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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教育直通车

学而致用 机会更多

既是短期培训班，也是大专学历教育

美国好莱坞电影学院（编剧、表演大专班）视频课近日上线

好莱坞电影专家视频课，“美国好莱坞电影学院”大专证书



以好莱坞为代表的美国电影，已成为世界电影产业的核心

力量，对全球电影产业产生了重大影响。

上世纪30年代已发展为美国电影文化与制作中心的好莱坞，

成为“美国电影”的同义语。置身美国好莱坞系统学习电影制

作，无疑是中国电影创作者成就“电影梦”的启始。

今天，聚集美国好莱坞电影专家和大咖的“美国好莱坞电

影学院（中国区）”在线大专学历教育大课堂上线了！中国青

年电影人不但可以通过在线视频和线下辅导的模式，直接向专

业电影大师电影创作知识和技能，而且还是系统的学历教育—

—毕业生将得到“美国好莱坞电影学院”颁发的大专学历毕业

证书！



一、学校概况

美国好莱坞电影学院（American Hollywood Film Academy）是在美国加州政府合法注册，大专二年学制。

学院坐落在风景优美、阳光明媚的世界艺术之都，有着“世界梦工厂”之称的美国洛杉矶好莱坞。

美国好莱坞电影学院是一所专业的影视艺术培训及影视制作高级专科学院，学员将在接受高质量培训课程的

同时，共享好莱坞特有的艺术气息与学习氛围，以此来近距离感受好莱坞“造星工厂”的美国影视文化。

美国好莱坞电影学院在专业课之外，还开设了电影制作班，编剧班，导演班，表演班，摄影班，化妆班，服

装设计班。

（美国好莱坞电影学院认证） （美国好莱坞电影学院合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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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莱坞专家授课
好莱坞电影学院由好莱坞优秀的

专家授课、培训；教学计划重点，

是提升学员作为编剧、导演、表

演或电影摄影的专业水平以及在

学习过渡期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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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有效的教学实践
学院了解电影人的需求，专注

于实践教育。专业团队将引导

学员参与电影制作行业。每个

课程由专业老师根据现代要求

和质量做好准备；每个班都有

不同的目标和教具；每个作业

和课程都是在试听学生后准备

的，所以我们只做专业且独一

无二的教学方法。完成课程后，

应学员扩展要求，学院将提供

商业和公关支持，为学员进入

行业铺路搭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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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特点
一站式：学以致用。培训班+

实践平台——完整 循环式：

连续运作。学习+实践——持

续 阶段式：系统规划。进阶

+发展——保鲜时间 季度制：

以季度为学期，每季三个月。

分为春季班（3~5月）、夏季

班（6~8月）、秋季班

（9~11月）、冬季班（12~2

月）； 课后式：每科目每周

上课两次，每次2小时（周一

~周五每晚6:30~8:30；周六

排练作品两小时）。

开设短期和中长期

课程
好莱坞电影学院开设短期课

程和中长期课程。短期课程

是一项加强型计划，学员最

终将制作出专业的作品。同

时，学员也将参加好莱坞的

活动。中长期课程是一项密

集培训，学员将在项目结束

前制作一部微电影，电视剧

策划，商业广告策划或专题

节目。我们将学员的作品送

到不同的电影节进行参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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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好莱坞电影学院总部教学业务简介



三、中国电影青年创作者“进阶”的最佳选择

1、省去出国留学的繁杂流程

• 无需年多出国各种面试及 SAT 考试等。

2、初中生可修高中课程

• 初中毕业生可免试留学，通过“好莱坞电影课堂”在线修完高中课程，
美国好莱坞电影学院的高中文凭。

3、中美教育直通车

• 好莱坞电影学院 — 美国授课；直接接受美国专家教授授课；在美国随
堂修课，毕业获得文凭；也可以修完线上课程；通过美国考试获得文凭。



四、好莱坞电影学院的师资介绍



五、在线学历教育（编剧班）大课堂

美国好莱坞电影学院在线学历教育“编剧班”大课堂

在线“编剧班”简介

美国好莱坞电影学院与北京国广华夏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战略合作，创建“中国网院”，开通美国

好莱坞电影学院学历教育（编剧）线上课堂。本着

“差异性、应用型、国际化”的教学理念，“编剧

班”聘请UCLA(加州大学)、USC（南加州大学）、

纽约电影学院等院校的资深教授讲课，对学员因材

施教，注重理论学习与实践训练相结合，把学历教

育与职业、行业技能培训考证结合起来，培养“知

识+技能”的应用型人才，保障授课质量。



五、在线学历教育（编剧班）大课堂

视频课仍可获得学历证书

• 不能直接进入美国好莱坞电影学院总部学习的电影爱好者，可选择在线视频课程，通过毕
业考试，仍可获得美国专科学历证书。

• 目前，美国好莱坞电影学院（编剧班）在线学历教育大课堂已经上线，国内学员可关注
“美国好莱坞电影学院（中国网络课堂）”微信公众号（或小程序），通过手机、PAD收
看影视编剧视频系列课程。

