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术与设计课程美术与设计课程

2 0 2 22 0 2 2



导师：万安 · 索玛。

菲沙河谷大学（UFV）美术学士，辅修平面设计和
戏剧、温哥华电影学院 (VFS)文凭、专业动画师。 
他同时还是一名演员、童书作者、讲师、创作者和
插画家，拥有超过 10 年的教育经验。

导师：牛老师

美术学士（BFA）。 曾任学校美术教师，从事美
术教育多年，在水彩、素描、速写方面有丰富的美
考教学经验, 是一位有爱心、也很幽默的老师。

•	 发现美术
 体验 - 绘画基础 - 颜色 - 有趣的创作 - 创意美术介绍。

•	 创意美术
 创意基础 - 不同的媒介和技术 - 扩展创意视野。

•	 艺术工作室
 艺术学校准备 - 申请 - 作业 - 作品集。

•	 绘画与设计基础
 设计原则 - 培养创造力和观察力 - 形状 - 线条 - 光影 - 比例 - 透视 - 剪影

  - 缩略图 - 素描。

•	 数字美术与插图
 背景 - 风景 - 人物 - 情境 - 概念 - 像素、矢量图。

•	 动漫与设计
 漫画 - 讲故事 - 角色创作 - 风景和背景设置 - 动态摆姿 - 比例 - 漫画风格。

•	 成人班
 水彩-亚克力-油画-素描-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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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美术
学生将：

· 学习尝试使用不同的材料和媒介学习绘画基础知识。

· 从蜡笔到丙烯画、水彩画或粉彩......在发现自己喜欢的技巧和媒
介的同时充分发挥潜力。

· 通过有趣的艺术作评探索不同的媒介。 练习包括面板布局、摆
姿势、比例学习，将涵盖超级英雄、漫画、欧洲和搞笑卡通的
不同风格。 

· 以漫画为主题的观察、设计原则和基本原理。

· 在每个月的最后一节课上，学生们展示了他们的作品和创意之
旅。

发现美术

+1 (604) 969 3599
info@halfmoonedu.com
991 Marine Dr., North Vancouver BC V7P1S4

在尝试中发现一个
充满创意和乐趣的
世界

开启创意之旅!

K-G5
星期二下午 3:45 - 5:15
星期四下午 3:45 - 5:15

SCAN	ME

mailto:info%40halfmoonedu.com?su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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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意美术
在这门课上，学生有机会学习构图、形状、光影和色彩理论的基

础知识，同时尝试不同的技巧对静物风景、动物、人类、植物等

主题绘画。本课程旨在以有趣和动态的方式扩展学生的创作视

野。 每个月的最后一节学生将展示他们的作品和创意之旅。

创意美术

大胆发展你的艺
术技能，发挥你

的创意吧！

突破艺术的视野!

G1-5
星期一下午 3:45 - 5:15
星期三下午 5:30 - 7:30

+1 (604) 969 3599
info@halfmoonedu.com

991 Marine Dr., North Vancouver BC V7P1S4

SCAN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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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画与设计基础
本课程学生将学习绘画设计的基本原理，然后在探索绘画世界过程中将其付
诸实践。 通过练习培养他们的创造力和观察力，本课程将为他们的视觉技术
奠定坚实的基础。 本课程将探索形状、线条、光影、比例、透视，甚至剪
影，以及缩略图、快速草图和构图等美术能力。

绘画与设计基础

进入与众不同的美
术之旅！

梦想，思考，想象。

K-G7
星期一下午 3:45 - 5:15
星期五下午 3:45 - 5:15

星期日下午10:00 - 12:00

+1 (604) 969 3599
info@halfmoonedu.com
991 Marine Dr., North Vancouver BC V7P1S4

SCAN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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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美术与插图
课程将带领学生沉浸于计算机生成图像的迷人世界。 他们将学习
数字艺术介绍、构建背景、创作数字风景、人物、情境的美术做

