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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香港城市大學的創意媒體學院，是亞洲區內一個結合了藝術與科

技，注重探索與創新的國際樞紐。

來自世界各地的學生，會在學院中獲得數碼媒體科技提供的無限機

遇，在藝術、思維及技術上發展，以期在畢業後成為 21 世紀的創
意領袖。

學院內名師雲集。各學科的領軍，都是已在國際上獨領風騷的著

名教授。課程也鼓勵學生把實踐的創意與理論框架互相結合，好

讓他們能在今日科技瞬息萬變的社會中成為敏銳兼具批判能力的

創新者。

學院所在的大樓由著名建築師 Daniel Libeskind 設計，外觀靈動
飛揚，並配置最先進的設施及尖端的研究設備。

對有志在創作方面取經學藝的年青人，這裏是最好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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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模式：   全日制  
一般課程年期：   四年
課程要求學分：   120
課程主任：   黎肖嫻博士

文學士 (創意媒體) (BA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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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位概要

數碼科技於藝術、創作及文化工作中

的應用與日俱增，文學士（創意媒體）

課程正是為此而設。創意媒體學院立

意把藝術、科技與現今社會需求共冶

一爐，教育學生把科技素養及文化認

知融會貫通，有概念、有層次地發揮

創意。學院提供藝術及科技的專業訓

練及尖端設備，以助學生日後在創意

工業、創意教育及文化管理工作上，

揮灑自如。

就業前景

畢業生能勝任媒體業界內多種不同職

級的工作。最新修訂的課程充份考慮

到投身社會的媒體專才須面對的實際

工作環境，讓畢業生建立人際網絡，

應用多媒體專業知識，發揮跨媒介創

意思維，從而成功投身藝術及文化行

業。新課程亦協助學生發展第二專業，

擴展就業機會，專業範疇包括動畫、

電影、電視、影像製作、廣告、媒體

藝術、互聯網及多媒體設計、藝術寫

作、藝術／媒體教育、藝術／文化管

理及展覽設計等。

學院基礎課程及主修課程  

學生入學後，必須先修讀學院基礎課

程，繼而修讀文學士（創意媒體）特設

的主修學科，包括：「創意媒體工作

室 II」（電影藝術、音響及影像後期製

作）、「創意媒體工作室 III」（電子藝

術及互動物理運算藝術）、「批判理論

及社會參與式藝術」，以及「時基媒體

的敘事策略與美學」。這些學科有別於

創意媒體學院其餘兩個學士課程。

學生也需完成專題研究的畢業論文，

內容可以是創意藝術作品或評論文章。

主修課程之選修科目

學生可自由選擇主修課程之選修科目，

科目組別包括「藝術與科學」、「遊戲

媒體藝術」、「藝術、社會與文化」、「動

畫」、「電影藝術」、「電腦圖像、視像

化及虛擬藝術」、「跨媒體藝術實踐」、

「攝影與數碼影像」、「聲音藝術」、「媒

體藝術的理論、歷史及哲學 」、「整合

與專業實務」等。

學生亦可自由參與實習計劃或到海外

交流，在畢業前擴闊人際網絡。另外，

學院每年均安排世界一流的藝術家及

創意媒體專家到訪或出任駐校藝術家。

學院更提供完善的「學生輔導計劃」，

為學生提供學業指導，規劃前程。

自由選修科目及副修課程

學生可按個人興趣或行業需要，以及

畢業學分的要求，修讀自由選修科目

或副修課程。

入學申請

入學資格

申請人需符合本大學學士課程的一般

入學資格。詳情請參閱以下網址：

www.admo.cityu.edu.hk

25歲或以上的申請人

年齡於入學同年的 9 月 1 日或之前屆

滿 25 歲，且具備攻讀課程能力的人

士，可通過此途徑申請入學。

申請手續

持有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成績的學生，

可通過「大學聯合招生辦法」申請入

學。其他人士可通過大學網址 www.

