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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被“完全大学指南2018”和 
“英国卫报大学指南2018”评为年度 
排名最高的艺术类专业大学。

 

我校被“完全大学指南2018”和 
“英国卫报大学指南2018”评为年 
度排名最高的艺术类专业大学。

在“星期日时报”评比的71所 
现代化大学中名列第6位

全英大学教学质量评比名列第14位。
（星期日时报大学指南）

专业研究质量国际认可率达93% 
(REF2014)

被英国卫报评为顶尖30所大学之一 
（卫报大学排名2018）

160年的历史94.5%的毕业生在毕业后6个月内 
就业或选择继续深造。

四个奥斯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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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支持你的学习，让你为在创意产业中拥有一份成功
的事业，而做好充分的准备。

要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我们的硕士网页：

uca.ac.uk/postgraduate

*资料来源: hesa.ac.uk

硕士课程在英国越来越受欢迎，2015/16年度有超过
318,000人选择硕士课程。 硕士证书有助于你在就
业市场中与其他竞争者竞争时区分开来。 实际上，英
国就业和技能委员会预测，到2022年，大约七分之一
工作需要研究生。

在UCA，我们自豪于我们所提供给学生丰富的，以实
践为基础的硕士课程，以及拥有世界知名教师团队的
专业教学，高质量的设施和良好的职业咨询。我们的
课程以精于发展专业技能而在创意行业当中受到国
际认可。 本校课程使你能够在你所选择的领域中构
建专业知识和技术。

我们的学生在获得从本科学习到硕士课程的自然而
无缝衔接的同时，我们还为想要在创意产业中取得成
就的人们提供丰富的改变职业方向的可能性。

我们每个校园都有着尖端的与富有创意性的环境，这
里充满了独特的协作创造力。 最新的设备和资源能

欢迎来到U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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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ha Seth
–
文科硕士 玻璃专业
UCA 法纳姆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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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列表
Canterbury      
Epsom                
Farnham                
Rochester         
Distance learning  

文科硕士：平面设计专业 MA Graphic Design    

文科硕士：插画专业 MA Illustration    

文科硕士：室内设计专业 MA Interior Design    

文科硕士：首饰专业 MA Jewellery    

文科硕士：金属制品专业 MA Metalwork    

文科硕士：摄影专业 MA Photography    

文科硕士：产品设计专业 MA Product Design    

文科硕士：时装与室内印染的纺织品专业 MA Printed Textiles for Fashion & Interiors    

文科硕士： 纺织品专业 MA Textiles    

文科硕士：城市设计专业 MA Urban Design    

文科硕士：视觉传达专业 MA Visual Communication    

建筑硕士：建筑师注册管理局/英国皇家建筑师学会2级资格  
Master of Architecture (ARB/RIBA Part 2)    

工商管理硕士:时装商务专业 MBA Fashion Business    

艺术硕士：摄影专业 MFA Photography    Z

哲学硕士/博士 MPhil/PhD Programme    

研究硕士:手工艺专业 MRes Crafts    Z

工商管理硕士:时装商务与管理专业 MBA Fashion Business & Management    

研究生文凭：艺术与设计 Graduate Diploma: Art & Design    

文科硕士：动画专业 MA Animation    

文科硕士：建筑专业 MA Architecture    

文科硕士：陶瓷专业 MA Ceramics    

文科硕士：当代首饰专业 MA Contemporary Jewellery    

文科硕士：策展实务专业 MA Curatorial Practice    

文科硕士：设计、创新与品牌管理专业 
MA Design, Innovation & Brand Management    

文科硕士：纪录片实务专业 MA Documentary Practices    

文科硕士：时装商务与管理专业 MA Fashion Business & Management    

文科硕士：时装营销与传播专业 MA Fashion Marketing & Communication    

文科硕士：时装摄影专业 MA Fashion Photography    

文科硕士：纯艺专业 MA Fine Art    

文科硕士：纯艺专业 MA Fine Art    

文科硕士：纯艺专业 MA Fine Art    

文科硕士：电影制作专业 MA Filmmaking    

文科硕士：玻璃专业 MA Glass    

坎特伯雷校区
埃普索姆校区
法纳姆校区

罗彻斯特校区
远程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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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essor Bashir Makhoul  
柏谢尔-玛库 教授
UCA英国创意艺术大学 校长

研究生们来到UCA是因为他们觉得有必要进一步提
高他们的专业水平。 对其中的一些学生来说，这是追
求研究和发现新事物最好的选择；对于另外一些学生
来说，则是寻求职业上的改变以及找到新的专业方向。 
他们都把研究生学习作为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

大学设有多种不同的创意课程及专业，并有机会与
许多其它创意学科的学生们一起学习，所以在UCA
是一个专业学科非常丰富，学术研究专注和安排紧凑
的学习体验。 这里的其他同学们拥有和你相同的追

求， 这种共同学习的氛围，使研究生的学习呈现出非
同一般的水准。

在这种学术研究氛围浓厚的环境当中学习，你会感觉
到你能够了解和学到专业领域中最新最好的专业知
识，这会使你获得很大的收获。

我们有着非常优秀的教师团队，他们从事着各自的
专业研究和实践，而我们认为正是这一点使UCA非
常特别。

你为什么需要 
研究生学位？

 进一步发展你的事业
 硕士学位可以让你更容易获得更高薪的工作， 
 研究表明拥有硕士学位可以让你比拥有本科  
 学位的同行获得多达30%的薪酬。 

 专长培养
 如果你已经是一个创意行业的专业人士， 
 硕士学位将为你提供更新和改进某些技  
 能的机会，以及开发新的或实验性的想法。
 

 改变专业方向
 研究生专业课程可以作为不同职业转  
 换的资质。 这个课程将为你配备全新的 
 系列技能。

 追求你的激情
 如果你享受你的本科学习并希望在这一 
 学科继续进行的一年硕士教育甚至留 
 下来完成博士或研究学位，这将是一个  
 值得选择和可以实现的途径。
 

 获得资格证书
 成为注册建筑师需要七年时间。在此期间， 
 你需要很好的结合这一领域的学习和经 
 验。 我们的建筑学院在UCA Canterbury 
 坎特伯雷校区提供的建筑本科（荣誉）和  
 建筑硕士课程能够满足你的求学需求。   
 这些课程都受到建筑师注册局和皇家  
 英国建筑师学会(ARB / RIBA)的无条 
 件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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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校园及社区 英格兰东南部

坎特伯雷校区 
UCA Canterbury
New Dover Road
Canterbury
Kent
CT1 3AN
+44 (0) 1227 817302

埃普索姆校区 
UCA Epsom
Ashley Road
Epsom
Surrey
KT18 5BE
+44 (0) 1372 728811

法纳姆校区 
UCA Farnham
Falkner Road
Farnham
Surrey
GU9 7DS
+44 (0) 1252 722441

罗彻斯特校区 
UCA Rochester
Fort Pitt
Rochester
Kent
ME1 1DZ
+44 (0) 1634 888702

 * 英国皇家刺绣学院 
Royal School of 
Needlework, Hampton 
Court Palace

UCA 法纳姆校区

UCA 埃普索姆校区

RSN*

梅德斯通工作室 
Maidstone Studios

UCA 坎特伯雷校区

UCA 罗彻斯特校区

英吉利海峡隧道

伦敦

斯坦斯特德机场鲁顿机场

希思罗机场

盖特威克机场

访问我们的四个校区，你会发现这是一个蓬勃发展
相互协作的创意中心，每个校区都是适合生活，学习
和享受的地方。

我们的校园社区是UCA的命脉。 每一个都拥有独特
的创意课程专业，一步步的走过，你会发现一系列令
人印象深刻、高规格的设备和资源。

无论你选择哪所校区学习，你都将被志同道合的人和
那些与你同样有才华和经验的同学，以及富有激情和
天赋的专业老师所包围。

我们会鼓励你与来自我们各个专业的学生组合进行
合作，因此你会学到比你预期更多的东西。

快到我们这里来，看看你的创意旅程会把你带到哪里。 
请翻页了解各个校区的详细信息，或参加我们的大学
开放日，游览我们的校园，详情请参见：
 
uca.ac.uk/opend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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坎特伯雷  
Canterbury

作为世界闻名的国际城市，坎特伯雷的古代建筑与 
当代创意的独特组合一直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学
生。 坎特伯雷被誉为欧洲文化和区域门户的首府。

坎特伯雷拥有众多的悠闲聚会场所、现场音乐和喜剧
场所、节日活动和热门酒吧，为你提供各种不同口味
的夜晚。 如果你想要游览更远的地方，这里的交通便
利，你可以轻松的地前往伦敦，以及阿什福德，梅德斯
通和罗切斯特等城镇。

坎特伯雷的两个剧院提供精彩丰富的节目，包括歌
剧、音乐剧、戏剧、舞蹈、音乐和独立喜剧。 不容错过
的是，坎特伯雷艺术节将于每年10月举行，这是知名
的国际艺术表演盛会。

我们的许多毕业生发现坎特伯雷可以比其他城市为
他们在艺术领域的事业提供更多的帮助。

我们在坎特伯雷和肯特东部地区充满活力的国际艺
术场所建立了强大的关系网络，该地区特有的节日、
政府专项基金、有偿学徒、工作空间和实习为艺术和
设计专业的学生以及毕业生提供了多种机会。

我们与Turner Contemporary特纳当代美术馆和 
Whitstable惠特斯通以及Folkstone Bi & Triennials
关系紧密。 坎特伯雷甚至拥有自己的艺术和创意发
展团队，为艺术从业者、团体、企业和公众提供咨询
和信息。

我们的坎特伯雷校区距离市中心仅有几步之遥，校园
内设有一系列专业创作工作室、研讨会和演讲厅，还
设有咖啡厅，最新装修的酒吧以及一系列艺术设施，
包括专业图书馆、艺术品商店和赫伯特阅读馆，为你
营造了一个轻松并富有创意的校园环境。 

住宿
–
UCA Canterbury有两个学生宿舍，分别位于校园
内的Ian Drury House和距离校园步行约30分钟的
Hotham Court。 具体请查看第65页，了解更多有关 
Canterbury住宿方面的信息，或访问大学住宿网页

uca.ac.uk/accommodation

访问我们: 

UCA Canterbury
New Dover Road
Canterbury
Kent CT1 3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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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普索姆  
Epsom

Epsom经常被评为全英最适合居住的集市小镇之一，
是一个友好、和谐的社区。 它是一个位于Surrey Hills
边缘， 富有活力并极富历史感的集市小镇， 这里作
为创意中心是培养学生成为创意人才的完美场所。 
Epsom距离伦敦市中心只有一箭之遥， 这里拥有60
多间餐厅和酒吧供你选择，Epsom拥有丰富多彩的生
活可以满足我们的学生。

