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dyllwild Arts Academy-加州艺术高中（寄宿）
 学校官网：http://www.idyllwildarts.org/
 成立时间： 1986 年

 学校类型： 私立寄宿合校 艺术类 大学预备

 宗教性质： 无

 学 校 箴 言 ： Change lives through the
transformative power or art.

 校园面积： 206 英亩

 地理位置：爱德怀，加州

 详细地址： 52500 Temecula Rd. Idyllwild, CA
92549 , (951) 659-2171

 临近机场：洛杉矶国际机场（LAX）/安大略国

际机场（ONT）/棕榈泉国际机场（PSP）
 提供年级： 9-12 年级

 学生人数： 300 人，寄宿学生 90%

 国际学生比例：40%
 中国学生人数：15%
 平均 SAT分数：1690 分

 师生比例：1：6
 班级平均人数：14
 拥有硕士以上高等教育学历教师百分比：95%
 荣誉课程数量：20 门

 ESL 课程：是

 夏令营 Summer Program： 是

 毕业生录取四年制大学比例：100%
 申请截止时间：名额限制

 录取要求：学校内部测试，接受托福、SLEP、
雅思、SSAT/ISEE、Eltis 等英语成绩

学校的独特亮点：

 西海岸地区唯一以艺术为主的独立寄宿中学，是美国仅有的三所艺术独立寄宿中学之一，是美国最好

的艺术高中之一。

 特色课程或项目：专业艺术类、跨学科艺术

 小班授课形式，关怀仁爱的教室，抱有共同艺术梦想的学子，在这里聚集，接受艺术创作的熏陶

 优越的地理位置，南加州，好莱坞所在地，这里的是艺术梦想家最向往的地方。

学校简介：学校为 9–12 以及 PG 年级的学生提供严格的大学预备课程以及世界一流的艺术课程，包括创

意写作、舞蹈、电影与视频、跨学科艺术、音乐、戏剧和视觉艺术。在这里，学生可以在南加州圣贾辛托

山如画的风景中专心于其艺术修炼，同时获得在学术方面的专业指导。本校是一个具有完美艺术教育技巧

的高中。

本校的毕业生无论在音乐学院、艺术院校、专科大学、综合型大学乃至职场上都比其同出色和成功。学校

是美国西岸唯一提供住宿的艺术高中，给有兴趣主修艺术科目的学生（包含：音乐、绘图、舞蹈、戏剧、

摄影、影视、建筑及服装设计等）提供专业艺术类先修课程。除了艺术主修，还提供跨学科艺术主修

（Interdisciplinary Arts Major）课程，专为合作艺术（collaborative art）展现出兴趣及天分的学生而设计，

并为每个学生个别设计课程，提供跨领域的学习。

为了激励年轻人的智力，并让他们进一步发展各个领域的知识，学校提供具有挑战性的学科课程。小班制

教学（一班大约 15 位学生）、关怀仁爱的教职员，还有令人兴奋的科目设计。艺术课程的教职员都是经验

丰富的专业人士，他们强调基本功的重要性，能够帮助年轻的艺术家依自己的意愿获准进入学院、大学、

音乐学校或专业艺术团体。

http://www.idyllwildarts.org/
http://www.washingtonacademy.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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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国际学生：国际学生分别编到适合自己程度的英语班就读。ESL 课程有精深、多种程度的课程，为各

个水平的学生提供优良的教学。

特色主修科目：在电影制作、影片制作、音乐编制和新类媒体等方面培养有天分的年轻学生。我们为电影

和影片产业教育下一代卓越的艺术大师，还帮助有杰出表现的高中生进入美国最好的大学课程。电影系的

学生必须修习电影史与电视史、电影电视的理论、原理和制作课程，如此才会培养概念、训练拍摄及剪辑

的技术。学生会和演员们一起合作以磨炼领导才能，也会和作者一起合作来创作故事和脚本。课程都在位

于 Idyllwild 的美丽山区校园开办，也外聘艺术家进行客座讲课。

知名校友：

▪ Liang Wang-纽约交响乐团首席双簧管

▪ Marin Ireland-托尼奖提名演员

▪ Nate Lowman-当代艺术家

▪ Vesselin Gelev-伦敦交响乐团副首席小提琴手

学校认证：西部院校联盟、加州独立院校联盟

学校教学设施：

ESL 中心

鹰巢教室

Lewitzky 舞蹈室

Krone 图书馆

Hicks 演播室

Wayne 音乐厅

表演中心

剧院 3 个

练习室

音乐教室

艺术工作室

艺廊

练舞室

室内游泳池

健身中心

篮球场

剧院

活动中心

全校 Wi-fi
餐厅

网球场

人文中心

写作资源中心

农场

当地社区和周边城市：

位于美国加州的圣哈辛托山 San Jacinto 的西坡，海拔 1,500 公尺的的山林地上，校园自然美丽，有着天然

的高山、森林和草地，远离喧嚣的城市，非常适合进行艺术学习和创作。前往洛杉矶或圣地亚哥开车约 1.5
小时，来自世界各地以及全美 30 多个州的学生慕名而来。区域人口为 3,874 人，区域官网：

