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艺术本身在最近的几十年当中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很多交叉设计学科纳入了艺术学科的

范畴，例如工业设计、建筑设计、服装设计、游戏动漫设计和室内设计等等，将原本单纯的艺术

已经推向了一个崭新的高度，也将艺术与生活联系得更为紧密了。

罗德岛设计学院是全世界走在时尚和实践最前沿的最顶尖的设计类学校，来这里深造和学习几乎

是全世界设计者的梦想。罗德岛设计学院为全世界的设计师，尤其是有志于成为世界级设计师的

学子们开辟了另一个可以直接与世界一流大师见面、上课和获得作品指导的机会。

同时，针对大学生和硕士研究生的实地艺术体验考察，纽约-波士顿地区名校行，艺术博物馆探访，

以及历史人文走访的活动线路，使艺术设计专业的学生可以开拓思路眼界，激发创意，和寻找职

业和人生方向！

2019
世界顶尖设计学院
—罗德岛设计学院暑期艺术之旅 



学校介绍

美国罗德岛设计学院是一所集艺术与设计学科为一体的世界顶尖设计学院。建校于 1877 年，

至今已有近 140 年的悠久历史。

位于美国罗德岛州的首府普罗维登斯市，座落于学院山山脚，与常春藤布朗大学校园相连，

师生比为 11：1，拥有 13 英亩校地，国际学生比例约为 15%。

在Business Insider的世界上最棒的25所设计学院中，RISD荣膺榜首，力压耶鲁、麻省理工、

Pratt、SAIC 等强校。

艺术类专业排名
Graphic Design 平面设计 #1        

Industrial Design 工业设计 #1

Printmaking 版画 #1               

Painting / Drawing 绘画 #2

Ceramics 陶瓷 #3                  

Photography 摄影 #3

Sculpture 雕塑 #3        

Visual Communications 多媒体 / 视觉传达 #4

罗德岛设计学院
Rhode Island School of Design



课程安排

罗德岛设计学院为学生开放所有课程选择，学生需要像 RISD 在校学生一样，需要提前

选好自己的课程，并且走班上课，并且在工作室里跟本地艺术家一起温习所学功课和完

成自己的作品，并且参与义卖，体验整个艺术品产业链；

2019 年夏季课程正式开放选课时间：2019 年 4 月 20 日。

届时以具体学院公布课程为标准进行选课

上午课程选择：

1   建筑与景观设计 - Architecture Photography + Fantasy Play Space

2   平面设计 - Graphic Design

3   电影与视频制作 - Filming and video design

4   游戏动漫设计 -Animation and Game Design

5   插画 - Illustration

下午工作室学习：

每天下午学生将在普罗维登斯最著名的艺术园区“Hope Artist Village”跟艺术大师一

起温习上午 RISD 的课程，同时在工作室完成自己的作品。5 天的 Workshop, 将使学生

完成属于自己的作品，并且会将作品放到进行艺术拍卖，获得款项将捐给当地慈善机构，

让学生真正体验本地艺术家的生活和产业实践体验。

* 选课将于 4月中旬开始



导师阵容

Karen Triedman - 专长：应用色彩
布朗大学 ; 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 ; 芝加哥大学文学硕士。娱乐设施、零售商、购物中心

和制造商主力色彩设计师和视觉营销顾问；

Ms. Suzi Cozzens - 专长：创意设计
RISD 平面设计学士，知名平面设计师、视窗设计师与 Boxmaker 游戏设计师。目前在

RISD 担任造纸工艺、装订和凸版印刷的课程；

Ms. Anya Lownie - 创意设计
欧柏林大学纯艺术学士 ; 美术博物馆学院版画与摄影专业 ; 获得 RISD 印刷设计与制造专

业证书；

Bryan Rodrigues - 专长：数字设计教书
罗德岛大学历史与教育学士学位 ; 获得数字新媒体学位证书。主要从事平面设计教育以及

数计算机图形学教学工作。 

Eugene Wiseman - 专长 绘画
RISD 建筑设计学学士，麻省大学达特茅斯分校绘画专业硕士。曾在 RISD，罗德岛大学 

布兰代斯大学任教。 

Tallen Batalian - 专长：绘画与服装设计
麻省艺术与设计学院服装设计学士。 至今担任 20 多年设计师、画家和教育家。除了

RISD/CE，她还在罗德岛的博物馆和艺术机构任教。

 

