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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剛過去的3月，香港經歷了一場豐富的藝術盛宴，世界頂級的

巴塞爾藝術展（Art Basel）及中心藝術博覽會（Art Central）先後舉行，

香港成為全球藝術界的聚焦，藝術文化產業蓬勃發展，對藝術文化

課程的渴求亦愈來愈大。

早在2011年，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國際學院（International 

College，下稱IC）已夥拍倫敦藝術大學（University of the Arts 

London，下稱UAL），針對人才培訓需要開拓多元化的短期行政課

程，去年更首辦碩士課程，令香港成為UAL在英國以外辦碩士課程

的第一站。UAL 於最新QS「藝術及設計」學科排名全球第五，其創新

的課程，培育學員的藝術修為、管理才能，是本地藝術及文化產業

長遠發展的重要推手。

●在港完成「藝術及文化企業」或「媒體、傳播分析與應用」文學碩士課程的學員，將獲
倫敦藝術大學頒授碩士學位，資歷水平與當地畢業生無異。

●CSM在港的短期行政課程深受歡迎，六月的全新課程Art and 
Creative Districts: The New Boom及The  Future of Retails: Brand 
Experiences 2.0尚餘少量學額。 

倫敦藝術大學（UAL）旗下Central Saint 
Martins（中央聖馬丁學院，下稱CSM）去年跟IC
首辦「藝術及文化企業文學碩士」課程，肩負藝
術與商業及群眾的橋梁角色，致力培育藝術管
理及文化策展人才。Janice說：「課程由倫敦學
者設計，於香港及倫敦同步授課，指導學員了
解文化產業管理及其獨特性，分析藝術文化在
商業及公共空間的運作與定位。教學案例取自
歐、美、港三地，使學員可吸取歐洲、北美與
大中華地區的精髓。」

為期兩年的課程，平均兩個月完成一個單
元，而每一單元均由CSM教授於周末來港進行

連續三天的密集式課堂，其餘時間則由CSM
及本地講師主持工作坊及小組研習，學習時間
極具彈性，適合藝術行政人員、畫廊負責人、
文化及創意產業相關的企業家修讀。Janice表
示學員背景多樣化，不限於藝術從業員，也有
來自如銀行、投資、法律、房地產等行業的人
才，無形中擴闊了學員的人際網絡。課程邀得
羅啓妍（中央聖馬丁學院跨文化首席講師、著名
珠寶設計師及歷史學家）及黃偉傑（亞洲青年創
作平台主席及第七感品牌策劃公司總監）等業界
人士進行講座，剖析行業運作及新趨勢。香港
及英國兩地的學員更會不定期於大學內聯網上
同步交流，分享兩地個案、討論習作。

去年另一個在港首辦的碩士課程為
「媒體、傳播分析與應用文學碩士」，夥拍
UAL的倫敦傳播學院（London College of 
Communication，LCC）。課程緊扣當代
社會及業界關注的議題，包括「媒體、文
化與經濟」、「當代媒體研究與分析」、「視
覺文化：環境空間、地域與城市」及「創意
合作企劃」等單元。Janice說：「課程以文
化理論為基礎，引領學員探討當代媒體及
傳播的重大變遷，包括各行各業對於新媒
體及數碼媒體的廣泛應用。在最後的畢業
習作中，學員可從歷史、文化、傳播、管
理、創意、社會變遷等角度自選題目，將
理論付諸實行，甚至把論文作為事業發展

的藍本。本課程適合從事市場營銷、媒
體、創作及創業者、以至尋求在事業上轉
型的行政人員，或對文化及傳播有興趣的
人士報讀。」

此碩士課程為期僅十六個月，編排成
三個學期，每一至兩個月以MBA密集模
式上課，課堂主要安排於周末。課程師資
由英國和本地的講師組成，亦設有由資深
業界人士探討有關香港媒體生態的專題講
座。完成HKU SPACE「媒體及文化分析
深造文憑」的畢業生，報讀此碩士課程時
更有機會獲豁免部分學分，快一步摘下由
LCC頒授的碩士學歷。

