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荣誉学士学位课程 
平面设计与插图  
时装设计

www.csvpa.com/bagraphics

金斯顿大学学位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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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师们常伴学生左右，让课程迎合学

生的需求，给学生很多机会与他们一

对一交流。我现在纽约，为盛世广告

(Saatchi & Saatchi)公司工作。若没有剑

桥视觉及表演艺术学校(CSVPA)及其理

念，我不会在这儿。

scott Walker · 英国

平面与插图设计荣誉学士

曾到迪斯尼实习，后为盛世广告(Saatchi & Saatchi)公司工

作，现在纽约Parsons设计学院就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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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面设计与插图荣誉学士
由金斯顿大学颁发

 www.csvpa.com/bagraphics

设置该学位课程是为了激发学生的创意热情，让学生们接触最先进的思

想，教会学生如何拥有经典的创意，并教给他们实现创意的技巧。

学习结束时，学生将有机会公开展出自己的作品，参加国家级竞赛，打造

给力的专业作品集。该学位课程专注于学生能力的培养，确保每个学生毕

业后都能脱颖而出，作为创意型人才得以就业，并从就业第一天起即可以

专业标准投入工作。

该学位课程是与伦敦金斯顿大学合作设计的，由该校确认后生效。学生毕

业后将获得与金斯顿大学在校生一样的资质和证书，在CSVPA校内颁发。

剑桥视觉及表演艺术学校(CsVpa)是世界上唯一一所可获得

金斯顿大学颁发学位的独立的艺术与设计学院。

Ba (HONs)  GRAPHICS & ILLUS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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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

年龄 18岁以上

入学要求 高中毕业并完成预科、AHE课程或 
其它同等学历

英语入学要求 雅思6.0分以上（5.5分以上可考虑接收， 
但需逐项审核）

作品要求 良好的作品集 

开学日期 9月

课程长度 3年

课堂授课时间 每周多达27小时

英语课* 每周可达5小时（若需）

毕业走向 升读硕士学位

职业选择：平面设计师、艺术总监、
自由插图画家、杂志出版、广告代理

教学与评估
形成式评估贯穿各学期始终，

在个人辅导课、小组讨论课

和工作室研讨过程中进行，

旨在提高学生的学习技能，

开发学生个人的创意实践能

力；总结式评估通常在每学

期期末进行，用来评定学生

成绩。由证书授予单位金斯

顿大学进行外部协查、审核

并确认生效，以防偏颇。

学习科目

平面设计

绘图

插图

排印

动画制作

批判与意境研究

版画制作

摄影

*  利用课堂授课时间以外的其它时间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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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表范例

09.00 10.00–13.00 14.00–17.00

m
on

da
y 英语 工作室实践

排印工场

工作室实践

排印工场

tu
es

da
y 英语 工作室实践

插图项目作业

工作室实践

插图项目作业

小组评判

W
ed

ne
sd

ay 英语 自主研究 写生

th
ur

sd
ay 英语 工作室实践

软件工场

工作室实践

构思工场

项目作业

Fr
id

ay 英语 批判与意境

研究

自主研究

导师辅导

作品集内容要求
作品集是学生向我校展示自身技能

和专业热情的最好平台。我校对作

品集要求如下，请同学们参考。学

生的作品集只需满足其中的一部分

要求即可，不必一一对应：

任何形式的图样绘制• 

项目作品及自主创作，包括进行• 

中或已完成的作品，用以展示视

觉技能和创造力水平

展示调研过的第一手资料和第二• 

手资讯，可包括从参考书目、杂

志、参观展会或博物馆等得来的

信息

速写簿或笔记本上记录的想法和• 

开发过程，包括反省式思维

个人观点和感兴趣的领域（若至• 

爱的是时装，请展现出来）

依托一系列不同介质和材料进行的• 

实验，尽可能多地展示创新思维

对艺术与设计类学科的广泛兴趣• 

和深入探究

展示对文化的认知，能认识到社• 

会与文化对作品产生的影响

若要提交数字作品集，请包含10到15幅图片

来展示你的作品，可以把速写簿里的某几页

附在其中。

此表只用于说明一周的课程设置，其内容会在随着
学生在学位课程中的进步而不断更改和演变。

Ba (HONs)  GRAPHICS & ILLUS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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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 (HONs)  GRAPHICS & ILLUS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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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面设计与插图荣誉学士
直升大学三年级（专升本）