除了可以直接访问伦敦南岸的滑铁卢外， Epsom还
拥有一个非常有活力的艺术区，由萨里艺术，萨里当
代艺术和萨里艺术家们推动和组织的展览及活动。 
该镇拥有强大的艺术实力，努力促进新的人才。  
在整个城镇的许多地方都可以看到学生们的艺术作
品。

如果你正在寻找创作灵感，可以前往附近的Epsom 
Playhouse，你会在那里找到如现场戏剧、歌剧、喜
剧和舞蹈表演的时间表。 另一个当地最喜欢的是迈
尔斯工作室、爵士乐晚会、专业制作表演和各种社区
活动。

蓬勃发展的商业街可以找到欧洲大陆风情的感觉。 
你可以坐在街边咖啡厅观看世界，欣赏大品牌和独
立商店的各种体验。 这里还有一个多功能电影院、各
色酒吧和夜总会供你选择。 当然，不要忘记Epsom 
Downs赛马场，这是世界着名的德比之家。

UCA Epsom校区是具有创意魅力的营地，是英国第
一所提供时装商务专业工商管理硕士MBA的大学。 
校区拥有多个技术设施，你将有机会感受真正丰富
的学习体验。

我们的校园距离火车站仅10分钟的步行路程， 并且
也可以乘火车在半小时内到达伦敦中心。 如果你希
望欣赏不同的风景，也可以去游览附近如吉尔福德
Guildford，泰晤士河Kingston-upon-Thames，萨顿
Sutton和温布尔登Wimbledon以及Chessington冒
险世界，Thorpe Park RHS Wisley和Hampton Court 
Palace等。

Epsom位于希思罗机场和盖特威克机场之间，交通
便利。 作为国际枢纽的常客，该地区是一个理想的
选择。

住宿
–
有四个住宅区： Worple Road、East Street、 
Wilberforce Court和Ashley Road。 请查看第65页
了解更多有关Epsom住宿方面的信息，或访问大学
住宿网页
 
uca.ac.uk/accommodation

访问我们: 

UCA Epsom
Ashley Road
Epsom
Surrey KT18 5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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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纳姆 
Farnham

位于萨里郡的法纳姆是一个充满活力、风景如画的
小镇。 这里拥有令人惊叹的乔治亚时期的建筑，独
立的酒吧，餐馆和独特的商店。 法纳姆周围环绕着优
美的自然风景，与创意产业有着长期的合作关系，拥
有多个独立的精品店以及多个美术馆和当代艺术与
工艺美术馆。

Farnham Maltings是一个以娱乐、音乐、喜剧之夜、
电影放映、研讨会、课程、节日和展览等活动而闻名的
文化中心。 啤酒业深入人心，难怪在法纳姆及其周边
地区有40多家酒吧可供选择。 这里的很多酒吧离校
区仅步行的距离。 你可以从十六世纪的小酒馆开始
选择当地的手工啤酒和开放式的火炉，传统的酒吧提
供定期的现场音乐表演和开放的麦克风之夜，或者提
供常驻DJ和鸡尾酒的现代酒吧。 （不要忘了拿你的
NUS卡可以享受食物和饮料额外的折扣）

如果你希望换一个风景， 那就从法纳姆出发乘坐直
达伦敦的火车，在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里，你就可以
感受热闹的酒吧和俱乐部。

可以考证的法纳姆历史是那些十二世纪的城堡以及
那些令人惊叹的格鲁吉亚建筑是新旧最理想的平衡。  
坐落在萨里山景，成为很多著名电影的取景地，例如： 
哈利·波特，“天空之城”、“白雪公主”、“亨斯迈”、“雷
神：黑暗世界”和“变形金刚：最后的骑士”等。 法纳姆
是激发你创意创作的完美场所。

法纳姆的工艺文化是其特色之一。 由于其独特的艺
术设施，该镇拥有英格兰工艺之城的美誉。 在法纳姆
及其周边，你还可以发现不少当地的陶艺工作室、一
些独立的艺术画廊、雕塑公园、大学校园的工艺学习
中心以及很多当地特有的宝石。

UCA Farnham法纳姆校区共有超过2000名学生，是
UCA校区中最大的校园，具有令人感叹的强大的社
区感觉。

校园内设有James Hockey和Foyer画廊，为由艺术
家以及我们的艺术专业教师、学生和毕业生组织举
办各种展览。 许多国际知名的博物馆和工艺画廊、
研究中心也设在校园内，包括可持续设计中心和工
艺研究中心。

校园距离火车站仅有约10分钟的步行路程，UCA学生
经常会在短短的一个小时内到达伦敦市中心， 体验
所有首都所提供的服务。 毗邻Farnham的是热门的
Guildford大学城，其众多的餐馆、俱乐部和夜生活场
所距离Farnham只是很短的路程，乘坐汽车或火车都
很方便，是UCA学生的主要目的地。 那里还拥有该地
区最受欢迎的高街品牌和艺术场所。

而且，如果你喜欢开阔你的视野， 从这里出发可以轻
松的去游览巨石阵、切辛顿冒险世界、皇家阿斯科特、
乐高主题公园、朴次茅斯和南安普敦历史悠久的码头
以及欣赏南部海岸许多海滨城镇风光。

住宿
–
UCA Farnham法纳姆校区里设有两个宿舍园区，  
距离市中心只有几分钟的步行路程。 具体请查看第
65页了解更多信息或访问住宿页面
 
uca.ac.uk/accommodation

访问我们: 

UCA Farnham
Falkner Road
Farnham
Surrey GU9 7DS



20  21  

罗切斯特 
Rochester 

罗切斯特Rochester是一座具有现代风格且历史悠久
的大学城。 在白天，校园里的学生可以游览城镇丰富
的文化遗产和美丽的建筑，浏览精品商店及古老街
道、参观该镇著名的室内市场。

到了晚上，罗切斯特令人难忘的酒吧、俱乐部和餐馆
吸引着我们精力旺盛充满活力的学生。

罗切斯特和梅德韦地区具有独特的城市特征。 在你
的家门口会举办无数的活动，这里的地理位置非常适
合学生的生活方式。 很多文学爱好者都会被城镇的
遗产所吸引。 该地区对年轻时期的查尔斯·狄更斯
的作品有很大的影响，在很多作品中都有提及和描
述。 毫无疑问，你将会被从这里充满活力的艺术与音
乐场景中所散发出的能量和创造力所感染。 在当地
有一个繁忙的活动时间表，包括在壮观的诺曼城堡举
行的音乐会。

通过激动人心的活动和展览，培养着当地的创意型人
才， 居民和游客可以欣赏一系列鼓舞人心和具有创
新性的文化艺术体验。 梅德韦艺术发展团队策划举
办了一年一度的梅德韦艺术节，通过免费且精彩的艺
术活动改变着这里的街道和公共空间。

罗切斯特的交通非常便利，乘火车从罗彻斯特出发到
伦敦圣潘克拉斯和维多利亚火车站只需40分钟， 距
离Ebbs£eet国际火车站仅有20分钟的车程，方便的
使你在短短几个小时内就可以到达欧洲大陆。

校园距离市中心步行10分钟， 距离查塔姆火车站 
Chatham station 5分钟路程。 这里充满了艺术能
量， 并为学生提供一个鼓舞人心、赋予灵感的环境。 
你可以在这里完成你创意专业的研究生学位。 我们
专门建造的罗切斯特校区坐落在山丘上，尽享城市和
梅德韦河的美景。

很多著名的创作名人都来自英国梅德韦Medway地
区。 UCA罗切斯特的Zandra Rhodes美术馆提供并
关注当地艺术发展方向， 校园全年举办各种重要的
展览以及当代艺术与设计活动。

UCA罗切斯特校区位于一个繁忙的艺术产业中心， 
这里是生产和推广及零售当代设计，工艺和媒体的最
好选择， 学生还将受益于定期参观坎特伯雷市， 那
是另一座区域艺术和文化中心。

住宿
–
罗切斯特校区的Doust Way有我们的学生宿舍， 位
于美丽的River Medway河畔， 距离罗切斯特火车站
约有5分钟步行路程。 具体请查看第65页，了解更多
信息或访问住宿页面

uca.ac.uk/accommodation

访问我们: 

UCA Rochester
Fort Pitt
Rochester
Kent ME1 1DZ



22  23  

Saki Yokota
– 
文科硕士 产品设计专业
UCA法纳姆校区

Mizue Osanai
–
文科硕士 纺织品专业
UCA法纳姆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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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科硕士 (MA)
–
这是我们最常见的研究生学位课程，可在我们每个校
区的一系列科目中获得（参见第50页）。 本课程为全
日制，学制一年（从9月开始至第二年9月结束）。

工商管理硕士 (MBA)
–
我们UCA埃普索姆校区的时装商务专业为学生提供
此学位。 本课程为全日制，学制一年（从9月开始至第
二年9月结束）。 这种类型的学位专注于在专业创意
环境中发展你的战略，提高管理和沟通能力。

建筑硕士 (MArch)
– 
本校在UCA Canterbury坎特伯雷校区提供的建筑
学硕士学位， 可获得建筑师注册局和英国皇家建筑
师学会(ARB / RIBA)的注册建筑师二级资格。 本课
程为全日制，学制两年（每年从9月开始至第二年9月
结束）

艺术硕士 (MFA)
–
本课程为全日制，学制两年（每年从9月开始至第二年
5月结束）。 我们提供摄影艺术硕士专业，关注于专业
实践和发展。

研究硕士 (MRes)
–
UCA提供工艺品研究硕士，这是一个独特的定制课
程，针对那些希望研究自己所选择的材料以及其社会
和历史因素影响的学生。 本课程为全日制，为期一年 
（从9月开始至第二年9月结束）。

哲学硕士 (MPhil)
–
我们所有的校园都提供哲学硕士学位课程学习。 这
是向已取得硕士学位的学生们提供的研究型学位课
程。 你可以从各种专业创意领域中选择你的研究领
域。 本课程为全日制，学制两年（每年从9月开始至 
第二年9月结束）。

哲学博士 (PhD)
–
我们每个校区都提供哲学博士学位课程。 这是向已
取得硕士学位或哲学硕士学位的学生们提供的研究
型学位课程。 本课程为全日制，学制三年（每年从9月
开始至第二年9月结束）。

学位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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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画

我们拥有历史悠久的高水平专业动画教育，将为你提供强大的
跨学科学习方法。 我们提供多元化的环境使你掌握传统的2D
和3D静帧动画的制作以及相关理论，促进你的艺术实践和专业
发展。

我们的动画课程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并且拥有丰富的
文化融合，制作了不少本行业内最原创的作品。

