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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兆基創意書院 

學校發展計劃 

2017 – 2020 

 

香港兆基創意書院辦學宗旨 

 

願景 

1 創意意書院是一間藝術、媒體及設計高中，以藝術、媒體及設計研習為經，以人文學科為緯，為香港的藝術發展和文化創意產業培育年青一代的

專業工作者和研究人才。 

 

目標 

2 創意書院希望實踐的創意教育，內容包括： 

• 培養學生的好奇心、想像力、創意和創新思維、社會關懷、自律性和遠見。 

• 學習運用各種藝術語言（包括影像、聲音、空間、身體、圖形、字體）進行創作，表達個人思維。 

• 學生為進入專上學院作準備，對人文社會/文化藝術/設計/媒體等學科及有關科目作更高程度的研習。 

• 能認真地學習，關懷人和事，抱有探究精神，並熱衷於應用所學於創作，欣賞和批判事物。 

• 裝備學生加入文化創意產業行列，或有關這行業的專業培訓以成為創意技術專才，並能以中文、英文和普通話進行溝通。 

• 培養具文化修養的社會公民，提高社會的文化藝術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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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上周期學校發展計劃成效檢視 

校情檢視  

關注事項 達成程度 跟進方法 

1. 學生自學和自律 • 部分達標。 • 教師需對所有學生有高要求 

• 對中游學生的關顧加強，以提升學校的整體

自學自律氣氛 

2. 教師教學效能、班房管理、學生管理、師徒

制、團隊合作及藝術發展 

• 部分達標。 • 制定教師發展政策，鼓勵教師在各專業範疇

發展 

3. 創意專業導向課程及學術課程發展 • 發展達標，非常理想。創意專業導向課程於 

2014 年得到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資歷架構 

3 級的學術認證，可頒授「創意藝術文憑」。 

• 學術課程發展理想，學科已充分掌握新高中

課程要求。 

• 繼續鞏固和發展「創意藝術文憑」課程，研

究創意藝術文憑兼讀制課程 

• 繼續發展學術課程，發展體驗學習 / 探究式教

學法研究 

• 落實「創意藝術文憑」課程與學術課程的融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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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整體檢視 

範圍 主要優點 可發展的地方 

1 學校管理 • 架構扁平，行政程序簡約，能靈活回應即時需要，機動性強 

• 放權和支持同事自發舉辦活動，形成多元教育空間 

• 需進一步訂立評估機制，以累積經驗 

• 分工權責須清晰釐定，建立正面問責文化 

• 讓老師在書院有好的發展和成長 

2 專業領導 • 管理層與各教職員關係良好，能坦誠溝通 

• 開拓空間鼓勵各教職員的專業發展 

• 團隊支援充足，能一呼百應 

• 加強書院整體對於質素保證的意識 

• 領導書院方向需更清晰 

• 訂立透明的專業發展機制，增加對教育的討論和反思 

3 課程和評估 • 書院給空間和信任予科組自主發展 

• 具實驗精神，積極發展課程 

• 加強評估機制，以改善課程設計 

• 加強在日常課堂的「促進學習」評估 

4 學生學習和教學 • 教師能善用社區資源，引領學生學習知識 

• 教師能因應社會大事而調整教學內容 

• 教師要更仔细地提升學生的學術水平 

• 課室管理需要加強 

• 提供促進學習的教學環境 

5 學生支援 • 全體老師共同參與支援學生 

• 師生及家長教師之間關係緊密 

• 良好升學支援配套 

• 教師處理 SEN 學生、輔導技巧不足 

• 危機應變意識需要加強 

6 學校夥伴 • 家長教師溝通良好 

• 跟業界和藝術文化界有密切的網絡，能豐富學生學習和提供出路 

• 欠缺與學校類似的中學，經驗難以交流 

• 教育界對書院認識仍不足，有些更對學校存負面印象 

HKSC/AW/LTM (20171204) 3  



HKICC Lee Shau Kee School of Creativity Management Committee Limited (HKSC) 

