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UNNY ART CENTRE
英国 8 天精品艺术游学 



伦敦 Sunny Art Centre 艺术中心在艺术教育方面凭借有十多年的丰
富经验，在行业内具有良好口碑并处于领军地位。长期以来我们与皇家艺
术学院、中央圣马丁艺术学院等高等艺术院校都保持着广泛而深入的合作
关系。我中心老师均为来自于皇家艺术学院、中央圣马丁艺术学院、巴黎
高等美术学院、伦敦时装学院等世界顶级高等艺术院校的知名教授。我中
心时常举办各种专题展览、讲座和学习班，这里不仅是个开放式的学习教
育中心，还肩负着为英国各大艺术院校输送生源的使命。我们拥有专业的
留学服务团队，多年的留学申请经验使我们汇集了很多在留学文书等方面
有着很高的专业水准的文案老师，我们真诚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为
您成功申请到最理想的院校保驾护航。

关于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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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 Sunny Art Centre 艺术中心邀请了伦敦艺术大学艺术与设计专
业的教授及来自牛津和剑桥的英语专家联合开设本次为期 21 天的艺术与
设计精英课程，此次课程包括在伦敦艺术大学和伦敦 Sunny Art Centre
艺术中心学习的艺术与设计课程，还包括在伦敦语言中心的英语听说读写
强化课程。在此您可以感受最纯正的英式英语，加之全程双语老师的陪伴，
让您在短期内全面提高听说读写的能力。

此外，我们还邀请了各大美术馆、博物馆的专家带您走进伦敦设计博
物馆，泰特美术馆及国家美术馆等知名展馆，带您近距离观赏大师们的作
品。此外，我们的艺术导师也会陪您走进伦敦知名艺术家的艺术与设计工
作室，让您亲身体验大师们的创作理念和过程。

关于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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颠覆性的课程体验让您在课程中深入了解英国最前沿的艺术设计技
法和理念，激发并拓展您的创意思维，为您的艺术创作及未来的学习深
造做好充分的准备。

另外，我们安排了来自中央圣马丁、英国皇家艺术学院、伦敦时装
学院的知名校友见面会，交流分享他们在伦敦的生活及学习经验。

在课程最后我们还会为您在我们艺术中心举办结业展出及开幕式。 

在整个行程当中我们将配备专业的摄影团队记录全程，结业后将有
精美相册及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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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体验英国皇家艺术学院，中央圣马丁艺术学院及切尔西艺术学院等
欧洲顶尖艺术学院的导师带来的西方顶级艺术教学理念。

牛津剑桥写生之旅，为学生提供了亲身感受英国悠久历史文化的独特机
会，让他们在艺术创作中实地感受欧洲艺术大师的艺术理念，带来对于
绘画历史与艺术风格的深刻理解。

我们的艺术工作室坐落在伦敦市中心，毗邻大英博物馆。每日课后学生
将会拥有在工作室自由创作的时间，全浸入式的艺术学习环境让你的创
意思维源源不断。

由伦敦各大博物馆的专家带领您导览国家美术馆、泰特当代艺术馆、设
计博物馆等各大美术馆，专业解说每件大师的创作理念，让您了解作品
背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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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圣马丁导师为您进行留学艺术院校的申请指导，针对您的兴趣与优
势给出专业建议。

亲临伦敦顶尖艺术家的工作室与大师们畅聊艺术，接触最前沿的艺术理
念与设计技巧，激发创作灵感。

在校友分享会上与伦敦艺术大学和皇家艺术学院的学长学姐们交流学习
与生活的经验。

学习结束会收到由 Sunny Art Centre 艺术中心颁发的由顶尖学术导师
签字认证的结业证书、Sunny Art Centre 展出证书及学生纪念册。

在伦敦 Sunny Art Centre 画廊举办结业展览和开幕酒会，与 Sunny 
Art Centre 专业的策展团队学习实践。

双语生活老师全程陪伴，让您省去对于语言障碍的担忧，更好地享受旅
程与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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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阶段 :

