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資歷架構對本港學生相當重要，學生可參考不同行業的 「能
力標準說明」 ，加深對行業的認識，藉此選擇適合自己的事

業。有見及此，教育局與資歷架構秘書處聯合舉辦 「進修就業

有辦法—資歷架構短片創作比賽」 ，期望透過他們的創意，

讓中學生了解資歷架構。

與中學教育息息相關與中學教育息息相關
資歷架構與中學教育息息相關，教育局協助不同行業所制訂

的能力標準，有助支援新高中學制下的應用學習課程，讓學生

有多元化的

學習經驗和

選擇，並掌

握有關行業

的基本技術

要求。教育

局與資歷架

構秘書處就

藉著 「進修

就業有辦法

—資歷架

構短片創作

比賽」 ，讓

學生了解更多

資歷架構的內

容，而且希望透過創意短片創作，讓學生表達他們眼中的資歷

架構。

分中學及院校組別分中學及院校組別
「進修就業有辦法—資歷架構短片創作比賽」 分中學及院

校組別，學生可以個人或小組名義參賽，短片內容須以 「資歷

架構」 或 「資歷名冊」 相關概念為主，片長不超過1分鐘，並

以短片拍攝或電腦動畫形式創作。多間中學及院校積極鼓勵學

生參與，比賽反應理想。在眾多的作品中，經過評選小組細心

審閱及商議後，最終選出兩組冠、亞、季軍各一名，並於日前

假香港灣仔職業訓練局大樓楊啟彥紀念演講廳舉行頒獎典禮，

當日邀請到教育局副局長陳維安,JP作主禮嘉賓並致歡迎辭。

選適合程度課程選適合程度課程
陳副局長認為終生學

習是社會的大趨勢，年

輕人必須裝備自己，所

以進修與就業應更靈活

互動，資歷架構能夠幫

助學生更易找到自己的

方向： 「 『資歷名冊』
內 有 多 達 6,000 項 課

程，年輕人可以根據個

人長處及興趣，選擇適

合自己程度的課程，發

展內在潛能。其實今次

短片比賽正好說明了新

一代需要多元技能，在

多媒體的世界，我們必

須懂得多元的溝通渠道，以不同的方式與人接觸。」

實踐與思考最為重要實踐與思考最為重要
陳副局長坦言，現今的學習模式與往時截然不同： 「書本裏

的知識或老師所教的內容大多是紙上談兵，要能夠讓學生深切

學習，是需要通過思考與實踐，再將知識轉化為應用，才是學

生真正所能吸收的。正如今次比賽，參賽學生先要理解 『資歷

架構』 的概念，轉化成為淺易的短片內容，再利用多媒體技術

表達出來。在不同學科的學習上，不要全部依賴書本與老師，

更不能單靠背誦標準答案，最重要的是實踐與思考，積累經驗

才能幫你踏出未來。期望經過今次比賽，大家能

夠學會學習，找出自己的發展方向。」

參賽隊伍無限創意表達參賽隊伍無限創意表達
在芸芸參賽作品中，各隊伍以不同的表達形

式，配合他們的無限創意，最後由香港專業教育

學院青衣分校的楊芷桐、陳淑薏、張嘉希及王細

妹，以動畫短片 「齊來了解資歷架構吧！」 勝出

「進修就業有辦法—資歷架構短片創作比賽」
的院校組的冠軍；而中學組冠軍由宣道會陳朱素

華紀念中學的陳德鴻、吳俊偉、盧偉聰及黃卓健

所創作的 「RAP 出資

歷架構」 奪得。

來自青衣IVE的四個

女 孩 以 動 畫 製 作 了

「齊來了解資歷架構

吧!」 短片，以不同職

業帶出 「資歷架構」
概念，與人們生活息

息相關。楊芷桐直言

感到十分開心與榮幸：

「我們在作品上花了很

多心機及時間，能夠勝

出比賽，真的很高興。

製作過程中，我們遇上不少困難，例如技術上的問題，我們選

用動畫創作，可能需要較多的時間完成。但經過今次比賽，我

們對 『資歷架構』 認識加深了，日後更可以推介給朋友，幫他

們找出自己的方向。」
把 「資歷架構」 以饒舌歌曲形式唱出來的宣道會陳朱素華紀

念中學學生陳德鴻、

吳俊偉、盧偉聰及黃

卓健則表示感謝各人

的支持： 「今次是我

們第一次參加大型的

公開短片創作比賽，

能夠有此成績真的讓

我們感到興奮。 『資
歷架構』 與我們有密

切的關係，幫助我們

找出自己的興趣與方

向，所以在構思時，

希望以輕鬆的音樂配

合資料性的內容，後

來又想到利用RAP的形式帶出 『資歷架構』 ，不但可以清楚地

唱出內容，而又不會感到沉悶。」

對學生挑戰性極高對學生挑戰性極高
嘉賓評判香港數碼娛樂協會主席彭子傑表示參賽作品各具特

色及創意： 「今次有別於一般的短片創作比賽，因為它設有特

定的題目，學生須因應內容去發揮創意，對學生來

說挑戰性雖較高，卻是有趣的經驗。」 彭子傑更表

示今次比賽的評審標準著重於對 「資歷架構」 的概

念表達： 「學生先要深入了解整個 『資歷架構』 的

概念，消化後才能將重點配合創意。院校組能夠將

校內電腦器材充分發揮，可利用電腦動畫製作短

片。中學組雖沒有高科技支援，卻極具創意，令人

留下深刻的印象。」

起步首要有完整計劃起步首要有完整計劃
彭子傑談及製作短片的心得： 「完整的計畫對短

片製作來說是一項很重要的起步，由故事大綱至時

間掌握都應在計畫之內。而創作與表達有時是難以

取得平衡，所以邀請家人或朋友欣賞作品，看看是

否明白作品

的內容，並

聽取他們的

觀後感。只

要年輕人有

自己的興趣

與目標，他

們就會發掘

更多知識，

將自己裝備

得更好。」

▲參賽學生留心聆聽嘉賓演講