admo.cityu.edu.hk/apply直接申請。

學院可能邀請申請人出席面試及／或

通過其他遴選安排，評估其創意潛質。

學院鼓勵申請人利用本院的網上系統

提交原創作品集，以作評估之用，詳

情請參閱學院網址。

課程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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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m.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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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模式：   全日制

一般課程年期：   四年
課程要求學分：   120
課程主任：   Dr Hector RODRIGUE Z（羅海德博士）

文理學士 (新媒體 ) (B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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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位概要

文理學士（新媒體）課程著重於建立學

生旁通思維的能力，使其能在日趨一體

的世界中，瞭解及滙萃不同專業的特

點。學生把科技用作一種藝術媒介，逐

步發展延伸，用以建立起一條跨學科的

橋樑，遊走於藝術、科學、技術及人文

學科之間。課程設計鼓勵學生發揮數

碼內容中的原創性及批判思維，並在各

種不同的數碼媒體格式中成功表達學

生個人對社會的願景。學院提供藝術

及科技的專業訓練及尖端設備，以助學

生日後在創意工業、創意教育及文化管

理工作上，揮灑自如。

此課程尤其適合勇於打破藝術與科學

之間的隔閡的學生。

就業前景

畢業生能為電子遊戲、動畫、電視、數

碼媒體廣播、電影、攝影、網頁設計、

軟件開發及當代藝術提供原創內容。

他們亦可投身正在迅速成長的廣告業、

會展業等與互動媒體相關的行業，或

健康及科學等日益倚重電腦圖像的行

業。另外，畢業生也可在藝術、科學與

文化互相關連的領域中，發揮舉足輕

重的作用。

學院基礎課程及主修課程  

學生入學後，必須先修讀學院基礎課

程，繼而修讀主修學科，初步認識媒體

藝術的歷史和理論。此外亦需修讀一系

列與實踐創意相關的科目，包括攝影、

音響、錄像、程式編寫、電子及裝置藝

術，以掌握創意媒體的基礎。

學生亦需修讀科學思維基礎課程。這

些課程旨在讓創意專才吸取科學知識，

科目包括物理學、生物學、化學、數學

概念與方法，課程著重科學研究／圖像

化的方法，以及如何融合藝術、科學與

文化。

所有學生均需完成畢業論文，內容可以

是創意藝術作品或評論文章。

主修課程之選修科目

學生可自由選擇主修課程的選修科目，

科目組別包括：「藝術與科學」、「遊

戲媒體藝術」、「藝術、社會與文化」、

「動畫」、「電影藝術」、「電腦圖像、

視像化及虛擬藝術」、「跨媒體藝術實

踐」、「聲音藝術」、「攝影與數碼影像」、

「媒體藝術的理論、歷史及哲學」、「整

合與專業實務」 等。

學生亦可以自由參與實習計劃，在畢

業前吸取工作經驗。另外，學院每年

均安排世界一流的藝術家及創意媒體

專家到訪，或出任駐校藝術家。

學院更提供完善的「學生輔導計劃」，

為學生提供學業指導，規劃前程。

自由選修科目及副修課程

學生可按個人興趣或行業需要，以及

畢業學分的要求，修讀自由選修科目

或副修課程。

入學申請

入學資格

申請人需符合本大學學士課程的一般

入學資格。詳情請參閱以下網址：

www.admo.cityu.edu.hk

25歲或以上的申請人

年齡於入學同年的 9 月 1 日或之前屆

滿 25 歲，且具備攻讀課程能力的人

士，可通過此途徑申請入學。

申請手續

持有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成績的學生，

可通過「大學聯合招生辦法」申請入學。

其他人士可通過大學網址 www.admo.

cityu.edu.hk/apply直接申請。

學院可能邀請申請人出席面試及／或

通過其他遴選安排，評估其創意潛質。

學院鼓勵申請人利用本院的網上系統

提交原創作品集，以表現其對藝術及

科學的興趣，詳情請參閱學院網址。

課程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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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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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模式：  全日制

