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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英国对年轻人来说是获得教育和个人经验、
为自己未来的生活和工作奠定坚实基础的一个绝
佳机会。本指南为家长介绍了一些实用的方法来
帮助自己的子女选择合适的学校，以及更多关于
诺维奇艺术大学 (NUA) 的信息。无论选择什么样
的大学，NUA国际学生办公室都致力于确保您的
孩子为海外留学带来的人生影响做好准备。本指
南虽简短，但它所提供的建议能够帮助您和您的
孩子通过海外留学获得积极而有效的经验，不仅
影响自身，也影响整个家庭。





诺维奇艺术大学（建于1845年）（简称NUA）
是一所专业的艺术大学。作为受国际认可的学习
和研究中心，NUA在保留传统技术水平和就业能
力的同时，也提供了21世纪最好的创新技术。

和提供广泛课程的综合性大学不同，我们的课程
专注于具体的创意艺术学科。虽然我们的规模和
重点意味着我们与普通的大学排行榜无缘，但
NUA一直被评为英国领先的艺术院校之一，在全
国学生满意度调查中获得了极高的分数。我们的
首要任务是为学生长远的艺术生涯打下基础。创
意产业被公认为是全球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我
们有92%的学生在毕业后6个月内就业，为此我们
感到由衷的自豪。NUA校友均在世界各地的艺术
团体担任要职。

我们为学生提供先进的设施，课程均由专业学者
和高级从业者主讲，在由经验丰富的技术人员和
艺术家组成的工作室内进行。最重要的是，我们
是一所小型的专业大学，全体学生紧密团结、全
心全意地投入学习。

NUA校园位于市内文化区的核心地段，校园内的
古建筑比比皆是，装修精美，里面建有高档工作
室、工作坊、计算机室和展厅。校园内每隔几步
便有咖啡馆、商店和其它本地商行。

我们的国际招生政策认为，不管是出于专业基础
还是获得重要的文化经验，留学生愿意为英国高
品质的教育做投资。我们重视留学生在学术和创
意文化方面为NUA做出的贡献，我们的目标是从
世界各地招收优秀人才。

我们为每位申请者及其家庭提供个人支持，并尽
我们所能回答您提出的具体问题，或为您直接联
系能给您提供帮助的人。

虽然我们的网站上提供了有关申请NUA、语言要
求、签证和移民法规的有用信息，但也欢迎大家
提出与自己孩子的申请相关的具体问题。

Visit www.nua.ac.uk/international/yourcountry I am encouraged to be 
independent in my studies 
and am not obligated to 
follow a particular style. 
Tutors respect individuality 
a lot, so they will advise you 
respecting your own style.

Karla Alcazar Martinez 
Mexico, NUA Illustration student



诺维奇被公认为是英国最安全和最环保的城市之
一。虽然这里的生活成本比英国其他地方都低，
但它仍保持着较高的住房、公共服务和交通水
平。城市布局紧凑，可步行和骑行其中，但同时
它又大到足以容纳市中心的一个繁华市场。作为
区域文化中心，诺维奇有着蓬勃发展的视觉艺
术、表演和文学舞台以及几个博物馆、剧院和艺
术画廊。

诺维奇是英国最美丽的中世纪城市之一，植根于
自己文化底蕴的同时也是区域内一个充满活力的
现代中心。有着900年历史的华美的诺曼城堡俯瞰
着全国最繁华的购物天堂之一。

诺维奇位于诺福克郡，因其历史建筑和花园、迷
人的英式村庄、壮观而未受破坏的乡村和海岸线
而闻名。

我们专业的学生支持团队将使住宿安排变得尽可
能简单。如果学生愿意住在NUA，学校会给他们
提供各种选择和服务，并给他们发送相关信息。
如果学生在我们的期限内提出住宿申请，我们会
保证每位本科留学生的住宿。除了我们自己的学
生宿舍外，我们还和值得信赖的当地房东建立长
期的合作关系，他们均可以提供可靠而实惠的私
人住处。此外，我们还可以向学生介绍合租人。

Visit www.visitnorfolk.co.uk

Norwich is peaceful, quiet and safe. 
Just the place when one needs to 
keep distractions to a minimum and 
focus on the creation instead. It is 
not huge, but there is everything 
here and, most importantly, the 
people here are incredibly pleasant.

