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院校生活

艺术大学
由追求艺术的艺术家于1929年创立于旧金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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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术不仅仅是绘画，还有异常广阔的文化大背景 
— 同时也是生活。”  
—Richard S. Stephens,  
   商业艺术简介

1929 年，《日落》杂志的创意总监、画家 Richard S. Stephens 在妻子 Clara Stephens 
夫人的帮助下开办了广告艺术学院。该学院坐落在 215 Kearney Street 一个租来的大开

间里，有 45 名学生。就是在这里，学院独特的未来发展愿景形成并问世，那就是聘请当今

的专业艺术家向未来的专业艺术家传授悠久的原则和业界标准。Stephens接纳艺术家们须

不断发展的理念，甚至包括追求商业成功的艺术家们。

1933 年，时装插画被纳入课程设置中。随后在 1936 年，学院增设了美术系。

1951 年，Stephens 的儿子Richard A. Stephens博士出任院长一职。在他的领导和指引

下，不仅学生人数从 50 增至 5000，科系数量也显著增多。1966 年，学院（即现在的艺

术学院）成立并获得加州私立高等教育及职业教育局批准，可授予美术学士学位。1977 年

开设了研究生课程，1983 年获得批准。 

1992年，我们创始人的孙女 Elisa Stephens 博士出任院长。她继承父亲和祖父的工作，

并致力于不断扩充学院的课程设置，侧重跟进最新开发的技术和趋势、聘用业内顶级专业

人员，以及提供一流设施，供我们的学生发展各项技能。

2004年，学院更名为旧金山艺术大学，以嘉许其在教育深度、广度和质量上的进步。该大

学是获认证的美国最大的私立艺术和设计学院。志存高远的艺术人士可申请超过 30 个学习

领域的（在校和网上）本科、研究生和无学位课程，以满足其具体需求。

我们的历程



我们的信念

无障碍录取

我们相信，我们唯一的录取要求应该是

学生对学习的热忱及致力于发展艺术家

的才能。

师从专业人员

我们相信，最好的老师是专业艺术家。

我们的教员由艺术和设计专业人员组

成，他们的事业均处于业内前沿地位。

艺术道德

我们秉承 — 并尽力向我们的学生灌输

最高的个人和职业诚信道德标准。

相互支持的校际圈

我们挑战我们的学生，在相互支持和协

作的氛围下发挥全部创造潜能。

城市公民

我们从我们的家园旧金山吸收灵感，增

长见识，立志以慷慨的精神和同理心回

馈这里的文化。

我们相信，正确的教育、培训和勤奋可以将志存高远的艺术人士打造

成成功的专业人员。旧金山艺术大学有超过 15,000 名注册学生，培

养未来的艺术和设计专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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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学生  
的要求

专注 n 热忱 n 承诺 n 创意 

灵 活 的 非 全 日 制 课 程

16 项体育运动
设校际运动队

种住宿选择

18:1
*

 

的学生
教员

海外学习
机会

网 络 课 程 或

旧金山上课

画展
每年举办
多名学生和校友70

学术指 
导和教 
学比例

外加灵活的
三 餐 安 排

17

* 这是一个平均数，并非所有课程都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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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生活
校园生活向学生提供有趣、特别的活动，以促进平衡的大学体验， 

并在一个安全、包容的环境中培养持久的关系。

我们与学生组织的团体共同设计活动，让大家得到鼓舞、从中学习并娱乐身心。

城市骑士电台

阿卡艺术团（大学的无伴奏合唱团）

美国建筑学生协会

思想力俱乐部

大声疾呼

阿尼美俱乐部

黑人学生会

中国学生会

基督徒学生联谊会

漫画书俱乐部

能量（舞蹈队）  

提升俱乐部

卡帕西格玛男生联谊会

乒乓球俱乐部

西格玛德尔塔女生联谊会

城市骑士全国爱好者俱乐部  

印心禅冥想

如需了解我们的完整俱乐部和组织名录，请查看    

www.academyart.edu/students/clubs-organizations

活动

我们深知，教育和大学体验并不仅仅

是止于学术学习。校园生活组织各种

将让你终身难忘的活动，确保你在大

学期间教育与娱乐并重。

健身及娱乐

保持活跃、保持健康。我们有一个浅水

泳池、多个健身房、篮球场和一个滑

板坡道。我们还提供免费的健身和娱乐

课。定期参加我们的多种选择，不断得

到激励。

俱乐部和组织 
每个人都需要走出工作室放松一下，也需要新的灵感源泉。你可以在我们的诸多

学生俱乐部中，找到一种有创意的排遣方式并结交新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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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

棒球 

篮球 

越野 

高尔夫

足球 

田径

女子

篮球 

越野 

高尔夫

足球 

垒球 

网球

田径 

排球

体育运动
我们是美国唯一一所开设 NCAA 体育项目的高等艺术院校。

我们致力于出类拔萃、体育精神、团队合作及创造性。我们的校际体育

课程能使你认识自己的学术、个人和专业所有潜能。城市骑士加油！

我们的特别之处

我们培养全面的艺术家，支持他们发展自己的体育能力和创意天分。作

为学生，你可以选择校际运动、组织赛事和俱乐部运动。本校是Pacific 
West Conference成员，提供篮球、棒球、越野、高尔夫、足球、垒球、 

田径、网球和排球项目。

NCAA 项目

加入我们的一个运动队或出来支持你

的艺术家运动员。

我们的运动场

我 们 在 旧 金 山 的 一 些 设 备 完 善 的

运 动 场 所 开 展 体 育 运 动 ， 包 括 ： 
Kezar Pavilion 体育馆、Kezar 体育

场、Fairmont 运动场、Presidio 高尔

夫球场等。

粉丝巴士中心

让粉丝巴士带你展示你的学校精神并

在所有比赛中为城市骑士队加油。



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选中的 
艺术大学运动员

NATE GERCKEN
多媒体传播专业美术学士伊丽莎

白顿双城队 棒球小联盟

Gercken 在 2015 年美国职业棒

球大联盟选秀第 17 轮第 500 次
选秀时被明尼苏达双城队选中。

BRANDON POULSON
多媒体传播专业美术学士 GCL 
双城队棒球小联盟 

Poulson 在 2014 年获得明尼苏

达双城队的职业运动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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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向学生提供业界标准设备，这些设备采用业内当前使用的最新技术。

