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U
ndergraduate

预
科
及
本
科



1  

欢迎加入 
英国创意艺术大学 

联系我们
international@uca.ac.uk
+44 (0) 1252 892 883

加入我们的互动英国创意艺
术大学直播活动#UCAlive, 
更多发现等着你……
关注我们的直播问答讨论环节，可以向我
们咨询有关在英国创意艺术大学的学习
情况。

在我们的官网uca.ac.uk/live上，可以找到
更多即将举办的英国创意艺术大学直播活
动，你也可以观看往期的讨论会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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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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英创意产业排名 
第一的艺术大学

全英大学教学质量评比名列第14位。
（星期日时报大学指南）

94.5%的毕业生在毕业后6个月内 
就业或选择继续深造。

一项特纳奖 Turner Prize 专业研究质量国际认可率达93% 
(REF2014)

建筑、服装与纺织、电影制作 
以及摄影专业排名位居前10
（英国卫报大学排名2018）

在“星期日时报”评比的71所 
现代化大学中名列第6位

四个奥斯卡 英国卫报大学排名名列第25位
（英国卫报大学排名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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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们

在UCA，我们致力于你的创意学习之旅。 我们拥有悠
久历史，并培养众多艺术家、设计师、建筑师、作家、动
画师、电影人、插画师、摄影师、演员等，并且可以自豪
地说，我们94.5%的毕业生能够在六个月内就业或选
择继续进修。

奥斯卡获奖的电影制片人和动画师，世界知名的时装
设计师，电视节目主持人和特纳奖提名人选都是我们
的优秀毕业生，他们通过自己的才能丰富了世界。 创
意产业目前在英国雇用了一百九十万人*，而且这个
数字还在不断的增长，我们知道各种企业都在寻找有
才华，高技能的毕业生。 在UCA，我们的目标是- 帮
助和支持你发展的每一步。

我们以100%的专注于创意为荣。 160多年来我们
为学生们提供了无与伦比的创意教育，现在有超过
6000名学生就读我校120多个专业课程。 我校是英
国顶尖的艺术设计大学中课程和教学质量排名第一、
也是欧洲第二大专业艺术教育机构。 我们是独特性
的专业大学，和综合型跨学科大学相比， 通过我们的
校园所提供的环境， 这些校园内的设施不会因与其
它科目或学科分享而受到影响。 我们提供尖端的设
备，丰富的资源和鼓舞人心的学习环境，来支持你的
专业学习，并为你创意产业事业上的成功做好准备。

无论你是来深造还是接受高等教育、就读本科或研究
生，我们会全力以赴的支持你的学习。 我们所有四所
校区都提供预科课程，并在你完成任何UCA预科的课
程后，保证你能够顺利升入学位课程。

我们的每个校园都提供其独特的鼓舞人心的学习生
活环境，并且为希望在英国学习的国际学生提供方便
的交通网络。 

作为一个与产业关系紧密的创意社区，我们重视言论
自由、严谨的思想和实践、并与跨学科和不同背景的
行业积极合作，以及对我们周围世界的了解。 更多了
解我校的学习课程及设施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我们将共同创造你的未来。

uca.ac.uk/china

*资料来源: Creative Industries: Focus on Employment – 
Gov.uk 出版于 2016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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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你作为创意从业
者的职业生涯

我们的专业职业和就业能力团队
–
我们为在校生以及毕业生提供指导，帮助他们面对未
来做好准备。我们的专业职业和就业能力团队将帮助
和提供相关指导，激发你作为创意专业人士的潜力，
使你可以轻松面对职业生涯中遇到的挑战。

我们的专业团队在这里将帮助你开发和评估你专业
技能的水平，使你能够实现你最大潜能从而达到你所
期望的职业目标。 我们的团队将提供全面的服务来
支持你与创意行业专业人士以及你的课程老师紧密
合作，包括： 

 – 每个校园都会定期举办专业职业和就业活动，
为学生与领先的行业专业人士和潜在的用人单
位提供良好的交流机会。

 – 定制讲习班和职业发展介绍。
 – 全面且最新在线资源，包括在线讲座和获得就

业岗位信息，工作安置机会。
 – 每个校园都提供就业指导，信息和咨询服务。
 – 学生在毕业后三年内仍然可以得到大学的指

导，包括在线支持。

更多详细信息请观访问: uca.ac.uk/careers

我们的专业职业和就业能力团队还与创意企业和合
作伙伴开发团队以及学生会紧密合作，开发并支持
学生的创业观和 工作自信，无论是自由职业或建立
自己的事业。

更多详细信息请观访问: 
uca.ac.uk/creative-enterprise-
development
 
 

我们与产业紧密相连
–
作为英国最高水平的创意艺术教育机构，我们在英国
以及全球快速发展的“创意经济”中，培养了数以千计
的优秀学生。

94.5%的UCA毕业生能够在毕业后六个月内就业（或
进一步学习），许多人成功的获得与专业相关的岗位
和管理职位。 我们与创意产业中的众多领先公司和
组织有着密切的合作与联系。 这些关系为你提供了
很多机会，让你在高水平的行业知名企业中参与令人
难忘和具有挑战性的真实项目，这是展示你的才能并
和潜在雇主建立联系的另一个很好的方式。

我们定期邀请来自创意产业和商业背景的领域精英
为我们的学生传授最新和丰富的行业知识。

我们与产业紧密连接，并提供宝贵的知识、洞察力和
经验、以及宝贵的关系网络， 同时还有机会参与真实
的商业项目当中，学生还通过工作实习机会，以及参
加客座讲座和研讨会，并从众多领先的企业、机构和
品牌以及行业知名人物设立的获得佣金或助学金，从
中受益并帮助你发展自己的专业，其中包括：

Harvey Nichols

Later…With Jools Holland (BBC) 

Imperial War Museum

V&A

ITV

Jaguar

Kodak

Liberty of London

Marc Jacobs

Jasper Conran

Mercedes-Benz

BBC

ASOS

The Guardian

Aston Martin

Burberry

Private Eye

New Designers

Comme des Garçons

Impressions Gallery

Ames Hyman Photography

Capital Radio

Aardman Animations

Lionhead

Medway Council

Association of Photographers

Catchphrase (ITV)

Atlantic Design

Dash and Miller Design Studio

Autograph Agency

Crafts Council

Beyond Retro

CNN

Brighton Photo Fringe

Channel 4

Bullseye Glass of America

Modus PR

Doublesix Games

Alexander McQueen

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

Apple

Getty Images

Celebrity Juice (ITV)

GQ

Gucci

H&M

New Look

Graduate Fashion Week

Nike

Calvin Klein

Paul’s Boutique

EA Games

Pinewood Studios

Elite Models

Prada

Agent Provocateur

Elle

Dazed & Confused

Discovery Channel

Absolute Radio

Dartington Pottery

MOJO Magazine

Alexander Rose Furniture

Esquel

Flint PR Group

Fotofusion

Ga§er Glass UK

Frieze Art Fair

Gustav Metzger

Nicholas Oakwell Couture

The Great British Sewing Bee (BBC)

Picasso Pictures

Glass Engraving Trust

Quinnine Design

Bullseye Glass of America

Drapers

Neil Musson Design

Net-a-Porter

创
意
事
业

创
意
事
业

 



盖特威克
机场

梅德斯通工作室 
Maidstone 
TV Studios

UCA 坎特伯雷校区

英吉利海峡隧道

斯坦斯特德机场

鲁顿机场

伦敦

UCA 罗彻斯特校区

希思罗机场

RSN*

UCA 埃普索姆校区

UCA法纳姆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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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校园 
及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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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0度全景地图，游览我们的大学宿舍，详情请参见：
 
uca.ac.uk/accommo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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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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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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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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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彻斯特校区 
UCA Rochester 
Fort Pitt 
Rochester 
Kent 
ME1 1DZ 
+44 (0) 1634 888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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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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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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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景如画的市
场小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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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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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我们: 
UCA Farnham 
Falkner Road 
Farnham 
Surrey GU9 7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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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彻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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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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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德斯通电视工作室  

Maidstone  
TV Studios

英国皇家刺绣学院 
Royal School  
of Needlework 

梅德斯通电视工作室
–
梅德斯通电视工作室为你提供了研究电视制作的独
特机会，它拥有英国最大的独立电视演播室设施。 在
这个专业的环境中，你将有机会参与高水平的电视节
目（例如... Jools Holland和Take Me Out-英国版
非诚勿扰），并与行业领先的专业人士构建关系网。

现代宽敞的工作室， 为电视制作的学生提供了优越
学习环境。 包括编辑设施、放映室、设备商店、图书
馆、甚至你自己的厨房、以及设备齐全的电视演播室
和专业人士使用的现场演播室。

所在城市
–
梅德斯通是肯特的一个充满活力的城市，距离伦敦32
英里，靠近罗切斯特校区。 该镇全年提供优质的购物
环境、博物馆、画廊以及各种活动，可以发现当地乡村
的特色美景。 如果你喜欢品尝美食，那么梅德斯通不
会让你失望。 随着太阳下山后，这里有各种特色餐
馆，酒吧和夜总会，总会找到你喜欢去地方。

住宿
–
如果你在2018年5月之前申请住宿，我们可以保证你
入住所申请的校区宿舍。 罗切斯特的Doust Way（见
第25页）距离工作室约有20分钟的车程，我们还为那
些申请住宿在这个宿舍的电视制作学生特殊提供免
费公交卡。

或者，你也可以搜索Maidstone，Rochester或周边地
区的私人住宿 - 我们UCA罗切斯特校区的住宿办公
室也会为你提供相应的帮助。

英国皇家刺绣学院
–
英国皇家针刺学院（RSN）是欧洲唯一提供手工刺绣
学位的教育机构。 我们非常自豪，它作为我们课程组
合的一部分。

RSN被誉为手工刺绣艺术的国际中心。 今天，时装界
以及个人和公共委托项目都非常需要其具备这些技
能的人才。 在学习期间，你可能会被邀请为客户提供
高水平的刺绣作品。

所在城市
–
位于伦敦西南部的East Molesey的Hampton Court 
Palace，你将会在由Christopher Wren爵士设计的专
门工作室里学习。 这里的工作室享有汉普顿法院的
枢密院和泰晤士河的美景。

East Molesey拥有充满活力的咖啡街道文化，拥有独
立的商店，古董商场，餐馆和酒吧。 附近的城镇包括
泰晤士河上的金斯顿（15公里），Epsom，Surbiton， 
Twickenham和Richmond。 伦敦滑铁卢距离酒店有
30分钟的火车车程。

住宿
–
本课程不提供校园住宿，但我们可以帮助你在该地区
找到私人住宿。

地址: 
The Maidstone Studios 
Vinters Business Park 
New Cut Road 
Maidstone 
Kent ME14 5NZ

“梅德斯通电视工作室提供了一
个完美的专业学习环境， 优
秀的导师，高品质的设施，以
及深入的制作和理论基础的单
元，为你提供一个激动人心的
课程，这在里你可以探索和了
解从纪录片到工作室制作的一
切技能。”

“选择学习这个学位是我做出
的最好的决定之一。 这个课
程让我用不同角度思考，把
技巧和想法激发出来，这是
我之前不曾想到的。 但最重
要的是它是具有挑战性、实
验性和前瞻性的思考方式和
乐趣！”

Josh Jones 
–  
电视制作专业， 
二年级学生 

Eleanor Latham  
– 
时装、室内装饰与 
纺织艺术的 
手工刺绣专业 
(荣誉)文学学士 

地址: 
Royal School  
of Needlework 
Apartment 12a 
Hampton Court Palace 
Surrey KT8 9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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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家到‘家’

住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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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大学宿舍里的财物是非常安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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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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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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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校区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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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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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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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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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 
国际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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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学生所占比例（按国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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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和建议
–
在你到达这里之前，我们将向你发送我们的“出发前
指南”，它将为你提供你需要了解的所有重要信息。 
我们提供机场接机服务，将你送达到你选择的校园，
并举办专门的国际生欢迎活动，帮助你解决问题和结
交新朋友。

我们的校区内还设有 Gateways服务窗口为学生在
英国学习期间提供有关签证、财物、医疗保健、注册等
问题。 他们都是经验丰富经过培训的专业顾问。

住宿
–
如果你在五月份之前申请住宿，在房间开始分配前提
交申请，我们可以保证你申请所在校区的学生宿舍 
-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uca.ac.uk/
accommodation。 如果是英语预科课程的学生，我
们还将为你提供一个增强的住宿包，其中包括床上用
品和厨房必需品。

如果你选择不申请大学的住宿，或因任何其它原因错
过了截止日期，我们也可以帮助你在你所就读的校区
附近找到合适的私人住宿。

课程入学要求
–
你需要提供证据证明你符合所申请课程的入学要求。 
你可以在本招生指南的课程页面上或在uca.ac.uk/
courses上了解更多关于具体课程入学要求的信息。
非英国颁发的证书，请参照UCA大学网页上所列举国
家的被认可的非英国颁发证书各级别样本。 
uca.ac.uk/international-study/equivalent-
qualifications

如果你在我们以上网页上找不到你的证书的同等标
准，请与我们联系，核实我们是否接受你的证书。

特别提醒，当你收到我们发出的录取通知书时，你并
不需要满足所有入学条件，但你在入学注册之前需要
满足所有入学要求。 

学费
–
入学前全额支付学费可以得到折扣，也可以按照标准
费用在课程头六个月分期付款。 费用以英镑（£）支
付，所以请注意兑换汇率。

有关学费和财务支持的全部细节，请访问uca.ac.uk/
life-at-uca/fees。 你当地的英国文化协会也可以提
供你关于可以申请的奖学金以及其他资金来源的详
细信息。

英语要求
–
为了学生能够在本科课程中学有所获，所有学生必须
具有良好的口语和书面英语水平。 我们会给你发出
有条件录取通知书，要求入学前达到我们的英语要
求。 如果你的英语没有达到这个标准，那么我们的英
语预科课程（Pre-sessional English language 
courses）将帮助你提高口语、书面写作、阅读和听力
技巧，并达到语言要求。 详细信息请查看uca.ac.uk/
pre-sessional

如果你需要申请Tier 4学生签证莱英学习的话，你需
要参加英国内政部认可的英语语言考试Secure 
English Language Test (SELT)。 如果你计划参加英
语预科课程（Pre-sessional English language 
courses）那么你需要先参加英国UKVI认可的雅思英
语测试*。 如果你想就读我们的本科或研究生课程，
我们建议你参加UKVI认可的雅思英语语言测试。* 
如果你的雅思英语语言测试成绩达到要求，我们会发
给你无条件录取通知书。

语言和学习支持
–
无论英语是否是你的第一语言，或者是你对大学的环
境感到陌生，我们的学习发展导师团队可以帮助你在
你选择的领域中进行有效和创造性的沟通。 除了课
堂之外，我们还提供贯穿全学年的，量身定制的实践
课，研讨会和教程，以及为你们提供各类帮助，包括解
决沟通中的文化差异等问题。

如何申请
–
你可以直接在我们的申请网页上填写申请表格在线
申请，或通过UCAS完成申请，我们建议你直接通过
我们申请。 在可能的情况下，我们会在申请人的所在
国进行面试 - 有关我们会访问哪些国家和我们的海
外代表的详情，请参阅
uca.ac.uk/international-study

国际学生服务

在一个新的国家学习可能有
点令人生畏，所以我们会确
保我们所有的学生都觉得他
们在UCA有一个家外之'家'。 
我们创建了一个支持网络，
帮助你解决在英国期间所遇
到的各种问题，并尽可能使
学生在校期间能够有轻松愉
快的学生生活并学有所获。

*如果你当前是在英国境
内，也可以参加Trinity ISE 
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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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课程设置是非常丰富多
彩的，我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学
到了很多东西。 这使我拥有
很多美好的回忆，这些回忆将
会永远陪伴着我.”