“最初是两部电影-终结者2和侏罗纪公园中的视觉特
效， 启发我想要在动画行业工作的愿望。 看到一个
40英尺的CGI制作的霸王龙通过树林追逐4x4吉普车
是非常刺激的画面！

“创作动画电影和内容有很多步骤，特别是3D动画学科。 
我在业界的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了解和掌握了
基本的生产工作流程和相关技术。 我着重把这些知
识和经验传授给我的学生们。

“我认为对学生来说学习这个专业最重要的是具有
积极和开放的心态，这正是学习去如何发现和拥抱
艺术教育培养你所应有的态度。 在当前的艺术氛围
下， 作为一个UCA的学生是非常令人兴奋的事。 无
论是从了解周围的资源和学习各种技术，还是从传统
技艺的实践中尝试和建立新的创新技术，在这里都
是可能的。”

员工档案
–
Jon Hunt
CGI动画高级讲师
UCA 法纳姆校区 可选专业 

文科硕士 动画专业 - 法纳姆校区 
MA Animation – Farnham
本课程拥有悠久的历史，着重于培养具有创意性，极富创新
性和挑战精神的动画师，并且拥有令人骄傲的校友。 我们将
帮助你发展你的实践技能，同时培养多种高标准的重要技法。

uca.ac.uk/ma-animation

静帧动画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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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与 
室内设计

我们的建筑学院在2017年卫报大学建筑课程指南中排名前五。 
我们拥有60年的建筑专业认证资格，我们所有的课程均由有才
华的从业教师团队执教，他们都同时在一些业界最突出和最先
进的公司工作。

“我从小就对建筑非常感兴趣，特别是想去了解城市
的发展。 建筑一直在社会中发挥着一定的教育作用。 
我们所关心的事物在世界上可能存在相当长的时间，
因此我们有责任用作品去表达对这些事物的想法和
表现这种状况。 每当我面对建筑时，它是一个虚幻的
的场所，但又可以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这也在我的作
品当中被表现出来。 

“我很幸运地有机会在各种各样的环境中工作，从大型
基础设施项目到展览设计。 我把我在面对设计挑战
和相互合作必要性的亲身经验带入到了我的教学中。 
如果我们和其他人一起合作，我们只能实现我们的那
部分目标 - 这在MArch课程中是特别重要的，这些
课程是以讨论的方式进行的，鼓励学生在工作室内或
通常是与外部合作伙伴合作时进行表达和谈判。

“我自己的工作经历不可避免地反应在我教学的各个
层面。 我认为对于学生来说，重要的是了解指导他们
学习老师的优势和背景， 以及我和MArch团队的其
他成员的承诺， 即把我们的工作经验教给学生是非
常重要的。 毕竟他们相信我们在学习的重要关头会
给他们中肯的建议，这看起来好像只是我们在表达个
人立场，但对他们来说才是公平的、有益的。 

“我认为学生可以学到的最有价值的东西是如何做出
明智的选择 - 这也是MArch的核心。 的确，掌握识
别的能力是所有设计的本质。 建筑由复杂的交换网
络决定，结果往往是单个决策可能会很好的与某个具
有深远影响的项目相关联。 

“为了发现你作为设计师的声音，你需要进入一个可以
激励你以及设备齐全的地方，在这里你能高兴的工作，
重要的是可以拥有足够时间和支持以激发你的潜力。

“学院坐落于坎特伯雷市的中心，我们拥有优秀的教
师和学生比例，这个充满活力的校园拥有强大的社
区精神，我们在宽敞的工作室里进行教学，你们能真
正的感觉大家庭的温暖。 我们还提供优良的支持和
设施，包括我们专属的Trak实验室，你可以在那里接
触到VR和运动跟踪设备以及我们的Fab实验室。 这
里还配有激光切割机，CNC和3D打印机可供所有学
生使用。”

员工档案
–
John Bell
建筑硕士课程负责人
UCA 坎特伯雷校区

“我拥有建筑工程的背景， 技术性非常强。 在UCA
学习真的让我打破固有的思维方式，更加富于创
新。 MA城市设计课程让我有机会进一步发展这些
兴趣。 回想起来，我为我所做的选择感到自豪。 我现
在搬到了东京，我正在建筑和城市化公司工作，而我
也在自己做研究。

“在MA城市设计课程中，我有机会提高了对当前和重
要课题的了解，我已经意识到，我所接触的公司对我
与城市有关的项目及其环境挑战特别感兴趣。”

Tenesha Caton
–
文学硕士 城市设计专业
UCA坎特伯雷校区, 2014

“加入UCA是我合乎逻辑的重要的一步。 UCA 拥有
世界一流的高等教育，并且欢迎外国留学生到此学习。 
这个城市的建筑遗产极能代表它自己。 在UCA学习
会使我在世界各地有更多选择工作的机会。 坎特伯
雷的城市设计硕士课程已经使我看到我正在靠近建
筑的宝藏并结识更多志同道合的同学，使我对在UCA
的学习和未来生活充满了期待。”

Mohamed Telli
–
文学硕士 城市设计专业 在校生 
UCA 坎特伯雷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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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选专业 

文科硕士 建筑专业 - 坎特伯雷校区 
MA Architecture – Canterbury
本课程鼓励学生发展开创性的建筑理念，并提供全天候高质
量的设施。 对于希望获得建筑师资格认证的学生，本课程
为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 其姐妹课程（ARB / RIBA认证硕
士），详情请查看。

uca.ac.uk/ma-architecture 

 
建筑硕士 建筑师注册管理局/英国皇家建筑师学会2级资格
Master of Architecture – Canterbury 坎特伯雷校区
(ARB/RIBA Part 2)
我们的建筑硕士(MArch)专业资格2级由皇家英国建筑师学
会(RIBA)验证，将使你成为合的注册建筑师。

uca.ac.uk/march-architecture

 

文科硕士 室内设计专业 - 坎特伯雷校区 
MA Interior Design – Canterbury
本课程将传授你如何在局限空间中发展和设计的方法。 重
视生态问题和过程是本课程的一个突出方面，也是你未来职
业发展的基础。

uca.ac.uk/ma-interior-design 

 
文科硕士 城市设计专业 - 坎特伯雷校区
MA Urban Design – Canterbury 
由高级讲师和建筑师Gabor Stark教授的定制课程。 随着对
设计精美的城市空间的需求不断增加，这门课程是为了发展
和提高你对城市主义当代问题的理解而量身定制的，以满足
和超越我们周边不断变化的世界的需求。

uca.ac.uk/ma-urban-design 

Karim Alsaiª
–
文科硕士 室内设计专业, 
UCA 坎特伯雷校区

“UCA不仅仅是一所大学，还是一个‘家庭’，你
可以在这里和任何来自不同背景的优秀人才讨
论想法，我认为这是一个积极的创意社区的关键。

“我在UCA学习最喜欢的事情是能够应用激光
切割，3D打印和车间配备的顶尖技术设备创造
和思考我所追求和实现设计中的各种细节。”

“我觉得获得研究生学位是我职业生涯中必须
迈出的一步。 我选择UCA，是因为我想在一个
富有创造性和多样化的环境中学习。 我可以受
到艺术和设计中的其他学科知识的启发和激励。

“我在UCA学习时，感受到了创造性和智力上的
挑战。 我真的很享受探索我的想法结合不同媒
介的自由，作为回报，工作人员给予我们全面的
支持和专业知识。 在这里学术老师们完全关注
于你的项目，并始终帮助你得到最好的结果。”

“我选择UCA是因为坎特伯雷为城市本身，这是
一个美丽而繁华的历史文化名城，它展现出美
妙的建筑风格。 除此之外，我发现校园里有着
非常贴心的设计工作室和很有趣的建筑学院的
课程安排。 这有助于我个人的专业发展。

“我喜欢挑战关于设计建筑学学术上和创造性
方面的写作。 课程进一步提高了我的理论知识，
并推动我不断地反思什么是建筑及其目的。 课
程让我在理论和设计工作中应用新兴的研究方
法进行试验，。”

Aliriza Eren
–
文科硕士 建筑专业
UCA坎特伯雷校区

Antonia Adjei-Mensah
–
建筑硕士 建筑师注册管理局/英国皇家建筑师
学会2级资格 学生, UCA 坎特伯雷校区

Daniel Stilwell
–
文科硕士 建筑专业, 
UCA 坎特伯雷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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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品 
与产品设计

UCA的工艺和设计硕士课程适合高度积极和富有才华的人士，
这些人往往希望在创意观念的前沿工作，提供探索新的研究领
域的机会，发展和建立个人的设计定位。

这里提供以项目为主导、工作室实践为基础，以及密切的教学指
导的良好环境。 从传统到当代艺术，工艺，设计和技术，严谨的
研究方法将鼓励你进行更广泛深入的研究和探索。

“我喜欢用丰富的材料进行创作，保持创造力，激发灵
感和持续学习。 与通过这个职业认识的人们一起发
展想法和进行创作是我的一种享受。

“自1994年以来，我建立了自己的珠宝首饰设计和制
作品牌，这使我拥有在设计，制作，展示和通过画廊销
售以及面对客户的直接经验。 我接受邀请定制，并同
时创作我自己的系列作品，并在商店，工艺品展览和
贸易展览会上展销。

“我不断扩大我的系列作品，进行更多的研究和实验，
努力创新和开发多种材料与技术的机会。 跨学科创
作， 在和学习珠宝，银器及金属制品的学生进行创
作的同时，也与玻璃和陶瓷专业领域的学生密切合作，
让我有机会发掘我对其他材料的兴趣。 其结果是，我
喜欢介绍那些最终设计需要考虑组合不同材料的项
目给学生，鼓励他们由此扩大对材料知识和交叉学科
实践和认识。

“我的工艺研究是在技术实践和他人协助下进行的，这
两点对于我是同等重要的。 我喜欢与New Ashgate
信托，当代珠宝协会,手工雕刻师公会,Farnham 
Maltings以及其他行业相关组织和团体紧密合作。

“通过持续发展我在专业领域的技能突显了我对手工
艺的热情以及对知识和信息的分享。 这一切都被应
用到我的教学，和学者与技术人员密切合作当中。  
我开展各种教学活动，使他们拥有愉快和有效的学
习体验。

“我喜欢传授给硕士生的关键要素是要重视思想的
探索，反思和创意的发展，并通过材料为基础发展设
计思路。

“学生们来读MA，通常是为了解，挑战和允许他们作
为创意从业者有更多的发展和创作空间。 无论是改
变专业的方向，还是在当前研究方向中发展新的目标，
这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来自不同专业背景的学生。 例如

室内建筑和设计，教学，美术甚至护理和自然科学专
业。 他们一般都通过短期课程或在家的多年实践，对
设计和制作方面各种流程有一定的了解，并掌握了一
定技能。 他们都想将自己的专业重新转向新的方向。

