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YC
时装设计
室内设计
产品设计
视觉设计

Raffles   Milano        Istituto                Moda  e  Design



一所与众不同的学校。 
一所助你扬帆起航， 
迎接无限挑战的学校。
一所挖掘你的潜力，
并教会你放飞思维，
同时又行止有度的学校。



Raffles Milano 时装与设计学院 

米兰的一所新的时装与设计学院？没错，并且它的名字叫做
Raffles Milano！一所兼具前卫精神与新奇教学方法
的学校。一所为胸怀未来并翘首以盼的人们
所建的学校。最重要的是，也是一所汇集了
优秀讲师团队的学校，许多讲师的名字
在国际造型和设计界都家喻户晓。

一所跨学科学校

Raffles Milano 的教学方法受跨学科研究的启发，
致力于让学生参与真实客户的实际项目，
体验工作成果。师生之间即时互动，
去除屏障。通过对话
寻求新的解决方案，
并在师生之间构建信任，
从而为个人成长和团队合作奠定基础，
助你应对未来。开展面向未来的教育，
并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蜕变升华。

一所学习即是工作的学校 

Raffles Milano 是一所全新类型的学校，
它应众多企业长久以来的需求而生，专注于行，
亦专注于知。RM的项目以目标、情景、资源为导向，
基于过往经验背景开展，
受多种动机驱动，并注重打破
一系列常规。学生在每一刻都会受到熏陶。我们的教学计划
基于专业的行业实践而设计。
在我们的硕士课程中，学生将在课堂上
与创意精英互动，并有机会和他们
一起参与创意项目。

无国界的网络力量

Raffles Milano 是莱佛士集团与世界加强关联的纽带。

莱佛士成立于25年前，

目前正在大力扩张，已在全球14个国家

建立了14所分校。选择米兰反映了莱佛士对于卓越的追求，

以及它一直以来对“设计文化之都”

米兰的深厚感情。



rm-modaedesign.it

选择 
Raffles Milano 
的十个 
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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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际化环境 
莱佛士拥有多个分校, 
在12个国家 拥有22个时装和设计校区。 
米兰是主校区所在地。



2
优秀的教师队伍  
Raffles Milano 拥有
由国际知名专业人士  
组成的教师队伍。在这里，  
你可以师从强者，超越自我。



3
招生限额
Raffles Milano 每个班级
最多招收20名学生，  
并且自始至终   
对学生参与的项目  
进行持续评估和审查。



4
校园始终对外开放 
Raffles Milano 每周7天开放， 
从上午8点  
一直到午夜12点。一个放飞想法
和挥洒激情的地方。



5
跨学科视野  
Raffles Milano 的教学方法
前卫独特，
受不同类型的知识
和学科启发。在这里 
建立你自己的
理论和实践背景，
趣味盎然，充实丰裕。



6
年度优秀学生
Raffles Milano 对每个课程中的优秀学生
给予奖励。如果一个班级中 
有20名学生参加课程，
那么奖励还包括
报销一个学年
的全部学费。



7
海外经历
你也可以参加 Raffles Milano 
在世界其他地区 21所大学 的夏令营。



8
周一研讨会
每周一下午6:30，
Raffles Milano 会组织
对所有市民开放的
公共研讨会，
由专业设计人士和
文化达人主讲。



9
RAFFLES 俱乐部
每周四Raffles Milano 都会在
它的非正式俱乐部 
主持创意主题的活动。
俱乐部对新趋势总是持开放态度。



10
职业指导
学生完成课程后， 
Raffles Milano 会提供职业指导 
帮助学生开启职业生涯。



rm-modaedesign.it

Raffles Milano
一种新方法 
和新精神。一所 
汇聚 设计大咖 
的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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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改变你人生
的三年