I C 轄 下 的 C e n t r e  f o r  G l o b a l 
Advanced Practices（GAPs），將主力推
動學院與海外知名院校以至業界機構合
作，開辦更多短期行政課程。例如過去
兩年配合香港巴塞爾藝術展（Art Basel）
舉 行 期 間 開 辦 的 六 十 小 時 密 集 式 行 政
課程──「當代藝術收藏」（Collecting 
Contemporary Art），由來自歐洲、香
港、中國和亞洲的講師及行內專家授課，
讓學員了解如何「閱讀」及欣賞藝術品，並
掌握收藏及保養技巧，擬定選購策略。另
設上海當代藝術考察團作為選修活動，向
內地學者及業界人士了解最新發展。

針對市場需要，Grace表示本年度新
增課程包括「Art and Creative Districts : 
The New Boom」，分析創意藝術小區的
冒起，如何吸引遊客、人才與高端置業
者。與此同時，分析全球城市案例，探討
集居住、商業和藝術於一身的社區發展的
可持續性。另一新課程「The Globalised 
Art Market」則解構本地及全球藝術品市場
的最新形勢。

其他新課程針對「Startup」，適合創

業者、設計行業或初創企業者，旨在打破
傳統營商思維，為學員開拓產品設計、
品牌、零售及服務體驗的新視野。相關
新課程有「Business Design : From Ideas 
to Strategy」，透過模擬企業，了解如何
把新點子轉化為創新商機；「No Brand 
to Own Brand」環顧全球品牌市場發展形
勢，剖析建立成功品牌的獨特性；「User-
Centred Design Thinking」則點出設計師
主導轉移到用家為主的設計模式，突出產
品及服務體驗。Grace補充：「相關課程
針對年輕人，尤其是投身初創企業者，即
使有『彈藥』創業，往往缺乏市場的第一手
資料及企業實例。」

短期行政課程的講師具豐富的實戰經
驗，如Thomas Sevcik是CSM環境與空間
規劃碩士課程的導師，亦是資深城市發展
顧問，在柏林、蘇黎世、洛杉磯及至中國
等地有豐富建築及城規經驗，為不少大公
司提供創新解難方案，組織辦法、形象及
定位的計畫。又如講師Nicholas Rhodes
是CSM工業及產品設計課程總監，曾為不
少國際知名品牌如Microsoft、Kenzo 及
Coca-Cola等擔任顧問。

碩士及深造文憑
聚焦本地及環球傳播文化研究與媒體管理

夥拍知名學府及業界  推短期行政課程
針對藝術市場、創業營商、品牌定位

英國百年學府
在港首辦藝術文化管理碩士

孕育媒體、藝術專才
英國百年學府 結合東方精髓

根據國家統計局發表的報告，文化產業
對中國經濟的貢獻愈見明顯。國際學

院（IC）課程主任暨學院講師林嘉妍（Janice）
說：「2014年中國的文化及相關產業增加值為
兩萬三千多億元，佔全國GDP的3.76%；政府
推動、新媒體興起、跨界別合作等營運模式，
推高社會對創意人才以至行政管理人員的期望

及需求。」IC行政課程主任余景意（Grace）亦
指出：「香港西九文化區、東九文化中心陸續
落成，展覽活動將有增無減，而藝術文化亦可
融入不同行業中，如主題咖啡店、商場及大
型住宅項目、企業贊助文化活動履行社會責
任等，藝術管理及策展行政人才成為市場新
貴。」

●CSM在港的校友會達一千四百人，當
中不乏知名藝術家、藝術界管理層、設
計師及企業家，完成其碩士或短期行政
課程的人士可藉此建立業內的人脈。

打造香港文創樞紐打造香港文創樞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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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及文化分析深造文憑課程獲納入資歷架構第6級，資歷名冊登記號碼為10/000058/6；有效期由
01/09/2010至登記持續有效。

根據《非本地高等及專業教育（規管）條例》，以上碩士課程屬獲豁免課程。個別僱主可酌情決定是否承認這些
課程可令學員獲取的任何資格。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乃非牟利擔保有限公司。

