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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香港城市大学的创意媒体学院，是亚洲区内一个结合了艺术与科
技，注重探索与创新的国际枢纽。

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会在学院中获得数字媒体科技提供的无限
机遇，在艺术、思维及技术上发展才能，以期在毕业后成为21世
纪的创意领袖。

学院内名师云集。各学科的领军，都是已在国际上独领风骚的著
名教授。课程也鼓励学生把实践的创意与理论框架互相结合，好
让他们能在今日科技瞬息万变的社会，成为敏锐兼具批判能力的
创新者。

学院所在的大楼由著名建筑师Daniel Libeskind设计，外观灵动
飞扬，并配置最先进的设施及尖端的研究设备。

对有志在创作方面取经学艺的年青人，这里是最好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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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士  (创意媒体) (BACM)

学位概要

数字科技于艺术、创作及文化工作中

的应用与日俱增，文学士（创意媒体）

课程正是为此而设。创意媒体学院立

意把艺术、科技与现今社会需求共冶

一炉，教育学生把科技素养及文化认

知融会贯通，有概念、有层次地发挥

创意。学院提供艺术及科技的专业训

练及尖端设备，以助学生日后在创意

工业、创意教育及文化管理工作上，

挥洒自如。

就业前景

毕业生能胜任媒体业内多种不同职级

的工作。最新修订的课程充份考虑到

投身社会的媒体专业人员所面对的实

际工作环境，让毕业生建立人际关系

网络，应用多媒体的专业知识，发挥

跨媒介的创意思维，从而成功投身艺

术和文化行业。新课程也协助学生发

展第二专业，扩展就业机会，专业领

域包括动画、电影、电视、影像制作、

广告、媒体艺术、互联网和多媒体设

计、艺术写作、艺术／媒体教育、艺

术／文化管理和展览设计等。

学院基础课程及主修课程

学生入学后，必须先修读学院的基础

课程，然后再修读文学士（创意媒体）

特设的主修学科，包括：「创意媒体工

作室 II」（电影艺术、音响和影像后期

制作）、「创意媒体工作室 III」（电子

艺术及互动物理运算艺术）、「批判理

论及社会参与式艺术」，以及「时基媒

体的叙事策略与美学」。这些学科有别

于创意媒体学院其余两个学士课程的

内容。

学生也需要完成专题研究的毕业论文，

内容可以是创意艺术作品或评论文章。

主要选修科目

学生可自由选择主修课程的选修科目，

科目组别包括「艺术与科学」、「游戏

媒体艺术」、「艺术、社会与文化」、「动

画」、「电影艺术」、「电脑图像、视像

化和虚拟艺术」、「跨媒体艺术实践」、

「摄影与数字影像」、「声音艺术」、「媒

体艺术的理论、历史和哲学」、「整合

与专业实务」等。

学生也可以自由参与实习计划或到海

外交流，在毕业前扩阔人际关系网络。

另外，学院每年都安排世界一流的艺

术家和创意媒体专家到访，或出任驻

校艺术家。学院更提供完善的「学生辅

导计划」，为学生提供学业指导，规划

前程。

自由选修科目及副修课程

学生可按个人兴趣或行业需要，以及

毕业学分的要求，修读自由选修科目

或副修课程。

入学申请

入学资格

申请人需符合本大学学士课程的一般

入学资格。详情请参阅以下网址：   

www.admo.cityu.edu.hk

25岁或以上的申请人

年龄于入学同年的 9 月 1 日或之前届

满 25 岁，且具备攻读课程能力的人

士，可通过此途径申请入学。

申请手续

持有香港中学文凭考试成绩的学生，

可通过「大学联合招生办法」申请入

学。其他人士可通过大学网址 www.

admo.cityu.edu.hk/apply直接申請。

学院可能邀请申请人出席面试及／

或通过其它遴选安排，评估其创意

潜质。学院鼓励申请人利用本院的网

上系统提交原创作品集，以作评估之

用，详情请参阅学院网址。

课程详情

www.cityu.edu.hk/scm/program/  

bacm.htm

学习模式：  全日制
一般课程年期：  四年
课程要求学分：  120
课程主任：  黎肖娴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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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理学士  (新媒体) (BAS)

