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您即将去挑战一项充满创意的事业
——我们则致力于帮助您实现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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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专业 
动画
生物医学艺术
陶瓷工艺
传播设计
图形设计
制图
珐琅工艺
纤维与材料研究
游戏设计
玻璃工艺

插图设计
工业设计
室内设计
珠宝与金属设计
绘画
摄影
版画
雕塑
数码艺术
视频艺术



在克里夫兰艺术学院，我们致力于建设一个专为创
造性思考者而准备的环境，进而在这样一个环境中
培养我们的学生。

我们的教程设置涵盖了19个专业，包括工作室艺术、设计、综合媒体以
及工艺。凭借1比9师生比例的小班教学，教师得以深度了解每名学生，
并致力于让每名学生都拥有出各自不同的艺术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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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就是我们校友作品的一个小选集

在2010年，我们近90%的毕业生都找到业内工作或就读研
究生层次的艺术和设计专业。

我们的毕业生不断地在各自的
专业领域中取得成功



我们的毕业生大多成为了艺术家、设计师或
艺术教学工作者。一部分他（她）们工作的
公司和机构、展示他（她）们作品的画廊、以
及收藏他（她）们作品的博物馆罗列如下：

Balance
迪斯尼
宣威•威廉姆斯
克里夫兰艺术博物馆
梵蒂冈
史密森博物馆（联合
国博物馆）
现代艺术博物馆
Zg画廊

迈克尔·罗森塔尔画廊
阿迪达斯
独立电影频道
Continuum设计公司
瑞秋·雷电视专题节目
Zach Feuer画廊
弗莱

英维康
克里夫兰自然历史博物馆
J. Crew服饰
Pentagram设计公司
River画廊
American Greetings贺卡
辉柏嘉文具
克里夫兰医院

我们的毕业生今天都在哪里?



同我们的邻居、合作者和业务伙伴一样，我们总是挺立在文化、科技及教育的
创意前沿。

在克里夫兰艺术学院，您将生活在一个被大学社区包围着的、既具有城市活
力又仿佛公园般的环境中。我们的周边还有很多克里夫兰地区最负盛名的
的文化、学术、技术和医疗机构。在我们的校园里，您将拥有一种真正的艺
术家社区的体验，一个将艺术创作灵感与城市活力生活紧密结合的空间。

克里夫兰艺术学院坐落于距克里夫兰市中心仅有五英里的伊利湖
畔，并处于克里夫兰市的文化中心。

美国“北海岸”的生活







生活在一个有创意的社区内

在周边两平方英里内，坐落着世界知名的克里夫兰艺术博物馆、
凯斯西储大学、克里夫兰医院、克里夫兰植物园、克里夫兰交响
乐团以及数十个博物馆、画廊和族裔文化街区。

在克里夫兰艺术学院的第一年里，您将和其他同学们一起住在校园

里的塔普林宿舍楼。一年后，您可以搬到校外附近的街区。您可能会

找到一间位于小意大利街区的临街公寓，而那公寓是一百多年前由

意大利工匠精心建造起来的。除了继续拥有众多克里夫兰最知名和

最正宗的意大利餐馆，今天的小意大利还是一个有着众多独立画廊

并蓬勃发展的艺术区。或者，您可能每天都骑着自行车往返于考文垂

村和校园之间，而沿途那些不拘一格的商店和餐馆正吸引着形形色

色的人群。前往市中心，您可以参观摇滚乐名人堂，也可以在伊利湖

边散步，还可以在体育场内为布朗美式足球队、骑士篮球队或印度安

棒球队呐喊助威。



在创意社区中的学生生活
克里夫兰艺术学院的学生有着两个最大的受益：
小班上课和周边的大学生社区。 

克里夫兰艺术学院与凯斯西储大学及克里夫兰音乐学院分享着同一

个校园。这为我们的学生提供了一个机会去体验一种由8000多名活

跃学生组成的大校园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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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自己的空间
一旦进入大学二年级的专业学习，您将得到您自己的工作室空间，