所有課程  網上報名展開
類別 課程名稱 修業期

(1) 碩士課程
 （學位由倫敦藝術大學頒授）

「藝術及文化企業」文學碩士
MA Arts and Cultural Enterprise 2年 （2017年1月開課）

「媒體、傳播分析與應用」文學碩士
MA Media, Communications and Critical Practice 16個月 （2017年2月開課）

(2) 深造文憑
 （資歷頒授者：香港大學）

「媒體及文化分析」深造文憑 
Postgraduate Diploma in Media and Cultural Critique 7個月 （2016年9月開課）

(3) 短期行政課程
 （達80%出席率將獲Central 
Saint Martins/Royal Central出
席證書）

逾十個短期課程內容涵蓋：創意產業與藝術品市場發展；初創企業及品牌建構策略；
創新的營商、產品設計、零售及服務體驗；以及管理風格與演說技巧

1至3天（2016年6至10月開課）
6月課程尚餘少量學額

「當代藝術收藏」行政課程（60小時）
（學員亦可報讀分別為21課時及16課時的指定單元） 16至60小時 （2017年1月開課）

除了文化藝術，GAPs與另一英國著名戲
劇學院──皇家中央演講與戲劇學院（Royal 
Central School of Speech and Drama, 
University of London，下稱Royal Central）則
致力推廣說話的藝術。Grace說：「許多專業
人士晉升至高層管理人員後，須面對不同的群
眾演講，包括下屬、傳媒、客戶、投資者及

股東等，極渴求專業的指導。課程重視現場
演練，指導學員即時作出調整；可安排個人
培訓，也有密集式的短期、小班教學。」她補
充，資深的聲音教練Carol Noakes擅長糅合
戲劇表演元素於商業培訓中；課程教授英語
演說，但箇中的身體語言、說話技巧等共通技
能，可應用於粵語、普通話以至各國的語言。

領袖管理風格  增強演說感染力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國際學院（HKU SPACE International College，簡稱IC），以「學拓瀛
寰」為辦學宗旨，與英國、澳洲多所大學合辦全日制學士學位課程，培育近八千名學位畢業生，亦有開
辦深造文憑、碩士、以及短期行政課程。IC轄下Centre for Global Advanced Practices（GAPs）於年初成
立，致力推動與國際學府及業界機構的合作，提供迎合亞太區需求的短期課程。

倫敦藝術大學（University of the Arts London，簡稱UAL）是歐洲最大的藝術、設計、媒體
傳達和表演藝術的教育機構，由六所逾百年歷史的學院組成；倫敦傳播學院（London College of 
Communication，LCC）及中央聖馬丁學院（Central Saint Martins，CSM）是其中兩間。當中，CSM校友
人才輩出，如：當代藝術大師Antony Gormley、Gilbert & George及Lucian Freud，以及時裝設計師如 
Stella McCartney、Alexander McQueen等。

皇家中央演講與戲劇學院（Royal Central School of Speech and Drama）創立於1906年，於2005
年併入倫敦大學，同年被評為英國卓越戲劇培訓中心，目前開辦課程包括音樂劇、表演訓練、舞台及廣
播媒體創作等。傑出校友包括2005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Harold Pinter，以及曾製作知名音樂劇目《孤星
淚》及《歌聲魅影》等的Sir Cameron Mackintosh。

院校小檔案

●南豐集團The Mills 設立獎學
金，支持報讀倫敦藝術大學與
港大專業進修學院國際學院合
辦的碩士及短期課程之學員。

●於6月開課的三個管理風格及演說技巧課程中，
Royal Central資深導師將從旁觀察學員的表現，
再具體分析其內容組織、聯繫觀眾的能力、流暢程
度、肢體語言等，學員即時作出調整，效果顯著。

●自2011年以來，IC與CSM合辦多項文化、創意、商業推廣等多
元化的短期行政課程予在職人士報讀，至今修讀人次逾三百人。

（資料由國際學院提供）

〔第6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