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2020- 
2021

艺术与设计
专科基础文凭
快速课程

学历颁发机构——伦敦艺术大学

美术  | 平面设计  |  插图   | 服装和纺织品  | 3D设计

保证升读UAL本科课程

布莱顿
大都会学院 学历颁发机构

jench
Cross-Out



2

主要目录

课程地点：
英国 布莱顿

课程时长：
指导式远程教学：三个月
英国面授学习：六个月

课程日期：
指导式远程教学开始时间：2020年9月 
英国学习开始时间：2021年1月4日
毕业日期：2021年6月18日

学费：15,000英镑 

入学要求：
必须完成英国高中（A-Level）或同等级别的创造艺
术类课程（详见第9页）

英语要求： 
雅思5.0或以上（详见第9页)

学历文凭：
伦敦艺术大学艺术与设计三级基础文凭

升学方向:  
保证入读伦教艺术大学本科学位（可能需要根据情况
进行面试——详见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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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截止日期：
2020年5月5日
申请请寄至UAL.iFAD@gbmc.ac.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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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MET
的原因

独有的保证升入伦敦艺术大
学本科课程优势

在英六个月快速课程

线上综合指导课程从2020年9月开始

2021年1月开始在英国的海滨
城市学习 

宽敞的专业艺术工作室 

阵容强大的客席讲师

隆重的年度作品展览盛会 

现场制作项目的体验机会 

专家指导

选择在MET学习的原因可以有很多。 
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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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来到布莱顿

        布莱顿是英国最著名的城市之一，拥有优雅的历史建筑、丰富多
彩的夜生活、艺术和文化景观。

        每年，这座城市都会举办各类文化活动，包括布莱顿艺穗节、布
莱顿艺术节、大逃亡音乐节和艺术家开放日。另外还有不少独特的活
动，如布莱顿同性恋游行、烧钟节、布莱顿马拉松、码头泛舟等。

        布莱顿也因其充满活力的独立商店、特别的咖啡馆和奇妙的餐馆
而闻名。拥有许多剧院、电影院和现场音乐场地，你总能找到合适你
的文化娱乐活动。

娱乐生活

体育运动

地理优势

文化多元

         对于体育迷来说，布莱顿是英超布莱顿足球俱乐部的主场所在
地，拥有英超联赛足球队和东苏塞克斯郡板球场，同时拥有众多的
体育中心，包括提供常规游泳和健身课程，以及拥有设备齐全的健
身房的Prince Regent Leisure Centre（从我们的布赖顿中心校园步行五
分钟即可达到）。

        从布莱顿乘火车前往伦敦以及盖特威克机场不到一个小时，交通
便利。市内有一个出色的公交网络，以及专用的自行车道。

       布莱顿位于英吉利海峡和迷人的南唐斯国家公园之间，城市周围
有许多公园，有很多机会充分享受英国的户外活动。

      当地人非常热衷于海滨骑行，感受这个城市独有的魅力，这对游
客来说也是必不可少的体验活动。 

        布莱顿被公认为一座包容的城市，不少居民来自世界各国。布莱
顿也是一个活跃的LGBTQ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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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学院
      作为唯一一家能够保证升读UAL
学位并由UAL颁发三级基础学历文
凭的学习机构，MET深感自豪。*

更多信息请参见第10页。

55* 条件适用

        布莱顿大都会学院（简称MET）是一
所老牌英国学院，拥有150年的传统、历
史和经验。

         如果你对创意产业的职业感兴趣，布
莱顿MET会是你学习的地方。学院的视觉
艺术系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创意中心，位于
布莱顿北莱恩地区的中心。MET有着欢迎
来自世界各地的国际学生的悠久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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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的设施
专业设施：

        布莱顿以其创意而闻名，我们的创意产业部门不
负众望，有着齐全的各类设施：

我们还提供：

设备齐全的专业工作环境和艺术工作室

3D打印机、激光切割机、大型喷墨打印机

3D打印机、佳能EOS DSLR相机、Mac动画套件、

数码设计

摄影套件和传统暗室

版画工作室（丝网、油毡、金属和干点蚀刻）

石膏、陶瓷和玻璃车间

3D木材、金属和塑料车间，包括一个锻造车间、

一个图案切割室和一个时装工作室

 学校自己的艺术工作室

发展大型艺术作品的空间

写生课

经验丰富的教学团队 

客席讲师

海外旅行

与校外客户一起获得宝贵的现场项目制

作经验的机会

进入名牌大学的良好成绩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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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模块构成 