“在UCA，工艺与设计学院的MA学生们在实践的过程
中与材料专业领域的同学进行合作，学习彼此专业的
知识。 他们在上课和自我时间管理方面的同时，参加
商务实践、业务支持、核算成本、拍摄和摄影创意实践
之间建立很好的平衡。”

员工档案
–
Rebecca Skeels 
文科硕士工艺与设计学科带头人
UCA法纳姆校区

下图:
Sadie Chesterman Bailey
–
文科硕士 首饰专业 
UCA法纳姆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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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oya Doi
–
文科硕士 纺织品专业
UCA 法纳姆校区

Debra Allman
–
课程负责人
首饰专业

可选专业 

研究硕士 手工艺专业 - 法纳姆校区 
MRes Crafts – Farnham 
本课程侧重于工艺史论述写作和批判性的分析工艺组织，艺
术家，理论和工艺展览，同时也注重对于管理，教育和理论等
相关方面的讨论。

uca.ac.uk/mres-crafts

 
文科硕士 当代首饰专业 - 罗彻斯特校区
MA Contemporary Jewellery – Rochester
为了庆祝个体艺术家和设计师制作者的贡献，本课程将让你
通过探查珠宝首饰的前沿观念来拓展你创作的界限。

uca.ac.uk/ma-contemporary-jewellery

文科硕士 陶瓷专业 - 法纳姆校区
MA Ceramics – Farnham
这是一个以项目为主导的，以工作室实践为基础的，兼具教
程指导的课程。 本课程支持包括历史性，传统性和当代性的
范围广泛的陶瓷实践。

uca.ac.uk/ma-ceramics 

文科硕士 玻璃专业 - 法纳姆校区
MA Glass – Farnham 
这是一个以项目为主导的，以工作室实践为基础的，兼具教
程指导的课程。 在教学过程中探索各种技法，包括从传统的
工匠行业到当代艺术，工艺，设计和对技术的影响。

uca.ac.uk/ma-glass

 

文科硕士 首饰专业 - 法纳姆校区 
MA Jewellery – Farnham  
本课程使设计专业人员和毕业生有机会提高首饰专业的技
能和经验，以改进具体的研究领域。 这是一个以项目为主导
的，以工作室实践为基础的，兼具教程指导的课程。

uca.ac.uk/ma-jewellery 

文科硕士 ⾦属制品专业 - 法纳姆校区 
MA Metalwork – Farnham
本课程将让你提高在锻造，铸造和金属冶炼工作领域的技
能和经验。

uca.ac.uk/ma-metalwork 

文科硕士 产品设计专业 - 法纳姆校区 
MA Product Design – Farnham
本课程为创意和创新产品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概念性的过程
和背景，让你在实践中结合相关的社会文化和经济问题，进
行新技术和创造性视觉语言的研究。

uca.ac.uk/ma-product-design   

文科硕士 时装与内饰的印花纺织品专业 - 罗彻斯特校区 
MA Printed Textiles for Fashion & Interiors – Rochester
本课程提供以实践为基础，以设计为导向的体验，让传统的
手工设计和生产技术与最新的数字技术创新相结合，同时不
断研究发展材料和新技术。

uca.ac.uk/ma-printed-textiles

文科硕士 纺织品专业 - 法纳姆校区 
MA Textiles – Farnham
把开展个人研究和纺织文化，工艺和设计相结合; 本课程将
使你能够把你原有的纺织实践经验与个人项目相结合。

uca.ac.uk/ma-textiles 

“当代首饰是一个令人兴奋的课题，其工作范围
非常广泛，材料和实践方法极为多样，并且鼓励
学生进行高度个性化的设计及首饰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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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
Tami Ishida
–
文科硕士 玻璃专业
UCA法纳姆校区

上图:
Julie Massie
–
文科硕士 陶瓷专业 
UCA法纳姆校区

“我选择在UCA做研究生，是因为我可以在攻读学位
的同时保持我的全职工作。 我每周只需要在这个课
程花两天，所以我能压缩我的全职工作时间到四天。 
我选择了UCA也是因为，它是英国南方唯一提供玻璃
专业硕士学位的大学。 另外，合理的学费也吸引了我。

“我希望我的简历能包含一个玻璃专业的研究生学位，
这将意味着艺术馆会更加看重我的作品，而不会把我
视为一个业余爱好者。”

“当我来这个学校面试时，校园带给我良好的感觉，当
时我就决定在UCA Farnham就读。 事实上，我来到
这个学校，就对自己说这正是我想要学习的理想之地。 
我非常喜欢工作车间的设置，将工作室划分成单独的
加工空间及配有烧制炉极大的方便了学生！

“校园内的气氛启发你继续努力以竭尽全力的学习。 
对我而言，本阶段才刚刚开始，有趣的是看看以后在
接下来的两年里的发展。”

Claire Crawford
–
文科硕士 玻璃专业
UCA 法纳姆校区

Ruth Brewis
–
文科硕士 玻璃专业 学生
UCA 法纳姆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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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与纺织

我们的时尚学院是英国最大规模的时尚类院校之一。 该学院涵
盖时尚行业的各个方面，包括服装和纺织品的设计、裁剪和制
作，时装营销、管理和零售，从时装摄影的所有环节一应俱全。

“最先是对于颜色的激情使我选择从事纺织品创作， 
当我无法在商店里找到我喜欢的面料颜色时，我决定
自己研究如何制作。 然后，各种纤维的品质完全吸引
了我 - 丝绸的反光活力，羊毛的柔和温暖，它们使我
继续在这个行业工作下去，直到今天。

“我成功运作我的工作室近30年，之后才开始关注于
研究。 这意味着我可以为学生提供广泛的参考资料
和诸多资源，比如安排学生与客户合作，让学生学习
成本核算和商业计划，帮助学生了解商业和艺术世界
以及研究成果如何有益于实践。

“我的工作方法是在我已知和已发现的基础上，延展
到我以前没有接触过的领域，挑战我自己的假设。 为
了做到这一点，我问自己，我想发现什么从而定义我
的研究问题或问题。 这也是MA学生需要采取的运
用于自己实践的研究方法，他们可以从我的实践中学
到工作方式。

“对于那些有生活经验的人来说，研究生课程提供了一
个退回和跳出的机会，使你重新从事与自己的工作
室不同的实践。放手是有挑战性的，在受到支持的环
境中这样做是奇妙的解放。 UCA的工作室是非常优
秀的，在这儿工作会使你开拓新思路和创作出超出
想象的作品。

“纺织专业的研究生可以在UCA获得令人难以置信的
资源网络体验。他们有机会参与我校组织的国际项
目，与来自日本的国际设计师和艺术家进行合作，并
为展览，出版物和会议做出贡献。 我们也提供实习课
程，我们积极鼓励和支持学生参与比赛，学生们也取
得了惊人的成绩。

“我认为学习MA是非常愉快的 - 在本科学习的时候，
学生得从头开始学，在博士学习期间，学生和学校的
期望又是是如此之高，但是对于一个硕士而言，你正
在扩大和开发你热爱的领域。 你怎么会不爱呢！”

员工档案
–
Professor Lesley Millar MBE
纺织文化教授，
国际纺织研究中心主任

Rosie Baxter
–
文科硕士 纺织品专业
UCA法纳姆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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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
Shradha Rai
–
时装纺织品：印染
UCA 罗彻斯特校区

可选专业 

工商管理硕士 时装商务专业 - 埃普索姆校区 
MBA Fashion Business – Epsom
针对具有相关经验的时尚经理，本课程将帮助你构建推动创
新所需的技能和知识，并为时装商务中复杂的全球性问题寻
找新的解决方案。

uca.ac.uk/mba-fashion-business

文科硕士 时装商务与管理专业 - 埃普索姆校区 
MA Fashion Business & Management – Epsom
对于那些希望在时装行业管理岗位上更进一步的人们来说
是非常理想的专业，这个课程将创意思维和创新带到最前沿
的时装管理。

uca.ac.uk/ma-fashion-business-management   

文科硕士 时装营销与传播专业 - 埃普索姆校区 
MA Fashion Marketing & Communication – Epsom 
本课程结合核心营销和沟通能力，构建了一个全面的知识组
合，这些快速变化的领域是当今世界级时装传播的核心。

uca.ac.uk/ma-fashion-marketing-communication

文科硕士 时装摄影专业 - 罗彻斯特校区 
MA Fashion Photography – Rochester
作为MA时装摄影的学生，你将基于你现有的时装和摄影知
识、定位、开发和管理你的硕士项目。

uca.ac.uk/ma-fashion-photography 

 
文科硕士 纺织品专业 - 法纳姆校区
MA Textiles – Farnham 
本课程将围绕纺织文化，工艺和设计的个人研究开发，使你
能够将以往的纺织实践经验与个人硕士项目相结合。

uca.ac.uk/ma-textiles  

“1984年，我在UCA学习本科课程，这是一段很好的经
历。 在经过一些研究之后，我发现，很明显，目前UCA
的MA课程还是拥有良好的声誉，并且此课程也提供
了良好的机会。

“迄今为止，我的体验都是非常积极的。 成为这个支持
性和创意性社区的一部分以及遇见其他志同道合的人
们都是非常美好的。 这是一个建立关系网和发展职业
生涯的好机会，学生们有机会体验独特的讲座和高质
量的指导。 这也为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职业发展和扩
大我的关系网的机会。”

Kathy Williams
–
文科硕士 纺织品专业（兼职）
UCA 法纳姆校区



42  43  

电影与电视

可选专业 

文科硕士 电影制作专业 - 法纳姆校区 
MA Filmmaking – Farnham
你将在特定的小说电影制作部门培养高水平的技能，在优越
的技术学习环境中创作电影声音及图像。

uca.ac.uk/ma-�lmmaking 

文科硕士 纪录片实务专业 - 法纳姆校区 
MA Documentary Practices – Farnham
本课程将使你在新媒体，摄影和电影之间进行跨学科工作，
根据创意纪录片实务的新趋势来发展你的作品。

uca.ac.uk/ma-documentary-practices 

我们设在法纳姆校区的电影学院已经建立了令业界羡慕的声
誉。 该学院培养了奥斯卡奖得主和英国电影电视艺术学院奖 
（BAFTA）得主，而众多知名校友构成的强大网络也为许多国
际大片做出了贡献，其中包括《哥斯拉》、《007》、《哈利波特》、 
《谍中谍》、Pride《骄傲》和Lilting《轻轻摇晃》等电影。

我们有不少硕士生导师与 BBC（英国广播公司）和Channel 4 
（英国第四台）保持合作。 以及来自业界的访问学者们与知名
机构或团队保持高度联系，例如BBC、ITV、Channel 4、Sky、 
HBO和Discovery等，以确保学生时刻了解行业动态和就业机
会，同时有助于学生在个人项目上的个性化和专业化发展。 我
们的许多学生都因为自己非凡的作品而赢得奖项。