通过游览历史悠久的地标性建筑及数量众多的名胜景点与博物馆，将正宗英式
英语教学与伦敦城市游览相结合。在此过程中您可以充分了解伦敦的风土人情、
文化底蕴，并不断提升艺术品味，获得创作灵感。学员可以随身携带素描本，通
过写生记录下您的旅程与灵感。 

第二阶段 :

紧密的英语课程教学与在 Sunny Art Centre 的专业作品集指导课程相结合。
由伦敦艺术大学专业导师根据学生具体情况与专业需求进行针对性的作品集准备
教学。学生将从第一周获得的灵感中开始作品集的第一个项目。学员可以在专业
老师指导下根据自身兴趣与需求选择不同展馆进行参观学习。 

第三阶段 :

 在进行艺术专业课程的同时强化英语学习，在伦敦艺术大学专业导师的指导下
完成作品集的第一个项目，结课后举办展览及课程总结。在此期间，学员可根据
自身专业与兴趣跟随不同专业老师参观学习伦敦优秀展览。

学习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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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合人群

艺术在读学生

艺术设计专业人士

有意向前往英国艺术留学人士

对艺术设计感兴趣的社会人士

你可以得到什么

全英文浸入英式学习环境

与国际精英艺术家的交流机会

提前感受英国的学习生活

伦敦 Sunny Art Centre 艺术中心结业证书

伦敦 Sunny Art Centre 艺术中心展出证书

精装学生纪念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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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yal Academy of Arts（RA，译为英国皇家美术学院）是世界四大艺术学院之
一，历史悠久，人才辈出，为培育绘画、雕刻、建筑艺术英才做出了巨大贡献。
该研究院每年举行优秀学员及艺术家的作品展，吸引了国内外艺术爱好者的瞩目。
在贝维克斯国际共同社权威发布 BAI 世界美院排名中，皇家美术学院排在第一位。
此外，该学院拥有国家最先进的设施和优秀的研究资源，更有激发创意和智慧的
环境。

皇家美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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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中央圣马丁学院 ( Central Saint Martins) 是英国一所著名的艺术与设计学

院，属于伦敦艺术大学的一部分，是世界四大时装设计学院之一。位于伦敦市中

心的中央圣马丁学院是英国最大的艺术与设计学院，它作为盛产时装设计名师的

名校而闻名国际时装界，它的时装设计专业的毕业生大多被Dior、Gucci 等诸多

国际时装品牌聘用，每年伦敦时装周上的毕业生时装作品发布会都成了诸多国际

时装品牌和国际时装传媒关注和挖掘设计新秀的焦点。

伦敦中央圣马丁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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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英博物馆（British Museum），又名不列颠博物馆，位于英国伦敦新牛津大街

北面的罗素广场，成立于 1753 年，1759 年 1 月 15 日起正式对公众开放，是世

界上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宏伟的综合性博物馆，也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最著名的

世界四大博物馆之一。博物馆收藏了世界各地的许多文物和珍品，及很多伟大科

学家的手稿，藏品之丰富、种类之繁多，为全世界博物馆所罕见。英国国家博物

馆拥有藏品 800 多万件。由于空间的限制，还有大批藏品未能公开展出。

大英博物馆

11

机构介绍



拉斯金美术学校（Ruskin School of Drawing & Fine Art，也简称

Ruskin），是牛津大学下的一个艺术学校。有两个办学点，提供研究生

和本科生教育。历史可追溯到1871年约翰·拉斯金成立於大学画廊（后

来的阿什莫林博物馆）的绘画学校，1975 年前一直位于博物馆中，后

来迁至高街 74 号，另外一栋建筑在布灵顿路 128 号。斯莱德艺术学校

在二战期间曾搬到牛津与拉斯金共同办学。

拉斯金美术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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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

第五天 上午：由中央圣马丁艺术设计学院（Central Saint Martins College of Art & Design）的综合材
料系老师的艺术材料课程。
 /      
Museum），结束后跟随老师去探索红砖巷创意集市（Brick Lane）。
晚上：在Sunny Art Centre艺术中心与来自伦敦艺术大学和皇家艺术学院的优秀学生举办座谈
会，相互分享与交流在英国学习与生活的经验。

