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美容業 

能力標準說明 

(第一版) 

 

修訂本 

 

 

 

 

 

 

二○一  六  年  十  月  二十日  



目錄  

 

  頁數  

第一章  引言   

 行業背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1 -1  

 行業目前情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1 -1  

 能力標準說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1 -3  

   

第二章  資歷架構   

 香港資歷架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2 -1  

 資歷級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2 -2  

   

第三章  能力標準   

 美容業主要職能範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3 -1  

 美容業主要職能範疇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3 -5  

 能力標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3 -6  

 能力單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3 -6  

 過往資歷認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3 -6  

   

第四章  能力單元   

 美容業從業員能力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4 -1  

 第一級能力單元內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4 -34  

 第二級能力單元內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4 -61  

 第三級能力單元內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4 -121  

 第四級能力單元內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4 -195  

 第五級能力單元內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4 -248  

 第六級能力單元內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4 -267  

   

 



附錄  

 

  頁數  

   

附錄一  資歷架構內資歷級別的通用指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5 -1  

   

附錄二  單元編號的準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5 -9  

   

附錄三  修訂能力單元對照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5 -11  

   

   

   

   

   

 



 

第一章  

 

引言  

行業背景  

 

美容業是香港服務業重要之一環。發展初期，美容院規模較

小，多以商場內小型店鋪和樓上鋪的形式經營。隨著香港市民對儀容

越來越注重，美容業如雨後春筍般急速發展，大型美容院連鎖店越開

越多，美容產品及儀器品種與日俱增，美容院業務範圍亦趨多元化，

包括：美容護理服務、美容產品銷售，以及美容培訓等，坊間更有很

多 美 容 學 院 提 供 各 類 美 容 課 程 培 訓 美 容 師 。 美 容 服 務 乃 一 門 專 業 手

藝，但業內的培訓水平參差，過往美容從業員的培訓部份依循學徒制，

部份引用業界公認的行業標準授課，近年，香港面對經濟轉型，側重

於服務行業方面的發展，行業對人才的供應及員工在職培訓的需求日

增。隨著香港轉為知識型社會，資訊的發達及普及，知識水平普遍提

高，消費者比以前更加精明，對美容中心的專業要求也相對地提高，

長遠而言，美容服務業必須走向國際及專業化，美容師更要理論與技

術並重，以加強從業員的技術水平從而提升美容服務質素。  

 

行業目前情況  

 

2 .  自 80 年代開始，隨著香港經濟起飛，美容業一直蓬勃至今，

美容業不單是本港近年高增長的行業之一，更已成為亞洲區美容業的

翹楚。美容院的規模亦不斷擴充，經營模式多元化，有大型連鎖店、

品牌專門店，以及特許經營計劃等。根據統計處資料顯示，現時已註

冊的美容有關機構超過 5 0 0 0 間，美容從業員（包括美容師、美甲師、

化妝師、美容產品銷售員等）超過 4 萬人。除了傳統的美容服務外，

近年美容護理及化妝品業更日趨發展，一些與美容護理相關的新興服

務 (如：美甲等 )亦逐漸流行。時至今日，美容已非女性專利，男士對美

容護理及瘦身服務的需求亦日漸增加，男士美容服務已成為業界銳意

開拓的新興市場。  

 

3 .  美容是一個概括性相當大的行業，包括很多不同的工種，主

要可分為臉部護理、化妝和身體護理。臉部護理主要是替顧客護理皮

膚，以及教導顧客日常護理知識及正確產品認識；身體護理是指修甲、

脫毛、按摩、香薰護理，以及利用儀器輔助，替顧客進行身體護理，

如纖體減肥。化妝則包括普通的日夜間化妝，以及專業化妝，如舞台、

攝影、電影及特技化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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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除美容化妝外，纖體服務已成為近年美容業中炙手可熱的一

項護理服務。自 80 年代初，有國際纖體中心登陸香港，纖體服務便開

始萌芽。由 90 年代起開始，香港纖體熱漸漸盛行，大大小小的纖體中

心、各式各樣的纖體產品充斥市場，至今這股纖體熱仍然持續。  

5 .  水療服務中心市場的興起，亦逐漸改變行業的傳統面貌。由

於進行水療服務所需時間較傳統美容服務長，水療中心亦會為顧客提

供不同服務項目，例如水、光、音樂、色彩、味覺等不同療法和多種

按摩。此類新增項目均需要專門的知識和技術，故相關的培訓需求亦

會隨水療服務市場的發展而增加。  

6 .  隨著市民對保健及均衡飲食的意識日漸 提高，近年來，美容

保健得到很大的發展。美容保健主要包括有按摩護理、中醫美容、食

物營養及運動等。由於市民對美容保健的服務質素要求日益提升，他

們希望業界可提供一套安全可靠、美得自然又健康的護理服務，因此，

美容保健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  

7 .  隨著與內地簽訂「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 (C EPA )，為本港的

美容業帶來新契機。近年，國內的美容業發展迅速，據報導，國內美

容美體市場年均消費額高達人民幣 1000 億元，而潛在消費者每年約 5

億人次。國內消費者對香港美容服務及產品的信任度很高，這品牌優

勢確實為香港美容業界進軍國內市場提供良好機遇。自 2004 年至今，

約有 200 間香港美容機構於內地多個地區設有分店，遍及北京、上海、

廣州、深圳、杭州等地，並計劃積極擴充業務。故業界預期派駐國內

的美容業從業員需求亦會增加。  

8 .  再者，內地實施「個人遊」政策後，放寬個人來港旅遊，對

本港美容業帶來正面的效益，當中以美容護理、化妝產品零售業最為

受惠。由於內地人對本港美容產品質素、品牌甚具信心及喜愛，故美

容護理、化妝產品已成為不少訪港遊客的熱門購買項目之一。在政策

帶動下，業界對本地美容產品零售市場充滿憧憬，並正積極考慮在港

增設零售店舖，應付「個人遊」遊客的需求。還有很多具悠久歷史的

外國美容品牌公司亦已陸續進駐本港開設美容專門店，業界預期專業

美容師的需求將會大幅地增加。  

9 .  由於美容服務與消費者的健康息息相關，具專業知識和認可

的技術水平才能獲取消費者的信心。現時美容業從業員之技術較為參

差，僱主大多只提供短期的在職培訓，以便應付一般性的常規工作，

但對於美容護理的理論及實務技巧方面，主要透過坊間不少的美容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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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提供林林總總的美容課程，並安排考取國際認證，惟獨欠缺一套統

一的專業技能培訓標準。另外，隨著科技的發展，業內亦不斷引入新

科技、儀器，以提高服務水平，但由於培訓內容及要求是以行業標準

為主，故一般從業員對於日常操作的儀器，掌握應用的知識與技能，

對於其他相關的器材和理論恐未能全面瞭解。  

 

10 .  隨著本港經濟日益蓬勃，市民越來越著重生活質素及享受，

令美容業的發展日趨多元化；加上世界各地美容護理服務水平不斷提

高，消費者對服務質素要求日益提高，香港美容業邁向專業化、全面

化乃大勢所趨。再者，隨著科技迅速發展及市場需求，現時美容業在

技術及儀器的知識水平均不斷提升，因此從業員必須加強裝備，持續

進修，強化個人的專業技能及競爭力，從而為顧客提供優質服務。  

 

能力標準說明  

 

11 .  綜合了行業的現況及未來的 發展，為業界制定一套「能力標

準說明」（ Spe c i f i c at ion  of  C ompete n cy  Stan dard s），從而向業界提

供一套完善的培訓架構，以增強業界的技術水平和競爭力，以及提升

整個美容業的服務質素是刻不容緩的。  

 

12 .  「能力標準說明」主要涵蓋行業各級別的能力標準。能力標

準的釐定是按行業內執行每項職能時所需具備的能力為依歸，當中包

括需要的行業知識、專業技能、軟性技巧等。「能力標準說明」內之職

能範疇和能力標準會以實務性的角度出發，並以能力為本，當中所要

求具備的特定專業知識和技能，亦不會只局限於現今社會的要求，行

業的未來發展及社會趨勢等因素亦被一併考慮及設計在內。  

 

13 .  長遠而言，獲業界認可的「能力標準說明」，日後將會被視作

行業培訓的藍本。制定「能力標準說明」，除可有助確保日後的培訓機

構所提供之各項培訓課程，能夠切合業界目前和未來的實際需要，課

程內容能夠覆蓋行業所需的知識和技能外；同時亦可為員工提供了一

套清晰的進修途徑，協助他們制定個人的就業進修發展計劃；對配合

政府全面推行的資歷架構有指導性的作用。  

 

14 .  由業內僱主、僱員、政府代表組成的「美容行業培訓諮詢委

員會」(諮委會 )，綜合了行業的現況及未來的發展，並參考了國內及國

外之有關標準及模式，初步草擬了有關「美容業能力標準說明」，為美

容業從業員提供一個清晰的就業發展計劃作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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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資歷架構  

 

香港資歷架構  

 

15 .  教育局成立「美容行業培訓諮詢委員會」，以便在行業內推行

香港資歷架構 (資歷架構 )。建議中的資歷架構是一個自願參與的資歷等

級制度，共設有七個級別，為釐定個別工作技能的複雜程度和難度提

供基準，並藉以整理和編排不同性質和名銜的資歷。資歷架構設有獨

立的質素保證機制，以提高認可資歷在行業內的認受性，不論如何取

得資歷的學習模式和途徑。  

 

16 .  「 美 容 行 業 培 訓 諮 詢 委 員 會 」 首 先 根 據 行 業 的 主 要 職 能 範

疇，制訂以工作職務為本的「能力標準說明」。「能力標準說明」由「能

力單元」組成，不單就各項特定工作所需的能力，說明在量和質方面

的要求，更列明有關的綜合成效標準，以及資歷級別和學分等資料。  

 

17 .  「能力標準說明」有助職業教育和培訓機構設計課程，也有助

從事人力資源管理的人員安排員工發展工作，並可作為業內機構認可

優良表現和頒授相關資歷的標準。長遠來說，「能力標準說明」是提升

行業競爭力的基石，讓行業得以持續發展。  

 

18 .  資歷架構的設立，旨在為巿民提供清晰的進修途徑，制定個

人的進修計劃，從而取得具質素保證的資歷。學習者可以在某一特定

專業範疇內進修，循序漸進地提升個人的專門技能 (縱向發展 )，也可循

不同進修途徑學習多種技能，達到一專多能 (橫向發展 )。全面推行資歷

架構，將可在行業內培養終身學習、持續進修的文化和風氣。此外，

在僱主和僱員的積極參與和業界的廣泛認同之下，資歷架構的推行將

可鼓勵培訓機構開辦更多質素優良的訓練課程，以迎合社會及業界的

需要。  

 

2-1



 

資歷級別  

 

19 .  資歷架構共有七個級別，即第一至第七級，以第一級為最低，

而以第七級為最高。各個級別的成效特性，由一套「資歷級別通用指

標」(載於附錄一 )加以描述。通用指標訂明每個資歷級別在下列四方面

的複雜程度、要求和難度。  

 

a  知識及智力技能  

b  過程  

c  應用能力、自主性及問責性  

d  溝通能力、運用資訊科技及運算能力  

 

各「能力單元」(請參閱第四章 )均按照通用指標所訂的基準，釐定所屬

的資歷級別。值得注意的是，「能力單元」所列的能力，可能涵蓋通用

指標的全部或部分範疇，釐定某一「能力單元」所屬的資歷級別時，

須從整體上考慮該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然後作出判斷。  

 

20 .  各個資歷級別是獨立的，換言之，「能力單元」不能被列為介

乎兩個資歷級別之間。如果某個「能力單元」不能完全符合某個資歷

級別其中一個或多個範疇（如適用）的要求，應把該單元列為屬於低

一個級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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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能力標準  

 

美容業主要職能範疇  

 

21 .  「美容行業培訓諮詢委員會」建議「美容業能力標準說明」

的主要職能範疇如下：  

 (i) 化妝  

化妝的主要職能是通過掌握顧客妝容護理，美學五官與臉

型分析，輪廓修飾技巧，色彩及燈光配搭，化妝品使用的

禁忌及注意事項，化妝用具的消毒衛生等知識，運用不同

的化妝技術，如：日妝、晚妝、新娘化妝、攝影化妝、影

視化妝、舞台化妝、特技化妝、四季色彩、角色造型、人

體彩繪 (面部及身體 )等，以達致為顧客提供符合專業美學

的化妝服務。  

 

 (i i) 美甲及手足護理  

美甲護理的主要職能是以專業手甲及腳甲護理、美甲技術

等相關知識，制定指／趾甲護理的技能標準及工作程序，

職能範疇包括衛生管理、傳染病知識，觀察及判斷手甲及

腳甲反映之身體狀況及建議相應護理程序，指甲構造，指

甲病例，真甲護理 (包括銼甲和甲皮護理、拋光及上甲油技

巧、基本及高級機理打磨 )，人造指甲的製作及拆除 (包括

法式修甲、水晶甲、光療樹脂植甲 )，修補甲及卸甲，甲藝

(包括花甲圖案設計、手繪、噴繪、立體造型等 )，問題甲

的護理，用具的消毒衛生、禁忌及注意事項和提供服務的

專業操守等，以達致能提供安全舒適及可靠的美甲護理服

務。  

 

腳部護理的主要職能是以專業腳部護理和管理知識，制定

腳部護理的設備管理及工作程序。職能範疇包括衛生管理

及傳染病知識，觀察及判斷腳部反映之身體狀況及建議相

應護理程序，認識腳部骨骼結構、肌肉系統，常見的足部

問題 (如：香港腳、濕疹、繭、靜脈曲張和扁平足等 )，腳

部皮膚護理 (如：清潔、去角質、按摩、禁忌及注意事項 )，

用具的消毒衛生等，以達致能提供安全舒適及可靠的腳部

護理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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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部護理的主要職能是通過掌握專業手部護理技術及管理

知識，制定手部護理的設備管理及工作程序。職能範疇包

括衛生管理及傳染病知識，觀察及判斷手部反映之身體狀

況及建議相應護理程序，認識手部骨骼結構、肌肉系統，

常見的手部問題  (如：主婦手、繭等 )，手部皮膚護理  (如：

保養、清潔、去角質、按摩、禁忌及注意事項 )，巴拿芬蜜

蠟護理，用具的消毒衛生，和提供服務的專業操守等，以

達致能提供安全舒適及可靠的手部護理服務。  
 

 (i ii)  美容保健  

美容保健是針對行業的蓬勃發展及市場需求，能掌握香薰護

理、水療護理、反射按摩護理、中醫美容及食物營養與自然美

容的關係、衛生管理等知識。美容保健的職能範疇包括：透過

色、光、熱、電和音樂作自然美容護理，相關按摩手法的技巧、

功效及禁忌，香薰的發展歷史，香薰精油、媒介油及花卉水的

特質、效用、使用方法、不良反應及禁忌，健康食品、功能食

品及藥膳食品之應用和反效果的知識等，配合管理知識，美容

儀器的安全操作，專業操守，以達致能提供安全可靠、美得自

然又健康的美容保健護理服務。  
 

 (iv) 美容護理  

美容護理的主要職能範疇包括基本面部護理 (包括面部、眼部、

唇部及頸肩護理 )，皮膚結構，皮膚診斷與分析，四季皮膚護理

及禁忌，各種面部及頭部按摩技巧，美容護理產品的成份及功

能，化妝品學，美容儀器的操作保養及安全使用，彩光面部護

理的實用知識、操作、功效及禁忌等，從業員專業操守及形象，

衛生管理及傳染病知識，以達致能提供安全舒適及可靠的美容

護理服務。  
 

 (v) 美體護理  

美體護理的主要職能是以針對身體護理及纖體管理行業的發

展及市場殷切的需求，制定全面的技能指標和規範工序指引。  

身體護理範疇包括專業操守，衛生管理及傳染病知識，各種按

摩手法（中式、瑞典式、日式、泰式，夏威夷式、熱石及健胸

及腹部按摩）之效用、技巧及禁忌，常用美容儀器的基本運作

原理、操作及應用知識，彩光身體護理及胸部護理的實用知

識、操作、功效及禁忌，蜜蠟脫毛的操作、禁忌及注意事項。  
 

纖體管理範疇包括纖體與人體美的標準、體重管理、食療控

制、肥胖的成因及分析、減肥儀器的操作及安全使用、纖體的

禁忌及注意事項等，以達致提供安全及可靠的護理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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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美容教育及培訓

美容教育及培訓的主要職能是運用現代企業培訓管理，結合美

容業專業知識，制定相關範疇的導師專業職能標準，確保教學

和培訓課程的質素，以配合美容業的蓬勃發展及市場需求。其

主要職能範疇除相關之美容專業能力外，包括導師的職責及專

業操守，教學表達及溝通技巧，分析及評估培訓需要，課程設

計及策劃，培訓場地管理，安全措施、評估學員的表現及學習

進度，培訓項目成本計算等，達致以培訓專業技能、知識及操

守並重。  

(vii)  顧客服務及溝通

顧客服務及溝通的主要職能是能運用顧客服務知識及良好的

溝通技巧，制定顧客服務及管理策略。職能範疇主要包括認識

顧客心理、顧客服務策略、顧客服務質素管理及顧客關係管

理、優質專業服務、處理客戶服務技巧、處理顧客投訴，美容

護理接待及提供美容資訊，對顧客提出合適的美容護理之建

議，維持職業道德及專業形象，以達致能提供專業和優質的顧

客服務。  

(vii i)  市場推廣及銷售

市場推廣及銷售的主要職能是能運用銷售技巧及市場推廣知

識，制定美容產品及服務的銷售與市場推廣計劃，主要範疇包

括瞭解各類美容服務特點、各種美容產品的成份、功效、副作

用及新產品認識，美容服務及有關產品之推廣知識，對市場環

境、消費者行為、市場概念、營銷計劃、推廣策略、個人銷售

技巧、電子商貿、市場研究及客户關係的管理有一定的認識，

以達致能提高美容產品或服務的銷售額。  

( ix) 營運管理

營運管理的主要職能是能運用現代企業管理知識，針對美容業

的經營特點及行業發展，制定機構的營運及發展計劃，主要範

疇包括員工管理及考勤，培訓系統，服務及客戶管理準則，商

品、庫存與材料及設備管理，財務及行政管理，商業勞工及有

關法例，美容資訊及科技的發展，公共衛生及安全管理等，以

達致高效益的業務管理，提供穩健和安全的美容服務。  

詳細資料請參閱圖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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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  「美容行業培訓諮詢委員會」根據資歷級別通用指標及主要

職能範疇，制定了美容業從業員「能力表」（第四章）。此「能力表」

詳細臚列了美容業之培訓要求，並按能力級別及主要職能範疇分類而

制定。整個設計，可讓公眾人士能透過一個清晰及統一的指引，制定

個人的進修計劃。一方面依照循序漸進的專門技能進修途徑（縱向發

展），以在某一特定專業範疇內提升個人的技能；另一方面，可按照多

種技能的進修途徑（橫向發展），達到一專多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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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一

美容業主要職能範疇

美甲及手足護理 
Nail, Hand & 

Foot Care 

美容教育及培訓 
Beauty 

Education & 
Training 

顧客服務及溝通 
Customer 
Services & 

Communication 

營運管理 
Operation 

Management 

化妝 
Make Up 

美容保健 
Beauty Health 

Care 

美容業主要職能範疇 
美容護理 

Beauty Care 

市場推廣及銷售 
Marketing & 

Sales 

美體護理 
Body 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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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標準

23 .  能力標準是指某工作職能所需具備之技能和知識。由此能力

標準確定了業界要求的基準，並訂明執行某項工作所需的技能、知識

和條件，因此能力標準是整個「能力標準說明」最重要的環節。  

能力單元

24 .  「美容行業培訓諮詢委員會」根據業內的各工作職能所需的

能力，制定個別能力標準，並以「能力單元」來表示，而每一個「能

力單元」描述該項能力所需具備標準及其能力，各「能力單元」及其

詳細內容臚列於第四章。各能力單元內列出之例子僅供參考。  

各「能力單元」的設計可分為八個基本項目：

1 . 名稱

2 . 編號

3 . 應用範圍

4 .  級別

5 . 學分

6 . 能力

7 . 評核指引

8 . 備註

過往資歷認可

25 .  整項資歷架構內其中一個重要的概念 ，是公眾人士除可透過

接受正規的培訓課程外，從工作中亦可掌握行業的經驗、技能、知識

及學問，只要符合諮委會所訂立的能力標準，便可進行資歷認可申請。 

26 .  長久以來，美容業從業員的受訓途徑主要是透過 美容學院、

產品儀器公司及行業推崇的標準培訓，要確認從這些培訓途徑達到某

能力標準將會是一項非常艱鉅的工作。諮委會日後會諮詢業內人士的

意見，制定有關的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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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美容業從業員

能力單元 



職能範疇
化妝 美甲及手足護理 美容保健 美容護理 美體護理 美容教育及培訓 顧客服務及溝通 市場推廣及銷售 營運管理

(MU) (NA) (HC) (BC) (BO) (ET) (CS) (MS) (OM)

能力級別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認識職業道德及員工
守則

BEZZCN101A
3 學分
P.4-34

認識職業道德及員工
守則

BEZZCN101A
3 學分
P.4-34

認識職業道德及員工
守則

BEZZCN101A
3 學分
P.4-34

認識職業道德及員工
守則

BEZZCN101A
3 學分
P.4-34

認識職業道德及員工
守則

BEZZCN101A
3 學分
P.4-34

認識職業道德及員工
守則

BEZZCN101A
3 學分
P.4-34

認識公眾衛生

BEZZCN102A
3 學分
P.4-35

認識公眾衛生

BEZZCN102A
3 學分
P.4-35

認識公眾衛生

BEZZCN102A
3 學分
P.4-35

認識公眾衛生

BEZZCN102A
3 學分
P.4-35

認識公眾衛生

BEZZCN102A
3 學分
P.4-35

認識美容場所一般安
全守則

BEZZCN103A
3 學分
P.4-36

認識美容場所一般安
全守則

BEZZCN103A
3 學分
P.4-36

認識美容場所一般安
全守則

BEZZCN103A
3 學分
P.4-36

認識美容場所一般安
全守則

BEZZCN103A
3 學分
P.4-36

認識美容場所一般安
全守則

BEZZCN103A
3 學分
P.4-36

瞭解顧客服務基本知
識

BEZZCN104A
3 學分
P.4-37

瞭解顧客服務基本知
識

BEZZCN104A
3 學分
P.4-37

瞭解顧客服務基本知
識

BEZZCN104A
3 學分
P.4-37

瞭解顧客服務基本知
識

BEZZCN104A
3 學分
P.4-37

瞭解顧客服務基本知
識

BEZZCN104A
3 學分
P.4-37

瞭解顧客服務基本知
識

BEZZCN104A
3 學分
P.4-37

1

美容業從員能力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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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能範疇
化妝 美甲及手足護理 美容保健 美容護理 美體護理 美容教育及培訓 顧客服務及溝通 市場推廣及銷售 營運管理

(MU) (NA) (HC) (BC) (BO) (ET) (CS) (MS) (OM)

能力級別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美容業從員能力表

認識美容服務種類及
功效

BEZZCN105A
6 學分
P.4-44

認識美容服務種類及
功效

BEZZCN105A
6 學分
P.4-44

認識美容服務種類及
功效

BEZZCN105A
6 學分
P.4-44

認識美容服務種類及
功效

BEZZCN105A
6 學分
P.4-44

瞭解美容護理基本知
識

BEZZCN106A
6 學分
P.4-38

瞭解美容護理基本知
識

BEZZCN106A
6 學分
P.4-38

瞭解美容護理基本知
識

BEZZCN106A
6 學分
P.4-38

瞭解美容護理基本知
識

BEZZCN106A
6 學分
P.4-38

瞭解美容護理基本知
識

BEZZCN106A
6 學分
P.4-38

識別美容產品種類、
成份及功效

BEZZCN107A
6 學分
P.4-39

識別美容產品種類、
成份及功效

BEZZCN107A
6 學分
P.4-39

識別美容產品種類、
成份及功效

BEZZCN107A
6 學分
P.4-39

識別美容產品種類、
成份及功效

BEZZCN107A
6 學分
P.4-39

識別美容產品種類、
成份及功效

BEZZCN107A
6 學分
P.4-39

識別美容產品種類、
成份及功效

BEZZCN107A
6 學分
P.4-39

認識基本人體結構及
生理系統

BEZZCN109A
6 學分
P.4-42

認識基本人體結構及
生理系統

BEZZCN109A
6 學分
P.4-42

認識基本人體結構及
生理系統

BEZZCN109A
6 學分
P.4-42

認識基本人體結構及
生理系統

BEZZCN109A
6 學分
P.4-42

1

4-2



職能範疇
化妝 美甲及手足護理 美容保健 美容護理 美體護理 美容教育及培訓 顧客服務及溝通 市場推廣及銷售 營運管理

(MU) (NA) (HC) (BC) (BO) (ET) (CS) (MS) (OM)

能力級別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美容業從員能力表

使用一般與美容相關
電器安全守則

BEZZCN110A
3 學分
P.4-43

使用一般與美容相關
電器安全守則

BEZZCN110A
3 學分
P.4-43

使用一般與美容相關
電器安全守則

BEZZCN110A
3 學分
P.4-43

使用一般與美容相關
電器安全守則

BEZZCN110A
3 學分
P.4-43

應用不同消毒方法及
程序

BEZZCN111A
6 學分
P.4-40

應用不同消毒方法及
程序

BEZZCN111A
6 學分
P.4-40

應用不同消毒方法及
程序

BEZZCN111A
6 學分
P.4-40

應用不同消毒方法及
程序

BEZZCN111A
6 學分
P.4-40

應用不同消毒方法及
程序

BEZZCN111A
6 學分
P.4-40

認識基本皮膚護理

BEZZCN113A
6 學分
P.4-41

認識基本皮膚護理

BEZZCN113A
6 學分
P.4-41

認識香薰的來源、特
性、應用範圍及禁忌

BEZZCN114A
6 學分
P.4-45

認識香薰的來源、特
性、應用範圍及禁忌

BEZZCN114A
6 學分
P.4-45

認識香薰的來源、特
性、應用範圍及禁忌

BEZZCN114A
6 學分
P.4-4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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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能範疇
化妝 美甲及手足護理 美容保健 美容護理 美體護理 美容教育及培訓 顧客服務及溝通 市場推廣及銷售 營運管理

(MU) (NA) (HC) (BC) (BO) (ET) (CS) (MS) (OM)

能力級別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美容業從員能力表

進行眉型設計及修飾

BEZZMU102A
3 學分
P.4-46

識別美甲及手足護理
產品標籤及工具

BEZZNA101A
3 學分
P.4-51

認識美容保健服務

BEZZHC101A
3 學分
P.4-54

認識基本面部、肩頸
按摩

BEZZBC101A
6 學分
P.4-56

認識美體用品成份的
功效

BEZZBO101A
3 學分
P.4-58

瞭解一般美容業市場
環境

BEZZCS101A
3 學分
P.4-60

應用一般化妝品及工
具

BEZZMU103A
3 學分
P.4-47

認識手部及足部的骨
骼、各肌肉系統的基
本結構

BEZZNA102A
6 學分
P.4-52

識別常用花卉水及其
功效

BEZZHC104A
3 學分
P.4-55

識別面膜種類與成份

BEZZBC102A
6 學分
P.4-57

正確量度體型

BEZZBO102A
3 學分
P.4-59

掌握基本日妝技巧

BEZZMU104A
6 學分
P.4-48

認識美甲及手足的基
本護理技巧及常見問
題

BEZZNA103A
3 學分
P.4-53

認識色彩學

BEZZMU105A
3 學分
P.4-49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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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能範疇
化妝 美甲及手足護理 美容保健 美容護理 美體護理 美容教育及培訓 顧客服務及溝通 市場推廣及銷售 營運管理

(MU) (NA) (HC) (BC) (BO) (ET) (CS) (MS) (OM)

能力級別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美容業從員能力表

1 認識皮膚構造及常見
問題

106898L1
6 學分
P.4-50

認識皮膚構造及常見
問題

106898L1
6 學分
P.4-50

認識皮膚構造及常見
問題

106898L1
6 學分
P.4-50

認識皮膚構造及常見
問題

106898L1
6 學分
P.4-50

認識皮膚構造及常見
問題

106898L1
6 學分
P.4-50

認識一般傳染病的傳
播及預防

BEZZCN201A
6 學分
P.4-61

認識一般傳染病的傳
播及預防

BEZZCN201A
6 學分
P.4-61

認識一般傳染病的傳
播及預防

BEZZCN201A
6 學分
P.4-61

認識一般傳染病的傳
播及預防

BEZZCN201A
6 學分
P.4-61

認識一般傳染病的傳
播及預防

BEZZCN201A
6 學分
P.4-61

應用美容業相關之職
業安全健康、環保及
危險品條例

BEZZCN202A
6 學分
P.4-62

應用美容業相關之職
業安全健康、環保及
危險品條例

BEZZCN202A
6 學分
P.4-62

應用美容業相關之職
業安全健康、環保及
危險品條例

BEZZCN202A
6 學分
P.4-62

應用美容業相關之職
業安全健康、環保及
危險品條例

BEZZCN202A
6 學分
P.4-62

應用美容業相關之職
業安全健康、環保及
危險品條例

BEZZCN202A
6 學分
P.4-62

應用基本急救知識

BEZZCN203A
6 學分
P.4-63

應用基本急救知識

BEZZCN203A
6 學分
P.4-63

應用基本急救知識

BEZZCN203A
6 學分
P.4-63

應用基本急救知識

BEZZCN203A
6 學分
P.4-63

應用基本急救知識

BEZZCN203A
6 學分
P.4-63

應用基本急救知識

BEZZCN203A
6 學分
P.4-6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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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能範疇
化妝 美甲及手足護理 美容保健 美容護理 美體護理 美容教育及培訓 顧客服務及溝通 市場推廣及銷售 營運管理

(MU) (NA) (HC) (BC) (BO) (ET) (CS) (MS) (OM)