         这个快速课程从远程支持学习模块开始，通过线
上完成，时间为2020年9月至2020年12月。这个指导学
习课程是专门为我们的国际学生设计的，以帮助他们
为在英国的课程学习做好准备。

         在课程开始的几周里，我们的专家艺术团队将帮
助学生从一个实践艺术家或设计师的角度去进行思考
和工作。学生还将获得提供英语和学习技巧教程，包
括英国大学联招申请（UCAS)的准备和个人陈述写
作。

          在这个远程教学模块中，我们的专业教师团队还
将会帮助学生选择和决定他们的最终本科升学专业。

  可选择的专业方向有： 

美术

图形设计

插画设计

服装与纺织品设计

3D 设计

        在十二月期间，教师团队还将帮助学生申请他们
选择的UAL学位。

       在这个指导式学习课程结束时，学生们将为英国
的学习做好充分的准备，并准备在一月份开始他们在
英国的基础专业学习。

           专业学习和学术英语教学 

         抵达英国后，学生将受益于浸入式英语教学课

程。这包括每周四小时的专项指导，以补充和充分支

持艺术课程。学生将接受顺利完成本课程所需的关键

学习和语言技能课程。

        本课程的这一阶段还将让学生参与富有挑战性的

创作项目，以扩展他们的创意、表达能力和技术能

力。

         他们将以各种不同的规模和利用不同媒介工作，

有时会是合作的形式或作为一个小的创意团队的一部

分。这反映了创作艺术产业的真实创意实践。

         学生可以进入宽敞的艺术家工作室、设备齐全的

3D工作室、手工工具车间、陶瓷工作室、摄影暗

室、摄影工作室、版画工作室、Mac套件和图案裁剪

室进行艺术创作。

课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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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设计

             在课程的最后阶段，学生将完成他们毕业设计

（FMP）。这是一个持续而紧张的创作时期，在这期

间，学生将会制作出杰出而又富有创意的艺术品和设

计，他们的作品还将会在MET广受欢迎的夏季展览中

展出。

          此外，学生还有机会经常参与内部和外部客户委

托的现场项目，并有机会参加当代艺术竞赛和展览。

          我们的学生经常受邀参与享负盛名的

ARTiculation 大奖，并将有机会被提名参展伦敦艺术

大学的年度年度原创艺术展。

课程评估

          在整个课程中，教师对学生课业的评估是连续
进行的。这既是形成性的也是终结性的，无正式的考
试。

          每项作业均有书面的反馈意见。在这个阶段，

课业的等级将会分为及格、补及格和不及格三类。

     提交进行评估的课业通常是一个创意成果的主体

和一个发展性课业的写生簿组成。这要求在课程的

每个阶段都保持不变。

       发展性课业通常是指在写生簿中包括大量的实用

艺术和设计工作以展示你的创意，如实验、创意发
展、摄影记录和书面评价或总结陈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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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伦敦艺术大学（UAL）提供广泛的艺术、设计、
时尚、传媒和表演艺术课程。毕业生毕业后在世界各
地从事创意产业工作并打造这些产业的发展。在2019
年QS 世界大学排名中®，UAL在艺术与设计领域排
名世界第二。

       该大学享有世界一流的声誉，由六所同样著名的
学院组成：

中央圣马丁学院

切尔西艺术学院

伦敦传媒学院

伦敦时装学院 

温布尔登艺术学院

UAL Awarding Body Level 3  
Foundation Diploma at the MET

Our Foundation Diploma is validated by UAL,  
who are the only awarding body in England for 
specialist art and design qualifications.