      

观费兹威廉博物馆（Fitzwilliam Museum）和剑桥视觉及表演艺术学院（Cambridge 

School of Visual & performing Arts），晚上返回伦敦。

第六天

         \   N "   =  

下午：在国家美术馆专家带领下参观英国国家美术馆（The National Gallery）以及国家肖像

美术馆(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 )。结束后由菲利普拍卖行的专家带领学生参观泰特不列颠

美术馆（Tate Britain）和伦敦艺术大学切尔西艺术学院（University of the Arts London - 

Chelsea College of Art ）。随后学员将在中心展出本期作品。

第七天

上午：由Sunny Art Centre艺术中心专业老师带领下拜访著名皇家珠宝设计师艺术工作室。

下午：与Sunny Art Centre艺术中心专业老师参观诺丁山波特贝罗路跳蚤市场（Portobello 

Market）获取创作元素，结束后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下回到Sunny Art Centre艺术中心进行创作。

行程结束，返回中国。

第八天

第九天

行   程   安   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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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博物馆（Design Museum）旧馆建于 1989 年，原来位于泰晤士河边的 Shad Thames

地区附近，而博物馆的前身其实是个专门用来储存香蕉的仓库，后来才改建成设计感

十足的博物馆。2016 年，Design Museum 迁到新址，搬进伦敦西区的原英联邦学院

（Commonwealth Institute）的所在地。新馆由英国建筑师 John Pawson 带队完成设计，

新馆不仅有更大的展览区域（展区面积是原来的三倍呢），而且和伦敦著名的 V&A博物馆

（V&A Museum）、科学博物馆（Science Museum）、自然历史博物馆（Natural History 

Museum）及蛇形画廊（Serpentine Galleries）组成世界顶尖博物馆群落。馆内木质的地板，

具有几何设计感的穹顶架构，整个展馆让人感觉非常简洁大气。除了展览，展馆内还包括了

餐厅、咖啡厅、礼品店（卖一些和设计有关的书籍和一些有趣的设计品，作为设计博物馆的

纪念品店，当然值得好好逛一逛啦，能淘到不少新奇的小玩意儿！）、还有可以开展的手工

设计课程的教室（Swarovski Foundation Centre for Learning）、举办演讲活动的多媒体室、

图书馆、档案馆等等。

设计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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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茨威廉博物馆是剑桥大学的艺术和考古博物馆，位于特兰平顿街

（Trumpington Street)，位于剑桥市的中部。剑桥视觉及表演艺

术 学 院（Cambridge School of Visual & performing Arts， 简 称

CSVPA）是英国剑桥教育集团（CEG）旗下的一所专业的大学预科学校，

建校于 1985 年，校区分别位于世界最著名的剑桥大学城及伦敦艺术中

心区 Bloomsbury。世界各地的杰出人才汇聚于此；充满创造力、生机

勃勃、独具魅力的大环境感染与启发着每一位置身于此的学子。

菲茨威廉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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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国家美术馆（The National Gallery，又译为国家艺廊），是位于

英国伦敦市中心特拉法加广场的正北方向。国家美术馆又称伦敦国家美

术馆，成立于 1824 年。当时仅有 38 幅画作，从这些由乔治四世说服

政府购买林布兰、拉尔等人的 38 个作品，陆续拓展为现在以绘画收藏

为主的国家级美术馆。

国家美术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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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肖像馆（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是英国的一个肖像艺术画廊，

坐落在伦敦特拉法加广场旁边，英国国家美术馆的北侧。自 1856 年起，

肖像馆向公众开放。肖像馆收集了历史上的重要和著名的英国人的画像，

馆藏项目包括照片、绘画、素描与雕塑等创作型态，而收录的肖像包含

了亨利七世、莎士比亚、伊丽莎白二世等著名人物，英国各领域代表性

人物，以及部分世界各国各领域名人。

国家肖像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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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特不列颠美术馆（Tate Britain) 的展品以英国本土艺术家为主，重要

