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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PE A L’OEIL 童装

...

ARMOR LUX
QUICKSILVER
《ELLE 世界时装之苑》杂志
《L’OFFICIEL 巴黎时装公报》杂志
Alexis Mabille 艾历克西斯 - 马毕
Iris van Herpen 艾里斯·范·荷本
巴黎春天百货
法国第一视觉

招生热线：4006008600
北京市朝阳区三里屯
SOHO B 座 6 层
www.esmod-beijing.com

FIT 纽约时装设计学院
伦敦中央圣马丁学院
加利福尼亚国际商务大学（CIBU）
INDITEX 集团（旗下有 ZARA）
康奈尔大学

北

合作机构

ESMOD 历史

ESMOD 一颗追溯到 1841 年的璀璨明珠

ESMOD 于 1841 年 由 阿 列 克 斯

ESMOD 于巴黎创立，近 200 年以来以其时尚设计理

拉 维 涅（ALEXIS LAVIGNE） 先

念闻名于世，涉及时尚界的各个方面，为各大知名品牌

生创立， 是一所一流的国际性服

培养优质人才。

装设计院校。拉维涅先生同时还
是人台及卷尺的发明者，这两项
发明使平面设计得以立体化，将
整个服装设计行业带入了立裁的
时代。

现在，法国 ESMOD 国际时装设计学院有将近 40 个项
目，围绕 2 大教育与培训轴心：ESMOD 学院的时尚设
计与创造和 ISEM 学校的时尚营销管理。学校课程用
法语和英语授课（巴黎），这些课程涵盖各个学习阶段
和年级（从大一到大三）涉及时尚行业的各个方面，如
纺织业，服装业和奢侈品行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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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MOD 北京

1841 年 创办 ESMOD 巴黎
1984 年 创办 ESMOD 东京
1989 年 创办 ESMOD 首尔
创办 ESMOD 苏赛

法国 ESMOD 源起法国宫廷，学校创始人便是是拿破仑

英教师组成的教学团队，他们有着深厚的设计功底与丰富

三 世 的 皇 后 欧 仁 妮（Marie Eugénie） 的 贴 身 裁 缝 Alexis

的教学经验，每一位教师都是由法国总部亲自挑选，以此

1990 年 创办 ESMOD 奥斯陆

LAVIGNE，校史可追溯至 1841 年。经过近一百八十年的

保证我们的学生能够与世界接轨，及时掌握时代发展信息，

1994 年 创办 ESMOD 柏林

发展，校区横跨日、韩、德等十四个国家、二十三座城市，

把握时尚潮流。作为世界最古老时装教育学院的一部分，

1995 年 创办 ESMOD 大马士革

满载岁月沉淀的睿智与荣耀。今天，她来到北京——这座

ESMOD 北京的所有教材均由巴黎总部直接提供，每字每

承载了三千年历史的古都，并将与之共同创造出一个全新

句都包含着无数设计师与时尚精英的心血与汗水。

创办 ESMOD 慕尼黑

1996 年 创办 ESMOD 雅加达

的时尚界标志——ESMOD 北京。

1999 年 创办 ESMOD 贝鲁特
2006 年 创办 ESMOD 莫斯科

ESMOD 北京坐落于华灯万盏的三里屯，繁华时尚的氛围

2010 年 创办 ESMOD 伊斯坦布尔

使校园极具现代化气息。我们将原汁原味的法式时尚教育

2012 年 创办 ESMOD 吉隆坡

带到这里，作为 ESMOD 国际的一部分，ESMOD 北京秉
承 Lavigne 先生的经典教学方式，加之中国传统的时尚元

2014 年 创办 ESMOD 广州

素，使中国的学子也能感受到来自法兰西的设计理念和精

2016 年 创办 ESMOD 北京

髓。除此之外，ESMOD 北京也将为您奉上一支由法国精
北京市朝阳区三里屯 SOHO B 座 6 层 招生热线：4006008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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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与实践课程（预科）

招生对象：年满 17 周岁 高中或同等以上学历 不限专业

一二级连读课程

入学条件：
服装设计专业 大学专科毕业 以上

课程内容：
专业课（6 个月）

课程设置

艺术表达技巧

草图、人体模特、模型制造、摄影
录像、插图、字体、色阶等

服装设计技术

基本草图的设计，作品集的制作
色彩的研究及面料的运用

制版方向

了解 3D 的概念以及平面制版的技术

申请者需参加学校的面试和笔试
课程内容：与本科大一，大二相同
入学时间：2017 年 9 月
结业条件：
在课程中顺利获得 120 个学分

时尚文化

讲解法国及国际的著名品牌、潮流趋势

法语课程（6 个月，可达 A2 水平）
取得证书：ESMOD 北京培训证明
学费：118000R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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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课程

在大学系统学习过服装设计知识者

的学生将获得本科毕业学位证书

开课时间：2017 年 9 月
入学要求：
年满 17 周岁以上，高中及同等以上学历
需经过专业作品集机构培训，入学时需参加面试，笔试
课程设置：
服装设计可分为设计与制版两部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要学习如何绘制设计图纸
了解艺术潮流及面料、艺术与服装史、photoshop 技术、借助 3D 技术的制版等

实习：

第一学年

制作样模、使用模型工作、制造出短裙衬衫以及长裙

课程结束后所有可能的实习

服装设计技术

制作女士裤子、上衣、女士西装和休闲装等

制版方向

可以选择相应专业，如女装、男装、童装

学费：89800RMB/ 学年
学费：89800RMB/ 学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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