边做边学是Raffles Milano 三年制课程

的基本原则，这种培训方式能塑造学生

的思维结构、为学生提供坚实的技术背

景、并激发学生拓宽人生视野的愿望。  

专门的课程负责人 

对于每门课程（3年制课程或硕士课程，

学生都要接受课程负责人的监督。课程

负责人的任务是协调学习计划、检查教

学方法和教师的连续性、在课堂和教员之

间调解，并确保每个学生都能收获最佳、

最有效的学习效果。

60名专业教师授课

每一门三年制课程
都由近60名教师授课。所有教师均为各
自学科领域内最有影响力和最受认可的
专业人士。不同声音、想法和经验的碰撞
和交汇，让学生们在学习过程中获取对
于“专业”的第一次领悟。
 

三年制课程  

时装设计
室内设计
产品设计
视觉设计

如果你想成为星星，
就向星星学习。



时尚界是一个复杂且不可预测的领域。在这里，经典与极端和前卫并
存。没有成功的现成秘诀，只有强烈的职业道德以及向外界学习并紧
跟时尚前沿的愿望。敏锐的眼睛对于时装设计至关重要，要善于捕捉
最细微的细节，对于传统的裁剪方法了然于胸，同时又不惧提出大胆
优雅的新手法。

课程负责人/ Cristina Ortiz
从著名的巴黎时装工会学校毕业后，Cristina Ortiz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并成为多家
国际公司的顶级设计师。她于1997卸下Prada女装创意总监一职，成为Maison Lanvin
的官方设计师。直到2008年，她在Brioni担任女装系列创意总监一职。随后，她肩负恢
复品牌辉煌的重任来到菲拉格慕，并成功将其转变为被强烈认可的现代品牌。今天，作
为几个时尚品牌的顾问，Ortiz也设计了自己的珠宝系列。

课程年限
3年

小时
1400

开学时间
11月份

语言
意大利语 
英语

Raffles Milano                        时装设计的三年制课程



主要的学习领域 

- 基础设计
- 艺术和设计历史 
- 场景研究与概念开发
- 趋势预测 
- 时尚系统
- 艺术和服饰的历史 
- 拼贴画系列
- 服装设计 
- 面料和原料
- 样板制作
- 时装设计
- 产品开发
- 营销和研究

课程计划

课程第一年为预备学习，为学生讲授时
装设计的总体框架，例如形状、材料、制
作过程、社会因素和习俗等时装设计的
基概念。
第二年，学生们将围绕特定课题进行深入
研究，从而形成有关时装设计详细、原创
和明了的方法论。学院也鼓励个人打破常
规，探索和发现新的领域和背景。 
第三年，学生们将专注于完成课题、最终
项目并制作专业的个人作品集。

职业前景

三年制课程完成后，
学生们便可振翅扬帆，进入时装界。
因为对于专业工种的需求日渐趋于多元
化，时装界也于近年发生了
深刻的变革。通过本课程的学习，
学生不仅可以胜任时装屋里的“传统”职业
（如时装设计师、配饰设计师、样板师、
制作助理、时装造型师、时尚插画家）、
与著名的时装设计师肩并肩工作、开辟自
己的事业，甚至可以在国际时装界，如研
究、传播和分销等领域，担任跨学科的角
色。未来可能的专业工种是：

你的时尚生涯从这里开始。

趋势预测员、艺术总监、新闻专员、形象
顾问、时装博主、时装经理、时装买家、
视觉商人。

入学条件

参加本课程的人员
需持有高中文凭，对设计、造型和服装充
满激情，并希望在时装界有长远发展。



 IND
设计意味着改变世界，从最简单的事物到最复杂的事物。
它不仅仅是一门帮助我们创新和改善生活的学科，更是一个理想的模
型，告知我们所有大大小小的事物仿佛都被一根无形的绳索同时串联
在一起。这是改革艺术，也同时意味着责任和承诺。