顶图: Egle Kazlauskate 
– 
文科学士（荣誉） 
时装采购零售管理， 
在土耳其学习 
 

底图: Alice Horner 
– 
文科学士（荣誉） 
时装营销与影像， 
在澳大利亚学习 
 

右图: Aglika Hristeva 
– 
文科学士（荣誉） 
平面设计 视觉传达， 
在波兰学习

在UCA，我们为你提供国外学习的机会，以此作为学
位课程完全承认和认可的一个部分。 我们与世界各
地合作伙伴机构建立了强有力的合作关系，我们经验
丰富的团队可以帮助你得到在英国以外其它国家学
习的机会。

在国外学习，可以成为一种改变生活的经历。 生活在
另一个国家，你会体验到全新的地方文化，结识新的
人群的可能性。 你要去的地方将锻炼你主动学习的
能力以及独立生活的能力，得到发展的动力和学会另
一种语言以及工作知识 – 这些都是雇主正在寻找的
所有优秀品质。 

我们有两种可供选择的交换方式 – 受资助的
Erasmus交换生或国际交换生，其中每个通常持续三
至五个月。 如果你是本科学生，那么交换往往是安排
在第二年的春季。

我们与欧洲以及更远的澳大利亚，加拿大，香港，韩国
和美国等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合作机构有联系。

如需帮助和建议，我们的海外留学协调员将会协助你
完成整个过程，并确保你做好留学准备。

了解更多关于我们的留学生计划，请查阅  
uca.ac.uk/study-abroad

海外交换生项目将作
为你课程的一部分 

“在我的伊拉斯谟游学期间，
我尝试尽可能多地旅行。那是
我一生中去过的最美丽的地方
之一。”

Gabriella Ditto 
– 
文科学士（荣誉）动画艺术 
在马萨诸塞州 
艺术设计学院学习， 
波士顿，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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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gle Kazlauskate 
–  
文科学士（荣誉） 
服装采购零售管理， 
在阿纳多卢大学学习， 
埃斯基谢希尔，土耳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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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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大学各专业设施请查看本手册课程简介，或查看
大学网站 uca.ac.uk

教学设施 
与学生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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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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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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书馆与学生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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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UCA，我们提供英国选择范围最广泛的远程教育学
习艺术课程之一，课程由我们的远程教育学院，UCA
开放艺术学院提供。

通过我们的开放课程，你可以通过学习一次性课程，
获得高等教育证书或文凭，或为继续一个完整的学士
学位（荣誉）或硕士学位课程打好基础。 所有学习都
可以按照你喜欢的步调随时随地进行。

多年来我们的开放艺术学院所提供的课程在教学质
量上是得到认可的，并且作为一个单独的学院成为了
我们整个大学的一部分。这使我们发展我们的教学组
合项目，为在远方学习的学生们提供最好的学习机
会。

开放远程教学课程可以为你在职业生涯的任何阶段
学习艺术提供完美的解决方案。 在我们其中的一个
开放式课程中，你将得到作为艺术领域专家及学术导
师一对一的辅导支持; 你将成为英国欣欣向荣的国
际学生社区的一部分。

我们所有的兼职远程教学课程和学位都是由UCA认
证的。 我们在绘画，绘图，摄影，音乐，插画，平面设
计，创意写作，纺织，雕塑，版画，艺术史和电影方面都
提供特殊的兼职远程教学课程。

通过我们的开放艺术学院组合项目进行选择的范围
很广，这使你能够围绕你的个人兴趣构建学习计划。 
查阅我们的远程教学课程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uca.ac.uk/open。

远程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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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校友

我们的校友包括全国和国际
知名的创意产业从业人士， 
例如：

Gareth Edwards
–
获奖电影导演，其奖项包括怪兽（Monsters）， 
哥斯拉（Godzilla）星球大战外传：侠盗一号
（Rogue One: A Star Wars Story）

Michael Dudok de Wit
–
奥斯卡和BAFTA获奖动画师，插画家和导演

Dame Zandra Rhodes
–
DBE,RDI（皇家工业设计师），
获奖时装设计师和UCA的名誉校长

Mark Baker
–
奥斯卡提名的动画师和BAFTA获奖儿童系列
小猪佩奇（Peppa Pig）的创作人

William McGregor
–
电视和电影导演，其成就包括BBC One's 
Poldark和E4的Misfits，以及戛纳狮子会和皇家
电视协会奖得主

Stephen Webster
–
奢侈品珠宝品牌Stephen Webster的创始
人MBE，为嘉莉费雪（Carrie Fisher），麦当娜
（Madonna），凯特•莫斯（Kate Moss），珍妮
弗•洛佩兹（Jennifer Lopez），卡梅伦•迪亚兹
（Cameron Diaz),Pink和克里斯蒂娜•阿奎莱
拉（Christina Aguilera）等名人创作独家作品。

Tracey Emin
–
CBE，RA，特纳奖提名艺术家

Arnold Schwartzman
–
OBE，RDI（皇家工业设计师），奥斯卡获奖电影
制作人，平面设计师和作家

我
校
精
英

我
校
精
英



40  41  

我们的学术老师与各自的行业保持密切联系， 
都是各自领域的积极从业者，这能确保UCA教
授的每一个学科与其所服务的行业保持紧密联
系。 所以这些老师是指导和支持你接受创意教
育的完美人选，他们会与你分享工作领域中的
宝贵的关系。 我们拥有非常高的员工与学生的
比例，以确保在所有四个校区提供教师和学生
之间高标准的接触时间。

你也将从我们有才华的技术人员那里得到支
持，他们将是你的实践技能发展的组成部分。 
我们很幸运的得到了众多熟练行业专业技术人
士的支持，包括出版作家，参展艺术家，委托摄
影师，设计插画专家，自由3D艺术家以及电影
和电视专业人士。 

这里我们仅仅列举了部分学术老师和专家级工
艺技术老师…

Chris Wraith
继续教育，课程负责人
–
“我和我的继续教育团队在就读本科和研究生学位前
都完成了继续教育的课程。 作为我们在继续教育中
所教授的所有科目的一部分，我们的目标是为每个学
生提供一系列的项目方法。 如果学生能发展自己对
研究，观念，想法和材料实验的理解，并能够反思和评
估这个过程，他们将会拥有一个很好的起点，并为他
们的本科学习做好准备。

“由于我们大多数学生都是16-18岁，所以在完成继续
教育证书的同时，在大学内学习的机会将是一个难以
置信的经历。 所有学生都有可以使用大型工作室，并
拥有专家导师和技术人员的指导以及获得材料和设
备，从学校学习到在大学环境中学习，UCA为所有人
提供了一个梦幻般的飞跃。”

向精英学习   

“由于我们大多数学生都是
16-18岁，所以在完成继续
教育证书的同时，在大学内
学习的机会将是一个令人难
忘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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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essor Lesley Millar MBE
纺织文化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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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毛的柔和温暖等等，它
们使我继续在这个行业工作下去，直到今天。 

“我们UCA的所有学校的工作室都配有最优秀的设备
以及国际知名从业者。 这意味着我们的学生会有独
特的机会了解在‘做中学’的重要性，而不只是学一些
抽象的概念。 当然，理论会给你支持，但实际动手会
使你了解材料和你能用这些材料做什么。 学生们一
旦熟悉了这些，他们能够用想象力结合技术，他们可
以做任何事情 - 天空才是极限！”

Phil Gomm
电脑动画艺术课程负责人
–
“作为一个作家，我习惯于建立虚构角色生活精心创
造的世界。 作为一名设计师，我深深沉迷于使人物，
事物和空间相结合的方法，并用以表达观念与联系观
众。 作为一名动画师，图像，声音和节奏结合起来形
成情感反应的方式让我感到无比喜悦。 我将许多单
独的组成部分组合在一起，为破解故事或沉浸式体验
提供了经验，这帮助我启发本科生，校友和员工的创
意社区。 我们电脑动画艺术毕业生们在新设计师大
奖中获得多项殊荣，并获得实习机会，委托和工作机
会。

“在UCA，你是这个创意社区和实践社区的一部分。我
们大学是足够大的，大到足以提供学生良好的机会以
及支持他们的抱负，但也是足够小的，小到足以关注
个体学生的改变和培养。 如果你想让某人知道你的
名字和个人的兴趣，并承诺把你作为一个创造性的个
体来培养，那就来我们大学学习吧。 我们就如精品店
一般，提供私人定制的学习体验，我们把学生放在第
一位。”

“我们的学生会有独特的机
会了解在‘做中学’的重
要性。”

“我们大学是足够大的，大到
足以提供学生良好的机会以及
支持他们的抱负，但也是足够
小的，小到足以关注个体学生
的改变和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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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ike Löwenstein
摄影课程负责人（罗切斯特校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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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CA，我们有经验丰富，乐于奉献和国际知名的员
工，和学生分享自己的关系网络，并鼓励他们挑战发
展和达到高水平。 我们的课程为学生在摄影和创意
产业从事各种职业做好准备。 设有专用基金和传播
方式，以及与行业中重要人物建立关系网络，以确保
我们学生获得工作成功的最佳机会。”

“在UCA，我们有经验丰富，
乐于奉献和国际知名的员工，
与学生分享自己的关系网
络。”

Allan Atlee
建筑学院院长
–
“像许多在高中时期享受艺术和科学的人一样，我被
建议考虑学习建筑，因为它涉及到两个科目。 另外，
在格拉斯哥长大，我对建筑与城市规划的对比风格着
迷，并想了解城市如何制造。

“在UCA，教你的老师们拥有和其他建筑师，艺术家，
城市主义者，电影制作者和研究人员的合作网络。 将
这些人带入学校课堂将不断扩大每个人的视野，以及
展示有多少不同而有效的方法建造建筑物。 我不知
道在别的地方，你是不是可以和在我们学校一样学习
建筑，和建筑师，插画家，动画师和艺术家一起分享这
样一个亲密和激烈的校园。 每个人对未来都有共同
兴趣，通过自己的创作发现创新感和新颖性，这将是
令人难以置信的令人激动的经验。”

“我不知道在别的地方，你是
不是可以和在我们学校学习建
筑一样，和建筑师，插画家，
动画师和艺术家一起分享这样
一个亲密和激烈的校园。”

JJ Brophy
高级讲师，设计媒体
–
“我大概九岁的时候，一直在接触电脑和电子产品，但
是当我在我学校的苹果电脑上发现Hypercard时，我
首先意识到了数字媒体的潜力。 这种相对容易的创
造小程序和叙事的可能性，真的激励了我。

“现在作为一个学生真是激动人心，特别是学习像建
筑和编码这样的科目，其本质上就是把技术作为重
点。 这些行业的创新速度是惊人的，更重要的是，获
得这些创新的机会的途径变得越来越具有包容性和
可用性。 根据我的经验，最成功的学生是那些以开放
的心态接近项目的学生。 他们几乎总是会找到一种
创新的方法来达到作业要求，经常超出他们的原来所
熟悉的领域，学习新的技能或思维方式。
 
“UCA的核心是合作学习的模式。 社区意识和艺术设
计教育的共同愿景对于UCA来说才是真正的独一无
二，它是使其成为一个令人兴奋，且兼具挑战性和培
育性的学习环境的一部分。”

Katherine Boxall
时装管理和营销课程负责人
–
“我是九年前创建这个课程的联合创始人之一，当时
我们意识到大学在专注创意营销和时尚界业务方面
的职业学位课程方向的一个空白。 现在是我在UCA
的第十四个年头，我为这个屡获殊荣的课程和强大的
导师团队感到自豪。

“我们像对待年轻的行业专家一样对待我们的学生，
并强调就业能力和拥有一个行业级的技能的重要性。 
除了提供必要的知识和商业头脑以外，我们还拥有强
大的行业联系和定期的现场项目，可以引导学生直接
进入行业。 我的一部分角色就涉及保持和促进强大
的行业联系，我喜欢看到我们的学生成长以及发展成
为成功的年轻行业专业人士。
 