能力級別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美容業從員能力表

與顧客進行簡單英語
溝通

BEZZCN205A
6 學分
P.4-64

與顧客進行簡單英語
溝通

BEZZCN205A
6 學分
P.4-64

與顧客進行簡單英語
溝通

BEZZCN205A
6 學分
P.4-64

與顧客進行簡單英語
溝通

BEZZCN205A
6 學分
P.4-64

與顧客進行簡單英語
溝通

BEZZCN205A
6 學分
P.4-64

與顧客進行簡單英語
溝通

BEZZCN205A
6 學分
P.4-64

與顧客進行簡單普通
話溝通

BEZZCN206A
6 學分
P.4-65

與顧客進行簡單普通
話溝通

BEZZCN206A
6 學分
P.4-65

與顧客進行簡單普通
話溝通

BEZZCN206A
6 學分
P.4-65

與顧客進行簡單普通
話溝通

BEZZCN206A
6 學分
P.4-65

與顧客進行簡單普通
話溝通

BEZZCN206A
6 學分
P.4-65

與顧客進行簡單普通
話溝通

BEZZCN206A
6 學分
P.4-65

處理客戶關係技巧

BEZZCN207A
3 學分
P.4-66

處理客戶關係技巧

BEZZCN207A
3 學分
P.4-66

處理客戶關係技巧

BEZZCN207A
3 學分
P.4-66

處理客戶關係技巧

BEZZCN207A
3 學分
P.4-66

處理客戶關係技巧

BEZZCN207A
3 學分
P.4-66

處理客戶關係技巧

BEZZCN207A
3 學分
P.4-66

識別各種皮膚種類及
護理

BEZZCN210A
3 學分
P.4-68

識別各種皮膚種類及
護理

BEZZCN210A
3 學分
P.4-68

識別各種皮膚種類及
護理

BEZZCN210A
3 學分
P.4-68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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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能範疇
化妝 美甲及手足護理 美容保健 美容護理 美體護理 美容教育及培訓 顧客服務及溝通 市場推廣及銷售 營運管理

(MU) (NA) (HC) (BC) (BO) (ET) (CS) (MS) (OM)

能力級別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美容業從員能力表

護理前的皮膚測試

BEZZCN211A
3 學分
P.4-69

護理前的皮膚測試

BEZZCN211A
3 學分
P.4-69

護理前的皮膚測試

BEZZCN211A
3 學分
P.4-69

進行一般身體按摩護
理

BEZZCN212A
6 學分
P.4-70

進行一般身體按摩護
理

BEZZCN212A
6 學分
P.4-70

瞭解頭部骨骼與面部
肌肉的結構

BEZZCN217A
3 學分
P.4-67

瞭解頭部骨骼與面部
肌肉的結構

BEZZCN217A
3 學分
P.4-67

進行香薰按摩

BEZZCN218A
6 學分
P.4-71

進行香薰按摩

BEZZCN218A
6 學分
P.4-71

進行香薰按摩

BEZZCN218A
6 學分
P.4-7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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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能範疇
化妝 美甲及手足護理 美容保健 美容護理 美體護理 美容教育及培訓 顧客服務及溝通 市場推廣及銷售 營運管理

(MU) (NA) (HC) (BC) (BO) (ET) (CS) (MS) (OM)

能力級別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美容業從員能力表

掌握非永久性脫毛技
巧

BEZZCN219A
3 學分
P.4-77

掌握非永久性脫毛技
巧

BEZZCN219A
3 學分
P.4-77

運用一般美容儀器

BEZZCN222A
9 學分
P.4-72

運用一般美容儀器

BEZZCN222A
9 學分
P.4-72

運用一般美體儀器

BEZZCN223A
9 學分
P.4-73

運用一般美體儀器

BEZZCN223A
9 學分
P.4-73

瞭解按摩對促進血
液、淋巴循環系統的
關係

BEZZCN225A
6 學分
P.4-74

瞭解按摩對促進血
液、淋巴循環系統的
關係

BEZZCN225A
6 學分
P.4-74

瞭解按摩對促進血
液、淋巴循環系統的
關係

BEZZCN225A
6 學分
P.4-74

2

4-8



職能範疇
化妝 美甲及手足護理 美容保健 美容護理 美體護理 美容教育及培訓 顧客服務及溝通 市場推廣及銷售 營運管理

(MU) (NA) (HC) (BC) (BO) (ET) (CS) (MS) (OM)

能力級別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美容業從員能力表

認識基礎營養學

BEZZCN226A
6 學分
P.4-75

認識基礎營養學

BEZZCN226A
6 學分
P.4-75

認識基礎營養學

BEZZCN226A
6 學分
P.4-75

認識各種頭部按摩的
發展及功效

BEZZCN227A
3 學分
P.4-76

認識各種頭部按摩的
發展及功效

BEZZCN227A
3 學分
P.4-76

識別化妝品標籤及常
見成份

BEZZMU201A
6 學分
P.4-78

進行基本手部按摩

BEZZNA201A
3 學分
P.4-88

掌握香薰的化學成份
對人體產生的反應

BEZZHC201A
3 學分
P.4-94

漂染睫毛及眉毛

BEZZBC201A
3 學分
P.4-111

分析體態及評估體重
標準

BEZZBO202A
6 學分
P.4-115

掌握美容實務培訓基
本技巧

BEZZET201A
6 學分
P.4-117

銷售美容產品及服務

BEZZCS201A
9 學分
P.4-118

應用一般勞工法例

BEZZOM203A
3 學分
P.4-119

運用色彩學於化妝

BEZZMU202A
3 學分
P.4-79

進行基本足部按摩

BEZZNA202A
6 學分
P.4-89

瞭解水療護理的發展
概況

BEZZHC203A
3 學分
P.4-95

進行一般面部按摩護
理

BEZZBC202A
3 學分
P.4-112

進行一般美體護理

BEZZBO203A
6 學分
P.4-116

應用一般商業法例

BEZZOM206A
6 學分
P.4-12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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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能範疇
化妝 美甲及手足護理 美容保健 美容護理 美體護理 美容教育及培訓 顧客服務及溝通 市場推廣及銷售 營運管理

(MU) (NA) (HC) (BC) (BO) (ET) (CS) (MS) (OM)

能力級別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美容業從員能力表

掌握晚妝技巧

BEZZMU203A
3 學分
P.4-80

操作美甲及手足護理
儀器的技巧

BEZZNA204A
3 學分
P.4-90

瞭解水療護理的環境
配套

BEZZHC204A
3 學分
P.4-96

進行一般美容護理

BEZZBC203A
6 學分
P.4-113

配戴各種假眼睫毛

BEZZMU204A
3 學分
P.4-81

運用各種植甲工具

BEZZNA206A
3 學分
P.4-91

瞭解各種美容保健護
理與水療護理的配合

BEZZHC205A
6 學分
P.4-97

修飾臉型輪廓及美化
五官

BEZZMU205A
3 學分
P.4-82

操作各種水療按摩護
理設備

BEZZHC206A
3 學分
P.4-98

掌握素描技巧與妝容
設計

BEZZMU206A
3 學分
P.4-83

進行一般水療護理

BEZZHC207A
6 學分
P.4-99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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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能範疇
化妝 美甲及手足護理 美容保健 美容護理 美體護理 美容教育及培訓 顧客服務及溝通 市場推廣及銷售 營運管理

(MU) (NA) (HC) (BC) (BO) (ET) (CS) (MS) (OM)

能力級別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美容業從員能力表

應用人體彩繪基礎技
巧

BEZZMU208A
3 學分
P.4-84

處理顧客對足底反射
按摩服務的查詢

BEZZHC209A
6 學分
P.4-100

描繪簡單彩繪圖案

BEZZMU209A
3 學分
P.4-85

進行足底反射按摩

BEZZHC210A
15 學分
P.4-101

認識個人色彩診斷

BEZZMU210A
6 學分
P.4-86

瞭解足底反射按摩的
環境設施配套

BEZZHC211A
3 學分
P.4-102

瞭解食膳美容及四季
飲食

BEZZHC213A
6 學分
P.4-10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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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能範疇
化妝 美甲及手足護理 美容保健 美容護理 美體護理 美容教育及培訓 顧客服務及溝通 市場推廣及銷售 營運管理

(MU) (NA) (HC) (BC) (BO) (ET) (CS) (MS) (OM)

能力級別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美容業從員能力表

認識養生保健按摩的
環境設施配套

BEZZHC214A
3 學分
P.4-104

瞭解一般健康食品的
產品資料

BEZZHC215A
3 學分
P.4-105

認識養生美容

BEZZHC218A
3 學分
P.4-106

認識美容保健市場發
展概況

BEZZHC220A
3 學分
P.4-107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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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能範疇
化妝 美甲及手足護理 美容保健 美容護理 美體護理 美容教育及培訓 顧客服務及溝通 市場推廣及銷售 營運管理

(MU) (NA) (HC) (BC) (BO) (ET) (CS) (MS) (OM)

能力級別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美容業從員能力表

瞭解水療護理的種
類、功效及禁忌

BEZZHC221A
6 學分
P.4-108

進行一般水療護理服
務流程與諮詢

BEZZHC222A
6 學分
P.4-109

瞭解養生保健按摩技
巧及禁忌

BEZZHC223A
9 學分
P.4-110

瞭解毛髮結構及常見
問題

106896L2
3 學分
P.4-114

瞭解毛髮結構及常見
問題

106896L2
3 學分
P.4-11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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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能範疇
化妝 美甲及手足護理 美容保健 美容護理 美體護理 美容教育及培訓 顧客服務及溝通 市場推廣及銷售 營運管理

(MU) (NA) (HC) (BC) (BO) (ET) (CS) (MS) (OM)

能力級別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美容業從員能力表

進行客戶諮詢服務

106899L2
3 學分
P.4-87

進行客戶諮詢服務

106899L2
3 學分
P.4-87

進行客戶諮詢服務

106899L2
3 學分
P.4-87

進行客戶諮詢服務

106899L2
3 學分
P.4-87

進行客戶諮詢服務

106899L2
3 學分
P.4-87

應用各種指/趾甲知
識和常見問題

106900L2
6 學分
P.4-92

進行基本指/趾甲修
飾

106901L2
3 學分
P.4-93

3 識別一般傳染病的類
別及病徵

BEZZCN301A
9 學分
P.4-121

識別一般傳染病的類
別及病徵

BEZZCN301A
9 學分
P.4-121

識別一般傳染病的類
別及病徵

BEZZCN301A
9 學分
P.4-121

識別一般傳染病的類
別及病徵

BEZZCN301A
9 學分
P.4-121

識別一般傳染病的類
別及病徵

BEZZCN301A
9 學分
P.4-12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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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能範疇
化妝 美甲及手足護理 美容保健 美容護理 美體護理 美容教育及培訓 顧客服務及溝通 市場推廣及銷售 營運管理

(MU) (NA) (HC) (BC) (BO) (ET) (CS) (MS) (OM)

能力級別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美容業從員能力表

推廣美容產品及服務

BEZZCN302A
9 學分
P.4-122

推廣美容產品及服務

BEZZCN302A
9 學分
P.4-122

推廣美容產品及服務

BEZZCN302A
9 學分
P.4-122

推廣美容產品及服務

BEZZCN302A
9 學分
P.4-122

推廣美容產品及服務

BEZZCN302A
9 學分
P.4-122

推廣美容產品及服務

BEZZCN302A
9 學分
P.4-122

推廣美容產品及服務

BEZZCN302A
9 學分
P.4-122

與顧客進行複雜英語
溝通

BEZZCN303A
6 學分
P.4-123

與顧客進行複雜英語
溝通

BEZZCN303A
6 學分
P.4-123

與顧客進行複雜英語
溝通

BEZZCN303A
6 學分
P.4-123

與顧客進行複雜英語
溝通

BEZZCN303A
6 學分
P.4-123

與顧客進行複雜英語
溝通

BEZZCN303A
6 學分
P.4-123

與顧客進行複雜英語
溝通

BEZZCN303A
6 學分
P.4-123

與顧客進行複雜普通
話溝通

BEZZCN304A
6 學分
P.4-124

與顧客進行複雜普通
話溝通

BEZZCN304A
6 學分
P.4-124

與顧客進行複雜普通
話溝通

BEZZCN304A
6 學分
P.4-124

與顧客進行複雜普通
話溝通

BEZZCN304A
6 學分
P.4-124

與顧客進行複雜普通
話溝通

BEZZCN304A
6 學分
P.4-124

與顧客進行複雜普通
話溝通

BEZZCN304A
6 學分
P.4-124

掌握優質顧客服務

BEZZCN305A
6 學分
P.4-125

掌握優質顧客服務

BEZZCN305A
6 學分
P.4-125

掌握優質顧客服務

BEZZCN305A
6 學分
P.4-125

掌握優質顧客服務

BEZZCN305A
6 學分
P.4-125

掌握優質顧客服務

BEZZCN305A
6 學分
P.4-125

掌握優質顧客服務

BEZZCN305A
6 學分
P.4-125

掌握優質顧客服務

BEZZCN305A
6 學分
P.4-125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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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能範疇
化妝 美甲及手足護理 美容保健 美容護理 美體護理 美容教育及培訓 顧客服務及溝通 市場推廣及銷售 營運管理

(MU) (NA) (HC) (BC) (BO) (ET) (CS) (MS) (OM)

能力級別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美容業從員能力表

掌握消費者行為心理

BEZZCN307A
9 學分
P.4-131

掌握消費者行為心理

BEZZCN307A
9 學分
P.4-131

進行深層身體按摩

BEZZCN311A
9 學分
P.4-126

進行深層身體按摩

BEZZCN311A
9 學分
P.4-126

操作及保養各種美體
儀器

BEZZCN312A
15 學分
P.4-127

操作及保養各種美體
儀器

BEZZCN312A
15 學分
P.4-127

操作及保養各種美容
儀器

BEZZCN313A
15 學分
P.4-128

操作及保養各種美容
儀器

BEZZCN313A
15 學分
P.4-128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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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能範疇
化妝 美甲及手足護理 美容保健 美容護理 美體護理 美容教育及培訓 顧客服務及溝通 市場推廣及銷售 營運管理

(MU) (NA) (HC) (BC) (BO) (ET) (CS) (MS) (OM)

能力級別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美容業從員能力表

瞭解營養與美容的關
係

BEZZCN314A
6 學分
P.4-129

瞭解營養與美容的關
係

BEZZCN314A
6 學分
P.4-129

瞭解營養與美容的關
係

BEZZCN314A
6 學分
P.4-129

進行頭部按摩

BEZZCN315A
6 學分
P.4-130

進行頭部按摩

BEZZCN315A
6 學分
P.4-130

進行基本新娘化妝

BEZZMU301A
3 學分
P.4-132

進行水晶植甲

BEZZNA303A
3 學分
P.4-147

調配香薰作美容護理

BEZZHC301A
6 學分
P.4-157

進行紋繡美容

BEZZBC302A
9 學分
P.4-167

瞭解體適能與纖體的
關係

BEZZBO301A
3 學分
P.4-172

執行培訓場地及設施
管理

BEZZET304A
3 學分
P.4-177

執行營銷計劃

BEZZMS301A
9 學分
P.4-184

執行美容業職安健的
風險評估

BEZZOM301A
9 學分
P.4-189

應用室內、外化妝技
巧

BEZZMU302A
3 學分
P.4-133

進行光療樹脂植甲

BEZZNA304A
3 學分
P.4-148

分析顧客水療護理需
要及評估護理效果

BEZZHC302A
6 學分
P.4-158

進行電眼睫毛/植眼
睫毛

BEZZBC303A
6 學分
P.4-168

進行各種纖體護理

BEZZBO303A
6 學分
P.4-173

編寫培訓教材

BEZZET305A
6 學分
P.4-178

掌握美容商品櫥窗陳
列設計技巧

BEZZMS302A
6 學分
P.4-185

執行招聘程序

BEZZOM306A
3 學分
P.4-19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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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能範疇
化妝 美甲及手足護理 美容保健 美容護理 美體護理 美容教育及培訓 顧客服務及溝通 市場推廣及銷售 營運管理

(MU) (NA) (HC) (BC) (BO) (ET) (CS) (MS) (OM)

能力級別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美容業從員能力表

進行婚禮相關人士的
禮服及宴會化妝

BEZZMU303A
3 學分
P.4-134

進行纖維甲片植甲

BEZZNA305A
3 學分
P.4-149

掌握足底反射按摩對
人體產生的反應

BEZZHC306A
6 學分
P.4-159

應用人體結構知識於
美體護理

BEZZBO304A
3 學分
P.4-174

應用教學技巧

BEZZET306A
6 學分
P.4-179

掌握基本零售管理

BEZZMS303A
6 學分
P.4-186

調配員工

BEZZOM307A
3 學分
P.4-191

進行攝影化妝(黑白
及彩色)

BEZZMU304A
3 學分
P.4-135

掌握指／趾甲的基本
花甲藝術技巧

BEZZNA306A
3 學分
P.4-150

分析顧客的美容護理
及食療需要

BEZZHC310A
6 學分
P.4-160

瞭解乳腺、生殖系統
構造與健胸護理的關
係

BEZZBO305A
6 學分
P.4-175

認識美容導師的職
責、專業要求及操守

BEZZET307A
3 學分
P.4-180

執行銷售支援

BEZZMS304A
6 學分
P.4-187

執行薪酬基準和佣金
制度

BEZZOM308A
3 學分
P.4-192

進行一般特技化妝

BEZZMU305A
3 學分
P.4-136

製作及拆除人造指／
趾甲

BEZZNA307A
3 學分
P.4-151

檢討養生美容護理的
效果

BEZZHC311A
6 學分
P.4-161

進行胸部護理

BEZZBO307A
6 學分
P.4-176

掌握培訓前準備工作

BEZZET308A
6 學分
P.4-181

執行市場調查計劃

BEZZMS305A
9 學分
P.4-188

處理員工記錄

BEZZOM309A
3 學分
P.4-193

掌握人體彩繪構圖

BEZZMU306A
3 學分
P.4-137

製作平面花款

BEZZNA308A
3 學分
P.4-152

與顧客講解健康食品
標籤資料

BEZZHC312A
6 學分
P.4-162

掌握課堂管理

BEZZET310A
6 學分
P.4-182

執行貨品處理程序

BEZZOM314A
3 學分
P.4-19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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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能範疇
化妝 美甲及手足護理 美容保健 美容護理 美體護理 美容教育及培訓 顧客服務及溝通 市場推廣及銷售 營運管理

(MU) (NA) (HC) (BC) (BO) (ET) (CS) (MS) (OM)

能力級別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美容業從員能力表

運用色彩暈染於人體
彩繪

BEZZMU307A
3 學分
P.4-138

掌握水染花甲

BEZZNA309A
3 學分
P.4-153

認識體質、膳食忌宜
與美容的關係

BEZZHC316A
6 學分
P.4-163

掌握美容實務培訓技
巧

BEZZET311A
6 學分
P.4-183

描繪複雜圖案

BEZZMU308A
6 學分
P.4-139

掌握美甲噴槍彩繪技
巧

BEZZNA310A
3 學分
P.4-154

調配養生美容外敷物
料

BEZZHC318A
6 學分
P.4-164

素描人體造型(上半
身)

BEZZMU309A
6 學分
P.4-140

掌握美甲電鑽打磨及
鑲嵌技巧

BEZZNA311A
3 學分
P.4-155

掌握舒緩壓力的各種
美容護理技巧

BEZZHC319A
6 學分
P.4-165

刻劃動感彩繪(上半
身)

BEZZMU310A
3 學分
P.4-141

進行養生保健按摩護
理

BEZZHC320A
9 學分
P.4-166

3

4-19



職能範疇
化妝 美甲及手足護理 美容保健 美容護理 美體護理 美容教育及培訓 顧客服務及溝通 市場推廣及銷售 營運管理

(MU) (NA) (HC) (BC) (BO) (ET) (CS) (MS) (OM)

能力級別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美容業從員能力表

應用人體彩繪用品及
工具

BEZZMU311A
3 學分
P.4-142

運用色彩學漸層技巧
(個人形象設計)

BEZZMU312A
3 學分
P.4-143

掌握不同場景與舞台
化妝的關係

BEZZMU313A
3 學分
P.4-144

進行時尚化妝

BEZZMU316A
3 學分
P.4-145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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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能範疇
化妝 美甲及手足護理 美容保健 美容護理 美體護理 美容教育及培訓 顧客服務及溝通 市場推廣及銷售 營運管理

(MU) (NA) (HC) (BC) (BO) (ET) (CS) (MS) (OM)

能力級別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美容業從員能力表

進行時裝化妝

BEZZMU317A
3 學分
P.4-146

掌握美容光學的基礎
知識

106894L3
6 學分
P.4-169

掌握美容光學的基礎
知識

106894L3
6 學分
P.4-169

瞭解皮膚老化及色素
形成之常見問題

106897L3
6 學分
P.4-170

瞭解皮膚老化及色素
形成之常見問題

106897L3
6 學分
P.4-170

掌握美甲及趾甲的護
理技巧

106902L3
6 學分
P.4-156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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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能範疇
化妝 美甲及手足護理 美容保健 美容護理 美體護理 美容教育及培訓 顧客服務及溝通 市場推廣及銷售 營運管理

(MU) (NA) (HC) (BC) (BO) (ET) (CS) (MS) (OM)

能力級別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美容業從員能力表

制定營運場所環境衛
生管理程序和要求

BEZZCN401A
6 學分
P.4-195

制定營運場所環境衛
生管理程序和要求

BEZZCN401A
6 學分
P.4-195

制定營運場所環境衛
生管理程序和要求

BEZZCN401A
6 學分
P.4-195

制定營運場所環境衛
生管理程序和要求

BEZZCN401A
6 學分
P.4-195

制定營運場所環境衛
生管理程序和要求

BEZZCN401A
6 學分
P.4-195

制定營運場所環境衛
生管理程序和要求

BEZZCN401A
6 學分
P.4-195

管理員工關係

BEZZCN408A
9 學分
P.4-197

管理員工關係

BEZZCN408A
9 學分
P.4-197

制定美容儀器保養及
維修程序

BEZZCN409A
6 學分
P.4-196

制定美容儀器保養及
維修程序

BEZZCN409A
6 學分
P.4-196

制定美容儀器保養及
維修程序

BEZZCN409A
6 學分
P.4-196

制定美容儀器保養及
維修程序

BEZZCN409A
6 學分
P.4-196

進行複雜特技化妝

BEZZMU401A
6 學分
P.4-198

設計指／趾甲的各種
花甲造型

BEZZNA401A
6 學分
P.4-204

設計香薰於美容護理
的環境設施配套

BEZZHC401A
3 學分
P.4-206

評估美容護理效果及
建議護理需要

BEZZBC401A
6 學分
P.4-219

掌握運動舒緩按摩

BEZZBO401A
6 學分
P.4-232

評估美容課程內容

BEZZET403A
6 學分
P.4-234

制定顧客服務計劃

BEZZCS401A
12 學分
P.4-237

執行零售督導管理

BEZZMS401A
9 學分
P.4-239

制定庫存程序

BEZZOM402A
3 學分
P.4-24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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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能範疇
化妝 美甲及手足護理 美容保健 美容護理 美體護理 美容教育及培訓 顧客服務及溝通 市場推廣及銷售 營運管理

(MU) (NA) (HC) (BC) (BO) (ET) (CS) (MS) (OM)

能力級別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美容業從員能力表

設計舞台化妝造型

BEZZMU402A
6 學分
P.4-199

製作立體花款

BEZZNA402A
6 學分
P.4-205

掌握香薰美容與神經
和內分泌系統運作的
關係

BEZZHC402A
6 學分
P.4-207

評估美體護理效果及
建議護理需要

BEZZBO402A
9 學分
P.4-233

評估師生表現及培訓
課程成效

BEZZET409A
6 學分
P.4-235

執行顧客服務管理

BEZZCS402A
12 學分
P.4-238

評核員工表現

BEZZOM407A
6 學分
P.4-241

素描人體造型(全身)

BEZZMU403A
6 學分
P.4-200

運用香薰專業知識，
以舒緩情緒及促進美
容功效

BEZZHC404A
9 學分
P.4-208

制定培訓評核準則及
評估報告

BEZZET410A
6 學分
P.4-236

處理一般勞資糾紛

BEZZOM408A
6 學分
P.4-242

描繪動感彩繪(全身)

BEZZMU404A
6 學分
P.4-201

掌握各種水療按摩設
備的水質及消毒系統

BEZZHC405A
6 學分
P.4-209

執行財務管理

BEZZOM409A
9 學分
P.4-243

設計造型化妝(個人
形象)

BEZZMU406A
6 學分
P.4-202

設計水療護理的環境
配套

BEZZHC406A
6 學分
P.4-210

運用資訊管理

BEZZOM412A
6 學分
P.4-24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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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能範疇
化妝 美甲及手足護理 美容保健 美容護理 美體護理 美容教育及培訓 顧客服務及溝通 市場推廣及銷售 營運管理

(MU) (NA) (HC) (BC) (BO) (ET) (CS) (MS) (OM)

能力級別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美容業從員能力表

進行影視化妝

BEZZMU407A
6 學分
P.4-203

評估水療護理對舒緩
情緒及促進美容的功
效

BEZZHC407A
6 學分
P.4-211

制定員工培訓指引

BEZZOM413A
6 學分
P.4-245

設計足底反射按摩的
環境設施配套

BEZZHC408A
6 學分
P.4-212

制定員工工作守則

BEZZOM414A
6 學分
P.4-246

掌握足底反射按摩與
神經和內分泌系統運
作的關係

BEZZHC409A
6 學分
P.4-213

與機構內不同部門人
員進行溝通

BEZZOM415A
6 學分
P.4-247

評估足底反射按摩的
功效

BEZZHC410A
9 學分
P.4-21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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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能範疇
化妝 美甲及手足護理 美容保健 美容護理 美體護理 美容教育及培訓 顧客服務及溝通 市場推廣及銷售 營運管理

(MU) (NA) (HC) (BC) (BO) (ET) (CS) (MS) (OM)

能力級別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美容業從員能力表

設計美容護理的環境
設施及陳設配套

BEZZHC414A
6 學分
P.4-215

配合養生美容、食療
及保健按摩於美容護
理組合

BEZZHC418A
6 學分
P.4-216

分析健康食品的資料
及功效

BEZZHC419A
6 學分
P.4-217

掌握美容光學原理及
儀器功效理論

106887L4
3 學分
P.4-220

掌握美容光學原理及
儀器功效理論

106887L4
3 學分
P.4-22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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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能範疇
化妝 美甲及手足護理 美容保健 美容護理 美體護理 美容教育及培訓 顧客服務及溝通 市場推廣及銷售 營運管理

(MU) (NA) (HC) (BC) (BO) (ET) (CS) (MS) (OM)

能力級別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美容業從員能力表

掌握基本激光及彩光
理論

106888L4
3 學分
P.4-221

掌握基本激光及彩光
理論

106888L4
3 學分
P.4-221

掌握激光及彩光之風
險及注意事項

106889L4
3 學分
P.4-222

掌握激光及彩光之風
險及注意事項

106889L4
3 學分
P.4-222

操作激光儀器以減少
毛髮生長

106890L4
6 學分
P.4-223

操作激光儀器以減少
毛髮生長

106890L4
6 學分
P.4-223

操作彩光儀器以減少
毛髮生長

106891L4
6 學分
P.4-225

操作彩光儀器以減少
毛髮生長

106891L4
6 學分
P.4-225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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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能範疇
化妝 美甲及手足護理 美容保健 美容護理 美體護理 美容教育及培訓 顧客服務及溝通 市場推廣及銷售 營運管理

(MU) (NA) (HC) (BC) (BO) (ET) (CS) (MS) (OM)

能力級別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美容業從員能力表

操作彩光儀器以改善
皮膚狀況 (嫩膚及淡
斑)

106892L4
6 學分
P.4-227

操作彩光儀器以改善
皮膚狀況 (嫩膚及淡
斑)

106892L4
6 學分
P.4-227

操作激光儀器以改善
皮膚狀況 (嫩膚及淡
斑)

106893L4
6 學分
P.4-229

操作激光儀器以改善
皮膚狀況 (嫩膚及淡
斑)

106893L4
6 學分
P.4-229

進行電針脫毛

106895L4
4 學分
P.4-231

進行電針脫毛

106895L4
4 學分
P.4-231

分析顧客深層足底反
射按摩需要

106903L4
9 學分
P.4-218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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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能範疇
化妝 美甲及手足護理 美容保健 美容護理 美體護理 美容教育及培訓 顧客服務及溝通 市場推廣及銷售 營運管理

(MU) (NA) (HC) (BC) (BO) (ET) (CS) (MS) (OM)

能力級別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美容業從員能力表

推廣美容品牌

BEZZCN504A
9 學分
P.4-248

推廣美容品牌

BEZZCN504A
9 學分
P.4-248

設計人體彩繪造型

BEZZMU501A
9 學分
P.4-249

評估顧客服務計劃及
績效指標

BEZZCS501A
12 學分
P.4-250

制定銷售預算

BEZZMS501A
9 學分
P.4-251

檢討員工薪酬基準及
制度

BEZZOM502A
6 學分
P.4-256

制定營銷計劃

BEZZMS502A
9 學分
P.4-252

檢討員工紀律及規章
制度

BEZZOM503A
6 學分
P.4-257

制定市場調查計劃

BEZZMS503A
9 學分
P.4-253

檢討員工職位及職務

BEZZOM504A
6 學分
P.4-258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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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能範疇
化妝 美甲及手足護理 美容保健 美容護理 美體護理 美容教育及培訓 顧客服務及溝通 市場推廣及銷售 營運管理

(MU) (NA) (HC) (BC) (BO) (ET) (CS) (MS) (OM)

能力級別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美容業從員能力表

制定培訓項目推廣策
略

BEZZMS504A
6 學分
P.4-254

制定機構營運管理

BEZZOM505A
6 學分
P.4-259

制定本地市場推廣策
略

BEZZMS505A
9 學分
P.4-255

制定招聘、人員調配
及考勤程序

BEZZOM507A
9 學分
P.4-260

處理複雜勞資糾紛

BEZZOM508A
9 學分
P.4-261

制定美容業職安健的
風險管理

BEZZOM509A
9 學分
P.4-26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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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能範疇
化妝 美甲及手足護理 美容保健 美容護理 美體護理 美容教育及培訓 顧客服務及溝通 市場推廣及銷售 營運管理

(MU) (NA) (HC) (BC) (BO) (ET) (CS) (MS) (OM)

能力級別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美容業從員能力表

制定美容業營運的風
險管理

BEZZOM510A
9 學分
P.4-263

制定員工培訓系統及
政策

BEZZOM511A
9 學分
P.4-264

制定庫存管理

BEZZOM512A
9 學分
P.4-265

制定財務管理

BEZZOM513A
9 學分
P.4-266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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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能範疇
化妝 美甲及手足護理 美容保健 美容護理 美體護理 美容教育及培訓 顧客服務及溝通 市場推廣及銷售 營運管理

(MU) (NA) (HC) (BC) (BO) (ET) (CS) (MS) (OM)