一般課程年期：   四年
課程要求學分：   120
課程主任﹕   創意媒體學院高級特任講師嚴振鵬先生

課程副主任﹕   電腦科學系楊宗樺教授

理學士 (創意媒體 ) (BSc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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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位概要

理學士（創意媒體）課程主力為創意媒

體工業培養專業電腦科技人才。學生

會透過學習錄像、聲音、攝影、故事

創作、遊戲設計、動畫、電腦圖像、

裝置、數碼媒體互動製作等科目，在

創作過程的各方面打下堅實的基礎。

此學位結合了香港城市大學創意媒體

學院及電腦科學系的核心課程，令畢

業生在媒體領域裏，能把技術及藝術

銜接起來。畢業生能在創作電子遊戲、

動畫及特效、聲音、無線及流動媒體、

互聯網程式等媒體產品時，融入最新

的電腦及媒體技術。

就業前景

此學位對有紮實技術根底，並對創意

媒體有興趣的學生最為理想。畢業生 

將有能力 就業於電腦動畫、特效、電

子遊戲、互聯網媒體及流動媒體等數

碼媒體公司，成為媒體創作團隊的重

要成員，參與技術及創作層面的工

作，為行業作出貢獻。畢業生技術及

創意兼備，是未來管理階層的理想專

業人才。

學院基礎課程及主修課程  

此學位課程結合由電腦科學系及創意

媒體學院開辦的主修學科，讓學生在

兩方面兼具堅實的知識基礎。

電腦科學系的課程包括：電腦程式編

寫、 數據結構、數據系統、軟件工程的

原理與實踐、電腦圖像及人工智能遊

戲編寫等。此等課程給予學生紮實的

電腦科學及程式編寫的基礎知識，使

他們對媒體行業開發軟件，應付裕如。

創意媒體的課程包括：電腦動畫、電

子遊戲、裝置藝術、互動媒體及業內

實習計劃。課程的目的在於讓學生對

創作過程充份了解，掌握為數碼媒體

項目開發內容的能力。學生將通過課

程及畢業專題習作，掌握學到的技術

及創作技巧，並組成團隊，共同開發

有趣的數碼媒體項目。學院設有「學生

輔導計劃」，向學生提供選科的指導。

自由選修科目及副修課程

學生可以按個人興趣或行業需要，以

及畢業學分的要求，在主修課程以外，

修讀自由選修科目或副修課程。

學生亦可以自由參與實習計劃，在畢

業前吸取工作經驗。

其他特色

理學士（創意媒體）課程設有興趣小

組，歡迎所有學生參與。這個課外專

業活動計劃為有創作熱忱的學生提供

絕佳的薰陶機會；學院導師會從旁指

導，但興趣小組全由學生自行運作。

電腦科學系的實驗室亦備有大量軟硬

件及設備供學生使用。

入學申請

入學資格

申請人需符合本大學學士課程的一般

入學資格。詳情請參閱以下網址： 

www.admo.cityu.edu.hk

25歲或以上的申請人

年齡於入學同年的 9 月 1 日或之前屆

滿 25 歲，且具備攻讀課程能力的人

士，可通過此途徑申請入學。

申請手續

持有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成績的學生，

可通過「大學聯合招生辦法」申請入

學。其他人士可通過大學網址 www.

admo.cityu.edu.hk/apply直接申請。

學院可能邀請申請人出席面試及／

或通過其他遴選安排，評估其創意

潛質。學院鼓勵申請人利用本院的網

上系統提交原創作品集，以作評估之

用，詳情請參閱學院網址。

課程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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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sccm.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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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模式：   全日制

一般課程年期：   四年（於香港城市大學及德國呂訥堡大學各就讀兩年）
課程要求學分：   120
統籌：   Dr Ol l i  Tap io LEINO（連藹理博士）

兩地聯辦之學士學位課程 :

香港城巿大學頒授－
文學士 (創意媒體 ) (BACM) /
文理學士 (新媒體 ) (BAS) 及

德國呂訥堡大學頒授－
文學士 (數碼媒體 ) (BA in DIGITAL 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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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學位概要