“我们的UCA是一个紧密的社区，是一个充满友好和
关爱气氛的学习地方。 伦敦是世界上最大的时尚之
都之一，我们大学距离伦敦只有很短的火车车程，所
以我确实觉得我们的学生得到了两全其美的优势。” 

“根据我的经验，最成功的学
生是那些以开放的心态接近
项目的学生。 他们几乎总是
会找到一种创新的方法来达
到作业要求。”

“我们像对待年轻的行业专家一
样对待我们的学生，并强调就
业能力和拥有一个行业级的技
能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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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terbury   
Epsom   
Farnham   
Hampton Court   
Maidstone TV Studios   
Rochester   

预科及基础课程 所在校区 所在页

艺术与设计文凭——基础课程      49

艺术与设计延伸文凭      49

创意媒体制作与技术延伸文凭      49

时装商务与零售延伸文凭*      49

表演制作设计延伸文凭*      49

艺术、设计与传媒国际预科      48

英语预科      48

Undergraduate Courses Campus Page

表演专业（荣誉）文学学士      72

广告专业（荣誉）文学学士      64,66,68

动画专业（荣誉）文学学士 （三年制和四年制可供选择）      50,60

建筑学（荣誉）文学学士      52

电脑动画艺术专业（荣誉）文学学士      50,60

电脑游戏艺术专业（荣誉）文学学士      50

电脑游戏设计专业（荣誉）文学学士*      50

电脑游戏技术专业（荣誉）理学学士      51

当代首饰专业（荣誉）文学学士      54

创意编码与技术专业（荣誉）理学学士      51

戏剧、电影与表演设计专业（荣誉）文学学士      52,60,72

数码影视与荧幕艺术专业（荣誉）文学学士      60

时装专业（荣誉）文学学士(三年制和四年制可供选择)      56

时装工作室专业（荣誉）文学学士      56

时装采购零售管理专业（荣誉）文学学士      56,66

时装设计专业（荣誉）文学学士(三年制和四年制可供选择)      56

美术专业（荣誉）文学学士      62

玻璃、陶瓷、首饰与金属制品专业（荣誉）文学学士(三年制和四年制*可供选择)      54

平面传达专业（荣誉）文学学士      64

平面设计专业（荣誉）文学学士 (三年制和四年制可供选择）      64

平面设计：视觉传达专业（荣誉）文学学士      64

时装、室内装饰与纺织艺术的手工刺绣专业（荣誉）文学学士      54,58

插画专业（荣誉）文学学士（三年制和四年制可供选择）      63,65

插画与动画专业（荣誉）文学学士      51,65

室内建筑与设计专业（荣誉）文学学士      52

室内建筑与设计专业（荣誉）文学学士      52

室内手工艺与装饰艺术专业（荣誉）文学学士(三年制和四年制可供选择)*      53,55

工业设计专业（荣誉）理学学士      54

室内式样与设计专业（荣誉）文学学士*      53

新闻与媒体制作(荣誉)文学学士*      61,68

音乐创作与技术专业（荣誉）文学学士和理学学士      70

音乐新闻专业（荣誉）文学学士      68,70

音乐营销与推广专业（荣誉）文学学士      66,69,70

音乐表演专业（荣誉）文学学士*      70,72

音乐制作专业（荣誉）文学学士*      69,71

表演专业（荣誉）文学学士*      72

摄影专业（荣誉）文学学士(三年制和四年制可供选择）      74

摄影专业（荣誉）文学学士      74

产品设计专业（荣誉）文学学士      55

金银器与首饰专业（荣誉）文学学士      55

运动时装与品牌建设专业（荣誉）文学学士      58,67

电视和媒体制作专业（荣誉）文学学士*      61,69

电视制作专业（荣誉）文学学士      69

时装与内饰的纺织专业（荣誉）文学学士      55,58

时装新闻专业（荣誉）文学学士      57,68

时装化妆与发型专业（荣誉）文学学士      57

时装管理与营销专业（荣誉）文学学士      67

时装传媒与推广专业（荣誉）文学学士(三年制和四年制可供选择）      67

时装摄影专业（荣誉）文学学士      57,74

时装推广与影像专业（荣誉）文学学士      57,66

时装纺织专业：印染专业（荣誉）文学学士      58

电影制作专业（荣誉）文学学士（三年制和四年制可供选择）      61

美术专业（荣誉）文学学士 (三年制和四年制可供选择）      62

*课程将在 2017/18年评估审核.

UCA 定期更新所设置的课程以满足创意产业
不断变化对人才的需求。 了解最新的课程信
息，请访问: uca.ac.uk/new-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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坎特伯雷校区
埃普索姆校区
法纳姆校区
汉普顿宫

梅德斯通电视工作室 
罗彻斯特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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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集建议

挑选我们的申请人

作为英国最高水平的创意艺术大学，我们希望吸引世
界各地最优秀和最富创意的申请人，因此我们采用了
平衡法评估申请人，综合考量个人作品集和考试成
绩。 

随着我们的名声和专业排名的提升，目前我们学生的
学习成绩比以往都要高。 然而，在此优异成绩的背景
下，我们采用平衡法评估发送录取通知书，还对那些
通过出众的作品集更清楚表明自己创意潜能的申请
人有利——这是我们有时对那些成绩低于正常入学
标准的学生发送录取通知书的原因。 

这也是你的作品集是你申请入学极其重要组成部分
的原因，对此我们能够提供帮助。 如果你打算申请入
学，一份令人印象深刻的作品集有助于展现你的实践
和创意能力，能够为你的申请带来额外的优势。 

什么是作品集？

作品集指一系列能够展现你各种技能和创意才能的
作品。 这是你展示自己个性、创意、灵感和艺术能力
的机会，有助于我们评估你是否适合你所申请的课
程。 作品集可以包含设计作品、绘画和艺术项目、照
片、影像、音频、音乐创作或创意写作和散文。 

可以把你的作品集当做对你作品的陈述，它必须展现
你的创意之旅、思路和影响。 别担心过于大胆，吸引
浏览你作品集的人吧，让他们对你的创意潜能赞叹
吧！

我的作品集应该包含什么？

你的作品集应该包含你研究的案例，展示你的创意和
项目的发展过程，必须美观又有条理。 或许按主题、
风格或者时间顺序编排你的作品会有好处。 这将展
现你良好的组织能力和艺术意识。  

作品集必须展现你的创意之旅，思路和个性，从而我
们可以评估你的潜能。 同时展现你的灵感和追求也
至关重要，因为你的作品集应该会展现很多关于你自
己和你的创意身份以及你所申请课程的东西。 

确保你的作品集美观大方。 请记住，我们的老师只有
很短的时间浏览每一个作品集，因而你需要明智地组
织你的作品。 通常，我们推荐你在作品集中放10-15
份作品。 把一些最引人注目和有趣的作品放在前面，
引导浏览者参观你的创作旅程，向他们展示一份份作
品，让他们看到各种技能、材料、技术和影响——这或
许包括油画、素描画、摄影、数码作品、情节串联图板、
动画图片或者文字作品。 如果你包含动态图片作品，
我们建议时长最好不要超过两分钟。 亮出你最喜爱
的作品并说明是什么东西或者人给了你灵感。 

我要收录不成功的项目吗？

我们希望看到你对你所选学习领域的激情和决心。 
让我们知道你热爱该学科——我们想知道你在业余
时间是否做过独立的项目，是否从学堂之外的资源中
获得过灵感。 我们请你上传你的作品集时，有关在你
的作品集中收录什么作品，我们会提供相关建议。 展
示你相关的优点，可以收录试验性或结果不尽如人意
的作品。 但请记住，我们注重质量而不是数量。 

此外，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若有要求，你必须能够陈述
你作品集中的每一份作品。 

所有课程都需要作品集吗？

并非所有课程在你的申请过程中需要作品集——参
见本简章中各课程的相关页面或详见uca.ac.uk/
study。 但是，即便不要求提供作品集，如果在你的申
请和面试过程中，你想分享你的创意作品，我们非常
欢迎，这更有助于我们更了解你和你的兴趣。 

我需要在网上提交我的作品集吗？

对于英国之外的申请人，我们接受通过在线作品集上
传系统上传的数字作品集。 在线作品集上传系统在
申请人页面上，能够让你上传图片、文件或链接外网。 
我们要求所有作品集通过该系统提交 (我们不接受
通过邮件发送的作品集），因为没有大小限制，你可以
给你上传的每一份作品添加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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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科、基础课程及 
国际生专业方向

Blue Tuohy,  
艺术与设计延伸文凭,  
UCA 坎特伯雷校区

我们专注于为我们的国际学生在英国修读本科学位
做好准备。 我们的国际学生可选专业课程旨在为你
提供一条快速又有保障的通道修读我们的其他课程。 
无论你准备开始修读预科还是本科课程，如果你需要
提高你的英语语言技能、艺术与设计技能、创意或管
理作品集或者某一学科领域的知识，你都应该考虑国
际学生桥梁课程。 

我们的预科课程和基础课程为你提供了在你选择具
体的本科课程之前探索各种艺术、设计和传媒学科
的机会。 它们可以让你发现自己的艺术强项并充实
你的作品集，有助于为你下一阶段的创意艺术学习
做好准备。 

我们提供的课程

国际学生桥梁课程 

艺术、设计与传媒国际预科 - 法纳姆校区 
International Foundation in Art, Design & Media 

我们的国际预科课程尊重每位学生的文化，同时提供有关英
国高等教育的重要信息。 修完这门课程，你将信心满满，掌
握进一步在创意学科深造所需的实用技能。 我们的国际
预科与英语语言培训完全融合，帮助你达到本科入学的雅
思要求。

全日制24周或29周，分阶段授课，每8周一阶段
入学要求：详见76页

uca.ac.uk/international-foundation

预科和基础课程 

艺术与设计文凭——基础课程 
Diploma in Art & Design – Foundation Studies 

该课程能为你从文凭进阶到学位做好准备。 你将花一年时
间探索各种创意学科，为你提供时间和创意灵感，以便在选
择本科学位时作出决定，选择你想专攻的的艺术与设计领
域。 你可以使用我们的专业设备并有学科专业的讲师团队
为你提供支持。

坎特伯雷校区、埃普索姆校区、法纳姆校区和 
罗彻斯特校区——全日制一年
入学要求：详见76页

uca.ac.uk/foundation-canterbury 
uca.ac.uk/foundation-epsom 
uca.ac.uk/foundation-farnham 
uca.ac.uk/foundation-rochester

英语预科：10周 - 法纳姆校区 
Pre-sessional English: ten weeks 

我们的英语预科是专为准备修读英国创意艺术大学的艺术
与设计专业的你而设计的。 如果你的雅思成绩离达到你在
英国创意艺术大学的主修课程语言要求（9月和1月入学）差
1.0分，你可以修读该课程。

全日制10周

uca.ac.uk/pre-sessional

艺术与设计延伸文凭 
Extended Diploma in Art & Design 

你对艺术充满激情，但因学校的授课方式而感觉力不从心
吗？我们的艺术与设计延伸文凭为你提供了独一无二的机
会，让你在16岁时就能够在大学环境中学习实用的艺术与设
计课程。 在英国创意艺术大学，和我们所有本科生和硕士
生一样，你可以使用各种设备、工作室和实践课程。 此外，由
于你将就读于欧洲第二大专业的艺术大学，你将会使用一些
最先进的设备。

坎特伯雷校区、埃普索姆校区*和罗彻斯特校区 
全日制两年
入学要求：详见76页

uca.ac.uk/extended-diploma-canterbury 
uca.ac.uk/extended-diploma-epsom 
uca.ac.uk/extended-diploma-rochester

创意媒体制作与技术延伸文凭 - 罗彻斯特校区 
Extended Diploma in Creative Media  
Production & Technology 

将你对创意媒体的兴趣引入下一个层次，认识到更多创意媒
体如何塑造我们的日常生活。 这一个性十足、充满创意的文
凭将培养你各种多媒体格式的设计和传媒技能，意在涵盖大
多数媒体制作和技术的元素。 

罗彻斯特校区 — 全日制两年
入学要求：详见76页

uca.ac.uk/extended-diploma-media

时装商务与零售延伸文凭*  
Extended Diploma in Fashion Business & Retail* 

我们在英国创意艺术大学埃普索姆校区开设的两年制时装
商务与零售延伸文凭会让你在大学的授课环境中了解时装
界的商务与零售。 对时装、商务和管理感兴趣的16岁及以上
的学生均可以申请，你可以通过实践和理论项目探索时装的
零售世界和学习商务。

埃普索姆校区—全日制两年
入学要求：详见76页

uca.ac.uk/extended-diploma-fashion

表演制作设计延伸文凭* 
Extended Diploma in Production Design for  
Performance* 

我们两年制的延伸文凭为你学习表演设计和一系列制作项
目及公开活动设计提供了一条途径。 对剧院、舞蹈、音乐、电
影、电视和一系列街头和社区活动等公开活动感兴趣的16
岁及以上的学生都可以申请我们的这门课程。 你将主要探
索技术和实践元素，这些元素会为你提供制作和设计原则
的关键信息。

罗彻斯特校区 — 全日制两年
入学要求：详见76页

英语预科：5周 - 法纳姆校区 
Pre-sessional English: five weeks 

我们的英语预科是专为准备修读英国创意艺术大学的艺术
与设计专业的你而设计的。 如果你的雅思成绩离达到你在
英国创意艺术大学的主修课程语言要求（9月和1月入学）差
0.5分，你可以修读该课程。

全日制5周 

uca.ac.uk/pre-sessional

*注：课程自打印之日起生效
uca.ac.uk/extended-diploma-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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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画、编码 
和游戏