能力級別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美容業從員能力表

制定顧客服務管理策
略

BEZZCN601A
12 學分
P.4-267

制定顧客服務管理策
略

BEZZCN601A
12 學分
P.4-267

制定顧客關係管理策
略

BEZZCN602A
12 學分
P.4-268

制定顧客關係管理策
略

BEZZCN602A
12 學分
P.4-268

評估整體市場推廣計
劃及績效指標

BEZZMS601A
9 學分
P.4-269

制定營運管理策略

BEZZOM601A
9 學分
P.4-276

制定銷售策略

BEZZMS602A
9 學分
P.4-270

檢討機構整體營運策
略

BEZZOM606A
9 學分
P.4-277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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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能範疇
化妝 美甲及手足護理 美容保健 美容護理 美體護理 美容教育及培訓 顧客服務及溝通 市場推廣及銷售 營運管理

(MU) (NA) (HC) (BC) (BO) (ET) (CS) (MS) (OM)

能力級別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美容業從員能力表

制定銷售管理計劃

BEZZMS603A
9 學分
P.4-271

制定銷售人員管理策
略

BEZZMS604A
9 學分
P.4-272

制定展銷會之整體策
略及有關配套

BEZZMS605A
9 學分
P.4-273

制定整體市場推廣策
略

BEZZMS606A
9 學分
P.4-27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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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能範疇
化妝 美甲及手足護理 美容保健 美容護理 美體護理 美容教育及培訓 顧客服務及溝通 市場推廣及銷售 營運管理

(MU) (NA) (HC) (BC) (BO) (ET) (CS) (MS) (OM)

能力級別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美容業從員能力表

6 制定國際市場推廣策
略

BEZZMS607A
9 學分
P.4-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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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級能力單元內容 

  



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認識職業道德及員工守則

編號 BEZZCN101A

應用範圍 於美容相關工作場所，明白職業道德及遵守機構員工守則的重要性，及對香港僱傭條例有基本認識，並作
出配合所屬機構營運的行為規範。

級別 1

學分 3（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認識職業道德、員工守則及僱傭條例

認識職業道德及員工守則，例如：
個人品德
平等機會
尊重私隱
嚴守公司業務秘密等

認識遵守職業道德及員工守則對機構及塑造專業形象的重要性
認識香港僱傭條例

2. 遵守職業道德及員工守則
確定個人行為符合所屬機構訂定的員工守則
於日常工作中，能夠持平、公正、積極，配合整體業務營運，協助所屬機構的業務發展
在任何情況下，不會作出損害所屬機構利益的行為
遵守香港僱傭條例之規定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於日常工作中，能夠遵守所屬機構指引及業內職業道德規範，彰顯機構形象、協助業務發展；及
能夠認識香港僱傭條例之規定。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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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認識公眾衛生

編號 BEZZCN102A

應用範圍 於美容相關工作場所，能夠瞭解公眾衛生的重要，按照個人及作業的衛生守則及機構既定指引，執行一般
美容院內器材及工具的消毒及清潔衛生工作。

級別 1

學分 3（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公眾衛生知識

明白公眾衛生的定義及範疇，例如：
員工個人衛生
公眾衛生與環境衛生的概念
美容場所的衛生事宜
美容器材、工具衛生
相關衛生法例等

明白公眾衛生對經營美容服務的重要性
2. 處理一般衛生事項

遵照相關衛生法例及守則，正確執行一般美容器材及工具的日常消毒及清潔衛生工作
懂得在護理前進行衛生清潔及消毒，協助護理進行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於日常美容相關工作中，持正確態度，遵照相關衛生法例，及美容場所的個人及作業的衛生守
則，執行一般美容器材及工具的日常消毒及清潔衛生工作。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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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認識美容場所一般安全守則

編號 BEZZCN103A

應用範圍 於美容相關工作場所，認識美容場所一般安全守則，並遵行一般安全守則要求，完成上司指定的工作。

級別 1

學分 3（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認識一般安全守則

認識美容業一般安全守則的要求
基本用電安全，例如：按照說明書指示正確使用電器用品，預防觸電危險，按上司指示，安排專業
技師定期檢查及維修電器用品等

一般化學品的安全使用，例如：
搬運及貯存化學品等
防火安全，例如：預防火警、使用滅火設備、滅火設備及逃生出口的位置等
操作儀器的安全
體力處理操作，例如：搬運物件的正確姿勢，進行美容護理服務的正確姿勢等
個人衛生，例如：遮蓋皮膚傷口等

認識遵守安全守則的原因及重要性
2. 遵行一般安全守則

掌握美容服務工作相關的一般安全守則，於日常美容工作中，能遵行相關守則，以完成上司指定的
工作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認識一般安全守則的要求，於常規美容工作中，遵行相關安全守則，完成上司指定的工作，並
能有效地預防意外的發生。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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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瞭解顧客服務基本知識

編號 BEZZCN104A

應用範圍 於美容相關工作場所，於日常工作中，能夠提供優質顧客服務，吸引新客源、回頭客及引薦客，以提升公
司的營業額及保持美容業專業形象。

級別 1

學分 3（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顧客服務基本知識

瞭解顧客服務基本知識，例如：
服務的定義
所屬機構的服務文化
群體工作及團隊精神
溝通技巧
形象概念
顧客服務之職責、工作內容等

2. 運用顧客服務基本知識
確立良好的服務態度及運用溝通技巧，提供優質顧客服務，使顧客產生信任感，以建立顧客關係
於日常工作中，表現團隊精神；懂得在適當時候請示上司或相關同事，以滿足個別顧客不同的需要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瞭解顧客服務基本知識；及
在日常工作中，懂得運用溝通技巧，提供優質的顧客服務，吸引新客源、回頭客及引薦客，以增加
公司的營業額。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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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瞭解美容護理基本知識

編號 BEZZCN106A

應用範圍 於美容相關工作場所，能夠瞭解常見皮膚類型及基本美容護理知識，向顧客介紹合適的護理產品或基本美
容護理服務。

級別 1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瞭解基本皮膚類型及美容護理

瞭解常見的皮膚類型及特徵，例如：
油性皮膚
中性皮膚
乾性皮膚
混合性皮膚
敏感性/問題性皮膚

瞭解常見的皮膚瑕疵種類及特徵，例如：色斑、暗瘡印、缺水、皺紋等
瞭解各種基本皮膚類型的護理需要及禁忌，例如：清潔、保養護理及滋潤皮膚等

2. 應用基本美容護理知識
掌握顧客皮膚狀況，按照指引介紹合適的護膚產品或基本美容護理服務予顧客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根據顧客所屬的皮膚類型，為顧客介紹合適的護理產品或基本美容護理服務。

備註

4-38



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識別美容產品種類、成份及功效

編號 BEZZCN107A

應用範圍 於美容相關工作場所，能夠識別不同種類的美容產品成份及功效，並按顧客皮膚現況需要，選擇並介紹合
適的美容產品予顧客。

級別 1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美容產品種類、成份及功效

認識不同美容產品種類的型態，例如：粉末狀、棒膏狀、液狀、霜狀、藥膏、漿糊狀、凝膠狀等
認識不同美容產品的功效及特性，例  如：

皮膚護理：精華素、頸霜、眼霜等
爽膚用品：緊膚水、爽膚水、收斂水等
滋潤產品：乳液、乳霜、面膜等
清潔用品：洗臉霜、洗臉乳液、起泡潔液、肥皂等
脫屑用品：脫屑膏、磨砂膏等
按摩用品：按摩油、按摩霜、按摩啫喱等
防曬用品：物理性及化學性等

認識美容產品的化學成份
認識常用的美容產品標籤內容，例如：保存期、成份及用法等
認識美容產品的安全使用常識

2. 正確選擇及推介美容產品
根據顧客皮膚現況的需要，推介合適的美容產品
能夠正確解讀常用美容產品的標籤內容
按照美容產品製造商的說明書，正確使用美容產品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認識不同美容產品的種類、成份及功效，並按照顧客皮膚現況需要，推介或建議選用合適的美
容產品；及
能夠按照美容產品的說明書，正確使用美容產品。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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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應用不同消毒方法及程序

編號 BEZZCN111A

應用範圍 於美容相關工作場所，能夠認識不同的消毒方法，運用正確的步驟，進行消毒。

級別 1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認識消毒方法及其原理

認識執行正確消毒程序的原因及重要性
認識適用於美容業場所的不同消毒方法及程序

各種化學消毒方法，例如：化學液體、酒精等
各種物理消毒方法，例如：紫外線、蒸氣消毒等

認識不同美容場所的環境、設施、器材及工具所適用的消毒方法及程序
2. 應用消毒方法及步驟

掌握正確的消毒方法，按照美容院的既定指引及個人及作業的衛生守則，為美容相關場所、設施、
器材及工具進行消毒，確保清潔衛生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於日常工作中，能夠因應不同的美容工作場所、設備及器材等，應用適當的消毒方法，正確地執行
消毒工作。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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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認識基本皮膚護理

編號 BEZZCN113A

應用範圍 於美容相關工作場所，認識基本皮膚護理，根據個人及作業的衛生守則，按相關指引，為顧客提供基本皮
膚護理服務。

級別 1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認識皮膚的類別及基本護理

認識基本皮膚類型及特質，例如：油性皮膚、中性皮膚、乾性皮膚、混合性皮膚及敏感性皮膚等
認識皮膚的各種狀況，如：敏感、成    熟、缺水、黑頭、酒米、微絲血管破    裂、皮脂漏、粉刺、
酒糟鼻等
認識常見皮膚類型所適用的護膚產品，例如：潔臉奶、乳液、緊膚水、爽膚    水、滋潤乳霜等
認識不同身體部位皮膚的基本護理技 巧，例如：面、手足等
認識不同類型皮膚的護理禁忌

2. 進行基本皮膚護理
能夠應用基本皮膚知識，識別顧客皮膚所屬類型
根據個人及作業的衛生守則和基本皮膚知識，按相關指引，為顧客進行基本身體皮膚護理
能因應身體不同部位護理需要，向顧客介紹合適的護膚產品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認識皮膚的種類及常用的護膚產品；及
根據個人及作業的衛生守則，按相關指引，按照顧客的皮膚性質，為顧客進行基本身體皮膚護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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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認識基本人體結構及生理系統

編號 BEZZCN109A

應用範圍 於美容相關工作場所，認識基本人體結構、組織及生理系統的運作原理和各系統的功能，按相關指引，為
顧客提供合適的基本護理服務或日常護膚建議。

級別 1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認識基本人體結構及生理系統

認識基本人體結構及生理系統的概念，如：
細胞組織
骨骼系統
神經系統
皮膚組織
肌肉系統
循環系統（血液及淋巴）等

認識基本人體結構、生理系統的運作及功能
認識生活習慣、環境因素對人體產生的影響
認識基本人體結構及生理系統與施行美容護理等的關係

2. 應用基本人體結構及生理系統知識於日常美容工作中
根據顧客生理狀況，識別顧客的護理需 要，並介紹合適的護理服務或產品
應用人體結構及生理系統知識，按相關指引，配合各種美容護理或產品，以達致最佳效果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認識基本人體結構、運作及功能；及
根據顧客的生理狀況，識別顧客的護理需要，介紹合適的美容護理服務或產品予顧客，並按相關指
引，為顧客提供基本護理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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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使用一般與美容相關電器安全守則

編號 BEZZCN110A

應用範圍 於美容相關工作場所，能夠明白使用一般美容相關電器的安全守 則，並於日常工作中遵守相關要求。

級別 1

學分 3（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一般電器的安全知識

明白安全使用美容相關電器的基本知識，例如：
基本電力的認識
電力的危害及預防
電器說明書、標籤所載的安全規格
使用電器的安全守則

明白不當使用電器的後果
明白電器故障時應採取的應變措施及其重要性

2. 安全使用一般美容相關電器
遵照美容相關電器的說明書及安全守 則，於日常工作中，安全使用一般美容相關電器
懂得於故障發生時，按照所屬機構的工作指引、電器說明書的指示，採取安全應變措施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遵照與美容相關電器的說明書及安全守則，於日常工作中，正確地使用一般美容相關電器及預
防電力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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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認識美容服務種類及功效

編號 BEZZCN105A

應用範圍 於美容相關工作場所，能夠認識各種不同的美容服務及其功效，處理顧客有關美容服務的一般查詢。

級別 1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認識美容服務種類及其功效

認識所屬機構所提供的美容服務及配合使用的產品內容
皮膚護理，例如：面部按摩、美白護理、香薰護理等
修飾美容，例如：修甲、脫毛、電眼睫毛等
修飾化妝，例如：妝型設計、紋眉等
修身美體，例如：胸部護理、纖體、水療護理等

認識各項美容服務的功效
2. 處理美容服務相關查詢

清楚及禮貌地向顧客介紹所屬機構各項美容服務的種類及功效
回答親臨或來電顧客有關美容服務的一般查詢
提供顧客所需的美容服務及配合使用的產品資料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於常規的工作環境下，能向顧客清楚介紹各項美容服務及其功效；及
能夠處理顧客有關美容服務的一般查詢，協助完成相關美容服務及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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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認識香薰的來源、特性、應用範圍及禁忌

編號 BEZZCN114A

應用範圍 於美容相關工作場所，能夠認識常用香薰的特性、應用範圍及禁忌等，正確地回答顧客有關香薰護理或產
品的一般查詢，並能向顧客介紹或推介其服務機構所提供的香薰護理或產品。

級別 1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香薰美容知識

認識香薰美容的起源及發展概況
認識常用香薰精油和媒介油的特性、應用範圍及功效，例如：美容及纖體護理、個人衛生及家居美
容護理等
認識使用香薰精油的安全守則及禁忌，例如：癲癇症、孕婦、嬰兒、長者、血栓塞、心臟病、糖尿
病、嚴重靜脈曲張、過敏症等
認識香薰進入人體的方法，例如：透過皮膚、呼吸及嗅覺系統等
認識其服務機構所提供的香薰美容服務或產品的種類及功效

2. 應用香薰美容知識
能夠就對香薰的基本認識，向顧客介紹或推介其服務機構所提供的香薰護理服務或產品，並能正確
回答顧客有關香薰護理或產品的一般查詢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掌握香薰美容的基本知識，回答顧客一般香薰美容的查詢、推介相關美容護理或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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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進行眉型設計及修飾

編號 BEZZMU102A

應用範圍 於化妝品零售專櫃、美容院及提供面部護理的美容場所，能夠認識各種眉型設計及修飾的一般技巧，根據
顧客要求和個人及作業的衛生守則，為顧客修飾眉毛。

級別 1

學分 3（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認識各種眉型及臉型

認識各類臉型的特徵
認識各種眉型的特徵及一般修飾技巧，例如：

眉毛位置
拔除眉毛時的方法及禁忌

認識進行一般眉型設計及修飾時需考慮的因素
認識各類眉型與臉型的配襯技巧

2. 進行眉型設計及修飾
執行護理前準備工作，例如：

準備所需物料及修眉工具，如：眉毛  刷、手動鉗子、電動鉗子、鏡子、清潔劑、舒緩液等
消毒用具及雙手

能夠按照顧客的臉型，運用一般眉型設計及修飾技巧，並根據個人及作業的衛生守則，為顧客設
計、修飾眉型
懂得於修飾眉毛期間，觀察顧客有否出現不良反應，並能按既定程序，採取補救措施
向顧客解釋修眉後的注意事項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掌握一般眉型設計及修飾技巧，根據顧客的需要和個人及作業的衛生守則，為顧客設計、修飾
令其滿意的眉毛；及
能夠向顧客清楚解釋修眉後的注意事項及禁忌。

備註

4-46



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應用一般化妝品及工具

編號 BEZZMU103A

應用範圍 於化妝品零售專櫃、美容院及提供化妝服務場所，按照個人及作業的衛生守則，應用合適的化妝品及工
具，為顧客提供化妝服務。

級別 1

學分 3（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認識一般化妝用品及工具

認識一般化妝用品及工具
化妝品如：修飾膚色的產品、遮瑕產品、粉底、眼影、腮紅、睫毛膏、唇線筆、口紅等
化妝工具如：化妝掃、眉筆、唇掃等

認識一般化妝品的分類，包括：粉狀、液狀、霜狀、漿糊狀、膏狀、凝膠狀等
認識一般化妝品的使用方法及禁忌
認識各類化妝工具的功用
認識各種化妝工具的消毒方法，如：加熱處理、化學藥劑處理等

2. 應用一般化妝品及工具
根據顧客的需要，選擇合適的化妝品及工具；並按照個人及作業的衛生守則，為顧客提供化妝服務
掌握化妝工具的使用、清潔及消毒程序
掌握化妝產品標籤上的保存期限及存放要求，正確地存放化妝品及工具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根據顧客的需要，選擇合適的化妝品；
按照個人及作業的衛生守則，應用一般化妝工具，為顧客提供化妝服務；及
能夠正確存放化妝品及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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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掌握基本日妝技巧

編號 BEZZMU104A

應用範圍 於美容院、提供化妝服務場所，按照顧客要求及個人及作業的衛生守則，按相關指引，運用基本日妝技
巧，為顧客提供化妝服務。

級別 1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認識化妝的基本理論

認識不同皮膚類別與粉底的關係
認識不同類型粉底的功用及正確塗抹方法
認識化妝品及工具之正確使用方法
認識臉型輪廓的修飾技巧
認識基本日妝化妝技巧

2. 掌握基本日妝技巧
執行化妝前準備工作，例如：

消毒雙手及工具
選擇及準備適當的化妝用品及工具，  如：粉底、眼影、腮紅、唇線筆、刷子等

掌握基本日妝技巧，根據顧客的化妝目的、出席場合及皮膚狀況等因素，為顧客選擇合適的日妝用
品；按照個人及作業的衛生守  則，並按相關指引，為顧客提供化妝服務

基礎粉底和面部化妝
眉型修飾與設計
眼部化妝，例如：塗抹眼影和刷睫毛液
唇部化妝等

能夠辨別妝容整體色彩搭配是否協調及符合顧客的要求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掌握基本日妝技巧，按照顧客的需要，選擇合適的化妝產品，並按相關指引，為顧客提供化妝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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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認識色彩學

編號 BEZZMU105A

應用範圍 於提供化妝服務場所，認識色彩學原理，按相關指引，為顧客選擇合適的化妝品及進行化妝。

級別 1

學分 3（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認識色彩學

認識色彩學的起源
認識色彩與光線的關係
認識色彩的分類，例如：有彩色系、無彩色系等
認識色彩的三原色、混合色，例如：和色、從色等
認識色彩的三要素
認識色彩的感覺，例如：暖色、冷色等

2. 應用色彩學於化妝上
根據顧客化妝目的、出席場合與整體色調，按相關指引，為顧客選取合適的化妝品色彩及提供化妝
服務，以達致整體色彩搭配協調的妝容效果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認識色彩學基本理論；及
能夠因應顧客化妝目的、出席場合及場地燈光等，按相關指 引，選擇合適的化妝品色彩，為顧客提
供化妝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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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認識皮膚構造及常見問題

編號 106898L1

應用範圍 於美容相關工作場所，認識皮膚結構、功能及常見問題，按相關指引能回答顧客有關皮膚護理的一般查
詢。

級別 1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認識皮膚結構、功能及常見問題

認識皮膚結構，包括：表皮、真皮、皮下組織等
認識皮膚附屬物之運作及功能，包括：腺體、神經末梢、指甲、毛髮、汗腺、血管等
認識皮膚的主要功能，例如：保護、調節體溫、排泄、分泌、水份控制等
認識年齡如何影響皮膚肌肉的彈性
認識血液和淋巴液的組織如何改善皮膚及肌肉狀況
認識常見的皮膚常見問題，例如：濕疹等

2. 應用皮膚構造及常見問題知識
懂得向顧客簡述皮膚的結構及功能
向顧客講解皮膚護理的功效，例如：

延遲衰老
改善皮膚等

按相關指引，回答顧客有關常見皮膚常見問題的查詢及皮膚常見問題的正確處理方法
懂得向顧客講解皮膚常見問題對護理的影響，並按相關指引，掌握皮膚常見問題的正確處理方法，
例如建議顧客尋求醫師的協助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認識皮膚的結構及功能，按相關指引，回答顧客有關皮膚護理的一般查詢；及
能夠懂得向顧客講解皮膚常見問題對護理的影響，並按相關指引，掌握皮膚常見問題的正確處理方
法，在有需要時建議顧客尋求醫師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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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識別美甲及手足護理產品標籤及工具

編號 BEZZNA101A

應用範圍 於美容相關工作場所，能夠識別美甲及手足護理產品標籤及工具，為顧客提供或建議日常美甲及手足護理
服務時，懂得選用或推介顧客使用合適的美甲及手足護理產品。

級別 1

學分 3（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認識美甲及手足護理產品和工具

認識《消費品安全條例》中有關美甲及手足護理產品的規定
認識美甲及手足護理產品的基本成份及功效，例如：維他命、礦物質、蛋白質、膠原等
認識一般美甲及手足護理產品的標籤內容，例如：使用方法、保存期及注意事項
認識一般美甲及手足護理產品的使用禁忌
認識美甲及手足護理工具的用途及使用方法，例如：指甲銼、小剷、推皮棒等

2. 解讀美甲及手足護理產品標籤，選擇合適的護理產品及工具
識別美甲及手足護理產品標籤所列的成份及功效，例如：清潔、潤滑及保護表皮等
正確解讀美甲及手足護理產品的標籤內容
根據顧客手足護理所需，選擇合適的護理產品及工具
根據產品標籤上的保存期限，妥善地保存美甲及手足護理產品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解讀美甲及手足護理產品標籤，識別美甲及手足護理產品的成份、正確用途、功效、使用方
法、禁忌及保存方法；
能夠為顧客提供美甲及手足護理服務時，正確地選用美甲及手足護理產品及工具；及
能夠向顧客推介使用合適的美甲及手足護理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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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認識手部及足部的骨骼、各肌肉系統的基本結構

編號 BEZZNA102A

應用範圍 於美容院、提供美體護理場所，能夠認識手部及足部的骨骼、肌肉及神經系統的基本結構，為顧客提供合
適的手足護理服務或建議。

級別 1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認識手部及足部的骨骼、肌肉及神經系統的基本結構

認識手部及足部的基本結構，包括：
肌肉系統的基本構造及功能，例如：旋前肌、旋後肌、伸肌、屈趾腱肌、外展小指肌等
骨骼系統的基本構造及功能，例如：掌骨、指骨、腕骨、跟骨、中楔骨等
神經系統的基本構造及功能，例如：尺神經、正中神經等

2. 應用手足結構系統的基本知識於護理服務
正確應用手足結構系統的基本知識於一般手足護理服務
辨識顧客手部及足部的健康狀況，推介合適的護理方法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於提供手足護理服務時，正確應用手部及足部結構系統的基本知識；及
能根據顧客手部及足部的健康狀況，提供適當的護理服務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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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認識美甲及手足的基本護理技巧及常見問題

編號 BEZZNA103A

應用範圍 於美容院、提供手足護理場所，認識美甲及手足基本護理技巧及常見問題，能夠處理一般顧客查詢，及懂
得向顧客推介美甲及手足護理服務；並按相關指引，協助進行美甲及手足護理服務。

級別 1

學分 3（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美甲及手足基本護理技巧及常見問題

明白手足基本護理知識、程序及禁忌，例如：磨砂、手足按摩等
認識美甲基本護理、程序及禁忌，例如：修甲、塗護甲油等
認識指/趾甲類型及正確修飾技巧
認識手部及足部的基本按摩技巧、功效及禁忌，例如：按撫、揉揑、摩擦、扣敲、震動等技巧
認識美甲及手足護理常見問題，例如：濕疹、牛皮癬、灰甲等

2. 應用美甲及手足的基本護理知識
能夠正確回答顧客有關美甲及手足護理的一般查詢
掌握美甲及手足護理基本知識，向顧客講解各種美甲及手足護理服務、產品的功效、禁忌及護理程
序
按相關指引，協助進行美甲手足護理服務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認識美甲及手足護理基本技巧及常見問題；
能夠處理一般顧客查詢，懂得推介美甲及手足護理服務；及
能夠按照個人及作業的衛生守則，按相關指引，協助進行美甲及手足護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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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認識美容保健服務

編號 BEZZHC101A

應用範圍 於美容保健產品零售店、提供美容保健服務場所，認識所屬機構提供的美容保健服務或產品種類及功效，
能夠處理顧客一般美容保健服務查詢，及向顧客介紹合適的保健服務或產品。

級別 1

學分 3（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美容保健基本知識

認識美容保健的基本概念、特點和功效，如調節生活起居，以達致養生健美等
認識常見美容保健項目的功效和禁忌，例如：

東方：拔罐、刮痧、艾灸、漢方草本浸浴、推拿、經絡美容等
西方：香薰、水療、耳燭、音樂美容、色彩美容等

認識常見美容保健項目所需的工具和相關產品
2. 回答一般美容保健查詢

懂得應用美容保健基本知識，向顧客講解所屬機構提供的美容保健服務、產品及儀器等，並向顧客
介紹合適的美容保健產品或護理的功效
向顧客解釋所建議或已同意進行的美容保健護理程序和功效，並能協助美容師或上司完成美容保健
護理
清楚記錄顧客查詢的資料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認識一般美容保健服務、產品的功效及禁忌，正確回答顧客相關的查詢、介紹合適的保健服務
和產品；及
按相關指引，協助美容師或上司完成美容保健護理服務，並能準確記錄顧客查詢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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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識別常用花卉水及其功效

編號 BEZZHC104A

應用範圍 於香薰產品零售店、提供香薰美容服務場所，能夠識別常用花卉水的美容功效及使用禁忌，根據所屬機構
服務指引，及按相關指引，回答顧客相關查詢、介紹所屬機構提供的花卉水種類及正確使用方法。

級別 1

學分 3（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認識花卉水

認識花卉水的起源
認識花卉水與香薰美容的關係
認識花卉水基本知識，例如：

常用花卉水種類，如：洋甘菊(Chamomile)、天竺葵(Geranium)、薰衣草(Lavander)、橙
花(Neroli)、玫瑰(Rose)、迷迭香(Rosemary)、茶樹(Tea Tree)等
花卉水的產地來源
花卉水的特性、美容功效、應用方法、使用禁忌
花卉水的香味、酸鹼值、穩定性與保存期限等

認識使用花卉水可能引起的生理反應，如：抗抑鬱與催情、寧神與亢奮精神等
2. 向顧客介紹常用的花卉水

能夠掌握常用花卉水的功效、用途及禁忌等知識，向顧客介紹所屬機構提供的花卉水種類及正確使
用方法
正確描述天然花卉水與人工合成香料濃液的分別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正確描述常用花卉水的美容功效和使用禁忌；
能夠向顧客介紹所屬機構提供的花卉水種類及正確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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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認識基本面部、肩頸按摩

編號 BEZZBC101A

應用範圍 於美容院、提供相關護理場所，認識基本面部、肩頸按摩的技巧、功效及禁忌，按相關指引，協助美容
師，為顧客提供基本面部、肩頸按摩護理服務。

級別 1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面部及肩頸按摩基本知識

認識面部及肩頸肌肉構造和位置
認識面部、肩頸按摩的原理、技巧及適用範圍
認識按摩的功效及禁忌
認識按摩對人體的影響

2. 應用基本面部、肩頸按摩知識
執行護理前準備工作，並確保顧客處於舒適的環境中
按相關指引，應用面部、肩頸按摩技巧，協助美容師，為顧客進行基本面部、肩頸按摩護理
按照顧客的護理需要，推介合適的按摩產品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認識基本面部、肩頸按摩的技巧、功效及禁忌；及
按相關指引，懂得協助美容師為顧客進行基本面部及肩頸按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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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識別面膜種類與成份

編號 BEZZBC102A

應用範圍 於美容相關工作場所，能夠識別面膜種類，向顧客介紹合適的面膜或講解產品的使用方法及步驟。

級別 1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識別面膜種類

認識面膜的主要成份及功效，例如：甘油、鎂、漂白土、氧化鋅等
識別面膜種類及效用，例如：凝固面膜、非凝固面膜及專門性面膜
認識使用面膜的禁忌及可能引致的不良反應，例如：皮膚過敏、皮膚發紅、發癢、出現紅斑等
認識不同皮膚類型所適用的面膜種類，例如：油性皮膚、乾性皮膚、中性皮膚、混合性皮膚

2. 向顧客介紹合適的面膜
根據顧客的皮膚性質及狀況，向顧客介紹或選用合適的面膜
向顧客介紹所選用面膜的優點，例如：滋潤皮膚、強化皮膚功能等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識別面膜的種類、成份及功效；及
根據顧客的皮膚性質及狀況，介紹或選用合適的面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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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認識美體用品成份的功效

編號 BEZZBO101A

應用範圍 於美容院、提供美體護理場所，能夠認識各種美體用品成份的功效，根據顧客的美體護理需要，介紹合適
的美體產品。

級別 1

學分 3（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美體用品基本知識

認識各種美體用品的形態，如：膏狀、啫喱狀、油劑、凝膠狀、液狀、紙狀、粉狀等
認識基本美體用品種類，如：纖體、潤膚等
認識各種常用的美體用品成份、特性、功效及應用範圍

天然成份，例如：藥草、水果、海藻、樹汁、膠原、蛋白質、維他命、礦物等
化學成份，例如：酒精、石油衍生物等

明白各種基本美體用品的使用禁忌
明白常用美體用品的標籤內容
認識不同美體用品所需配合使用的工具，例如：保鮮紙、繃帶等

2. 向顧客介紹合適的美體用品
能夠掌握常用美體用品的基本知識，根據顧客的美體護理需要，建議合適的美體用品
能夠正確解讀常用美體用品的標籤內容，並清楚向顧客講解有關用品的成份功效、特性及使用禁忌
按照美體產品製造商的說明書，正確使用產品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認識各種常用美體用品的種類、成份功效、正確使用方法及禁忌；及
能夠根據顧客的美體護理需要，向顧客介紹合適的美體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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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正確量度體型

編號 BEZZBO102A

應用範圍 於美容院、提供美體護理場所，能夠掌握護理前後體型量度的技巧，並能正確應用量度器材，為顧客量度
體型。

級別 1

學分 3（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認識人體體型特徵及量度體型技巧

認識人體基本結構
認識各種體型結構及特徵
認識常見或因錯誤姿勢所引起的體態問題，例如：駝背、脊柱前凸及後凸、側彎等
認識美體護理前後量度身體各部位的技巧，例如：身高、體重、手臂、胸部、腰圍、臀部、大腿、
小腿等部位的尺寸

2. 正確量度體型
掌握各種體態的特徵，及正確地量度位置
懂得使用合適的量度器材，為顧客量度體型，並記錄存檔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掌握各種體態特徵及量度技巧；及
能夠正確使用量度器材，為顧客量度體態，並清楚記錄在顧客資料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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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瞭解一般美容業市場環境