▲佛教大雄中學黃嘉華及任超豪同時獲得
優異獎及 「最受歡迎網上投票獎」，並由
《明報》代表何禮傑頒發獎座。*

▲（左起）保良局何蔭棠中學陳婉瑤及
楊詠絲對於得到中學組亞軍感到十分驚
喜： 「我們一直以平常心參與，但經過
比賽讓我們了解 『資歷架構』，它就如
一 本 祕 笈 ， 幫 助 我 們 找 到 自 己 的 方
向。」

▲宣道會陳朱素華紀念中學的吳俊偉(左起)、陳德
鴻、盧偉聰及黃卓健，以 「RAP 出資歷架構」奪得
中學組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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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修就業有辦法—資歷架構短片創作比賽」

為了鼓勵市民終生學
習、持續進修，及提升
香港的人力質素與競爭
力，教育局推行資歷架
構，在此架構下設有質
素保證機制，所有通過
評審的資歷及相關課程
均會上載於 「資歷名
冊」 ，供巿民免費查
閱。讓大眾選擇
適合自己程
度、興趣及
就業需要
的培訓課
程。 ▲教育局副局長陳維安勸勉

參賽學生，學習跟比賽一
樣，不要在乎結果，最重要
的是過程，經過思考與實
踐，才能將知識應用。

◀嘉賓評判香港數碼娛樂協會主席
彭子傑相信年輕人找到自己的興趣

與目標，他們就會主動發掘更多知
識，將自己裝備得更好。

▲（左起）中學組季軍得主嘉諾撒聖瑪利書
院的伍穎騫、李清瑋、吳綺雯、黃芷珊異口
同聲地說在製作短片時遇到不少困難，卻一
一克服。

▲（左起）彭子傑頒發優異獎給佛教大雄
中學黃嘉華和任超豪及五育中學的袁淑怡*

▲中學組得獎同學合照
▲院校組各得獎者與嘉賓合照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青衣分
校的楊芷桐（左一）、張嘉
希（左二）、王細妹（左
四）及陳淑薏（左五）的
「齊來了資歷架構吧！」動

畫短片奪得院校組冠軍。

▲（左起）奪得院校組亞軍的香港專業教育
學院摩理臣山分校任海寶、趙健朗、黃俊龍
及陳世匡，感謝老師的支援，在他們遇上困
難時，總會耐心地指導。

▲（左起）院校組季軍得主香港專業教育
學院青衣分校的楊志誠、何駿健、胡家宇
及黎鎮宇坦言短片製作的靈感來自與朋友
的對話。

▲（左二起）院校組優異獎得主香港專業
教育學院青衣分校簡明基及香港專業教育
學院摩理臣山分校的吳國楝、黃明嘉、李
健鴻、楊浩智與嘉賓評判彭子傑（左一）
合照。

▲院校組 「最受歡迎網上投票獎」由香港專
業教育學院摩理臣山分校（左二起）黃希
彤、方芷茵、賴惠珍、林佩瑩奪得，並由
《明報》代表何禮傑（左一）頒發獎座。

認清架構決定未來認清架構決定未來

13行業已推行 「資歷架構」
「資歷架構」 已於 13 個行業推行，各行業已編訂《能力標準說明》，詳細列出行業

的背景資料、發展現況，以及行業主要職能範疇。想知更多 「資歷架構」 的資訊，可

登入 www.hkqf.gov.hk，幫助你實現理想職業。

中學組

冠軍

亞軍

季軍

優異獎

優異獎

「最受歡迎網上投票獎」
佛教大雄中學

宣道會陳朱素華紀念中學

保良局何蔭棠中學

嘉諾撒聖瑪利書院

佛教大雄中學

五育中學

陳德鴻、吳俊偉、
盧偉聰、黃卓健

楊詠絲 、陳婉瑤

伍穎騫、吳綺雯、
李清瑋、黃芷珊

黃嘉華、任超豪

袁淑怡

黃嘉華、任超豪

Rap出資歷架構

資歷架構有辦法，精明選
擇靠名冊

「資歷架構」 助你建造未
來美好香港

資歷由你架構

資歷架構-助你認請方向

資歷由你架構

得獎名單

想觀看得獎影片，可登入 www.hkqf.gov.hk瀏覽。

院校組

獎項

冠軍

亞軍

季軍

優異獎

優異獎

「最受歡迎網上投票獎」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摩理臣山分校

學校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青衣分校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摩理臣山分校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青衣分校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摩理臣山分校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青衣分校

參賽組員

楊芷桐、陳淑薏、
張嘉希、王細妹

陳世匡、趙健朗、
黃傑龍、任海寶

黎鎮宇、楊志誠、
何駿健、胡家宇

吳國楝、李健鴻、
黃明嘉、楊浩智

簡明基

黃希彤、方芷茵、
賴惠珍、林佩瑩

參賽作品題目

齊來了資歷架構吧!

「資」 多點

明確選擇 資歷名冊

無牌大師傅

資歷架構要升呢!

有升有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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