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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简介—

两所校区资源配备

> 由专业的技术⼈人员组成的种类繁多的⼯工作室，其中有陶瓷⼯工作室，铸型⼯工
作室，模型⼯工作室，雕塑⼯工作室，⽊木材⼯工作室，⾦金金属⼯工作室，丝⽹网印刷⼯工作
室，雕刻⼯工作室，印刷排版⼯工作室，绘画⼯工作室，绘画⼯工作室，电影数码摄
影⼯工作室，声⾳音⼯工作室，视频⼯工作室，信息多媒体⼯工作室，艺术烧制⼯工作室；

>  学⽣生可以在学校拥有独⽴立的⼯工作空间，设计和实施个⼈人项⽬目；

北北加莱⾼高等公⽴立美术学院现设

⽴立敦刻尔克和图尔宽两个校区，

注册学⽣生350⼈人，毕业⽣生从业
⽅方向⼤大多为当代艺术家，艺评

⼈人，及其相关⾏行行业。

>  两个校区都配备资料料中⼼心，储备了了⼤大量量的艺
术领域参考⽂文献，包括理理论着作，专著，展览
画册，DVD，⾳音频CD，以及艺术史论书籍；

>  校内设有多个展厅，经常组织研讨会，讲座
和展览，让学⽣生有机会零距离与艺术家接触，
极⼒力力创造良好的艺术氛围，激发学⽣生艺术研究
和创作。



图尔宽是北北加莱省第三⼤大

城市，拥有92000居⺠民，
位于⾥里里尔⾸首府的中⼼心地带，

在纺织⼯工业领域有着⾮非常

悠久的历史，政府通过投

资创意产业，最⼤大程度上

的实现了了经济的复苏。图

尔宽这座城市以开放的态

度迎接⽂文化领域和商业贸

易易的合作往来。兼备活⼒力力

和⽂文化底蕴，这座城市会

在周末举办的爵⼠士乐⾳音乐

节和多样的⽂文化活动。另

外，欧仁·勒勒罗伊美术馆和
法国国⽴立当代艺术中⼼心也

坐落于此。

图尔宽校区—



Dunkerque城市位于⻄西北北欧的中, 毗
邻北北海海 ,靠近法国和⽐比利利时边 境,由18
个市镇和21万居⺠民组成。 

敦刻尔克市内有绵⻓长的海海岸线,包括超
过15公⾥里里的海海滩和沙丘。滨 度假胜
地Malo-les-Bains和Bray- Dunes每年年
都有很多游客去朝拜。 

敦刻尔克也是⼀一个⼯工业和商业港⼜又，

往来船只频繁。 敦刻尔克还 拥有很
多的⽂文化遗产和美术馆博物馆。当代

艺术活动中⼼心 (LAAC)和⼤大区当代艺
术基⾦金金会(FRAC)都坐落于此, 经常举
办⼀一些 艺术活动和舞台表演。。

敦刻尔克校区—



THE EURO-REGION,   LILLE - KORTRIJK - TOURNAI —
北北加莱⾼高等美术学院位于欧洲的政治经济⽂文化中

⼼心的⾸首府⾥里里尔市的科特赖克地区。北北加莱省的⾸首

府城市⾥里里尔是连接巴黎，伦敦，布鲁塞尔和阿姆

斯特丹丹的重要交通枢纽，这些临近的重要城市均

可以当天往返。并且，⾥里里尔 - 莱斯坎机场也可轻
松抵达欧洲其他地区。

 TOURCOIN



FLE-A课程 - 通向⾼高等艺术教育的⾼高速列列⻋车—

课程—

FLEA课程培训为⺟母语不不是法语的学⽣生提供了了⼀一整套⾮非常完
善的艺术与法语课程。课程的⽬目的设置是多⽅方⾯面的：语⾔言培

训以获得CECR等级法语考试TCF-B2认证为主，让学⽣生拥
有申请法国公⽴立⼤大学和美院的资格。同时，我们在课程设置

中，也会让学⽣生了了解和学习融⼊入法国美院教育体系所需要的

本领和技能，以及融⼊入法国当地⽣生活所必备的社会⽂文化知识。

上课地点在图尔宽校区。

模块1： 基础法语
每周⼋八个⼩小时

基础法语的课程设置从⼝口语，写作，

听⼒力力，阅读这四个内容出发，锻炼

学⽣生今后独⾃自在法国学习⽣生活的语

⾔言能⼒力力。课程内容涉及语法，语⾳音

／书写，词汇，教学⼿手段多样（书

本，视频，录⾳音，多媒体），教学

形势丰富，情景再现，⻆角⾊色互换，

演讲，写⽂文章。根据教学需求，经

常会组织⼀一些校外教学活动。

模块2： 法国⽂文明与艺术⽂文化
每周四个⼩小时.

这⼀一模块设置从法语区社会⽂文化背景出发，学习法国历史，

法国地理理和地理理政治学以及探讨法国社会中的现实问题。

在这⼀一模块，还将介绍1870年年后的艺术家和艺术运动，还
将教给学⽣生介绍影响现当代艺术创作的⻄西⽅方哲学思想。



模块5：艺术创作实践
每周8⼩小时的

本模块的课程是为了了发展学⽣生的个⼈人艺术想法的构建与理理论造型
的关联性。同时让学⽣生接触展览陈列列和作品介绍等相关内容。结
合教师的课业指导，本模块是对当代艺术的启蒙和过度。学⽣生将
会实践多种艺术创作媒介⽐比如素描，绘画，雕塑，摄影，影像，
声⾳音以及新媒体技术。本模块还包括与法国教师的艺术游学内容。