的作品有发源于英国的‘拉斐尔前派’，泰勒（JMW Turner）的作品

等，当然，要说绘画的话，对我最有吸引力的还是培根和弗洛伊德的作

品。TATE BRITAIN中收藏的艺术品在时间跨度上是极大的，古典和现代，

绘画和装置，并存共在。

泰特不列颠美术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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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特贝罗路跳蚤市场 (Portobello Road Market) 地处诺丁山区域，是

伦敦乃至英国最有名的露天市集。由 3个不同的市场组成，只有在每周

六这 3个市场才全部开放。

南端的古董市场是离地铁站最近的，也是游客们去波特贝罗路跳蚤市场

的主要目的。古董市场仅在周六开放，有同学曾经在周日去扑了个空。

在波特贝罗路古董市场有上百个摊位，可以看到来自世界各地的古董，

从罗马时代到 20 世纪 60 年代的应有尽有。向北继续走，过渡到一个

主要为当地老百姓服务的食品市场，主要销售各种蔬果、鱼肉、奶酪等

食品，不妨在这里买点零食吃。

走到最北端的则是位于西路 (Westway) 高架桥下的二手货跳蚤市场了，

每逢周五和周六，这里便会异常热闹，小贩们兜售着各种各样的商品，

从一些装饰品、小玩意到流行服饰应有尽有。每周六的波特贝罗路古董

市场通常吸引了大批人潮。从最“in”的年轻货品到祖母级的古董，波

特贝罗路跳蚤市场这样的伦敦市集绝对能让你对沉默拘谨的英国人改变

看法。

波特贝罗路跳蚤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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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yal College of Art（RCA，译为皇家艺术学院）成立于 1837 年，被誉为全球
艺术与设计大师的摇篮。它是世界顶尖的艺术与设计学院，也是迄今历史最悠久
的艺术教育机构之一。学院坐落于英国伦敦，课程讲授者均为国际知名艺术家、
从业者和理论家。学院仅教授研究生和博士生阶段。基于世界级的艺术设计教育
体系，优秀的教职员工，学生，以及横跨三个世纪的杰出校友，学院享誉全球。
在 QS 世界大学排名“艺术与设计类”大学排名中，连续多年冠冕全球第一位。

皇家艺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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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心的师资团队均来自于世界各地的学术精英，具有丰富的从业经验，每位成

员都密切关注和推广最前瞻的艺术思潮，引领文化艺术的多元化发展 。

部分师资

部分师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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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io Rossi，纯艺术导师，伦敦艺术大学 

— 中央圣马丁艺术与设计学院（英国）

Mario Rossi 身兼艺术家、策展人、老师的身份，同时还是白教堂公开赛（Whitechapel 
Open Award）、罗马古尔班基奖学金（Gulbenkian Rome scholarship）、创意艺术学术
奖金（Fellowship in Creative Arts）、剑桥大学圣三一学院奖学金以及富布赖特视觉艺术奖学
金（ Fulbright Award for visual Art）等久负盛名的艺术奖项的获得者。在他的职业生涯中，
作为一个有影响力的老师，于伦敦 Goldsmith's 学院培养出许多 YBA 艺术家（Young British 
Artists）。他还是伦敦艺术大学绘画俱乐部以及当代绘画周刊（th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Painting）的签约撰稿人。他的作品曾在许多私人收藏家和公共收藏机构如英格兰艺术协会
（Arts Council England）、爱丁堡当代艺术画廊（The Gallery of Modern Art Edinburgh）
和伦敦萨奇艺术画廊（Saatchi Gallery London）中展出。他的近期展览包括 : 敲（Knock 
Knock），杰伍德画廊展览（Jerwood Gallery Hastings），公映：艺术家与电影（UnSpooling：
Artists and Cinema），曼彻斯特角屋（Cornerhouse Manchester）。2016 年他还在伦敦
运河项目（Canal Projects London ）中举办了个展。

