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辦

媒體協辦

電影是視覺的語言，當然說出來的台詞也是藝術。
我的工作就是把觀眾帶進故事中。 —史蒂芬 史匹伯

營隊期間： 7.5.2016 - 7.25.2016
招生對象：17 - 26歲，共30個名額



數位時代，影像敘事是年輕人必備的能力，各領域的整合
亦成為最新趨勢。美國好萊塢電影營將結合奧斯

卡得獎大師講座、新銳導演密集電影課程、短片實作、最新科技和特效
體驗，搭配UCLA寫作中心(Writing Center)老師英文授課與獨家洛杉磯
景點參訪，讓學員在短短3周內透過精心設計的課程和體驗，在一手掌
握好萊塢影視娛樂產業精華的同時，不但獲得影像說故事的能力，更有
機會透過媒體平台自我宣傳，建立全球人脈。

電影營第一週和第二週除了專業電影課程外，也結合英語課程加強學員
英文口說與寫作的能力，實用的課程不但讓學員與外籍電影工作者溝通
更流暢，也教導學員基本大學英文寫作和履歷格式，我們的大師與師資
均畢業自東西岸各大名校：南加州大學，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紐約哥
倫比亞大學，與頂尖藝術學校。學員全程住宿在UCLA和CSULA宿舍，
在全英文的環境裡體驗美國一流學府的餐廳教室和各種設施。

第三週除了給學員最好的洛杉磯知性之旅外，也提供認識好萊塢影視產
業參訪的機會，更讓學員參觀一般旅行團或是自由行無法前往的特色景
點，在電影院舉辦結業式的當天不但會頒發我們的課程證書，並且頒發
由專業師資評選出的 “最佳影片” “最佳演員” “最佳劇本” “最佳
攝影” “最佳剪輯”等獎項，讓學員在日後履歷與留學申請上更加分。  營隊期間

7/5/2016-7/25/2016 
招生對象
17-26歲，共三十個名額



客座大師

柯金祥
二胡演奏家，出任演奏多部電影音樂，
為奧斯卡獲獎「危機倒數」(The Hurt 
Locker)，與「受難記：最後的激情」注
入中國元素，讓中國樂曲走入全世界。
如「型男飛行日誌」、「星際爭霸戰」
（Star Trek），「神鬼奇航 3：世界的盡
頭」她也參與配樂，合作對象都是美國
頂尖音樂家，並出席許多好萊塢業內奧
斯卡活動。

南加州大學國際傳媒碩士畢業，在《世
界日報》任職多年，主要負責好萊塢影
視新聞，是美國電影協會（MPAA）認
證的北美電影記者。曾聯繫現場報導過
奧斯卡、金球、演員工會獎等典禮九
次，工作主要內容還包括報導好萊塢新
片記者會、首映式、動漫展等活動，並
挖掘和採訪身在好萊塢的華人影視工作
者。

李守仁畢業於南加州大學電影製作碩
士，柏克萊大學商學學士，其短片《無
人機》Drone入圍學生奧斯卡獎，也獲
得「美國軍人影展」（GI Film Festival）
最佳學生片，長片劇本《R0》也入圍知
名Nicholl 劇本獎金大賽，2015年共同執
導由詹姆士弗蘭可(James Franco)主演
《無名演員》長片已進入後期階段。

韓華奇 馬雲 李守仁

美國南加州大學教授，USC特殊教育學
博士，將「中國歷史寫進美國教材」的
女性，教育部助理副部長。曾任美國聯
邦教育部雙語司副司長、美國勞工部美
西總長的華裔女性，並獲得哈佛大學「
女性新世界的領導」學位，熱愛教育事
業，為發揚中華文化做出貢獻。曾出版
了關於英語教育的書籍「說得地道就是
這麼簡單」。

畢業於洛杉磯奧提斯藝術設計學院，參
與製作過夢工廠「馬達加斯加3：歐洲
大圍捕」、「麥克邁：超能壞蛋」。從
為盧卡斯公司打造「星際大戰」電子遊
戲，到參與多部夢工廠動畫片，再到為
索尼動畫打造「尖叫旅社2」，設計衣
服，怪物角色造型顏色，也因「尖叫旅
社2」中出色表現，升為美術指導，開始
管理團隊。

奧斯卡評委、奧斯卡獲獎電影音效專
家，1982年以法櫃奇兵（Raiders of the 
Lost Ark）榮獲最佳音效設計與編導獎，
曾為許多經典電影音效混音，史蒂芬史
匹伯的《法櫃奇兵》、喬治盧卡斯《星
際大戰》、《獅子王》、《蝙蝠俠》，
安德遜的作品以富有創造性和想像力，
突破電影史上音效製作的傳統手法而著
名。

張曼君教授Richard L. Anderson



主辦單位保留變動課程和講者的權利

加州州立大學北嶺分校動畫系畢
業，並且在Actors for Autism擔
任動畫講師，目前也針對手機軟體
參賽概念影片製作其中的特效，胡
炎將會在動畫課程中帶領大家學習
分鏡表，基礎動畫角色設計與介紹
動畫軟體。胡炎於動畫概念美術設
計，與後製調色與去背專精外，也
對動畫教育不遺餘力。

Fabienne 出生長大於法國坎城，
畢業於UCLA。三歲起開始她的表
演生涯，除了訓練小提琴之外，並
且製作與編導個人音樂劇，對目前
獨立製片的工作奠下良好的基礎，
曾參與Verizon, AT&T, Sony, Infin-
ity, Chevrolet 等廣告演出。