若条件满足入学要求，学生可以直接升入平面设计与插图学位课程的最后

一年，撰写毕业论文、提升专业技能、开发作品集并全力完成现场项目和

自主项目。

要点

年龄 20岁+

入学要求 高中毕业并获国内三年制专科文凭、HND文
凭、基础学位（Foundation degree）或其它
同等学历

英语入学要求 雅思6.5分以上（6.0分以上可考虑接收，但需
逐项审核）

作品要求 优秀作品集，有英国艺术与设计实践经验， 
需要提供以前的论文样本

开学日期 9月

课程长度 1年

课堂授课时间 每周多达27小时

英语课* 每周可达5小时（若需）

毕业走向 升读硕士学位

职业选择：平面设计师、艺术总监、 
自由插图画家、杂志出版、广告代理

* 利用课堂授课时间以外的其它时间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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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He课程
升入平面设计与插图荣誉学士课程一年级

www.csvpa.com/access

若学生希望在CSVPA攻读平面设计与插图专业学位，则应该了解这是一个

非常理想的课程，可以保证学生在成功完成学业后升入由金斯顿大学颁发

学位的课程进行学习。学生将有机会为学习学位课程做好准备，完善个人

技能，开发个人作品集，支持自己升入平面设计与插图荣誉学士课程的一

年级。

该课程开学日期非常灵活，可保证升入学位课程，体验我校独特的个性化

且灵活设置的教学结构，全力支持学生学习。这个两学期的课程是转向平

面与插图设计相关职业的完美跳板。

要点

年龄 17岁+

入学要求 高中毕业

英语入学要求 雅思5.0分以上

作品要求 可证明愿意学习该课程的作品

开学日期 9月 / 1月

课程长度 2学期

课堂授课时间 每周多达25小时

英语课* 每周可达5小时（若需）

毕业走向 本校平面设计与插图荣誉学士课程

* 利用课堂授课时间以外的其它时间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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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与评估

每学期期末要对课程组件进行

总结式的评估。形成式评估和

总结式评估涉及同学间展示、

项目作业、速写簿调研和作品

集。评估是依据学业成绩的鉴

定结果并结合学习目的和学习

方式而做出的。

学习科目

摄影

展示技巧

学术英语

调研用绘图

平面与插图设计专业技能

课程表范例

09.00 10.00–13.00 14.00–17.00

m
on 英语 绘图 调研与学习技巧 

tu
es 英语 平面与插图专业项目 独立研究

W
ed 英语 平面与插图工场日 平面与插图工场日  

th
ur

s 英语 独立研究 调研用绘图 

Fr
i 英语 平面与插图专业

项目专家日
平面与插图专业
项目专家日

Ba (HONs)  GRAPHICS & ILLUS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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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三（专升本）预备课程
升入平面设计与插图荣誉学士课程三年级

www.csvpa.com/presessional

该课程可帮助学生做好准备，直接升入由金斯顿大学颁发学位的平面设计

与插图专业课程的最后一年，在CSVPA学习。若学生已完成国内三年制专科

文凭、HND文凭、基础学位（Foundation degree）或其它同等学历课程，

只是缺乏英国艺术与设计实践经验，该课程正好帮助学生在实践方面有所

建树，完善调研与写作技巧，做好准备升入学位课程的最后一年。

成功完成大三（专升本）预备课程后，学生可确保升入学位课程的最后

一年。

要点

年龄 19岁+

入学要求 高中毕业并获国内三年制专科文凭、HND文
凭、基础学位(Foundation degree)或其它同
等学历

英语入学要求 雅思6.0分以上

作品要求 良好的作品集

开学日期 8月

课程长度 8周

课堂授课时间 每周多达25小时

英语课* 每周可达5小时（若需）

毕业走向 本校平面设计与插图荣誉学士课程三年级

* 利用课堂授课时间以外的其它时间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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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与评估

每学期期末要对课程组件进行

总结式的评估。形成式评估和

总结式评估涉及同学间展示、

项目作业、速写簿调研和作品

集。评估是依据学业成绩的鉴

定结果并结合学习目的和学习

方式而做出的。

学习科目

摄影

展示技巧

学术英语

调研用绘图

平面与插图设计专业技能

调研与写作技巧

Ba (HONs)  GRAPHICS & ILLUS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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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中心和大学相比，这里