編號 BEZZCS101A

應用範圍 於美容產品銷售點(包括門市、美容院和展銷會)，瞭解一般美容業市場環境，並應用於美容業銷售、推廣
相關的工作上。

級別 1

學分 3（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美容業市場的認知

瞭解香港美容業的情況，例如：
在零售業的地位、角色、產品入口值等
美容產品或服務代理及分銷商數目、地區分佈
產品類別，如：面霜、粉底、眼影膏、香水、指甲油、唇膏及眼睫毛等

瞭解香港美容產品入口情況
主要入口國家及美容品牌
各類美容產品入口稅豁免
各類美容產品入口數量

瞭解香港美容產品本地市場
本港主要代理、分銷商和零售商的數目、地區分佈、銷售產品
每年各類美容產品品牌在本港的銷量
主要及有潛力消費者的喜好

2. 瞭解美容產品市場的一般運作
瞭解美容產品市場的一般運作，進行美容業相關的銷售及推廣工作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瞭解香港一般美容業市場環境，以取得相關的數據及資料，並運用於美容產品銷售、推廣相關
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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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認識一般傳染病的傳播及預防

編號 BEZZCN201A

應用範圍 於美容相關工作場所，認識一般傳染病傳播的途徑，明白衛生的重要，遵照衛生法例和指引，按相關指
引，採取有效的措施及程序，預防一般傳染病的傳播。

級別 2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認識流行病學的基本概念

認識各種微生物的結構、分類、生長及繁殖條件，例如：病毒、細菌、真菌、寄生菌等
認識流行病學的基本概念

傳染病的定義與相關詞彙，例如：帶菌者、潛伏期等
病原體的類別
傳染源
傳播途徑，例如：直接或間接接觸、空氣傳染、口沫傳染、動物傳染、昆蟲傳染、傷口和血
液傳染等
易感人群

認識預防傳染病的基本方法
隔離及檢疫
消滅病源，改善環境衛生
增強個人抵抗力
建立個人良好衛生行為與習慣

認識預防及控制傳染病的相關法例
2. 遵照衛生法例和指引，按相關指引，預防一般傳染病的發生及傳播

於日常美容相關工作中，能夠遵照衛生法例和指引，按相關指引，預防一般傳染病的發生及傳播
保持個人及環境衛生，預防一般傳染病傳播
根據個人及作業的衛生守則，於進行美容護理前後，正確消毒所需工具及物料，妥善處理污染物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認識一般傳染病發生的條件和傳播途徑；及
能夠於美容業相關的工作地點，遵照衛生法例和指引，按相關指引，採取有效的預防措施及程序，
預防一般傳染病的的發生和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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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應用美容業相關之職業安全健康、環保及危險品條例

編號 BEZZCN202A

應用範圍 於美容相關工作場所，能夠於日常美容工作中，應用及參考相關之職業安全健康、環保法例和危險品處理
知識。

級別 2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認識職業安全健康、環保及美容相關危險品條例

認識現行職業安全健康及環保法例的要求，例如：
《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
《僱員補償條例》
《醫療廢物處置條例》，認識有關醫療廢物、尖銳物品及針筒收集器的使用指引，例如：紋
繡針頭的棄置處理.
《水污染管制條例》，例如：污水排放等

認識工作地點所涉及的職安健風險以及所屬崗位的相關風險
認識美容相關危險品法例的要求

《危險品條例》
《氣體安全條例》

2. 應用職業安全健康、環保及危險品條例
於常規的工作環境下，應用美容業相關的職業安全健康及環保法例
於提供美容服務或相關工作時，遵行美容相關的職業安全健康及環保法例的要求
於日常工作中，應用美容相關危險品處理知識，或參考《危險品條例》，採取正確的安全措施，以
確保個人及他人安全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在日常美容工作中，應用並參考相關的職業安全健康、環保及危險品法例；及
能遵照法例的要求，安全地進行美容服務、儲運危險品及相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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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應用基本急救知識

編號 BEZZCN203A

應用範圍 於美容相關工作場所，能夠於常規的工作環境下，應用基本的急救知識，按既定程序，應變及處理美容業
一般意外。

級別 2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一般急救常識

明白急救的定義、目的和原則
認識急救箱應具有的裝備、藥用品，及其用途，例如：消毒藥水、繃帶、三角巾、防水膠布、洗眼
水、敷料、安全扣針等
認識一般美容相關工作場所可能遇見的意外種類，如：出血及創傷、休克、燒傷及燙傷、觸電、異
物入眼等

2. 應用急救知識，按既定程序，應變及處理美容業一般意外
於常規的工作環境下，應用急救知識，按既定程序，處理一般意外，例如：止血、傷口處理、燒傷
及燙傷處理、休克處理、觸電處理、眼睛受傷處理、等
掌握急救箱內的藥用品和急救裝備的使用方法
根據現場情況，依照正確程序檢查及辨別傷患者的傷勢，並進行適當的應變及急救措施
懂得於進行急救時，配備適當的個人防護裝備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於常規的工作環境下，能夠應用基本的急救知識，按既定程序，應變及處理一般意外；及
在進行急救時，必須配備適當的個人防護裝備。

備註 能力單元適用於一般美容業從業員。
培訓建議：應由合資格人員教授此單元。學員亦可參加香港認可機構舉辦之急救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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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與顧客進行簡單英語溝通

編號 BEZZCN205A

應用範圍 於美容相關工作場所，掌握美容業基本英語詞彙及一般銷售用語，於常規的工作環境下，能與顧客進行簡
單英語溝通。

級別 2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美容業基本英語詞彙及一般銷售用語

認識美容產品/服務的英語名稱
美容產品

清潔類產品：洗臉奶、卸妝油、肥皂、爽膚水等
保養、滋潤類產品：精華素、頸霜、眼霜、乳液、乳霜、面膜等
藥妝類產品：治療暗瘡系列等
脫屑類產品：磨砂膏、脫屑膏等
美化類產品：粉底、眼影、唇膏等
香水類產品：香水、古龍水等

美容服務
皮膚護理，例如：問題皮膚護理、面部按摩、手部護理、美白護理等
修飾美容，例如：修甲、脫毛、電眼睫毛、植假睫毛、脫痣、紋眉等
修飾化妝，例如：面部整體或局部修飾、妝型設計等
身體心靈，例如：香薰護理、水療SPA、耳燭等
修身美體，例如：胸部護理、纖體等

一般常用美容儀器
認識美容產品/服務的一般銷售用語

2. 與顧客進行簡單英語溝通
於常規的工作環境下，能運用簡單英語與顧客進行溝通

與顧客打招呼
向顧客說明價錢
向顧客解釋折扣、貨品推廣及禮品贈送
向顧客介紹送貨服務、退貨、換貨、保證及產品保養
根據顧客的需要，推介合適的美容產品
向顧客介紹美容產品的主要成份和使用方法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掌握美容業基本英語詞彙及一般銷售用語；及
於常規的工作環境下，能與顧客進行簡單英語溝通。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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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與顧客進行簡單普通話溝通

編號 BEZZCN206A

應用範圍 於美容相關工作場所，掌握美容業基本普通話詞彙及一般銷售用 語，於常規的工作環境下，能與顧客進行
簡單普通話溝通。

級別 2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美容業基本普通話詞彙及一般銷售用語

認識美容產品/服務的普通話名稱
美容產品
清潔類產品：洗臉奶、卸妝油、肥皂、爽膚水等
保養、滋潤類產品：精華素、頸霜、眼霜、乳液、乳霜、面膜等

藥妝類產品：治療暗瘡系列等
脫屑類產品：磨砂膏、脫屑膏等
美化類產品：粉底、眼影、唇膏等
香水類產品：香水、古龍水等

美容服務
皮膚護理，例如：問題皮膚護理、面部按摩、手部護理、美白護理
修飾美容，例如：修甲、脫毛、電眼睫毛、植假睫毛、脫痣、紋眉等
修飾化妝，例如：面部整體或局部修飾、妝型設計等
身體心靈，例如：香薰護理、水療SPA、耳燭等
修身美體，例如：胸部護理、纖體等

一般常用美容儀器
認識美容產品/服務的一般銷售用語

2. 與顧客進行簡單普通話溝通
於常規的工作環境下，能運用簡單普通話與顧客進行溝通

與顧客打招呼
向顧客說明價錢
向顧客解釋折扣、貨品推廣及禮品贈送
向顧客介紹送貨服務、退貨、換貨、保證及產品保養
根據顧客的需要，推介合適的美容產品
向顧客介紹美容產品的主要成份和使用方法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掌握美容業基本普通話詞彙及一般銷售用語；及
於常規的工作環境下，能與顧客進行簡單普通話溝通。

備註

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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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處理客戶關係技巧

編號 BEZZCN207A

應用範圍 於美容相關工作場所，在常規的工作環境下，運用基本的客戶關係處理技巧，與顧客進行溝通，向顧客推
介合適的美容/美體產品或服務，並能有效地處理顧客一般的投訴。

級別 2

學分 3（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處理客戶關係技巧

瞭解溝通的基本知識，如：口頭溝通、非口頭溝通(書面、身體語言)等
明白接待顧客的基本知識及所屬機構既定的程序和標準，包括：

對員工個人儀容、打扮的要求
接待顧客程序和標準
人際關係技巧
瞭解不同類型顧客的特徵
瞭解顧客的不同情緒

明白所屬機構處理顧客投訴的指引
獲機構授權調解顧客投訴的人員及其權限
有關調解投訴的程序
有關轉介投訴個案的程序

2. 應用客戶關係處理技巧
於常規的工作環境下，掌握客戶關係處理技巧，有效地與顧客進行溝通，以確定顧客的需要，並向
顧客介紹或推介適合的美容/美體產品或服務

有禮而正面地回應顧客的查詢，包 括：來店、來電及來電郵的顧客
有效地處理顧客預約
透過與顧客交談及觀察，瞭解顧客對美容服務或產品的要求
發放正確的美容產品及服務資料，認識常用及熱賣美容產品的名稱及功效
懂得於適當時候，請示上司或相關同事，如：個別優惠要求等
能按所屬機構既定的程序，收集顧客的資料，維繫與顧客的關係

按照所屬機構的既定程序，有效地處理顧客一般的投訴
瞭解有關投訴的詳情
安撫顧客的情緒
根據所屬機構處理投訴的指引，採用解決投訴的適當措施，如：補償、致歉等
如有需要，把投訴個案轉介予適當人士跟進
能清楚地記錄調解步驟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掌握處理客戶關係技巧；
能夠於常規的工作環境下，運用客戶關係處理技巧，因應顧客的需要，介紹或推介適合的美容/美體
產品或服務；及
按照所屬機構的既定程序，有效地處理顧客一般的投訴。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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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瞭解頭部骨骼與面部肌肉的結構

編號 BEZZCN217A

應用範圍 於美容相關工作場所，能夠掌握頭部骨骼與面部肌肉結構的知識，並能應用於美容護理服務，或一般化妝
造型設計。

級別 2

學分 3（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瞭解頭部骨骼與面部肌肉結構

瞭解頭部及臉部骨骼名稱及位置，例如：前額骨、頭蓋骨、太陽穴骨、後頭骨、腮骨、鼻骨、上顎
骨、下顎骨、頰骨等
瞭解骨骼的功能

形成人體形狀及給予力量
保護身體器官
肌肉的骨架
起槓桿作用

瞭解肌肉的種類、功能及位置，包括：
橫紋肌：受肢體神經支配、收縮快而有力，容易疲勞等
平滑肌：受內臟神經支配、持久而有規律收鏥及舒張等

瞭解頭部肌肉的起始端和終止端位置及功能，例如：牽動骨骼、皮膚做各種運動
瞭解頭部及臉部肌肉名稱、位置及功能，例如：額肌、皺眉肌、顳肌、眼輪匝肌、鼻肌、降下唇
肌、口輪匝肌、頰肌、笑肌、頦肌、顴肌、嚼肌等

2. 應用頭部骨骼與面部肌肉結構知識
掌握頭部骨骼和面部肌肉結構與護理或一般化妝造型設計的關係
掌握頭部骨骼及肌肉位置，按正確步驟，為顧客進行面部護理或一般化妝造型設計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掌握頭部骨骼和面部肌肉組織的位置和功能；及
能夠按照骨骼和肌肉位置，為顧客進行面部美容護理或一般化妝造型設計。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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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識別各種皮膚種類及護理

編號 BEZZCN210A

應用範圍 於美容相關工作場所，能夠識別各種皮膚類型和狀況，為顧客提供合適的皮膚護理建議或介紹合適的護理
產品，並能正確回答顧客的相關查詢。

級別 2

學分 3（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瞭解各種皮膚類型和狀況

瞭解皮膚的結構和生理功能
瞭解各種基本的皮膚類型與特徵，以及相關的護理需要和禁忌
瞭解各種常見的皮膚病和護理的禁忌

2. 識別皮膚類型、狀況和護理需要
掌握基本的皮膚知識，並能初步掌握顧客皮膚狀況
掌握皮膚分析儀的操作方法
根據顧客皮膚的狀況及需要，為顧客提供合適的皮膚護理建議或介紹合適的護理產品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識別不同的皮膚類型和狀況；
能夠掌握皮膚分析儀的使用方法和步驟；及
能夠根據顧客的皮膚需要，介紹合適的護理產品、提供合適的皮膚護理建議。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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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護理前的皮膚測試

編號 BEZZCN211A

應用範圍 於美容相關工作場所，能夠掌握皮膚測驗技巧及方法，按照個人及作業的衛生守則，為顧客進行皮膚測
試。

級別 2

學分 3（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認識護理前皮膚測試的目的及要求

認識進行護理前皮膚測試的原因及重要性
認識填寫"皮膚分析表"的目的及所需資料，包括：姓名、聯絡電話、生活習慣、身體狀況、病歷、
已知的禁忌症、食物或產品過敏、過往護理服務歷史、所用護理產品種類及持續期等
認識皮膚測試的方法及注意事項
認識一般皮膚異常的表徵及成因
認識常用的皮膚測試儀器及產品

2. 進行護理前皮膚測試
執行皮膚測試前的準備工作，例如：

選擇及預備皮膚測試產品
消毒儀器及工具
向顧客解釋皮膚測試程序及目的

懂得在護理前諮詢顧客，並清楚記錄有關資料
能夠掌握皮膚測試的方法，按照個人及作業的衛生守則，為顧客進行護理前皮膚測試，並準確記錄
測試結果
懂得在測試期間，觀察顧客有否出現不良反應，例如：發紅、腫脹、發癢等，並能按既定程序，採
取補救措施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掌握皮膚測試的方法及技巧，按照個人及作業的衛生守則，為顧客進行護理前皮膚測試；及
懂得進行護理前顧客諮詢，並清楚記錄有關資料及測試結果。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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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進行一般身體按摩護理

編號 BEZZCN212A

應用範圍 於美容相關工作場所，能夠瞭解身體按摩護理的功效，掌握基本的身體按摩技巧，為顧客提供一般身體按
摩護理服務。

級別 2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身體按摩護理的基本知識

認識基本人體解剖學及生理學
瞭解按摩對皮膚組織、肌肉組織、脂肪組織的影響
瞭解常用身體按摩手法的技巧、功效及禁忌
瞭解各種按摩動作的技巧、功效及禁忌
瞭解進行全身按摩的必備條件

2. 進行一般身體按摩
執行按摩前的準備工作，例如：

清潔用具和雙手
準備按摩室
為顧客進行皮膚分析

掌握基本按摩知識，正確地運用不同按摩技巧，為顧客進行一般身體按摩
於按摩過程中，觀察顧客有否出現不良反應，並能按既定程序，採取補救措施，及通知上級或相關
人士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瞭解身體按摩護理的基本知識；及
能夠掌握各種按摩技巧，為顧客進行一般身體按摩護理。

備註 此能力單元之學分值假設該人士已擁有(1) BEZZCN109A「認識基本人體結構及生理系統」及(2)
BEZZCN225A「瞭解按摩對促進血液、淋巴循環系統的關係」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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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進行香薰按摩

編號 BEZZCN218A

應用範圍 於美容相關工作場所，能夠掌握香薰按摩技巧，並按照個人及作業的衛生守則，按相關指引，為顧客進行
香薰按摩。

級別 2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香薰按摩知識

瞭解香薰按摩的基本知識
各種香薰按摩技巧，例如：瑞典式、淋巴引流、印度古法按摩等
各種按摩手法的效用，例如：促進血液循環、淋巴流動、鬆弛/刺激神經等

瞭解香薰精油的基本知識，例如：
香薰精油類別及其特性，如揮發速度和不同皮膚種類的配合等常用香薰精油的功效及應用範
圍
調配按摩油技巧及應注意事項
使用香薰精油的安全守則及禁忌

2. 進行香薰按摩
執行護理前準備工作，包括：

準備護理房間、儀器及所需用具
選擇及調配合適的香薰產品
執行護理前消毒工序
向顧客解釋護理程序及應注意事項

掌握香薰按摩技巧，按相關指引，按已同意的護理計劃及個人及作業的衛生守則，為顧客進行香薰
按摩，以達致鬆弛、減壓、振作情緒等目的

根據顧客身體特質，調節按摩技巧及力度
因應身體不同部位調節按摩節奏
因應顧客的年齡、身體部位，使用適量的香薰精油及底油等

在護理過程中，觀察顧客有否出現不良反應，例如：噁心、頭痛、頭暈、皮膚出現紅斑、敏感等，
並能按既定程序，採取應變措施。
懂得在護理進行期間，保護顧客私隱
懂得在進行按摩期間，確保姿勢正確，防止受傷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清楚瞭解香薰按摩技巧及香薰精油特性和功能；及
能夠根據個人及作業的衛生守則及已同意的護理計劃，運用香薰按摩技巧，按相關指引，為顧客進
行香薰按摩。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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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運用一般美容儀器

編號 BEZZCN222A

應用範圍 於美容相關工作場所，瞭解一般美容儀器的使用方法及功效，能夠根據安全用電及個人及作業的衛生守
則，按相關指引，運用一般美容儀器，為顧客提供美容護理服務。

級別 2

學分 9（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一般美容儀器及安全用電知識

明白基本電學常識，例如：電流、電壓、電阻等
明白電流和光線與皮膚護理的關係
瞭解電類危險的來源及預防方法
瞭解一般常用美容儀器的基本原理及功效，例如：皮膚測試儀、放大燈、蒸氣噴霧機、高頻率電儀
器、離子導入儀器、法拉廸儀器、紅外光儀器等
瞭解各種美容儀器對人體的影響和關 係，例如：皮膚/頭皮、肌肉、骨骼、循環系統、淋巴系統、
神經系統等
明白一般美容儀器的基本使用方法、步驟及安全使用守則
瞭解各種美容儀器的日常清潔、保養方法及程序
瞭解不同美容儀器的使用禁忌
瞭解一般美容儀器所要配合使用的美容產品種類及功效

2. 運用一般美容儀器
執行護理前準備工作，包括：

清潔用具及雙手
進行皮膚敏感測試
顧客諮詢

按照儀器製造商的指引，掌握不同美容儀器的操作方法及步驟，按相關指引，為顧客進行美容護理
服務
掌握安全用電知識及意外發生時的處理方法
在護理過程中，觀察顧客有否出現不良反應，例如；皮膚敏感、暈眩、噁心、瘀傷、化學灼傷、肌
肉抽筋等，並能按既定程序，採取補救措施
按照儀器製造商的指引，執行日常清潔及保養工作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瞭解一般美容儀器的基礎原理及功效、使用方法及步驟；及
能夠按照安全用電、個人及作業的衛生守則及儀器製造商的指引，按相關指引，使用一般美容儀
器，為顧客提供護理服務。

備註 此能力單元的學分值假設該人士已擁有BEZZCN110A「使用一般與美容相關電器安全守則」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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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運用一般美體儀器

編號 BEZZCN223A

應用範圍 於美容相關工作場所，瞭解一般美體儀器的使用方法及功效，按照安全用電和個人及作業的衛生守則，按
相關指引，正確地操作一般美體儀器，為顧客提供身體護理服務。

級別 2

學分 9（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一般美體儀器及安全用電知識

瞭解基本電學常識，例如：電流、電壓、電阻等
瞭解電類危險的來源，例如：插座、電線、插頭損壞、不正確配線的電器、水等
明白預防電類危險的方法及重要性，例如：變壓器、保險絲、電路斷路器、雙重絕緣、插座、安全
操作等
明白基本使用電器的安全守則
瞭解一般美體儀器的功效，例如：陰陽電離子、真空吸杯、法拉廸儀器、高頻率儀器、超聲波、微
電流儀器、振動推脂儀器、太空倉、紅外光儀器、放大燈、奧桑蒸氣機等
瞭解各種美體儀器的應用原理、基本結構及功能
瞭解各種儀器對人體的影響，例如：皮膚、肌肉、骨骼、循環系統、淋巴系統、神經系統等
掌握不同美體儀器的使用禁忌

2. 運用一般美體儀器
執行護理前準備工作，包括：

清潔儀器、用具及雙手
向顧客講解護理程序
進行護理前皮膚測試

按照儀器製造商的指引，掌握不同美體儀器的操作方法及步驟，按相關指引，為顧客進行美體護理
掌握安全用電知識及意外發生時的處理方法
在護理過程中，觀察顧客有否出現不良反應，例如：皮膚敏感、暈眩、噁心、瘀傷、化學灼傷、肌
肉抽筋等，並能按既定程序，採取補救措施
按照儀器製造商的指引，執行日常清潔及保養工作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瞭解一般美體儀器的功效、使用方法及禁忌；及
能夠按照儀器製造商的指引、衛生及安全用電守則，按相關指引，正確地操作美體儀器，為顧客進
行身體護理。

備註 此能力單元的學分值假設該人士已擁有BEZZCN110A「使用一般與美容相關電器安全守則」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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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瞭解按摩對促進血液、淋巴循環系統的關係

編號 BEZZCN225A

應用範圍 於美容相關工作場所，能夠瞭解按摩對促進血液、淋巴循環系統的關係，為顧客提供合適的按摩服務或介
紹產品的護理效果。

級別 2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瞭解按摩對促進血液、淋巴循環系統的關係

明白血液的結構及功用，包括：紅血球、白血球、血小板、血漿等
瞭解血管的結構、作用及位置，例如：動脈、靜脈、微絲血管等
明白血液循環、血壓和脈搏的原理
瞭解淋巴循環系統的結構、功能及位置，包括：淋巴管、淋巴結及淋巴液
明白於循環系統中，血液和淋巴的相互關係
明白淋巴系統疾病種類、失調原因及影響，例如：淋巴管炎、水腫等
明白血液循環系統疾病種類、失調原因及影響
瞭解各種按摩方法的功效，如：瑞典式、淋巴引流、香薰按摩等
瞭解按摩對血液循環系統的影響
瞭解按摩對淋巴系統的影響

增加淋巴系統循環
有助排泄廢物

2. 應用按摩對促進血液、淋巴循環系統的知識
向顧客講解按摩對血液、淋巴循環系統的影響及作用，介紹相關護理產品或護理計劃的功效
掌握常用的身體按摩手法及技巧，按照顧客的身體狀況及需求，按相關指引，採用合適的按摩手
法，為顧客進行按摩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瞭解按摩對促進血液、淋巴循環系統的作用；及
能夠按照個人及作業的衛生守則，根據顧客護理需要及身體狀況，按相關指引，推介合適的護理產
品或選擇合適的按摩方法，為顧客進行按摩。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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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認識基礎營養學

編號 BEZZCN226A

應用範圍 於美容相關工作場所，能夠瞭解營養學的基礎知識，與顧客溝通時，懂得回答顧客有關飲食營養的簡單問
題及介紹正確的飲食營養之道。

級別 2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認識基礎營養學

認識營養學的基本定義
認識消化系統的結構及基本的運作功能
認識營養素的整個消化過程，包括：攝取、消化、吸收、代謝及排泄
認識人體熱量的來源和運用，及掌握基本計算方法
認識食物的種類及一般成人的建議食用分量，包括：

五穀類
蔬菜類
水果類
肉類、禽類、蛋類及豆類
奶及奶類製品

認識主要營養素的特性、功能及人體每天的需要攝取量，包括：
碳水化合物
脂肪
蛋白質
維他命
礦物質
水
膳食纖維

2. 應用基礎營養學知識
掌握基本的營養學知識，包括食物種類及各大營養素的特性和基本功能，懂得回答顧客有關飲食營
養簡單的問題，並協助介紹正確的飲食營養之道
在遇到較複雜的相關問題時，建議顧客諮詢營養專家／註冊營養師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掌握有關營養學的基礎知識，介紹正確的飲食營養之道；及
能夠正確回答顧客有關飲食營養簡單的問題，並在遇到複雜的相關問題時，懂得轉介顧客予營養專
家／註冊營養師。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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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認識各種頭部按摩的發展及功效

編號 BEZZCN227A

應用範圍 於提供頭部按摩護理場所，認識各種頭部按摩的發展歷史、特點及其功效，於提供頭部按摩護理場所，並
能回答顧客相關查詢，為顧客提供頭部按摩服務。

級別 2

學分 3（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認識各種頭部按摩的發展及功效

認識各種頭部按摩的發展歷史及特點，包括：
東方國家
西方國家

認識各種常用頭部按摩的功效，包括：
舒緩疲勞
舒緩痛症
放鬆肌肉組織
促進血液循環

認識各種頭部按摩技巧及適用範圍
認識各種頭部按摩的禁忌

2. 應用頭部按摩知識
根據所屬機構實務工作指引，向顧客簡述各種頭部按摩的發展歷史、特點及其功效
能夠回答顧客相關查詢，並向顧客提供合適的頭部按摩護理意見
應用頭部按摩知識，為顧客進行頭部按摩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認識頭部按摩的發展歷史、特點及其功效；及
能夠根據所屬機構的工作指引，應用頭部按摩知識，為顧客提供頭部按摩護理服務。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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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掌握非永久性脫毛技巧

編號 BEZZCN219A

應用範圍 於美容相關工作場所，能夠掌握非永久性脫毛技巧及手法，按照個人及作業的衛生守則，正確為顧客提供
脫毛護理服務。

級別 2

學分 3（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毛髮結構的認知

明白毛髮生長的基礎理論，包括：
毛髮結構及功用，例如：表皮、皮質、髓質
毛髮生長週期的過程及變化，例如：生長期、退化期、靜止期
毛髮種類和特徵，例如：柔毛、終期毛髮
毛髮生長的方向

瞭解各種非永久性脫毛方法，例如：蜜蠟脫毛、拔毛、剃毛等
瞭解各種脫毛產品的功效及成份，例如：脫毛蠟紙、脫毛膏、熱軟蠟、硬蠟等
瞭解塗敷及去除軟蠟、硬蠟的正確程序及技巧
瞭解塗抹軟蠟、硬蠟的禁忌，例如：長有瘤、痣的部位或皮膚擦傷、紅腫、發炎的位置等
明白非永久性脫毛的禁忌

2. 進行非永久性脫毛
執行護理前準備工作，例如：

消毒所需用具及雙手
準備合適的非永久性脫毛產品
準確測試軟蠟、硬蠟的溫度
清潔將接受護理部位，並確保乾爽
向顧客講解護理程序

進行非永久性脫毛服務
掌握非永久性脫毛所需工具、物料種類及使用方法，例如：加熱器、刮鬍刀、短波脫毛機、
小剷子、鉗子等
配合不同脫毛方法的需要，在接受護理部位正確塗敷脫毛產品，例如：眼眉、臉部、腿部、
腋下、前臂、比堅尼線等
因應不同護理部位，按正確步驟進行非永久性脫毛
運用塗敷及去除軟蠟、硬蠟的技巧，例如：緊拉皮膚、塗抹及除蠟方向和角度、除蠟速度、
檢查蠟的溫度等
懂得在護理過程中，觀察顧客有否出現不良反應，並能按既定程序，即時採取補救措施

向顧客說明非永久性脫毛後應注意事項及護理方法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掌握毛髮生長的基礎理論及各種非永久性脫毛技巧；及
能夠按照個人及作業的衛生守則，根據顧客的需求，為顧客選擇合適的脫毛產品，提供非永久性脫
毛服務。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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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識別化妝品標籤及常見成份

編號 BEZZMU201A

應用範圍 於美容相關工作場所，能夠識別化妝品標籤及常見成份，懂得為顧客選擇合適的化妝產品。

級別 2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化妝品標籤知識

瞭解化妝品標籤內容及規定，包括：產品名稱、成份、用途、用法、重量/容量、保存期、廠名及地
址等
瞭解化妝品常見的成份及其功效
瞭解化妝品的效用及使用禁忌
瞭解一般化妝品禁用及限用成份
瞭解化妝品安全性及可能出現的不良反應
瞭解化妝品衛生標準

2. 解讀化妝品標籤
能夠正確解讀化妝品標籤內容
根據化妝品的標籤內容，為顧客選擇適合其皮膚特質及需要的化妝品，並正確地使用相關產品
根據產品標籤的保存期限及方法，適當地保存化妝品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解讀化妝品的標籤，識別化妝品的成份、用途、使用方法及禁忌等；及
能夠根據產品標籤內容，懂得為顧客選擇合適的化妝產品。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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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運用色彩學於化妝

編號 BEZZMU202A

應用範圍 於化妝相關工作場所，為顧客進行化妝時，能夠正確運用色彩配搭技巧。

級別 2

學分 3（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瞭解色彩學原理

瞭解色彩的形成和區別，包括：三原   色、原色、和色及從色
瞭解色彩的要素，包括：色相、彩度、明度、暗度、純度等
瞭解冷色和暖色的顏色系列和特性
瞭解膚色與色彩的配搭關係
瞭解影響色彩配搭的因素
瞭解燈光對色彩的影響

2. 運用色彩學於化妝
執行化妝前的準備工作，例如：

清潔顧客的面部
清潔用品及雙手

根據顧客的需求，準備合適的化妝品色彩
檢視和修改妝容效果，確保色彩的選擇與應用協調一致，符合顧客的需求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掌握色彩學理論，正確地運用色彩配搭於化妝上，為顧客提供化妝服務時，確保妝容的效果符
合顧客的需求。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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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掌握晚妝技巧

編號 BEZZMU203A

應用範圍 於化妝相關工作場所，能夠因應顧客的化妝目的，正確運用色彩配搭技巧，為顧客提供晚妝化妝服務。

級別 2

學分 3（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瞭解晚妝特點

瞭解晚妝與服飾的配搭技巧
瞭解色彩的應用技巧，包括：明暗對   比、顏色對比、顏色配搭等
瞭解燈光對晚妝的影響
瞭解輪廓修飾技巧
瞭解晚妝的特點
瞭解時尚化妝的技巧及要求