新銳獨立導演張維綱Rock Chang
將帶領學員在兩週的課程中創作，
張維綱畢業於加州藝術學院洛杉
磯分校Art Institute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目前在洛杉磯獨
立製片導演與廣告導演，其最
新的電影短片Not a Love Story 
已進入後期階段，作品有2015
年”Exhale” ,2014年”From 
the Outside Looking”，2013
年”The Wheels Keep On Turn-
ing” 等。其短片Exhale曾入圍坎
城影展短片角落單元（Short Film 
Corner） 並於洛杉磯LA 18台參
加短片電影專訪，目前籌劃的長片
為Hollywood Has Been。

加州州立大學北嶺分校畢業，為
國際攝影師公會Local 600成員
之一，曾為多部好萊塢電影長
片，電視劇廣告工作。近期作
品有 “Picture Taipei”(2015)
，“Emma and I”(2013), “The 
Wheels Keep on Turning” 
(2013), “From the Outside 
Looking In”(2014), and “Ex-
hale”(2015) 作品曾多項入圍坎
城影展角落注目單元。

專業師資

胡炎 Yan HuFabienne Maurer張維綱 Rock Chang 陳劭暐 Andy Chen

客座大師

Lily Niu 畢業於紐約哥倫比亞大學電影碩
士，現為獨立電影編劇與製片。Lily 製片
的”Above the Sea” 短片，獲得2014
年度學生奧斯卡金獎，Lily在南加州長大
之後，到上海的參與電視廣告製作，更
在2013年參與電影長片”THE DISAP-
PEARANCE OF ELEANOR RIGBY” 與
2014年“5 TO 7”的製作。

Lily Niu



研習參訪地點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是一所位於美國加
利福尼亞洛杉磯的公立研究型大學，於
1919年創辦，2015年是全美錄取率最
低的公立大學之一。UCLA是美國享譽
盛名的高等學府，先後有十四名校友獲
得諾貝爾獎。著名的台灣節目主持人及
作家蔡康永，和《玩命關頭》系列導演
林詣彬均畢業於本校戲劇電影及電視學
院。

南加州大學是美西規模最大，最古老的
私立研究大學，見證洛杉磯市的崛起與
發展。南加大持續於眾美國頂尖大學中
保持領先，學生來自上百個國家。電影
學院伴隨著好萊塢的電影工業發展，造
就了不少電影界的奇才，電影《星際大
戰》的導演喬治·盧卡斯和音效大師
班·布特、《達文西密碼》的導演朗霍
華均是著名的校友。

加州州立大學是美國加州的一個公立大
學系統，每年40%的工程人才均出自加
州州大系統，2015 年賣座的《侏羅紀
世界》Jurassic World 明星製片史蒂芬
史匹伯 Steven Spielberg 畢業於加州
州立大學體系中，而好萊塢知名電視劇
以紐約為背景的偵探故事《靈書妙探
Castle》第八季的劇集PhDead也在本
校校園拍攝。

營隊內容

Week 1 電影製作課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南加州大學 University of South-
ern California

加州州立大學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Los Angeles



Week 2 電影製作課 Week 3 洛杉磯知性之旅

主辦單位保留變動課程和講者的權利



UCLA

CSULA
The Grove

Desert Hills Premium 
Outlets

棕櫚泉高空旋轉纜車

聖摩尼卡海灘

迪士尼樂園

格里斐斯天文台

杜比劇院

蓋蒂藝術中心

住宿地點 特色行程



加州科學中心華納兄弟

奮進號太空梭

The Broad博物館

好萊塢標誌

中國戲院

南加州大學 洛杉磯縣立美術館

安納伯格傳播學院-多媒體中心

好萊塢環球影城



報名須知

► 即日起至5月30日止接受報名，電影營費用為$6,800美
金，報名時須繳付$2,000美金訂金，剩餘款項請在完成報名
手續後三週內或5/29日前繳清
► 名額限30人，額滿為止
► 營隊費用包含:
•	 台北-洛杉磯直飛來回國際機票(含燃料稅、機場稅、兵險
費)。

•	 營隊期間的課程費用、參訪費用、食宿及遊覽行程中的交
通、門票、司機小費、領隊小費與餐食小費

•	 活動期間投保旅遊平安保險及每名學員	25	萬美元意外險
及醫療保險,	以確保學員的權益

•	 學員申請	ESTA	免簽入美費用($14	美元)與代辦費用
► 營隊費用不包含:
•	 護照費用
•	 行程外的個人活動及消費	(例如:	洗衣乾衣費用，通話費，
自購飲料零食費，行李超重費等)

•	 活動期間如需醫療而產生的費用，由家長自行支付
•	 行程中未涵蓋之費用
► 主辦單位保留更改或是取消營隊之權利

報名優惠

►	早鳥優惠：於4月30日前報名即享有早鳥優惠，學費減免美金
$200/人
► 團體優惠：2人同行即享有團體優惠，學費減免美金$100/人，3人
同行學費減免美金$200/人

招生單位資訊

► 台灣學生請電洽台灣招生單位:		
•	 聯合報行旅事業部	(02)	8692-5588	轉2751或3517	
手機專線	0935-080-209

► 美國在地學生請電:
•	 洛杉磯世界日報	(323)268-4982	轉430
•	 如果您有任何疑問，於本官網	(HollywoodFilmmakingCamp.com)	
填寫下方	“我要問問題”	表格後，我們將有專人與您聯繫

報名方式與費用



W www.hollywoodfilmmakingcamp.com 
F facebook.com/hollywoodfilmmakingcamp/

http://www.hollywoodfilmmakingcamp.com
http://facebook.com/hollywoodfilmmakingcam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