“我受身为摄影师的祖父的影响，从小就对摄影感兴
趣。之后在我15岁的时候，我母亲的朋友需要一个男
孩在伦敦西区为他的新的公司放映电影胶卷。 我接
受了这个工作，开始漫长的学习电影制作的过程，从
导演Ken Loach，制片人Tony Garnett 等人的作品里
汲取灵感。

“我自己的职业生涯从摄影部门的一名操作员开始， 
然后升为第一摄影助理和摄影导演，直到剪辑。 我们
欢迎学生经常参与和借鉴这些经验，来加强自己的作
品并以此贯穿整个学业。
 

“在我看来，MA学生们要学习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是
他们需要选择希望从事的具体工艺。 学生们需要从
经验中和那些可以传授给他们经验的前辈那里学习，
并总是尽可能多地进行实验。

“虽然许多顶尖的导演和电影制作人仍然寻求用媒介
制作电影，但我认为这最终会转向数字电影。

“我认为即使学生从学业中脱颖而出，硕士课程也只能
提高他们既定的职业生涯。 生活是一个不断循环的
学习过程，你总会遇到界限，从而推进电影制作艺术。”

员工档案
–
Chris Pinnock 
工作室和灯光技术老师

左图:
Jasmine Magdy Gabr
–
文科硕士 纪录片实务专业 
UCA 法纳姆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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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Asha Ahmed Mwilu的调查纪录片“恐怖跨界”
在CNN MultiChoice非洲记者奖大赛上荣获2016总
冠军，该纪录片发现了恐怖分子正在设法跨越索马里
边界进入肯尼亚的一些方式。

被评为总冠军的Asha说：“在新闻工作中赢得奖项总
是一个苦乐参半的时刻，因为在工作时，我们总是受
到这么多无私的时刻的激励。 然而，这个奖项是非常
不同的，因为它提高了我作为非洲记者的信誉，更重
要的是使我最热衷的话题被重新讨论。 在这片大陆
上得到认可使我感到非常荣幸。”

CNN MultiChoice非洲记者奖对于横跨非洲的记者
而言，是最有声望及最受尊敬的荣誉。
 

Asha Ahmed Mwilu
–
文科硕士 纪录片实务专业
UCA法纳姆校区

Chris Pinnock 和学生们

Asha Ahmed Mwilu
–
文科硕士 纪录片实务专业
UCA法纳姆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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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

 

文科硕士 纯艺专业 - 法纳姆校区 
MA Fine Art – Farnham 
我们在UCA Farnham校区提供了独一无二的课程，它为在
硕士阶段的学生提供一流的设施，包括青铜铸造，版画，金属，
木材和铸造资源。

uca.ac.uk/ma-�ne-art-farnham   

 
文科硕士 纯艺专业 - 开放艺术学院
MA Fine Art – Open College of the Arts
我们还在OCA的开放式学习平台上提供纯艺MA课程，这是
欧洲唯一的同类远程教学项目，是艺术从业者，艺术教师，导
师和毕业生希望进修的理想课程。 

uca.ac.uk/ma-�ne-art-oca  

可选专业 

文科硕士 策展实务专业 - 坎特伯雷校区 
MA Curatorial Practice – Canterbury
本课程与Turner Contemporary(特纳当代美术馆)合作开
发， 通过策展活动为你提供思考和参与艺术和文化再生问
题的机会。

uca.ac.uk/ma-curatorial-practice 

文科硕士 纯艺专业 - 坎特伯雷校区
MA Fine Art - Canterbury
质疑和探索制作艺术的个人化策略，我们提供一个反思性的
环境，以便你了解相关的想法与背景使你的艺术实践更具意
义。 该课程的跨学科结构鼓励学生学习时连接其他思维方
式和工作方式。

uca.ac.uk/ma-�ne-art-canterbury

我们在坎特伯雷校区和法纳姆校区开设的艺术课程都有浓厚而
独特的文化底蕴，各自所在区域的创意环境也带来了相应的优
势。 我们还在OCA的开放式学习平台上提供了欧洲唯一的此类
远程教育计划。

我们还与本地区的多家博物馆和美术馆建立了良好关系，包括常
有毕业生进驻的Watts Gallery（瓦茨美术馆）。 我们的教职员工
常有作品在赫赫有名的艺术场所展出，例如Royal Academy 
(英国皇家艺术学院)、Hayward Gallery（海沃德美术馆）和  
Guildhall Art Gallery（伦敦市政厅美术馆）等。

提供的设施和批判性技巧重新发展提高专业水平。我
们也有大量的中期职业艺术家希望在学术背景下重
新审视和开拓他们的实践。 对于所有的这一切目的
是作为艺术群体的一部分，可以不断的与其他艺术家
们一起去质疑和推动艺术创作实践。

“我一直觉得在UCA学习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是一个专
业的艺术和设计学院。 在加入我们的MA课程之后，
你将成为这更广阔的创意社区的一部分，一起分享对
于我们的文化中的艺术价值和目标的广泛兴趣。 我
们的校园社区的规模真正的鼓舞了这种分享共同的
兴趣和目标的感觉，我们的学生经常谈论这是他们经
验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我一直对自己的艺术实践中的合作形式感兴趣，并且
受委托合作创作了很多公共艺术作品。 我的实践性
质总是包含一个其他从业人员，专家和技术人员组成
的社区，我一直认为这既增强了关键的严谨性，也提
高了与我合作的学生的项目趣味性。 这个“实践社区”
的想法也是我所教授课程的教学设计和所要传授的
中心。 对于我们许多学生来说，社区感是他们向我们
学习经验的核心。

“条件允许的话，我会邀请学生参与我的项目，作为我
自己研究的一部分或者回报他们以佣金。 我的实践
更像是在一所建筑工作室里运作而非在传统艺术工
作室里，所以能有机会让学生参与实践发展的各个阶
段。 对我来说重要的是，让他们参与这些项目是一个
好的传统，这对学生的信心和志向的鼓励总是让我
感到惊讶。

“我一直认为，对于我来说，成功的标准不仅仅是每个
学生在课程结束时所呈现的成果，而且也是在多年以
后他们拥有的管理实践的能力。我们每年邀请校友回
到学校和我们现在的学生交流，讲述他们毕业后所做
的一切，他们都提到过这个课程如何让他们既有雄心
壮志又有弹性。 他们中的许多人继续做优秀的项目，
继续发展他们在艺术创业领域的事业。

“我们的学生因为各种不同的原因，在职业生涯的不同
阶段来到我们学校学习。 我们有许多学生直接从本
科毕业后加入了我们的硕士课程，并希望保持自己在
过去一年的实践中所产生的好势头。 另外也有已经
本科毕业多年的学生加入了我们，并想通过硕士课程

员工档案
–
Dr. Terry Perk  (Reader) 
博士、教授
UCA 坎特伯雷校区文科硕士纯艺以及 
策展实务专业课程负责人
艺术与摄影学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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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我从UCA毕业， 从那时起我想念对知识的
挑战，有趣的同学，图书馆，我只是想督促自己再进一
步。对我来说，回到UCA不是意味着一个结束， 而是
在这里所获得新的激励和享受。 我想要在我一贯的
工作中有所突破，让自己摆脱困境 - 我认为回到学
校给了我更多的信心和热情，并让我愿意在不同的领
域进行实验。

“与年轻的学生们在一起感觉非常好，因为他们对生活
有着与我完全不同的看法，他们也有着与我完全不同
的经历和兴趣爱好-我不想和我的同龄人在一起，我
想要回到这里，融入这里。”

“我来到UCA攻读硕士学位，是因为我作为一个艺术
家独自工作约有四年时间，我在人际网络、获取灵感
以及我工作发展方向方面都遇到了瓶颈。我需要克服
这个瓶颈，并再前进一步。只有加入那些有同样爱好
和经历的人共同创作的环境中才能对我有所帮助。

“我的邻居曾就读UCA的硕士专业，她建议我考虑去
看看。 我参观了美术系，这里的工作空间深深的吸
引了我 。

“我不得不说，选择攻读这个研究生专业帮助了我职
业生涯的发展。部分原因在于它给予了我信心，也是
因为它使我与其他艺术家建立了联系。我没有把自己
用泡泡与他人隔离开，而是寻找了解其他艺术家的作
品、展览和当前最流行的，这些是在我来到这学习之
前无法获得的。”

“我在艺术设计领域从事教育很长时间了，但我
需要一个新的挑战。 我进行艺术创作将近20年，
我觉得我进入了一个瓶颈，我需要更多的知识
性激励来真正的推动我继续前进。

“这正是在UCA发生的事情，这是辉煌的。 我看
了本科和研究生的年终展览，我真的很感动，所
以我觉得这就是我所需要的学校。

“我想进一步追求自己的职业生涯，所以拥有硕
士学位是我学术进步的一部分。 这在我的教
学生涯和我作为一个艺术家的职业生涯中，都
给了我更多的信心。 也让我有机会尝试新事物，
接触人们， 更多的了解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Hilary Champion
–
文科硕士 纯艺术专业 学生
UCA法纳姆校区

Susan Merrick
–
文科硕士 纯艺术专业 学生
UCA法纳姆校区

Cate Field
–
文科硕士 纯艺术专业 学生
UCA法纳姆校区

Katherine Trigg
–
文科硕士 纯艺术专业
UCA 法纳姆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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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面设计 
与插画

可选专业 

文科硕士 平面设计专业 - 埃普索姆校区 
MA Graphic Design – Epsom
本课程鼓励和培养设计师成为技术熟练的专业交流者，并
且在创意实践中坚持研究和解决问题成为平面设计师的基
本素养。

uca.ac.uk/ma-graphic-design 

文科硕士 视觉传达专业 - 坎特伯雷校区 
MA Visual Communication – Canterbury
我们的课程将鼓励你开发新的技能来加强和呈现你的设计
实践，你将会了解印刷，动画和数字设计所需的技能。

uca.ac.uk/ma-visual-communication 

 
文科硕士 插画专业 - 法纳姆校区
MA Illustration – Farnham
你将沉浸在一个充满创造性和丰富文化的学习环境中。 在
这里你需要严格执行自主学习的课程项目，在插画领域里发
展你所感兴趣的主题并进行创作。

uca.ac.uk/ma-illustration

我们鼓励硕士生在平面设计和插画的创作过程中敢于挑战专
业领域的界限。 我们的课程旨在提高你的专业能力，使你精通
平面设计和插画所需要的技能。 通过我们的研究生课程你将能
够自我定位和独立发展，使你可以进行深入的研究从而获得有
意义的学习成果，这是我们的首要任务。