22

部分师资



Iori Endo，飞利浦拍卖行的亚洲区域代表，

当代艺术收藏家（伦敦）

Iori Endo 是飞利浦拍卖行的亚洲区域代表，负责所有部门（包括
当代艺术、印刷、设计、摄影、珠宝和手表）的商业发展。她毕
业于伦敦中央圣马丁艺术与设计学院艺术硕士专业以及美国芝加
哥艺术学院的纯艺术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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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oline List, 混合媒体艺术导师，

伦敦艺术大学 — 中央圣马丁艺术与设计学院 （英国）

Caroline List 在伦敦艺术大学中央圣马丁学院艺术与设计学院教授混合媒体课
程。她在伦敦拥有自己的工作室。从切尔西艺术学院完成绘画专业硕士之后，
Caroline 陆续在伦敦、 纽约、 多伦多、 巴黎和中国多地展出过自己的作品，她
还在伦敦成功策划了许多当代艺术展览。

2007 年，她被 Brian Robertson 绘画奖提名，她的作品还曾在皇家海外联盟（Royal 
Over-Seas League）年度竞赛中荣获一等奖。目前，她的作品被当代艺术协会、 
华尔街投资公司、美国富达金融投资集团、雷曼兄弟和摩根大通集团等许多大型
收藏机构所收藏。2015 年，她于伦敦的‘Art House1’展览中单独展出了她的绘
画作品。2016 年，她的作品被收录在伦敦格劳乔当代艺术俱乐部的艺术收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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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z Orton, 

纯艺术系／摄影系教师，伦敦艺术大学传媒学院 

视觉艺术家 Liz Orton 就职于伦敦艺术大学传媒学院摄影系， 现任伦敦艺术大学的常务
理事。 同时她任教于英国伯恩茅斯艺术大学（University of the Arts Bournemouth）
纯艺术系，她还是伦敦微肯特基金 (Wellcome Trust) 的艺术基金获得者。

Liz 拥有丰富的的展出和实践经验， 她的作品曾在伦敦摄影美术馆（Photographers’ 
Gallery），福门特摄影艺术节（Format Photography Festival）， 凤凰画廊（Phoenix 
Gallery）展出，同时她还曾受到英国市政府特别邀请参加 PHOTOUKINDIA 艺术展。

更值得一提的是她出版的书籍 《视平线下的土壤》（A Handful of Soil for the Whole 
Horizon）荣获了马克图书奖一等奖（MACK First Book Award），卡斯丹敏奖（the 
Kassel Dummy Award）和无视摄影奖（the Unseen Photobook A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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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dney Bastable 成长于英国的乡村，古典优雅的生活环境培养了他对于艺术的
兴趣。他曾在雅茅斯艺术设计大学进行了艺术基础课程学习，并在温彻斯特艺术
学院完成了美术与设计课程。毕业后，他继续学习肖像以及风景绘画，并从米开
朗基罗以、特纳的绘画、瓦利萨以及罗金的文学作品中获取灵感。在接下来的时
间里他在实践中继续着绘画媒介的研究，与此同时他举办了多次肖像与风景绘画
的个展。1985 年，他在皇家艺术研究院参加展览。

Rodney Bas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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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 Tippetts

伦敦金史密斯学院本科 ／ 皇家艺术学院绘画硕士

Ve Tippetts 先后毕业于伦敦金史密斯大学纯艺术专业本科和伦敦皇家艺术学院绘
画专业研究生学位。她曾在意大利佛罗伦萨的查尔斯 . 塞西尔工作室学习了从文艺
复兴时期延传至今的绘画技巧。她通过对于物体的观察，将抽象和具象以及光影
的运动加入作品创作中。她已获得了两次 Elizabeth Greenshields 卓越绘画奖 ,
目前生活和工作在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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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is Legendre 

2012 年毕业于巴黎国立美术学院，也曾在澳大利亚悉尼艺术学院进行学习。

2012 获钻石绘画奖（ Diamond Drawing Prize）。她还曾在法国（巴黎、布洛涅、
图卢兹），葡萄牙（吉马良斯、波尔图），澳大利亚（悉尼），英国（伦敦）多
地参加群展并举办个人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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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shi Du

