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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幕与媒体学文凭 及 电影电视数字行业实习项目

四级认证 – 数字媒体网页技术和社交媒体营销 或者 视频制作



概述
银幕和媒体学文凭提供电影和电视在艺术和科学方面的专业和学术指导。

该课程旨在让学生了解电影/电视行业的技术，创意和业务方面的知识。这包括在专业设
备的操作和最先进的技术方面的实际操作培训。该课程旨在培养具有技术熟练程度的影
视制作艺术人员和具有艺术素养的技术人员。

本课程适用于任何有志向对娱乐业作出直接贡献的人员

 可能的职业成果
•  屏幕编剧
•  助理指导
•  后期制作设计师
•  视觉效果艺术师
•  摄影摄像操作员
•  支持数字媒体开发技术人员
•  助理数字媒体开发人员
•  电影摄影师
•  助理制片人

实习机会
电影电视学院实习计划让学生有机会与其职业领域最优秀和最有经验的专业人士
合作。

实习是工作场所的临时工作，是在学习领域获得实践经验的绝佳机会。  实习计
划允许学生在与澳大利亚专业人士一起工作的主办机构中度过时间。 程序长度可
以根据个人需要量身定制。目前在美国和澳大利亚有实习机会。  黄金海岸是澳大
利亚最大的电影制作中心。 在此学习有绝对良好的机会在好莱圬的各个领域工作

与专业人士建立人脉网络，在学习和享受为实习生提供的各种学习经验的同时，
获得了真实世界的经验。

要符合实习计划的资格，您必须参加特别课程或学习专业文凭或以上学位。在文
凭课程或以上学位的学习，学生将有资格在最后一年的学习期间申请实习机会。

 实习协调员将处理申请程序并与学生联络，以配合最佳主办公司与学生的个人资
料。将选择一家主办公司，并向学生提供该公司的职位面试。

实习安置通常是无薪的。 实习安置的主要目标是在学生选择的专业中获得实践经
验，作为培训计划的一部分。 通过实习获得的经验将有助于在毕业后创造就业机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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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职业领域

银幕编剧
 这个必修课程为学生提供了对写作的基本了解，强调了格式化，故事结构，人物发展，冲突和讲故事的技巧。 作
为屏幕结构脚本分析的一部分，旨在确定戏剧的基本构建块，并了解这些元素如何组合影响观众并创造戏剧性体验 

该课程提供了与脚本相关的分析工具，以达到其戏剧性核心，从而表达其本质意义。

本课题将通过讲座，写作以及电影写作与结构的讨论与分析，重点关注写作要素。学生将被要求为短片创作一个微
电影，以及各种其他练习和作业。

摄影
 这个课程是为了入门级别的电影学生使用摄影导演的工具接受训练的手段。摄影学生通过研究摄影，设备程序，相
机机械，室内和室外照明，制作前规划，组成，光学，电力和安全，曝光，色彩和摄影协作的主要概念，进一步了
解电影摄影艺术和艺术的理解和欣赏。

  学生将获得相机和照明部门各种职业的知识。 该课程旨在使学生熟悉拍摄电影和视频，并学习控制图像质量所需
的概念。

 学生将了解学校的规则，程序和设备妥善处理的规定。学生将获得关于相机系统（电影和视频），电影股票，基本
照明设计，照明和握持设备，曝光，室内和室外照明控制以及色温方面的知识。
本课程提供和介绍重现场景的摄影现实所需的技能，或创造视觉心情。 

 学生将在现场从事这方面的专业培训。

视觉效果
 运动图形制作并不限于数字世界。  这个主题让你回到工作室来创建自定义的运动背景。采取数字拍摄的素材，并
将其与流行的后期制作工具（如Adobe After Effects和其他Adobe软件）结合起来，为您的项目带来丰富的抽象背
景。  取像层，关键帧，渲染和在3D空间中移动的概念。 主题的其余部分扩展了这些想法，并展示了如何使用图层
构建构图，执行旋转坐标，使用关键帧设置构图，添加效果和过渡以及渲染和导出完成的部分。  使用项目来演示
键入绿色屏幕镜头，并使用扩展的3D工具创建高级3D组合。

