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o-terminal Double Degree Programme (5-Year Full-time) 

Bachelor of Arts (Honours) in Creative Arts and Culture and 

Bachelor of Education (Honours) (Visual Arts)

Department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Arts

文化與創意藝術學系

同期結業雙學位課程(五年全日制)

創意藝術與文化榮譽文學士及視覺藝術教育榮譽學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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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系架構



中小學教師全面學位化

教育局公布「教師職位全面
學位化」政策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903/26/

P2019032500782.htm#:~:text=%E6%95%99%E8%82%

B2%E5%B1%80%E5%9C%A8%E4%BA%8C%E2%97%8B,%E

9%96%8B%E6%94%AF%E7%B4%8415%E5%84%84%E5%8

5%83%E3%80%82

公營中小學教師位
全面學位化
 https://goo.gl/Duw3m2

官立、資助學校教師薪級表
(2018年4月1日生效)
 https://www2.hkptu.org/rights/payscale/scale/sc

ale2018-04a.pdf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903/26/P2019032500782.htm#:~:text=%E6%95%99%E8%82%B2%E5%B1%80%E5%9C%A8%E4%BA%8C%E2%97%8B,%E9%96%8B%E6%94%AF%E7%B4%8415%E5%84%84%E5%85%83%E3%80%82
https://goo.gl/Duw3m2
https://www2.hkptu.org/rights/payscale/scale/scale2018-04a.pdf


本課程的目標是為培育具備以下專業素質的
專業視覺藝術教師和社區藝術家：

 全面的視覺藝術技巧、相關學科能力及教
學經驗

 追求卓越，並樂於終身學習

 擅於與學生、家長、教學同工、學校行政
人員及其他專業人士協作，促進視覺藝術
和相關藝術教育的發展

 能掌握多種藝術形式，並對本地、地區和
國際的文化藝術創意工業和藝術教育的宣
傳和發展作出貢獻

課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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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探究為本，讓學員從「創作」、「藝術與文化理論」、
「文化管理」及「課程及教學法」等範疇學習和反思

 對有關學科知識和技能進行實踐、探究和對話

 鼓勵學員透過各種聯課活動學習，如參加海外沉浸、表
演丶藝術展覽等

課程簡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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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結構 (2020/21)
範疇 學分

教育主修 (視覺藝術研習)
Education Major (Visual Arts Studies)

75

學科主修 (創意藝術及文化研習)
Discipline Major (Creative Arts and 
Culture Studies)

主修跨學科課程
Major Interdisciplinary Course

實習 Internship

畢業論文 / 總整專案
Final-Year Project (Honours Project / 
Capstone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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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研習 Education Studies 30

學校體驗 Field Experience 20

通識教育 General Education 16

語文增潤 Language Enhancement 9

共 156

Any aspect of the course (including, without limitation, the content of the

Course and the manner in which the Course is taught) may be subject to change

at any time at the sole discretion of the University. Without limiting the right

of the University to amend the course, it is envisaged that changes may be

required due to factors such as staffing, enrolment levels, logistical

arrangements and curriculum changes.



學科單元
視覺藝術學科單元 創意藝術與文化學科單元

藝術情境研習 基礎藝術研習

圖像傳意 音樂世界入門

工藝 進入舞蹈世界

視像及實驗素描 劇場與舞台藝術

印刷媒體 藝術行政及管理(一)

繪畫 藝術行政及管理(二)

功用與傳意陶藝 創意藝術的文化視野

雕塑、裝置與環境藝術 數碼影像及互動媒體

中國繪畫與書法 藝術、音樂、媒體和科技

美學與藝術評論 香港人：藝術與音樂

生活產品設計 應用音樂與設計

藝術教育 藝術與人類發展

視覺藝術教育課程研習 跨學科劇場製作

中國藝術與音樂

現代與現代主義議題

持續發展與政策

傳意編舞



教學體驗為學員提供學習教學的機會，並在教學之餘投入
學校的生活和工作。教學體驗包括：

 教學實習

 協助推行學校的活動，例如參與非正規課程、擔任值勤
工作

教學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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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習(佔六個學分)為課程中一個體驗及專業學習的元素。

 學生將以實習生身份在與文化藝術工作相關的機構實習

一段時間，務求進一步培養和發展課堂中習得的文化藝

術知識和技能。

 透過此工作為本的歷程，學生可親身體驗文創機構的日

常運作，並將學習所獲付諸實行。

實習



入學資格

一般入學資格

 在香港中學文憑考試中，於英國語文科及中國語文科考獲
第三級或以上成績；及

 在香港中學文憑考試中，於數學科、通識教育科，以及一
項選修科目中考獲第二級或以上成績。



入學資格

學科入學條件

 於學科評核試及在面試表現良好；

 技能測驗(於香港中學文憑考試中視覺藝術科考獲第4級
或以上成績可獲豁免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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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學資格