课程负责人 / Carlo Forcolini
Carlo Forcolini于米兰布雷拉美术学院毕业后，便开始为ICF De Padova工作，同时与
Vico Magistretti合作。他是Alias, Nemo和Oylight的创始人，曾在Artemide G.B.任职
总监。他曾为Amar, Cassina, BBB Bonacina, Luceplan, Luci Italia, Gervasoni, Joint 
和 Pomellato设计过作品。他曾担任过ADI（意大利工业设计协会）的主席，并于2007年
被任命为Consiglio Italiano del Design（意大利设计委员会）的成员。他曾担任过IED集
团的总裁，副总裁和学术总监。他的设计作品被收藏于世界各大设计博物馆中。

Raffles Milano                            室内设计的三年制课程

课程年限
3年

小时
1400

开学时间
11月份

语言
意大利语 
英语  



课程内容：

 - 视觉设计
 - 绘制，浮雕和空间展示
 - 建筑和室内设计的历史
 - 艺术与设计史
 - 展览设计
 - 零售设计
 -  3D和CAD研讨会
 - 环境设计
 - 人类学和消费社会学
 - 材料和表面
 - 品牌，营销和研究
 - 声学和照明技术
 - 颜色和比色
 - 装饰和纹理

课程安排

课程为期三年，从第一年的预备阶段，到
第二年的深入研究，到最后一年把学业
融入到具体的项目。我们将从设计的基
础理论出发，学习应用艺术和家居空间建
筑的历史，再转换到日益复杂的社会文化
场景和商业世界，生活方式和习俗的演
变，品牌与用户和消费者的关系，从而寻
找那些能够提供最先进和可持续发展的
设计解决方案，致力于改善生活质量，改
善工作场所以及休闲时间。  

职业机会

室内设计师是一名空间设计师，他能够面
对各种维度和复杂的空间，且将品牌或
私人客户的信息和氛围通过具体的方案
转化为空间，一个能传递信息，情感和意
义的空间。众多领域都有室内设计师的
需求，如建筑公司，设计工作室，活动策
划公司，电影制片厂，设计公司，家具公司
以及室内装饰公司等。与此同时，室内设
计师也可从事学术相关的工作，如室内设
计评论家，或成为时装和设计领域公司
的顾问，艺术总监等。

创造空间。
倾听空间并诠释其含义。
设计情感与性能。

课程为谁而设

本课程是为持有高中文凭的学生以及来
自意大利或外国大学的学生所设计的。
申请人应对空间设计（住家，办公室，招
待所，会议场所和零售）的学科感兴趣，
以及对装饰应用，材料使用，照明技术和
室内家具及配件装修有着浓烈的兴趣。 IND



没有设计，世界就会暗淡无光，乏味索然。事实上，设计类学科可以被
定义为普适智能，它通过教育人们为周围的世界创造价值，使人们发
现新意义和新的解决方案。设计一直是推动社会、美学和智力进步的
强大动力。

课程负责人/ Marc Sadler

Sadler毕业于巴黎国立高等装饰艺术学院工业设计美学专业，曾撰写过一篇关于塑料

材料的论文。他是材料实验和技术污染的先驱，他的活动也带有这两个学科的鲜明特

征。多年来，他在国际范围内得到多次认可，并获得过多个重要的国际奖项，其中包括

ADI黄金罗盘设计奖。萨德勒的作品被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和巴黎蓬皮杜艺术中心永

久收藏 

他为Dainese设计的摩托车手背部保护装置被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永久收藏，为

Foscarini设计的灯具Mite现在是巴黎蓬皮杜艺术中心设计系列的一部分

课程年限
3年

小时
1400

开学时间
11月份

语言
意大利语 
英语

Raffles      Milano                  产品设计的三年制课程



主要的学习领域

- 基础设计
- 艺术与设计史 
- 材料设计 
- 场景研究与概念开发
- 产品和服务的
   表达和沟通
- 身体和认知工效学
- 品质认知和感性
- 设计和可持续性
- 战略营销 
- 设计管理