模块3：⾼高等艺术学院预备课
每周三⼩小时

本模块是针对准备进⼊入法国艺术学院学习的学⽣生⽽而设置的。将语⾔言课
程的实际应⽤用与艺术实践创作相结合，同时还包括艺术史的研究和艺
术创作⽅方法论的探索。本模块同时还涉及命题定义和延展，设计研究
命题的步骤⽅方法，收集研究本体，假设验证研究结果。

模块4：TCF法语登记考试 

每周1⼩小时

每年年5⽉月末之前，学⽣生要参加TCF法语等级考试，本模块⽬目的是学⽣生提前备考TCF。对于在法国⾼高等美
院读书的外国学⽣生，获得B2语⾔言级别是顺利利进⼊入专业课程学习和毕业的必要条件。该课程设置是完全
以实际考试⻆角度出发的，以真实模拟考试的⽅方式使学⽣生在学习语⾔言课程中获得语⾔言能⼒力力和真实反馈。

课程—



浸⼊入式⼯工作室课程：

除必修课程之外，学⽣生还可以与美院学⽣生⼀一起参加

本科阶段的的⼯工作室教学课程，了了解法国美院的教

学体系。可以选择的⼯工作室涉及; 绘画，素描，3D
技术，雕塑，丝⽹网印刷，影像，摄影，装置，印刷，

陶瓷。

举办展览：

每年年FLEA学⽣生都会举办⼀一次展览，来展示在学院
⼯工作室完成的作品。

教学出游：

学⽣生将会多次参观在法国，在欧洲举办的展览，学

⽣生可以申请⼀一次赞助出游。

讲座：

每个⽉月，学校将会邀请艺术家，哲学家，艺术批评

家以及科学家来到学校进⾏行行讲座

课程—



提供服务—
预定住房—
⻉贝加莱⾼高等公⽴立美院多年年来与国家⼤大学⽣生公寓Crous
合作，将会为学⽣生提供学⽣生集体宿舍，住宿地点距离
学校和地铁站步⾏行行⼤大约10分钟的路路程。每个宿舍配置
有⽹网络及⽇日常安全保障措施。学⽣生可同时使⽤用集体空
间，⽐比如洗⾐衣房和集体⼯工作室。集体宿舍会有监管⼈人
员和密码安全⻔门，以确保学⽣生的出⼊入安全。

要求：
每个⽉月350.43欧元的租⾦金金
所有的费⽤用包括在内（⽔水，
电，⽹网络）
押⾦金金：1个⽉月的房租
合同：12个⽉月
提前⼀一个⽉月通知退房

房间配备：
1个壁橱
1个淋淋浴室
1个洗碗池
1个⽹网络接⼊入设备
1张床
1个电视信号接⼝口
1个电话信号接⼝口
1个冰箱
2个灶台
1个学习桌
1个洗⼿手间
1个厕所

机场接机—
学校提供机场接机服务，于9⽉月初，学校将提供⼤大巴⻋车从机场接
待学⽣生直到学⽣生的住处。接机⽇日期将与学⽣生沟通后通过邮件确定

学校将会陪同学⽣生完成的事项—
OFII体检
医保卡

银⾏行行开户

住房补助申请

电话办理理



他们做到了了，他们成功了了！—

Mohammad Kordi, 伊朗⼈人. 
FLE-A 2015-2016 
⽬前在巴黎1索邦⼤学的Master 2 
Cinema学⽣，制⽚⼈

He Xin, 中国⼈人.  
FLE-A 2013-2014 
2017年DNSEP毕业 
在ESA Nord Pas de Calais， 
现任中国⼤学教师

Sofianne Terrab, 摩洛洛哥⼈人. 
FLE-A 2015-2016 
⽬前读三年级在ENSA第戎

Li Jingyan, 中国⼈人. 
FLE-A 2016-2017 
⽬前读⼆年级在ESA波尔多

Chen Yeheng, 中国⼈人. 
FLE-A 2014-2015 
2017年⽂化管理硕⼠毕业， 
⽬前在巴黎当业务总监。

Alexandre Dmitriev, 乌克兰⼈人. 
FLE-A 2015-2016 
2018年DNSEP毕业 
⽬前在乌克兰视觉艺术家

Qi Han, 中国⼈人. 
FLE-A 2014-2015 
2017年DNA毕业 
⽬前在ESA Nord Pas de Calais的
Master 2中

Ji Songlin, 中国⼈人. 
FLE-A 2014-2015 
2017年DNA毕业 
⽬前在ESA Nord Pas de Calais的
Master 2中



学校注册 —

所有学⽣生需要获得⾄至少⾼高中学历，并且法语语⾔言能⼒力力 
达到A2⽔水平。
候选⼈人需要准备：

法语等级考试证明

学历的复印件

注册表格

动机信

⼀一个作品集PDF格式，10⻚页

候选⼈人资格—

步骤—
在Campus Art（http://www.campusart.org/ ）
⽹网站上完成注册，时间为2018年年11⽉月到2
或给international@esa-n.info 发邮箱提出申请。

费⽤用—
每年年3500欧元的注册费⽤用，此费⽤用包括接机服务
和⾏行行政⼿手续的办理理，注册费需要在学⽣生收到学校录

取证明之后⽀支付。如果在10⽉月30⽇日之前遭到⼤大使
馆拒签，学⽣生出示拒签证明之后，注册费可以返还。

联系⽅方式—
邮箱 international@esa-n.info 
电话 +33 (0)6 21 72 94 74

36 bis rue des Ursulines 
59200 Tourcoing 
+33 (0)3 59 63 43 20 

5bis, rue de l’Esplanade 
59140 Dunkerque 
+33 (0)3 28 63 72 93 

                                     ÉCOLE SUPÉRIEURE D’ART
DU NORD-PAS DE CALAIS / 

DUNKERQUE - TOURCO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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