评估。 学生将在一次次有趣的数字冒险中认识像素工具、矢量图
及其技术，让学生有机会完全呈现他们的创作概念。我们也可以

根据学生的要求，选择适用于其创作程序和设备。

数字美术与插图

在您喜欢的数
字设备将您的
想法变为现实

带上您最喜欢的数码设备 

G5以上
星期三下午 3:45 - 5:15
星期日下午 3:00 - 5:00

+1 (604) 969 3599
info@halfmoonedu.com

991 Marine Dr., North Vancouver BC V7P1S4

SCAN	ME

http://www.halfmoonedu.com
mailto:info%40halfmoonedu.com%20?subject=
https://www.facebook.com/Halfmoon-Education-113513454444945
https://www.instagram.com/halfmoonedu/
https://twitter.com/HalfmooneduNVan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VqdaPgXuqDepzZVrlRlkhQ


艺术工作室

艺术工作室将学生进入美术成长的新阶段。在我们专业导

师的帮助下，开始您专业的艺术教育，为进入学院或大学

的艺术专业做准备，展开精彩的美术职业。 我们可以为您

的申请、作业提供帮助，并指导您创作出色的作品集。

艺术工作室

青出于蓝而胜
于蓝。

G8以上
星期四下午 5:30 - 8:30

一切皆有可能！
+1 (604) 969 3599
info@halfmoonedu.com
991 Marine Dr., North Vancouver BC V7P1S4

SCAN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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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美术课
在本课程中，您将从导师的讲解和示范中收益，然后在细心的指导

下练习提高。学员们将学习水彩、丙烯、油画等绘画形式。 而素描
等练习将确保您的艺术能力有坚实的基础，并达到预期目标。 

成人美术课

与导师同行，发
现、激发、重新认
识您的美术才能和

潜力。

找到您艺术式的人生表达
+1 (604) 969 3599

info@halfmoonedu.com
991 Marine Dr., North Vancouver BC V7P1S4

星期三上午 9:45 - 11:45
星期日上午 9:45 - 11:45

SCAN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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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漫与设计
 - 漫画 - 讲故事
- 角色创建 - 风景和背景设置
- 动态摆姿 - 比例
- 漫画风格 - 面板布局

本课程专为喜欢通过角色和冒险讲故事的学生而设计。 他们将学习如何通
过有趣的动漫练习表达想法，包括：面板布局、摆姿势、比例、，将涵盖
超级英雄、漫画、欧洲和搞笑卡通等不同风格。 从动漫创作中来学习艺术
式观察、学习动漫设计的原则和原理。

动漫与设计

通过幻想和角
色创造来释放
你的想象力！

G5以上
星期二下午 3:45 - 5:45
星期四下午 3:45 - 5:45 

星期日下午 12:45 - 2:45

+1 (604) 969 3599
info@halfmoonedu.com
991 Marine Dr., North Vancouver BC V7P1S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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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化艺术学习 
请向我们咨询私课及远程美术等课程。 无论是团体还是个人，

我们都可以为您的美术学习找到解决方案。

个性化艺术学习 

*联邦和卑诗省法定假期不上课。

培训班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发现美术

创意美术

绘画与设计基础

数字美术与插图

艺术工作室

成人班

动漫与设计

培训班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发现美术 3:45 - 5:15 
PM

3:45 - 5:15 
PM

创意美术 3:45 - 5:15 
PM

5:30 - 7:30 
PM

绘画与设计基础 3:45 - 5:15 
PM

3:45 - 5:15 
PM

10:00 - 
12:00 PM

数字美术与插图 3:45 - 5:15 
PM

3:00 - 5:00 
PM

艺术工作室 5:30 - 8:30 
PM

成人班 9:45 - 11:45 
AM

9:45 - 11:45 
AM

动漫与设计 3:45 - 5:45 
PM

3:45 - 5:45 
PM

12:45 - 2:45 
PM

+1 (604) 969 3599
info@halfmoonedu.com

991 Marine Dr., North Vancouver BC V7P1S4

课程表

SCAN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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