的设施真的好。这儿棒极了；

学生有个人专用的苹果电脑

（Mac），不用等位、没有约

束、没有压力，完完全全属于自

己的空间。这样的空间令我尽享

自由，无拘无束地表现自己。

Yukie L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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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装设计荣誉学士
由金斯顿大学颁发

www.csvpa.com/bafashion

该学位课程专门为有志投身时装设计行业的学生开设。课程结构有助力于

培养学生在产业和商业环境下的创意能力，让学生们可以胜任时装界很多

不同领域的工作，如从设计到定版、从营销到生产，从直观促销到实物买

卖，无所不能。

每学年结束学生都有机会在时装秀上展

示个人的服装成品。该学位课程是与伦

敦金斯顿大学合作设计的，由该校确认

后生效。学生毕业后将获得与金斯顿大

学在校生一样的资质和证书，在剑桥视

觉及表演艺术学校（CSVPA）校内颁发。

剑桥视觉及表演艺术学校（CsVpa）

是世界上唯一一所可获得金斯顿大学

颁发学位的独立的艺术与设计学院。

时装秀赞助商：

Jean paul Gaultier
（法国时装品牌：让·保罗·戈尔捷）

Louis Vuitton
（法国时装品牌：路易·威登）

Vivienne Westwood
（英国时装品牌：维维恩·韦斯特伍特）

Julien macdonald
（英国设计师品牌：朱利安·麦克唐纳德）

Ben de Lisi
（美国设计师／英国时装品牌：本·德·里希）

Valentino
（意大利时装品牌：华伦天奴）

philip treacy
（爱尔兰设计师品牌：菲利普·崔西）

Katharine Hamnett
（英国设计师品牌：凯瑟琳·哈姆尼特）

Betty Jackson
（英国设计师品牌：贝蒂·杰克逊）

Levi’s strauss
（德国设计师／美国时装品牌：李维·斯特劳斯）

Burberry
（英国时装品牌：博柏利／巴宝莉）

Ba (HONs)  FASHION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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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与评估

形成式评估贯穿各学期始终，

在个人辅导课、小组讨论课和

工作室研讨过程中进行，旨在

提高学生的学习技能，开发学

生个人的创意实践能力；总

结式评估通常在每学期期末进

行，用来评定学生成绩。由证

书授予单位金斯顿大学进行外

部协查、审核并确认生效，以

防偏颇。

要点

入学要求 高中毕业并完成预科、AHE课程或 
其它同等学历

英语入学要求 雅思6.0分以上（5.5分以上可考虑接收， 
但需逐项审核）

作品要求 良好的作品集

开学日期 9月

课程长度 3年

课堂授课时间 每周多达27小时

英语课* 每周可达5小时（若需）

毕业走向 升读硕士学位

职业选择：设计、定版、营销、
生产、直观促销、实物买卖

学习科目

调研与设计开发

式样剪裁

服装制作

插图

It技能

外观设计

批判与意境研究

工作经验

*  利用课堂授课时间以外的其它时间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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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表范例

09.00 10.00–13.00 14.00–17.00

m
on

da
y 英语 设计：

调研• 
设计开发• 

设计：
调研• 
设计开发• 

tu
es

da
y 英语 服装生产、缝

纫技巧、数
码式样处理

服装生产、
缝纫技
巧、数码
式样处理

W
ed

ne
sd

ay 英语 学习技巧：
论文写作• 
英语支持• 

独立研究

th
ur

sd
ay 英语 式样剪裁 式样剪裁

Fr
id

ay 英语 设计：
调研• 
设计开发• 

批判与意
境研究

作品集内容要求
作品集是学生向我校展示自身技能

和专业热情的最好平台。我校对作

品集要求如下，请同学们参考。学

生的作品集只需满足其中的一部分

要求即可，不必一一对应：

任何形式的图样绘制• 

项目作品及自主创作，包括进• 

行中或已完成的作品，用以展

示视觉技能和创造力水平

展示调研过的第一手资料和第• 

二手资讯，可包括从参考书

目、杂志、参观展会或博物馆

等得来的信息

速写簿或笔记本上记录的想法• 

和开发过程，包括反省式思维

（reflective thinking）

个人观点和感兴趣的领域（若• 

至爱的是时装，请展现出来）

依托一系列不同介质和材料进• 

行的实验，尽可能多地展示创

新思维

对艺术与设计类学科的广泛兴• 

趣和深入探究

展示对文化的认知，能认识到• 

社会与文化对作品产生的影响

若要提交数字作品集，请包含10到15幅图
片来展示你的作品，可以把速写簿里的某
几页附在其中。

此表为大一学生的课程表范例，可能视实际情况做
细微调整.