2. 應用晚妝技巧
執行化妝前準備工作，例如：

清潔顧客的面部
清潔用品及雙手

能夠掌握晚妝技巧，根據顧客的化妝目的、出席場合及皮膚狀況等因素，為顧客選擇合適的晚妝用
品；並按照個人及作業的衛生守則，為顧客提供晚妝服務

眼部化妝
面部化妝
唇部化妝等

懂得檢視和修飾整體妝容效果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掌握晚妝特點及技巧，因應顧客的需要，運用色彩配搭技巧，為顧客提供晚妝服務。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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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配戴各種假眼睫毛

編號 BEZZMU204A

應用範圍 於化妝相關工作場所，能夠根據顧客的需要，按照個人及作業的衛生守則，為顧客選擇及配戴合適的假眼
睫毛。

級別 2

學分 3（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配戴假眼睫毛的相關知識

瞭解常用假眼睫毛的種類及特徵
認識配戴及移除各種假睫毛的程序及技巧
瞭解單根睫毛與排狀睫毛的區別以及達致最佳效果的方法
瞭解假睫毛的保護方法

2. 配戴及移除假睫毛
執行配戴假睫毛前的準備工作，例如：

消毒所需儀器、物料及雙手
修剪假睫毛長度

能夠掌握配戴假睫毛的技巧，因應顧客天然眼型及眉型、出席場合等因素，為顧客選擇及配戴合適
的假睫毛
懂得在配戴假眼睫毛過程中，觀察顧客有否出現不良反應，例如：眼睛敏感、流眼水等，並能按既
定程序，採取補救措施
掌握移除假眼睫毛的技巧
向顧客說明保養假睫毛的方法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掌握各種假睫毛的配戴及移除技巧；及
能夠按照個人及作業的衛生守則，根據顧客的需要，為顧客選擇及配戴合適的假睫毛。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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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修飾臉型輪廓及美化五官

編號 BEZZMU205A

應用範圍 於化妝相關工作場所，能夠根據一般臉型、輪廓及五官的標準，選擇合適的化妝品，為顧客修飾臉型、輪
廓及美化五官。

級別 2

學分 3（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修飾臉型輪廓及美化五官概念

瞭解頭部骨骼與肌肉結構
瞭解各種臉型的區別及特徵，例如：方形臉、三角形臉、長方形臉、圓形臉、橢圓形臉、梨形臉、
鑽石形臉等
瞭解美化五官的技巧，例如：

眉型
眼型
鼻型
唇型等

掌握五官比例
瞭解色彩搭配、對比技巧及立體原理
瞭解色彩掩飾法的使用技巧

2. 修飾臉型輪廓及美化五官
執行護理前準備工作，例如：清潔面部清潔用品及雙手
能夠掌握修飾臉型輪廓、五官美化技巧，根據顧客的需要，選用合適的化妝產品，為顧客修飾臉型
及美化五官
懂得運用各種遮瑕產品遮蓋瑕疵地方，例如：黑眼圈、眼肚、暗瘡、疤痕、斑點等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掌握修飾臉型輪廓及美化五官技巧；及
能夠按照顧客的需要，選擇合適的化妝用品，為顧客修飾臉型輪廓及美化五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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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掌握素描技巧與妝容設計

編號 BEZZMU206A

應用範圍 於化妝相關工作場所，按相關指引，能夠運用適當的素描工具，根據化妝目的和要求，為顧客設計整體妝
容。

級別 2

學分 3（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瞭解素描技巧及妝容設計的關係

瞭解素描所需工具，例如：炭鉛筆、顏色筆、畫紙、橡皮等
瞭解炭鉛筆和顏色筆的種類及使用技巧
瞭解綫條、明暗、立體感(如：五官─眼睛、鼻子、嘴唇）、色彩的表現技巧
瞭解視覺透視原理，例如：點、線、     面、幾何體、透視法等
瞭解素描繪圖於妝容設計的用途

2. 運用素描技巧與設計妝容
能夠根據化妝目的、應用場合，如：人體彩繪、影視化妝等，為素描的基礎圖樣進行命名和存檔，
以作記錄之用
能夠根據妝容名稱，選用合適的素描工具，素描出整體的妝容設計，包括：髮型、化妝、服飾、飾
物等
掌握視覺透視原理，運用線條、立體空間及輪廓層次技巧，進行素描
掌握色彩原理，運用色彩對比、配搭、層次技巧，按相關指引，進行妝容設計
檢視及修改整體妝容設計，以達致統一協調的效果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掌握素描技巧，按相關指引，根據化妝目的和要求，從而塑造出合意的妝容設計，做為記錄之
用。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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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應用人體彩繪基礎技巧

編號 BEZZMU208A

應用範圍 於化妝相關工作場所，能夠瞭解人體彩繪基本知識，按相關指引，運用人體彩繪基礎技巧，為顧客進行人
體彩繪造型化妝。

級別 2

學分 3（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瞭解人體彩繪基礎技巧

瞭解基本化妝技巧，包括：
底妝
眼部
鼻側影
眉毛
腮紅
口紅
髮型

瞭解基本造型素描技巧
瞭解色彩原理及應用技巧
瞭解人體彩繪造型特點、表現方法
瞭解常用於人體彩繪的產品、工具和配飾之使用技巧

2. 應用人體彩繪基礎技巧
掌握人體彩繪基本技巧，運用色彩原理、化妝及造型素描技巧，按相關指引，為顧客進行人體彩繪
造型化妝
根據人體彩繪造型特點、主題要求，選用適當的產品、工具及配飾，以加強效果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瞭解人體彩繪基本知識；及
按相關指引，能夠運用人體彩繪基本技巧，配合人體彩繪造型的主題及特點，為顧客進行人體彩繪
造型化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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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描繪簡單彩繪圖案

編號 BEZZMU209A

應用範圍 於化妝相關工作場所，能夠掌握人體彩繪基本知識，按相關指引，描繪簡單彩繪圖案。

級別 2

學分 3（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人體彩繪基本知識

明白基本造型素描技巧
瞭解色彩學
瞭解描繪簡單彩繪圖案的要求和步驟，包括：

構圖
色彩
整體效果等

瞭解描繪簡單彩繪圖案應注意事項，例如：
主題需要
模特兒客觀條件等

2. 描繪簡單彩繪圖案
掌握描繪技巧，根據主題的需要及客觀因素，按相關指引，描繪簡單彩繪圖案，包括：

圖案的大小
圖案的疏密
綫條的虛實

掌握色彩學原理及搭配技巧，能突出描繪主題、整體效果美觀和諧的彩繪圖案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掌握人體彩繪基本知識；及
能夠根據主題需要及客觀條件，運用描繪技巧及色彩原理，按相關指引，進行簡單彩繪圖案描繪，
以及所描繪的彩繪圖能突出主題造型及整體效果和諧美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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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認識個人色彩診斷

編號 BEZZMU210A

應用範圍 於提供化妝服務場所，能夠認識個人色彩診斷的原理，按相關指引為為顧客進行個人色彩化妝。

級別 2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認識個人色彩診斷學

認識個人色彩診斷的概念。例如:四季色彩學(CMB, Color Me Beautiful)，色彩時鐘系統(Colortime
System)
認識有關個人色彩診斷的特徵及心理關係
認識個人色彩診斷的色彩分類
認識色彩判斷的技巧
認識運用個人色彩診斷的色彩學原理於化妝時須考慮的因素，例如：膚色、妝型等
認識色彩搭配的技巧、注意事項及禁忌

2. 應用個人色彩診斷學於化妝
掌握個人色彩診斷學的色彩學原理及色彩搭配技巧，根據顧客的膚色、風格、要求等因素，向顧客
介紹合適的化妝品色彩
按照衛生守則，按相關指引，運用個人色彩診斷的色彩搭配技巧，為顧客進行化妝服務，並檢視整
體妝容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認識個人色彩診斷學的原理及搭配技巧；及
能夠根據顧客的膚色、個人風格、要求等因素，按相關指引，運用個人色彩診斷學為顧客進行化妝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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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進行客戶諮詢服務

編號 106899L2

應用範圍 於美容相關工作場所，能夠掌握回答客戶諮詢技巧，運用基本皮膚學及美容護理等知識，為顧客分析皮膚
狀況、提供諮詢服務、推介美容產品或建議護理計劃。

級別 2

學分 3（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回答諮詢技巧

瞭解客戶諮詢的技巧，例如：
良好溝通技巧，包括：聆聽、發問、回應、講解、觀察及身體語言等
良好服務態度
辨識客戶對產品或服務需要的技巧等

瞭解諮詢對美容服務業的重要性，例如：增加顧客的信心及好感、建立雙方互利關係、避免誤解或
不必要糾紛等

2. 處理客戶諮詢
能夠掌握回答客戶諮詢的基本技巧及基本美容產品和護理知識，提供良好的客戶諮詢服務，以維繫
與顧客的良好關係，例如：

瞭解顧客對美容護理服務及產品的要求
向顧客講解護理產品或服務的特點、功效、限制、費用及服務所需時間等
向顧客推介合適的護理產品或服務
為顧客分析皮膚狀況，向顧客講解不適宜進行護理的情況，如：濕疹、癣、白斑、瘀傷、皮
膚敏感等

鼓勵顧客發問及澄清疑慮
準確地記錄顧客資料，例如：顧客姓名、諮詢類別、負責美容師姓名等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掌握基本美容護理知識，運用良好的溝通技巧，向顧客提供適當的諮詢服務、推介產品或護理
服務等，以維繫良好的顧客關係及促成交易。

備註 此能力單元之學分值假設該人士已擁有

BEZZCN105A ﹝認識美容服務種類及功效﹞
BEZZCN106A ﹝瞭解美容護理基本知識﹞
BEZZCN107A ﹝識別美容產品種類、成份及功效﹞
106898L1 ﹝認識皮膚構造及常見問題﹞
BEZZCN210A ﹝識別各種皮膚種類及護理」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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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進行基本手部按摩

編號 BEZZNA201A

應用範圍 於美容院、提供美甲及手足護理場所，掌握基本按摩技巧，為顧客進行基本手部按摩服務。

級別 2

學分 3（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手部結構及手部按摩知識

瞭解手部主要骨骼及肌肉的位置
認識手部按摩的基本方法及功效，例如：關節按摩、穴道按摩等
瞭解手部按摩的步驟及技巧，例如：力度、速度、時間等
瞭解手部按摩的禁忌
認識手部操練技巧及功效，例如：甩手運動、抓球運動、壓力運動、按摩手指等
明白進行按摩時，美容師應保持正確姿勢及位置的重要性
明白相關的安全守則及預防職業病方法

2. 進行基本手部按摩
執行按摩前準備工作，例如：

清潔手部
進行手部操練
準備按摩所需產品及物料

根據顧客護理需要及已同意的護理計 劃，使用合適的按摩手法，為顧客進行基本手部按摩
懂得於按摩過程中，觀察顧客有否出現不良反應，並能按既定程序，採取補救措施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掌握基本手部按摩技巧，按照個人及作業的衛生守則，為顧客進行手部基本按摩。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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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進行基本足部按摩

編號 BEZZNA202A

應用範圍 於美容院、提供美甲及手足護理場所，掌握基本按摩技巧，為顧客提供基本足部按摩服務。

級別 2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足部結構及足部按摩知識

瞭解足部主要骨骼及肌肉的位置
認識足部按摩的基本方法及功效，例  如：反射按摩、穴道按摩等
瞭解足部按摩的步驟及技巧，例如：力度、速度、時間等
瞭解足部按摩的禁忌
認識手部操練技巧及功效，例如：甩手運動、抓球運動、壓力運動、按摩手指等
明白進行按摩時，美容師應保持正確姿勢及位置的重要性
明白相關的安全守則及預防職業病方法

2. 進行基本足部按摩
執行按摩前準備工作，例如：

清潔足部
進行手部操練
準備按摩所需產品及物料

根據顧客的護理需要及已同意的護理計劃，運用合適的按摩手法，為顧客進行基本足部按摩
懂得於按摩過程中，觀察顧客有否出現不良反應，並能按既定程序，採取補救措施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掌握基本足部按摩技巧，按照個人及作業的衛生守則，為顧客進行足部基本按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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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操作美甲及手足護理儀器的技巧

編號 BEZZNA204A

應用範圍 於美容院、提供美甲及手足護理場所，根據儀器製造商的操作指引和個人及作業的衛生守則，正確地操作
美甲及手足護理儀器，為顧客進行美甲及手足護理服務。

級別 2

學分 3（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認識美甲及手足護理儀器的操作技巧

認識美甲及手足護理儀器的種類及使用方法，例如：腳部水療機、振動器、巴拿芬蠟機、真空吸引
機、熱油機等
認識美甲及手足護理儀器標籤的定義及內容
認識美甲及手足護理儀器的安全操作守則
認識美甲及手足護理儀器的基本使用技巧、應用範圍及對身體的影響，例如：肌肉、皮膚、循環系
統、淋巴系統、神經系統、骨骼系統等

2. 操作美甲及手足護理儀器
懂得於護理前進行皮膚敏感測試，例如：冷、熱、敏銳及遲鈍感等
能夠根據儀器製造商的操作指引，掌握美甲及手足護理儀器的正確使用方法及技巧；按照個人及作
業的衛生守則和顧客需要，正確地運用美甲及手足護理儀器，為顧客進行護理服務
懂得在護理過程中，觀察顧客有否出現不良反應，並能按既定程序，即時採取補救措施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按照美甲及手足護理儀器操作指引和個人及作業的衛生守 則，根據顧客的護理需要，正確地操作儀
器，為顧客提供美甲及手足護理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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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運用各種植甲工具

編號 BEZZNA206A

應用範圍 於美容院、提供手足護理場所，能夠根據所屬機構的實務工作指引和個人及作業的衛生守則，按照顧客的
需要，正確使用各種植甲工具，為顧客進行美甲服務。

級別 2

學分 3（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認識各種植甲工具

認識各種植甲工具的用途，如：基本修飾指甲工具、各類指甲銼、人手打磨機、拋光機、紙托、電
動打磨機等
認識植甲片的種類及用途，例如：半甲片、全甲片等
認識各種植甲裝飾物的特點及黏貼步 驟、方法
認識不同植甲片所用的物料成份
認識各種消毒方法及程序，例如：酒精消毒、紫外線、煮沸、蒸氣等

2. 運用各種植甲工具
執行護理前準備工作，包括：

準備所需植甲產品
清潔工具及雙手

掌握各種植甲工具的使用技巧
按照顧客指甲狀況，選擇合適的植甲物料
向顧客講解保養及修補植甲片方法及應注意事項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掌握運用各種植甲工具的技巧；及
能夠按照個人及作業的衛生守則，根據顧客的需要，選用合適的植甲工具，為顧客進行植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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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應用各種指/趾甲知識和常見問題

編號 106900L2

應用範圍 於美容院、提供手足護理場所，能夠掌握各種指/趾甲異常和常見問題知識，辨識顧客指/趾甲的健康狀
況，按照顧客需要和個人及作業的衛生守則，提供適當的護理服務或建議。

級別 2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瞭解指/趾甲結構和常見問題

瞭解指/趾甲的結構及功能
瞭解指/趾甲異常的成因及特徵
瞭解指/趾甲常見問題的成因及特徵
瞭解指/趾甲常見問題相互傳染的風險
瞭解防止指/趾甲常見問題相互傳染的安全措施
瞭解改善指/趾甲異常的護理技巧

2. 應用各種指/趾甲異常和常見問題的知識
能夠辨識指/趾甲的健康狀況，為顧客進行護理前諮詢
瞭解指/趾甲異常/常見問題的徵狀及正確處理方法，在護理前，消毒雙手，防止交叉感染
掌握改善指/趾甲異常的護理技巧，按照個人及作業的衛生守則，為顧客提供適當的護理服務或建議
遇到指/趾甲異常情況及常見問題，懂得轉介予專業人士處理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瞭解指/趾甲異常和常見問題的成因及特徵；
能夠根據顧客指/趾甲的健康狀況，按照個人及作業的衛生守則，為顧客選擇及進行合適的手足護理
服務或提供適當的護理建議；及
遇到指/趾甲異常和常見問題情況，懂得轉介予專業人士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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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進行基本指/趾甲修飾

編號 106901L2

應用範圍 於美容院、提供美甲及手足護理場所，能夠按照個人及作業的衛生守則，為顧客進行基本指/趾甲修飾護
理。

級別 2

學分 3（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修飾指/趾甲的相關知識

瞭解指/趾甲的生長過程，包括：形成、生長速度、影響生長的因素及甲板損壞對生長的影響等
瞭解指/趾甲的形狀及結構，包括：甲  片、甲床、甲根、表皮、半月弧、甲床表皮、側指甲溝及邊
緣等
瞭解指/趾甲的常見問題，例如：長白點、指甲變白、指甲變灰、指甲畸形、指甲破裂、甲癬、甲萎
縮等
瞭解修飾指/趾甲的工具及產品種類及功用

修甲工具如：表皮刀、表皮鑷子、銼刀、剪刀、指甲剪、磨光棒等
修甲產品如：表皮按摩霜、去死皮  霜、護手霜、磨光霜、表皮柔化劑等

2. 進行基本指/趾甲修飾
執行護理前的準備工作，例如：

消毒工具
準備修甲產品

能夠掌握修飾指/趾甲技巧，按照顧客指/趾甲的形狀及需要，為顧客進行基本修甲護理，例如：浸
泡、修整指甲、除去死皮、塗底油、塗指甲護油等
掌握修飾指/趾甲工具的正確使用方法
懂得在護理過程中，觀察顧客有否出現不良反應，並能按既定程序，即時採取補救措施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掌握修飾指/趾甲的技巧、產品及工具的正確使用方法；及
能按照個人及作業的衛生守則，根據顧客的需要，進行基本指/趾甲修飾護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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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掌握香薰的化學成份對人體產生的反應

編號 BEZZHC201A

應用範圍 於香薰產品零售店、提供香薰美容服務地點，能夠根據香薰製造商的指引，按相關指引，懂得向顧客簡介
香薰所含化學成份、美容功效及使用禁忌，並向顧客推介合適的香薰精油和媒介油。

級別 2

學分 3（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香薰基本知識

瞭解各種常用香薰精油的特性、美容功效及拉丁名(見註1)
瞭解各種常用媒介油的特性及美容功效(見註2)
瞭解常用香薰產品的化學成份，例如：烯(terpenes)、酒精(alcohols)、酮 (ketones)、
酚(phenols)、酯(esters)、醛(aldehydes)、酸(acids)、微量元素(trace elements)等
瞭解有關香薰產品所含化學成份的功 效，例如：抗細菌、消炎、提高免疫力、降血壓、增強體力、
平衡緊張情緒、舒緩頭痛、除皺美膚等
瞭解常用香薰產品的化學成份可能會引致的負面效果，例如：刺激皮膚、毒性、影響神經系統、影
響肝臟正常運作等

2. 掌握香薰的化學成份對人體產生的反應
根據香薰製造商指引，掌握各種香薰所含的化學成份資料，懂得向顧客簡述其對人體所產生的功
效、負面效果和應用禁忌
根據顧客所需，介紹合適的香薰精油及媒介油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按照香薰製造商的指引，掌握香薰所含的化學成份及對人體產生的反應，按相關指引，懂得向
顧客簡述有關化學成份對人體產生的功效及禁忌；及
能夠根據顧客所需，介紹合適的香薰精油及媒介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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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瞭解水療護理的發展概況

編號 BEZZHC203A

應用範圍 於提供水療護理場所，能夠瞭解水療護理的發展概況及一般經營模式，正確回答顧客的一般查詢。

級別 2

學分 3（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瞭解水療護理發展概況及經營模式

瞭解"SPA"一詞的起源及定義
瞭解水療護理的發展概況及特色

古羅馬時期
歐洲發展
美洲發展
亞洲發展
現今發展
未來趨勢

瞭解一般水療中心經營與作業模式的特色，例如：
日間Spa
酒店Spa
度假Spa
Wellness Spa等

2. 應用水療護理行業發展知識
掌握水療護理的發展概況，向顧客介紹水療護理的特色和發展概況，以及回答一般查詢
懂得於遇到複雜問題時，轉介給上級或相關人士處理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瞭解水療護理的行業發展概況；及
能夠向顧客介紹水療護理的特色和發展概況，以及回答顧客有關水療護理的一般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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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瞭解水療護理的環境配套

編號 BEZZHC204A

應用範圍 於提供水療護理場所，能夠瞭解水療護理所需的環境配套及其相互關係，根據所屬機構的實務工作指引及
按相關指引，應用相關環境配套，為顧客提供水療護理服務。

級別 2

學分 3（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瞭解水療護理所需的環境配套

瞭解水療護理的種類及其功效
瞭解各種水療護理服務所需的環境配套及其功能，以體現五感的效果，例如：

浴室及放鬆室
燈光設備及效果
背景音樂
室內芬芳感
室溫
室內擺設
毛巾、小枕的擺放
防滑地墊
緊急救助設備等

瞭解各種環境配套與水療護理效果的相互關係
2. 應用水療護理環境配套概念於各種水療護理服務

根據所屬機構的實務工作指引及按相關指引，配合各種水療護理服務的特色，正確搭配和應用水療
護理的環境配套

調節燈光
播放音樂
調節溫度
選用香薰或指定產品等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瞭解各種水療護理服務所需的環境配套及其功能；及
能夠根據所屬機構的工作指引，並按相關指引，配合各種水療護理服務的特色，應用相關的環境配
套，為顧客提供優質的水療護理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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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瞭解各種美容保健護理與水療護理的配合

編號 BEZZHC205A

應用範圍 於提供水療護理場所，能瞭解一般與水療護理配合進行的各種美容保健護理知識及功效，並能根據所屬機
構的工作指引及按相關指引，協助進行美容保健及水療護理。

級別 2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瞭解水療護理及美容保健護理的功效

瞭解各種水療護理的特色、功效及適用範圍
瞭解各種水療護理的禁忌
瞭解一般與水療護理配合常用之各種美容保健護理的功效及應用範圍，例如：

美容護理
美體護理
足底反射按摩
香薰按摩
熱石按摩
身體敷膜等

瞭解各種美容保健護理的禁忌
2. 配合各種美容保健護理與水療護理

掌握水療護理及一般配合常用的美容保健護理知識，根據所屬機構的實務工作指引及按相關指引，
協助進行美容保健及水療護理
根據顧客已同意之護理計劃，選擇及預備相關的配套設備
清楚記錄及保存顧客的美容護理記錄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瞭解水療護理及不同美容保健護理的功效及適用範圍；及
能夠根據所屬機構的工作指引及按相關指引，按照顧客的護理目的及需要，配合各種美容保健護理
與水療護理，協助進行美容保健及水療護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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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操作各種水療按摩護理設備

編號 BEZZHC206A

應用範圍 於提供水療按摩護理場所，能夠根據儀器製造商的安全操作指引及個人及作業的衛生守則，按相關指引，
正確操作各種水療按摩設備及執行消毒工作。

級別 2

學分 3（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瞭解各種水療按摩設備的操作及消毒程序

瞭解各種水療按摩設備的功能特性、適用範圍及使用禁忌
瞭解各種水療按摩設備的一般操作方法與守則

操作步驟
環境要求
溫度限制
療程時限設定
其他所需配備等

瞭解水療按摩設備的日常清潔及消毒程序，例如：
水質標準
化學藥品的濃度標準
濾水設備等

2. 操作各種水療按摩設備及執行消毒程序
根據儀器製造商指引，以及安全使用守則，按相關指引，按正確步驟操作各種水療按摩設備，為顧
客提供水療護理服務

設定適當的療程時限
量度水位
測試水溫、室溫、相對濕度
正確標示及存放相關的化學藥品

懂得對儀器進行定期檢查；如發現操作不正常，懂得即時安排維修，並向相關人士匯報
根據儀器製造商指引及個人及作業的衛生守則，定期執行水療按摩設備的消毒工作
懂得於執行消毒工作時，採取適當及有效的個人保護措施
根據所屬機構的既定指引，當意外發生時，懂得正確執行急救程序及基本應變措施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掌握各種水療按摩設備的正確操作方法及消毒程序；及
能夠根據儀器製造商指引及個人及作業的衛生守則，按相關指引，正確操作相關水療按摩設備，並
定時進行消毒工作，以預防傳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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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進行一般水療護理

編號 BEZZHC207A

應用範圍 於提供水療護理場所，能夠掌握基本水療護理知識，根據所屬機構的實務工作指引，按相關指引，協助進
行一般水療護理。

級別 2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水療護理基本知識

瞭解水療護理的種類、適用範圍及功效
瞭解不同水療護理儀器的種類及安全使用方法認識水療護理種類及相關產品的應用方法及宜忌
認識"五感"的特點及功效
瞭解各種水療護理的療程時限及療程間距等
明白各種水療護理的禁忌症狀
瞭解各種水療護理所需的環境配套
瞭解進行水療護理的服務流程及相關細節

2. 進行一般水療護理
根據所屬機構的工作指引，按相關指引，按照顧客的需要及已同意之護理計劃，協助執行護理前的
準備工作，並顧及顧客的舒適感，以達致放鬆的效果，包括：

準備所需儀器和設備
清潔及消毒儀器、設備及護理室
準備環境配套，例如：音樂、燈光等
檢查溫度、水質等

根據所屬機構的工作指引，接待顧客及進行一般諮詢，包括：
確認有否禁忌症
向顧客解釋水療護理步驟、功效

按照儀器製造商的指引，按相關指引，正確操作各種水療儀器及設備
於護理進行期間，如顧客出現不良反應時，按既定程序，即時採取應變措施及呈報上級
於護理後，能夠準確記錄療程細節、顧客狀況等，以作參考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掌握水療護理基本知識及進行顧客諮詢與接待；
能夠根據所屬機構的工作指引，按相關指引，按照已同意的護理計劃，協助進行一般水療護理服
務；及
懂得執行水療護理前、後的工序，並填寫相關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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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處理顧客對足底反射按摩服務的查詢

編號 BEZZHC209A

應用範圍 於提供足底反射按摩的美容業經營場所，認識施行足底反射按摩的美容護理功效及禁忌，並能回答顧客相
關的查詢。

級別 2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認識足底反射按摩

認識足底反射按摩的起源及發展
認識與足底反射按摩相關的人體骨骼及生理系統結構
認識接受足底反射按摩初期可能引致的生理反應
認識常見的肢體不適及勞損情況
認識足底反射按摩的美容保健護理功效及禁忌
懂得向顧客查詢其健康歷史，以作參考之用

2. 處理顧客對足底反射按摩服務的查詢
掌握足底反射按摩基礎知識，能夠向顧客正確講解足底反射按摩的美容保健護理功效、禁忌及接受
護理初期可能引致的生理反應
在遇到較複雜的查詢，懂得轉介上級或相關專業人士處理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向顧客正確講解施行足底反射按摩的美容保健護理功效及禁忌等資料，並能回答顧客相關的查
詢；及
懂得於遇到較複雜的查詢時，轉介上級或相關專業人士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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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進行足底反射按摩

編號 BEZZHC210A

應用範圍 於提供足底反射按摩的美容業經營場所，能夠掌握足底反射按摩技巧，按照個人及作業的衛生守則，為顧
客進行足底反射按摩。

級別 2

學分 15（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足底反射按摩知識

認識由足底延伸到膝蓋以下整個足部的反射區位置
認識各反射區所相對應的人體器官組織
認識各反射區分佈的差異
認識足底反射按摩技巧，例如：

按摩手法
按摩各反射區的次序
按摩時間的長短
按摩的力度等

瞭解按摩前應注意事項及禁忌
認識相關的安全守則及預防職業病方法

2. 進行足底反射按摩
能夠運用正確的諮詢技巧，瞭解顧客的健康歷史
執行按摩前準備工作，例如：

清潔施按摩者的手部及被按摩者的足部
瞭解被按摩者的身體狀況等

掌握足底反射按摩技巧，按照顧客需要及已同意的護理計劃，正確地進行足底反射按摩步驟
掌握按摩前的熱身技術
正確定出各反射區的位置
對不同反射區施以不同的按摩手法及力度
適當地使用按摩產品及輔助按摩工具

掌握按摩後的放鬆技術
留意被按摩者在按摩時所產生的反應，並在需要時，轉介專業人士處理和跟進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掌握足底反射按摩技巧；及
能夠按照個人及作業的衛生守則和職業安全守則，根據顧客的護理需要，為顧客提供足底反射按摩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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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瞭解足底反射按摩的環境設施配套

編號 BEZZHC211A

應用範圍 於提供足底反射按摩場所，能夠瞭解足底反射按摩所需的環境設施配套及其相互關係，根據所屬機構的實
務工作指引及按相關指引，應用相關環境配套，為顧客提供足底反射按摩服務。

級別 2

學分 3（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瞭解足底反射按摩的環境設施配套

瞭解足底反射按摩的功效
瞭解足底反射按摩所需的環境設施配套種類及其功能與特點
瞭解各種環境設施配套與足底反射按摩的相互關係
瞭解各種環境設施配套的應用範圍及安全使用守則
瞭解各種環境設施配套的清潔及基本保養方法

2. 應用足底反射按摩的環境設施配套
根據所屬機構的實務工作指引及按相關指引，正確選擇及應用足底反射按摩的環境設施配套，為顧
客提供足底反射按摩服務

正確操作所需的設備
清潔所需設施、設備

當發現相關環境設施配套有所損壞或運作不正常時，懂得即時安排維修及向有關人士匯報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瞭解足底反射按摩所需的各種環境設施配套及其功能；及
能夠根據所屬機構的工作指引，按相關指引，選擇及應用相關的環境設施配套，為顧客提供足底反
射按摩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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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瞭解食膳美容及四季飲食

編號 BEZZHC213A

應用範圍 於美容相關工作場所，能夠瞭解食療與美容的相互關係，以及四季飲食的基礎知識，回答顧客相關的查
詢。

級別 2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瞭解食膳美容及四季飲食

瞭解中國文化中飲食調理的歷史與概況
瞭解中國飲食調理養生的特色

食物的五味特性，如：酸味先入肝等
飲食的合理調節

合理的葷素搭配
兼備各種營養成份等

瞭解飲食調理與美容的相互關係
瞭解四季飲食的基礎理論，例如：春季飲食養生法，在春季宜進食清淡補陽氣的食物

2. 應用食膳美容及四季飲食基本知識
掌握中國飲食調理養生的基本概念及其與美容的相互關係，以及四季飲食的基礎理論，能回答顧客
相關查詢
懂得就較為複雜的食膳及飲食配搭問 題，轉介予上司或建議顧客諮詢有關專業人士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瞭解中國飲食調理養生及四季飲食的基礎理念，以及其與美容的相互關係，回答顧客飲食調理
相關查詢；及
懂得在遇到較為複雜的食膳及飲食配搭的問題時，轉介顧客予上司或相關專業人士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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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認識養生保健按摩的環境設施配套

