开辟荣誉墓区，凡对国家做出重要贡献而被市政府授予荣誉公民的人死后均可免费获葬于此。

我们发现：每一座墓穴都不一样，墓主职业、文化背景、社会地位各异。著名音乐家的墓穴并不十分起眼，

我们花了很大功夫才找到它们。 

 

7 月 2 日，周二 

主要参观的工作室 

1、EOOS 设计工作室 

EOOS 设计工作室位于 Zelinkagasse，为产品设计工作室，成立于 1995 年。曾与比尔·盖茨（Bill Gates）

有过合作，并曾在非洲无水地区设计马桶。2008 年金融危机以后，该工作室找到了新的方向，提倡可持续

发展的设计理念。工作室的首席设计师向学习团用 PPT 和实物介绍了他们入下几项经典设计。如酒杯设计，

奥地利人有喝葡萄酒的习惯。但对酒杯有严格要求。酒流入舌头的角度不同，味道就不同。白葡萄酒适合

用杯子沿向外撇的酒杯来喝。红葡萄酒适合用杯子沿向里扣的酒杯来喝。而且白葡萄酒要用小杯子来喝，

红葡萄酒要用大杯子来喝。红葡萄酒越老越贵，酒杯也就越大。有一家著名的酒厂，甚至要每生产一种葡



 

萄酒就生产一种酒杯，这很不现实，也很浪费。于是，他们设计出一种酒杯，一边是弯曲的，用来喝白葡

萄酒，一边是正常的，用来喝红葡萄酒。这样，同样的原料，但在市场的价格却是原来的两倍。 

2、Walking Chair 设计工作室 

Walking Chair 设计工作室为产品设计工作室，有两位主创人员，他们喜欢音乐，擅长利用废旧物品

来进行设计。设计工作室中，有一个会走动的机器人椅子，不让人坐，Walking Chair 之名就来源于此。

该工作室常用胶囊板、旧桌椅子等，对其进行改造后，设计出各种产品，包括造型独特的灯具等。 

3、STEINWIDDER 设计工作室 

STEINWIDDER 为服装设计工作室，擅长用废旧材料来制作服饰。主创人员现场向学习团介绍了他们的

几项经典设计：用旧袜子做成的衣服；用方形碎布条做成的裤子；用降落伞布做成的衣服；用自行车内胎

做成的手提包；木制鞋子。从中体现出明显的环保理念。 

4、Art Point 设计工作室 

Art Point 设计为服装设计工作室，其作品风格简洁明快。主创人员引导学习团参观了他们的工作室，

并通过试穿现场介绍了他们的产品。其设计有两个独特的亮点：拉链的巧妙使用（使衣服部件巧妙组合）；

独特的领子设计。 

 

7 月 4 日，周四 

离开维也纳。一直向西前往林茨。我们在林茨做 2 到 3 小时的停留。上午参观当地著名的多媒体技术博物

馆，林茨是奥地利上奥地利州的首府，希特勒的老家，与成都是友好城市，它是奥地利重要的工业城市，

奥钢联的所在地。林茨电子艺术中心始于 1979 年，当时是作为奥地利电子艺术的一项实验项目现定期举

办 电 子艺 术节 和 电子 艺术 大奖 赛 。学 习团 于 7 月 4 日晚 抵 达奥 地利 萨 尔斯 堡州 首府 萨 尔斯 堡 。

 

7 月 5 日，周五 



 