Bing Ming Ng 
NUA Fine Art student



为您的孩子提供支持
虽然我们希望吸引最优秀的学生，但我们也认识到
每个人在选择目标大学时会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
我们鼓励申请者通过研究了解，寻找符合自己需
求的大学。家长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而我们很乐于回答您提出的与NUA或留学英国有
关的问题。

学校网站上对NUA进行了全面的介绍。我们每个
月还在自己的门户网站College Week Live（每周
虚拟大学展）上举办互动式虚拟活动，在那里您可
以和国际学生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交流，观看视频，
浏览各种主题的作品展示和演示，包括校园设施、
个人作品集准备和NUA学生经验。 

留学生必须完成大量的文书工作。面对这有时令人
沮丧但又重要的申请事宜，给他们提供帮助有时
可以减少其压力。列清单的方法可以使申请过程的
每个阶段都井井有条。在个人日历里注明一些重要
日期，这样就不会错过最后期限。仔细核对每项内
容，可以避免出现惨痛的错误（尤其在向英国内政
部提出申请时）。找机会让您的孩子练习英语（即
便他们已经完成了语言测试）。如需任何说明，可
联系我们。

出发前往英国之前，与孩子谈谈他们即将在诺维奇
的新生活。如何给予彼此支持、如何保持通讯——
要在这些方面与孩子达成共识。

在入学报到前，我们会举办出发前的网上研讨会，
引导学生和家长列出全面的清单，确保您高效、经
济地来到英国。最重要的是，我们会告诉您需要带
上哪些证件来英国才能顺利完成移民和入学流程。

Visit www.nua.ac.uk/international/meet Throughout the entire 
experience NUA has been at the 
top of our list. We have found 
the communication from all 
departments so personalised, 
including the Skype interviews 
with the Dean of Admissions 
when other universities just 
looked at her resume and 
portfolio. Our expectations 
have been exceeded numerous 
times. We are thrilled to have  
a student at NUA.

Tina and Gerard Pearce 
USA, parents of NUA Illustration student



NUA的生活
除了为所有学生提供的各种大学支持性服务
外，国际学生办公室还为留学生一种重要的额
外资源。我们认识到，我们的留学生都是具有
独特文化态度和愿望的个体。我们知道他们怀
揣不同的期待和雄心。我们的目标是帮助学生
成为成熟的、全面发展的公民，我们已经针对
这些学生专门制定了社会活动计划、研讨会和
欢迎指南，帮助他们从进入NUA的第一天起就
树立自信。他们在NUA学习的整个过程中，我
们都是他们的一个联系点，只要他们愿意，随
时可以联系我们。

一旦开始学习，您的孩子会变得非常忙碌。他
们将要适应在英国的生活和繁重的课程作业。
时差可能会使他们难以按时打电话回家，意味
着他们无法像之前商量好的那样按时与您联
系。我们希望您要有耐心，给他们一个调整
期，让他们熟悉新环境，同时听从您的鼓励和
关怀。一旦适应了新生活，他们可能会想别的
办法来做事而不再遵照您的指示。给孩子提供
电话卡、Skype信用卡或他们的移动电话供应
商提供的其他SMS/国际长途包，可以让他们
跟您更方便地保持联系。

与日益独立的孩子长距离的分别也是非常具有
挑战性的。即使您的孩子比较自立，但事实
是您无法再像以前那样跟远在国外的他们接
触。NUA非常注重学生的隐私，您应该知道，
一旦他们被录取，我们就不能再向家长提供与
其学业进步或其他个人事务有关的信息。然
而，如果出于您对自己孩子的担忧且无法与他
们联系，那么我们可以在适当的情况下代表您
与其交谈。

Visit www.educationuk.org

The staff and fellow students at 
NUA are so friendly and open. 
You’ll make friends in no time.

Alexander Chesham 
Norway, NUA Photography student



逛NUA校园或许是感受这所大学生活的最佳
途径，学校每年会在特定日期设立开放日。欢
迎国际申请生和他们的家人参与。但是，您来
访英国时可能没碰上这些活动，所以我们非常
乐意在任何其他时间为您安排参观校园（甚至
可以随时安排）。如果您无法前来，那么我们
希望这个简短的介绍可以帮助您更好地了解我
们学校的特别之处，让您更相信如果您的孩子
申请成功，他们将获得真正优秀的艺术和文化
教育，为他们将来在创意产业做到事业有成奠
定基础。

请把NUA的国际学生办公室当作您的盟友。
我们团队中的所有人都会重视您提出的任何问
题。我们谨慎招收全世界有创造力的、勤奋努
力的学生，因此我们的学生队伍规模不大但非
常多样化，我们正致力于建立一个真正的全球
社区。作为留学生的家长，您也将成为这个社
区的一部分，我们希望您能和您的孩子一样，
对他们即将开启的NUA体验感到兴奋不已。

Visit www.nua.ac.uk/international

Email international@nua.ac.uk

Call +44 (0) 1603756250

Tweet @NUAoverseas

The NUA campus is a vibrant 
hub, a place of ambition, 
professionalism and above all 
else creativity. We hope you’ll 
soon be joining us.

John Hurt CBE  
Actor and NUA Chancello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