学位概要

文理学士（新媒体）课程注重建立学生

旁通思维的能力，使之能在日趋一体

化的世界中，了解和汇萃不同专业的

特点。学生把科技用作一种艺术媒介，

逐步发展延伸，以建立起一道跨学科

的桥梁，游走于艺术、科学、技术和

人文科学之间。课程设计鼓励学生发

挥数字内容的原创性和批判思维，并

在各种不同的数字媒体格式中，成功

表达学生个人对社会的愿景。学院提

供艺术与科技的专业训练和尖端设备，

以助学生往后在创意工业、创意教育

和文化管理工作上能挥洒自如。

此课程尤其适合勇于打破艺术与科学

之间的隔阂的学生。

就业前景

毕业生能为电子游戏、动画、电视、

数字媒体广播、电影、摄影、网页设

计、软件开发及当代艺术提供原创内

容。他们亦可投身正在迅速成长的广

告业、会展业等与互动媒体相关的行

业，或健康及科学等日益倚重电脑图

像的行业。另外，毕业生也可在艺术、

科学与文化互相关连的领域中，发挥

举足轻重的作用。

学院基础课程及主修课程  

学生入学后，必须先修读学院的基础

课程，然后再修读主修学科，初步认

识媒体艺术的历史和理论。此外也需

要修读一系列与实践创意相关的科目，

包括摄影、音响、录像、程序编写、

电子和装置艺术，以掌握创意媒体的

基础。

学生也需要修读科学思维基础课程。

这些课程目的在于让创意专业人员吸

取科学知识，科目包括物理学、生物

学、化学、数学概念与方法，课程注

重科学研究／图像化的方法，以及如

何整合艺术、科学与文化。

所有学生都需要完成毕业论文，内容

可以是创意艺术作品或评论文章。

主修课程之选修科目

学生可自由选择主修课程的选修科目，

科目组别包括：「艺术与科学」、「游

戏媒体艺术」、「艺术、社会与文化」、

「动画」、「电影艺术」、「电脑图像、

视像化及虚拟艺术」、「跨媒体艺术实

践」、「声音艺术」、「摄影与数字影像」、

「媒体艺术的理论、历史及哲学」、「整

合與專業实务」等。

学生也可以自由参与实习计划，在毕

业前吸取工作经验。另外，学院每年

均安排世界一流的艺术家和创意媒体

专家到访，或出任驻校艺术家。

学院更提供完善的「学生辅导计划」，

为学生提供学业指导，规划前程。

自由选修科目及副修课程

学生可按个人兴趣或行业需要，以及

毕业学分的要求，修读自由选修科目

或副修课程。

入学申请

入学资格

申请人需符合本大学学士课程的一般

入学资格。详情请参阅以下网址： 

www.admo.cityu.edu.hk

25岁或以上的申请人

年龄于入学同年的 9 月 1 日或之前届

满 25 岁，且具备攻读课程能力的人

士，可通过此途径申请入学。

申请手续

持有香港中学文凭考试成绩的学生，

可通过「大学联合招生办法」申请入学。

其他人士可通过大学网址 www.admo.

cityu.edu.hk/apply直接申请。

学院可能邀请申请人出席面试及／或

通过其它遴选安排，评估其创意潜质。

学院鼓励申请人利用本院的网上系统

提交原创作品集，以表现其对艺术及

科学的兴趣，详情请参阅学院网址。

课程详情

www.cityu.edu.hk/scm/program/  

bas.htm

学习模式：  全日制
一般课程年期：  四年
课程要求学分：  120
课程主任：  Dr Hector RODRIGUE Z（罗海德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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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概要