教育经历：

2010-2012 伦敦时装学院 女装设计。
2007-2009 诺桑比亚大学 时装设计 - 西方女装历史、绘画技巧、图案设计制作。
2006-2007 清华大学 艺术设计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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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njie Sun

Yinjie Sun 2005 年考入中国美术学院，同年就读于服装设计系，之后留学于英国
伦敦坎伯维尔艺术学院。他凭借出色的专业水平转入中央圣马丁艺术与设计学院
学习油画，之后又顺利考取了切尔西艺术学院的研究生。Yinjie Sun 在伦敦拥有自
己的工作室，他是一名优秀的艺术家。他的作品曾在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美术馆
等世界顶尖美术馆展出。毕业后，Yinjie Sun 一直在伦敦从事艺术教育工作，他具
有丰富的作品集准备经验，熟知英国艺术院校的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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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uqing Yang

Liuqing Yang 在皇家艺术学院学习视觉传达专业，她专注于移动影像以及平面设
计。拥有多年为设计公司、工作室进行产品包装设计、网页设计以及 VI 设计的经
验。除此之外，她曾在多所艺术机构中担任设计辅导老师，帮助学生进行作品集
准备工作。她能够在前期调研、灵感激发、模拟面试等全部流程中协助学生。她
对于不同专业诸如平面、品牌、空间、面料、时尚设计的风格有准确的把握，因此，
Liuqing Yang 的指导和帮助对于那些处于作品集准备阶段的学生以及需要数字作
品排版的学生来说是不可估量的宝贵资源。

31

部分师资



Marilia Stagkouraki   

Marilia 出生于希腊，作为艺术家活跃于伦敦以及雅典。
教育经历：
2012-2013：切尔西艺术设计学院 纯艺术研究生
2004-2009：雅典艺术大学 绘画 本科
2008-2009：雅典艺术大学 艺术教育
2007： 巴黎国立美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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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wn Rowland, 雕塑家，

英国皇家雕塑协会理事 （英国）

Dawn Rowland 出生于伦敦， 作为雕塑家的她主要活动于旧金山、伦敦
和曼彻斯特。她的作品多为石膏雕塑，同时她也使用银、青铜以及赤陶土
作为媒介进行创作。她的雕塑及画作被英国、欧洲、日本、美国、澳洲、
加拿大等地的私人藏家收藏。她在切尔西海港举办的国际雕塑展览开幕时
展示的作品受到英国女王的高度赞扬。她于 1991 年当选英国皇家雕塑协会
会员，1994 年被誉名为英国皇家雕塑协会理事。同时，她也是曼彻斯特艺
术研究院的成员之一。

英国 BBC 电视台的“女性时刻”（Women's Hour）节目曾针对她及其作
品进行过两次采访。一次是由于 Nicola Horlick 委托她制作强烈且具有纪
念性的雕塑品，另一次是因为她有三件雕塑品被选中在皇家艺术学院的夏
季展览中参与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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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ynis Owen, 雕塑家，

英国皇家雕塑协会理事 （英国）

作为一位雕塑家，Glynis Owen 通过石头、玻璃以及金属创作出了独特的具有纪念意义
的作品，她的作品遍布全英国。

David Lord Putnam CBE 曾委托 Glynis 设计国家教学奖（National Teaching
Award），也被叫做黄金柏拉图奖（Gold Plato Award）的奖杯，此奖用来表彰在教
育事业历史上做出卓越贡献的教师。在 2000 年，Glynis Owen 为伦敦泰特美术馆制作
了两件雕像。

Glynis 也应邀为大学、城镇、市中心等地创造了大量的作品，例如位于伦敦考文特
花园的 The Fruit Porter 青铜纪念雕塑。多年来，Glynis 在中小学进行艺术教育的同
时，也在自己的工作室中进行成人艺术教育。Glynis 曾在奇切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Chichester）担任雕塑系主任。还曾在南安普敦艺术学院（Southampton College 
of Art）和美国新英格兰大学英国苏赛克斯校区（British Campus in Sussex of New 
England College, USA）举办展览。