升学方向及
伦敦艺术大学概况

在顺利完成基础文凭后，你可以选择升读UAL的大学
学位课程。根据你的专业方向，可以进入以下其中一
家学院就读：

坎伯韦尔艺术学院

美术

图形设计

插画

3D 设计

中央圣马丁学院 

美术

图形设计

插画

3D 设计 

切尔西艺术学院

美术

图形设计

3D 设计 

伦敦时装学院 
服装与纺织品

伦敦传媒学院

美术

图形设计

插画

3D 设计

温布尔登艺术学院

美术

图形设计

插画

3D 设计 

根据具体的课程标准，你可以直接进入课程，而不

需要面试。虽然服装和纺织品专业并非为保证升读

UAL的专业，但是学生们依然可以收到跟服装和纺

织相关专业的预录取。

          MET的艺术与设计基础文凭课程与伦敦艺术大学（UAL）有着紧密的联系。UAL将保证这门课程的

毕业生至少获得一个与学生的基础课程专业相关的本科的升读名额。

坎伯韦尔艺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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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学要求
申请人需要：

入学申请 

申请请将邮件发送至
 UAL.iFAD@gbmc.ac.uk

 雅思分数5.0以上

 五门GCSE科目达到4-9级或同等的教育证书，包括

数学、英语和一门创新科目

 一份电子版的艺术作品集

完成创作艺术类科目的中等程度教育

至少有一门英国高中(A-Level)创意科目成绩达到          
C-A*的等级或同等级成绩

具有学校推荐信及预测成绩的证明

展示对创作艺术的承诺和热情

选择标准 

申请人需要接受对其电子版艺术作品集的质量评
估。作品集应能体现出学生具有：

可视化技能（例如，写生绘画、绘画、摄
影、3D作品）
研究和调查技能
创意思维、思想发展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一系列材料和工艺的实验性使用
对艺术、设计或相关科目感兴趣。
选择也将基于预测的高中（A-Level或同等）
成绩，当前能力，潜力和学校证明。

申请成功的学生将会受邀参加学校的面试。

残障人士

       我们欢迎残障人士的入学申请。我们鼓励学生在
申请时披露他们可能存在的任何残疾，以便我们能够
规划提供相应的的支持。

       有关我们支持服务的信息见gbmc.ac.uk/
student-support

平等机会

        我们致力于促进所有学生的机会平等，理

解并认可我们多元化的社区，认可每个人贡

献的价值。我们完全致力于平等待遇，不分

残疾、种族、性别（包括变性）、年龄、性

取向、宗教或信仰，不容忍任何形式的歧

视。 

1111

费用
         2020-2021学年入学学费为15,000英
镑，费用已包含远程指导学习和学术
英语课程。

额外费用

       除学费之外，学生还可能会在学习
的过程中产生额外的费用，如材料
费、旅行费用以及他们参加的其他活
动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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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莱顿的生活

         我们知道住宿是学生生活的重要部分，无论你选
择何种的住宿方式，我们都务求让学生住得满意和舒
适。

        我们所有的住宿均按照英国文化协会的英国认证
方案中规定的标准进行彻底的检查和监督。我们会走
访所有寄宿家庭主人，目的是把我们的学生安置在一
个适合他们喜好的家庭里。

      大多数住宿选择均距离MET不超过30分钟的路
程。

寄宿家庭住宿

        寄宿家庭将完美引导学生融入英国生活，并能帮

助他们提高英语水平。学生将会沉浸在当地的家庭

中，在一个温馨舒适的环境里学习英国文化。

          寄宿家庭通常提供单人间和共享浴室设施。双人

房间则可供一同入读的学生入住。

寄宿家庭选择有两种： 

 半膳宿 

         该选择包括由寄宿家庭主人提供早餐和晚餐。用
餐时间是练习英语的好机会。学生将被视为寄宿家庭
的一员，每天与主人互动。 

 不包餐

         对于那些想迈向独立第一步，但仍然想要舒适的
家庭环境的学生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学生会
有时间和寄宿家庭主人在一起，但是可以自由购买和
烹饪自己的食物。

其他住宿

         布莱顿有各种各样的酒店、住宅、学生公寓和
其他住宿类型。我们乐意为学生提供帮助，以找到
适合他们的住宿。

申请方法：
请将学生申请于2020年5月5日前电邮至
UAL.iFAD@gbmc.ac.uk

我们随后会联系安排面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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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由学生自行安排的住宿均为独立的服务，并未经过MET任何
审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