理学士（创意媒体）课程主力为创意媒

体工业培养专业电脑科技人才。学生

会透过学习录像、声音、摄影、故事

创作、游戏设计、动画、电脑图像、

装置、数字媒体互动制作等科目，在

创作过程的各方面打下坚实的基础。

此学位结合了香港城市大学创意媒体

学院及电脑科学系的核心课程，令毕

业生在媒体领域里，能把技术及艺术

衔接起来。毕业生能在创作电子游戏、

动画及特效、声音、无线及流动媒体、

互联网程式等媒体产品时，融入最新

的电脑及媒体技术。

就业前景

这个学位对有扎实技术根底并对创意

媒体感兴趣的学生最为适合。毕业生

将有能力任职于电脑动画、特效、电

子游戏、互联网媒体及流动媒体等数

字媒体公司，成为媒体创作团队的重

要成员，参与技术和创作层面的工作，

为行业作出贡献。毕业生技术创意兼

备，是未来管理阶层的理想专业人员。

学院基础课程及主修课程

此学位课程结合由电脑科学系和创意

媒体学院开办的主修学科，让学生在

双方面兼具坚实的知识基础。

理学士  (创意媒体) (BScCM)
学习模式：  全日制
一般课程年期：  四年
课程要求学分：  120
课程主任：   创意媒体学院高级特任讲师严振鹏先生
课程副主任：  电脑科学系杨宗桦教授

电脑科学系的课程包括：电脑程序编

写、数据结构、数据系统、软件工程

的原理与实践、电脑图像、人工智能

游戏编写等。这些课程给学生扎实的

电脑科学和程序编写的基础知识，使

他们对媒体行业开发软件的工作能应

付裕如。

创意媒体的课程包括：电脑动画、电

子游戏、装置艺术、互动媒体和实习

计划。课程的目的在于让学生对创作

过程有充份的了解，掌握为数字媒体

项目开发内容的能力。学生将通过课

程和毕业专题习作，掌握所学到的技

术和创作技巧，并组成团队，共同开

发有趣的数字媒体项目。

学院办有「学生辅导计划」，向学生提

供选科的指导。

自由选修科目及副修课程

学生可按个人兴趣或行业需要，以及

毕业学分的要求，在主修课程以外，

修读自由选修科目或副修课程。

学生亦可以自由参与实习计划，在毕业

前吸取工作经验。

其他特色

理学士（创意媒体）课程设有兴趣小组，

欢迎所有学生参与。这个课外专业活

动计划，为有创作热忱的学生提供绝

佳的薰陶机会；学院导师会从旁指导，

但兴趣小组全由学生自行运作。电脑

科学系的实验室也备有大量软硬件和

设备供学生使用。

入学申请

入学资格

申请人需符合本大学学士课程的一般

入学资格。详情请参阅以下网址： 

www.admo.cityu.edu.hk

25岁或以上的申请人

年龄于入学同年的 9 月 1 日或之前届

满 25 岁，且具备攻读课程能力的人

士，可通过此途径申请入学。

申请手续

持有香港中学文凭考试成绩的学生，

可通过「大学联合招生办法」申请入学。

其他人士可通过大学网址 www.admo.

cityu.edu.hk/apply直接申请。

学院可能邀请申请人出席面试及／或

通过其他遴选安排，评估其创意潜质。

学院鼓励申请人利用本院的网上系统

提交原创作品集，以作评估之用，详

情请参阅学院网址。

课程详情

www.cityu.edu.hk/scm/program/  

bsccm.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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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地联办之学士学位课程 :

香港城巿大学颁授－ 
文学士  (创意媒体) (BACM)  /
文理学士 (新媒体) (BAS) 及

德国吕讷堡大学颁授－ 
文学士  (数码媒体) (BA in DIGITAL MEDIA)