7 月 5 日对萨尔斯堡进行了文化考察。萨尔斯堡现为奥地利第四大城市，人口不及 15 万。它又被称为

莫扎特的城市，因为它是莫扎特出生和成长的地方 1672 年，年仅 6 岁时的莫扎特就进入哈布斯堡宫廷为

女皇玛丽亚·特雷西娅演奏，回到萨尔斯堡后，莫扎特跟随他的父亲学习并且在各地演出，向人们展示他

超凡的音乐才华。 

7 月 5 日上午 9:00-10:00，学习团对萨尔斯堡现代艺术馆进行了参观考察。萨尔茨堡现代艺术馆（MdM）

分为两个部分，一是位于老城中心的 MDM Rupertinum，二是位于老城僧侣山的 MDM Mönchsberg。

学习团此次考察的是 MDM Mönchsberg，在那里可俯瞰整个城市。整个艺术馆建筑的外墙采用僧侣山中

的大理石建造，内有 2300 多平米的展览空间，展示着 20 世纪和当代各类现代艺术作品。此次最引起我们

注意的是画家 Alex Katz 的作品，艺术馆内有专门媒体设备展示其作画的过程。米拉贝尔宫（Schloss 

Mirabell / Mirabell Palace）。该宫殿修建于 1606 年，建筑为巴洛克风格，有开阔壮观的的花园，向南偏

东方向，可观望远处萨尔察赫河对岸的萨尔斯堡城堡；电影《音乐之声》的一些场景就于此拍摄。米拉贝

尔宫主殿（已经成为萨尔茨堡的市政厅）内有一段楼梯，被誉为“欧洲最美的楼梯”。 

7 月 6 日，周六 

7 月 6 日上午，学习团在米特西尔停留，参观了当地的高地陶恩国家公园度假区体验馆，对阿尔卑斯

山有了初步了解。高地陶恩国家公园为阿尔卑斯东段的一部分，其内有奥地利最高峰大格洛克纳山（海拔

3,798 米），海拔超过 3000 米的山峰有 266 座，该地矿藏丰富（尤其是水晶矿）。学习团成员在 360 度电

子全景区对阿尔卑斯山做了体验，并观看了介绍该地地质情况的 3D 电影。下午，学习团下榻罗森河谷

（Rosental Venedigersiedlung）西北坡的 Alpengasthof  ene  gerho  乡间小宾馆。 

7 月 7 日，周日 

7 月 7 日上午，学习团启程赴慕尼黑，途经克里姆尔瀑布，该瀑布最高处距离海平面 1470 米，分上、中、

下三段，中上段落差 140 米，中段落差 100 米，下段落差 140 米，为奥地利阿尔卑斯山中落差最大的瀑布。 



 

 

7 月 8 日，周五 

7 月 8 日上午，学习团在德国巴伐利亚州首府慕尼黑进行了短暂的参观和考察。纽芬堡王宫位于慕尼黑西

郊，现为德国境内最大的巴洛克风格的皇宫，它是选帝侯斐迪南·玛里亚（Ferdinand Maria, 1636-1679）

及其妻子在 1664 年邀请一批意大利建筑师设计建造的，以庆祝王室继承人子爵马克西米里安二世

（Maximilian II Emanuel, 1662-1726）的出生，建成于 1675 年，后成为巴伐利亚王公的夏宫。经过巴伐

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一世（Ludwig I，1786-1868）和二世（Ludwig II 1845-1886）的几次增建，形成了现

在的规模。路德维希二世被称为“童话国王”，热衷于建筑和艺术，并暗恋茜茜公主；最后他在斯泰贝克湖

投水自尽，留下千古谜团。这里的建筑与美泉宫有相似之处下午搭乘 LH 726 弗朗茨约瑟施特劳斯机场 21：

55 —— 浦东（T2）14：45 +1，顺利且圆满归国。 

 

 

 

 

 

 

 

 

 

 

 

 

 

 

 

 

 

 

 

 

 

 

 

 

 

 



 

 

 

 

 

 

 

 

 

 

 

 

 

 

 

第四部分 学习总结 

 

    

    十几天的交流学习时间过的很快，但此次出行对于我们来说意义非凡，我们在了解奥地利的人文历史

之余，更好的了解到了维也纳运用艺术大学他们的各种先进的教育教学理念，本着“以人为本”，一切为“人”

服务的教学理念。艺术作品本身不是一件直观的东西给别人去看，而是作品本身的一种想法与内容，而我

们现在大部分追求的是一种绝对的、均衡的美。当然这与中西不同的文化背景有着必然的联系，但我们是

否可以在教育教学中可以引进一些具有创新意义、打破陈旧教学模式的教育教学方法呢？我觉得很重要的

一点就是首先要引导学生去思考问题，各种问题，学会了思考才会去看问题，学会了看问题才有这个可能

动手去做东西。才能使我们的作品不是仅仅停留在表象。当然这个问题我觉得首先应该是从我们自己下手，

并研究如何运用到我们的实践课程中去，这是一个看似简单却又很复杂的事情，需要我们加倍的努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