我们的设施

摄影棚和演播室
到我们的业界标准摄影棚和数码工作
室来，在灯光下、摄像机前开始工
作。我们的四个摄影棚有你拍摄影片
或学习如何在摄像机前表演所需的一
切。可使用我们演播室中多达八台的

摄像机、提词器、灯栅和 TriCaster 
数码切换台，创作多平台影视作品。
我们的移动制作工作室可在任何有电

源和 Wi-Fi 的地方播放。

专用设备 
我们投入巨资，为你提供当今专业艺
术家所需的许多专用设备和技术。这
些设备包括用于电影制作和游戏设计

的 Oculus Rift 系统和 Foley 工作室；
将电影胶片转为视频的电视电影演播

室；用于音效设计的 ADR 录音室；用

于珠宝设计的激光切割机、3D 打印机
和铜模铸造车间；以及配有广泛字体
选择的凸版印刷机。

绿屏工作室
我们的绿屏是北加州最大的绿屏之
一，在这里你可以体验实时合成监视
器和全套灯光设备，包括灯栅、柔光
布、色片夹、绿色道具和主光，将你
的创意变为作品。

缝纫机和编织机

我们的缝纫和编织实验室有 120 台工

业缝纫机和 7 针和 12 针 Stoll 工业编
织机。缝纫实验室配有专业裁缝。我
们的工作室有大型台面，以便利用衣
型及人体模型进行造型和图案设计，
从而帮你完善自己的设计和织品。

画廊
我们在画廊展出我们的学生、校友 
和教员的作品，这些画廊旨在推广我
们校际圈的作品并支持湾区艺术。 
所有收益均回馈艺术家和用于我们 
的奖学金。 

计算机实验室 

除了我们的 Mac 和 PC 实验室以外，
我们还有满足课程专门需求的其他实

验室，包括用于影视编辑的 AVID、
专业工具和后期效果；用于自动时尚

版型的制图软件 Gerber Accumark；

用于数字绘画的 Cintiq 实验室；以及
用于游戏开发的定制数码风暴专业工
作站。

住宿和班车
保证为所有全日制在校新生提供住

宿。我们有17 种住宿选择，住宿地 
点在旧金山中心区，教学楼附近。还
有一系列班车，停靠包括宿舍在内 
的所有大学楼，免费载你上课用在城
中穿梭。

图书馆
在我们藏书齐全的图书馆，可查找丰
富的艺术和设计资料。可就各种主

题自由使用我们的 DVD 剧场、大量 
图片和插图、研究数据库及虚拟参考
资料。在这里，可以和朋友一起研
究、学习，也可以找一安静处阅读。

1. 客户短片录制室 

2. Cintiq 实验室

3. 健身中心

4. 绿屏工作室 

5. 健身中心泳池 

6. 工作室画廊



11

我们的领导力
和这个我们称为家园的城市一样，我们有创新和创造的前卫精神。
本校和旧金山长久相伴，互相提供灵感和人才。

1929  
Richard S. Stephens 成
立广告艺术学院。

1946 
我们扩充课程设置并新增
广告和商业艺术、时装插
画、卡通制作，以及文字
造型和排版课程。

1966 
我们如今已是旧金山艺
术大学，提供美术学士
学位。

1977 
首次提供美术硕士学位
课程。

1992 
Elisa Stephens 博士再
次扩充课程设置、学位
课程和认证，开创了数
字新纪元。

1985 
我们获得了全美艺术与
设计院校协会 (NASAD) 
的认证。

1929-1946 
215 Kearny Street

1968 
625 Sutter Street

1992 
79 New Montgomery Str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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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
RICHARD S. STEPHENS — 
日落》杂志的创意总监和他的妻

子 Clara 一起成立了广告艺术学
院，最初有 45 名学生。

1992 年，创始人 Richard S. Stephens 的孙女 

ELISA STEPHENS 博士被任命为院长。

1951  
RICHARD A. STEPHENS  

博士，

即创始人 Richard S.  Stephens 的
儿子成为院长。

CLARA STEPHENS,
联合创始人，Richard S. Stephens 
的妻子。

“ 有创意的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更强。这正是文化

和商业世界渴求的特质。 
 ” —  院长Elisa Stephens 博士

2002
我们开始提供网上课程。

2004
我们成为现在的旧金山
艺术大学。

2010
整个校园开展了堆肥和
回收。我们将我们的整
个校际班车改用生物柴
油发动机并全部更换使
用LED 灯。

1993
组 建 了 交 通 工 具 设 计
系，增设了我们的经典
车系列，它是全国最大
的经典车系列之一。

当前及
未来展望
我们继续放眼未来，秉

持同样的精神，保持创

新和远见。

2001 
491 Post Street（摩根礼堂）

2011 
2801 Leavenworth Street（罐头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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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现状