同时，Glynis 也是一位作家，她曾出版过三本由 Bastford 出版社出版的关于雕塑技巧
的书，编辑了 David 和 Charles 作为出版商出版的艺术书籍。

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雕塑家和作家，她曾被皇家医药协会和切尔西艺术协会举办的艺术
比赛邀请为评审。作为英国皇家雕塑协会的理事，她定期参与新理事的选举，评估新理
事的创作水平及特殊专长。她还应伦敦中央公共卫生实验室董事的邀请对于艺术品收藏
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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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celyn Burton, 

英国珠宝高定设计师 ( 英国 )

Jocelyn Burton 是一位专攻黄金、白银和青铜的高级定制珠宝设计师，并且是世界范围认可
的领先珍贵金属艺术家之一。Jocelyn 拥有卓越的才华，她的作品跨越了不同的创意领域，
包括银器、珠宝、建筑照明、金属制品和玻璃器皿。在制作出精美的作品前，她细腻的草图
便已经具有精准的尺度。1974 年 Jocelyn 成为英国金匠协会（Worshipful Company of 
Goldsmiths）的第一位女性荣誉市民，与此同时，她也成为了伦敦市政府的荣誉市民。

她的作品可以在许多著名的机构中找到，包括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 Victoria & 
Albert Museum）、圣保罗大教堂（St Paul's Cathedral）、金史密斯大厅（Goldsmiths’ 
Hall）、唐宁街 10 号（10 Downing Street）、约克大教堂（York Minster）、菲茨威廉博
物馆（the Fitzwilliam Museum）和迪拜统治者之宫（Palace of the Ruler of Dubai）。

Jocelyn Burton 受伦敦匠人协会（Worshipful Companies of the City of London）以及英
国皇室贵族（Royal Families and Nobility）的委托进行创作了种类多样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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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会根据您的个人需求，预定符合您标准的住宿。以下两种类型供您
参考，依据预算选择合适的方案。

酒店住宿标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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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liday Inn 或同类别三星酒店

我们会为您的旅程选择拥有高品质服务、客房装修简
洁大气、房间设施配置齐全的三星级酒店，地理位置
优越。其中 Holiday Inn 是现代化的全球大型连锁三
星级酒店，被评为伦敦性价比最高的下榻之地。

豪华精品酒店

我们会为您的旅程选择拥有舒适住宿环境、英伦风
范装修风格、房间设施配置奢华的四星级酒店，地
理 位 置 优 越。 例 如 St. Ermin's Hotel, Autograph 
Collection 等伦敦最受欢迎的四星级酒店，让您在一
天的劳碌后有一个舒心的休息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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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英国游学也是一次世界美食之旅，这里并非仅是炸鱼薯条（fish & chips）的天下，更是
集世界各地美食料理之精华，饮食选择相当多样。我们将带您体验丰盛营养的英式早餐、
国菜首选炸鱼薯条，更将带您遍尝葡式改良风味烤鸡、西餐传统代表牛排、享有世界盛誉
的意大利餐以及环境优雅的法式料理。为照顾您的中国胃，我们还为您贴心安排特色面食、
火锅等中餐。

餐饮标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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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ny Art Centre课程费用
艺术家工作室参观交流活动
学期结束展出费用
英国全程交通安排（专车+伦敦公共交通）
英国全程住宿（3星级酒店标准）
英国全程每日三餐（酒店早餐，在校学习
期间的学校餐厅西式午餐，每日晚餐）
全程商业旅游保险
赴英签证材料文书指导及准备服务

签证费用
中国往返伦敦机票
在英所有个人开销
联系方式

包含项目 不包含项目

注：具体价格与发团时间将
根据客户具体要求而定 

费用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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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地址 : 30 Gray's Inn Rd, London, WC1X 8HR
联系电话 : 0044+(0)2086165990
电子邮件 : info@sunnyartcentre.co.uk
网址 : sunnyartcentre.co.uk

地铁 : Chancery Lane Station (Central Line)
公交路线 : 25, 8, 242, 521, N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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