7 態度和行為 • 學生大多能真情流露 

• 學習態度認真的同學，水準能超越同齡學生 

• 思考能打破傳統想法 

• 大多見義勇為 

• 協助迷失學生尋找明確的學習方向 

• 學生團隊合作精神及團隊紀律仍不足 

• 學生情緒管理較弱 

• 需進一步培訓學生領導才能 

• 需培養學生的民主雅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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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發展策略 

 

1. 發展：整理「創意藝術文憑」及「香港中學文憑」課程，鞏固創意書院獨特的學習模式，並探索伸延初中及高級文憑的可能。 

 

2. 推動：推動藝術文化界及社區的合作計劃，讓社區進入學校，也將同學帶入社區學習。 

 

3. 研究：尋找與大專教育或教學研究項目的機會，為書院的教育提供研究和理論基礎。內容包括：創意課程設計研究、校園公民或民主教育研究等。 

 

4. 培訓：針對書院領導及中層老師的培訓，投放資源裝備老師面對學生情緒及生涯規劃需要，提升教師的藝術文化認識和質素。 

 

5. 網絡：對外繼續推廣「創意藝術文憑」課程，爭取「創意藝術文憑」與學界及業界的銜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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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實踐策略 

 

範疇一：管理與組織 

 

1. 學校管理 

a. 發展及完善學校質素保證機制 (回應教育局全面評鑑建議) 

 

2. 專業領導 

a. 領導與監察－透過分享和討論，與教職員一同建立學校發展的共同願景。釐清領導的分工，校長團隊會議負責學校政策和資源分配，而學校共創

團隊則加入中層管理人員，協助校長統籌和管理日常運作。學校每個行動小組單位，均有對應的校長團隊同事負責監察和策劃。 (回應教育局全

面評鑑建議) 

b. 協作與支援－改善教職員會議，增加教師互相分享環節，成為學習型社群。具爭議性的議題，儘早與同事討論，讓大家有時間凝聚共識。對於新

入職及新任教師，學校設有 Mentor of Mentors，跟進新同事教學情況及提供適當的意見和支援。 

c. 專業發展－同事可根據興趣和強項，自發組織或加入工作小組，協助學校發展。除了既定的教師發展日，學校亦會定時安排專業發展講座和工作

坊供教職員參加，並制定教師專業發展政策，每年撥備十萬元，支持教師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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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二：學與教 

 

1. 課程發展 

a. 「創意藝術文憑」發展 

i. 推廣「創意藝術文憑」，與本地大專院校高級文憑課程銜接。主動與台灣及歐美等地的藝術大學聯絡，介紹課程及討論銜接的可能性。 

ii. 向評審局申請「創意藝術文憑」兼讀制課程，為學生提供多元出路和在學習上的支援。 

iii. 開拓「創意藝術文憑」學前初中及畢業後資歷架構第四級的高級文憑課程。 

 

b. 跨課程發展 

a. 繼續發展「創意藝術文憑」與新高中課程的整合和實驗。 

 

c. 體驗學習課程發展 

a. 繼續發展中文和通識教育科的經驗，整合時間表，編輯有效的教學記錄出版。 

b. 繼續推動藝術文化界及社區的合作計劃  

 

d. 基礎保底策略 

a. 老師對同學有更高的要求，平衡考試操練和創意學習，讓學生在文字和學術基礎上達至一定的水平，為同學的終身學習打好基礎。 

b. 進行課程調適，讓學生能在自己的學習點上學習，提升水平。對於學術基礎較弱的同學，鼓勵老師以提升學生水平和自信心為目標，不必勉

強追趕教育局所編定的課程。 

 

2. 學生學習與教學 

a. 提升學習動機－以探究式學習作為教學法，帶領學生進入社區，讓學生有親身體驗，擁抱問題從而學習知識。 

b. 開拓校內外的學習空間- 讓學生在真實的環境下學習，離開舊有的學習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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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三：校風及給予學生支援 