创意工作已经从占经济的 10% 升至
超过 30%*

艺术和设计的经济影响超过了全球
体育的经济影响*

*来源：美国教育局、美国艺术协会、美国国家艺术

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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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季展

这一年度活动吸引超过 1000 名学生、

业内领袖、教育人士和校际圈成员，

共同赏鉴本校 22 个学院的最佳创意作

品。业内翘楚从全国各地赶来参加，鉴

赏本校顶级学生的作品。

参观和研习

学生有机会与湾区著名的艺术和设计

方面的雇主一起参观工作室和研习。

工作和实习

学生和校友可以查阅我们的专用招聘布

告栏中的当前工作和实习空缺。学生可

以参加“行业进校园”招聘活动，让他

们有机会结交业内专业人士并提供他们

的履历。

我们获得认可，因为我们的学生与众不同，他们为进入若干创意领域成为职业大军
做好了准备。我们的行业合作伙伴包括成熟和新兴的公司、艺术家和设计师，他们
不断设法聘用、指导我们的学生和校友并与其合作。

我们的行业
合作伙伴



我们以我们的校友为荣，他们是我们学生和教员的灵感源泉。我们的许多
毕业生由于其优异的作品而成为其专业领域的引导者。

知名校友

分镜插画师  
Whitney Martin — 插图学院

Martin 是福克斯的热播剧《一家之主》 

的分镜插画师

普利策奖得主 
Deanne Fitzmaurice — 摄影学院

Fitzmaurice以其伊拉克儿童饱受战 

争蹂躏的图片故事获得 2005 年的普利

策奖。

学生奥斯卡奖得主 
AlyceTzue — 动漫学院

2015 年，Tzue 的动漫短片 Soar（《翱 

翔》）获得学生奥斯卡动画金奖。她和

其学院的同学及老师一起制作了这部 

电影。

校友供职机构

阿迪达斯集团

暴雪娱乐 

布鲁明戴尔

博柏利

加州科学院

香奈儿

克里斯汀·迪奥

黛安·冯芙丝汀宝  

迪士尼互动  

迪士尼移动

梦工厂动画公司  

E! 娱乐

艺电公司

福特汽车公司

盖璞公司



MAC 对 PC  
Jason Sperling — 广告学院 Sperling 领
导媒体艺术实验室 

的创意团队设计了标志性的“Mac 对

PC”广告活动，赢得了无数业内奖项，

包括 Adweek 的“十年最佳广告”奖 

和戛纳金狮奖。

FACEBOOK 总部  
Denise Cherry — 室内建筑设计学院 

Cherry 是 Facebook 的获奖公司总部

改造项目的主设计师。

NIKE  
Tom Luedecke — 工业设计学院 

Luedecke 是耐克鞋科比·布莱恩特系

列的首席设计师。

KANYE WEST、U2 短片 
Chris Milk — 电影电视学院

Milk 为Kanye West、U2、Modest 
Mouse等导演了短片。

FREDA SALVADORE 
Cristina Palomo Nelson — 时尚设计

学院

Palomo Nelson 建立了鞋品牌 Freda 
Salvadore。

Gensler

Google

孩之宝

赫希贝德纳联合酒店顾问有限公司  

朗涛品牌咨询公司

李维斯公司  

路易斯·威登  

微软

NBC 环球  

国家地理

尼桑

派拉蒙影视公司  

皮克斯动画工作室   

普拉达

三星电子

艾美视觉效果奖 
Diego Galtieri — 动画与视觉特效学院

Galtieri 的作品 — NBC 播放的《超能

英雄》赢得了艾美视觉效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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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项及荣誉

ADDY
我们的学生在 2015 年美国广告奖  
(ADDY) 上赢得了全国金奖和银奖。 

2014 年，本校学生赢得旧金山 ADDY 
金、银和铜奖。该奖项旨在嘉奖最 

佳广告。

我们激励我们的学生在工作上要有远大抱负。我们的校际圈营造一种启
发卓越的环境，以最高荣誉和奖励对卓越予以嘉奖和认可。

红点设计 
2011 年至 2015 年，美国和欧洲的红

点设计将旧金山艺术大学列为美国排

名第二的艺术和设计学院。这一排名

的根据是连续五年的稳定成绩。

领英，最佳设计师
就读的各大学
根 据 最 近 毕 业 生 找 到 心 仪 公 司 职

位 的 成 功 率 ， 我 们 在 美 国 最 佳 设

计大学中排名第 15 位。领英评

出 设 计 师 就 职 的 顶 级 公 司 ， 然 后

分 析 了 数 百 万 校 友 的 履 历 ， 以 找

出 这 些 公 司 的 专 业 设 计 师 上 过 哪 

所学院。

旧金山花卉园艺展 
景 观 建 筑 设 计

学 院 学 生 、

美术学士 Eric 
Arneson 和美

术硕士 Nahal 
Sohbati 创作了

获 奖 概 念 “ 升 

华 ” 。 他 们 的

概念在 2015 
年 获 得 七 个 奖

项 ， 包 括 最 佳

观 赏 秀 的 金 门

杯奖、园艺创作师金奖，以及美国景观

设计师协会、专业园林设计师协会和园

林保育会颁发的若干奖项。

CFDA
2015 年，美国时尚设计师协会 
(CFDA) 从时尚设计学院挑选了七

名学生设计师（Yijia Jiang、Tam 
Nguyen、Livia Bianda、Juan 
Chen、Max Kuei Feng Lu、Jingci 
Wang 和 JC Munoz）参加其备受推

崇的全球 CFDA + 2015 设计毕业生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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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SA
工 业 设 计 学 院