联合学位概要

本学院与德国伦法那吕讷堡大学

（Leuphana University of Lüneburg）

合办的联合学位课程以创意工业及数

码媒体理论为重点，可供文学士（创意

媒体）及文理学士（新媒体）课程的学

生入读。学生将在创意媒体学院的文

学士（创意媒体）或文理学士（新媒体）

课程，以及吕讷堡大学的文学士（数码

媒体）课程，分别就读四个学期，在完

成两方课程毕业要求各五成后，便可

获两个学位，分别由香港城市大学及

德国吕讷堡大学颁授。这个课程以英

语为教学语言：吕讷堡大学为此课程

而设的所有学科，以及多个副修学科

都会以英语授课。

就业前景

在就业前景方面，文学士（创意媒体）

及文理学士（新媒体）毕业生在其主修

领域之外，更兼备对亚洲及欧洲创意

及数码媒体的跨文化认识，对德国以

至欧盟的创意工业环境的了解会尤其

深入。此外，在德国生活和学习期间，

学生可通过参与实习及新媒体艺术节

等机会扩阔人际网络。在当地就学期

间，学生毎年可在其专业领域中工作

最多 90天或 180个半天，并可申请于

毕业后在当地工作一年。学生也可在

吕讷堡大学选读德语等副修科目，并

在日常生活中练习德语。这种种因素

结合起来，会为毕业生创造非常独特

的条件，令他们在创意媒体国际领域

中的前景尤其明朗。

在德国吕讷堡生活与学习

吕 讷 堡 大 学 位 于 德 国 吕 讷 堡 市

（Lüneburg），通过当地铁路网络往来

德国第二大城市汉堡约需 25分钟，乘

坐火车往来柏林则需约两小时。充满

中世纪特色、环境宜人的吕讷堡市内

有不少文化遗产，并有丰富的文化生

活和学生活动，而且治安良好，交通

便利，物价相宜。吕讷堡大学会为学

生安排校内或校外住宿，或安排他们

到接待家庭寄宿。入读本课程的学生

需缴交香港城市大学的学费，以及自

行负责机票及当地生活费，除此之外，

并不需要缴付额外费用。

课程安排

学生将先于创意媒体学院修读三个学

期，以完成学院基础课程、大学语文

课程及主修学科的要求，在第二个学

年的下学期便赴德国，按吕讷堡大学

数码媒体课程的规定就读四个学期，

其后便返回创意媒体学院完成最后一

个学期。

申请报读

本联合学位课程每年取录十人，申请

期与学生选读主修课程的时间相若。

学院待申请人获相关主修课程录取后，

才处理其联合学位课程的申请。

其他详情

有关课程详情、报读要求、筛选准则、

常见问题等资料，请参阅以下网址： 

www.cityu.edu.hk/scm/program/

scm-lu.htm

学习模式：   全日制
一般课程年期：   四年（于香港城市大学及德国吕讷堡大学各就读两年）
课程要求学分：   120
统筹：  Dr Ol l i  Tap io LEINO（连蔼理博士）