本學院與德國倫法那呂訥堡大學

（Leuphana University of Lüneburg）

合辦的聯合學位課程以創意工業及數

碼媒體理論為重點，可供文學士（創意

媒體）及文理學士（新媒體）課程的學

生入讀。學生將在創意媒體學院的文

學士（創意媒體）或文理學士（新媒體）

課程，以及呂訥堡大學的文學士（數碼

媒體）課程，分別就讀四個學期，在完

成兩方課程畢業要求各五成後，便可

獲兩個學位，分別由香港城市大學及

德國呂訥堡大學頒授。這個課程以英

語為教學語言：呂訥堡大學為此課程

而設的所有學科，以及多個副修學科

都會以英語授課。

就業前景

在就業前景方面，文學士（創意媒體）

及文理學士（新媒體）畢業生在其主修

領域之外，更兼備對亞洲及歐洲創意

及數碼媒體的跨文化認識，對德國以

至歐盟的創意工業環境的了解會尤其

深入。此外，在德國生活和學習期間，

學生可通過參與實習及新媒體藝術節

等機會擴闊人際網絡。在當地就學期

間，學生每年可在其專業領域中工作

最多 90天或 180個半天，並可申請於

畢業後在當地工作一年。學生也可在

呂訥堡大學選讀德語等副修科目，並

在日常生活中練習德語。這種種因素

結合起來，會為畢業生創造非常獨特

的條件，令他們在創意媒體國際領域

中的前景尤其明朗。

在德國呂訥堡生活與學習

呂 訥 堡 大 學 位 於 德 國 呂 訥 堡 市

（Lüneburg），通過當地鐵路網絡往

來德國第二大城市漢堡約需 25分鐘，

乘坐火車往來柏林則需約兩小時。充

滿中世紀特色、環境宜人的呂訥堡市

內有不少文化遺產，並有豐富的文化

生活和學生活動，而且治安良好，交

通便利，物價相宜。呂訥堡大學會為

學生安排校內或校外住宿，或安排他

們到接待家庭寄宿。入讀本課程的學

生需繳交香港城市大學的學費，以及

自行負責機票及當地生活費，除此之

外，並不需要繳付額外費用。

課程安排

學生將先於創意媒體學院修讀三個學

期，以完成學院基礎課程、大學語文

課程及主修學科的要求，在第二個學

年的下學期便赴德國，按呂訥堡大學

數碼媒體課程的規定就讀四個學期，

其後便返回創意媒體學院完成最後一

個學期。

申請報讀

本聯合學位課程每年取錄十人，申請

期與學生選讀主修課程的時間相若。

學院待申請人獲相關主修課程錄取後，

才處理其聯合學位課程的申請。

其他詳情

有關課程詳情、報讀要求、篩選準則、

常見問題等資料，請參閱以下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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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m-lu.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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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模式：   全日制

一般課程年期：   兩年
課程要求學分：   54
課程主任：   葉旭耀先生

藝術碩士 (創意媒體 ) (MFA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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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位概要