的学生为 NASA 
创 作 了 一 个 用

户界面，使宇航

员可以在太空中

远程操作地面机

器人。Rakmun 
Bryant Vick、 

Lorris Williams 
和 Jason Hu 被选为 NASA 的实习生，

协助完成这个项目。这些校友及其团 

队的工作赢得了 NASA 授予的集体成

绩奖。

选中与捷豹合作设计 
2015 年，捷豹选中两所美国设计学

院提供赞助，挑战其学生创造 2030 
+ 型年度概念版 Halo 运动车和内

饰，以拓展未来的豪华车概念，旧金

山艺术大学是其中一所。戛纳电影节 
巴西葡萄牙语短片 A Estrutura 
Da Bolha De Sabão 配有一段 
GianBerselli（视觉媒体音乐制作和

音效设计学院美术学士）创作的音

乐，被第 67 届年度戛纳电影节选

中。

RSA 学生设计奖 
2014 年 5 月，纺织设计专业学生、

美术学士 Andrea Nieto 和 Ashley 
Curley 获得美国 RSA 学生设计奖。

SOAR（《翱翔》）
校友 AlyceTzue 凭借她的 3D 动画短片《翱翔》取得了巨大的

成功。作为一个动漫专业毕业生耗时三年完成这部电影后，

她和她的团队向 30 个高规格电影节提交了《翱翔》。《翱

翔》在 2015 年捧回学生奥斯卡金奖。

奖项及影片

学生奥斯卡金奖 

2015 年第 42 届年度学生奥斯卡奖

最佳学生动漫奖  
2015 年棕榈泉国际短片电影节

观众评选的最佳动漫短片二等奖  
2015 年棕榈泉国际短片电影节 

最佳动漫短片得主  
2015 年美国电影节

纽约时装周
2015 年，我们在纽约时装周上庆祝

我们的十周年纪念，来自时尚设计学

院的学生和时尚大咖们一起每年两次

在时装周上展出他们的原创设计。

URBAN CHALET  
大赛
Sarah Peterson 在 Urban Chalet 赞
助的设计大赛中赢得第一名。她的 
Geoscape 挂墙式作品为她赢得了这

家公司的一次面试并成为实习生。

Hi-FRUCTOSE 
杂志

Erika Sanada 
美术硕士 — 雕

塑学生美术硕

士，其作品在

Hi-Fructose 杂
志第 31期上 

展出。

插画师协会 
2015 年 5 月，

插画学院主任 
Chuck Pyle 被
纽约市插画师

协会授予杰出

美术教育人士

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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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课程包括

导师一对一课程  

按需演示视频  

导师问答

全体学生大会

重要嘉宾发言

现场活动和演讲  

职业建议及研习班

网上教学如何实行
设定你自己的课程安排

在本校参加网络课程时，你可以自由管

理自己的时间；没有固定时间课程需要

你在一天内的某个时间上网学习。课程

内容平均分为一学期 15 个单元。每个

单元开始时，提供该单元的课程资料 

—介绍视频、配解说的幻灯片、数码文

档、访谈等。

同学参与

你可以独立工作和学习，但这并不意味

着你不能请网络上的同学给予支持。每

个课程都提供班级讨论区，学生和教师

可以在此自由交换想法、贴出作品并提

供或接收有新意的反馈。该讨论区的唯

一用途是让你和你的同学有机会作为艺

术工作者相互支持对方的进步。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联系入学代表或访问 www.academyart.edu/online-education

提交你的作品并获得反馈

我们开发了自己的定制学习管理系统 
(LMS)，专用于教授艺术和设计。LMS 
是一个集中网络工具，使学生和教员可

以方便地交流并交换数码资产。LMS 
白板功能可让教师标记你的作品并提供

详细反馈，甚至语音评论。LMS 还是

一个资源中心，可让你了解班级近况、

成绩信息、ESL 支持、安排一对一辅导

课程，以及使用其他旨在让你的网络课

程丰富多彩的定制功能。



网络教育

BONNIE PANG 
插画美术硕士

旧金山艺术大学网络教育让我享

有既接受优质教育，同时又与香港

家人生活的实惠。灵活的课程给我

很大的自由度来管理自己的时间、

经营副业，甚至在夏季学期出国学

习！网上职业讨论对我尤其有益，

它帮我找到一家动漫工作室我现在

的职位。”

SHANNON WIDMER 
网页设计与新媒体美术硕士

旧金山艺术大学的网络教育特别

适合我的生活方式，因为它打破

了阻碍我在所处领域前进的地域 

限制。我能够住在离校园约 2,000 
英里的地方，师从业内顶尖专业 

人员。

他们的学识和教导让我成为该校历

史上首位网络教育美术硕士毕业致

辞代表，为我作为大学设计教师的

成功事业铺平道路。”

我们前所未有的网络课程与我们在校园提供的教育一样严格，但灵活性更高。可以用你自己的
时间，以自己的节奏学习。参加全日制或非全日制课程均可。不让外界因素阻碍你追求自己的
创新目标。

“ 
旧金山艺术大学的网络课

程使我身在达拉斯，仍能

接触到创意灵感世界。

 - - Lenworth “Joonbug” McIntosh  

               时装营销美术硕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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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面设计学院美术硕士 Chin I Lee 的学生设计



22 所学院
以及 30多个
侧重职业的
艺术和设计
学习领域
师从当今最杰出的专家，实现你的创造潜能。加入我们的全球艺术家
和创新人士圈，挑战自己，达到新高度。我们的许多课程无需既往经
验和知识；只要你渴望学习和创新即可。

认证

WASC 高等学院和大学认证委员会 

全国艺术与设计院校协会 

室内设计评审委员会（BFA-IAD、MFA-IAD） 

国家建筑鉴定委员会（建筑学学士、建筑学硕士） 

教师资格审查委员会（加州教师资格）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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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学院...