www.idyllwild.com。

离著名的棕榈泉很近，驱车半小时下山的 Hemet 小镇住宿，购物，生活配套齐全。Idyllwild 镇被许多人称

为世外桃源，自然环境非常优美，安静祥和的氛围令人身心愉悦。

学校周边大学（2 小时车程以内）：

加州艺术学院 南加州大学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查普曼大学（美国著名电影学院，排名前 10） 洛约拉玛丽蒙特大学（美国著名电影学院，排名前 10）

http://www.idyllwil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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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环境：气候温暖，日照充足。

学校课程设置

创意写作 多类型专题写作、小说和诗歌专题写作、高级小说和诗歌专题写作、文学和作家、电影研究、

作者研讨会、高级研讨会、独立研究、个别辅导、 咖啡馆读物、作家协会、出版物、剧本

专题、大师班

舞蹈 解剖学与运动机能学、芭蕾 I-IV、指尖芭蕾、双人芭蕾、舞蹈史、爵士舞 I-IV、现代舞 I-IV、
编舞、舞者音乐基础、踢踏舞 I-IV

时尚设计 美学、批判性思维、服装设计 I、 服装设计 II-III、服装设计 IV-V、时装插画、跨学科艺术

影视媒体 电影摄制艺术、导演、编辑、电影史、电影配乐、电影简介、电影摄影、后期制作、电影制

作工作坊、 剧本写作 I-III、数字媒体、高级项目专题

音乐 音乐理论 I-IV、私人器乐课程、演奏厅合奏、钢琴初级- 高级、电影配乐、音乐历史、表演、

歌曲、音效设计、编曲介绍、爵士乐队、大型爵士乐团、爵士理论

戏剧 表演 I-IV、音乐剧常备剧目、舞台设计和制作、舞台舞蹈（芭蕾、爵士、踢踏）、设计技术实

验室、导演、莎士比亚戏剧表演、舞台搏击、镜头前表演、戏剧史、高级研讨会、大师班

视觉艺术 艺术史、艺术基础、陶艺 I-IV、计算机图形 I-IV、素描 I-V、油画 I-V、摄影 I-V、雕塑 I-V、
动漫、数字摄影、新流派、丝网印刷、艺术品

数学 代数 1~2、几何

社会学 世界历史、美国历史、美国政府、经济学、社会学

科学 物理、化学、生物、环境科学

外语 法语 西班牙语

体育 健身、运动

住宿安排：

有 3 栋女生宿舍和 2 栋男生宿舍。学生们住在宽敞的带有独立卫生间、高速上网设施和私人电话的房间。

所有房间均为双人间，大部分有独立浴室。每栋宿舍容纳 30-80 名学生。

每逢周末，大多数寄宿生都留在学校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这些活动也对走读生开放。校内活动包括舞蹈，

开放式麦克咖啡馆、电影院、游泳聚会、游戏和比赛，以及设在宿舍公寓的招待会。

校外的活动包括旅行，去博物馆，音乐会，拍戏剧，游乐园，海滩，滑雪，溜冰，购物中心，电影院，运

动会，以及很多其他文娱活动等。有 1 名体育教员。

计算机：基本所有课程用到电脑，有安全过滤，防火墙等。可以上网，网购，网上图书馆，学生可以在公

共区域使用电脑，可以在网上查询成绩，学校有相关校规条款。

过去五年的毕业生走向：

不同于传统的寄宿高中，加州艺术高中（Idyllwild Arts Academy）的学生更倾向于选择注重艺术的高校，所

以该校大多数学生以第一志愿被高校录取。有纽约大学电影学院、茱莉亚音乐学院、卡耐基梅隆大学、罗

德岛设计学院、普瑞特艺术学院、纽约帕森斯设计学院、旧金山艺术学院、美国戏剧艺术学院、美国音乐

戏剧学院、芝加哥艺术学院、伯克利音乐学院、时装技术学院、乔治华盛顿大学、利物浦表演艺术学院、

曼哈顿音乐学院、明德学院、新英格兰音乐学院、伦敦艺术学院、加州大学（伯克利、圣芭芭拉、圣地亚

哥、戴维斯）、南加州大学、普拉特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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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学生费用：$61,600(2017~218)
费用包括：学费、住宿、三餐

费用不包括：ESL$5000, 保险$2105, 备用金$2700, 电脑费$250, 申请费$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