David Fleurant - 专长：摄影
罗得岛摄影学院高级摄影专业。30 多年摄影经验的高级摄影师。拥有自己的独立摄影工

作室 Light Impressions Photography & Design。专注于给各类图库平台提供专业摄

影图片。



项目亮点

世界顶尖艺术学校 - 罗德岛艺术学院课程学习！

与美国艺术大师和教授零距离学习和交流！

和罗德岛艺术学院的校友交流艺术学习，结为好友！

学院大师一对一指导完成属于自己的作品集！

完课程完成后，罗德岛艺术学院颁发课程证书！

艺术行走课堂，在实践中体验美国的艺术与设计！

探访纽约 - 波士顿 - 普罗维登斯世界名校，与师生面对面！

深度美国人文之旅，通过历史博物馆，艺术博物馆，城市建筑，历史古迹，现代化标志，

联合国，全面了解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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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安排

日期 坐标 行程

第一天

上海 / 波士顿
约定时间机场集合，搭乘国际航班前往美国。抵达后，接受

欢迎仪式，接送到罗德岛地区当地家庭

膳食安排
航班上按飞行区间安排早午晚膳食。

早餐：包含；午餐：包含；晚餐：包含

住宿安排 包含

第二天

罗德岛普罗维登斯 /

波士顿

去往波士顿，游览哈佛大学、MIT 以及麻省艺术设计学院，

以及当地博物馆等

膳食安排 早餐：包含；午餐：包含；晚餐：包含

住宿安排 普罗维登斯寄宿家庭

第三天 -

第七天

RISD 学校课程 + 工

作室课程

每天上午 RISD 在校课程，下午“Hope Artist Village”工

作室完成作品，并参加义卖活动。

膳食安排 早餐：包含；午餐：包含；晚餐：包含

住宿安排 普罗维登斯寄宿家庭

第八天 罗德岛普罗维登斯 与寄宿家庭一起体验周末本地活动

第九天

罗德岛地区—纽黑

文—纽瓦克

上午：离开罗德岛营地，沿途欣赏美国东海岸夏季海岸线风景；

下午：纽黑文；晚上：抵达纽约，入住酒店；

膳食安排 早餐：营地；午餐：包含；晚餐：包含

住宿安排 当地高级酒店





第十天

纽约曼哈顿
纽约曼哈顿 - 自由女神，华尔街，帝国大厦，911 遗址，参

访联合国

膳食安排 早餐：包含；午餐：包含；晚餐：包含

住宿安排 当地高级酒店

第十一天

纽约地区 大都会博物馆，古根汉姆博物馆，纽约公共图书馆

膳食安排 早餐：包含；午餐：包含；晚餐：包含

住宿安排 当地高级酒店

第十二天

纽约地区

深度走访纽约【普拉特艺术设计学院】【纽约视觉艺术设计

学院】【帕森斯设计学院】校园参观，招生办公室了解专业

要求、申请流程 招生官面谈

膳食安排 早餐：包含；午餐：包含；晚餐：包含

住宿安排 当地高级酒店

第十三天

纽瓦克机场 乘车前往肯尼迪机场，出发返回中国。

膳食安排
航班上按飞行区间安排早午晚膳食。

早餐：包含；午餐：自理；晚餐：自理

第十四天 机上 抵达上海，全程研学安排结束



缴费方式及时间

报名截止时间：2019 年 5 月 10 日，以缴费为准

缴费方式：学生直接与 ArtOne 公司签约，并按照合同规定缴纳费用

招生要求

招生人数：15 人以上成团

其他要求：对艺术有浓厚兴趣，有艺术功底者为佳，有一定英语基础可以进行课堂沟通

项目出行及费用

出行时间选择：

6 月 29-7 月 10 日

（含 7 月 4 日美国国庆活动，活动内容更丰富），推荐此日期出团

7 月 13-7 月 24 日，或 7 月 20 - 7 月 31 日

报价：25,000 元 / 人 ( 不含机票 )，机票预估 10000 元 / 人，总价共 35000/ 人 , 上海出发，机票收费

以实际机票费用为准

（报价含：往返国际机票、保险、在美营地期间食宿、交通费、旅游费、课程费、学校管理费）

报价不含：签证及服务费、国内交通费、护照办理费、机场餐饮费、个人其他消费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