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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在巴黎与史特设计学院（STRATE DESIGN
SCHOOL）合作

诺丁汉特伦特大学（NTU）家具和产品设计专业55

位本科生，研究生及4位教授在参加Maison &

Objet设计展期间，还到多个巴黎著名景点进行学

术参观。

诺丁汉特伦特大学代表学生以及史特设计学院产

品设计专业的学生都参加了这个为期两天的家具

设计合作研讨会。

研讨会的题目为“Bend/Fold/Crease”，由诺丁

汉特伦特大学家具与产品设计文学硕士课程负责

人Grant Baker组织。

家具和产品设计学士学位（荣誉）专业二年级学

生Boyi Zhou和Nicola Murphy与史特设计学院学

生Aude Watremez和Gwyndal Creau进行了团

队合作，设计出创新照明。

照片：BOYI ZHOU 设计作品



中国留学生Boyi告诉我们：“Maison &

Objet设计展非常值得体验。通过参展，我

了解到新材料和家具设计趋势，这对我最后

一个学年的学习很有帮助。”

Boyi和Nicola的作品将在“Light Night 2017”展
会中展出，该展会还将展出诺丁汉特伦特大

学学生、教师和校友、史特设计学院和卡尔

登学院（The Carlton Academy）设计的优秀

灯光和家具作品，同时也是全市一年一度的

“Light Night”活动的其中一部分。

家具与产品设计本科（荣誉）课程负责人

Rebecca Gamble博士评论道：“在欧洲

城市进行学术参观参加Maison & Objet这样

的设计展，可以让我校的学生更加深入了解

到新兴的设计趋势。”

   

照片（从上到下）：NICOLA MURPHY（左）和 BOYI ZHOU（右）
在巴黎的学生合影

“我们的作品能在“LIGHT NIGHT
2017”中展出让我感到非常荣
幸，我正在申请明年的实习
岗位。作品展出能让我在面
试中更有优势。”
NICOLA MURPHY

本科（荣誉）家具与产品设计专业



诺丁汉特伦特大学与国家加勒比遗产博
物馆合作

诺丁汉特伦特大学在国际文化周活动期间与全国

加勒比遗产博物馆（Museumand）合作，向公

众宣传诺丁汉丰富多彩的加勒比遗产。

建筑学高级讲师Ana Souto、其同事Andrew

Langley以及经济学系高级研究员Chris Lawton共

同负责该项目。

建筑、设计和建筑环境学院及诺丁汉商学院的国

际学生、教师和全国加勒比遗产博物馆合作，共

同完成一系列的相关任务。

经济学专业的学生在诺丁汉对加勒比共同体的历

史进行研究，产品设计和建筑学的学生在研究基

础上，设计出海报和其他物品，同时设计了一个

烟熏香料盒，让参加国际文化周展会的游客可以

体验风味更佳的食物。

我们采访到了部分室内建筑与设计本科（荣誉）

专业一年级学生。来自尼日利亚的Sayo Olowo-

Ake告诉我们：“这个项目让我有机会对加勒比进

行整体了解，同时提高了我所在的团队的合作技

巧。”

来自卡塔尔的Ghadeer Al-Khayat补充道：“我

认为这个项目非常好，不仅让我了解了一个新国

家，也与新认识的同学进行了交流。此外，我也

对加勒比文化遗产博物馆有了更多了解，这也是

很棒的。”

照片：诺丁汉特伦特大学学生设计的烟熏香料盒。

照片：ANDREW LANGLEY 



雕版印刷大师在诺丁汉特伦特大学

进行作品展示

作为诺丁汉特伦特大学2017国际文化周活动的组

成部分，中国杭州的魏立中大师举行了一系列研

讨会和展览，该活动到举办目的是为了推广学校

的文化多样性。

魏大师介绍了公元220年前的古代木版印刷艺术，

同时为诺丁汉特伦特大学教师和学生提供机会，

创作自己独特的印刷品。

魏大师还展示了他在十竹斋出版的作品。十竹斋

是一家著名的出版社，建于17世纪早期，于1633

年出版了最早的多色印刷书籍。

魏大师告诉我们：“这是我第一次造访诺丁汉，

从我到的第一天开始，诺丁汉特伦特大学的教师

和同学就热情地欢迎我。诺丁汉是我访问过的最

干净、美丽的历史文化城市之一。”

来自印度的结构工程与管理专业硕士学生的

Murtaza Kachwalla评论道：“这是一次出色的

经历，我喜欢魏大师的作品，这些作品如此错综

复杂却非常有趣。能够参与到其中，我感到非常

幸运。”

照片： 魏大师研讨会参与者合影



我校学生的海外经历体验

“我喜欢这样的交换学习。我
觉得我从中学到了很多；我
不仅学习了一点西班牙语，
还学到了如何做好一名设计
师，如何与一家公司进行合
作，如何于不同的建筑师进
行合作。这段经历让我很开
心，我认为其他人也会很享
受这份体验。”
CAMILLE WEBLEY，产品设计本科（荣誉）
CAMILLE在第三学年用西班牙语完成了一个为期一学期的欧
洲项目

        

“在二年级时，我们所有人都
去巴伦西亚完成了为期五天
的学习。这个过程使我开阔
了眼界，让我看到了设计师
生活的真实模样，体验了真
正的工作室氛围。”
产品设计本科（荣誉）专业学生HANNAH MANLEY

“我的柏林之旅展示了人与设
计相关的重要性。柏林是柏
林人的柏林，若没有了柏林
人，柏林便不复存在了。设
计也是如此。除了考虑设计
服务的特殊对象，每个设计
师都有其自身风格。”