編號 BEZZHC214A

應用範圍 於提供養生保健按摩場所，能夠認識養生保健按摩所需的環境設施配套及其相互關係，根據所屬機構的實
務工作指引及按相關指引，應用相關環境設施配套，為顧客提供護理服務。

級別 2

學分 3（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認識養生保健按摩的環境設施配套

認識養生保健按摩的種類及其功效
認識養生保健按摩所需的環境設施配套種類及其功能
認識各種環境設施配套與養生保健按摩的相互關係
明白各種環境設施配套的應用範圍及安全使用守則
認識各種環境設施配套的清潔及基本保養方法

2. 應用養生保健按摩的環境設施配套
根據所屬機構的實務工作指引及按相關指引，正確應用養生保健按摩的環境設施配套，為顧客提供
養生保健按摩服務

正確操作所需設備
清潔所需設施、設備

當發現環境設施配套有所損壞或運作不正常時，懂得即時安排維修及向有關人士匯報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認識養生保健按摩所需的各種環境設施配套及其功能；及
能夠根據所屬機構的工作指引，按相關指引，應用相關的環境設施配套，為顧客提供養生保健按摩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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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瞭解一般健康食品的產品資料

編號 BEZZHC215A

應用範圍 於美容相關工作場所，根據食品製造商或代理商提供的說明書，瞭解健康食品的類別及功效，向顧客提供
正確食品相關的資料。

級別 2

學分 3（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瞭解健康食品

瞭解基礎營養學
瞭解健康食品標籤、說明書所列的資料，包括：

產品名稱
食物配料、成份組合、內含物質，例如：維他命、鋅、鐵等
功效，例如：營養補充、纖體、抗衰老、淡斑、保健等
適用範圍，不同年齡、性別使用者，應服用的劑量
貯存方式、保存期限
製造商或包裝商的商號、地址
可致敏物質成份

瞭解健康食品的劑型，例如：片劑、膠囊、粉狀、液體等
2. 解讀健康食品標籤，分辨一般健康食品

根據健康食品說明書所列的資料，向顧客說明健康食品的功效、適用範圍、服用方法及劑量、貯存
方法、保存期限等
根據產品製造商、代理商所提供的資料，對產品進行基本檢查，如發現不良食品，立即向上級報告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根據健康食品說明書內容，能夠向顧客說明健康食品的功效、適用範圍、服用方法及劑量、貯存方
法及保存期限等；及
根據食品製造商、代理商所提供的資料，能夠向顧客或使用者敍述正確的產品資料，並能對產品進
行基本檢查，如發現不良食品，立即向上級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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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認識養生美容

編號 BEZZHC218A

應用範圍 於美容相關工作場所，能夠認識中國保健文化的養生調理之道，包括四季美容養生的基本知識，並能正確
回答顧客一般查詢。

級別 2

學分 3（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認識基本的中國養生美容之道

認識中國保健文化之養生調理的概念和歷史
認識養生之道的基礎理論

因應不同的體質，例如：氣、血、 陰、陽之虛實體質等
根據不同的時令，如：春溫、夏熱、秋燥、冬寒
按照不同的地理環境

氣候條件的差異
地質水土的變化
生活習慣的不同

認識春夏秋冬四季的基礎養生理念，範圍包括：
起居常識
睡眠養生
浴身保健
飲食宜忌
美容健身
防病保健等

2. 應用養生美容知識
掌握中國保健養生的基礎理論，特別是四季調適的概念，回答顧客有關養生美容相的一般問題
懂得將較複雜的美容養生問題，轉介予上司或建議顧客諮詢有關專業人士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認識中國保健養生調理及基本時令的養生概念，回答顧客有關養生美容的一般問題；及
懂得在遇到較複雜的問題時，轉介顧客予上司或建議顧客諮詢有關專業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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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認識美容保健市場發展概況

編號 BEZZHC220A

應用範圍 於美容相關工作埸所，能夠認識美容保健市場的發展概況，根據所屬機構的工作指引，向顧客提供正確資
訊及推介所屬機構的美容保健產品或服務。

級別 2

學分 3（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認識美容保健市場發展概況

認識美容保健的基本概念及範疇
認識市場上常見的美容保健產品的種類及功效，例如：

美容產品
健康食品
功能食品
藥膳食品等

認識市場上常見的美容保健服務的種類及功效，例如：
美容護理
按摩護理
香薰護理
水療護理
反射按摩護理等

認識美容保健市場的發展概況及趨勢，例如：
消費者因素
市場及周邊環境因素
新產品及技術的出現與發展

2. 應用美容保健市場發展知識
根據所屬機構的工作指引，因應美容保健市場發展狀況，向顧客提供正確、適時的相關資訊及推介
適當的美容保健服務或產品
當遇到複雜問題時，懂得轉介予上級或相關人士處理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認識美容保健市場發展概況；及
能夠根據所屬機構的指引，因應美容保健市場發展狀況，向顧客提供準確、合時的相關資訊，並能
按照顧客的需要，推介合適的美容保健服務或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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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瞭解水療護理的種類、功效及禁忌

編號 BEZZHC221A

應用範圍 於提供水療護理場所，能夠瞭解水療護理的種類、功效及禁忌等知識，正確回答顧客相關的查詢。

級別 2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瞭解水療護理的種類、功效及禁忌

瞭解水療護理種類及相關產品的應用方法及宜忌，例如：
去角質
泡浴
敷膜等

瞭解各種水療護理的功效，例如：
改善皮膚
舒緩疲勞、壓力
促進淋巴及血液循環
鬆弛肌肉等

瞭解各種水療護理的禁忌症，包括：
皮膚毛病
心臟毛病
傳染性疾病

認識水療按摩護理設備的種類及其功效，例如：
泥艙桑拿浴室
蒸氣浴室
浴缸
按摩池浴缸
維琪浴設備
多功能艙等

2. 應用水療護理相關的知識
掌握一般水療護理的功效與禁忌，回答顧客有關水療護理的一般查詢，並按相關指引，向顧客推介
合適的水療護理服務
懂得於遇到複雜問題時，轉介給上級或相關人士處理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瞭解水療護理種類及其特色；及
能夠向顧客簡述各種水療護理的特點、功效及禁忌，並按相關指引，推介合適的水療護理服務。

備註

4-108



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進行一般水療護理服務流程與諮詢

編號 BEZZHC222A

應用範圍 於提供水療護理場所，能夠掌握顧客接待及溝通技巧，認識所屬機構提供的水療護理服務/產品的種類及功
效，遵照所屬機構既定指引，接待顧客及正確回答顧客相關查詢。

級別 2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水療護理的顧客接待及溝通技巧

認識基本的顧客接待及溝通技巧
瞭解良好的顧客接待服務及溝通技巧的作用及重要性
熟悉所屬機構所提供的水療護理服務/產品種類、功效及禁忌
明白進行水療護理前顧客諮詢的目的、技巧及注意事項
認識水療護理的服務流程及應注意事項

護理前
諮詢顧客
確認有否禁忌症
護理療程建議
讓顧客身心放鬆

水療療程準備
房間的各項擺設，包括毛巾的放置
調校室內溫度、燈光、水溫等
遮蔽顧客身體的次序等

護理後
提醒補充水份
諮詢顧客對服務的滿意度

明白填寫及保存顧客記錄卡的目的及注意事項
2. 進行水療護理服務諮詢及接待工作

掌握良好的顧客接待服務及溝通技巧，提供優質服務
掌握所屬機構提供的水療護理服務/產品種類、功效及禁忌，能正確回答顧客相關查詢
按照所屬機構既定程序，正確執行護理前、後之顧客接待工作流程，確保顧客處於放鬆狀態，並填
寫及保存顧客記錄卡
懂得將較複雜的水療護理問題，轉介予上司或相關人士處理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掌握良好的顧客接待服務及溝通技巧，以及水療護理基本知識；及
根據所屬機構既定指引，執行水療護理前、後的顧客接待工作，及回答顧客有關水療護理一般查
詢，確保為顧客提供舒適的水療護理服務。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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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瞭解養生保健按摩技巧及禁忌

編號 BEZZHC223A

應用範圍 於美容相關工作場所，能夠瞭解各類養生保健按摩的技巧及禁忌，根據顧客的身體狀況及護理需要，為顧
客進行養生保健按摩。

級別 2

學分 9（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瞭解養生保健按摩的技巧及禁忌

瞭解經絡腧穴的基礎知識，例如：
經絡名稱及分佈
經絡起止點
常用腧穴的主治功能
腧穴的定位方法

瞭解養生保健按摩知識
養生保健按摩的種類
養生保健按摩的作用原理
按摩手法的操作要求及注意事項
按摩程序及步驟
禁忌

瞭解推拿的基本知識
推拿的作用原理
推拿手法的種類
推拿手法的操作要求
推拿的程序及步驟
禁忌

2. 應用養生保健按摩知識
掌握養生保健按摩知識，通過觀察、詢問等方法，以確定顧客是否適合進行有關的按摩服務
掌握養生保健按摩的技巧，根據顧客的身體狀況及護理需要，運用養生保健按摩知識，為顧客進行
保健按摩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瞭解養生保健按摩技巧及禁忌；及
能夠根據顧客的身體狀況及護理需要，運用養生保健按摩技巧，為顧客提供養生按摩護理服務。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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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漂染睫毛及眉毛

編號 BEZZBC201A

應用範圍 於美容院、提供面部護理場所，能夠掌握漂染睫毛及眉毛的技巧及禁忌，懂得選用合適的漂染產品，按照
個人及作業的衛生守則和顧客要求，提供漂染睫毛及眉毛服務。

級別 2

學分 3（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認識漂染產品、漂染技巧

認識各種漂染產品的成份及使用方法
認識使用不同漂染產品的禁忌
認識漂染睫毛及眉毛時的應注意事項
認識漂染睫毛及眉毛的程序
認識顧客的毛髮顏色與漂染時間長短之關係，例如：金色、黑色、灰色、紅色等

2. 漂染睫毛及眉毛
執行漂染睫毛及眉毛前準備工作：

為顧客進行皮膚測試
消毒所需物料及工具
準備合適的眼部護理及漂染產品

根據漂染產品製造商的說明書，並按照顧客要求，混和漂染產品
掌握漂染睫毛及眉毛技巧，按照個人及作業的衛生守則，為顧客進行睫毛及眉毛漂染服務在漂染過
程中，觀察顧客有否出現不良反應，並懂得採取適當護理措施，例如：眼睛/皮膚敏感、流眼水、紅
斑、輕微紅腫等
向顧客講解漂染後的注意事項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掌握漂染技巧，按照個人及作業的衛生守則和顧客要求，為顧客漂染睫毛及眉毛；及
懂得向顧客講解漂染後在家中護理的方法和注意事項。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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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進行一般面部按摩護理

編號 BEZZBC202A

應用範圍 於美容院、提供面部護理場所，能夠掌握一般面部按摩技巧，根據顧客的需要，為顧客提供面部按摩護
理。

級別 2

學分 3（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瞭解一般面部按摩

瞭解面部肌肉和骨骼構造及位置
認識皮膚的構造和功能
瞭解各種按摩手法的好處、程序及技巧，例如：輕撫法、揉搓法、叩撫法、摩擦法和震動法等
瞭解按摩護理的好處及禁忌

2. 進行一般面部按摩護理
執行按摩前準備工作，例如：

準備護理房間及所需用品
清潔用具及雙手
為顧客蔽體
向顧客講解護理程序
詢問顧客的身體狀況

掌握各種按摩手法的步驟及技巧，按照顧客的體格特徵、年齡、肌肉狀況等，調整按摩力度及速度
根據顧客面部骨骼及肌肉位置，運用面部按摩技巧，確保按摩動作輕柔、穩定及有節奏感，為顧客
進行面部按摩護理
在按摩過程中，觀察顧客有否出現不良反應，例如：暈眩、作嘔等，並能按既定程序，即時採取補
救措施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掌握一般面部按摩的功效、技巧及禁忌；及
能夠按照顧客皮膚性質及狀況，運用按摩技巧及選擇合適的按摩產品，為顧客進行一般面部按摩護
理。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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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進行一般美容護理

編號 BEZZBC203A

應用範圍 於美容院、提供美容護理場所，能夠根據顧客的皮膚類別及護理需要，選用合適的產品，按照正確的護理
程序，為顧客進行一般美容護理。

級別 2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瞭解一般美容護理技巧

瞭解一般美容護理的程序、技巧及禁忌
瞭解不同皮膚類型及狀態，例如：中性、乾性、油性、混合性、老化、敏感、黑頭、酒米、粉刺、
微絲血管破裂、缺水、皮脂漏等

2. 進行一般美容護理
執行護理前準備工作，包括：

消毒所需用具及雙手
準備合適的護膚產品
向顧客講解護理程序
適當地遮蓋顧客身體

檢查皮膚，準確地分析顧客的皮膚類型及護理需要
掌握一般美容護理技巧，按照正確步驟，為顧客進行美容護理例如：卸妝、清潔、脫屑、基本按
摩、敷面膜、護膚、爽膚、滋潤皮膚等
在護理期間，觀察顧客有否出現不良反應，例如：眼睛敏感、皮膚敏感、紅斑等，並能按既定程
序，採取補救措施
向顧客提供家居美容護理意見，並建議相關護理產品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掌握一般美容護理技巧及皮膚生理知識；及
能夠準確地分析顧客的皮膚類別及護理需要，按照個人及作業的衛生守則，為顧客進行一般美容護
理，並選擇合適的護理產品。

備註 此能力單元的學分值假設該人士已擁有(1)BEZZCN106A「瞭解美容護理基本知識」
和(2)BEZZCN107A「識別美容產品種類、成份及功效」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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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瞭解毛髮結構及常見問題

編號 106896L2

應用範圍 於美容相關工作場所，認識毛髮結構及常見問題，按相關指引能回答顧客有關毛髮護理的一般查詢。

級別 2

學分 3（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認識毛髮結構及常見問題

瞭解毛髮的形成
瞭解分佈在人體上的毛髮種類及功用，例如：體毛、頭髮、眉毛等
瞭解毛囊結構和功用，例如：真皮乳突、毛球、豎毛肌、皮脂腺、毛幹等
瞭解毛髮結構，例如：表皮、皮質、髓質
瞭解毛髮生長週期的過程及變化，例如：生長期、退化期、靜止期
瞭解毛髮種類和特徵，例如：柔毛、終期毛髮等
瞭解毛髮顏色的形成
瞭解內分泌系統和毛髮生長的關係
認識影響毛髮生長速度和量度的原因，例如年齡、遺傳、種族、氣候、懷孕等
認識有關毛囊和毛髮的常見問題

2. 應用毛髮結構及常見問題的知識
能夠向顧客簡述毛髮結構的知識
能夠分辨毛囊和毛髮常見問題的情況和向顧客解釋對減少毛髮生長護理的影響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掌握毛髮結構及常見問題的知識
能夠向顧客簡述毛髮結構的知識，分辨毛囊及毛髮常見問題及解答有關以激光或彩光儀器減少毛髮
生長的一般查詢

備註 如要掌握此能力單元，必須擁有以下單元的能力:

106898L1 ﹝認識皮膚構造及常見問題﹞
BEZZCN109A ﹝認識基本人體結構及生理系統﹞

此能力單元之學分值假設該人士已擁有上述兩個能力單元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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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分析體態及評估體重標準

編號 BEZZBO202A

應用範圍 於美容院、提供美體護理場所，能夠準確地為顧客進行體態分析及體重評估，並能進一步向顧客介紹合適
的美體護理服務。

級別 2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體態及體重評估相關知識

認識各種基本體型特徵及常見的問題體型，例如：
內胚層體型
中等體型
外胚層體型

認識身體重量的組成，即水份、肌肉、脂肪、骨骼
認識體重指標(Body Mass Index)的計算方法及國際標準
認識脂肪比例的標準
認識肌肉力量試驗的方法及標準
認識因錯誤姿勢導致的體型問題、瑕疵及其特徵
認識影響各類身體形態的因素，例如：遺傳、飲食習慣、生活規律、藥物、疾病等

2. 分析體態及評估體重
掌握所得的體型尺寸參數，為顧客準確地分析體態
掌握體重評估技巧，為顧客進行體重指標分析及脂肪比例評估
掌握肌肉力量試驗技巧，為顧客進行肌肉力量評估
根據顧客的體態及體重評估報告/數據，向顧客建議合適的美體護理服務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掌握體態分析及體重評估技巧；及
能夠按照體態、體重分析及評估報告，向顧客建議合適的美體護理療程。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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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進行一般美體護理

編號 BEZZBO203A

應用範圍 於美容院、提供美體護理場所，能夠掌握一般美體護理知識，於常規的工作環境下，為顧客提供美體護理
服務。

級別 2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瞭解一般美體護理服務

瞭解一般美體護理方法，例如：
深層清潔及磨砂方法、功效及禁忌，
各種倒膜方式、功效及禁忌
各項熱療方式、功效、對身體的影響及禁忌
各種束身方式、功效及禁忌
各種按摩方式、特點、功效及應用範圍

瞭解美體護理的步驟
瞭解進行美體護理服務時應注意事項

2. 進行一般美體護理
能夠掌握各種美體護理技巧，根據顧客的身體狀況及護理需要，為顧客提供合適的美體護理服務，
例如：

身體清潔
身體倒膜
束身護理
按摩等

根據顧客的體格特徵，因應不同的身體部位，施行正確的按摩方法，如：頸部、胸部、肩部、腹
部、背部、手臂、臀部、腿部等
懂得於護理過程中，觀察顧客有否出現不良反應，並能按既定程序，採取即時補救措施
懂得向顧客講解護理後應注意事項，及提供護理建議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掌握各項美體護理的技巧、功效及禁忌；及
根據顧客的身體狀況及需要，選擇正確和有效的護理方式，並按照個人及作業的衛生守則，為顧客
提供合適的美體護理服務。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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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掌握美容實務培訓基本技巧

編號 BEZZET201A

應用範圍 於美容院及相關工作場所，能夠瞭解美容實務培訓基本技巧，在日常工作中，協助訓練資歷較淺之同事的
美容相關技能，以提升其在實務方面的操作技巧。

級別 2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瞭解技術培訓的概念

瞭解技能訓練的示範重點和技巧
明白有系統地作出正確示範及講解的重要性
瞭解有效的溝通技巧，及應具備的表達能力
瞭解美容行業的日常工作流程及常見的實務工作錯誤
瞭解各項技能的應用範圍，例如：

美容護理的操作
專櫃銷售的技巧與方法等

2. 掌握技術培訓技巧，並於工作場所進行實務培訓工作
能夠根據美容院或相關工作場所的日常工作流程，執行正確的培訓步驟
能夠根據所屬機構指引，向受訓者作出各項實務工作的正確示範及講解，並協助受訓者進行各項技
術動作的準確性和熟練性之訓練
能夠指出實務操作中常見的錯誤，提出修正的方法，並幫助受訓者解決技巧上的難題，例如：

掌握按摩的技巧
銷售的方法等

懂得觀察受訓者的表現，向受訓者作出正確示範；並鼓勵受訓者持續學習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掌握美容實務培訓基本技巧，並能協助資歷較淺的同事進行技能訓練，以提升受訓者的實務操
作技巧。

備註 此能力單元之學分值假設該人士已具備一年或以上的美容相關工作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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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銷售美容產品及服務

編號 BEZZCS201A

應用範圍 於美容相關工作場所，能夠瞭解所屬機構提供的美容產品、服務的種類及功效等，並能運用良好的銷售技
巧，協助達成交易。

級別 2

學分 9（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瞭解所屬機構提供的美容產品及服務、良好的銷售技巧

瞭解所屬機構提供的美容產品及服務
美容產品，例如：

美容產品類別
各類美容產品品牌及歷史
成份/功效/用途
價格

美容服務，例如：
美容及美體護理
眉毛及睫毛護理
非永久性脫毛及漂染毛髮
修甲及美甲護理
化妝服務
推拿及熱石護理
香薰按摩等

瞭解美容專櫃服務的特點、要求
明白顧客選購美容產品的心理，例如：

顧客類型
購買心理等

瞭解美容產品市場趨勢，例如：
美容產品潮流
新興美容產品及美容護理儀器等

明白其他銷售配套
付款方式
訂貨
其他相關產品推廣

2. 銷售美容產品及服務
掌握美容產品及服務相關知識、顧客選購美容產品的心理、美容市場潮流趨勢，運用良好的銷售技
巧，推銷所屬機構提供的美容產品及服務，例如：

訂立推銷方式
訂立銷售地點、時間等

正確及禮貌地回答顧客相關的查詢，從而完成交易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瞭解所屬機構提供的美容產品及服務，並能運用良好的銷售技巧，協助達成交易；及
能夠正確及禮貌地回答顧客相關的查詢，從而完成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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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應用一般勞工法例

編號 BEZZOM203A

應用範圍 於美容相關工作場所，能夠瞭解勞工法例的一般規定，於招聘過程及簽訂僱傭合約時，遵守有關規定，以
保障僱傭雙方利益，避免爭拗。

級別 2

學分 3（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瞭解勞工法例

瞭解「香港勞工處」法定機構及相關法例，例如：
機構背景
香港勞工法例對僱員和僱主的意義及重要性
《僱傭條例》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
《個人資料(私隱)條例》
《性別歧視條例》
《殘疾歧視條例》
《家庭崗位歧視條例》

明白簽訂書面僱傭合約的意義及重要性
2. 應用勞工法例

在招聘過程及終止僱傭合約時，遵守相關法律規定，例如：
《性別歧視條例》、《殘疾歧視條例》、《家庭崗位歧視條例》有關僱員的權益
《個人資料(私隱)條例》對處理求職者及僱員個人資料的規限

根據《僱傭條例》規定，確立僱用條款及條件，例如：
工資期
工作時間
休息日、法定假期、年假安排
疾病津貼
試用期及終止僱傭合約的通知期等

遵照《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規定，按時、按比率供款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瞭解香港勞工法例及相關規定，於招聘及處理日常人事管理中，遵守相關法例要求，保障僱傭
雙方的利益，避免爭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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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應用一般商業法例

編號 BEZZOM206A

應用範圍 於美容相關工作場所，能夠瞭解一般香港的商業法例，並應用於日常工作環境中，以獲取顧客信心，保障
公司利益。

級別 2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認識一般商業法例

認識一般有關產品銷售、服務合約訂定之香港法例，例如：
《貨品售賣條例》
《管制免責條款條例》
《服務提供(隱含條款)條例》
《不合情理合約條例》

認識有關宣傳及推銷產品、服務之相關香港法例，例如：
《商品說明條例》
《消費品安全條例》
《禁止層壓式推銷法條例》

認識基本商業營運條例，如《商業登記條例》
認識《美容業營商實務守則》之規定

2. 應用一般商業法例
於銷售產品、與顧客簽訂服務合約時，能夠遵守相關法例、實務守則之規定，包括：

訂明合約日期及時限
列明產品、服務內容
釐定收費詳情
訂明未能履行合約時的處理及安排
買賣雙方之權利和責任

於宣傳及推銷產品、服務時，能夠遵守相關法例要求，包括：
服務、產品的功效及特性、價格須真確、清楚陳述
不會誤導消費者
不用餌誘、高壓手法推銷
服務、產品須符合安全標準

於日常營運中，能夠遵照商業登記條例之相關要求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認識一般有關產品銷售及推廣、訂立合約的相關法例；及
能夠於美容機構日常營運中，於銷售及推廣美容產品及服務時，遵守相關法例，以建立良好公司形
象，提高顧客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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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級能力單元內容 

  



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識別一般傳染病的類別及病徵

編號 BEZZCN301A

應用範圍 於美容相關工作場所，能夠識別常見傳染病的一般病徵、傳播途徑，於從事日常美容相關工作中，正確採
用預防傳染病的措施。

級別 3

學分 9（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傳染病的發病原因、主要症狀及傳播途徑

識別不同病原體所引起的傳染病
病毒所引致的傳染病，例如：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腸病毒、乙型肝炎、疱疹、水痘等
細菌所引致的傳染病，例如：肺結核、退伍軍人症、破傷風等
阿米巴病，例如：阿米巴痢疾等
真菌所引致的疾病，例如：香港腳、黴菌感染等
立克次氏體所引致的疾病，例如：斑疹傷寒
寄生蟲所引致的傳染病，例如：由頭蝨、體蝨等引致的傳染病

瞭解上述傳染病的一般病徵、症狀、潛伏期和傳播途徑，例如：皮膚劇癢、濃泡、腫脹、腹痛、淋
巴腺腫大等

2. 採取正確措施預防傳染病
於日常美容相關工作中，遵行傳染病預防措施，例如：

保持個人及環境衛生
正確消毒器具
避免與患者接觸等

因應不同的傳染病種類，採取相關的預防及控制措施
按照衛生部門及相關法例的要求，配合調查、進行預防及控制措施
懂得婉拒有明顯傳染病病徵的顧客接受美容服務或試用產品，並有技巧地建議顧客尋求醫治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識別不同傳染病的病徵及傳播途徑，於日常美容工作中，採取相應的程序和措施，預防傳染病
的感染、發生與傳播；及
懂得婉拒有明顯傳染病病徵的顧客接受美容服務或試用產品，並有技巧地建議顧客尋求醫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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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推廣美容產品及服務

編號 BEZZCN302A

應用範圍 於美容相關工作場所，能夠運用美容產品及服務推廣宣傳技巧，有效地推廣所屬機構提供的美容產品及服
務，提高機構的知名度及形象，盡力達成業績目標。

級別 3

學分 9（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推廣美容產品及服務的相關知識

瞭解「推廣」的定義
認識所屬機構提供的美容產品及服務的特色及優點

美容產品，例如：清潔用品、眼部卸妝用品、去死皮用品、面膜、化妝品、化妝用具、香薰
油等
美容服務，例如：面部護理、化妝服務、美體服務、美甲及手足護理、香薰按摩等

瞭解各種展示或傳遞資訊方法，及其所產生的視覺效果，例如：正式的、非正式的、視覺方面（單
張、海報、文字、錄像）、口頭（播放儀器、演講）
瞭解不同的目標群如何影響推廣活動

2. 進行美容產品及服務推廣活動
按所屬機構擬訂的目標，有效地進行美容產品及服務推廣活動

進行推廣活動，配合預定目標及遵循法例要求
確定目標群，向目標群推廣所屬機構美容產品及服務的特色及優點
讓目標群有機會查詢有關推廣的服務及產品
鼓勵目標群使用推廣的服務及產品
在整個推廣活動過程中，有效地運用資源
調整推廣活動，以配合不斷變化的環境
根據與上級預先同意的指標，檢討推廣活動的成效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掌握美容產品及服務推廣活動的技巧，按所屬機構擬訂的目標，有效地推廣機構美容產品及服
務，提高機構的知名度及形象，盡力達成業績目標；及
能夠根據與上級預先同意的指標，檢討推廣活動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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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與顧客進行複雜英語溝通

編號 BEZZCN303A

應用範圍 於美容相關工作場所，能夠掌握美容業英語應對技巧，在各種可預計的情況下，懂得與顧客進行複雜的英
語溝通，瞭解顧客的要求，從而有效地執行有關職務。

級別 3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美容行業常用英語

明白美容行業的英語常用語，例如：
皮膚類型、特徵、常見問題等名稱
美容產品代理、批發及零售項目
美容產品生產及品檢程序
美容相關服務與技術

掌握美容行業英語應對技巧，例如：
美容服務英語應對技巧
美容產品銷售英語應對技巧

2. 與顧客進行複雜英語溝通
在各種可預計的情況下，有技巧地與顧客進行複雜英語溝通

處理有關美容產品代理、批發及零售業務
處理有關美容產品及服務的諮詢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掌握美容行業英語常用語；及
能夠在各種可預計的情況下，運用流利的英語，與顧客進行複雜英語溝通，有效地執行有關職務及
處理美容業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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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與顧客進行複雜普通話溝通

編號 BEZZCN304A

應用範圍 於美容相關工作場所，能夠掌握美容業普通話應對技巧，在各種可預計的情況下，懂得與顧客進行複雜的
普通話溝通，瞭解顧客的要求，從而有效地執行有關職務。

級別 3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美容行業常用普通話

明白美容行業的普通話常用語，例如：
皮膚類型、特徵、常見問題等名稱
美容產品代理、批發及零售項目
美容產品生產及品檢程序
美容相關服務與技術

掌握美容行業普通話應對技巧，例如：
美容服務普通話應對技巧
美容產品銷售普通話應對技巧

2. 與顧客進行複雜普通話溝通
在各種可預計的情況下，有技巧地與顧客進行複雜普通話溝通，例如：

處理有關美容產品代理、批發及零售業務
處理有關美容產品及服務的諮詢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掌握美容行業普通話常用語；及
能夠在各種可預計的情況下，運用流利的普通話，與顧客進行複雜普通話溝通，有效地執行有關職
務及處理美容業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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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掌握優質顧客服務

編號 BEZZCN305A

應用範圍 於美容相關工作場所，能夠提供優質顧客服務，滿足顧客的需要，以提升公司的銷售額及塑造所屬機構品
牌形象。

級別 3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瞭解優質顧客服務概念

瞭解優質顧客服務的定義
服務品質(Quality Service)與服務內容(Services)的分別
優質服務的概念
優質服務的模式

顧客認知(Customer perceptions)
顧客期望(Customer expectations)
服務輸送的管理認知(Managemet Perceptions)
標準服務說明(Standard specifying service)
真確服務輸送(Actual Service delivered)之差異

2. 應用優質顧客服務技巧
按照所屬機構對客戶服務人員的要求及服務守則，提供優質顧客服務

清楚瞭解所屬機構所提供的服務
辨識顧客的真正需要，妥善處理顧客的投訴
掌握影響顧客選擇美容服務的各種因素
有效處理服務失敗(Service failures)及執行復原策略(Recover strategies)，例如：

調查及分析服務失敗的成因
評估復原補救策略的利弊
執行復修補救計劃等

因應市場環境的改變，提供改善優質服務系統的建議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按照美容院或美體護理中心的既定程序和標準，提供令顧客滿意的服務；
能夠有效地處理顧客的投訴；及
能夠提供改善顧客服務建議，以提升營業額及塑造所屬機構的品牌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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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進行深層身體按摩

編號 BEZZCN311A

應用範圍 於美容相關工作場所，能夠瞭解人體結構的基本知識、深層身體按摩護理(包括手部)的功效，掌握深層身
體按摩技巧，為顧客進行深層身體按摩護理。

級別 3

學分 9（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人體基本結構、錯誤姿勢的特 徵、深層身體按摩(包括手部)相關知識