我们的教学人员在多个学科领域拥有丰富的经验。 他们当中的
很多人都是活跃在各自专业领域的从业者，并且积极参与那些
令人激动的商业和研究项目。

“我在2013年获得了印刷与图形传达系的博士学位，从
事对图像语言准则的研究（Isotype)。 我一直在这个
领域里不断的研究并为此着迷。 由于我最近获取了
博士学位，因此对于研究方面使我在学术角度和研究
高度上对平面设计及教育有了新的理解。
 

“将近25年后的今天，我自己重新回到了学校成为了一
名博士生。 在完全习惯商业设计活动之后，再回到大
学接受教育会帮助你建立全新的设计观念，新的思维
方式和了解学习新的实践创作技巧的发展。

“我们欢迎来自各个本科专业背景的学生到Epsom校
区学习, 每年我们积极努力的去融合来自各个专业那
些具有天赋的学生。 我们经常帮助那些本科为其它
专业的学生转变到我们平面设计专业，所以从其它本
科专业升入新领域成为研究生是完全可行的。

“我们为在UCA的学生提供了各种传统和最新的技术
及设备， 同时还有一个优秀的图书馆和档案馆，这些
都对所有学生免费开放。 我们的班级规模相对较小，
学生由本国、欧盟和非欧盟国家组成。 我们的目标是
建立一个具有支持性，开放性和国际化的学生大家庭，
我们希望成为生活中的朋友，并在你们毕业后也会保
持联系。 研究生平面设计课程与研究生设计，创新和
品牌管理课程保持紧密合作，这有助于我们平面设计
的学生获得平面设计师应该具有的商业视角。” 

员工档案
–
Dr. Sue Perks  
博士
研究生 平面设计专业讲师
UCA 埃普索姆校区

左图:  
Sue Perks博士和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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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gel Lugo-Hernandez 
–
文科硕士 平面设计
UCA埃普索姆校区

Mike Halliwell
– 
文科硕士 插画专业 
UCA 法纳姆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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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营销、管理 
和推广

可选专业 

工商管理硕士 时装商务专业 - 埃普索姆校区 
MBA Fashion Business – Epsom
本课程针对具有相关经验的时装经理，将帮助你构建推动创
新所需的技能和知识，并为时装商务中复杂的全球性问题寻
求新的解决方案。

uca.ac.uk/mba-fashion-business 

文科硕士 设计、创新与品牌管理专业 - 埃普索姆校区 
MA Design, Innovation & Brand Management – Epsom
本课程提供有机会让你学习综合课程，这大大提高你的专业
和管理能力，并鼓励你在当今竞争激烈的全球环境中考虑品
牌运作的价值。

uca.ac.uk/ma-brand-management 

文科硕士 时装商务与管理专业 - 埃普索姆校区 
MA Fashion Business & Management – Epsom
对于那些希望在时装界管理岗位上表现优异的人们来说， 
本课程将创意思维和创新带入时装管理的前沿。

uca.ac.uk/ma-fashion-business-management  

文科硕士 时装营销与传播专业 - 埃普索姆校区
MA Fashion Marketing & Communication – Epsom
本课程的核心是结合市场营销和传播技能，从而建立对当今
时刻变化的世界时尚产业的全面了解并为其代言。
 

uca.ac.uk/ma-fashion-marketing-communication

我们提供丰富多样的市场营销、管理和推广类学位课程，让你
有机会培养和学习多方面的技能，包括品牌建设、广告、推广、预
测、潮流趋势和采购等。

我们将帮助你详细了解你所选择学科涉及的流程、技巧和主要
原则或原理。 经验丰富的专家级导师将向你传授宝贵的知识
和见解，其中多名导师曾任职于Burberry、Topshop、Harvey 
Nichols、Calvin Klein以及Paul Smith等知名公司。 “我对行业以及创业活动有着清晰的了解，并随时跟进

潮流趋势和创新。我精通项目作业和创意呈现。 真实
性是至关重要的，而一致性则是教学中的重要属性。

“对我来说，一个学生在学习期间学到的最有价值的东
西就是认识到自己的真正价值，以及如何将其所学应
用到他们的专业上...而不是追逐金钱。

“学生回校攻读硕士课程，要么使他们自己沉浸在新的
挑战或研究领域，没有客户的限制，要么通过尝试新
事物和树立不同的职业目标来提高他们的动机和欲
望。 大多数成功获得硕士学位的学生都是这样做的，
因为他们认识到改变是一种更好的做事方式。”

“我一向对创意有着极强的方向感。在创意产业领域工
作会一直面对将要发生的艺术潮流，项目管理以及策
划。 这些自然而然的都需要良好的沟通方式来实现。
在我的职业生涯中一直和那些具有真正影响力的人
士和特立独行的同行一起工作并得到他们的信任和
重视，我认为这是非常幸运的。

“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聆听者，我能够与来自不同背景
和拥有不同技能的人进行整体协调及合作。 我觉得
有益的是这能有效地指导努力工作的学生，以最大限
度地发挥他们的潜力，帮助他们实现职业目标。

员工档案
–
Brian Johnson 
研究生设计，创新与品牌管理专业 
学科带头人
UCA埃普索姆校区

“我曾学习过平面设计，并且成功的担任过艺术总监
和品牌/趋势顾问，曾和Marks&Spencer/Autograph、 
O2、Harrods、L'Oreal、Professionel、Molton Brown
和British Airways等客户进行过合作。 在2015年加
入UCA之前，曾在伦敦市中心的中央圣马丁时装传播
与推广专业本科课程执教，随后担任过市场与传播专
业主任等职务。

“我们发现即使在中断学习很长时间的成熟的学生和
那些已经开始确立了职业生涯的从业者仍然会重新
回到学校学习，以提高自己的技能和敏锐度。 时装
行业正在快速度向前发展，把握学习新技能并了解这
些变化的机会， 对于在当前环境中进行竞争至关重
要。 在UCA的时装商务课程里，我们会支持你掌握当
代及产业相关的知识重新进入市场，这是我们首屈一
指的优势。”

员工档案
–
Lee Widdows
时尚学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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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

我们的文科硕士MA和艺术硕士MFA摄影课程将摄影作为一个
单独的视觉学科。 我们提供特殊定制的研究生课程，专注围绕
摄影师作为个人艺术家来开展他们的旅程。 我们会鼓励学生自
信地发展和延伸其复杂的摄影项目，并参与进行具有实验性的
思考方法，以新颖、独特的风格和技术捕获主题，并将其发展成
为符合专业标准的优秀作品。

“是对光线的迷恋，观察光线如何控制着我们周围的世
界，这一开始就启发了我对摄影事业的兴趣。 我被国
家地理纪录片的作品吸引并为此着迷，使我想要围绕
地点和人群为主体发展作品。

“从那以后，我在摄影的世界中获得了广泛的经验，包
括纪录片中涉及的商业摄影，编辑、工业和时尚广告
摄影，以及作为美术专业从业者和研究人员参与国际
展览和出版的经验。 围绕人类地理学，社会科学和建
筑来表现身份、地点和归属的主题。

“在教学过程中，我发现学生如何通过参与文化交
流，最新科技和了解创意产业信息来增强自己的创
造能力和自信心，并发展出新的想法，这对学习是至
关重要的。

“我们的课程为学生能成为职业摄影师以及成为相关
创意产业的从业人员而准备。 

开放式的基金和定制的专业相关信息，以及与行业中
重量级人物建立工作关系网的绝佳机会，将确保我们
的学生取得成功。”

“我的从业背景对我的教学有非常大的帮助。 我认为
具备真正的专业从业经验才能了解作品需要达到怎
么样的水平。 学生应该了解、学会如何建立自己的目
标。 我们传授他们所需要的知识，以便学生能够掌握
实现自己目标的技能。

“作为一名活跃在专业领域的摄影师，我不断更新自己
的知识，然后把经验传授给学生，使他们能够建立自
己的专业精神和信心。 摄影行业竞争激烈，因此我们
的导师都是摄影师，作家，编辑和策展人，所以我们的
学生在毕业时会具有明显的优势。

“我们的MFA艺术硕士学生来自不同的专业背景，包
括以前可能已经是专业摄影师。 之所以来到这里，是
因为他们想要发展个人理念和完成个人项目，增长自
己的技能，选择一个新的职业道路或只是休息一下。

“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选择到这里学习的理由。 在学
习中会使你焕然一新，不断提出新的挑战和想法，并
勇敢探索 - 这是个挑战，但你会永远沉浸在其为你
带来的乐趣中。”

员工档案
–
Heike Lowenstein
摄影课程负责人
UCA罗彻斯特校区

员工档案
–
Professor Anna Fox  
教授
摄影课程负责人
UCA法纳姆校区

可选专业 

文科硕士 摄影专业 - 罗彻斯特校区 
MA Photography – Rochester
将摄影作为一个单独的视觉学科，我们会鼓励学生自信地发
展和延伸其复杂的摄影项目，并进行实验和探索新的思考方
法完成专业作品。 

uca.ac.uk/ma-photography

文科硕士 时尚摄影专业 - 罗彻斯特校区
MA Fashion Photography – Rochester 
作为文科硕士时尚摄影专业的学生，我们会将基于你现有
的对时尚和摄影知识的了解，帮助你识别，发展和管理你的
研究生作品。

uca.ac.uk/ma-fashion-photography

 

艺术硕士 摄影专业 - 法纳姆校区 
MFA Photography – Farnham 
MFA艺术硕士摄影专业为你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将学时延长
至两年的学习与实践的机会。 我们课程的一个显着特点是
发展高水平的专业研究和摄影学知识。

uca.ac.uk/mfa-phot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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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大学经历满足了我所有的期望。在我本科毕业后，
我觉得我还需要更深入的对内涵及理论知识有一个
系统的了解。 硕士课程为我提供我所需要的一切。在
第一学期不仅涵盖了很多资料和重要的创意点及理
论知识，而且还鼓励了我更进一步的研究发展研究创
作实践相关的理论。

“我真的觉得这个课程为我在发展创造性声音提供了
所需的支持。 我为此困惑了多年。它见证了我通过实
践/职业技能在作品物流、打印、文件创建和设计方面
获得了更多的技能。 

“我现在注册成为了UCA的兼职博士生攻读博士学位， 
研究相册及其它与失败和断裂之间的关系。 准备我
的研究计划书可能是我到现在为止完成的最复杂的
写作之一，但是我非常感谢我的研究生导师所给我的
支持与帮助，使我能够真正的对自己所追求的博士课
题有正确的理解。”

Ollie Gapper
–
本科 摄影专业 (当代实践), 罗彻斯特校区, 2014年;  
文科硕士 摄影专业, UCA 罗彻斯特校区, 2016年;  
博士 摄影专业学生, UCA 罗彻斯特校区.