动画、编码和游戏位居当今世界发展最快的新兴产业
之列。 我们的动画专业（荣誉）文学学士课程是欧洲
创立时间最长的同类课程之一，而我们新开设的电脑
游戏设计专业（荣誉）文学学士课程将带你探索视频
游戏中令人兴奋的领域。 我们的电脑动画艺术专业 
（荣誉）文学学士课程会在视觉和技术方面对你进行
训练，让你成为一名技术娴熟的电脑绘图师和动画片
制作人员。 插画与动画专业（荣誉）文学学士课程会
帮助你打造自己的声音同时通过视觉来沟通。 无论
你选择哪一门课程，你都有机会加入我们才华出众的
学生社区，其中许多学生的电影作品已经在世界各地
的活动中展出过。

我们的教学队伍中有许多业界领先的专业人士、屡
获殊荣的专家、活跃于业内的动画师、编码员和游戏
设计师。 我们希望传授你有关动画、编码和游戏的知
识，从而让你成为该领域的佼佼者。

可选专业 

动画专业（荣誉）文学学士 （三年制和四年制可供选择） 
BA (Hons) Animation (3 & 4 year routes available)  

由于我们的校友包括奥斯卡和电影与电视艺术奖获得者，我
们的动画学位课程是世界上同类课程中最著名和最受好评
的课程之一。 无论你想在我们专门的演播室里制作3D电影
还是制作定格电影镜头，在这门课中，你都可以自由地挖掘
和开发自己的个人风格。

法纳姆校区——全日制三年或者四年

uca.ac.uk/courses/W615 （三年制） 
uca.ac.uk/courses/W617 （四年制）

 
电脑动画艺术专业（荣誉）文学学士
BA (Hons) Computer Animation Arts 

电脑动画艺术专业专注于艺术和设计，注重制作设计，从该
专业毕业，你将成为技艺精湛的2D和3D艺术家。 我们会把
你训练成一位熟练的软件使用者，帮助你培养动画行业及其
相关创意行业的雇主极其看重的全套技能。

罗彻斯特校区——全日制三年

uca.ac.uk/courses/W281

 

电脑游戏艺术专业（荣誉）文学学士 
BA (Hons) Computer Games Arts  

我们的电脑游戏艺术专业（荣誉）文学学士学位能让你进入
游戏行业中一些最大、最令人心动的新兴大公司。 你将获
得深入的观察性绘画训练并探索艺术风格，同时界定互动
和数字环境的概念。 你也会从高端的硬件和出众的业界软
件使用中受益。

法纳姆校区——全日制三年

uca.ac.uk/courses/W280

 
电脑游戏设计专业（荣誉）文学学士*
BA (Hons) Computer Games Design*  

我们的电脑游戏设计课程会为你提供机会，探索日益发展又
独立的游戏产业以及如何运用你的创意在该领域从业。 你
将有机会向国际知名的讲师学习，培养各种技能，运用先进
的软件，专注于自己游戏设计的方法。

罗彻斯特校区——全日制三年

uca.ac.uk/courses/I620

 

电脑游戏技术专业（荣誉）理学学士 
BSc (Hons) Computer Games Technology 

该课程以用户至上的设计原则为基础，从中你可以学到如何
在游戏设计和开发的每一个阶段考虑用户的使用感受。 这
种精神与其他设计方法不同，一开始就明确以用户希望或者
需要如何玩游戏和如何与游戏互动为导向来设计结果。 你
会学到如何通过人类学研究、背景调查、模型和可用性测试
等调查法来设置和改进要求。

法纳姆校区——全日制三年

uca.ac.uk/courses/G450

 
插画与动画专业（荣誉）文学学士
BA (Hons) Illustration & Animation 

该课程将鼓励你成为独立的批判性思想家和制造者。 你
会成为生机勃勃的社区中的一员，可以享用最先进的工作
室，使用专业的工具和工序，包括版画制作、图书制作、凸版
印刷机、动态图片、3D作品、摄影、暗室处理以及各种其它业
界标准软件。

坎特伯雷校区——全日制三年

uca.ac.uk/courses/WW26

 

创意编码与技术专业（荣誉）理学学士 
BSc (Hons) Creative Coding & Technology  

从虚拟现实的快速发展延伸到建筑设计、电影和电视工作
室等领域，创意编码和新技术都为设计界带来了激动人心
的无限可能。 我们的课程将使你能够创造和塑造你周围的
世界，同时发展你的技能和对计算机设计和互动艺术有更
好的理解。

用人企业对UCA毕业生所表现出的高技能有着良好的评价。 
使你与艺术家，建筑师和编码人员一起工作，培养你在严谨，
专业素质和想象力的巨大平衡，能够批判性地评估和学习伟
大设计的秘诀，为你在获得互动，展览和体验设计等领域的
就业机会做好准备。

坎特伯雷校区——全日制三年

uca.ac.uk/courses/W290

 

TraKLab,  
UCA 坎特伯雷校区

*注：课程自打印之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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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与 
室内设计

在建筑与室内设计专业，我们提供各种重要的空间设
计课程。 我们的建筑学专业（荣誉）文学学士课程受
到英国皇家建筑师协会的认可逾60年，我们的室内设
计课程受到英国室内设计协会的认可。 我们随时提
供支持你学习的环境，并能够让你充分利用我们的专
业设计工作室、出众的实践课程，同时你还可以在我
们校园的走廊和公共区域展示你的作品。  

我们鼓励你培养与各种各样的社区和组织打交道的
技能，此外， 你还有机会利用技术资源创造出形形色
色的作品。 英国创意艺术大学的毕业生具备广博技
能，深获雇主肯定。 我们的目标是让你学会在严谨态
度与专业知识之间取得良好的平衡，培养出乐观精神
和丰富想象力——能够以批判性思维评估建筑与设
计，并掌握优秀建筑和设计的奥秘。 

可选专业 

建筑学（荣誉）文学学士 
BA (Hons) Architecture 

在英国创意艺术大学学习建筑学是一种富有生机和创意、令
人进步的体验，能够让你向50多名非常成功和专业的建筑
师、设计师和工程师学习。 我们建筑学课程在“2018年《卫
报》大学指南的专业排名”中名列前10。 你将试验建筑学的
各种要素，还会通过利用行业标准的技术和软件学会数字技
能。 该学位课程受到建筑师注册委员会和英国皇家建筑师
协会的双重认可。 

坎特伯雷校区——全日制三年

uca.ac.uk/courses/K100

 
戏剧、电影与表演设计专业（荣誉）文学学士
BA (Hons) Design for Theatre, Film & Performance 

这门课程将为你从事这个令人心动的行业做好充分准备。 
你将设计舞台、服装和道具，建造按比例缩放的模型，表演
角色，用通过实际操作解决问题的方式来支持制作，从而让
你置身于戏剧和电影制作当中。 我们会提供大量的机会，让
你通过外界委托的项目和工作经历将自己所学的东西运用
到实践中。 

罗彻斯特校区——全日制三年 

uca.ac.uk/courses/W440 

 

室内建筑与设计专业（荣誉）文学学士——坎特伯雷校区 
BA (Hons) Interior Architecture & Design – Canterbury  

作为建筑学、批判性空间实践和美术的交叉学科，坎特伯雷
校区的室内建筑与设计采用了跨学科的方法，转化未充分利
用和未利用的空间和地方。 以进步和应对现实世界的挑战
为理念，你将在研究氛围浓厚的学习环境中学习，这将促使
你挑战你对该学科的原有认识并开始认识到设计师在现代
社会中的作用。 

 
坎特伯雷校区——全日制三年

uca.ac.uk/courses/W252

 
室内建筑与设计专业（荣誉）文学学士——法纳姆校区
BA (Hons) Interior Architecture & Design – Farnham 

该学位将把你引入一个令人心动又欣欣向荣的国际学科，创
意和技术技能互相融合改变三维空间。 我们会鼓励你探索
现代设计的批判性问题，培养你抓住和创造机会的能力。 你
会深刻地理解建筑与设计并获得材料和建筑技术的知识。  
 

 
法纳姆校区——全日制三年

uca.ac.uk/courses/W251

 

室内手工艺与装饰艺术专业（荣誉）文学学士* 
(三年制和四年制可供选择) 
BA (Hons) Interior Craft & Decorative Art*  
(3 & 4 year routes available) 

该课程面向对设计室内空间装饰细节和手工艺品富有浓厚
兴趣的学生，主要关注精致物件的设计和制作。 这些精致物
件是室内建筑结构、相关固定设施、家具和配件或者各种装
饰物品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你可以享用我们独特又专业
的工艺设备和技术团队，所有项目都在专门的室内开展。  
 
法纳姆校区——全日制三年

uca.ac.uk/courses/W751 (三年制) 
uca.ac.uk/courses/W750 (四年制)

 
室内式样与设计专业（荣誉）文学学士*
BA (Hons) Interior Styling & Design* 

该课程是对室内式样充满激情的学生的理想选择。 你将处
理两种客户的式样需求——定制建筑的总体室内设计和用于
编辑和广告的室内场景和摄影设计。 通过第二年的实习，你
会建立业界关系网，获得市场知识，培养良好的鉴赏能力，进
而能够识别和设计出具有创新式样影响力的室内装饰。  

罗彻斯特校区——全日制三年

uca.ac.uk/courses/W761

*注：课程自打印之日起生效

Jordan Whitewood-Neal
建筑学（荣誉）文学学士
UCA 坎特伯雷校区

Helena Martin,  
室内建筑与设计专业, 
UCA 坎特伯雷校区



我
们
的
课
程

我
们
的
课
程

54  55  

手工艺 
与产品设计

英国创意艺术大学在2016年“红点设计概念排名”的
欧美高校中位居第10位。 我们在三个历史悠久的校
区配备了无可匹敌的专业化 手工艺和设计实践课程
设施，它们分别是 法纳姆校区、罗彻斯特校区和汉普
顿宫校区（英国皇家刺绣学院手工刺绣教学点）。 因
此，在英国创意艺术大学学习手工艺与设计课程意味
着真正独一无二、令人激动的前景。  

我们所有手工艺与产品设计课程都由我们三家国际
认可的研究中心提供密切支持，即：手工艺研究中心、
国际纺织品研究中心、可持续设计中心。 我们经验丰
富的从业者、导师、学术团队和技术团队会齐心协力
帮助你，使你取得远远超出期望的成就。 最终，你不
仅将有能力从事手工艺与设计行业，还有能力塑造、
影响这个行业。 

可选专业 

当代首饰专业（荣誉）文学学士 
BA (Hons) Contemporary Jewellery 

这门特色课程提供了各种研究当代首饰的方法，促使你试验
各种材料和工序。 你可以参加各种优秀的实践课程，学习金
属、陶瓷、塑料、木头以及数码技术领域的技艺。 

罗彻斯特校区——全日制三年

uca.ac.uk/courses/W700

 
玻璃、陶瓷、首饰与金属制品专业（荣誉）文学学士 
(三年制和四年制*可供选择)
BA (Hons) Glass, Ceramics, Jewellery, Metalwork  
(3 & 4* year routes available) 

英国手工艺和设计的专业化历史悠久，享誉世界，使英国成
为了创新当代设计之国。 该学位会为你提供机会，在选择
更深入地学习某一领域或继续学习各种专业领域之前探索
所有材料领域。 我们工作室设备的多样性和标准在高校中
堪称典范。  

法纳姆校区——全日制三年（或全日制四年包括一年预科）

uca.ac.uk/courses/W703 (三年制)  
uca.ac.uk/courses/W702 (四年制)*

 

时装、室内装饰与纺织艺术的手工刺绣专业（荣誉）文学学士 
BA (Hons) Hand Embroidery for Fashion, Interiors, 
Textile Art 

这门举世闻名的课程由皇家刺绣学院的专职教师在汉普顿
宫中的专用工作室里授课。 作为手工刺绣唯一的全日制专
业学位，该课程能够让你通过研究与实践沉浸在现代与传统
手工刺绣的学习中，打造自己作为新兴从业人员的身份。 

皇家刺绣学院汉普顿宫和法纳姆校区——全日制三年

uca.ac.uk/courses/W740

 
工业设计专业（荣誉）理学学士
BSc (Hons) Industrial Design 

我们新开设了这门课程，面向有意设计和塑造日常所需的大
众产品的学生。 通过主要关注生产工序，你会把创意天赋与
远见和实践知识与行业经验结合起来。 你还有机会在第二
年和第三年之间去实习，获得宝贵的从业经验。 

罗彻斯特校区——全日制三年

uca.ac.uk/new-courses

 

室内手工艺与装饰艺术专业（荣誉）文学学士* 
(三年制和四年制可供选择） 
BA (Hons) Interior Craft & Decorative Art* 
 (3 & 4 year routes available) 

该课程面向对设计室内空间装饰细节和手工艺品富有浓厚
兴趣的学生，主要关注精致物件的设计和制作。 这些精致物
件是室内建筑结构、相关固定设施、家具和配件或者各种装
饰物品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你可以享用我们独特又专业
的手工艺设备和技术团队，所有项目都在专门的室内开展。 

法纳姆校区——全日制三年

uca.ac.uk/courses/W751 (三年制) 
uca.ac.uk/courses/W750 (四年制)

 
产品设计专业（荣誉）文学学士
BA (Hons) Product Design 

培养你的技能和商务设计重点，让你成为一位专业的产品
设计师，能够在世界各地的设计工作室和业界工作。 你可以
在专业的实践课程中学习，从中你可以利用工业流程设计自
己的创意；你还可以使用最新的计算机辅助设计和数字技术。 
我们专业的产品设计师团队会让你参与考验你设计师技能
的项目，包括设在伦敦的设计工作室项目。 此外，你还有机
会到著名的欧洲设计工作室交流学习。  

法纳姆校区——全日制三年

uca.ac.uk/courses/W242

 

金银器与首饰专业（荣誉）文学学士 
BA (Hons) Silversmithing, Goldsmithing & Jewellery 

该课程能让你有机会在追求创新和卓越又趣味盎然的环境
中成为一名出色的设计师和工匠。 实物制作和材料调查是
该课程的核心——结构化的技术实践课程会让你学会各种设
计金属以及手工和数字制造金属的技能。 德高望重、经验丰
富的设计师和工匠会在工作室中向你授课。 