學科入學條件

2019/20年JUPAS入學分數

教大自薦入學計劃
(https://www.eduhk.hk/degree/selfnom.htm )

 為具備優秀視覺藝術能力和潛質的JUPAS申請人
而設 (須將課程列於Band A內)

課程編號 課程名稱 最佳5個科目的平均得分

JS8813 創意藝術與文化榮譽文學士及視覺

藝術教育榮譽學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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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JUPAS申請人的香港中學文憑考試視覺藝術科得分將加權計算

https://www.eduhk.hk/degree/selfnom.htm


入學面試

1.) 學科面試

 雙學位課程的面試會以英語及粵語進行；

 創意藝術與文化榮譽文學士課程的面試會以英語進行；

 每組考生六人；歷時約一小時

 面試分為兩部份 - 第一部份：議題發表
- 第二部份：作品展示

2.) 技能測驗（藝術創作測驗）

 技能測驗只適用於欠缺以下學術資歷的申請者：

- 香港中學文憑試視覺藝術考獲4級或以上；

- 國際文憑試視覺藝術考獲5級或以上



 圖書館

 資訊科技中心

 體育設施

 音樂設施

 媒體製作工作室

 多個學科的研習中心

學校設施



版畫室

多元感官藝術工作室 文化與創意藝術學系展覽廰

美術工作室 美術研習及資源中心

視覺藝術工作室



雕塑室

數碼藝術工作室

攝影工作室 陶藝室

數碼創建工作室



繪畫





版畫



國
畫
及
書
法



國畫及書法



雕塑與裝置



陶藝



蹈
舞 藝

視

劇
戲

樂
音

綜合藝術



攝影



為獎勵優秀表現學員，本系設有奬學金，包括：

 張雲紀念獎學金

 伍少瑜紀念獎學金

 吳頌視覺藝術教學實習獎學金

 李嘉誠基金會獎學金

 香港教育大學文化與創意藝術學系(視覺藝術)

▪ 優秀學業獎

▪ 優秀藝術獎

▪ 傑出服務獎

▪ 學年成績優異獎

▪ 優秀中國書畫創作獎

▪ 優秀中國書畫教學設計獎

視覺藝術部獎項 / 獎學金



Awardee: Lam Tin Kuen (BEd(VA) – Year 5)
Title :”For Peace”, “Shallow” & “Symbiote” 
Medium : Drawing on Paper

優秀藝術獎
Artistic Excellence Award

Description:

 Portrait drawing can express the social, economic, 

people's lives, regional culture and values of that 

time. Portrait artists would record the life state of 

the characters through the paintings with personal 

thoughts, and express their emotion to audience. This 

study develops based on Hope Gangloff (New York 

artist)’s creation concept. Hope Gangloff created a 

series of pictures about her friend's life to show their 

struggle and confusion under these tumultuous 

economic periods. The whole series is made up of 

various characters and constructs a real society to 

audience. I took her concept as reference to develop 

a new series of creation, which presented the Hong 

Kong young adults’ truth slices of life and related 

emotion. Three artworks I shared are about 

my friends with different struggles, such as 

participation of social movement, job hunting and 

friendship.



藝術家駐校計劃



跨科藝術系會



考察活動

考察活動



外訪活動

外訪活動



本地生：每年港幣 $42,100

非本地生：每年港幣 $120,000

有經濟需要的學生，可申請以下助學金及／或貸款
計劃：

 資助專上課程學生資助計劃

 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

 助學金及免息貸款

 緊急援助金或緊急援助貸款

學費



畢業生可投身工作包括：

 具備「香港註冊教師」資格；

 可擔任藝術館或藝廊、藝術機構行政、文化研究、
專業藝術及設計、藝術教育研究及視覺藝術教育工
作者等工作；及

 具備足夠資格於本地或前往海外大學深造與教育及
創意藝術有關的課程，爭取更高的學術成就。

就業前景 / 專業資格



申請及入學查詢

電話：(852) 2948 6886

傳真：(852) 2948 6162

電郵：admission@eduhk.hk

網址：https://www.eduhk.hk/acadprog/

有關課程內容

電話：(852) 2948 8845

電郵：ccavarts@eduhk.hk

網址：https://www.eduhk.hk/cca/

查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