左图:
Elizabeth Ransom
–
艺术硕士 摄影专业
UCA法纳姆校区

Ela Stipičić
–
文科硕士 摄影专业
UCA罗彻斯特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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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

从家到家
–
开始一个新课程起初可能会有点奇怪，特别是当你从
海外搬到英国生活，但我们会竭尽全力让你感觉就像
回到家里一样。 从你到达这里的那一刻起，你将紧密
的与大学相连的成为这个多元化创意社区的一部分。

无论是选择大学所提供的宿舍、还是租住在私人的公
寓、房屋或当地的其它住宿选择，找到合适自己的宿
舍对学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这样可以确保能够在日
后满足你的各种需求。 

各校园宿舍
–
我们每个校区都设有大学的宿舍，有的位于校园内，
有的在校园附近（详情见下一页）。 入学第一年的全
日制学生可以申请所就读校区的宿舍。 如果不是第
一年入学的学生，只有那些有残疾或弱势特殊群体
可以申请。 

我们的宿舍都是自助式的，你将拥有自己的私人卧
室， 配有床、书桌、椅子、衣柜和百叶帘或窗帘。 此
外，你也可以携带自己的个人物品入住，使这个地方
感觉更温馨。

所有卧室和共用区域均有供暖，每间公寓或别墅均设
有共用厨房/餐厅。 你需要自己准备锅、餐具、厨房用
具、茶巾、毛巾、床单、枕头和羽绒被（和被罩）或毯子
等生活用品。
 
大学将负责所有室内公共区域卫生，并每周负责清理
一次。 学生只需负责清理自己的房间（以及个人卫生
间和浴室）。 我们在所有个人卧室和共用区域都提供
20兆带宽的网络，费用已包含在你的住宿费里。 

安全及管理
–
我们希望你和家人了解并放心你个人的人身安全及
财物在大学宿舍里是非常安全的。 如果你有紧急情
况发生， 无论是周末和假期期间， 各个宿舍都会有
经过培训的日夜值班的学生宿管员帮助你解决问题。

我们通过Endsleigh Insurance为每位在大学宿舍居
住的学生提供基本的物品保险。 我们会在在线介绍
时为你提供详细的保险政策细则。 并且学生可以随
时增加保险的内容及额度。 

每个校园都设有一定数量的轮椅通道房间，我们会
作出合理调整，以修改住宿条件确保其适应有特殊
需要的学生。 我们所有的宿舍和建筑物内都施行禁
烟政策。

如何申请
–
我们会尽可能多的为新入学的，并希望住在大学宿舍
的全日制学生提供房间。 如果你已经确定接受了大
学的录取通知书， 在第一学年时的3月份， 你可以通
过大学申请门户网站申请UCA的住宿。 请尽早申请，
以确保可以成功申请到理想的房间类型。 

大学宿舍首次房间分配在5月份进行（学生需要在大
学门户网站上在5月截止日期之前申请），截止日期之
后申请的学生以滚动排队的方式上进行分配，我们
将以电子邮件的形式第一时间通知你。 如果你的申
请成功了，可以通过我们的在线系统查看并接受你
的住宿协议。 

想了解更多关于住宿和租住私人别墅的相关信息，包
括预计租房花费等请查看
uca.ac.uk/accommo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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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校区宿舍

坎特伯雷校区
–
Ian Dury House 是一座专门为学生开发，设有9个
公寓， 每所公寓可以为6名学生提供住宿。 所有学生
都配有独立的卧室和独立的卫生间及浴室，每所公寓
都设有公用的厨房设施。

地点：校园内 

Hotham Court 可容纳107名学生。 它为学生提供
单人卧室，部分配有个人浴室和共用设施。

地点：距离校区步行20分钟

法纳姆校区 
–
The Student Village 专门为学生开发的房屋和
公寓， 单人学生卧室以及共用厨房和浴室设施。 每
个单元最多可容纳八名学生，单人卧室每个人都配有
自己的洗漱池，以及共用浴室、卫生间和厨房设施。

地点：校园内

The Main Hall 设有七个公寓，每所公寓可容纳四
至五名学生。 公寓配有单人卧室，个人洗漱池，共用
厨房和浴室设施。

地点：校园内

游览一下 

请访问 uca.ac.uk/accommodation 通过360度全景地图
了解我们的宿舍。 
 
 

埃普索姆校区 
–
Worple Road 最多可容纳58名学生。 它包括三栋
楼多所公寓，每所公寓最多可容纳八个单人卧室，全
部设有个人独立浴室和共用厨房设施。

地点：校区内

Wilberforce Court 最多可容纳70名学生，包括3
层12个设备齐全的独立房间， 每间公寓有4至7个房
间。 宿舍设有共用浴室/淋浴和厨房设施。

地点：校区旁边

Ashley Road 共有六所公寓，最多的公寓可容纳七
名学生，共可容纳28名学生。 每个公寓都是单人学生
卧室，共用浴室、卫生间和厨房设施。

地点：距校园100米

East Street 是新建的学生公寓，位于校外，最多可
容纳100名学生。 每间公寓最多有八间单人学生卧
室，均提供个人独立浴室设施和共用厨房/餐厅。

地点：距离校园步行10分钟

罗切斯特校区
–
Doust Way 提供215间单人间学生卧室，均设有个
人独立浴室。 这里还提供了一些适合残疾学生居住
的房间。

地点：距离校园步行5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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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 
国际社区

15.5% 
中国

4.78% 
台湾

4.35% 
意大利

3.5%  
香港

2.76% 
日本

2.23%  
罗马尼亚

2.55%  
美国

1.49%  
韩国

1.49%  
芬兰

1.7%   
爱尔兰

24.2% 
其他70个国家

3.08% 
立陶宛

3.4%  
西班牙

3.93% 
希腊

3.93% 
挪威

3.61% 
印度

2.65%  
法国

2.95% 
葡萄牙

4.56% 
塞浦路斯

2.97% 
泰国

2.34% 
保加利亚

2.34%  
德国

作为欧洲第二大专业创意艺术教育机构，我们真正提
供了具有全球视野的创意教学。 来自英国以外的国
际留学生人数占全校学生人数的17.2% ，我们多元化
的国际社区欢迎来自全球91个国家和地区的学生。

国际学生所占比例（按原国籍）

来自英国以外的国际留学生
人数占全校学生人数的17.2%

我们有来自全世界91个国家 
和地区的留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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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学生
我们深知在一个新的国家学习会遇到各种困难，所以
我们将竭尽全力确保所有国际学生都会觉得他们在
UCA有一个家以外的‘家’。 我们创建了一个针对国
际学生的，能帮助他们解决在英国学习生活期间的问
题的支持及服务网络，以使国际学生在UCA的学习旅
程尽可能的轻松愉快并且有所收获。 

在你到达这里之前，我们会向你发送我们的《出发前
指南》，它将为你提供所有出发前需要了解的重要信
息。 我们还会提供机场接机服务，将你送到你所选择
学习和生活的校区，并举办专门为国际学生安排的国
际欢迎活动，帮助你结交新的朋友。

我们还设有专门的学生顾问，在位于校园图书馆的
Gateway服务窗口可以找到相关的工作人员， 他们
都是接受过培训的，将帮助你解决在英国学习期间的
学生签证、财务、医疗保健注册等方面的问题，或为你
提供帮助和建议。

国际学生专业方向和开学前课程
Pathway and pre-sessional courses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研究生文凭：艺术与设计
(一月入学)
本课程专为那些需要进一步发展，加强或更改专业方向的国
际学生而设置，顺利完成该课程即可进入研究生阶段学习。 

uca.ac.uk/graduate-diploma    

 
英语语言预科
Pre-sessional English
(10 周或 5 周)
我们的英语语言预科课程是专门为准备在UCA学习艺术与
设计的国际学生而设置的。 该课程将有助于学生雅思成绩
提高0.5或1.0分，从而使学生能够满足达到所选择学习专业
的要求。

uca.ac.uk/pre-sess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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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设施 
与学生资源

我们所有四个校区的学生都可以使用大学丰富的教
学设施。 我们鼓励学生进行探索实验，激发创造力和
富有热情的投入到创意艺术实践活动中。

我们的学生还有机会使用Royal School of 
Needlework (RSN) 英国皇家刺绣学院（国际优秀手
工刺绣艺术中心）以及英国最大的独立电视工作室
Maidstone的设施。

我们会为学生提供最高标准的设备、独特的资源以及
高精尖的数字化科技，全力以赴的支持学生的学习，
大力激发学生的潜力。

我们各个校区都为学生提供了一个高度创新的环境，
所有这些环境都配有丰富的设备和资源，以支持学
生的学习，帮助学生能够成功的进入创意行业开展事
业做好准备。 

在这里，参加专业大学的学习能使你的优势得以发
挥。 与多学科综合类大学不同，我们能够将100％的
校园空间用于纯粹的创造，为学生提供空间和自由。 
我们将帮助学生在所选择专业领域里达到希望实现
的目标。 

在使用专业设备的时候，我们专业的技术人员将为学
生提供指导。 他们作为技术领域的专家在学生遇到
技术问题或困境时提供专业的技术支持，分享他们
的技术知识与专长，帮助学生成长为一个充满信心的
创意从业者。

作为一名UCA的学生，无论你所就读的是什么专业都
可以使用大学内所有专业的设施。 

请到我们的网站上了解各专业的设施分布：

uca.ac.uk/study/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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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与学生服务

咨询及学生财物
– 
我们在四个校区都分别派有一名专家顾问，他
们可以为学生提供在财务和福利问题方面的信
息和帮助，包括学生贷款，预算和理财，与室友
或房东产生的纠纷，获得当地信仰服务以及其
它校外支持机构和服务。

我们还向国际学生提供专业信息和指导，有关
详细信息，请参见第69页。

职业和就业能力
–
我们的职业指导服务处位于大学的图书馆，团
队拥有专业合格的职业和就业顾问，以及更多
的资源。 详情请浏览：
uca.ac.uk/careers-employability

个别辅导服务
– 
学生在大学期间可能需要在各个方面寻求咨询
和辅导帮助。 我们的专业顾问位于我们的四个
主要校区，为学生面对的各种个人问题提供保
密且免费支持。

残疾人与特殊学习支持
– 
残疾人和需要特殊支持的学生将会受到我们专
业老师和团队的帮助，并为他们提供咨询、指导
和必要的信息。 这大概包括： 
–  初步讨论和考虑学生所选择的专业学习过程中  
 可能需要的学习需求
–  如有需要，可以额外安排课程考核

学习与教学服务
–
学习发展导师与课程辅导员以及图书馆员会密
切合作，帮助学生获得发展专业上需要的、以及
进一步提高水平的技能 - 这些可根据要求提
供针对个人的一对一教程。