 职业健康与安全
 职业健康与安全（OHS）培训是OHS法律下有效OHS管理体系和法律要求的重要组成部分。本课题提供OHS指
导，培训和信息，特别是有关工作人员（员工，船员，自由职业者和承包商）参与的立法风险管理和咨询规定。 该
课题符合工作覆盖部门OHS施工入职培训要求。 . 拥有OHS资格的经理，员工，船员，自由职业者和承包商可以在
生产，雇主和澳大利亚司法管辖区工作。



 编辑理论与实践
 学生们将介绍电影和数字编辑的创意世界;研究电影编辑的语言和理论，基本故事概念，并在实践中练习使用它们。 
学生将了解编辑在实现完成的电影中的创造性作用的重要性，这是讲故事过程的最后一步。 这个实践课程使用首映式
（数字化镜头，准备箱子进行编辑，使用时间码和创建个人设置等）介绍必要的技能，以及良好的编辑习惯以及在讲
故事过程中的理解和欣赏。

 作为编辑理论和实践课程，学生将被允许使用Adobe编辑软件练习故事编辑技巧，重点是将技术知识整合到故事线的
大目标中。

 所有课程和例子将通过放映和历史上重要的剪辑和电影得到加强，其中显示了从导入第一个剪辑到最终成品影片的输
出的编辑技术的发展。
 在完成这个课程后，学生应该 :
• 对自己进行基本编辑的能力有信心。
• 了解电影编辑的重要性历史
•  熟悉最终的Cut Pro和苹果电脑
•  熟悉编辑技巧和原理
• 了解Premiere Pro的原理
• 开发了一些关键的编辑和讲故事技巧。
• 了解覆盖和基本编辑“技巧”的重要性。
• 了解编辑文件的正确设置和组织。

 电影商业
 该课程向学生提供作业团队职责、助理导演和制片协调人员的信息。  学生将从制作团队的角度学习从开发到包装整
体制作过程。学生将通过手动和通过计算机程序学习安排和预算脚本。他们会看到他们的工作实际出现在屏幕上。 学
生将了解到制片部门和其团队与各部门的关系。  学生将了解制片所需的许多形式和规则。 . 会有讲义，讨论，客座讲
师和作业。

实习
实习是学生在工作环境中履行学徒职责。雇主在现实世界中有价值的行业经验。实习计划还允许雇主确定任何即将到
来职位的潜在候选人。
 实习的益处 :
• 获得宝贵的经验
• 与行业专业人士建立联系
• 与好莱坞建立指导关系并延续一生
•  为您的简历增加价值
•  为雇主提供机会，选择具有经验丰富的潜在求职者



 数字媒体技术 
  四级认证项目   
 网页和社交媒体营销 

  课程
•  Photoshop 创意概念 
•  Google分析   
• Dreamweaver   
• 社交媒体营销 – Facebook和Twitter 
• 网络营销  
• Wordpress入门 
  

Note: Course hours consist of lectures, supervised practical 
work, unsupervised practical work, e-learning, project work, 
and directed private study. 

Photoshop创意概念

本课程介绍了Photoshop的基础知识，并广泛的教授创意领
域常见的各种核心技能：图层和选区制作; 调整，操纵键控
和修饰照片; 绘画; 添加文字；自动化; 准备文件输出; 以及
更多专业相关内容。这个主题课程演示了已经建立的技术以
及Photoshop CS4独有的一些新功能。对于那些刚接触应用
程序的人，只为了学习这个版本的人，或是为了扩大专业技
能的同学来说，这个课程是不可或缺的。

Google分析

Google分析是由Google提供的一项服务，可以生成关于网
站流量和流量来源的详细统计信息，并衡量转化和销售。该
产品针对的是营销人员，而不是网站管理员和技术专家，网
络分析行业最初来自该领域。它是最广泛使用的网站统计服
务。Google 分析可以跟踪来自所有引荐来源的访问者，包
括搜索引擎和社交网络，直接访问和引荐网站。它还显示广
告，按点击付费网络，电子邮件营销和数字抵押品，如PDF
文档中的链接。

Dreamweaver

此课程涵盖Dreamweaver的本末，以及建立新网站和文件
的最佳实践方法，HTML和CSS的基础知识，以及如何确保
简洁和可访问的代码。此主题还包括如何在Dreamweaver
中使用工具来创建和设计网页，管理多个站点，并通过小部
件和脚本添加用户交互。