罗彻斯特校区——全日制三年

uca.ac.uk/courses/W721

 
时装与内饰的纺织专业（荣誉）文学学士
BA (Hons) Textiles for Fashion & Interiors 

在英国创意艺术大学法纳姆校区，我们通过推广和开发创
新纺织设计师的作品建立了国际声誉。 我们的时装与室内
纺织专业课程独特地融合了传统的印染与编织技术和创新
的、以材料为基础的纺织设计。 你的周围都是走在学科最前
沿的专业人士，出众的业界关系网络、实习工作、国际年以及
与其他艺术课程学生的合作令学习的文化更加丰富，这些都
将让你受益匪浅。 

法纳姆校区——全日制三年

uca.ac.uk/courses/W234 

Molly Gillett, 
时装与内饰的纺织专业（荣誉）文学学士 
UCA 法纳姆校区

*注：课程自打印之日起生效



我
们
的
课
程

我
们
的
课
程

56  57  

时装与纺织品

我们的服装学院享有国际声誉，在时装商业评论公司
推出的“2015年全球服装学院排名”中名列前20，其时
装与纺织品专业在“2018年《卫报》的大学指南”专业
排名中位居第6位。 我们学院与众多专业人士、全球
时装品牌、公司和客座讲师关系密切， 学生对我院在
国际舞台上的商业和营销关系赞不绝口。 

我们学院根植于传统，但我们也通过探索最新科技来
预测行业趋势，因材施教培养技术娴熟、富有创造精
神的专业人士。 我们的课程内容广泛，涵盖时装行业
的方方面面。 我们专注于创造性、技术性、创新性和
专业性，让我们的学生能够在职场上脱颖而出， 为广
大创新领域提供下一代时装界的专业人士。 

可选专业 

时装专业（荣誉）文学学士（三年制和四年制可供选择） 
BA (Hons) Fashion (3 & 4 year routes available) 

该课程将帮助你掌握大量的创意和实践技能，培养自身的
设计理念，为你进入时装行业做好充分准备。 我们将鼓励
你掌握前瞻和试验的能力，用理智和批判的眼光看待时装行
业。 该课程也会为你在时装历史和理论方面打下坚实的基
础，因而你将学习一系列时装设计的概念及其与你的作品和
创意想法之间的关系。 

埃普索姆校区——全日制三年 (或四年包括预科一年）

uca.ac.uk/courses/W230（三年制） 
uca.ac.uk/courses/W236（四年制）

 
时装工作室专业（荣誉）文学学士
BA (Hons) Fashion Atelier 

我们独一无二的时装工作室课程因培养出杰出的毕业生而
举世闻名。 该课程是唯一非常注重实践的学位，为你提供了
一种创新性的试验方法，进而让你实现成功。 该课程不仅能
够培养你立体裁剪和创意平面裁剪的专业技能，还可以培养
你手工艺品定制裁剪、时装设计和现代设计所需的创意技能。 

罗彻斯特校区——全日制三年

uca.ac.uk/courses/W237

 

时装采购零售管理专业（荣誉）文学学士 
BA (Hons) Fashion Buying Retail Management 

我们的时装采购零售管理学位出类拔萃，针对时装管理问题
采取了具有创新性和开拓性的解决方法。 该课程的内容涵
盖广泛的时装零售领域，包括营销和公共关系、金融、人力资
源、采购和供应链、采购和销售以及业务管理，能够让你掌握
专业技能，成为一名成功的零售经理或者买家。 

罗彻斯特校区——全日制三年

uca.ac.uk/courses/WN2F

 
时装设计专业（荣誉）文学学士(三年制和四年制可供选择）
BA (Hons) Fashion Design (3 & 4 year routes available) 

我们获奖的时装设计课程享有国际声誉，培养了专业、才能
出众、技艺精湛的设计专业毕业生。 你将获得从业经验丰富
的专业设计师的指导，受到鼓励作现场报告，有机会与瑞斯 
(Reiss）、威尔豪斯（Warehouse）和汤米•希尔费格（Tommy 
Hilfiger²等知名公司合作。 同时，你还有机会在国际高端的
的平台上展示你的作品，比如英国毕业生时装周。 
 

罗彻斯特校区——全日制三年（或四年包括预科一年）

uca.ac.uk/courses/W233 (三年制)  
uca.ac.uk/courses/W328 (四年制)

 

时装新闻专业（荣誉）文学学士 
BA (Hons) Fashion Journalism 

该课程活力十足，富有创意，鼓励你探索丰富多彩的时装和
生活方式传媒，同时培养你的新闻专业技能，让你成为多才
多艺、充满创意的时尚沟通者。 该课程的独特理念围绕声音
的创意展开——第一年训练和寻找声音，第二年培养和扩展
那种声音，第三年展现和发挥每一种声音的独特性。  

 

埃普索姆校区——全日制三年

uca.ac.uk/courses/WP25

 
时装化妆与发型专业（荣誉）文学学士
BA (Hons) Fashion Make-up & Hair 

这门富有创新性的新课程以化妆为媒介——从经典到概
念，从T形台到现代艺术——会将你打造成一名时装专业人
士、化妆师和造型师。 你将获得成为一名创新型从业人员所
需的实用技能，同时会在学术层面对文化和身份理论有更
广泛的认识。到课程结束的时候，你会拥有一个个性签名和
丰富的个人作品。 

埃普索姆校区——全日制三年

uca.ac.uk/new-courses

 

时装摄影专业（荣誉）文学学士 
BA (Hons) Fashion Photography 

在这门课程中， 你将获得知识和设备，探索自己感兴趣的领
域，进而建立你自己独特的声音和可持续的摄影准则。 我们
营造了一个能够提供支持的专业环境，鼓励自主学习和试探
性地探索时装摄影。 我们的团队由经验丰富、研究工作积极
的学者和专业人士组成，在他们的指导下，你将创造出极富
创意的新作品。 
 

罗彻斯特校区——全日制三年

uca.ac.uk/courses/W645

 
时装推广与影像专业（荣誉）文学学士
BA (Hons) Fashion Promotion & Imaging 

我们的时装推广与影像专业的课程将必要、实用和经验积
累的技能融为一体，进而让你一展抱负，走向富有创意的职
业生涯。 教学大纲与这一生机勃勃的行业交相辉映，提供了
多样化的选择，能够让课程根据你的个人优势和兴趣量身打
造。 该课程涵盖了摄影与造型、场景布置、电影制作、品牌创
建和创意营销。  

埃普索姆校区——全日制三年

uca.ac.uk/courses/WN65

Lisa Crook  
时装专业（荣誉）文学学士 
UCA 埃普索姆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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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装纺织专业：印染专业（荣誉）文学学士 
BA (Hons) Fashion Textiles: Print 

这门课程在开放的工作室环境中授课，你拥有自己的个人空
间，可以通过各种各样以设计为主导的项目自由地探索印染。 
你将获得视觉、创意和实用的技能，让你在现代的规则中工
作，让你的印染设计应用于各类产品，从T形台上的各种时装、
织物设计或配件到以时尚为主导的内饰。  
 

罗彻斯特校区——全日制三年

uca.ac.uk/courses/W231

 
时装、室内装饰与纺织艺术的手工刺绣专业（荣誉）文学学士
BA (Hons) Hand Embroidery for Fashion, Interiors, 
Textile Art 

这一举世闻名的课程由皇家刺绣学院的专职教师在汉普顿
宫中的专用工作室里授课。 作为手工刺绣唯一的全日制专
业学位，该课程能够让你通过研究与实践沉浸在现代与传统
手工刺绣的学习中，打造自己作为新兴从业人员的身份。 
 
 

皇家刺绣学院汉普顿宫和法纳姆校区——全日制三年

uca.ac.uk/courses/W740

 

运动时装与品牌建设专业（荣誉）文学学士 
BA (Hons) Sports Fashion & Branding 

我们独特的运动时装与品牌创建专业的课程将帮助你培养
技能和获取专业知识，让你在这一日益增长的专业领域蒸蒸
日上。 你将获取技能和专业技术，让你有能力扮演各种角色，
比如运动装的设计师、运动品牌经理或者顾问。 该课程提供
了各种专业的设备, 由众多来自不同行业的专业人士负责
授课，你将在一个友好又能获得支持的环境中学习。 
 

埃普索姆校区——全日制三年

uca.ac.uk/courses/W232

 
时装与内饰的纺织专业（荣誉）文学学士
BA (Hons) Textiles for Fashion & Interiors 

在英国创意艺术大学法纳姆校区，我们通过推广和开发创新
纺织设计师的作品建立了国际声誉。 我们的时装与内饰的
纺织专业课程独特地融合了传统的印染与编织技术和创新
的、以材料为基础的纺织设计。 你的周围都是走在学科最前
沿的专业人士，出众的业界关系网络、实习工作、国际年以及
与其他艺术课程学生的合作令学习的文化更加丰富，这些都
将让你受益匪浅。 

法纳姆校区——全日制三年

uca.ac.uk/courses/W234

Sianne Natt, 
时装纺织专业：印染专业（荣誉）文学学士 
UCA 罗彻斯特校区, 摄影Sam Chick

时装与纺织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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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与电视

可选专业 

动画专业（荣誉）文学学士 (三年制和四年制可供选择） 
BA (Hons) Animation (3 & 4 year routes available)  

由于我们的校友包括奥斯卡奖和英国电影与电视艺术奖得
主，我们的动画学位是世界上同类课程中最著名和最受好评
的课程之一。 无论你想在我们专门的工作室里制作3D 电影
还是制作定格电影镜头，在这门课中，你可以自由地挖掘和
开发自己的个人风格。 

法纳姆校区——全日制三年（或四年包括一年预科）

uca.ac.uk/courses/W615 （三年制） 
uca.ac.uk/courses/W617 （四年制）

 
电脑动画艺术专业（荣誉）文学学士
BA (Hons) Computer Animation Arts 

电脑动画艺术专业专注于艺术和设计，注重制作设计，从该
专业毕业，你将成为技艺精湛的2D 和3D 艺术家。 我们会训
练你熟练地使用各种软件，帮助你培养动画行业及其相关创
意行业的雇主极其看重的全套技能。 
 

罗彻斯特校区——全日制三年

uca.ac.uk/courses/W281

 

戏剧、电影与表演设计专业（荣誉）文学学士 
BA (Hons) Design for Theatre, Film & Performance 

这门课程将为你从事这个令人心动的行业做好充分准备。 
你将设计舞台、服装和道具，建造按比例缩放的模型，表演
角色，通过实际操作解决问题的方式来支持制作，从而让你
置身于戏剧和电影制作当中。 我们会提供大量的机会，让
你通过外界委托的项目和工作经历将自己所学的知识运用
到实践中。 

罗彻斯特校区——全日制三年

uca.ac.uk/courses/W440

 
数码影视与荧幕艺术专业（荣誉）文学学士
BA (Hons) Digital Film & Screen Arts 

数码影视与荧幕艺术专业注重探讨动态图像和混合数码训
练的创意和概念的可能性。 我们鼓励你将技术推到极致，做
富有创意的试验，为各种项目想出创新性的点子，从而让你
有能力应对瞬息万变的创意行业。 该课程鼓励你探索与动
态图像的实际关系，考量借助新技术的创意潜力，进而让你
形成自己独特的视觉风格。 

法纳姆校区——全日制三年

uca.ac.uk/courses/W690

 

电影制作专业（荣誉）文学学士（三年制和四年制可供选择） 
BA (Hons) Film Production (3 & 4 year routes available) 

我们在电影界享有盛誉，培养了13位英国电影电视艺术学
院奖得主，建立了知名校友网络，为许多国际大片的成功做
出了贡献，包括《星球大战》、《哥斯拉》、《007》、《哈利波特》
、《碟中谍》和《速度与激情》。 我们坚信边学边做的理念，让
你完全像在电影界一样制作电影。 课程作品经常在英国和
国际竞赛和电影节上展出，为你未来的电影制作事业提供
了一块强有力的跳板。 

法纳姆校区——全日制三年（或四年包括一年预科）

uca.ac.uk/courses/W600 (三年制) 
uca.ac.uk/courses/W618 (四年制)

 
新闻与媒体制作(荣誉)文学学士*
BA (Hons) Journalism & Media Production*  

在我们最先进的演播室里，你将接受业内专业人士的培训，
学习世界最大媒体机构要求的必备新闻技能以及相应的技
术技能。 你将通过新闻编辑室的模拟训练进行现场报告，到
你毕业的时候，你就获得了在专业舞台上工作的第一手经
验，能够灵活地应付业内的各个领域，向多平台的观众呈现
具有说服力的报道。 

法纳姆校区——全日制三年

uca.ac.uk/courses/W902

 

电视和媒体制作专业（荣誉）文学学士 
BA (Hons) Television & Media Production 

在这门课程里，你会学到许多富有价值的研究方法、访谈技
巧以及视觉报道的技术。 借助我们最先进的设备学习各种
方法，你将学会先进的制作技术，制作出新闻、纪录片和虚构
题材的精品。 在整个课程的学习过程中，你将有机会做许多
现场报告，体验演播室现场氛围的全真模拟。 

法纳姆校区——全日制三年

uca.ac.uk/courses/P321

 

我们的电影与电视课程具有良好的定位，为学生学习
和训练技能提供了创意环境，你有可能在这里创造出
伟大的作品。 我们培养了奥斯卡奖得主和英国电影
电视艺术学院奖得主的电影制作人和动画师， 我们
也为学生经常凭着自己的作品赢得奖项而自豪。 