并可以一直使用到毕业。那里将是您探索课堂以外世界的所在，

也是您完成作业、创作项目、并最终进行您自己艺术学士毕业展览

的空间。



克里夫兰艺术学院的教师都是其各自学术领域里的带头人，并在北

俄亥俄地区、全美及世界上建立有许多密切的伙伴关系，而他（她）

们的学术地位则转化成为学生们对现实世界的非凡体验。作为克里

夫兰市的市民，我们的教师活跃在这座城市内的艺术社区中。同时，

他（她）们也通过全美和世界范围内的学术访问来丰富自己的艺术

实践。

1比9的师生比例保证了我们的教师有更多与学生单独交流的机会，
我们的学生也得以面对面地聆听老师的教导。

教师引导您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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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夫兰艺术学院教师的艺术水平被广为赞誉。
他（她）们的作品被博物馆收藏并赢得多种奖项。
这些成就包括：

克里夫兰艺
术学院教师
拥有博士学
位或其专业
领域内的最
高学位。

90
%

古根汉学术奖金

展览于梵蒂冈卡内基音乐厅及 
伦敦的维多利亚和艾伯特博物馆

数百个美国专利

美国工业设计家协会与美国《商业周刊》共同颁发的
IDEA奖

作品为史密森博物馆、 现代艺术博物馆、 伦威克画廊、
克里夫兰艺术博物馆、 波士顿精美艺术博物馆和康宁
玻璃博物馆永久收藏



克里夫兰艺术学院的教学平台以跨学科性的艺术和设计教育为核

心。我们将各个专业设置在四个关键平台上: 工艺与材料文化、设计、

综合媒体、以及视觉艺术与技术。在进行独立课程安排的同时，每一

个专业也为其平台的设置理念所贯穿——与其它专业师生进行协

作，共享资源，还有应用新技术。

制图

我们深信，通过结合精深的专业学习和广博的辅助经历，
每一名克里夫兰艺术学院的学生最终一定会在创新意识和
创作技法上得以成熟。

专业和课程



动画 插图设计

摄影室内设计



生物医学艺术 陶瓷工艺 游戏设计

版画 传播设计珠宝与金属设计



游戏设计 珐琅艺术

传播设计 工业设计



绘画

视频艺术玻璃工艺



雕塑

数码艺术纤维和材料研究视频艺术





在克里夫兰艺术学院的一年级基础课程学习期间，您将得以提高自己

在素描、设计和色彩运用等方面的技能。克里夫兰艺术学院的文科课程

是我们四年制教程设计的核心——在每一学期里，您都有机会去学习

人际交流技巧，以及去提高自己对文学、历史和社会科学的本质理解。

基础课程与文科课程

我们的基础课程确保您在艺术技巧和创作技能上与伙伴们
共同进步。





作为我们学术合作伙伴和校园邻居，凯斯西储大学（CWRU）通过学

术合作项目及学分学习向我们的学生提供艺术教育硕士学位课程。

在取得艺术学士学位之后，我们的艺术教育专业学生只要再学习一

年便可以通过凯斯西储大学申请成为有资质的视觉艺术教师。在这

一年的硕士学位课程学习中，我们的学生得以利用凯斯西储这所综合

性大学的全部资源，进一步提高自身作为一名教师所必需的课堂掌

控和教学技能。通过这个4+1艺术教育课程，许多克里夫兰艺术学院

的学生都已成为了在艺术教育领域内德才兼备的专业人士。

如果您有兴趣利用自己的艺术与设计才华去执教的话，您可以在克里夫
兰艺术学院学习成为一名具备K-12（基础教育）资质的艺术教师。

克里夫兰艺术学院4+1艺术教育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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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学费资助办公室致力于帮助您对自己的教育所需与个人财力