课程计划

本课程教提供必要的研究和方法论工具
来帮助学生驾驭设计过程的复杂性。从
产品概念提出到产品的商业化阶段，学生
都可以从跨学科的角度与多位流程管控
专家进行互动。
第一年的课程将讲授基本知识，使学生了
解基础设计的工具、认知和感性、材料知
识以及设计的历史。第二年着重进行研
讨会、跨学科实验室会议和公司参观。
第三年的重点是以城市作为设计舞台，分
析未来的趋势和情景、以及新的设计机
会。在最后一个学期，学生将与公司合作
准备一份设计论文。

职业前景

在三年制课程结束后，学生将具备在设计
体系内工作的能力，无论是进入行业内的
公司，还是成为独立的专业人士。
毕业于本课程的年轻设计师将能够担任
以下角色：因为他们在RM学习的过程中
能够获得全球性的视野，因而将能够担
任产品设计师、概念设计师、服务设计
师、社会设计师、以及意大利或国外的设
计经理等职位。 
 

最大程度的信任。  
最大程度的开放。最大程度的参与。

入学条件

参加本课程的人员需持有高中文凭，并

渴望将自己的创意才能转变为具体的能
力，使他们能够对项目、产品和服务进行
思考、构思、执行和交流。



设计是为了改变世界，从最简单的事物到最复杂的事物。
设计不仅是教导我们进行创作和改善日常生活的一门学科：它能在无
形当中告诉我们细微简单的事物是如何与复杂精密的事物相互关联
的。这是推动变革、承担责任和恪守承诺的战略。

课程负责人/ Franco Achilli

Achilli是一名建筑师，曾与Alfred Hohenegger、Giorgio Fioravanti、Gianni Sassi一
起学习和接受培训，后于纽约视觉艺术学院接受教育。1995年，他创立A+G Achilli 
Ghizzardi Associati。该公司专注于出版业建筑、品牌和展览设计以及平面设计，Achilli
至今仍是其管理人。Achilli长期在几所设计学院任教，目前是米兰优尔姆大学的教师。
他曾担任北伊利诺伊大学的客座教授，曾在巴勒莫大学、芝加哥艺术学院、米兰理工大
学、威尼斯建筑大学以及其他大学举办讲座。他曾因出色的教学能力获得由伦敦设计师
和艺术指导俱乐部颁发的十项大奖，并多次获得其他表彰。
他亦撰写并编辑了数本关于设计的出版物。

课程年限
3年

小时
1400

开学时间
11月份

语言
意大利语 
英语

Raffles     Milano                       视觉设计的三年制课程



主要的学习领域

- 基础设计
- 艺术与设计史  
- 场景研究与概念开发
- 平面设计
- 品牌设计
- 数字设计
- 交互式设计
- 展示设计和标牌
- 电影、摄影和视频叙事
- 艺术和设计历史重演？
- 大众传媒理论
- 人类学、社会学、符号学
- 营销和研究

课程计划

第一年为预备学习的初级阶段，第二年为
进行深入研究的中级阶段。第三年致力于
巩固所获得的能力和知识，并制作专业的
个人作品集。从基础设计到排版语法、从
图形设计软件到包装、从动态图形到交
互式设计，本课程将涵盖与视觉项目相关
的所有学科，并将学生接触的技术和手法
与他们自己的创意和文化背景相结合，使
他们能够在当下设计界各种复杂的情景
中游刃有余。  

职业前景

完成三年制课程后，学生将获得必要的能
力，使他们能够自信地进入视觉传播界、
企业、代理公司或专业的设计公司。他们
将有能力担任行业中的传统角色，如视觉
设计师、平面设计师、艺术/创意总监、品
牌设计师、文案编辑、包装设计师等。但
是由于他们所接受的跨学科培训，他们也
将成为熟练的数字时代的设计师，因而能
够良好地胜任网页设计师、动态图形设计
师、用户界面设计师等职位。