无论你选择哪一门课程，你都会在激发灵感的环境中
学习。 比如，我们的电影制作专业（荣誉）文学学士的
学生授课地点在法纳姆校区，旁边便是伯恩森林，电影
《侏罗纪世界2》、《哈利波特》、《复仇者联盟》、《雷神》
、《碟中谍》，《角斗士》以及许多其他电影都在这里取
过景。 我们的电视制作专业（荣誉）文学学士课程在
位于梅德斯通的英国最大电视演播室授课，因此你将
有机会获得网络电视和独立制作的工作经验。 此外，
英国创意艺术大学的所有校区离伦敦都非常近，乘坐
公共交通一小时内便能到达。 

电视制作
学生

Group work,  
电影制作，
UCA 法纳姆校区

*注：课程自打印之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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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

美术课程为我们的学生探索该学科提供了雄心勃勃
又专业的方法，让我们的毕业生能够在其所选的道
路上越走越远。 美术独特的自主学习法让我们的毕
业生学会了非凡的合作技能、交际技能和领导技能，
促使他们在艺术市场和其他市场追求多样化的重大
事业。 

我们在坎特伯雷校区和法纳姆校区开设的艺术课程
都具有浓厚而独特的文化底蕴，各自所在区域的创意
环境和全球的创意活力也带来了相应的优势。 在这
里学习期间，你还可以利用我们先进的设施和优质资
源，让你敢于追求更高的目标。 我们为你提供了一系
列机会包括工作室场地、数字、技术和材料以及策展
和展览方案，旨在为你提供一切，让你在进取又专业
的环境中充分探索和培养自己的创意。 

我们的许多师资都是知名的艺术家，包括尼基•哈姆
林(Nicky Hamlyn)、安德鲁•珂廷（Andrew Kötting)
和凯瑟琳•罗杰斯(Kathleen Rogers)。 我们的教职
人员也常有作品在赫赫有名的艺术场所展出，例如英
国皇家艺术学院、海沃德画廊和泰特现代艺术馆。 学
院研究中心主任、负责人吉恩•温赖特曾带领我们多
名知名的教职工和学生到著名的国际平台上展览自
己的作品和项目，比如威尼斯双年展（2015）和雅典第
十四届卡塞尔文献展(2017）。 

可选专业 

美术专业（荣誉）文学学士——坎特伯雷校区  
(三年制和四年制可供选择） 
BA (Hons) Fine Art – Canterbury 
 (3 & 4 year routes available) 

我们在坎特伯雷校区的美术专业课程是一门自主的学位课
程，鼓励你在对美术有了理论和批判性认识以后，尝试形成
独立的艺术行为。 你可以使用我们的各种设施和专业的工
作室场地，还有机会探索各种媒体，比如绘画、雕塑、现代雕
塑装置、摄影、电影、音频、表演、动画和版画。 我们鼓励创造
性地解决问题，边思考边做，你能够在这样的环境中做试验。 

坎特伯雷校区——全日制三年（或者四年包括一年预科）

uca.ac.uk/courses/W100 (三年制)  
uca.ac.uk/courses/W102 (四年制)

 

插画专业（荣誉）文学学士（三年制和四年制可供选择） 
BA (Hons) Illustration (3 & 4 year routes available) 

我们久负盛名的插画课程在视觉叙事和讲故事方面享有盛
名，我们的理念强调最优秀的插画基于激动人心的原创想
法。 你将通过绘画、文本、序贯设计、图书制作、动态图像、版
画、三维和创意创作搜索想法。 以资源丰富的工作室为基
地，你还可以使用校园内的各种设施，这反映了当代插画不
断演变的特质。 

法纳姆校区——全日制三年

uca.ac.uk/courses/W220 (三年制)  
uca.ac.uk/courses/W221 (四年制)

 

美术专业（荣誉）文学学士——法纳姆校区
BA (Hons) Fine Art – Farnham  

该课程反映了当代艺术行为的态度，推崇批判性地审视社会、
文化和政治。 在课上，你将成功创造适时的机会。 你将探索
艺术如何通过现场项目、展览、策展训练、工作经历以及展会
现场和项目空间传播。 在一个充满活力和非凡创意的环境中，
该课程的目标是要借助专家支持和重要的业界联系让你富
有成效地实现长期过渡，从一名毕业生变成从业人员。 

法纳姆校区——全日制三年

uca.ac.uk/courses/W101

Kathleen Rutherford & Kitti Jankovics,  
美术专业,  
UCA 法纳姆校区

Sophie Taylor,  
美术专业,  
UCA 坎特伯雷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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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面设计、 
广告和插画

我们很自豪地向你提供平面设计、广告和插画的学
位课程，它们能为你提供机会，在这里创造出各种作
品。 我们的学生按照任务要求创造了版式，还创造
了技术引导的交互式作品，从而挑战了危机设备的
身份和界面设计。鲜活的项目例子包括为小妖精乐
队（The Pixies）设计了怀旧精选集的包装、为贝纳通
（Benetton）旗舰店设计了“实时橱窗”动画，还为
联合国驻布鲁塞尔和纽约的办事处提供和完成了信
息设计。 

我们的课程规模相对较小，可为你提供优质的教学
和设施。 我们的教学人员背景多样、经验丰富——从
商业广告和平面设计到学术研究。 大多是活跃在
所属领域的从业者，并且积极参加令人振奋的商业
项目和研究项目。 你还可以享用丰富的资源，包括
传统制版、图书制作、动画、Mac苹果机房、数码打
印、3D 工作室、激光切割、3D打印、纺织品、摄影和
视频器材等。 

可选专业 

广告专业（荣誉）文学学士 
BA (Hons) Advertising 

我们的广告课程由经验丰富、与业内最高层密切相连的从业
人员负责授课，能让你有机会获得优秀教育的同时获取专业
经验。 依托一些世界上最著名的创意总监，我们的课程还制
定了导师计划，与其他毕业生相比，让你有机会为进入广告
业做更好的准备。 通过我们全面的课程，你将学会如何富有
创意和战略性地应对富有挑战的任务，同时深刻地理解理论
和理论在实践中的应用。 

法纳姆校区——全日制三年

uca.ac.uk/courses/W218

 
平面传达专业（荣誉）文学学士
BA (Hons) Graphic Communication 

在我们的平面传达专业课程中，我们将向你介绍平面传达的
一系列途径——从品牌建设、版面设计和广告到印刷媒体，数
字出版和平面设计。 你将获得令人兴奋的机会，通过挑战现
有项目、参加竞赛和课外专业实习将所学的知识运用到实践
中。 该课程的毕业生在一些领军公司里取得了重要成就，这
些领军公司包括博柏利、哈珀•柯林斯、河岛（River Island）
和索尼克（Sonic）；他们都在平面传播领域工作，比如品牌建
设、版面设计、编辑设计、平面设计、业余设计和品牌战略。

法纳姆校区——全日制三年

uca.ac.uk/courses/W217

 

平面设计专业（荣誉）文学学士 
BA (Hons) Graphic Design  

我们相信平面设计师可以为我们的公共生活做出重要的贡
献，他们能够批判性的思想，塑造我们的未来。 我们广博的
平面设计课程从创意和实践的角度审视视觉传达的艺术，让
你在一个振奋人心的环境中学习模拟和数字技能，比如版面
设计、动态图像、社会设计。 活跃于业界的专业人士和学者
组成的团队负责授课，你可以使用我们的各种先进设施，包
括凸版印刷机、丝网印刷机、Arduino制造空间以及最新的
电脑套装。

埃普索姆校区——全日制三年 (或四年包括一年预科）
大学和学院招生服务中心（UCAS）代码：C93/W214/E  
入学要求：UCAS tari§ points为112

uca.ac.uk/courses/W210 (三年制) 
uca.ac.uk/courses/W214 (四年制)

 
平面设计：视觉传达专业（荣誉）文学学士
BA (Hons) Graphic Design: Visual Communications 

通过我们的平面设计：视觉传达专业的课程，你会从理论上
认识用于传播视觉故事的不同技术。 你会发现如何使用这
些技术在如下领域设立自己的项目：编辑设计、运动图形设
计、图书艺术、摄影和视觉叙事。 利用我们专业的工作室场
地和强大的业界关系，你可以开展项目并和我们独特的创意
社区的其他成员一起合作完成各种任务。

坎特伯雷校区——全日制三年

uca.ac.uk/courses/W211

插画专业（荣誉）文学学士（三年制和四年制可供选择）
BA (Hons) Illustration (3 & 4 year routes available)

我们久负盛名的插画课程在视觉叙事和讲故事方面享有盛
名，我们的理念强调最优秀的插画基于激动人心的原创想
法。 你将通过绘画、文本、序贯设计、图书制作、动态图片、版
画、三维和创意创作搜索想法。 以资源丰富的工作室为基
地，你还可以使用校园内的各种设施，这反映了当代插画不
断演变的特质。

法纳姆校区——全日制三年（或四年包括一年预科）

uca.ac.uk/courses/W220 (三年制) 
uca.ac.uk/courses/W221 (四年制)

插画与动画专业（荣誉）文学学士
BA (Hons) Illustration & Animation

该课程将鼓励你能够独立地批判性思考和制作。 你会成为
生机勃勃的社区中的一员，可以享用最先进的工作室，使用
专业的工具和工序，包括版画制作、图书制作、凸版印刷机、
动态图像、3D作品、摄影、暗室处理以及业界标准软件。

坎特伯雷校区——全日制三年

uca.ac.uk/courses/WW26

Sam Selley,  
插画专业,  
UCA 法纳姆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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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营销、管理 
与推广

英国创意艺术大学在“2018年全部大学指南”中位居
英国创意行业专业大学榜首，时装与纺织品专业在 
“2018年《卫报》的大学指南”专业排名中位居全英
第6位，我们为学生提供的服务享誉世界。

加入我们，你将创造出令人心动的创新作品——现场
报告，比如新产品、式样和品牌发布会。 你将深入钻
研自己的专业，以便在毕业时掌握各种实用技能，包
括敏锐的商业触觉、熟练的 Adobe 设计技巧、数学
能力、组织统筹能力、沟通能力、演讲报告能力、时间
管理能力、区分不同任务优先次序的能力以及专业
科目知识。 你还将能够了解、关注数字化媒体，及时
掌握不断变化的科技动态。

我们将帮助你详细了解你所选学科涉及的流程、技
巧和主要原则或原理，我们的教学人员都拥有专业
的学科知识。 我们的毕业生将有能力在业界担任各
种各样的相关岗位，例如，生产经理、艺术总监、广
告撰稿人、创意总监、潮流趋势预测员、造型师、时
尚买手、时装业务员、公关顾问、记者、零售及品牌
营销员。

可选专业 

广告专业（荣誉）文学学士 
BA (Hons) Advertising 

我们的广告课程由经验丰富、与业内最高层密切相连的从业
人员负责授课，能让你有机会获得优秀教育的同时获取专业
经验。 依托一些世界上最著名的创意总监，我们的课程还制
定了导师计划，与其他毕业生相比，让你有机会为进入广告
业做更好的准备。 通过我们全面的课程，你将学会如何富有
创意和战略性地应对富有挑战的任务，同时深刻地理解理论
和理论在实践中的应用。 

法纳姆校区——全日制三年

uca.ac.uk/courses/W218

 
时装采购零售管理（荣誉）文学学士
BA (Hons) Fashion Buying Retail Management 

我们的时装采购零售管理学位出类拔萃，针对时装管理问题
采取了具有创新性和开拓性的解决方法。 该课程的内容涵
盖广泛的时装零售领域，包括营销和公共关系、金融、人力资
源、采购和供应链、采购和销售以及业务管理，能够让你掌握
专业技能，成为一名成功的零售经理或者买家。 
 

罗彻斯特校区——全日制三年

uca.ac.uk/courses/WN2F

 

时装推广与影像专业（荣誉）文学学士 
BA (Hons) Fashion Promotion & Imaging 

我们的时装推广与影像专业的课程将必要、实用和经验积
累的技能融为一体，进而让你一展抱负，走向富有创意的职
业生涯。 教学大纲与这一生机勃勃的行业交相辉映，提供了
多样化的选择，能够让课程根据你的个人优势和兴趣量身打
造。 该课程涵盖了摄影与造型、场景布置、电影制作、品牌建
设和创意营销。 

埃普索姆校区——全日制三年

uca.ac.uk/courses/WN65

 
音乐营销与推广专业（荣誉）文学学士
BA (Hons) Music Marketing & Promotion 

作为最重要的文化出口之一，英国的音乐行业举世闻名，这
不仅仅因为它高质量、多样化，还因为它通过媒体传播的方
式。 在每周流行唱片排行榜下载量、每场现场演唱会或者每
个电影主题的背后都有一名成功的音乐推广人或者营销经
理为艺术家、品牌和观众服务。 借助专业的工作室和电脑实
验室以及经验丰富的团队的指导，你将学到音乐市场营销和
推广必不可少同时又适用于其他工作的技能。

埃普索姆校区——全日制三年

uca.ac.uk/courses/WN35

 

时装管理与营销专业（荣誉）文学学士 
BA (Hons) Fashion Management & Marketing 

这门屡获殊荣的课程拥有强大的业界关系，与快速发展的
时装界同步，能够为你提供与时俱进的知识、卓越的、适用
于不同工作的技能以及高就业率。 该课程在商业背景下倡
导创意想法，着眼于时装界的现状，注重敏锐的商业触觉和
战略规划。 我校的往届毕业生已经在知名机构任职，比如未
来实验室（The Future Laboratory）、Topshop、拉尔夫•劳
伦（Ralph Lauren）、哈洛德百货（Harrods）和颇特女士（Net 
a Porter）。

埃普索姆校区——全日制三年

uca.ac.uk/courses/WN2N

 
时装传媒与推广专业（荣誉）文学学士 
(三年制和四年制可供选择）
BA (Hons) Fashion Media & Promotion  
(3 & 4 year routes available) 

我们的时装传媒与推广专业课程旨在为时装和创意行业培
养创新型的沟通者。 你可以通过创造视觉形象和创意作品
发起令人兴奋的推广活动。 该课程将帮助你了解时装界如
何运作以及如何加入时装界并为瞬息万变的时装界作出贡
献；还会培养你各种专业技能，以便你选择各种职业生涯。