社交媒体营销 – Facebook 和 Twitter

这个课程通过展示数十种方式来推广公司的品牌，增加销
售，推动网站流量，并与现在使用Facebook，Twitter等最
热门社交网络的用户进行交流，向学生介绍社交媒体的内
容。不仅仅教授社交媒体营销的基础，而且还包含如何把
一家公司放在病毒营销中创造一个专业的、顶级的呈现形
式。从创建Facebook粉丝专页到制作最完美的Twitter生
态SEO，这个课程带领学生深入了解这两个服务平台的细
节，并讨论影响社交媒体营销效果最大化的第三方附件。

  网络营销

该课程将为学生介绍适用于网络营销人员、网页设计师和企
业主的在线营销和电子商务的方法。本课程将探讨在线营销
工作的基础 - 企业网站 - 并评估网站的不同组件如何支持企
业的商业目标，从搜索引擎最佳化和搜索引擎营销到社交媒
体，在线公关和内容营销。

 Wordpress入门

在这个课程中，它显示了如何使用WordPress来创建功能
强大的博客和网站。内容包括WordPress中常见任务的步
骤，从设置帐户到启动自我托管的网站。该主题还包括插入
媒体，安装插件，创建自定义主题以及引入搜索引擎优化
（SEO）的教程。



  数字媒体技术  
 四级认证项目  
 视频制作专业
课程主题
• Photoshop 创意概念  
• 后期制作    
• 视觉效果     
• 社交媒体营销 YouTube视频  
• 摄像      

专业项目   
  

注意事项：课程小时数包含课堂授课，实践作品指导，非指
导性实践作业，网络课程，项目作业，直接性个人学习。 

Photoshop 创意概念

本课程介绍了Photoshop的基础知识，并广泛的教授创意领
域常见的各种核心技能：图层和选区制作; 调整，操纵键控
和修饰照片; 绘画; 添加文字；自动化; 准备文件输出; 以及
更多专业相关内容。这个主题课程演示了已经建立的技术以
及Photoshop CS4独有的一些新功能。对于那些刚接触应用
程序的人，只为了学习这个版本的人，或是为了扩大专业技
能的同学来说，这个课程是不可或缺的。 

后期制作

这个课程涵盖了从高级别的Premiere Pro工作流程，提供了
从开始到结束之前进行基本剪辑调整的背景知识，如色彩校
正场景以实现更有戏剧性的效果，有效应用转换，以及减慢
和加速剪辑播放。课程包括创作技巧，例如制作标题和从拍
摄影像中删除绿色屏幕背景。主题集中在如何使用最新的数
字采集设备捕获曲面图像，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影像效果，同
时考虑到摄影师的不同挑战。

视觉效果

这个课程从基础开始教授曲面影像行业的基本运动图形和设
计技术。它展示了如何将视频，音频和图形源材料收集到分
层组合中，进行编辑和调整，然后通过强大的视觉效果和动
画技术将其全部带入生活。这些技能在一系列日益复杂的项
目中得到体现。在课程结束时，您将能够利用这些技巧创建
并增强视觉的有效曲面镜像。

社交媒体营销 YouTube视频

这个课程将为学生介绍世界范围的一个现象，即每天上传
数百上千部视频的YouTube。在这个课程中，学生会探索在
网站上所需的所有关键概念和技术，包括观看，上传，分享
和跟踪视频。课程包括建立一个帐户，在社交网络上分享信
息，以及为YouTube观众拍摄和编辑视频影片的基础知识，
即曲面镜头爱好者，以及创建品牌的技巧，删除压缩工件和
分析视频效果。

摄像

本课题介绍了学生拍摄数字视频的理论和实践技术。学生将
学习术语，如渐进式，隔行扫描，帧速率，数据速率，fps，
宽高比，采样率，分辨率，波形等等。没有编辑软件知识的
学生将通过本课程掌握DV编辑。 

专业项目

该课题为学生介绍项目管理以及如何从开始到完成执行项
目。学生考察项目管理的概念，从定义问题，建立项目目
标，建立项目计划到达期限，管理团队资源，并关闭项目。
该课程还提供了有关项目绩效报告的技巧，使项目保持正
常，并获得客户的认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