美术

我们受全球推崇的美术专业将探索你作

为一个美术家的真正潜力。你在钻研绘

画、雕塑和版画的同时，还将利用真人

模特和校外环境学习从项目中创造活生

生的艺术。通过美术学院，你将开启自

己的创意、描绘自己的视野并与世界分

享你的才华。

我们的美术 — 雕塑课程让学生探索三

维形态的本质。将向你介绍雕塑材料和

技术技能。你将可以亲手实践，根据 

人体或动物创作自己的雕塑，学习从 

身体、铜和树脂浇铸到陶瓷和模具制 

造的一切。

学生可从事的职业包括：

受雇画家  

馆员

画廊画家 

画廊主 

版画大师  

壁画家

教师  

雕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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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 

本专业以培养技艺、个体历程和真实的

叙事为基础。我们在独一无二的专业 

环境中训练既能上舞台，又能演影视 

剧的全能演员。从舞台到荧幕，从配 

音到商业广告，我们绝不仅仅是一所演

艺学校，更是将你热衷的梦想变为现实

的渠道。

学生可从事的职业包括： 

主演 

解说员/代言人

互动媒体演员 

特技演员

话剧演员 

配音演员

广告

我们将指导您萌发创新理念，在更深层

次与人们产生共鸣。你将学习掌握必

备的分析和技术能力，以便创作出一

套能让你在进入职场时脱颖而出的作

品集。在学生经营的广告公司 Young & 
Hungry 中，你可以接触真实客户的项

目，充分磨砺这些技能，在走出校园后

成为出类拔萃的人才。

学生可从事的职业包括： 

美术指导 

广告文案 

制作美术师 

策划师

动画与视觉特效

我们专业培养皮克斯动画工作室、光影

魔幻工业公司、迪斯尼和尼克国际儿童

频道等视觉效果 (VFX) 工作室和公司所

需的专业艺术家。作为一个有抱负的分

镜师、特效师或 2D/3D 动画师，你将

在动画产业的一个领先制作中心学习。

在 StudioX 这个仿照专业动画工作室构

建的工作室环境中，你将学到动画制作

流程的每一个环节。

学生可从事的职业包括： 

2D 动画师

3D 动画师    

角色动画师    

数字绘景师    

模型师

操纵师

表面材质设计师    

技术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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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学院...

建筑

我们专业提供能培养批判性思维、艺术

眼光和负责领导的课程，致力于推进 

建筑艺术和实践。我们专业可以让你

为 Studio O+A、Gensler 和 Mithun 这 

样的公司构思、设计和建造可行的理 

想未来。

学生可从事的职业包括： 

城市规划师    

个体建筑师

项目建筑师

可持续发展设计顾问

艺术教育

工作室、工作坊、多元设计课程、现场

训练等，在你成长为艺术教育工作者，

继而启发新一代艺术家的道路上，这些

是我们专业向你提供的一些创意资源。

在你学习教学法 — 即传授艺术和学问

时，我们将指导你发展自己的艺术技

巧。通过在现场工作中运用学到的新 

知识，你在毕业后就能有效地将教学 

能力与艺术结合起来，帮助学生取得学

业成功。

学生可从事的职业包括：  

艺术教育工作者    

社区艺术指导    

教员

美术馆教育普及员    

教育艺术者

艺术史

学习分析和讨论艺术及设计。在我们的

美术工作室，你将了解艺术形式和表现

手法；而在艺术史课堂上，则能广泛、

深入地认识历史和文化背景。充分把 

握我们的海外学习机会，拓展知识和 

视角，将你对艺术史的热情变为一项 

事业。

学生可从事的职业包括： 

鉴定师 

企业顾问    

馆员 

教育工作者 

研究员    

作家/评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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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尚设计

学习如何引领未来的时尚潮流。我

们提供各种必要工具和先进设施，

以便创作出能在纽约时装周和我们

在旧金山的年度毕业时装秀中收获

好评的时装系列。我们将携手合

作，在走台和更广阔的舞台展现你

的时尚视角。学习塑造风格、撰写

时尚评论、通过服装设计讲述故事

和销售等。

学生可从事的职业包括： 

服装设计师

设计总监

时尚总监

时尚编辑

针织品技术设计师     

面料设计师

视觉销售总监

游戏开发

无论你是立志成为游戏设计师、游 

戏编程师、3D 模型师、原画师，还是

UI/UX 设计师，你都能获得创作专业

级别美术和游戏设计/编程作品集的实

践经验。你将有大量机会使用 Wacom 
Cintiq 绘画板和 Oculus Rift 系统等前

沿科技进入虚拟现实环境，与其他学生

协同制作令人难忘的有趣视频游戏。

学生可从事的职业包括： 

3D 角色设计师

3D 场景/道具美术师    

动画师

角色原画师    

场景/道具美术师    

游戏/一级美术师

游戏设计师

游戏编程师

UI/UX 设计师

平面设计

我们专业融汇艺术和商业，将实践、理

论和探究相结合，同时提升和鼓励创

新、批判性思维、视觉素养和概念问 

题解决能力。你将学习如何影响市场 

策略、提高关键问题意识并促进文化 

转变。

 
学生可从事的职业包括： 

创意总监   

设计师   

交互设计师   

高级设计师   

策划师

视觉设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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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建筑和设计 

学习如何通过空间结构、材料和灯光的

创意运用，打造灵动的室内空间。如果

你想突破界限，我们将为你提供空间和

支持。

学生可从事的职业包括：  

建筑信息模型设计师

商业建筑室内设计师    

公司总部/办事室设计师    

设计总监

FF&E设计师

项目设计师

住宅室内设计师    

餐厅/酒店设计师    

视觉效果专家

我们的学院...