罗彻斯特校区——全日制三年

uca.ac.uk/courses/W226 (三年制)  
uca.ac.uk/courses/W227 (四年制)

 

运动时装与品牌建设专业（荣誉）文学学士 
BA (Hons) Sports Fashion & Branding 

我们独特的运动时装与品牌创建专业的课程将帮助你培养
技能和获取专业知识，让你在这一日益增长的专业领域蒸蒸
日上。 你将获取技能和专业技术，让你有能力扮演各种角色，
比如运动装的设计师、运动品牌经理或者顾问。 该课程提供
了各种专业的设备, 由众多来自不同行业的专业人士负责
授课，你将在一个友好又能获得支持的环境中学习。

埃普索姆校区——全日制三年

uca.ac.uk/courses/W232

 

Phoebe Fox,  
音乐营销与推广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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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与新闻

我们提供一流的课程，能让你学到开启创意职业生
涯所需的技能和专业知识。 我们的媒体与新闻课程
经常采取小组教学的形式，比相对传统的学位课程
更富创意。 你将在一个十分注重实践的环境中学习
技能， 通过做现场报告和新闻编辑室的模拟，让你
在毕业前获得行业经验。 此外，还有许多在业内知
名机构实习的机会。

我们知识渊博的讲师会为你提供支持，他们很快就
能够认识你并了解你的兴趣所在。 他们当中的很多
人都曾就职于知名机构，例如英国广播公司、LBC广
播公司、英国《卫报》和英国一家大型杂志出版社。 
我们鼓励你追求远大的目标，我们的学生已经成功
地访谈了许多家喻户晓的人物，比如杰西卡•恩尼
斯-希尔、莫•法拉赫和强尼•威尔金森。 我们相信
你的努力与冲劲能够让你取得出色的成就。 我们的
许多往届毕业生目前在世界各地的报社、电视台、在
线平台、音乐、公关或媒体行业任职。

可选专业 

广告专业（荣誉）文学学士 
BA (Hons) Advertising 

我们的广告课程由经验丰富、与业内最高层密切相连的从业
人员负责授课，能让你有机会获得优秀教育的同时获取专业
经验。 依托一些世界上最著名的创意总监，我们的课程还制
定了导师计划，与其他毕业生相比，让你有机会为进入广告
业做更好的准备。 通过我们全面的课程，你将学会如何富有
创意和战略性地应对富有挑战的任务，同时深刻地理解理论
和理论在实践中的应用。 

法纳姆校区——全日制三年

uca.ac.uk/courses/W218

 
时装新闻专业（荣誉）文学学士
BA (Hons) Fashion Journalism 

该课程活力十足，富有创意，鼓励你探索丰富多彩的时装和
生活方式传媒，同时培养你的新闻专业技能，让你成为多才
多艺、充满创意的时尚沟通者。 该课程的独特理念围绕声音
的创意展开——第一年训练和寻找声音，第二年培养和扩展
那种声音，第三年展现和发挥每一种声音的独特性。

埃普索姆校区——全职三年

uca.ac.uk/courses/WP25 

 

新闻与媒体制作(荣誉)文学学士* 
BA (Hons) Journalism & Media Production*  

在我们最先进的演播室里，你将接受业内专业人士的培训，
学习世界最大媒体机构要求的必备新闻技能以及相应的技
术技能。 你将通过新闻编辑室的模拟训练进行现场报告，到
你毕业的时候，你就获得了在专业舞台上工作的第一手经
验，能够灵活地应付业内的各个领域，向多平台的观众呈现
具有说服力的报道。

法纳姆校区——全日制三年

uca.ac.uk/courses/W902

 
音乐新闻专业（荣誉）文学学士
BA (Hons) Music Journalism 

该课程意在把音乐爱好者打造成自信的媒体专业人士。 以
多平台创作为重点，该课程鼓励学生寻找创新的方式，在印
刷媒体、在线平台、视频和广播中收集、创造和发布材料。 我
们与音乐界和媒体界的专家有密切联系，埃普索姆校区离伦
敦也非常近，这意味着英国最大的媒体公司就近在咫尺，能
让你形成宝贵的业界联络网。

埃普索姆校区——全日制三年

uca.ac.uk/courses/WP35

 

音乐营销与推广专业（荣誉）文学学士 
BA (Hons) Music Marketing & Promotion 

作为最重要的文化出口之一，英国的音乐行业举世闻名，这
不仅仅因为它高质量、多样化，还因为它通过媒体传播的方
式。 在每周流行唱片排行榜下载量、每场现场演唱会或者每
个电影主题的背后都有一名成功的音乐推广人或者营销经
理为艺术家、品牌和观众服务。 借助专业的工作室和电脑实
验室以及经验丰富的团队的指导，你将学到音乐营销和推广
所需的转移技能。

埃普索姆校区——全日制三年

uca.ac.uk/courses/WN35

 
音乐制作专业（荣誉）文学学士*
BA (Hons) Music Production* 

我们的音乐制作课程将加强你对音乐行业的了解，提升你
的自信，让你能够现场制作音乐作品和展示录制的音乐作品。
你会认识到制作人同时也是电影导演，学习音乐与流行文化、
会演理论以及文化音乐和身份等领域，同时还会通过各种在
研的项目、合作、实习以及与业内专业人士打交道的机会建
立自己的作品集。

埃普索姆校区——全日制三年

uca.ac.uk/courses/W390

 

电视和媒体制作专业（荣誉）文学学士 
BA (Hons) Television & Media Production 

在这门课程里，你会学到许多有价值的研究方法、访谈技巧
以及可视化报道的技术。 借助我们最先进的设备学习各种
方法，你将学会先进的制作技术，制作出新闻、纪录片和小说
类的精品。 在整个课程的学习过程中，你有机会做许多现场
报告，体验演播室现场氛围的全真模拟。

法纳姆校区——全日制三年

uca.ac.uk/courses/P321

 
电视制作专业（荣誉）文学学士
BA (Hons) Television Production 

这门富有创意又实用的课程会为你提供机会，让你在英国顶
尖的电视演播室之一学习电视制作。 在我们专门建造的制
作基地，你可以使用最新的业内标准设备，学习先进的制作
技术和打造充足的知识储备，包括剧本创作、导演、制作、编
辑、摄影工作、音频设计和调试等。

梅德斯通电视演播室和罗彻斯特校区——全日制三年

uca.ac.uk/courses/P311

*注：课程自打印之日起生效

Tom Russell, 
音乐新闻专业, 
UCA 法纳姆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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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

在英国创意艺术大学，我们对音乐以及音乐与文化
的联系充满激情。 我们致力于通过教程、实践课程
和研讨会的方式进行小组教学，因此在校期间，你将
获得个性化的有趣训练。 如果你成为我们的学生，
你的创意潜能将被充分挖掘，还可以学到如何利用
富有创造力的解决方案。 你会学习到实践背后的理
论，而我们也会鼓励你在我们这个激发灵感和充满
艺术的环境中将自己的创意付诸实践。

我们的许多教职人员和导师都拥有行业经验，曾供
职于大型录音公司、媒体公司和音乐录制公司。 我
们会为你提供最新的实用技能，让你顺利从事你所
选的音乐领域。 我们擅长杂志出版（无论是纸质还
是在线），紧跟音乐营销的最新动态，为我们的准毕
业生制作专业的作品集网页。

无论你选择哪一门课程，在校期间，我们都希望将你
培养成多才多艺、深入思考、有创造力的人才。 我
们提供新奇的学习方法，是你开启音乐之旅的理想
之地。

可选专业 

音乐创作与技术专业（荣誉）文学学士和理学学士 
BA/BSc (Hons) Music Composition & Technology 

该课程相当灵活，为你提供了不同选择，你可以选择攻读文
学学士学位（创作方向）或者理学学士学位（技术方向）。 文
学学士方向创造性地探索音乐创作、音乐创作与电影、戏
剧、动画、广告和电脑游戏的关系以及音乐创作在这些领域
中的应用。 理学学士方向探索音乐风格和音乐风格设计的
技术层面，让学生了解录音的内在原理，将学到的知识和技
能应用到电影、动画、戏剧和表演、游戏设计、录音设施以及
交互式应用中。

法纳姆校区——全日制三年

uca.ac.uk/courses/W300

 
音乐新闻专业（荣誉）文学学士
BA (Hons) Music Journalism 

该课程意在把音乐爱好者打造成自信的媒体专业人士。 以
多平台创作为重点，该课程鼓励学生寻找创新的方式，在印
刷媒体、在线平台、视频和广播中收集、创造和发布材料。 我
们与音乐界和媒体界的专家有密切联系，埃普索姆校区离伦
敦也非常近，这意味着英国最大的媒体公司就近在咫尺，能
让你形成宝贵的业界联络网。

埃普索姆校区——全日制三年

uca.ac.uk/courses/WP35 

 

音乐营销与推广专业（荣誉）文学学士 
BA (Hons) Music Marketing & Promotion 

作为最重要的文化出口之一，英国的音乐行业举世闻名，这
不仅仅因为它高质量、多样化，还因为它通过媒体传播的方
式。 在每周流行唱片排行榜下载量、每场现场演唱会或者每
个电影主题的背后都有一名成功的音乐推广人或者营销经
理为艺术家、品牌和观众服务。 借助专业的工作室和电脑实
验室以及经验丰富的团队的指导，你将学到音乐营销和推广
必不可少同时又适用于其他工作的技能。

埃普索姆校区——全日制三年

uca.ac.uk/courses/WN35

 
音乐表演专业（荣誉）文学学士*
BA (Hons) Music Performance* 

我们的音乐表演课程由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士团队负责授课，
他们能让你了解全球的音乐和音乐行业，教你挑战音乐的形
式，帮助你认识表演者的发展轨迹。 你将通过在研的项目和
实习学习，有机会学习我校的其他课程，与业界的专家打交
道并建立关系。

埃普索姆校区——全日制三年

uca.ac.uk/courses/W392

 

音乐制作专业（荣誉）文学学士* 
BA (Hons) Music Production* 

我们的音乐制作课程将加强你对音乐行业的了解，提升你
的自信，让你能够现场制作音乐作品和展示录制的音乐作品。
你会认识到制作人同时也是电影导演，学习音乐与流行文化、
会演理论以及文化音乐和身份等领域，同时还会通过各种在
研的项目、合作、实习以及与业内专业人士打交道的机会建
立自己的作品集。

埃普索姆校区——全日制三年

uca.ac.uk/courses/W390

 

音频编辑工作室,  
UCA 法纳姆校区

*注：课程自打印之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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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艺术

在英国创意艺术大学，我们的表演艺术课程会帮助
你在激发灵感又富有艺术的环境中挖掘自己的创新
能力。 我们提供个性化的学习体验，小班化的教学
能够为你提供探索表演的独特方式。 我们的许多教
职人员拥有戏剧表演和电影表演背景，以及担任舞
台导演和执导荧屏表演的经验。 这让他们能够很好
地传授你表演艺术各个领域的知识，比如，创意从业
人员的团队如何让表演登上舞台以及从概念构思到
最终表演的详细过程。 

我们的创意社区也有助于你建立人脉，为你将来的
职业道路做铺垫。 某些学科的学生甚至能与正在修
读动画、电影制作和电脑游戏艺术等专业学科的学
生合作开展项目，从而进一步增强技能。 在你加入
我们后，我们精彩而富有创新性的课程会培养、提高
你的专业技能，使你成为创意社区中的一员。 修读
我们的学位将为你在这个竞争激烈的行业里走向令
人兴奋的职业生涯做好准备。

可选专业 

表演专业（荣誉）文学学士 
BA (Hons) Acting & Performance 

该课程专注于为演员在舞台和荧屏上工作和发展做好准备。
我校拥有丰富的资源，其中包括彩排室、电影院、电视演播室、
音频录音棚和电影制作设备。 我们与位于法纳姆市中心的
先进表演场所法纳姆艺术中心拥有伙伴关系，这意味着你将
从法纳姆艺术中心的专业戏剧制作人的网络和丰富资源中
受益，其中包括表演和彩排的场地以及荧屏室。 你毕业时将
掌握所有实用、艺术和研究的技能，让你在竞争激烈的表演
行业里获得成功的职业生涯。

法纳姆校区——全日制三年

uca.ac.uk/courses/W410

 
戏剧、电影与表演设计专业（荣誉）文学学士
BA (Hons) Design for Theatre, Film & Performance 

这门课程将为你从事这个令人心动的行业做好充分准备。 
你将设计舞台、服装和道具，建造按比例缩放的模型，表演
角色，通过实际操作解决问题的方式来支持制作，从而让你
置身于戏剧和电影制作当中。 我们会提供大量的机会，让
你通过外界委托的项目和工作经历将自己所学的知识运用
到实践中。

罗彻斯特校区——全日制三年

uca.ac.uk/courses/W440

 

音乐表演专业（荣誉）文学学士* 
BA (Hons) Music Performance* 

我们的音乐表演课程由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士组成的团队负
责授课，他们能让你了解全球的音乐和音乐行业，教你挑战
音乐的形式，帮助你认识表演者的发展轨迹。 你将通过在研
的项目和实习学习，还有机会学习我校的其他课程，与业界
的专家打交道并建立关系。

埃普索姆校区——全日制三年

uca.ac.uk/courses/W392

 
表演专业（荣誉）文学学士*
BA (Hons) Performance* 

我们令人心动、表演课程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融合了各种表
演技能和技术。 你将学习各种表演、舞蹈与乐章以及歌唱
和发声技术，探索如何在剧院内外展示作品。 你还会从该课
程中学到敏锐的商业触觉，包括营销和管理艺人和活动管理。 
在我们的的罗彻斯特校区学习，你还能从我们与附近的梅德
斯通电视演播室的亲密关系中受益。

罗彻斯特校区——全日制三年

uca.ac.uk/courses/W411
*注：课程自打印之日起生效

表演专业学生
UCA 法纳姆校区 
摄影 James Taylor-Mémé

表演专业学生
UCA 法纳姆校区 
摄影 James Taylor-Mém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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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

我校的摄影课程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教学团队由国
际著名的摄影师组成，其中包括格伦•克讷尔(Ka-
ren Knorr)、安娜•福克斯（Anna Fox）、吉恩•温赖
特（Jean Wainwright）奥里•格什特（Ori Gersht）、
斯特芬•克伦茨（Steffi Klenz）、娜塔莎•卡纳（Na-
tasha Caruana）、 埃马纽埃尔•沃克利（Emmanuel 
Waeckerle）和森尔•古普塔（Sunil Gupta）。 法纳
姆校区的课程是当代摄影课程的领头羊，继承了纪
录片摄影的丰富遗产。 罗彻斯特校区的课程以融合
美术和商业用途闻名，尤其与时装摄影有关。

我们大力提倡并注重在摄影棚的环境中培养学生的
动手实践能力，并且发挥我校作为创意艺术类专业
院校的优势，为你提供大量与其他课程的学生协作
的机会。 你将有机会尽情尝试、大胆利用你的个性
和品味，成为专业级的原创视觉作品创作者。 我们
的高端客座讲师计划最近已经与如下摄影师密切
合作：泽德•纳尔逊（Zed Nelson）、奥利维亚•波
普（Olivia Pomp）、梅林达•吉布森（Melinda Gib-
son）, 格伦•麦奎德（Karen McQuaid ）和马克•
内维尔（Mark Neville）.