本學院開辦的藝術碩士（創意媒體）課

程是香港首個融合藝術、文化及科技

為一體的課程，亦是獲全球認可的創

意藝術最高學位課程，為學生提供動

畫、視聽媒體與文化、電腦圖像、電

影及錄像製作、互動媒體及新媒體藝

術的專業密集訓練。創意媒體學院把

尖端的課程、環球的視野熔冶一爐，

打造成區域間及國際間創作交流的樞

紐，以及專才合作的實驗室。

學生來自世界各地，包括中國、加拿

大、法國、德國、意大利、紐西蘭、

菲律賓、葡萄牙、美國等。學院本著

對多元藝術文化交流的堅持，鼓勵非

本地學生申請就讀。

課程目的

• 提升學生的藝術水準和學術能力，

為媒體及創意工業界培育藝術和領

袖人才

• 課程目標以批判和跨學科的角度審

視與當代藝術製作及創意工業界有

關的議題

• 提供不同有關藝術及科技發展的知

識，並強調創作和實踐的訓練

• 為本地及海外創意工業培育具原創

精神、嚴守最高專業道德的畢業

生，使之成為勇於承擔重任的未來

業界領袖

課程結構  

本全日制課程為期兩年，內容設計緊

湊，以專題研究的項目為學習重心。

課程的畢業最低要求為 54學分，當中

必修科目佔 24學分，而選修科目則佔

30 學分，必修科目有 21 學分以專題

研究工作室的形式進行。學院把「數

碼視聽文化」(SM5303) 定為首個學

期的必修課，旨在為學生打下美學、

文化和理論各項原則的語境基礎。

選修課程分為三大範疇─實踐、語

境及基準。學生須於每個範疇修畢最

低要求的學分。

課程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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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facm.htm

如有其他問題，請聯絡課程主任葉旭

耀先生 (電話：(852) 3442 2762；電

郵：smyuk@cityu.edu.hk ) 。

入學申請

入學資格

申請人必須符合香港城市大學修課式

碩士課程的一般入學條件，以獲得入

學資格：

具備學士學位或同等學歷，兼具媒體

行業工作經驗者優先考慮。

申請人若未能符合上述指定資格，但

能提供同等資歷及藝術成就的證明，

亦可獲考慮。所有申請人必須證明其

具備就讀此課程之能力。

申請人必須具備基本電腦知識；對攝

影及錄像創作有經驗者更佳。

申請人或須通過面試，以評估其創作

潛質。

英語水平要求

若申請人的入學資歷由非英語授課之

院校頒發，則必須符合以下其中一項

英語水平的最低要求：

• TOEFL 筆 試 550 分， 或 電 腦 試

213分，或網上試 79分；

• IELTS總分 6.5分；

• 中國國家新制大學英語六級考試

500分，或舊制之合格水平，或其

他同等資格

申請手續

有關課程的資料及申請程序，可在以

下網站下載：www.sgs.cityu.edu.hk/

prospective/TPg

提交原創作品

申請人必須通過本院的網上系統提交

以下其中最少一項予創意媒體學院：

• 藝術及／或學術作品

• 自薦信

原創作品可包括攝影、繪畫、雕塑、

音樂作品或演出、影片、錄像、軟件、

多媒體製作、學術或創意寫作，或任

何其他具想像力的作品。

有關申請人提交原創作品予學院評估

之詳情，請參閱學院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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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模式：  全日制或兼讀制

一般課程年期：  一年（全日制）或兩年（兼讀制）

課程要求學分：  30
課程主任：  Dr Steve FORE（傅思儉博士）
主修範疇統籌主任：  鄭波博士  -  藝術與媒體策展   
 Dr Damien CHAR RIER AS - 媒體文化
 Dr Ol l i  Tap io LEINO （連藹理博士）-  遊戲媒體與研究

文學碩士 (創意媒體) (MACM)

學位概要

本學院開辦多年的媒體文化文學碩士

課程已於 2015/16 年度拓展為文學碩

士（創意媒體）課程。此新課程的設計

以跨學科為導向，以配合學院的使命，

探討當代媒體表達中各種藝術、專業

和社會面向。課程設有三個主修範疇：

藝術與媒體策展、媒體文化，以及遊

戲媒體與研究。申請人需於報讀時選

定其中一個主修範疇。此課程結構涵

蓋範圍廣泛靈活，更能滿足不同學生

的研究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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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結構  

學生須修讀滿 30學分，包括：

• 必修科目共 15 學分（課程必修科

目 3 學分 + 主修範疇必修科目 12

學分）

• 選修科目共 15學分

必修科目旨在探討媒體研究的關鍵課

題及研究方法，並根據各主修範疇教

授必備的專業知識，而選修科目則允

許學生按個人興趣探索不同範疇。

選修科目按三個主修範疇分類，學生

可選擇四或五門選修科目（共 15 學

分），其中最少兩門須屬其主修範疇。

三個主修範疇在實踐和研究上有諸多

關連，學生在主修範疇之外，也可選

讀其他範疇的科目，與其他範疇的同

學合作、交流。

課程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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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cm.htm