插画 

掌握成为绘本作家、漫画家、分镜

师、原画师、互动插画师、儿童图

书插画师、杂志插画师或广告插画师

等所需的技能。我们的全面课程结合 

你的无限想象力，将为你开启职业 

插画师的道路，让你不仅精通场景和

角色的变换活动，还擅长推动故事线

的发展。

学生可从事的职业包括： 

书籍封面美术师

儿童图书插画师

漫画师

原画师

插画编辑

应用程序及网络发布互动插画师

医学/科学插画师    

报道插画师   

分镜师   

纹身师/皮肤彩绘师

工业设计

工业设计是一门融文化、技术和商业于

一体的艺术。如果你痴迷于实体设计行

业所面临的创意和智慧挑战，我们将让

你做好充分准备，成为创造未来的产

品、交通或玩具设计师，或者成为还原

旧时元素的修复古董车行家。

学生可从事的职业包括： 

汽车修复师     

油泥模型师

数字模型师    

家具设计师    

初级设计师    

产品设计师

玩具设计师    

交通设计师    

UI/UX 设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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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宝及金属工艺 

我们专业旨在培养你的创意眼光并帮你

积累必要的技艺，从而在用作配饰的精

品成衣服饰、人造珠宝及非配饰工艺品

上体现这种眼光。我们还鼓励你与其他

学院的同学合作，集各自所长，演绎更

丰富的故事。在我们的行业标准焊接工

作室中学习焊接工艺，该工作室配备金

属切割和锻造机器；铜绿做旧处理工作

台、脱蜡铸造和上釉设备；精准的烧

窑；以及一台 20 吨的液压机。

学生可从事的职业包括：  

CAD 珠宝设计师

铸造专家

数字珠宝设计师    

美术馆/博物馆馆员    

珠宝和金属工艺指导教员    

金属艺品师/画廊画家   

技术设计师

景观建筑设计  

我们专业综合了学术性、实践性、跨

学科和社区性项目，提供扎实的设计

学习。你可以利用我们模型车间的各

种手工工具创作获奖景观，磨砺所需的

专业、技术和分析能力，为了现在和将 

来在世界各地设计健康、可持续发展的

环境。

学生可从事的职业包括：  

园林设计师    

景观建筑师    

景观设计师    

景观表现师   

植栽设计师    

区域规划师    

城市设计师

电影和电视 

踏入精彩纷呈的电影制作王国，充分发

挥你的导演、剪辑、摄影、剧本创作、

制作设计或制片才华。我们将为你提供

所有必要资源，包括超 8/16 毫米摄像

机和工作室级别的设备，供你发展自己

的兴趣并制作体现你富想象力的数字、

标准和高清项目。你还有机会与其他系

的学生合作，用我们的后期制作设施处

理制作最终作品。

学生可从事的职业包括：  

艺术总监    

电影摄影师    

制片人    

制作设计师   

编剧    

导演

摄影导演    

剪辑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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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

我们专业提供一切机会和资源，提升你

的基本摄影技术并将这些技术应用于成

品。与其他摄影专业不同，我们专业将

重点培养你的专业级从业经历，这样可

确保你做好充分准备，以全能摄影师的

姿态进入竞争激烈的摄影市场。我们还

在教学中强调摄影要能捕捉形象并讲述

一个故事，而不仅仅是掌握技术。无论

是广告、美术、纪录片还是报刊，你的

照片都要吸引人并有震撼力，传递能抓

住读者的思想或感情。

学生可从事的职业包括： 

商业摄影师    

美术摄影师    

新闻摄影记者    

修图师/合成师

我们的学院...

多媒体传播 

学习在 21 世纪前沿媒体平台上制作广

播节目，并在节目中出镜。我们有各式

各样的本地新闻制作人、名人和每日新

闻事件，这些都是你在演播室中磨练叙

事技巧的理想素材。我们的设施配有齐

全的布景、提词器、绿屏等设备。此

外，你还有机会为 iHeartRadio 旗下的

UrbanKnightsRadio.com 制作节目，

并参与其他广播活动，包括我们的每周

学院偶像秀。

学生可从事的职业包括： 

数字内容制作人    

主持人/主播    

多媒体新闻记者    

社交媒体经理    

视频制作人/剪辑师

视觉媒体中的音乐

制作和音效设计

我们的目标是让你做好准备，投身这一

快速发展的领域。我们会教你将对美妙

音乐和声音的鉴赏力变为前途光明的职

业。你将学习和声、管弦乐编曲和作

曲，并培养配乐、音效设计和剪辑技术

以及最先进的混音法，所有这些都可运

用到电影、电视和视频游戏项目中。你

还能参加简单、广泛的跨学科合作，积

累全方位经验，为你的音乐履历增加宝

贵的财富。

 
学生可从事的职业包括： 

作曲家

音乐剪辑师    

管弦乐编曲师    

混录师    

音效设计师    

音效剪辑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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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开发

