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动画的未来，
由你创造

你的职业发展路径

动画学士学位 
(+荣誉学位)

由Yoobee创意创新学院提供

时长：3年 
+ 荣誉学位（需额外1年）

NZQA: 7级 

学分：360 
+荣誉学位（额外120）

我们的动画学士课程是新西兰唯一专注
于二维和三维角色动画的学位课程，旨
在培养世界一流的动画师，使他们在各
自的领域中处于顶尖地位。

在荣誉学位期间，我们会发展你感兴趣
的项目概念，让你的学历更上一层楼。

欢迎访问careers.govt.nz/jobs-database/arts-and-media/creative-design/animator-digital-artist，获得更多关于动画师/数字艺术家的信息。

“动画提供了一种讲故事和视觉娱乐的媒介，可以为全世界所有年龄段的人带来快乐和信息。
动画可以解释人头脑所能想象的任何事物。这种能力使它成为目前最通用、最明确的交流手段，

它可以让大众快速欣赏。” 

- 沃尔特 迪斯尼

毕业生岗位 高级岗位

本课程的毕业生将具备技能和知识
在工作室成为一名动画艺术家
或作为一名独立的内容制作人，自由
职业者。
以下是一些相关的职业，例如。

	» 二维/三维动画师
	» 数字艺术家
	» 视觉效果艺术家
	» 游戏设计师
	» 动作设计师
	» 背景设计师
	» 电影和视频编辑
	» 制作助理
	» 多媒体艺术家
	» 故事板艺术家
	» 漫画家

动画师/数字艺术家，可以建立他们
自己的动画或数字业务或进入管
理层。

他们可能会发展成为叙事设计师（设
计游戏的故事）、艺术总监、动画导
演、制片人，制作经理或技术导演。

动画师/数字艺术家需要：
•	 有创造力和想象力
•	 有纪律，有动力，善于设定目标
•	 善于宣传
他们和他们的工作
•	 适应性强，能够接受对其工作

的批评
•	 能够在压力下顺利工作，并在

最后期限前完成工作
•	 良好的沟通能力。



就业机会
动画师/数字艺术家的薪酬因技能、经验和工作类型而异。个体动画师/数字
艺术家可能会被按帧/图片付费。

有经验和多技能的动画师/数字艺术家在新西兰的动画、广告和设计公司都有
需求。	新西兰和海外的动画、广告和设计公司都需要有经验和多技能的动画
师/数字艺术家。

动画师/数字艺术家如果能将他们的动画技能与计算机软件开发培训相结合，
他们可以将拥有更多的机会。

经验水平是决定工资的最重要因素。经验越多，工资自然越高。

“	平均而言，当一个人拥有超过10年*的经验时，他的工
资就会增加一倍。”

信息来源: Yoobee College of Creative Innovation, 2022; Salary Explorer, Animator Average 
Salary in New Zealand 2022

30+ 我们在动画行
业的历史超过
30年

86% 的学生继续深
造或就业

1,800 我们每年培训
1800名学生我们的故事始于30年前，当时

资深迪士尼动画师约翰-尤因开始在他的奥
克兰工作室培训年轻的动画师。

奥克兰工作室后来成为新西兰动画学院。
今天，我们是新西兰最大的的专业动画学
校，我们提供二维和三维角色动画、游戏艺
术和开发以及视觉特效的专业学历以及文
凭课程。

我们的动画学士课程将使你具备一切需要
的条件，成为一名故事与角色，世界建设以
及视觉效果，或者是互动媒体与游戏的专
家。

1
我们是

NZQA认证的
一类院校（最
高等级）

我们是新西兰仅有的三所Houdini认证学校
之一。

因此在学习期间使用Houdini的毕业生有资格
免费获得商业版本，为期6个月至 一年，时长取
决于您选择的版本搭配。

我们是一所Rookies认证学校。这意味着我们得
到了正式的认证。 这个认证旨在展示和认可全球
最好的学校，这些学校提供最新的和相关的行业
培训和教育。

了解更多关于Rookies的信息，请访问
discover.therookies.co

“到目前为止，我最喜欢的部分是生命绘画课。将一个主题、环境
或物体分解成其基本形状和结构 结构，再加上一层层的结构、阴
影和细节，直到它开始变得栩栩如生! 看到我的同龄人和我自己
在过去的一年里有了很大的进步，不仅在技能水平，并在速度上
也有了很大的提高，这让我很有成就感。

