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兩年全日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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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以下專業範圍：

得獎者   作品    比賽      獎項

梁雍婷  《藍天白雲》  第12屆香港電影導演會年度大獎  最佳新演員

陳樂怡  《喝一杯吧》  第十一屆鮮浪潮國際短片節   最佳導演（學生組）

蕭慶華  《螻蟻》   第十一屆鮮浪潮國際短片節   最佳攝影（公開組）

曾寶怡  《土發麵包》  第三屆粵港澳台微影視作品文化交流周 最佳導演獎（專業組）

徐文浩  《小黑》   第三屆粵港澳臺微影視作品文化交流周 優秀作品獎  

參觀後期製作公司 - cineDIGIT 參觀天下一電影製作有限公司

業界獲獎名師陣容鼎盛　  顧問星光熠熠   升學出路優越 
業界網絡龐大 製作設備先進

專業影視課程

1.  在香港中學文憑試中，考獲五科等級2或以上，五科包括英文及中文*(註 1)，或同
    等學歷；「學生學習概覽」亦會列入評核範圍；*香港中學文憑試考生可以最多提交
    兩個應用學習科目的成績：
 (i) 應用學習科目取得「達標」相當於文憑試「二級」成績； 及 
 (ii) 應用學習科目取得「達標以上」相當於文憑試「三級」成績； 或
 

2.  在香港高級程度會考(HKALE)取得一科高級程度或兩科高級補充程度科目及格及
 (i) 在香港中學會考中，考獲五科及格，五科包括中文及英文；或
 (ii) 在香港中學會考中，考獲三科及格，及中文及英文獲等級2 或以上；或
 

3.  完成第12級或相等程度之課程, 並且達到滿意成績；及香港中學會考或香港中學文
    憑試中文科及英文科考獲等級2或以上，或持有同等學歷；或
 

4.  完成認可的副學士預科課程或副學士基礎課程或文憑課程，並且達到滿意成績；或

5.  年滿21 歲或以上並有相關資歷作為合理的入學理由；或

6.  持有國家統一高考中考獲成績達所屬省市報讀第三批重點高校的分數線(三本線)或以上

申請者若持有其他同等學歷，本學院亦會考慮其申請。 

*註 1： 
非華語香港中學文憑試考生並符合其中一項特定情況 (註 2)，可用下列考試的中國語文科成績代替香港中學文
憑試中文科等級2的成績：
1. 普通教育文憑考試（高級程度）(GCE A-Level) /普通教育文憑考試（高級補充程度）(GCE AS-Level) E級或以上 
2. 普通教育文憑考試（普通程度）(GCE O-Level) /國際普通中學教育文憑考試 (IGCSE)/普通中學教育文憑考試 
   (GCSE) C 級或以上
3.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的應用學習中文 (非華語學生適用) [ApL(C)] 獲 「達標」或「達標以上」
  「其他語言」不能代替香港中學文憑試的中文科的資歷。
 

*註 2：
特定情況為：
1. 學生在接受中小學教育期間學習中國語文少於六年時間。這項安排專為較遲開始學習中國語文
   (例如來港定居時早已過了入學階段）或間斷地在香港接受教育的學生而設；或
2. 學生在學校學習中國語文已有六年或以上時間，但期間是按一個經調適並較淺易的課程學習，而有關的課
   程一般並不適用於其他大部分在本地學校就讀的學生。

(852) 3411-2884 / 3411-7495 / 3411-8108

af-hd@hkbu.edu.hk

浸大電影學院 創意電影製作高級文憑

進階攝影與燈光特訓班 陸劍青導演故事提案工作坊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學習交流團 橫店影視城五天考察團 

星級導師 

廖啟智



 第一年共同

科
目

第一學期 (18學分)
錄像製作 (3)
劇本寫作工作坊 (3)
剪接基礎 (3)
攝影與燈光基礎工作坊 (3)
電影史 (3)
英語 I (3) 第二學期 (18學分)

電影製作基礎 (3)
電視廠棚製作 (3)
文學名著選讀 (3)
電影製作管理基礎 (3)
英語 II (3)
選修課 (3)

第三學期 (18 學分)  第四學期 (15 學分)

導演工作坊 (6)    電影製作基礎（副導演與場記工作）(3) 
導演基礎 (3)    畢業作品 (3) 
剪接進階 (3)   選修課 III (3) 
劇本分析 (3)    選修課 IV (3) 
選修課 II (3)    選修課 V (3)

第三學期 (18 學分) 第四學期 (15 學分)

表演基礎 (6)   影視表演研究 I (3)
聲線及對白 I (3)   畢業作品 (3)
形體動作 I (3)   選修課 III (3)
鏡頭前表演 I (3)   選修課 IV (3)
選修課 II (3)    選修課 V (3)

第三學期 (18 學分)  第四學期 (15 學分)

電影攝影與燈光工作坊 (6)  電影攝影與燈光的特效 (3)
攝影基礎 (3)    畢業作品 (3)
視覺傳達 (3)    選修課 III (3)
創意電影攝影與燈光 (3)   選修課 IV (3)
選修課 II (3)     選修課 V (3)

第三學期 (18 學分)   第四學期 (15 學分)

後期製作工作坊（特效與聲音）(6)  創意音效與配樂 (3)
電腦繪圖基礎 (3)     畢業作品 (3)
電影製作基礎（錄音與混音）(3)  選修課 III (3)
媒介聲音設計 (3)     選修課 IV (3)
選修課 II (3)      選修課 V (3)

專業範圍：
導演

第三學期 (18 學分)  第四學期 (15 學分)

編劇論劇本創作 (6)   創意寫作 II (3)
創意寫作 I (3)    畢業作品 (3)
資料搜集與故事創作技巧 (3)  選修課 III (3)
劇本分析 (3)    選修課 IV (3)
選修課 II (3)     選修課 V (3)

專業範圍：
編劇

專業範圍：
表演技巧

專業範圍：
電影攝影與燈光

專業範圍：
剪接與混音

由香港浸會大學頒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