视觉开发师的工作是为电影创作场景和

角色，或者将视频游戏中的奇幻世界具

象化。我们专业将帮你磨练构思和提出

创想，创想出世界该是什么样，是采用

动画还是真人表演，或者二者相结合。

你将根据你的故事、角色、角色的行为

和环境来发展并确定作品的基调，并与

其他视觉设计专业人员合作，使其得以

充分体现。我们将教授构图、透视、环

境设计、人物素描和角色设计，即你从

事一份有回报的职业所需的一切。

学生可从事的职业包括： 

艺术总监    

角色设计师    

数字绘景师    

制作美术师    

矢量美术师

网页设计与新媒体

我们专业让你做好准备，投身前沿的体

验设计和数字媒体职业。我们的综合教

学法有四个基础要素：设计思考、视觉

传达、技术和用户体验。你将学习围绕

你的媒体内容，利用用户的互动反馈和

同行的创造性参与创造新概念，并实现

根据需要随时随地在任何数字设备上查

看使用你的发布内容。我们希望你成为

有望在全球范围内领导创新的战略思想

家、制作人或技术专家。

学生可从事的职业包括： 

艺术总监    

前端开发工程师    

交互设计师    

移动端设计师    

动态效果设计师    

UX/UI 设计师    

视觉设计师 

网页设计师

电影电视与

数字媒体编剧我们的编剧专业是全美国

最严格的编剧专业之一。我们专业培养

有远大抱负的编剧，以解决娱乐业的创

意和商业挑战。你将与我们的表演学院

和电影电视学院的师生合作，以协助你

制作自己的短片剧本、电影剧本、电视

试播集和电视剧本。你还将担任网络系

列剧的跟组编剧，可以接触到摄像机、

剧本研究在线数据库，以及后期制作设

施，将你的创作变为作品。

学生可从事的职业包括： 

读评人/剧本分析师  

剧本作者

跟组编剧

有问题吗？ 

请咨询我们的招生代表。他们将协助你选择适合你的专业！



旧金山艺术大学向所有英文流利的在校高中生
提供带奖学金的大学预科课程。奖学金金额最
高相当于秋季/春季学期两门课程的学费，或夏
季学期四门课程的学费。

通过课程，你将：

•  了解顶尖艺术和设计大学的生活

•  在建立扎实的履历方面获得指导和协助

•  取得旧金山艺术大学最多两门本科课程的学
分（成功完成三门课程且成绩为“C”或以上 = 
一门本科课程）。不包括建筑学士、艺术教
育和艺术副学士课程

•  在就读本科课程之前发现各个艺术和设计领
域的职业机会

申请资格

•  学生必须为在读高中生。高三学生不能申 
请大学预科艺术体验课程，但可以申请本 
科课程。

学习绘画是否一直是你的心愿？你有兴趣深入
了解摄影技术或珠宝制作吗？参加本校灵活的
个人充实课程，你可以探索艺术和设计，开拓
自己的创意实践之路。

我们的继续教育课程在网络和旧金山校园均有
提供，可供你灵活选择。

学生可以：

•  以全日或非全日方式就读

•  参加本科学位课程或无学位课程

•  申请春季、夏季或秋季学期课程

•  转入本科课程    

•  参加日间、晚间或周末课程

继续教育可让你就读本校无入学条件的任意课
程，以充实自我。如果你是水平较高的学生，
希望参加有入学条件的课程，只要证明你已完
成类似课程或已掌握同等知识即可。请拨打 
415.274.2200 联系招生代表了解更多详情。

在欧洲完成你的必修文科学习。海外学习：欧
洲研讨班以欧洲广博的历史和艺术文化为背
景，为你介绍数个地区的艺术。你可以探索气
势非凡的建筑物，并欣赏欧洲举世闻名的博物
馆中珍藏的大量绘画、雕塑和装饰艺术品。

大学预科 继续教育和履历拓展 海外学习

“ 海外学习课程实在太棒
了！亲眼见到那里人的
艺术和文化，这种感
觉无与伦比，也不可替
代。我在那里建立的深
厚情谊一直延续至今。 
  -  Malorie Shmyr

    动画与视觉特效专业美术学士 ”

短期学习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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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生和学士后学生必须在至少就读一半时间后才有资格申请联
邦学生贷款。

助学金信息

如需详细信息，请访问 www.academyart.edu/finances。

贷款

联邦斯塔福德直接补贴贷款和无补贴贷

款对有经济需要的学生提供补贴贷款。

学生在校期间，补贴贷款不收取任何利

息。无补贴贷款面向所有收入水平的学

生，但可贷金额要减去其获得的任何补

贴贷款金额。学生在校期间需要支付无

补贴贷款产生的利息。

关于这些贷款偿还、延期及整合的详 

细信息，可以在 Direct Loans 网站上 

查看。

家长 PLUS 贷款（面向家长）联邦直接  
PLUS 贷款面向有赡养学生的父母和继 

父母。贷款人必须符合信用记录和 

债务负担要求。贷款可在  10 年间分 

期偿还。

联邦研究生

PLUS 直接贷款联邦研究生 PLUS 直 

接贷款面向至少已就读一半时间的

硕 士 生 。 贷 款 者 需 要 接 受 信 用 调

查，确定没有不良信用记录。请联

系助学金办公室了解详情。

奖学金

旧金山艺术大学的艺术奖学金计划推出 
40 多年以来，已经帮助 45000 多位有

抱负的艺术家和设计师追求他们的艺术

和设计学业目标。我们提供多种价格适

中的创新方式，供首次入学的学生、高

中生和教师提高他们的技能并体验我们

提供的一切。

州资助

加州助学金（加州助学金）

加州学生援助委员会向符合条件的本科

生发放新奖励（根据经济需要和平均

分确定），学生必须是加利福尼亚州

居民，已参加至少六门课程，并且在 3 
月 1 日之前提出申请（加州助学金 A 和 
B）。这些助学金可延续。

请访问加州助学金网站 
www.csac.ca.gov 了解详情。

助学金

联邦佩尔助学金

佩尔助学金是政府向需要大学学费资 

助的本科生提供的补助。助学金与贷 

款不同，不需要偿还。符合条件的学生

每年都可以根据此计划获得一定金额的

助学金。

联邦补助教育机会奖学金 (SEOG) 奖励

给有额外经济需要的合格本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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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校园
体验我们位于旧金山市中心的校园，在向导的带领下参观画廊、
展览、宿舍和顶级设施。