SEBASTIEN HOLT，产品设计本科（荣誉）



交谈… 
Boyi Zhou，家具和产品设计（荣誉）本科，来自中国

诺丁汉特伦特大学的哪些方面吸引你来这里留

学的？

诺丁汉特伦特大学在艺术和设计方面有非常好

的资源和设施。当我在诺丁汉特伦特国际学院

（NTIC）修学艺术和设计预科基础课时，我参

观了家具和产品设计毕业展并且非常喜欢，这

个毕业展很棒。这是我见过的最好的家具设计

毕业展，所以我决定来这里学习。

“如果你希望成为设计师，诺丁汉特伦特大学

是你最好的选择。”

你在读这个课程的时候是否有机会参加专业相

关的比赛？

“我们参加过两个比赛。其中一个是个人设计

项目，我们为Heal’s设计了一件家具。另一个

是两人设计项目，我们为Springvale设计了一

张双座沙发床。”

你在学习的过程中获得过老师的什么帮助呢？

“我的几个导师帮助我理解并解决了我在每个

项目中遇到的问题，当我感到迷失时，他们把

我引导到正确的方向。如果没有技术教师的支

持，我无法有效地开展工作；他们在制作过程

中起着非常重要作用。”

你参加过实习吗？

“我参与了一些短期实习。一些在中国，一个

在诺丁汉。去年，我在英国品牌和营销机构做

了两周的平面设计实习。我为他们的工作室制

作了一张海报，而且我也收获了一些文案经验

。”



诺丁汉特伦特大学的哪些方面吸
引你来这里留学的？

“我听说诺丁汉特伦特大学拥有最好的产品设计
工作室。是真的，工作室里有各种各样的机器，
这对我来说是最大的吸引力。”

能否给我们讲讲你现在的工作？

“我正在开发我的产品系列“夜灯”，我也是一名自由

插画师。

“我还出版了一本绘本小说，讲述了我在诺丁汉特

伦特大学和诺丁汉的生活。书中包含了我在诺丁

汉特伦特大学学习的故事，我学到的东西，我是

如何找到工作的，我的工作内容，以及我的一对

双胞胎在诺丁汉女王医院（QMC）出生的故事。

基本上讲述了我在英国的奋斗史！”

你在哪儿度过的实习年？

“我在英国最大最古老的钟表制造商之一Smith of
Derby完成了实习。我的职位是休闲式样设计师。

我为新时钟设计图纸，为已有的钟表提供了改进

意见，并为营销团队的演示文稿设计图像。”

作为留学生，你觉得在英国生活
怎么样？

“在英国的生活太精彩了！我与妻子在韩国结婚，

之后我们搬到英国，就在我在诺丁汉特伦特大学

的实习年之后，我们的双胞胎女儿在诺丁汉女王

医院（QMC）出生了，我每天都能在医院照顾我

的家人，直到我的最后一学年开始。”

“我想和其他想来英国留学的韩国学生分
享我的故事，鼓励他们来留学。当我开
始我的课程学习时，我已经34岁了，读
书永远不会太晚。”

KANG NAK LEE

诺丁汉特伦特大学毕业后的

生活和成功

KANG NAK LEE

产品设计本科（荣誉）校友

国家：韩国

当前职业：自由插画师，开发自己的产品系

列，兼职网站设计师。Kang出版了绘本小

说《你好 朋友（Ay Up Me Duck）》，该

书讲述了他在诺丁汉和诺丁汉特伦特大学的

生活和经历。



我校社交聚乐部一览
欢迎浏览我们的社交媒体中心。其中有众多我校学生发布的帖子，

真实地反映了在建筑、设计和建筑环境学院的生活情况

访问ntu.ac.uk/adbe-hub了解更多。



诺丁汉特伦特大学被评选为2017年度大学

这个奖项是英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奖中的最高
荣誉，被誉为高等教育行业中的“奥斯卡”。

在今年10月，英国泰晤士报和周日泰晤士报提
名诺丁汉特伦特大学为2017年年度现代大学，
以认可诺丁汉特伦特大学在近年来取得的优越
成就，包括在“全国大学生调查”以及多个大学
排名中取得的成功。

在这一年里，大学都努力实现各自的办学策略
，营造良好的文化气氛以打造一个独特的大学
品牌。对于大部分大学来说，办学策略的方向
性与自身实现的独特性同样重要。而诺丁汉特
伦特大学在这两方面都做到了大胆尝试和不懈
努力，最终获得了非凡成绩。

提名名单有全英国数百所大学，最终的获奖名
单由杰出评委小组选出。

   

“这个奖项意味着2017是我们
非凡的一年，也是对我们全
体师生卓越工作的认可。”
EDWARD PECK  教授
诺丁汉特伦特大学校长

EDWARD PECK教授（中间），诺丁汉特伦特大学校长接受奖牌。



诺丁汉特伦特大学荣获

卓越教学和学习金奖

诺丁汉特伦特大学因卓越的教学和学习，荣获政

府“卓越教学框架（TEF）”金奖。

这意味着，独立的高等教育专家组认为我校为学

生持续提供优秀的教学和学习，代表英国最高的

教学质量。

卓越教学框架是首个政府主导的评估大学本科生

体验质量的体系。用奖励出色的高等教学质量，

从而告知学生如何选择学校和选择在哪里学习。

共有295所大学、学院和其他教育机构参与了金奖

评选，其中59所大学获得金奖，诺丁汉特伦特大

学便是其中一所获奖机构。

“为我校教育授予的最高荣
誉奖是对我校教师、学生和
合作伙伴的付出和创造力的
肯定，我们把教育质量和学
生满意度放在为所有人创造
机遇之前。”

EDWARD PECK教授
诺丁汉特伦特大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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