2 0 1 5年 9月版12 13

学位概要

本学院开办的艺术硕士（创意媒体）课

程是香港首个结合艺术、文化和科技

为一体的课程，也是获得全球认可的

创意艺术最高学位课程，为学生提供

动画、视听媒体与文化、电脑图像、

电影和录像制作、互动媒体和新媒体

艺术的专业密集训练。创意媒体学院

把尖端的课程、环球的视野熔冶一炉，

打造成区域间和国际间创作交流的枢

纽，以及专业人员合作的实验室。

学生来自世界各地，包括中国、加拿

大、法国、德国、印度、意大利、纽

西兰、菲律宾、葡萄牙、美国等。学

院本着对多元艺术文化交流的坚持，

鼓励非本地学生申请就读。

课程目的

• 提升学生的艺术水准和学术能力，

为媒体及创意工业界培育艺术和领

袖人才

• 课程目标以批判和跨学科的角度审

视与当代艺术制作及创意工业界有

关的议题

• 提供不同有关艺术及科技发展的知

识，并强调创作和实践的训练

• 为本地和海外创意工业培育具原创

精神、严守最高专业道德的毕业

生，培训他们成为勇于承担重任的

未来业界领袖

课程结构  

本全日制课程为期两年，内容设计紧

凑，以专题研究的项目为学习重心。

课程的毕业最低要求为 54学分，当中

必修科目占 24学分，而选修科目则占

30 学分，必修科目有 21 学分以专题

研究工作室的形式进行。学院把「数

码视听文化」(SM5303) 定为首个学

期的必修课，旨在为学生打下美学、

文化和理论各项原则的语境基础。

选修课程分为三大范畴─实践、语

境及基准。学生须于每个范畴修毕最

低要求的学分。

课程详情

www.cityu.edu.hk/scm/program/

mfacm.htm

如有其他问题，请联络课程主任叶旭

耀先生 (电话：(852) 3442 2762；电邮： 

smyuk@cityu.edu.hk ) 。

入学申请

入学资格

申请人必须符合香港城市大学修课式

硕士课程的一般入学条件，以获得入

学资格：

具备学士学位或同等学历，兼具媒体

行业工作经验者优先考虑。

申请人若未能符合上述指定资格，但

能提供同等资历及艺术成就的证明，

亦可获考虑。所有申请人必须证明其

具备就读此课程之能力。

申请人必须具备基本电脑知识；对摄

影及录像创作有经验者更佳。

申请人或须通过面试，以评估其创作

潜质。

英语水平要求

若申请人的入学资历由非英语授课之

院校颁发，则必须符合以下其中一项

英语水平的最低要求：

• 托福 (TOEFL) 纸考 550 分，或机

考 213分，或网考 79分；

• 雅思 (IELTS)总分 6.5分；

• 中国国家新制大学英语六级考试

500分，或旧制之合格水平，或其

他同等资格

申请手续

有关课程的资料及申请程序，可在以

下网站下载：   

www.sgs.cityu.edu.hk/prospective/ 

TPg

提交原创作品

申请人必须通过本院的网上系统提交

以下其中最少一项予创意媒体学院：

• 艺术及／或学术作品

• 自荐信

原创作品可包括摄影、绘画、雕塑、

音乐作品或演出、影片、录像、软件、

多媒体制作、学术或创意写作，或任

何其他具想像力的作品。

有关申请人提交原创作品予学院评估

之详情，请参阅学院网址。

艺术硕士 (创意媒体 ) (MFACM)
学习模式：  全日制
一般课程年期：  两年
课程要求学分：  54
课程主任：  叶旭耀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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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结构

学生须修读满 30学分，包括：

• 必修科目共 15 学分（课程必修科

目 3学分 + 主修范畴必修科目 12

学分）

• 选修科目共 15学分

必修科目着重探讨媒体研究的关键课

题及研究方法，并根据各主修范畴教

授必备的专业知识，而选修科目则允

许学生按个人兴趣探索不同范畴。

选修科目按三个主修范畴分类，学生

可选择四或五门选修科目（共 15 学

分），其中最少两门须属其主修范畴。

三个主修范畴在实践和研究上有诸多

关连，学生在主修范畴之外，也可选

读其他范畴的科目，与其他范畴的同

学合作、交流。

课程详情

www.cityu.edu.hk/scm/program/

macm.htm

如有其他问题，请联络课程主任

D r  S t e v e  F O R E（傅 思 俭 博 士）

（电 话：(852) 3442 8156； 电 邮：

smfore@cityu.edu.hk）或各主修范畴

的统筹主任：

艺术与媒体策展－郑波博士  

电话：(852) 3442 2315；  

电邮：bozheng@cityu.edu.hk

媒体文化－Dr Damien CHARRIERAS

电话：(852) 3442 4713；  

电邮：dcharrie@cityu.edu.hk

游戏媒体与研究－ Dr Olli Tapio 

LEINO （连蔼理博士）

电话：(852) 3442 4711；   

电邮：otleino@cityu.edu.hk

主修范畴

「艺术与媒体策展」(Curating Art 

and Media) 范畴旨在为艺术及媒体

策展领域培养兼备创意、思考及技术

能力的未来领袖。这个范畴关注数字

媒体对艺术各方面的冲击，引导学生

将新技术运用于策划、展示及沟通等

诸多领域。学生将了解当代艺术与媒

体生态的主要议题，并将在研究、策

展、收藏、呈现等各方面获得扎实的

训练，以便日后在工作或研读进阶学

位上取得成功。

「媒体文化」(Media Cultures) 范畴

与艺术硕士（创意媒体）课程 (MFACM)