方法是 
创造的基础。如果基础扎实，
你可以去任何你想去的地方。

入学条件

参加本课程的人员需持有高中文凭，并
对视觉传达及其所有关联学科具有浓厚
的兴趣，包括设计导向性更强的学科（图
形、视觉、数字设计、文字、摄影、视频）
以及有关人类、社会和文化的学科（艺术
与设计史、社会学、符号学、美学、传播
理论）。 



如果在三年本科课程后，想要迫不
及待的进入职场呢？
Raffles硕士课程：与专业人士一起
学习，共同创造，从大师那里汲取经
验。
一段浸入式的人生旅程，在每一天，
为前夜的想象插上翅膀，并赋予其
意义。



意义非凡的十个月

十个独特的机会，

直接向业界顶尖人士学习

专门的课程负责人

每门课程（本科和硕士课程）
都由一位课程负责人来进行监督，
其职责包括协调学习计划，
检查教学内容和教师的连贯性，
在课堂和教员之间调解，
以确保为每个学生提供
最佳和最有效的学习效果。
 

设计师授课
与传统的硕士课程不同，
Raffles Milano的硕士课程
使课堂充满了实践知识，
10位业界知名的国际设计师
将在学年的十个月内
轮流为学生们带来精彩的课堂内容。

方法教授
方法教授团队将在硕士课程期间为学生
传授技能，培训他们获得理论知识和横
向能力，从软技能到商业技能。

硕士课程 

广告
服装设计
摄影
产品设计
视觉设计

10个单元
10个项目
10家国际企业
将改变你人生的 
10个月



学生可通过电子邮件（通过RM官网上提
供的表格）或直接致电秘书处提交入学申
请。学校收到必要的文件和申请人的动机
信后，管理层将安排申请人与课程负责人
或院长进行介绍性会面：在会面中，申请
人可自由、清楚地陈述其个人动机，并向
课程负责人或院长了解学院的指导方针（
承诺、宗旨、行为、教学活动的一般规则
和规定）。如果个人资料被判定为合适，
申请人将收到由学院寄送的正式录取通
知书，通知书在任何情况下对申请人都没
有约束力。 

费用入学申请

在接获入学通知书后，申请者即可开始完
成入学手续。符合入学条件的申请者必须
缴交“入学费”和“学费”。付款方式可以选
择一次过缴清，或者分期付款。分期付款
分为三期付款（依照学期），或者十个月
分期付款。分期付款的第一期付款必须
在入学时缴付。



年度最佳学生

年度最佳学员奖
 
每一个学年，Raffles Milano 将从各课
程中（包括学士生和硕士生），挑选一位
最佳学员。评审阵容包括校內的导师以
及来自校外的专业人士，他们将受邀评
估学员的学术表现以及作品集，从中评鉴
和挑选最优秀的学员。获奖的学员将获
得莱佛士米兰的证书以及首年学费资助
作为鼓励。



Raffles Milano
时装与设计学院

管理层

院长
Pasquale Volpe
pasqualevolpe@rm-modaedesign.it

科学主任
Carlo Forcolini
carloforcolini@rm-modaedesign.it

三年制课程
负责人
Cristina Ortiz
时装设计 

Franco Achilli 
视觉设计 

Marc Sadler
产品设计

硕士课程负责人
Alessandra Mauro
摄影

Francesco Cavalli
视觉设计

Massimiliano Giornetti
时尚男装设计 

Marc Sadler
产品设计

Gianpietro Vigorelli
广告

三年制课程联系人
Jana Mangundayao
triennali@rm-modaedesign.it

硕士课程联系人
Gayane Petrosyan
master@rm-modaedesign.it

行政处
amministrazione@rm-modaedesign.it

接待处
周一至周五
上午9:00至下午6:00
info@rm-modaedesign.it
+39 02 22 17 50 50

校园参观时间
周一至周日
每天上午8:00至午夜12:00



Raffles Milano
Istituto Moda e Design
Via Felice Casati, 16
20124 Milano
02 22 17 50 50
info@rm-modaedesign.it

Raffles   Milano        Istituto                Moda  e  Desig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