可选专业 

时装摄影专业（荣誉）文学学士 
BA (Hons) Fashion Photography 

在这门课程中， 你将获得知识和设备探索自己感兴趣的领
域，进而建立自己独特的声音和可持续的摄影准则。 我们营
造了一个能够提供支持的专业环境，鼓励自主学习和试探性
地探索时装摄影。 我们的团队由经验丰富、研究成果层出不
穷的学者和专业人士组成，在他们的指导下，你将创造出极
富创意的新作品。 

罗彻斯特校区——全日制三年

uca.ac.uk/courses/W645

 

摄影专业（荣誉）文学学士——罗彻斯特校区
BA (Hons) Photography – Rochester

在我们罗彻斯特校区的摄影专业课程中，我们鼓励你以令人
兴奋的新方式学习、思考、创作和娱乐，创造出新鲜、令人心
动又发人深省的作品。 我们的学者、专业人士、学生和校友
组成的多样化社区以及高质量的设施和资源让这一切成为
可能。 知名的客座讲师、实践课程、作品集评论以及参与在
研项目的机会让这门课程富有竞争力，同时也让我们的毕业
生在毕业后的工作环境中富有竞争力。

罗彻斯特校区——全日制三年

uca.ac.uk/courses/W642

 

摄影专业（荣誉）文学学士——法纳姆校区 
(三年制和四年制可供选择）
BA (Hons) Photography – Farnham  
(3 & 4 year routes available) 

该课程拥有60年的辉煌历史，鼓励学生大胆尝试创新的摄影
手段。 学习摄影能够让你通过各种当代和历史性的创意背
景探索各种摄影实践。 我们的摄影社区由国际知名的从业
艺术家和摄影师组成，作为该社区中的一员，你将可以使用
各种各样的数字和模拟设备，还可以自由实践，采用历史和
当代相结合的方法调整你的创意。

法纳姆校区——全日制三年或四年包括一年预科

uca.ac.uk/courses/W640 (三年制)  
uca.ac.uk/courses/W643 (四年制)

成为我们的学生，我们将鼓励你培养创业技能，进而
实现创意愿景和商业用途。 我们希望让你在校攻读
学位期间获得各种学习技术和创收的机会，从而让
你真正地探索和发展自己的创意想法。 作为体验式
学习的受益者，你最终会在概念和直觉的推动下学
有所成，更能稳步迈向摄影领域的精彩未来。

Agata Sidorczuk 
摄影
UCA 罗彻斯特校区

Georgia Plomer,  
Hayleigh Love, Molly Hill,  
时装摄影 
UCA 罗彻斯特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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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学要求

我们采用平衡法评估候选人，我们要求提交的作品集
和学术成绩都是评估材料。

详见本手册46-47页

预科入学要求
–
修读预科的标准学术要求概述如下。 最新入学要求
详见uca.ac.uk/study。

艺术、设计与媒体国际预科（一年制） 
International Foundation in Art, Design & Media 
(one year)
–
 在中国学校学满12年，高中毕业，平均成绩65%

或以上。
以及
 根据英国签证与移民局要求，雅思总分不得低

于5.0分，单科成绩不得低于4.5分。 如果你的雅
思成绩低于该分数，你可以修读我们的艺术、设
计与媒体国际预科以及为期5周或10周的英语
强化课程。

延伸文凭 （二年制）
Extended Diplomas (two years)
–
 通常情况下，在中国学校学满12年，高中毕业 

 
如果你的作品集十分出色，即使你只有义务教
育毕业证或初中毕业证 （学满9年），我们也会
考虑你的申请。 但是请注意，你必须年满16周
岁或以上才能申请签证，因为我们只能对Tier 4
普通学生签证申请人出具学习录取编号（CAS）
，不对Tier 4 儿童学生签证申请人出具该编号。

以及
 根据英国签证与移民局要求，雅思总分不得低

于6.0分，单科成绩不得低于5.5分。

艺术与设计文凭——基础课程（一年制）
Diploma in Art & Design – Foundation Studies 
(one year)
–
 在中国学校学满12年，高中毕业，平均成绩65%

或以上
以及
 根据英国签证与移民局要求，雅思总分不得低

于6.0分，各单科成绩不低于5.5分。 

其他相关同等资历依个人情况而定。

本科入学要求
–
本科标准学术要求概述如下。 部分课程成绩可能另
有规定。 最新入学要求详见uca.ac.uk/study。

 在中国学校学满12年，高中毕业，修完一门受认
可的基础课程 

 或受认可的中国大学提供一份成绩单表明已完
成一年的大学课程 

 或修完一门我校在中国合作院校的基础课程 

 根据英国签证与移民局要求，雅思总分不得低
于6.0，单科成绩不得低于5.5。

其他相关同等资历依个人情况而定。 请详见 
uca.ac.uk/international-study/ 
equivalent-qualifications

有些学生因为受到了某些困难影响了他们的发挥，
或有些学生没有正常发挥自己的水平。 这些学生即
使没有达到我们的入学要求标准，根据特殊情况我
们有时也会给他们发出录取通知书，这适用于我们
的所有课程。

重
要
信
息

重
要
信
息

Bronwyn Williams,  
玻璃作品
UCA 法纳姆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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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申请

你的申请方式取决于你所选的课程。 你可以通过大学
和学院招生服务中心（UCAS）的官网ucas.com申请我
们的本科课程。 你还可以通过我们官网（uca.ac.uk）
课程网页上的“立即申请”（Apply Now）链接申请预科
课程和研究生课程。
uca.ac.uk

 
UCAS申请  

9月中旬至次年课程开始期间，申请者可以通过
UCAS官网的申请系统在线提交申请。 
更多信息，请访问网站ucas.com。

UCAS上的机构和课程代码

 – 英国创意艺术大学在UCAS上的机构 
代码：C93 

 – 英国创意艺术大学在UCAS上的机构 
名称：UCA

 – 校区代码： C, E, F, R 和 N (N代表皇家刺绣学
院)

本校UCAS上的课程代码详见本手册上的课程介绍。

本科申请截止时间  

为确保成功申请我校2018年9月开课的本科课程，你
必须在UCAS平等审议的截止日期2018年1月15日之
前提交申请。 我们通常也会受理该日期之后通过
UCAS 提交的申请，但是请注意有些课程名额有限，
可能在1月15日后不再接受新的申请。 我们网站也会
提示你我们是否还在接收2018年1月15日后的申请。

 
预科申请 

你应直接向我校申请： 

– 艺术与设计文凭——基础课程
– 艺术与设计延伸文凭
– 创意媒体制作与技术延伸文凭
– 时装商务与零售延伸文凭
– 表演制作设计延伸文凭
– 艺术、设计与媒体国际预科

预科申请截止时间 

我们建议你在2018年3月31日前申请。 我们确保受理
在此之前收到的所有申请。 如果在此之后还有名额，
我们将会受理逾期的申请。 如果你在3月底前完成申
请，你将有充足的时间准备学业和申请签证。

 
本科申请 

我们建议你通过UCAS申请本科课程。 如果你只申
请我校，你也可以直接向我们提出申请。 
更多信息，请访问网站： 
uca.ac.uk/international-study 

重
要
信
息

重
要
信
息

 
研究生申请 

所有研究生课程，你都必须直接向我校申请。

我们建议你在2018年3月31日前申请研究生课程。 我
们通常也会受理该日期之后收到的申请，但是请注意
有些课程名额有限。 如果你在3月底前完成申请，你
将有充足的时间准备学业和申请签证。

 
其他课程申请 

 – 艺术与设计研究生文凭*
 – 英语预科**

如果你申请课程的雅思成绩未达到英国签证及移民
局的要求，你可以预约我校的一门英语预科。 
完成主要课程申请后方可通过电子邮件: 
internationaladmissions@uca.ac.uk预约英语预科。 
 
我们的英语语言要求详见：
uca.ac.uk/international-study/language-re-
quirements-support 
 
*请注意艺术与设计研究生文凭课程只在1月份开课，
如果你在开课前一年的7月31日前申请，我们确保受
理你的申请。
**请注意我们为期10周的暑期英语语言课程在每年6
月开课，为期5周的暑期英语语言课程在每年7月开
课。 因此，你需提前确认预订以便预留足够的时间申
请签证。 此外，我们也为1月入学的两个课程——艺
术、设计与媒体国际预科和艺术与设计研究生文
凭——开设秋季英语语言课程（为期10周和5周，分别
于10月和11月开课）。
 

签证与移民   
 
如果你是非欧盟的国际学生，你就需要申请 Tier 4 
普通学生签证才能入我校学习。 签证申请流程详见
uca.ac.uk/international-study/applying-to-
study-with-us/。 如果你已经获准居留英国 （比如
永久居留权），那么请你在申请时将居留许可复印件
发送邮件至 internationaladmissions@uca.ac.uk。 
 
想要进一步了解签证要求，包括如何获取大学学习录
取确认函(CAS)，请参看uca.ac.uk/internation-
al-study/visas-and-immigration/。 

残疾人服务 
我们建议你在申请我校时申明你的残疾情况，以便我
们满足你的需求。 这将有利于我们采取恰当的行动
支持你在我校的学习。

 
收到录取通知书后的步骤指南 

步骤1：接收录取通知书
你可在我校申请人界面 (UCA Applicant Portal) 
和UCAS（若你通过该平台申请）上查看你的录取通
知书。 我们也会通过邮件向你确认已经发送录取通
知书。 
 
步骤2：接受录取
如果你是直接向我校申请的，可发电子邮件至
internationaladmission@uca.ac.uk 向我们确认接
受录取。 如果你是通过UCAS提交申请的，请向UCAS
发送邮件确认接受录取。 
 
步骤3：申请我校宿舍
我们的各校区都配有宿舍。 但因数量有限，你需在完
全确认接受录取的情况下才能申请宿舍。 你确认接
受录取通知书后，可以通过我校申请人的界面(UCA 
Applicant Portal)申请宿舍。
 
步骤4：满足录取通知书的条件
如果你的录取通知书有附加条件，请尽快将你相关的
有效证书和成绩单扫描件发至 
internationaladmissions@uca.ac.uk。 你不需要邮
寄纸质复印件。 如果你需要提高雅思成绩并要求参
加英语语言课程，请将你的雅思成绩单复印件发至 
internationaladmission@uca.ac.uk，以便我们确认
你是否符合条件。
 
步骤5：缴纳学费押金
押金为£2500，可以抵部分学费。 需要申请Tier 4 普
通学生签证的学生才需要交押金。 你可以通过我校
的在线支付系统支付或通过西联汇款(Western 
Union)进行银行转账。 我们会通过电子邮件跟你确
认我们发送学习录取确认函（CAS）所需的材料。
 
步骤6：向我们提供相关材料，获取大学学习录
取确认函(CAS)
我们要求的材料包括你以往的英国学习经历，还可能
包括你准备申请签证的资金证明复印件。 更多有关
签证申请流程的信息，请参看我们签证与移民的网
页。
 
步骤7：申请签证
当我们收到要求的相关材料后，会通过电子邮件向你
发送学习录取确认函（CAS）编号。 这个编号可以向
英国签证及移民局（UKVI）证明你已经被我校录取。
你可以使用该CAS编号申请Tier 4普通学生签证。
 
步骤8：行前准备
你可以在行前指南中找到许多实用的信息。 你还可
以预约我们的机场接机服务，届时我校的一名代表会
在机场接你，详见：
uca.ac.uk/international-study/applying-to-
study-with-us



学费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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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levels-of-study/undergraduate

重
要
信
息

大学每学年都会从新制定新的收费政策和学费标准。  
部分课程的学生在入学注册前支付全额学费将享受
一定额度的折扣。

有关学费最新信息请访问  

课程 国际生标准学费 国际生折扣后学费

艺术、设计与传媒国际预科 
International Foundation in  
Art, Design & Media

£9,080 £8,720

英语预科：10周 
International Foundation in Art, 
Design & Media with 10 weeks 
English

£12,640 £12,130

英语预科：5周
International Foundation in Art, 
Design & Media with 5 weeks 
English

£10,860 £10,380

预科、国际生专业学费（2018年一月入学）

课程 国际生标准学费 国际生折扣后学费

文学学士/理学学士
BA/BSc (Hons) Degree £13,540 £13,000

本科学费（2018年）

uca.ac.uk/life-at-uca/fees/international-fees-and-finan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