进行考量。在这个您对人生作出重大抉择的时刻，请记住: 98%的克

里夫兰艺术学院的学生都得到过学费资助。请致电给我们，而我们

愿意帮助您找到对您适用的资助方案。从择优奖学金到工作助学

金，我们会努力解答您所有的相关疑问。

请联系我们：+1.800.223.4700。

您现在所接受的教育就是您对自己未来成为一名艺术家
所进行的投资。而在克里夫兰艺术学院，您会接受到带
来最佳收益的艺术教育。 

学费资助



克里夫兰艺术学院的学生
得到了学费资助

98
%

 

面向克里夫兰艺术学院在
校学生的奖励和奖学金210+



联系我们 
您将收到克里夫兰艺术学院2011-2012年度的说明画册和入学申请表。画册内还

包含了对每个专业的详细介绍，以及100多幅我们的师生和校友的艺术作品。

下一步

使用互联网 
请访问我们的网站cia.edu/admissions。您可以在我们的网站上了解到更多

的专业和课程信息，并浏览我们校友的作品。或者，您可以直接拨打

+1.800.223.4700向我们的招生顾问致电。

申请 
一个完整的克里夫兰艺术学院入学申请必须包括：申请表、高中成绩单、

推荐信、申请费、托福或其它英语语言测试的官方成绩、SAT或ACT考试的官

方成绩以及您的申请作品辑。关于申请作品辑的详细要求和编辑组合的提

示，请查看

cia.edu/
admissions

获取更多信息，
索取Viewbook，
以及申请，请查看



请牢记重要申请日期 
克里夫兰艺术学院全年都接受申请并不定期审核录
取。如果您希望提早申请，请您在下列日期前递交完整
的入学申请（包括申请作品辑）:

12月1日——第一期新生入学申请截止日期
1月15日——第二期新生入学申请截止日期
3月1日——首次入学申请学生的申请截止日期

cia.edu/
admissions

获取更多信息，
索取Viewbook，
以及申请，请查看



请到我们的校园来！我们很高兴见到您！
访问期间，您可以参观我们的校园，与我们的教师见面，并观
看学生们在各自工作室内的创作活动，甚至和我们的招生顾问
一起讨论您的申请作品辑。

亲自来访

 
请到
cia.edu/admissions
预约您的访问，
请致电招生办公室： 
+1.800.223.4700，
或发电子邮件至
admissions@cia.edu。



克里夫兰艺术学院
克里夫兰艺术学院是一所独立自主的艺术
和设计方面的专业性大学。在各种视觉艺
术教育领域中，我们致力于实现具有自我
风格的领导力和前瞻力。自1882年建校以
来，在克里夫兰市和俄亥俄州的教育领域
内，我们已经成为了一块不可被替代的基
石，并以我们的教学质量和校友成就而被
广泛赞誉。
通过跨学科的课程学习，我们的学生被鼓
励去开阔自我的艺术视野和提高自己的创
作技能。

宗旨 
通过严格的视觉艺术和设计教育来实现学
生们和艺术社区成员们在知识上、艺术上
和职业上的发展。 

学术认证和会员资质 
克里夫兰艺术学院取得了全美艺术和设计
学校协会（NASAD）、中北部院校协会
和俄亥俄州教育管理机构的共同认可。此
外，我们还是美国独立艺术和设计学院协
会的成员（AICAD）。

联系方式
北美免费电话:   +1.800.223.4700

电话:                +1.216.421.7418

传真:                +1.216.754.3634

电子邮件:           admissions@cia.edu

地址:
Cleveland Institute of Art

11141 East Boulevard

Cleveland OH 44106 USA 



专业 
动画
生物医学艺术
陶瓷工艺
传播设计
图形设计
制图
珐琅工艺
纤维与材料研究
游戏设计
玻璃工艺
插图设计
工业设计
室内设计
珠宝与金属设计
绘画
摄影
版画
雕塑
数码艺术
视频艺术

来自世界各地的大约500名本科学生在
克里夫兰艺术学院就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