 

1. 校園文化 

a. 以建立文化的角度進行學生發展及管理，持續發展 Student Voice 及各種學生主導的討論平台。 

 

2. 學生成長支援 

a. 檢視三年完整的生涯規劃教育，建立書院獨有的職場實習及體驗。 

b. 提供輔導技巧的培訓，加強教師在支援特殊學習需要學生的知識和技巧。(回應教育局全面評鑑建議) 

 

3. 家校合作 

a. 高中學生的自主性已很強，故此家長與學生的關係，已和小學初中有很大的分別，故需要重整家長教師會方向和策略，思考如何轉化以舉辦活動

為主的形式，讓家長能參與學校的教育，例如「家長學堂」等活動，達致真正的家校合作。 

 

4. 對外聯繫 

a. 主動與大專院校聯絡，推廣「創意藝術文憑」，尋求合作的機會。 

b. 與鄰近社區建立關係，推動資源共享，例如開放校園，拉近社區和學校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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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關注事項 

關注事項 目標 時間表 策略大綱 

1. 課程發展 
• 創意藝術基礎課程整合 

• 開拓初中及高級文憑課程 

17/18 

• 進一步鼓勵老師嘗試建立書院獨有關於創意藝術基礎的課程框

架，打破學科邊界，定時舉辦分享會並建立初步論述 

• 以中文和通識科作為試點，再促進STEAM學習融合相關學科，

發展體驗及探究式學習課程 

18/19 
19/20 

• 訂立並試行融合課程，總結經驗，與教職員討論成果 

• 建立穩定的高中創意藝術基礎課程框架，並開發學前與畢業後

的具體學習內容 

2. 確立學校質素保證機制 • 學校能建立有效機制，持續發展 

17/18 
• 完成創意藝術文憑課程的覆審工作 

• 在科組落實課程評鑑和評估 

18/19 
• 繼續改善政策 

• 深化評估機制，並增加其他持份分者意見，例如家長 

19/20 

• 繼續改善政策 

• 深化評估機制，並增加其他持分者意見，例如僱主、大專院校

老師和社區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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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培養學生學養及創意 • 培養學生成為有人文視野的公民,

能利用藝術和其他形式,回應社會

問題 

• 持續深化學生在藝術領域的發展和

探究 

17 - 20 
同步進行 

將透過以下平台達至目標： 

• 持續發展藝術文化中心，, 讓學生能透過中心舉辦的活動，發揮

自己的藝術潛能和擴闊視野 

• 透過推動學生組織、學會、公共自由時間，,提供學生實踐公民

質素的平台 

• 提供更多創意工業界實習的機會 

 

 

  

HKSC/AW/LTM (20171204) 10  



HKICC Lee Shau Kee School of Creativity Management Committee Limited (HKSC) 

7 組織架構 

 各委員會 基本責任 

1 校董會 
 
 
－－ 
管治檢討小組委員會 

確保辦學理念及方向 

財務審批 

人力資源審批 

課程重大修改審批 

（以三年作為一個週期，協助校董會審視學校三個範疇(人力資源管理、

財務管理、獎助學金管理)的管治情況以及提出相關改善建議。） 

2 校長級會議 (Principals Panel) 機構及課程質素保證 
管理已審批財務預算 
管理人力資源 
管理課程執行 

3 學科委員會 (Subject heads Panel) 監察課程運作 
教學質素保證 
審批及調適課程 
分析評估及制定改善策略 

4 共創團隊 (Co-creative Team Meeting) 統籌學校日常運作 
解決即時問題及制定短期對應策略 
確保校內各單位資訊流通 

5 學科團隊、工作小組 配合辦學理念和方向，計劃及運用資源 
執行教學工作 
執行評估工作及進行改善 

6 教師會議 凝聚共識、共同反思 
向學校提供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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