認識人體肌肉的結構、名稱及功能
瞭解人體骨骼系統的結構、名稱及功能
瞭解人體神經系統的結構、名稱及功能
瞭解各種不正確姿勢所引起的常見體態問題，例如：

頭部前傾
脊柱後彎、前凸、側彎
平背
圓背
骨盆傾斜
膝內翻
膝反屈
膝外翻等

瞭解引致肌肉緊張、疼痛的原因
瞭解常見的手部疲勞成因
瞭解深層身體按摩的定義、技巧、功效和應注意事項
瞭解深層身體按摩的禁忌

2. 進行深層身體按摩
執行護理前準備工作，包括：

清潔及消毒所需用具和雙手
準備按摩室
諮詢顧客身體狀況及進行詳細體態分析

掌握深層身體按摩技巧，為顧客進行按摩護理
懂得選擇及運用適當的護理產品，輔助按摩護理
懂得於按摩過程中，觀察顧客有否出現不良反應，並能即時採取補救措施和通知上級及相關人士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瞭解身體骨骼、肌肉、神經組織的名稱、位置和功能，以及深層按摩相關知識；
能夠瞭解引致肌肉緊張、疼痛及手部疲勞的成因；及
能夠按照顧客的身體狀況及護理需要，掌握深層身體按摩技巧，為顧客進行按摩護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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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操作及保養各種美體儀器

編號 BEZZCN312A

應用範圍 於美容相關工作場所，能夠根據美體儀器製造商的指引，正確操作及保養各類美體儀器。

級別 3

學分 15（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瞭解美體儀器相關知識

瞭解各種美體儀器所配合使用的美體產品類別及功效
瞭解應用美體儀器的各種美體護理療程及其功效
瞭解各種美體儀器的日常清潔、保養方法及程序

2. 配合美體護理療程，操作及保養各種美體儀器
按照顧客的需要及已同意的護理計劃，根據儀器製造商的指引，正確操作所選用的美體儀器，為顧
客進行美體護理服務
掌握不同美體儀器的操作方法、步驟及使用禁忌，例如：

迴旋震動器/震動器
以水平及垂直方式操作
按需要轉換不同的接頭

超聲波震動器
以按撫動作或打圈動作進行
按需要調節護理時間和震動頻率

離子導入儀
正負電極的擺放位置和時間
產品的選擇

真空吸引器
吸杯的吸力和移動速度、方向

法拉廸儀器
電極的擺放方式、位置和時間
肌肉收縮的效果
電流的強度等

能夠按照儀器製造商的指引，掌握不同美容儀器的日常清潔、保養方法及程序，並定期進行檢查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掌握各種美體儀器的操作方法、日常清潔和保養方法；及
能夠根據顧客身體狀況及需要，選用合適的美體儀器，並按照儀器製造商的操作指引、安全用電及
個人及作業的衛生守則，正確操作美體儀器，為顧客進行美體護理服務。

備註 此能力單元的學分值假設該人士已擁有BEZZCN223A「運用一般美體儀器」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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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操作及保養各種美容儀器

編號 BEZZCN313A

應用範圍 於美容相關工作場所，能夠正確地操作美容儀器，為顧客進行護理服務，並能向顧客清楚講解護理程序及
應注意事項。

級別 3

學分 15（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瞭解美容儀器相關知識

瞭解各種美容儀器對人體的影響，例如：皮膚、肌肉、骨骼、循環系統、淋巴系統、神經系統等
瞭解不同美容儀器的護理功效及使用禁忌
明白電流和光線對皮膚護理的影響
瞭解各種美容儀器的日常清潔、保養方法及程序
瞭解各種美容儀器所配合使用的美容產品及功效

2. 配合美容護理療程，操作及保養各種美容儀器
掌握不同美容儀器的操作方法、步驟及應注意事項，例如：

皮膚測試儀
蒸氣噴霧機
高頻率電儀器
紅外光儀器等

按照儀器製造商的指引，掌握不同美容儀器的日常清潔及保養方法，並定期進行檢查和安排維修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掌握各種美容儀器的功能、操作方法及技巧、日常清潔和保養方法；及
能夠按照美容儀器製造商的操作指引、安全用電和個人及作業的衛生守則，根據顧客身體狀況及需
要，選擇合適的美容儀器，並能正確地操作儀器，為顧客進行美容護理服務。

備註 此能力單元的學分值假設該人士已擁有BEZZCN222A「運用一般美容儀器」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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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瞭解營養與美容的關係

編號 BEZZCN314A

應用範圍 於美容相關工作場所，能夠瞭解基礎營養學知識及與美容相關的一般營養素之相互關係，同時對常見的坊
間飲食謬誤和纖體方法有所認識，在與顧客溝通時，懂得回答有關美容與纖體的正確飲食之道。

級別 3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瞭解與美容相關的營養素及常見的飲食謬誤

瞭解基礎的營養學知識
明白與美容相關的一般有害物質及營養素，範圍包括：

與皮膚有關
與頭髮有關
與指甲有關
與水腫有關
與壓力有關
與機體免疫有關
與體重控制有關
與食物敏感或不耐受症有關等

瞭解一般常見的坊間飲食謬誤與減肥方法
2. 美容與營養相互關係的應用

掌握基礎的營養學知識，以及營養與美容和纖體之間的基本關係，在與顧客溝通時，懂得回答有關
美容與纖體的正確飲食之道
在遇到複雜的問題時，建議顧客諮詢營養專家／註冊營養師意見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掌握與美容相關的一般營養素之相互關係，同時瞭解常見的坊間飲食謬誤和纖體方法，在與顧
客溝通時，懂得回答有關美容與纖體的正確飲食之道；及
在遇到較複雜的營養與飲食問題時，能夠建議顧客諮詢營養專家／註冊營養師意見。

備註 此能力單元之學分值假設該人士已擁有BEZZCN226A「認識基礎營養學」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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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進行頭部按摩

編號 BEZZCN315A

應用範圍 於美容院、提供美體護理場所，能夠瞭解頭部及臉部骨骼、肌肉及神經系統知識，運用各種按摩方法，根
據顧客的身體狀況及需要，為顧客進行頭部及臉部按摩。

級別 3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瞭解頭部及臉部結構、基本按摩技巧

瞭解基本人體解剖學
瞭解皮膚的構造及功能
瞭解頭部按摩的專門知識，例如：頭部與臉部的主要穴位與經絡等
瞭解按摩對肌肉、神經系統、血液循環的影響
瞭解各種按摩方法的功效及適用範圍，例如：瑞典式按摩、穴道按摩、反射按摩、香薰按摩、淋巴
引流按摩、刮痧等
認識頭部按摩的技巧
瞭解不宜進行按摩的情況，例如：心臟病、糖尿病、循環系統疾病、高血壓、孕婦、骨節腫脹、皮
膚疾病等

2. 進行頭部及臉部按摩
執行護理前準備工作，例如：

選擇及準備按摩產品清潔所需用具及雙手
進行按摩前手部運動

根據顧客的護理需要、肌肉狀況、年齡、體型、體重等，運用合適的按摩方法，為顧客進行頭部、
臉部按摩
正確向顧客講解頭部按摩的功效與禁忌
於按摩過程中，懂得觀察顧客有否出現不良反應，例如：暈眩、作嘔、皮膚敏感等，並能即時採取
適當的應變措施
在整個護理過程中，保持正確姿勢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瞭解頭部及臉部結構，掌握各種按摩技巧；及
能夠按照個人及作業的衛生守則，根據顧客的需要及身體狀況，運用適當的按摩方法，為顧客進行
頭部及臉部按摩。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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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掌握消費者行為心理

編號 BEZZCN307A

應用範圍 於美容相關工作場所，能夠掌握消費者行為心理，並能運用一般美容產品/服務推廣及銷售技巧，以促成交
易。

級別 3

學分 9（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瞭解消費者市場

瞭解個人買家特性
文化因素
社會因素
個人因素
心理因素

瞭解購買決策過程
購買角色

發起者
影響者
决定者
購買者
使用者

購買決策過程
問題認知
資訊搜集
方案評估
購買決策
購後行為

2. 掌握消費者行為心理
針對消費者的行為心理的特質，提供適當的美容產品／服務建議，務求使客戶加快作出購買決定
分析競爭對手產品/服務的優點
掌握銷售一般美容產品／服務推廣及銷售技巧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掌握消費者行為心理，並能運用一般美容產品／服務推廣及銷售技巧，以促成交易。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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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進行基本新娘化妝

編號 BEZZMU301A

應用範圍 於化妝相關工作場所，能夠掌握化妝技巧，根據新娘的服裝、髮   型、飾物等不同造型因素，為顧客提供
合適的新娘化妝服務。

級別 3

學分 3（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新娘化妝基本知識

瞭解色彩與服飾的配搭技巧
瞭解修飾不同臉型及美化五官的技巧，包括：方形臉、三角形臉、長方形臉、圓形臉、橢圓形臉、
梨形臉、鑽石形臉等
瞭解色彩運用技巧
瞭解基本皮膚護理常識

2. 進行基本新娘化妝
執行化妝前準備工作，包括：

清潔新娘面部
清潔用具及雙手

能夠掌握基本新娘化妝及色彩配搭技巧，根據新娘的服飾、場合等因素，選擇合適的化妝品色系，
為顧客進行基本新娘化妝服務，例如：

眼部化妝
面部化妝
唇部化妝等

懂得檢視整體化妝色彩與新娘服飾的色彩是否協調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掌握基本新娘化妝技巧，並能根據顧客需要，選擇合適的化妝品色彩系列，為顧客進行基本新
娘化妝；及
能夠檢視顧客妝容與髮型、服飾等色調是否一致。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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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應用室內、外化妝技巧

編號 BEZZMU302A

應用範圍 於化妝相關工作場所，能夠因應室內或室外環境因素，運用化妝技巧及選擇合適的化妝品，為顧客提供化
妝服務。

級別 3

學分 3（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室內、外化妝相關知識

瞭解光對妝容的影響
瞭解自然陽光與人造光之分別
瞭解不同時段的太陽光度及對妝容之影響
瞭解室內及室外適用的化妝產品種類
瞭解室內與室外化妝技巧的分別
瞭解室內不同化妝主題之區別

2. 應用室內、外化妝技巧
執行化妝前準備工作，包括：

清潔面部
清潔所需用品及雙手

能夠掌握室內及室外化妝技巧及相關知識，根據顧客的化妝目的及需要，選擇合適的化妝產品，為
顧客提供室內、外化妝服務
懂得檢視及修飾整體妝容效果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掌握室內、外化妝技巧；及
根據顧客化妝目的及因應環境因素，運用化妝技巧，為顧客進行室內、外化妝服務。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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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進行婚禮相關人士的禮服及宴會化妝

編號 BEZZMU303A

應用範圍 於化妝相關工作場所，能夠根據婚禮相關人士的中西禮服及宴會服飾，正確運用化妝及色彩配搭技巧，為
顧客提供化妝服務。

級別 3

學分 3（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婚禮相關人士的中西禮服及宴會化妝與技巧

瞭解中西禮服和宴會化妝的色彩應用及配搭技巧、環境及燈光的配合
瞭解中西禮服化妝與晚妝之區別
瞭解中西禮服及宴會化妝所需的化妝用品種類及用途
瞭解轉妝技巧
瞭解化妝與婚禮及宴會服飾、場地的配搭技巧
瞭解各類宴會人物的角色特點、化妝技巧及應注意事項，例如：新郎、新娘、伴娘、姊妹、媽咪等

2. 進行婚禮相關人士的中西禮服及宴會化妝
執行化妝前準備工作，包括：

清潔面部
清潔所需用具及雙手

能因應顧客的膚色、服飾、身份、妝型特點等，選擇合適的化妝用品及相關工具，為顧客設計合適
的造型
能夠掌握各類婚禮相關人士的中西禮服及宴會化妝及修飾技巧，為各類婚禮人士進行宴會化妝服
務，例如：
眼部化妝
面部化妝
唇部化妝等
能夠辨別妝容整體色彩搭配是否協調及符合顧客要求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掌握婚禮相關人士的中西禮服及宴會化妝 、色彩搭配、環境場地的配合技巧 ；及
能夠因應婚禮宴會人士的角色特點、服飾、皮膚性質等因素，正確運用色彩搭配技巧，為顧客進行
中西禮服及宴會化妝，以 達致整體妝容與色彩及環境燈光的協調效果 。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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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進行攝影化妝(黑白及彩色)

編號 BEZZMU304A

應用範圍 於化妝相關工作場所，能夠掌握攝影化妝技巧，根據攝影主題、場景等，選擇合適的化妝產品，運用化妝
技巧，為顧客進行攝影化妝。

級別 3

學分 3（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攝影化妝相關知識

瞭解攝影化妝的特點
瞭解黑白攝影與彩色攝影的分別
瞭解光的波長原理
瞭解冷色及暖色與妝容的協調
瞭解光的投照角度對妝容之影響
瞭解面部骨骼結構
瞭解基本造型素描技巧
瞭解人物角色的化妝特徵、色彩運用
瞭解室外及室內攝影化妝的分別

2. 進行攝影化妝  (黑白及彩色)
能夠描繪角色造型及描寫主題特徵
執行化妝前準備工作，例如：

清潔所需用品及雙手
進行化妝前面部清潔

能夠掌握攝影主題、背景和燈光，表現人物特點、性格
掌握攝影化妝的技巧，為顧客提供化妝服務，包括：

懂得選用合適的粉底及化妝品
懂得配合角色造型特徵，運用合適的色彩配搭技巧
能夠清晰地表現角色的輪廓
配合攝影光色與膚色
檢視化妝整體效果的統一性及表現攝影主題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配合攝影主題及燈光效果，運用攝影化妝技巧進行攝影化妝(黑白及彩色)；及
能夠選擇合適的化妝品，突顯面部的立體感及五官輪廓的清晰度，以達致最佳的攝影效果。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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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進行一般特技化妝

編號 BEZZMU305A

應用範圍 於化妝相關工作場所，能夠掌握一般特技化妝技巧，按照人物造型所需，選擇合適的特技化妝用品及工
具，為顧客進行一般特技化妝服務。

級別 3

學分 3（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一般特技化妝相關知識

認識一般特技化妝所需用具及用品
認識一般特技化妝用品的基本成份
明白一般特技化妝的種類及其特徵，例如：

老人妝
抓傷、擦傷與瘀傷的區別

瞭解各類特技化妝步驟及程序
瞭解各種假毛髮的分別及應用方法
認識卸除特技化妝的程序及所需用品
瞭解各種化妝用具的日常清潔及保養方法

2. 進行一般特技化妝
執行化妝前準備工作，包括：

消毒所需用具及雙手
進行化妝前皮膚測試

掌握老人妝的化妝技巧，為顧客進行特技化妝，包括：
判斷人物年齡的特徵
按照所需效果，選擇合適的化妝品，及檢視頭部整體化妝效果的一致性

掌握各種輕傷特技化妝技巧，為顧客進行特技化妝，包括：
掌握抓傷、擦傷、瘀傷的化妝技巧
判斷造型及受傷時間長短的特徵
選用合適的產品

掌握卸除特技化妝的步驟及技巧，並能選擇合適的卸妝產品，為顧客徹底卸妝
按照既定程序，清潔及正確保存化妝用品及用具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掌握一般特技化妝技巧，及選擇合適的化妝用品；
能夠按照顧客所需的特技效果，選擇適當的化妝用品及工  具，為顧客進行一般特技化妝，並能妥善
地存放化妝用品及用具；及
懂得選用合適的卸妝產品，為顧客徹底卸妝。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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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掌握人體彩繪構圖

編號 BEZZMU306A

應用範圍 於化妝相關工作場所，能夠瞭解人體彩繪圖案造型，運用彩繪技巧，為顧客進行人體彩繪。

級別 3

學分 3（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人體彩繪相關知識

瞭解人體肌肉及骨骼結構
瞭解基本造型素描技巧
瞭解各種圖案彩繪的步驟，例如：幾何、植物、動物、科幻、風景等
瞭解繪畫技巧，包括：透視法、色彩學、線條運用等
認識人體彩繪所需的道具與配飾

2. 進行人體彩繪構圖
掌握人體彩繪構圖技巧，配合造型主題，勾畫出圖案線條，並運用色彩搭配及色彩漸變技巧，描繪
出具立體感、透視感的人體彩繪圖案
選用適當的彩繪道具及配飾，以增強彩繪構圖效果
檢視人體彩繪整體效果是否一致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掌握人體彩繪構圖技巧及色彩原理，於進行人體彩繪構圖時，能突出主題造型及立體效果；及
能夠於進行人體彩繪時，選用適當的彩繪道具及配飾，以加強彩繪構圖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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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運用色彩暈染於人體彩繪

編號 BEZZMU307A

應用範圍 於化妝相關工作場所，能夠掌握色彩暈染技巧，於進行人體彩繪時，能正確運用有關技巧。

級別 3

學分 3（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色彩暈染相關知識

瞭解色彩學及色彩學漸層技巧
瞭解顏色配搭和對比技巧
瞭解色彩暈染的要求及步驟
瞭解基本造型素描技巧
瞭解全身肌肉和骨骼結構
認識彩繪工具及用品

2. 運用色彩暈染於人體彩繪
掌握色彩暈染技巧，為顧客進行人體彩繪時，能正確運用色彩搭配及漸層技巧，表現出造型主題的
立體感
檢視人體彩繪整體效果是否一致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掌握色彩暈染技巧；及
能夠運用色彩暈染原理，並配合主題需要，選用合適的工具及用品，為顧客進行人體彩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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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描繪複雜圖案

編號 BEZZMU308A

應用範圍 於化妝相關工作場所，能夠掌握人體彩繪技巧，選用合適的彩繪工具，為顧客描繪複雜圖案。

級別 3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瞭解描繪複雜圖案技巧

瞭解人體骨骼及肌肉結構
瞭解各種描繪複雜圖案所需的工具及用品
瞭解色彩暈染與配搭技巧
瞭解各種複雜圖案的描繪技巧及步驟
瞭解人體彩繪所需的道具與配飾使用技巧

2. 描繪複雜圖案
掌握人體彩繪技巧，運用色彩配搭、漸變技巧，為顧客設計造型、描繪複雜圖案，並能表現出圖案
的立體感
懂得選用合適的彩繪用具及用品，以增強效果
檢視人體彩繪整體效果是否一致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掌握人體彩繪構圖技巧及色彩原理，運用適當的彩繪工具及用品；及
根據複雜圖案造型特徵，能夠在人體上描繪具立體感、富色彩的複雜圖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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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素描人體造型(上半身)

編號 BEZZMU309A

應用範圍 於化妝相關工作場所，能夠掌握人體造型素描知識，運用適當的工具，在紙上為顧客素描人體造型(上半
身)。

級別 3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人體造型素描相關知識

認識各種素描工具及其分別，例如：
炭鉛筆
炭條
水彩顏料
水份顏料
油畫顏料等

認識人體上半身造型的特徵
瞭解造型與素描的關係

形體結構
明暗對比
立體層次
比例關係

2. 素描人體造型(上半身)
執行素描前準備工作，包括：

選擇合適的光度
選擇合適的背景
選擇合適的工具

懂得運用不同素描工具，素描人體輪廓及色調
能夠掌握人體造型素描技巧，在紙上表現人體上半身的特徵，例如：

面部表情
動作
皺紋
頭髮
五官等

能夠表現線條的結構
長短
曲直
虛實
濃淡
清晰
疏密等

能夠表現出明暗光影及層次變化
能夠素描出身體各部位及整體關係統一
檢視素描比例是否正確及整體協調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掌握人體造型結構，運用適當的素描工具，在紙上表現人體上半身的造型；及
能夠素描出正確比例的人體造型，並能達致整體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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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刻劃動感彩繪(上半身)

編號 BEZZMU310A

應用範圍 於化妝相關工作場所，能夠掌握人體動感彩繪技巧，運用適當的彩繪工具，為顧客刻劃上半身動感彩繪。

級別 3

學分 3（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動感彩繪相關知識

認識人體基本骨骼及肌肉結構(上半身)
認識人體基本素描技巧(上半身)
認識色彩學原理
認識各種上半身動感彩繪圖案的搭配技巧
認識各種描繪動感彩繪所需的工具及用品

2. 刻劃動感彩繪造型(上半身)
掌握人體彩繪技巧，並確立主題內容，素描上半身動感彩繪造型
掌握色彩配搭技巧，以加強整體效果
掌握描繪、色彩暈染與漸層技巧，以表現圖案的透視感
選用合適的彩繪用具及用品，以加強效果
檢視上半身動感彩繪整體造型效果是否統一及協調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掌握人體彩繪技巧及色彩學原理，運用適當的彩繪工具及用品，刻劃動感彩繒造型(上半身)；
及
運用化妝技巧，描繪人體上半身彩繪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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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應用人體彩繪用品及工具

編號 BEZZMU311A

應用範圍 於化妝相關工作場所，能夠掌握人體彩繪技巧，並能根據主題造型需要，選擇合適的人體彩繪用品及工
具，進行人體彩繪化妝。

級別 3

學分 3（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認識人體彩繪用品及工具

認識人體彩繪基本技巧及應注意事項
認識常用的人體彩繪用品及工具的種 類，例如：

描繪用品
道具
配飾

認識各種常用人體彩繪用品及工具的特質、應用範圍及注意事項，例如：
油彩、水彩、水粉
植物泡沫
海綿
鋁材
塑料
鋼絲
錫紙
紙板
木材

認識選用人體彩繪用品及工具時需考慮的要素及準則，例如：
模特兒的承受力
主題配合
表演效果

2. 應用人體彩繪用品及工具
根據人體彩繪主題需要，因應模特兒的承受能力，選用合適的人體彩繪用品及工具，進行人體彩繪
化妝
掌握各種彩繪用品及工具的質料特性，配合主題造型，選用合適道具和配飾，進行整體塑造
根據個人及作業的衛生守則，正確清潔所需彩繪用品及工具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掌握各種人體彩繪用品和工具的特性及應用技巧；及
能夠掌握主題造型需要及客觀因素，選用適當的彩繪用品和工具，進行人體彩繪化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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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運用色彩學漸層技巧(個人形象設計)

編號 BEZZMU312A

應用範圍 於化妝相關工作場所，能夠掌握色彩漸層技巧，並運用化妝技巧配合色彩學，為顧客提供個人形象設計的
化妝服務。

級別 3

學分 3（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瞭解色彩學漸層技巧

瞭解色彩學的基本知識，包括：
三原色
色相
明度
純度
冷暖色

瞭解色彩的特性
瞭解個人色彩診斷學的分類及特徵 例如: 四季色彩學的

春季型
夏季型
秋季型
冬季型
或色彩時鐘系統(Colortime System)的日出(上午)、日光(中午)、日落(下午)

瞭解個人形象設計有關色彩的正確配搭效果
2. 運用色彩學於化妝上

掌握色彩漸層技巧，並能因應顧客的膚色、化妝目的等因素，選擇合適的色彩，為顧客進行化妝服
務
掌握不同色彩的相互協調效果及應用技巧，並能正確運用於化妝上
準確運用色彩漸層技巧，因應專門的色彩診斷學知識，例如：四季的不同，為顧客提供適合的化妝
設計
懂得檢視妝容整體效果的一致性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掌握個人色彩診斷學有關色彩學的知識；及
能夠正確運用色彩漸層技巧，配合正確的化妝手法及工具運用，為顧客進行個人形象設計的化妝服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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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掌握不同場景與舞台化妝的關係

編號 BEZZMU313A

應用範圍 於化妝相關工作場所，能夠掌握舞台化妝技巧，運用適當的工具，配合舞台場景與主題，為顧客進行舞台
化妝造型。

級別 3

學分 3（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舞台化妝相關知識

瞭解影響化妝的因素，例如：
舞台大小
舞台與觀眾之距離
燈光色彩
錄影製作等

瞭解妝容、髮型、服飾、造型與舞台場景之搭配技巧
瞭解色彩學原理
瞭解舞台面譜描繪技巧

2. 掌握不同場景與舞台化妝的關係
掌握舞台化妝與場景搭配之概念，運用化妝技巧，設計合適的、配合場景及主題的舞台造型
運用色彩搭配技巧，使妝容色彩與服飾、髮型等相配合
掌握妝容的色彩漸變技巧，以突出輪廓及線條，並加強妝容的視覺效果
檢視舞台化妝的整體造型效果是否統一及協調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掌握舞台化妝技巧；及
能夠掌握不同場景與舞台化妝的關係，運用合適的化妝工具及用品，塑造出與場景、主題相配合的
舞台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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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進行時尚化妝

編號 BEZZMU316A

應用範圍 於化妝相關工作場所，能夠配合主題及化妝目的，運用正確的化妝技巧，為顧客進行時尚化妝。

級別 3

學分 3（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時尚化妝相關知識 

明白時尚化妝概念
瞭解化妝造型素描技巧
瞭解時裝化妝、攝影化妝、流行化妝和時尚化妝的特徵
瞭解整體造型的搭配技巧
瞭解時尚化妝的造型設計步驟
瞭解基本髮型搭配技巧

2. 進行時尚化妝
掌握時尚化妝技巧，根據顧客的需要，設計化妝主題，並運用合適的化妝技巧，為顧客進行時尚化
妝，包括：

面部
眼部
唇部

檢視時尚化妝整體造型的效果、顏色是否統一及協調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掌握時尚化妝知識及技巧；及
能夠根據顧客的需要，為顧客設計時尚化妝主題，並進行時尚化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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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進行時裝化妝

編號 BEZZMU317A

應用範圍 於化妝相關工作場所，能夠掌握時裝化妝的特點和技巧，根據表演的主題內容需要，為顧客提供時裝化妝
設計和服務。

級別 3

學分 3（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時裝化妝相關知識

瞭解時裝化妝的特點及要求，例如：
富時代感
強調面部五官的立體感
符合服裝內涵等

瞭解進行時裝化妝的注意事項，例如：
表演主題
服裝內涵
燈光色彩
舞台設計等

認識妝容線條的設計技巧
認識色彩搭配技巧
瞭解造型、服裝和化妝的搭配手法及技巧
掌握常用的時妝化妝品及工具的正確使用方法

2. 進行時裝化妝
執行化妝前準備工作，包括：

清潔面部
清潔所需用品及雙手

配合時裝表演主題、服裝內涵，選擇合適的時裝化妝品及用具，為顧客進行時裝化妝
掌握時裝化妝技巧，按照正確的步驟，為顧客進行富時代感、能表現服裝內涵的時妝化妝，包括：

眼部化妝
修飾輪廓
唇部化妝等
檢視整體時裝化妝的效果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掌握時裝化妝知識；及
能夠配合表演主題、服裝內涵，運用時裝化妝技巧和掌握設計元素，為顧客進行時裝化妝。

備註

4-146



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進行水晶植甲

編號 BEZZNA303A

應用範圍 於美容院、提供手足護理場所，能夠按照顧客的需要，運用水晶植甲技巧，為顧客進行水晶植甲。

級別 3

學分 3（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瞭解水晶植甲基本理論

瞭解指甲的結構，例如：甲片、甲床、甲根、半月弧、表皮、甲床表皮、側指甲   溝、邊緣等
明白各類指甲形狀，例如：圓形、橢圓  形、方形、尖形等
瞭解水晶植甲造型設計的基本概念及製作立體裝飾技巧
瞭解色彩配搭的概念
瞭解水晶植甲產品種類、成份及功用
瞭解水晶植甲用品、工具的用途及使用技巧
瞭解水晶甲和光療樹脂植甲之分別
瞭解水晶植甲的好處與壞處、不良反應及禁忌

2. 進行水晶植甲
執行護理前準備工作，包括：

清潔用具及雙手
除去多餘的表皮、硬皮，修飾指甲

掌握水晶植甲的技巧，例如：
水晶植甲物料的運用
使用物料延長植甲
自然植甲
傳統法式水晶植甲
不同甲型、色彩的雕塑
彩色水晶粉及水晶液的運用

掌握水晶植甲的電動打磨儀器及拋光技巧
掌握水晶植甲2D及3D造型設計技巧，例如：漸變底色、平面繪畫、內藏花設  計、裝嵌設計、色彩
配搭等
掌握修補及卸除水晶植甲的步驟及技巧
向顧客講解水晶植甲的護理方法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掌握製作水晶植甲的方法、步驟、造型設計技巧；及
能夠按照個人及作業的衛生守則，根據顧客的指甲形狀及需要，為顧客進行水晶植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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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進行光療樹脂植甲

編號 BEZZNA304A

應用範圍 於美容院、提供手足護理場所，能夠按照顧客的需要，運用光療樹脂植甲技巧，為顧客進行光療樹脂植
甲。

級別 3

學分 3（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瞭解光療樹脂植甲基本理論

瞭解指甲的結構，例如：甲片、甲床、甲根、半月弧、表皮、甲床表皮、側指甲溝、邊緣等
瞭解光療樹脂植甲產品種類、成份及功用
瞭解光療樹脂植甲造型設計的基本概念及技巧，例如：

基本透明光療樹脂植甲
貝殼片光療樹脂植甲
光療自然樹脂植甲及花貼紙配襯
法式光療樹脂植甲
幻彩漸變光療樹脂植甲

瞭解色彩配搭的概念
瞭解光療樹脂植甲用品及工具的用途瞭解光療樹脂植甲與水晶植甲之分別
瞭解光療樹脂植甲的好處與壞處、不良反應及禁忌

2. 進行光療樹脂植甲
執行護理前準備工作，包括：

清潔用具及雙手
除去多餘的表皮、硬皮及修飾指甲

掌握光療樹脂植甲的技，例如：
光療樹脂的運用
使用物料延長植甲
傳統法式光療樹脂植甲
不同甲型、色彩的雕塑

掌握光療樹脂植甲的電動打磨儀器及拋光技巧
掌握光療樹脂植甲2D及3D造型設計技巧，例如：漸變底色、平面繪畫、內藏花設計、裝嵌設計、
色彩配搭等
掌握修補及卸除光療樹脂植甲的步驟及技巧
向顧客講解光療樹脂植甲的護理方法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掌握光療樹脂植甲的方法、步驟、造型設計技巧；及
能夠按照個人及作業的衛生守則，根據顧客的指甲形狀及需要，為顧客進行光療樹脂植甲。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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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進行纖維甲片植甲

編號 BEZZNA305A

應用範圍 於美容院、提供手足護理場所，能夠掌握纖維甲片植甲的知識及應用技巧，為顧客進行纖維甲片植甲。

級別 3

學分 3（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纖維甲片植甲基本知識

瞭解纖維甲片的種類，例如：
半甲片及全甲片
玻璃纖維甲片
不同大小、弧度、顏色及形狀的甲片

瞭解各種纖維甲片植甲的方法，例如：
黏貼現成全甲片的方法及技巧
半甲片植甲的使用方法及應用技巧
玻璃纖維甲片的使用方法及應用技巧

瞭解各種纖維甲片的植甲程序及所需工具
瞭解各種纖維甲片植甲的好處與壞處、不良反應及禁忌
瞭解纖維甲片植甲的保養方法及卸除方法

2. 進行纖維甲片植甲
執行護理前準備工作，包括：

準備合適的製作及拆除人造指／趾甲的產品及用具
消毒用具及雙手

掌握各種纖維甲片植甲的步驟及技巧，為顧客進行美甲服務
向顧客講解不同纖維甲片植甲的效用及優點
向顧客正確講解植甲後的保養方法及應注意事項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掌握纖維甲片植甲的正確程序及使用方法；及
能夠按照個人及作業的衛生守則，根據顧客的需要，為顧客選擇合適的纖維甲片，提供纖維甲片植
甲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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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掌握指／趾甲的基本花甲藝術技巧