相辅相成。这个主修范畴以媒体历史、

理论及评论为重点，针对这些方面作

批判思辨，课程设计与学院的整体使

命一致，除了着重数字媒体，也涵盖

传统媒体（例如电影）。此范畴针对媒

体领域的专业人士及毕业生，为他们

提供高等培训，也适合其他需要倚重

媒体的从业者修读，以应对多个行业

对媒体专才与日俱增的需求。

「游戏媒体与研究」(Playable Media 

and Game Studies) 范畴的重点是

从批判的角度探索电脑游戏及游戏媒

体，目的在于使学生在这些行业能胜

任创作、概念构思和评估分析的工作。

学生将从艺术、媒体及社会文化现象

等多方面深入了解电脑游戏和游戏媒

体的特性。课程鼓励学生超越公式化、

娱乐化的游戏模式，更着重探讨电脑

游戏的创新用途，并涉猎电脑游戏的

设计及历史。这个主修范畴会为有意

在电脑游戏方面进修艺术硕士、哲学

硕士和博士的学生奠定扎实的基础。

入学申请

入学资格

本课程所有入学申请将按主修范畴分

类处理，申请人在报读时必须选定主

修范畴。

申请人需符合香港城市大学修课式硕

士课程的一般入学要求，即为具认可

的学士学位，或同等的资历。应届毕

业生或在职人士，不论是在媒体、艺

术、游戏行业或其他相关行业者，均

可申请报读。如申请人不符合以上资

格，却具备同等凭证者，学院亦会考

虑。所有申请人必须证明其有报读此

课程之能  力。

申请人必需具备基本电脑知识。学生

在取录后可能需要在本课程以外报读

精修科目或提交额外习作，以弥补其

某些方面知识或技能的不足。

有意报读「游戏媒体与研究」作主修范

畴的申请人，如教育背景与艺术、设

计、美学、创意媒体理论与分析、新媒

体或媒体文化有关，会获优先考虑。

英语水平要求

若申请人的入学资历由非英语授课之

院校颁发，则必须符合下列其中一项

英语水平的最低要求：

• 托福 (TOEFL) 纸考 550 分，或机

考 213分，或网考 79分；

• 雅思 (IELTS)总分 6.5分；

• 中国国家新制大学英语六级考试

500分，或旧制之合格水平，或其

他同等资格

 

申请手续

有关课程的资料及申请程序，可在以

下网站下载：www.sgs.cityu.edu.hk/

prospective/TPg

学位概要

本学院开办多年的媒体文化文学硕士

课程已于 2015/16 年度拓展为文学硕

士（创意媒体）课程。此新课程的设计

以跨学科为导向，以配合学院的使命，

探讨当代媒体表达中各种艺术、专业

和社会面向。课程设有三个主修范畴：

艺术与媒体策展、媒体文化，以及游

戏媒体与研究。申请人需于报读时选

定其中一个主修范畴。此课程结构涵

盖范围广泛灵活，更能满足不同学生

的研究兴趣。

学习模式：  全日制或兼读制
一般课程年期：  一年（全日制）或两年（兼读制）
课程要求学分：  30
课程主任：   Dr Steve FOR E（傅思俭博士）
主修范畴统筹主任：  郑波博士-  艺术与媒体策展
 Dr Damien CHAR RIER AS - 媒体文化
 Dr Ol l i  Tap io LEINO（连蔼理博士）-  游戏媒体与研究

文学硕士 (创意媒体 ) (MAC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