在我加入Yoobee之前，我需要花半小时到一小时的时间来完成
一幅草图。现在，我可以在五分钟左右轻松完成它”

凯琳贝斯特--动画学学士

动画师工资的中位数到最大值

年薪$63,900纽币至$105,000纽币

*	根据一段时间内工资的平均变化。薪资变化因人而异。

专科毕业生的起薪是

$59,700 纽币/年

本科毕业生的起薪是

$78,600 纽币/年

硕士毕业生的起薪是

$97,500 纽币/年



简介 
动画学学士（荣誉学士）

为什么要在Yoobee学习动画？

-从第一天起，你就可以把你的画和想法变成现实

-没有考试!	相反，你将通过做实际的动画项目来学习。

-我们的项目模拟了动画工作室的运作方式，因此你在毕业前
就能感受到这个行业的魅力。

-班级规模小，所以你将得到Yoobee专家导师的大力支持。

-你的个人创造力始终终终终终终终终终终终

我们的动画学士课程将使你具备成为故事和角色、世界建设
和视觉效果、或互动媒体和游戏方面的专家所需的一切条
件，开启你的职业生涯。

该课程以所有学科的全面基础为开端，让你有能力作为一个
普通人或工作室团队的一部分从事动画工作。在此基础上，
你将深入研究你所选择的领域，发展学术、创意和技术专
长，使你真正与众不同。

荣誉学士的一年，将让你有机会开发一个独有的行业准备项
目，由你自己研究和开发支持，这将帮助你定位好自己未来
的发展和机会。或者，以较高的学术标准完成一项实质性的
研究，可以帮助你在未来攻读硕士或博士课程。

你将学习的内容
毕业生将有一个强大的知识框架，并致力于专业的卓越、协作、沟
通、批判性反思和创新。

主要内容包括：

第1年

•	 为电影和动画讲故事的原则

•	 基于工作室的生活绘画课

•	 视觉传达设计

•	 二维和三维动画及模型制作

第2年

•	 互动叙事

•	 高级绘画

•	 三维图形和视觉效果

•	 专业实践

第3年

•	 专业

•	 顶点项目

•	 调查项目

荣誉学士（可选）

终第三学年开始时与你的导师讨论学习内容。

扫描二维码，在Yoobee网站上
了解更多关于动画学士的课程
信息、开学日期、学费。

豹子

由卡琳-贝斯特创作

- 动画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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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OBEE.AC.NZ
访问网站了解更多信息

入学要求-动画学士

学术

•	 -	NCEA大学入学资格或同等CIE/IB成绩或
•	 -	完成海外的高中课程或
•	 -	成功获得创意媒体证书 (4级)
•	 -	或提交作品集（详见下文）。

英语 雅思6.0（学术类），小分不低于5.5分，或经NZQA认可的同等水平

面试 未完成创意媒体证书（L4）的情况下需要--由UP教育集团相关老师完成。

其他 作品集必须提供学生创作能力和潜力的证据，最好包含各种作品；动画、草图、素描、绘画、混合媒体、多媒
体、摄影、雕塑等。

国际学生开学时需满18周岁

Yoobee 桥梁课程

4LE
V

E
L

20周创意媒体证书

第一学年7LE
V

E
L

动画本科

雅思（普通或学术）5.5（5.0）

雅思（学术）6.0（5.5）

我们的动画专业毕业生在世界
各地，令人惊艳的工作室和公司
中工作。

以下只是其中的一些例子...

第二学年 第三学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