Ba (HONs)  FASHION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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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装设计荣誉学士
直升大学三年级（专升本）

若条件满足入学要求，学生可以直接升入由金斯顿大学颁发学位的课程的

最后一年，撰写毕业论文、提升专业技能、开发作品集并全力完成年终系

列时装。年终系列时装要在学期末时装秀上展出，这是在校外场地进行的

重要盛会。

要点

年龄 20岁以上

入学要求 高中毕业并获国内三年制专科文
凭、HND文凭、基础学位（Foundation 
degree）或其它同等学历

英语入学要求 雅思6.5分以上（6.0分以上可考
虑接收，但需逐项审核）

作品要求 优秀作品集，有英国艺术与设计实践经验

开学日期 9月

课程长度 1年

课堂授课时间 每周多达27小时

英语课* 每周可达5小时（若需）

毕业走向 升读硕士学位

职业选择：设计、定版、营销、
生产、直观促销、实物买卖

* 利用课堂授课时间以外的其它时间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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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He课程
升入时装设计荣誉学士课程一年级

www.csvpa.com/access

若学生希望在CSVPA学习时装设计专业学位课程，则应该了解这是一个非

常理想的课程，可以保证学生在成功完成学业后升入由金斯顿大学颁发学

位的课程进行学习。学生将有机会为学习学位课程做好准备，完善个人技

能，开发个人作品集，支持自己升入时装设计荣誉学士课程的一年级。

该课程开学日期非常灵活，可保证升入学位课程，体验我校独特的个性化

且灵活设置的教学结构，全力支持学生学习。这个两学期的课程是转向时

装设计相关职业的完美跳板。

要点

年龄 17岁+

入学要求 高中毕业

英语入学要求 雅思5.0分以上

作品要求 可证明愿意学习该课程的作品

开学日期 9月 / 1月

课程长度 2学期

课堂授课时间 每周多达25小时

英语课* 每周可达5小时（若需）

升学 本校时装设计荣誉学士课程

* 利用课堂授课时间以外的其它时间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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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与评估

每学期期末要对课程组件进行

总结式的评估。形成式评估和

总结式评估涉及同学间展示、

项目作业、速写簿调研和作品

集。评估是依据学业成绩的鉴

定结果并结合学习目的和学习

方式而做出的。

学习科目

摄影

展示技巧

学术英语

调研用绘图

时装设计专业技能

课程表范例

09.00 10.00–13.00 14.00–17.00

m
on 英语 绘图 调研与学习技巧

tu
es 英语 时装专业项目 独立研究

W
ed 英语 时装工场日 时装工场日 

th
ur

s 英语 独立研究 调研用绘图

Fr
i 英语 时装专业项目专家日 时装专业项目专家日

Ba (HONs)  FASHION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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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三（专升本）预备课程
升入时装设计荣誉学士课程三年级

www.csvpa.com/presessional

该课程可帮助学生做好准备，直接升入由金斯顿大学颁发学位的时装设

计专业课程的最后一年，在CSVPA学习。若学生已完成国内三年制专科文

凭、HND文凭、基础学位（Foundation degree）或其它同等学历课程，只

是缺乏英国艺术与设计实践经验，该课程正好帮助学生在实践方面有所建

树，完善调研与写作技巧，做好准备升入学位课程的最后一年。

成功完成大三（专升本）预备课程后，学生可确保升入学位课程的最后

一年。

要点

年龄 19岁+

入学要求 高中毕业并获国内三年制专科文
凭、HND文凭、基础学位（Foundation 
degree）或其它同等学历

英语入学要求 雅思6.0分以上

作品要求 良好的作品集

开学日期 8月

课程长度 8周

课堂授课时间 每周多达25小时

英语课* 每周可达5小时（若需）

升学 本校时装设计荣誉学士课程三年级

* 利用课堂授课时间以外的其它时间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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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与评估

每学期期末要对课程组件进行

总结式的评估。形成式评估和

总结式评估涉及同学间展示、

项目作业、速写簿调研和作品

集。评估是依据学业成绩的鉴

定结果并结合学习目的和学习

方式而做出的。

学习科目

摄影

展示技巧

学术英语

调研用绘图

时装设计专业技能

调研与写作技巧

Ba (HONs)  FASHION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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