定期直播课与期末考试直播辅导课

• 美国好莱坞电影学院（编剧班）在线学历教育大课堂还将开办专家直播课，学员可在线与
专家互动；期末考试阶段授课专家开设直播辅导课。

前往美国接受游学培训

• 学员完成线上课程后，可以前往美国洛杉矶好莱坞电影学院短期游学，学习短期强化培训
课程，接受现场指导、学分考试。有留学要求的可直通更高的电影学府升造。

教学特色

• 能“提枪上马”是美国好莱坞电影学院《编剧课堂》的教学课特色，为学员将来的发展创
造一个良好的基础，并参与学院（编剧班）组织的影视创作实践。

课程优势



五、在线学历教育（编剧班）大课堂

课程大纲

首期课程主讲教授为纽约电影学院的
Steven JoshuaMorrison。

第一期课程分为22节，每节课时长约为
20分钟，提供学生下载文字教程、练习
作业。



五、在线学历教育（编剧班）大课堂

课程大纲
首期课程主讲教授为纽约电影学院的
Steven JoshuaMorrison。
第一期课程分为22节，每节课时长约为20
分钟，提供学生下载文字教程、练习作业。

第一学期
《编剧拼图》

第1节 成为成功剧作人？戏剧故事、戏剧动作、悬念与延宕、突转与发
现、戏剧场面、戏剧情境

第2节 戏点在哪里？弄清故事前提中的中心冲突 西方语言 与文化

第3节 我们为什么在这里？把背景和时代视为剧本的另一个角色

第4节 我们支持谁？创造一个有核心矛盾的标志性主角

第5节 视点是什么？通过视点、潜台词和对话给人物增色

第6节 危在旦夕的是什么？ 让你的主角有输有赢

第7节 氪星石是什么？ 确定主角最显著的弱点

第8节 谁是坏人？注入强大的对抗力量

第9节 结构蓝图是什么？草拟建筑基础

第10节 火花是什么？用一个“刺激性事件”勾住你的观众

第11节 陷阱是什么？在第一幕的结尾把你的主角推入危机

第12节 弧线球是什么？ 在第二幕的中点升高利害关系

第13节 “啊哈”的时刻是什么？ 在第二幕的结尾让主角站在十字路口

第14节 冲刺是什么？让时钟滴答作响

第15节 可能发生的最坏的事情是什么？把主角推到高潮的边缘

第16节 我们带着这一切去哪？让剧情设置获得结果

第17节 我们如何在这里结束？精心设计一个必然的结局

第18节 缺的那块拼图是什么？给故事注入中心谜题

第19节 电影真正说的是什么？阐明中心主题问题

第20节 热量在哪里？给戏剧性火上浇油

第21节 你的感觉如何？与角色的情感内核相连

第22节 这部戏有什么毛病？重写：修改和优化你的意图和视野



五、在线学历教育（编剧班）大课堂

第二学期
《美剧路线》

第1节 想象一下美剧的力量 三大特质 人物塑造 长篇叙事 合作

第2节 美剧准则 一小时剧时长必须是一小时 剧情类连续剧有多幕结

构 每一部剧都适配一种类型

第3节 美剧的编制流程 写新剧计划书 写试播集 “Backdoor Pilot”
创制演示样片 附上“打包” 赢得网络粉丝

第4节 剧本的创作之道 戏剧节拍（The Dramatic Beat） A-B-C 故事

五幕和六幕结构 越多改变两页一场戏 使用网格 引子

第5节 疯狂写剧本 新动态 冷开场 热开场 接下来你该做什么

第6节 网剧的五大流言 小型电影 小成本制作 剧本创作有诸多禁区

剧情都大同小异 视屏是片荒地

第7节 美剧经典聚焦剧情剧创作

第8节 创作你自己的剧集 倾听声音 找到你的故事 解构你的故事网格

第9节 如何写你的大纲 大纲的其他形式 桑尼的列表

第10节 预备，开始！ 第一稿 问题排查 如果你的剧本太长

如果你的剧本太短 大功告成

第11节 第二稿 润色 下一步？ 小结

第12节 聚焦试播集创作 创建“世界” 找到故事的跳板

移居“新世界”制订计划

第二学期
《美剧路线》

第13节 认识你的同事：错误的剧组 脱离编剧组 把私事和工作问

题混为一谈 另有计划 在家里工作 把样稿看得跟宝贝似

的 排斥编剧组的文化 加入不适合你的剧组

第14节 好剧组 现实案例 剧组职位 独立编剧 剧组编剧 故事

编辑/故事执行编辑 创意顾问 制片人/剧目管理者

第15节 聚焦程式剧（procedural）创作 是何原因？

第16节 如何入行 写你所爱 别写你计划推销的电视剧的商投剧本

第17节 向剧目提适合的问题 备好合适的工具 签约经纪人 扎根

洛杉矶 成功的秘密

第18节 电影学院毕业后的生活： 毕业三年后 毕业七年后

教训和成功故事

第19节 电视剧的未来 新机会 什么是电视？ 未来之旅

第20节 网络剧 网络衍生剧 万维网（Web）已死 “混沌

不是商业模式。”

第21节 全球化 影视的画面、声音、表演

第22节 美剧赏析《权力的游戏》

课程大纲



五、在线学历教育（编剧班）大课堂

每期课程（22节）定价为人民币2600元；
单节定价为人民币150元。
直播课50元/节（学员免费）；期末考试
直播辅导课80元/节（学员免费）。

课时费



美国好莱坞电影学院
American Hollywood Film Academy



关注美国好莱坞电影学院（编剧班）
在线学历教育大课堂

微信公众号

了解详情或在线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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