如有其他問題，請聯絡課程主任

D r  S t e v e  F O R E  ( 傅 思 儉 博 士 )  

( 電話：( 8 5 2 )  3 4 4 2  8 1 5 6；電郵：

s m f o r e @ c i t y u . e d u . h k ) 或 各 主

修範疇的統籌主任：

藝術與媒體策展－鄭波博士 

電話：(852) 3442 2315；

電郵：bozheng@cityu.edu.hk

媒體文化－ Dr Damien CHARRIERAS 

電話：(852) 3442 4713；

電郵：dcharrie@cityu.edu.hk

遊戲媒體與研究－ Dr Olli Tapio 

LEINO（連藹理博士）

電話：(852) 3442 4711；

電郵：otleino@cityu.edu.hk

主修範疇

「藝 術 與 媒 體 策 展」(Curating Art 

and Media)範疇旨在為藝術及媒體策

展領域培養兼備創意、思考及技術能

力的未來領袖。這個範疇關注數碼媒

體對藝術各方面的衝擊，引導學生將

新技術運用於策劃、展示及溝通等諸

多領域。學生將了解當代藝術與媒體

生態的主要議題，並將在研究、策展、

收藏、呈現等各方面獲得紮實的訓練，

以便日後在工作或研讀進階學位上取

得成功。

「媒體文化」(Media Cultures)範疇與

藝術碩士（創意媒體）課程 (MFACM)

相輔相成。這個主修範疇以媒體歷史、

理論及評論為重點，針對這些方面作

批判思辨，課程設計與學院的整體使

命一致，除了著重數碼媒體，也涵蓋

傳統媒體（例如電影）。此範疇針對媒

體領域的專業人士及畢業生，為他們

提供高等培訓，也適合其他需要倚重

媒體的從業者修讀，以應對多個行業

對媒體專才與日俱增的需求。

「遊戲媒體與研究」(Playable Media 

and Game Studies)範疇的重點是從

批判的角度探索電腦遊戲及遊戲媒體，

旨在令學生在這些行業能勝任創作、

概念構思和評估分析的工作。學生將

從藝術、媒體及社會文化現象等多方

面深入了解電腦遊戲和遊戲媒體的特

性。課程鼓勵學生超越公式化、娛樂

化的遊戲模式，更著重探討電腦遊戲

的創新用途，並涉獵電腦遊戲的設計

及歷史。這個主修範疇會為有意在電

腦遊戲方面進修藝術碩士、哲學碩士

和博士的學生奠定紮實的基礎。

入學申請  

入學資格

本課程所有入學申請將按主修範疇分

類處理，申請人在報讀時必須選定主

修範疇。

申請人需符合香港城市大學修課式碩

士課程的一般入學要求，即為具認可

的學士學位，或同等的資歷。應屆畢

業生或在職人士，不論是在媒體、藝

術、遊戲行業或其他相關行業者，均

可申請報讀。如申請人不符合以上資

格，卻具備同等憑證者，學院亦會考

慮。所有申請人必須證明其有報讀此

課程之能力。

申請人必需具備基本電腦知識。學生

在取錄後可能需要在本課程以外報讀

精修科目或提交額外習作，以彌補其

某些方面知識或技能的不足。

有意報讀「遊戲媒體與研究」作主修範

疇的申請人，如教育背景與藝術、設

計、美學、創意媒體理論與分析、新

媒體或媒體文化有關，會獲優先考慮。

英語水平要求

若申請人的入學資歷由非英語授課之

院校頒發，則必須符合下列其中一項 

英語水平的最低要求：

• TOEFL 筆 試 550 分， 或 電 腦 試

213分，或網上試 79分；

• IELTS總分 6.5分；

• 中國國家新制大學英語六級考試

500分，或舊制之合格水平，或其

他同等資格

申請手續

有關課程的資料及申請程序，可在以

下網站下載：www.sgs.cityu.edu.hk/

prospective/T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