学习和教学图书馆员与课程导师合作，为学生
提供特定的教学，研讨会和教程，进而帮助学生
提高书面写作能力和实践与研究能力。

Gateway服务窗口
–
我们的Gateway服务窗口是学生在学习和生活中遇
到问题时第一个和学生接触的部门。 它既可以为学
生提供面对面的服务，又可以采取在线答疑的方式
来为学生提供帮助。 同时这里的员工还负责管理大
学的图书馆并帮助你获取和使用大学所收藏的学习
资料、部门设施、信息技术等、以及各个方面的学生福
利，并在学习上提供所需要的支持。

图书馆服务
–
图书馆提供一系列资源和服务，使你能够顺利完成所
选课程。 它提供了全面的资源特别是视觉和创意艺
术方面，包括：

–  图书馆藏有超过27万册电子和印刷书籍以  
 及展览目录
– 超过12,000个电子和印刷期刊
– 超过300米的档案资料
– 广泛的特别收藏和艺术家的书籍
– 18,000张DVDs, 视频, CD以及数字游戏
– 超过8000部电视和影视在线播放资料。

图书馆的目录检索功能为学生提供在校内及校外、
能够快速有效地搜索和查找学习所需的相关资料，
并且可以通过UCA校园网络方便快捷的借阅学习资
料。 阅读列表项目和其它资源都是针对学生就读的
课程要求量身定制的，并通过我们的虚拟学习环境
myUCA发送给学生。 如果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有特
定的学习需求，我们将以其它形式来满足学生的特
殊要求。

图书馆还为学生提供了良好的学习空间，无论是需要
安静的阅读空间还是需要与同学一起工作的空间。
图书馆配有学习角（部分配有视听设备）、研讨室和会
议空间，开放式电脑使用设施包括Mac和Windows 
PC，以及安静的学习区域。图书馆还配有专业的TI设
备，软件和数字化服务。

详情请浏览： uca.ac.uk/library

“作为过去的PGCert和MA创意艺术教育专业的学生
同时也是UCA的工作人员，我的很多时光是在图书
馆里度过的。 我相信图书馆在激励学生积极努力学
习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在我作为学习支持协调员
的角色中，我花了很多时间在图书馆，因为我知道这
可能是一个嗡嗡作响的环境， 因为我可能会遇到很
多学者，学习支持人员和在与学生进行互动。 正是在
这种环境中，那些有具有反思性富有意义的对话都
发生在这里。”

“在UCA，图书馆不断努力营造优越的学习环境，我相
信学生可以自由表达自己，不管他们是在团体辩论项
目结构，还是与学术界进行一对一的教学，与同龄人
就日常生活事件进行社交活动。”

“UCA的图书馆积极与社会互动，合作，团队协作，教
学和学习交流等，从而使我们的教育发展变化得到广
泛认可。 并且我们的图书馆能提供良好的学习空间，
培养沟通、技术资源和协作环境，以更好地支持学生
学习。这对所有学生增强学习经验是至关重要的。”

员工档案
–
Heidy Waywell
学习支持协调员
UCA法纳姆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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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研究文化

立的英日纺织研究中心的基础上。 其作用是建立和
发展英日两国之间的网络。 这些网络涵盖了两国当
代纺织业，教育机构，资金机构和展览场地。 随着项
目的发展，网络及其连接已经超越了英国和日本，延
伸到其它以纺织业务占有相应地位的国家。

自1995年以来 the Centre for Sustainable Design 
(CfSD) 可持续发展设计中心组织了许多会议，研讨
会和培训项目，着重于研究可持续创新和产品可持续
性相互关联的重要性。 该中心与欧洲，北美和亚洲的
企业，政策制定和科研团体合作，在全球制造业，信息
通信技术和可持续建筑产品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虽然研究是核心，但CfSD具有明确的面向产业性， 
并通过开展各类活动、网络和培训来传播其成果。

我们的研究生
–
研究型MPhil/PhD哲学硕士/博士的学生是我们研究
文化的组成部分，体现了我们大学是以学术为核心，
并努力追求卓越。 作为研究型研究生，将有机会自由
的选择自己所感兴趣的专业领域，享受大学提供的良
好的专业研究环境。 并且可以受益于我们研究人员
和学者的专业知识，使用我们广泛的技术和创意设施
和资源，以及大学及其合作伙伴的创意社区。

研究型研究生将在我们的六个涵盖广泛课程的学校
工作。 研究实践型的纯艺术、电影和摄影在UCA完
美融合。 广泛关注叙事和纪录片、奇观和表现、艺术
家作品、摄影师和电影制作人，并关注于具有象征性
的文化表现形式中通过静止和运动图像、版画、书籍
和表演等方式进行实践。 另外，创意研究和调查的重
点是代表性，文化表现，以及真实性，美学与真理之间
固有的紧张关系。 建筑，空间与城市文化等领域的研
究人员探讨了建筑形式和环境的技术，文化分析和命
题。 数字和虚拟技术在空间的设计，表现和分析方面
的整合是吸引越来越多大学的学者，研究人员和学生
感兴趣的领域。

在我们的网站上了解我们的研究文化:

uca.ac.uk/study/levels-of-study/
postgraduate-research

作为拥有四个校区的专业艺术院校，我们致力于创新
实践-我们将研究及调查理解为创意艺术的核心。 我
们的研究团队在各个领域都有杰出的代表，艺术家、
设计师、建筑师、电影人、摄影师、历史学家、理论家和
策展人。 他们的研究范围遍及各个创意艺术领域：
建筑、艺术品、装置艺术、书籍、文章、陶瓷、展览、纺织
品、报告、电影、摄影和运动形象等。 因此，他们对艺
术和设计的理解正在影响着世界。

The Research Exercise Framework (REF 2014)  
认可了我们作为艺术和设计领域研究的领先地位， 
其中93%的研究成果被国际公认为优质， 64%的研
究报告被列为世界领先和国际上优秀的成果，具有原
创性和彻底性意义重大。

我们的研究中心 
– 
The Crafts Study Centre 工艺研究中心成立于
1970年，旨在“提高艺术教育，特别是在艺术工艺领
域”，工艺学习中心拥有独特的现代英国手工艺品，
包括书法，陶瓷，家具，木材和纺织品。 这是伴随着日
记，信件，照片，素描本和其他材料的档案，证明了手
工艺人的工作实践。 除此之外，工艺学习中心提供了
一个针对公众的展览项目，讲座，专题讨论会，会议及
出版物，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参与者。

UCA的The International Textile Research Centre 
国际纺织研究中心探讨当代纺织文化的实践，材料和
创意环境。 国际纺织研究中心ITRC正引领国际上一
系列学术，策展和项目活动。 它是建立在2004年成

“我们的研究中心 -
工艺研究中心，国际纺织研究
中心和可持续设计中心 - 都是
UCA独有的。 这些是研究的动
态中心。 工艺研究中心拥有世
界领先的文物收藏作品，作为
学生的研究起点。”Professor Lesley Millar MBE 

教授
–
纺织文化教授，
国际纺织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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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费与奖学⾦

研究生奖学⾦
– 
UCA的奖学金是由慈善捐款资助设立的，旨在为学生
的学习提供支持。 奖学金的数量有限，所以我们重点
是奖励那些在特定领域有优秀的表现和潜力的学生；
以及有经济需求的优秀学生。 我们欢迎来自英国和
国际学生的申请。

2018/19学年学费如下:

课程 奖学⾦ ⾦额 资格 选择标准

纯艺专业文科硕士
或陶瓷专业文科硕士

Elfriede Windsor 
奖学金 £5,000

UCA目前在校生即将
进入纯艺或陶瓷专业
就读硕士专业

学术卓越 - 2.1 或 
高于预期

纯艺专业文科硕士 
UCA坎特伯雷校区 

Nick Jack 
奖学金 £5,000

申请UCA坎特伯雷校
区纯艺专业硕士

学术卓越 - 2.1 或 
高于预期

课程 国际生标准学费 （每年） 国际生折扣后学费 （每年）

MA/MRes 硕士研究生 £13,540 £13,000

MA Filmmaking 电影制作专业文科硕士 待定 待定

MArch 建筑专业文科硕士 （学制两年） £13,540 £13,000

MFA 纯艺术硕士 （学制两年） £9,000 £8,640

MBA 工商管理硕士 待定 待定

Postgraduate Research (MPhil/PhD) 
研究型（哲学硕士/博士） （学制三年） £13,540 £13,000

最新的学费相关信息请查看:

uca.ac.uk/life-at-uca/fees/postgraduate-tuition-fees



76  

如何申请

如何申请
–
作为国际学生，你可以直接使用UCA大学网站上的
在线申请表直接向我们提出申请。 大学各个专业方
向所使用的申请表格不同， 请选择各专业网页上的
Apply now进入相应的申请页面。

你也可以通过与UCA合作的留学中介机构提交申请。 
我校与中国的多家中介机构广泛合作， 查看机构名
单请访问：uca.ac.uk/china 

何时申请
–
我们全年接受申请。 尽管我们鼓励你在3月31日之前
提出该学年的入学申请， 也只是希望学生能拥有足
够的时间为来英留学做好充分的准备。

接下来做什么？
–
大学在收到学生申请后，会向申请人发一封电子邮件
确认， 邮件中包括登陆大学申请门户网站的登陆信
息。 申请人可以登陆该网站查看了解申请的全过程。
 
入学要求
–
为确保成功申请我校的研究生课程， 通常我们要求
学生达到以下要求。

• 具有学士学位或在所选同专业相关领域等同的
国际学位证书；

• 或具有相关的从业工作经验、 展示有足够的能
力进行研究生学习；

• 并具有相关知识技能， 独立学习能力和写作、 
设计能力及处理／制作技术的能力。

我们的部分课程还要求提供作品集和个人项目的计
划书来展示学生的创意能力。

联系我们

我们设有一个专业的咨询团队，可以为
你解答任何有关UCA研究生课程和学
习方面的问题。 
要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uca.ac.uk/ask-uca

参加虚拟的开放日
查看我们校园空间的360视频，并通过虚拟开放日听
取我们学术界人士的意见。 请访问下面连接： 
uca.ac.uk/postgraduate

如果你对入学程序或申请有任何疑问， 
请联系国际招生团队。 

电话: + 44 (0) 1252 892838
Email: internationaladmissions@uca.ac.uk

请关注我们

学生博客
我们各个校区的学生每个学年都会在大学的博客空间或社
交网站通过写文章和视频的形式记录他们的大学生活。
uca.ac.uk/life-at-uca/#blogs

加入我们的#UCAlive
我们有现场问答的环节，为学生提供现场提问关于在UCA生
活学习方面问题的机会。 更多信息请查看uca.ac.uk/live或
关注我们的社交网站了解下一次现场问答的信息。 
 
uca.ac.uk/postgradu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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