拨打我们的电话 415.618.8576
或向 campustours@academyart.edu 
发送电子邮件，我们将为你定制合适的

参观方案。

在社交媒体上关注我们，随时查看我
们的最新动态和照片。

facebook.com/AcademyofArtUniversity

plus.google.com/+academyofartuniversity

youtube.com/user/academyofartu

twitter.com/academy_of_art

pinterest.com/academyofartuni

@academy_of_art

academyofartu.tumblr.com

从 App Store 下载

旧金山艺术大学 iOS 

应用程序

weheartit.com/academyofartu

收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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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 academyart.edu 详细了解有关总费用、学生贷款中位数、可能的职位和其他信息。

旧金山艺术大学承认：任何种族、肤色、年龄、宗教、国籍或民族的学生享有向该校学生普遍提供的所有相应权利、特权、专业和活动。本校在执

行教育政策、奖学金和贷款计划以及学校执行的其他计划时，不会因种族、肤色、年龄、性别、宗教、身体残疾、性取向、国籍或民族施加歧视。

立即申请
通过网络或到旧金山校园发掘你的创造潜力。



画廊 

欢迎来我们在旧金山的四间画廊中的任意一
间，体验新兴艺术家的作品。每间画廊都展出
旧金山艺术大学学生、校友和教员的作品，这
些画廊旨在推广我们校际圈的作品和湾区艺
术。所有收益均回馈艺术家和用于旧金山艺术
大学的奖学金。

博物馆 

湾区有20 多家博物馆，从荣耀宫和笛洋美术
馆到现代艺术博物馆，可以在旧金山的某个世
界一流博物馆找到灵感和丰富的文化。

图书馆 

在我们藏书齐全的图书馆可查找丰富的艺术
和设计资料。可就各种主题自由使用我们 
的 DVD 剧场、大量照片和插图、研究数据 
库及虚拟参考资料。在我们舒适的图书馆，可
以和朋友一起研究、学习，也可以找一安静 
处阅读。

院和音乐会场 

湾区拥有许多世界一流的剧院和音乐会场，全
年供你娱乐身心。 

活动

在这样一个充满活力的城市，你永远都不会百
无聊赖。看看《旧金山金门报》、《旧金山海
湾卫士报》、《旧金山纪事报》、《旧金山周

报》和 7x7 等当地刊物，了解它们对每种兴
趣的建议，或参加本校的体育活动。

旧金山
最佳居留地！

公共交通 

了解如何利用现有的诸多交通选择在旧金山
出行。这些选择包括本地巴士 (Muni) 和若 
干 捷 运 系 统 ： B A R T （ 湾 区 捷 运 ） 、 
SamTrans、Golden Gate Transit、Cal Train 
和 AC 捷运。

教堂

圣布里吉德的教堂开放供社区、公共集会和纪
念活动使用。校友可以申请在这里举行婚礼。
该教堂用于讲座、集会、演示介绍和上课，是
真正值得一看的景点。欢迎游览并体验这座历
史性地标和旧金山古迹的现状。 

免费校际班车

我们的校车服务对所有学生和教职员工免费，
是为了将你安全、快捷地送到旧金山市内校园
各处。校车停靠所有大学楼附近都有接送的车
站，只需使用你的 ID 卡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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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IGHT KASH 优惠

加入 KNIGHT KASH 计划，你可灵活地在你希
望的时间和地点就餐。在你常去的校外餐饮商
家，使用你的 KNIGHT KASH 可获得特别折扣
和优惠。 
有关参与商家的地点，请访问：http://www. 
academyart.edu/students/dining/knight-kash.



探索城市
旧金山

电影院

餐厅 - KNIGHT KASH

购物 - KNIGHT KASH

学生宿舍 

- 全部男生 

学生宿舍 

- 全部女生 

学生宿舍 

- 合用 

校园餐厅

教学或 

管理大楼

大学画廊

大学设施

教堂

BART 车站

火车站

UTRECHT  
艺术用品店

图书馆/书店

画廊

博物馆

剧院会场

音乐会/ 

音乐会场

旧金山艺术大学创建了 Knight Kash 计划，成为你的大学体验的终

极享受。你的大学学生证可用来在校园就餐，但是我们认识到学生

和家长们要求的更多。因此我们与你喜爱的校外商家合作，为你提

供你应该得到的终极灵活性、多样性和价值。

*地图未按比例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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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NEW MONTGOMERY ST. 
SAN FRANCISCO, CA 94105 

请联系我们以获得更多信息 

电子邮件：Info@academyart.edu   |    电话：1.800.544.2787 

访问 www.academyart.edu 详细了解有关总费用、学生贷款中位数、可能的 
职位和其他信息。WSCUC、NASAD、CIDA (BFA-IAD, MFA-IAD)、 

 NAAB (B.Arch, M.Arch)、CTC (加州教师证书) 认证会员。 

“  艺术家们互相学习，教员
讲授真理，那就是诚实与
诚信，而且旧金山艺术大
学坚持这些原则。

 
 -  Richard A. Stephens 

荣誉校董会主席

艺术大学
由追求艺术的艺术家于1929年创立于旧金山

艺术大学
由追求艺术的艺术家于1929年创立于旧金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