編號 BEZZNA306A

應用範圍 於美容院、提供手足護理場所，能夠按照顧客的指／趾甲狀況及需要，運用基本花甲藝術技巧，為顧客設
計及繪畫花甲。

級別 3

學分 3（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瞭解基本花甲藝術

瞭解花甲藝術種類，例如：
法式彩繪
日式書法彩繪
大理石彩繪
水波彩繪
條紋彩繪
條狀貼紙彩繪
寶石彩繪
條紋圖案彩繪
水鑽彩繪
金蔥粉彩繪
印貼紙彩繪
金箔彩繪
民間彩繪

瞭解每項花甲藝術彩繪的歷史
瞭解繪畫基本圖案的位置及技巧，例如：斜角、對角、前方、後方、側邊、全面、中間、中心
瞭解繪畫基本圖案的方法，例如：點繪法、線繪法
瞭解平面繪畫技巧，例如：8字形、圓形、樹葉形、蝴蝶結等
瞭解花甲設計需考慮的因素，例如：年齡、季節、出席場合、服裝／飾物協調等
瞭解繪畫用品及工具的使用技巧，例如：印花模板、花式紙模、專用水彩顏料、專用畫筆等
瞭解色彩配搭原理

2. 掌握指／趾甲的基本花甲藝術技巧
執行護理前的準備工作，包括：

消毒用具及雙手
進行基本指／趾甲護理服務，例如：除去多餘死皮、修飾指／趾甲

掌握不同繪畫花甲藝術的步驟、方法及技巧，為顧客設計、繪畫合適的花甲
按照顧客要求的款色，運用色彩配搭原理，正確調配顏料
因應顧客的指甲形狀及狀況，調節繪畫技巧
正確運用塗甲油技巧

向顧客說明護理後應注意事項及花甲保養方法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掌握指／趾甲的基本花甲藝術技巧；及
能夠根據個人及作業的衛生守則和所屬機構實務工作指引，並按照顧客的需要，運用花甲藝術技
巧，為顧客設計、繪畫合適的花甲。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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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製作及拆除人造指／趾甲

編號 BEZZNA307A

應用範圍 於美容院、提供手足護理場所，能夠掌握製作及拆除人造指／趾甲的技巧，為顧客製作及拆除人造指／趾
甲。

級別 3

學分 3（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製作及拆除人造指／趾甲相關知識

瞭解製作各類人造指／趾甲的程序及技巧，例如：
纖維甲片植甲
水晶植甲
光療樹脂植甲等

瞭解製作人造指／趾甲的主要工具類別及其正確使用方法
瞭解拆除各種人造指／趾甲的步驟和技巧，例如：

纖維甲片植甲
水晶植甲
光療樹脂植甲

瞭解拆除人造指／趾甲所需工具的正確使用方法
2. 製作及拆除人造指／趾甲

執行護理前準備工作，包括：
消毒用具及雙手
準備合適的製作及拆除人造指／趾甲的產品及用具
向顧客正確講解護理程序

掌握製作各種人造指／甲的步驟及技巧，包括：
修剪各式人造指甲
修飾指甲形狀及銜接面
指甲磨光及塗抹透明指甲油

掌握拆除各種人造指／趾甲的步驟及技巧，確保真甲片不受損壞，並徹底清除人造甲
於製作或拆除人造指／趾甲期間，觀察顧客有否出現不良反應，並能即時採取補救措施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掌握製作及拆除人造指／趾甲的技巧；及
能夠按照個人及作業的衛生守則，根據顧客需求，選擇合適的工具，為顧客製作及拆除人造指／趾
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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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製作平面花款

編號 BEZZNA308A

應用範圍 於美容院、提供手足護理場所，能夠按照顧客指／趾甲的狀況及需求，運用繪畫平面花款技巧，為顧客繪
畫及設計平面花款。

級別 3

學分 3（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瞭解基本繪畫概念

瞭解繪畫基本圖案的位置，例如：斜角、對角、前方、後方、側邊、全面、中間、中心等
瞭解繪畫基本圖案的方法，例如：點繪法、線繪法等
瞭解平面花款的繪畫技巧，例如：1字 型、8字型、圓形、樹葉形、蝴蝶結、櫻花、玫瑰花、心
型、5瓣花、斑馬紋、豹紋等
瞭解2D平面花款繪畫原理及技巧
瞭解繪畫用品及工具的使用技巧，例如：彩繪油、修甲剪、修甲銼、甲皮銼、推皮鏟、紙皮甲銼、
畫筆等
瞭解色彩搭配原理

2. 製作平面花款
執行護理前準備工作，包括：

清潔用具及雙手
準備合適的護理產品
除去多餘的表皮及硬皮

運用色彩搭配原理，按顧客要求的花款及圖案，正確調配顏料
掌握繪畫2D平面花款的技巧，為顧客設計合適的花款、圖案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掌握繪畫及設計平面花款的技巧；及
能夠按照個人及作業的衛生守則，根據顧客的需要，為顧客設計、繪畫平面花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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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掌握水染花甲

編號 BEZZNA309A

應用範圍 於美容院、提供手足護理場所，能夠掌握水染花甲的技巧及正確步驟，根據個人及作業的衛生守則，為顧
客進行水染花甲服務。

級別 3

學分 3（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瞭解水染花甲基本理論

瞭解色彩配搭技巧
瞭解水染花甲的用品、工具的種類及使用方法，如：基本修甲工具、推皮棒、剪皮刀、雙面銼、延
長紙托、調色盤、紫外線燈、打磨儀器、針筆、專用畫筆、顏料、指甲油等
瞭解水染花甲圖紋設計基本概念
瞭解水染花甲的主要禁忌
瞭解各類指甲形狀，如：圓形、橢圓形、方形、尖形等

2. 進行水染花甲
執行護理前準備工作，包括：

準備合適的護理產品
清潔用具及雙手
除去多餘的表皮、硬皮及修飾指甲

掌握水染花甲的技巧，如：色彩搭配、圖紋設計等
掌握修補及卸除水染花甲的步驟及技巧
向顧客講解水染花甲的護理及保養方法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掌握水染花甲造型設計及色彩搭配技巧；及
能夠按照所屬機構實務工作指引和個人及作業的衛生守則，根據顧客的指甲形狀及需要，為顧客進
行水染花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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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掌握美甲噴槍彩繪技巧

編號 BEZZNA310A

應用範圍 於美容院、提供手足護理場所，能夠掌握美甲噴槍彩繪技巧、正確步驟及設計方法，根據個人及作業的衛
生守則，為顧客進行美甲護理。

級別 3

學分 3（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美甲噴槍彩繪基本知識

瞭解使用噴槍的基本技巧，例如：噴槍力度、氣壓調校、槍咀與物件距離等
瞭解噴槍彩繪用品、工具的種類及使用方法
瞭解噴槍彩繪的基本應用技術，如：點噴法、線噴法、遮蓋法、漸變法、漸淡法等
瞭解噴槍彩繪的步驟及方法
掌握繪畫技巧
瞭解色彩配搭原則及色彩調配技巧
瞭解噴槍彩繪的主要禁忌
瞭解各類指甲形狀，例如：圓形、橢圓形、方形、尖形等

2. 應用美甲噴槍彩繪技巧
執行護理前準備工作，包括：

準備合適的護理產品
清潔用具及雙手
除去多餘的表皮、硬皮及修飾指甲

掌握美甲噴槍彩繪技巧，例如：造型設計、色彩配搭、技術應用等
掌握噴槍彩繪工具的使用技巧及應注意事項，例如：裝嵌、拆除噴槍、清洗槍內顏料、噴槍保養、
噴槍力度、距離等
掌握設計彩繪圖案的要素，例如：服裝、場合、年齡、季節等
掌握修補及卸除噴槍彩繪的步驟及技巧
向顧客講解噴槍彩繪的護理方法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掌握噴槍彩繪基本知識，及各種噴繒工具的應用技術；及
能夠按照個人及作業的衛生守則，根據顧客的指甲形狀及需要，運用噴槍技術，為顧客進行美甲護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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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掌握美甲電鑽打磨及鑲嵌技巧

編號 BEZZNA311A

應用範圍 於美容院、提供手足護理場所，能夠根據個人及作業的衛生守則，並按照顧客指／趾甲狀況及需求，運用
電鑽打磨及鑲嵌技巧，為顧客進行美甲護理。

級別 3

學分 3（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電鑽打磨及鑲嵌基本知識

瞭解電鑽打磨的基本操作知識，包括：
開關電鑽的正確步驟及程序
安全使用守則

瞭解各種電鑽打磨機的配件及工具使用方法，例如：
磨沙圈
電鑽頭等

瞭解不同形狀鑽頭的使用方法及技巧，包括：手勢、方向及應用範圍等
瞭解鑲嵌的基本知識
瞭解鑲嵌所需工具及配件，例如：萬能膠、鉗、閃片、半寶石等
瞭解鑲嵌程序、使用方法及技巧

2. 掌握電鑽打磨及鑲嵌技巧，為顧客進行美甲護理
執行護理前準備工作，包括：

清潔用具及雙手
準備合適的護理產品
進行基本指／趾甲護理

按照產品製造商說明書，正確地操作電鑽打磨機，並能按照顧客所需及人造甲類型，選擇適當的鑽
頭進行打磨
運用打磨技巧，為顧客提供美甲服務
按照個人及作業的衛生守則，運用各種鑲嵌物料，並按照正確步驟，為顧客提供鑲嵌服務
向顧客正確講解打磨及鑲嵌後的指／趾甲保養方法及應注意事項
於進行打磨及鑲嵌服務期間，懂得觀察顧客有否出現不良反應，並即時採取補救措施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掌握電鑽打磨及鑲嵌的正確步驟、使用方法及技巧；及
能夠按照個人及作業的衛生守則及產品製造商說明書，並根據顧客的需要，運用打磨及鑲嵌技巧，
為顧客提供美甲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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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掌握美甲及趾甲的護理技巧

編號 106902L3

應用範圍 於美容院、提供手足護理場所，能夠掌握各種美甲及趾甲護理技 巧，按照個人及作業的衛生守則，為顧客
提供相關護理服務。

級別 3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瞭解美甲及趾甲的護理技巧

瞭解指/趾甲的結構及功能
瞭解指/趾甲異常的成因及特徵
瞭解指/趾甲常見問題的成因及特徵
瞭解各種美甲及趾甲護理的功效、程序及禁忌
瞭解各種美甲工具及護理產品的功效、應用技巧及程序
瞭解指/趾甲類型及修飾技巧
瞭解手部及足部按摩技巧和禁忌

2. 應用美甲及趾甲的護理技巧
根據個人及作業的衛生守則，執行護理前消毒程序和準備工作
能夠為顧客進行護理前諮詢，根據顧客指/趾甲的健康狀況，選擇合適的護理產品及護理療程
掌握美甲/趾甲的護理技巧，按照個人及作業的衛生守則，能夠安全及有效地使用相關的工具及產
品，為顧客進行美甲/趾甲護理服務
能夠向顧客提供適當的家居美甲護理建議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根據顧客的需要及指/趾甲的健康狀況，掌握美甲/趾甲護理技巧，安全及有效地為顧客進行美
甲護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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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調配香薰作美容護理

編號 BEZZHC301A

應用範圍 於提供香薰美容服務地點，能夠掌握香薰美容知識及護理技巧，根據顧客需要，選用並調配合適的香薰產
品，為顧客進行美容護理服務。

級別 3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香薰調配及相關的美容護理知識

瞭解各種常用香薰精油的特性、美容功效及混合使用方法
瞭解各種常用媒介油的特性及美容功效
瞭解調配複方精油的技巧、稀釋比例及應注意事項
瞭解調配按摩油的技巧、稀釋比例及應注意事項
瞭解複方香薰產品的美容護理功效及可能引致的生理反應或負面影響
瞭解常用的香薰護理方法、功效及應注意事項，例如：蒸薰法、直接吸入法、冷/熱敷、浸浴等
瞭解香薰美容的禁忌症，例如：孕婦、高血壓患者、癲癇症患者以及皮膚極度敏感者
認識各種香薰產品的處理、存放方法及須注意事項
瞭解不同皮膚類型所適用的精油種類，例如：乾性、油性、敏感性、皮膚老化等
瞭解安全使用精油守則及應注意事項

2. 調配香薰作美容護理
執行香薰美容護理前準備工作，例如：

準備護理房間及所需物品
清潔雙手及用品

能夠掌握各種香薰精油的功效、調配技巧及常用的香薰美容護理方法，按照顧客的需要及已同意的
護理計劃，正確選擇及調配香薰產品，並進行相關的美容護理服務：

因應不同護理部位、年齡及皮膚性 質，正確選擇、調配及稀釋精油及媒介油
因應不同護理需要及所用的護理方法，正確調配按摩油、複方精油等

清楚向顧客講解所用香薰產品資料、美容護理功效及可能出現的負面反應，並記錄相關資料
向顧客提供家居美容護理建議及應注意事項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掌握香薰美容護理知識和調配香薰產品的技巧、功效及禁忌；及
能夠根據顧客護理需要，選擇合適的精油及媒介油，按正確稀釋比例加以調配，為顧客進行美容護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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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分析顧客水療護理需要及評估護理效果

編號 BEZZHC302A

應用範圍 於提供水療護理場所，能夠掌握水療護理技巧及一般美容護理知 識，根據顧客身體狀況，準確分析顧客的
護理需要、提供水療及美容護理組合建議，並對護理進度及效果進行檢討及存檔。

級別 3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分析水療護理需要、評估護理效果技巧

瞭解水療護理知識及與其他美容護理配合應用的知識
瞭解分析顧客護理需要的技巧及方法
瞭解設計水療及美容護理療程的考慮因素和技巧
瞭解水療及美容護理療程的評估方法、技巧及所要考慮的因素

2. 分析顧客水療護理需要、提供美容護理建議及檢討進度與效果
懂得搜集顧客的基本資料，以作分析護理需要，例如：

諮詢顧客
參考顧客記錄
查詢顧客的身體及健康狀況等

掌握水療護理知識，根據所屬機構的工作指引及顧客的資料，正確分析顧客水療護理的需要，從而
為顧客設計合適的水療及美容護理計劃
掌握水療護理及其他美容護理的禁忌，評估顧客是否適合進行水療護理及相關護理計劃
正確向顧客解釋各種水療及美容護理的程序、功效及所涉及的設備
向顧客正確講解水療護理過程中可能出現的反應，及當出現副作用時必須告知相關人士的重要性
根據水療護理的效果及顧客的反應，準確檢討水療及相關美容護理的進度及效果
向顧客提供療程後的護理建議及跟進
清楚記錄及保存相關的分析結果、謢理細節等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掌握水療及美容護理知識；及
能夠準確分析顧客的護理需要，為顧客設計合適的水療及美容護理計劃，懂得掌握水療護理評估技
巧，並能檢討護理進度及效果，以及準確記錄護理細節及保存相關檔案。

備註 此能力單元之學分值假設該人士已擁有BEZZHC205A「瞭解各種美容保健護理與水療護理的配合」
及BEZZHC221A「瞭解水療護理的種類、功效及禁忌」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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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掌握足底反射按摩對人體產生的反應

編號 BEZZHC306A

應用範圍 於提供足底反射按摩的美容業經營場所，能夠掌握足底反射按摩對人體產生的反應，並能回答顧客有關足
底反射按摩的問題，以及為顧客提供足底反射按摩護理服務。

級別 3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瞭解足底反射按摩相關知識

瞭解有關足部的疾病及損傷，例如：
由病毒、細菌、真菌所引致的疾病
物理性的創傷
自身機能失調的疾病等

瞭解足底反射按摩所產生的各種即時反應
瞭解足底反射按摩的禁忌及限制

2. 掌握足底反射按摩對人體產生的反應
向顧客講解足底反射按摩所產生的各種正常反應，例如：

排汗
排尿
大便
分泌
飲水量
經血量等

掌握足底反射按摩技巧，按照個人及作業的衛生守則和職業安全守則，為顧客進行足底反射按摩
根據顧客在按摩後所產生的反應，跟進按摩後的護理
於護理過程中，懂得觀察顧客反應；如出現不良反應時，能即時採取應變措施，並轉介專業人士跟
進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掌握足底反射按摩對人體產生的各種反應；及
能夠按照個人及作業的衛生守則和職業安全守則，為顧客進行足底反射按摩護理，並能回答顧客有
關足底反射按摩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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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分析顧客的美容護理及食療需要

編號 BEZZHC310A

應用範圍 於美容相關工作場所，能夠瞭解各種美容護理的種類、功效和禁忌，配合養生飲食調理的概念與宜忌，並
根據顧客的身體狀況及個人需要，準確分析顧客的美容護理及食療需要，從而設計出合適的美容護理和食
療計劃。

級別 3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瞭解各種美容護理與養生食療的關係

瞭解各種美容護理的種類、功效和適用範圍，例如：
面部按摩
身體按摩
水療按摩
香薰美容
香薰按摩
足底反射按摩
各種養生保健按摩等

瞭解養生飲食調理的知識
瞭解個人體質、飲食調養與美容之間的相互關係
瞭解各種美容護理的使用禁忌
瞭解各種保健食療的食用宜忌

2. 分析顧客的美容護理及食療需要
懂得與顧客進行有效的溝通，通過適當的提問與正確的引導，正確地分析顧客的個人身體狀況與特
質
掌握各種美容護理的種類、功效和禁  忌，並配合養生飲食調理的概念與宜  忌，同時考慮到顧客的
身體狀況及個人需要，準確分析顧客的美容護理和食療需要，繼而設計出合適的美容護理和食療計
劃
懂得清楚記錄所得的資料和顧客的分析報告，並妥善保存，以作參考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瞭解各種美容護理的種類、功效和禁忌，配合養生飲食調理的概念與宜忌，並根據顧客的身體
狀況及個人需要，準確分析顧客的美容護理和食療需要，並設計出合適的美容護理和食療計劃；及
懂得將所得的資料和顧客的分析報告清楚地記錄下來，並妥善保存，以作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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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檢討養生美容護理的效果

編號 BEZZHC311A

應用範圍 於美容相關工作場所，能夠根據已訂定的護理計劃的進度，以及顧客身體狀況及皮膚的分析記錄，客觀地
檢討養生美容護理的成效。

級別 3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瞭解養生美容護理概念及檢討方法

瞭解養生美容的基本理論，例如：
起居養生之道
飲食調理之道
養生與體質及環境的關係
養生與美容的關係等

瞭解檢討美容護理效果的方法和準則
顧客的評估，形式包括：

問卷
面談
意見書等

服務提供者的專業評估，形式包括：
問卷
自我評估等

瞭解檢討美容護理效果的必要性
2. 檢討養生美容護理效果

根據養生美容護理計劃的基本內容，設計及釐定相應的檢討方法（如問卷）及準則，作為檢討及跟
進的依據
正確指示或引導顧客，準確評估所接受的養生美容護理之成效
根據已訂定的護理計劃的進度記錄，以及顧客身體狀況及皮膚的分析記錄，客觀地檢討養生美容護
理的成效
定期檢討護理效果，在有需要時並在顧客同意之下，恰當地修改有關的美容護理計劃，以達到最佳
的效果
能清晰地記錄對原定計劃所作出的所有修改資料，並妥善保存，以作參考之用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根據養生美容護理計劃的內容，設計出相應的檢討方法（如問卷）；
能夠根據已訂定的護理計劃的進度，以及顧客身體狀況及皮膚的分析記錄，定期檢討養生美容護理
的成效，並將所有資料記錄及妥善保存；及
懂得於有需要時及在顧客同意之下，恰當地修改有關的美容護理計劃，以達到最佳的效果。

備註

4-161



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與顧客講解健康食品標籤資料

編號 BEZZHC312A

應用範圍 於美容相關工作場所，能夠掌握香港食物環境衛生署對食品標籤之法定要求，向顧客正確講解食品標籤資
料。

級別 3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瞭解健康食品標籤內容

瞭解基礎營養學
瞭解常用微量食品添加劑的類別
瞭解食品、營養標籤內容，例如：

現行法例對預先包裝食物標籤內容之規定，並需參考政府將會推行之相關新法例
微量食品添加劑安全使用量
營養成份/資料標示(如適用)
營養素含量聲稱(如適用)
營養素含量比較聲稱(如適用)
可致敏原成份資料

瞭解基因改造食品標籤內容及適用範 圍，例如：
標籤資料解讀
產品功能及禁忌

2. 向顧客講解健康食品標籤資料
根據食品、營養標籤內容，能向顧客講解食品的資料，例如：

主要營養成份種類，如：熱能、碳水化合物、蛋白質、維他命、膽固醇、膳食纖維、鈣、
鋅、鈉、脂肪、鐵等
常用微量食品添加劑，如：防腐劑、保水劑、色素、乳化劑、膠凝劑、固化劑等
營養素含量
營養素功能，如：健康食品成份對人體的功能及影響
基因改造健康食品的功能及禁忌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遵照相關食物標籤法例對產品所列成份組合、含量及功能的規定，於進行健康食品銷售活動
中，持正確態度，向顧客或使用者準確講解標籤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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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認識體質、膳食忌宜與美容的關係

編號 BEZZHC316A

應用範圍 於美容相關工作場所，能瞭解人體的體質與飲食調養的關係，以及中國藥膳／食療美容的基礎理論，按照
顧客的體質特性與需要，建議適當的保健美容之飲食。

級別 3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認識體質、膳食宜忌與美容的關係

認識不同之體質類型及其徵狀，包括：
氣虛體質
血虛體質
陰虛體質
陽虛體質
氣鬱體質
陽盛體質
痰濕體質
血瘀體質等

認識不同體質之食療調養原則，包括膳食之配合及其相關的禁忌，例如：
氣虛者宜補氣
血虛者宜補血
陰虛者宜補陰
陽虛者宜補陽

認識食療調養與美容的關係，例如：
烏髮
生髮
健膚
美顏
輕身等

2. 建議適當的保健美容飲食之道
與顧客進行有效的溝通，通過適當提問與正確引導，正確地收集顧客資料並分析顧客身體狀況與特
質
掌握人體的體質特性及相關食療調養之基本原則，並配合膳食美容的基礎理  論，按照顧客體質的特
性與需要，建議適當的保健美容之飲食及相關宜忌
在遇到顧客複雜的身體情況或疾病時，建議顧客諮詢相關專家意見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瞭解不同人的體質類型及相關基本食療調養原則，並配合中國藥膳／食療美容的基礎理論；
能夠與顧客的溝通過程中，按照顧客的體質特性與需要，建議適當的保健美容之飲食及相關宜忌；
及
懂得在遇到顧客複雜的身體情況或疾病時，建議顧客諮詢相關專家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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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調配養生美容外敷物料

編號 BEZZHC318A

應用範圍 於美容相關工作場所，能夠瞭解養生美容常用的外敷物料的療效和應用特性，並根據顧客的皮膚性質、狀
況和禁忌，正確地調配合適的養生美容外敷物料，以達到天然的養生美容功效。

級別 3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瞭解養生美容的外敷物料概念

瞭解皮膚的種類和相關禁忌
瞭解常用養生美容外敷物料的種類及功效

蔬果材料
其他材料，如：

蛋白
蜂蜜
牛奶
酸乳酪等

瞭解常用養生美容外敷物料的搭配及功效，例如：
酸乳酪配蜂蜜
檸檬汁配蜂蜜
白麵粉配橄欖油
牛奶配麥片等

瞭解各類外敷物料的適用範圍及禁忌
瞭解調配外敷物料須考慮的因素

皮膚種類是否配合
相關的禁忌
調配的工具、整個調配過程與環境必須符合清潔衛生標準等

瞭解塗敷的方法，例如：
塗敷的厚度
塗敷的手法
塗敷的時間
塗敷的密度和次數等

2. 調配養生美容外敷物料
掌握各種常用養生美容外敷物料的特 性、應用、搭配和宜忌，並根據顧客的皮膚種類和狀況，以正
確的方法和適當的劑量調配合適的外敷物料
掌握塗敷的方法，並確保在調配前已向顧客清楚解釋所有步驟及可能出現的反應
掌握各類外敷物料的使用宜忌，向顧客清楚解釋相關的資料
掌握調配外敷物料時的注意事項，並確保在清潔和衛生的環境下進行調配
將有關外敷物料種類、搭配效果和使用方法、宜忌等資料清楚地記錄下來，並妥善保存，作為參考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瞭解各種常用養生美容外敷物料的特性、應用範圍、搭配和宜忌，並根據顧客的皮膚種類和狀
況，以正確方法和適當劑量調配合適的養生美容外敷物料；
能夠確保調配外敷物料的過程必須在清潔和衛生的環境下進行；及
能夠將有關外敷物料的種類、搭配效果和使用方法、宜忌等資料清楚記錄，並妥善保存，作為參考
之用。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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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掌握舒緩壓力的各種美容護理技巧

編號 BEZZHC319A

應用範圍 於美容相關工作場所，能夠瞭解常見的壓力來源及各種舒緩壓力的美容護理技巧，並根據顧客的身體狀況
及護理需要，為顧客提供合適的美容護理服務。

級別 3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瞭解舒緩壓力的各種美容護理

瞭解壓力／情緒的各種主要成因與來源，包括：
生理因素
心理因素
行為因素
環境因素等

瞭解人體對壓力所產生的常見反應，包括：
生理反應，例如：壓力對皮膚狀況的影響
心理反應，例如：出現低落的情緒等
行為反應等

瞭解有助舒緩壓力的美容護理技巧，例如：
頭部、頸部及面部按摩
全身按摩
香薰按摩
養生保健按摩
足底反射按摩
水療護理等

瞭解各種美容護理及按摩的特點、功效和禁忌
2. 應用各種舒緩壓力的美容護理技巧

掌握壓力／情緒對人體的影響，運用舒緩壓力／情緒的基本知識，為顧客提供適當的美容護理方案
根據對顧客身心及皮膚狀況，配合顧客的護理需求，運用適當的美容護理技巧，為顧客提供能舒緩
壓力的美容保健護理服務
懂得就較為複雜的壓力問題，建議顧客諮詢有關專業人士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掌握各種舒緩壓力的美容護理技巧；
能夠根據顧客的身心及皮膚狀況，配合顧客的護理需要，提供合適的美容保健護理服務建議；及
懂得在遇到較複雜的壓力問題時，建議顧客諮詢相關專業人士。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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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進行養生保健按摩護理

編號 BEZZHC320A

應用範圍 於提供保健按摩護理埸所，能夠掌握養生保健按摩護理技巧，按照顧客的身體健康狀況及護理需要，為顧
客進行深層按摩護理。

級別 3

學分 9（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養生保健按摩知識

瞭解養生保健按摩，例如：
按摩的種類
經絡腧穴的主治功能及定位方法
推拿按摩的作用原理及技巧
推拿手法的補瀉
按摩的禁忌等

瞭解常用保健按摩法的特點和功效，例如：
全身保健按摩
美容按摩
運動按摩等

瞭解人體不同部位適用的按摩手法及注意事項，例如：
頭面
胸腹
肩頸
腰背
上肢
下肢等

瞭解常用按摩遞質的性能及使用方法，例如：
水劑
膏劑
粉劑
酊劑
油劑等

2. 進行養生保健按摩護理
掌握養生保健按摩的技巧，根據顧客的身體狀況及護理需要，為顧客進行按摩護理

不同身體部位的按摩方法
不同部位的經絡、穴位定位
按摩步驟和順序
按摩力度和頻率
時間控制

掌握養生保健按摩技巧，透過觀察、詢問，確定顧客是否有按摩禁忌症
於按摩進行期間，觀察顧客有否不良反應，並能即時採取補救措施
清楚記錄護理詳情，並妥善保存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掌握養生保健按摩知識；及
能夠掌握養生保健按摩技巧，按照顧客的身體健康狀況及護理需要，運用適當的按摩手法和技巧，
為顧客進行按摩護理，以達到養生保健的效果。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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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進行紋繡美容

編號 BEZZBC302A

應用範圍 於美容相關工作場所，能夠根據顧客的需要，選擇合適的色料及運用相關技巧，為顧客提供紋眉／繡眉／
柔眉／紋眼線／紋唇服務。

級別 3

學分 9（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瞭解紋眉／繡 眉／柔眉／紋眼線／紋唇理論及技巧

瞭解最常見的眉型特徵，例如：柳月眉、自然眉、上揚眉、一字眉、角形眉等
瞭解眉型與臉型的搭配
瞭解利用紋眉／繡眉／柔眉／紋眼線修飾不同眼型的技巧
瞭解畫眉的方法
瞭解紋／繡／柔上眼線及下眼線的正確位置、方法及禁忌
瞭解各種色料產品的用途及區別
瞭解顧客眼睛顏色與色料的搭配技巧
瞭解唇型的特徵、紋唇的技巧及禁忌

2. 進行紋眉／繡 眉／柔眉／紋眼線／紋唇
執行相關護理前準備工作，例如：

消毒所需儀器、物料及雙手
選擇及準備合適的洗眉水及色料
清潔眼部
保護周邊皮膚

根據顧客的膚色、臉型、眼型、眉型等，運用色彩搭配原則，掌握以色料混色的技巧，為顧客選擇
及調配合適的色料
根據顧客需要，運用紋眉／繡眉／柔眉／紋眼線的技巧，正確使用相關工具，為顧客修飾眉型
根據顧客需要，運用紋唇技巧，為顧客修飾唇型
在護理期間，觀察顧客有否出現不良反應，例如：眼睛敏感、皮膚敏感、輕度紅腫、流眼水等，並
懂得採取補救措施
向顧客講解護理後應注意事項，及提供家居美容護理建議
執行相關護理後的針頭棄置工作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掌握紋眉／繡眉／柔眉／紋眼線／紋唇的技巧及色彩搭配；及
能夠根據顧客的需要，按照個人及作業的衛生守則，為顧客提供紋眉／繡眉／柔眉／紋眼線／紋唇
服務。

備註

4-167



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進行電眼睫毛/植眼睫毛

編號 BEZZBC303A

應用範圍 於美容相關工作場所，能夠掌握電睫毛、植睫毛技巧，按照個人及作業的衛生守則，為顧客提供相關美容
服務。

級別 3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瞭解電睫毛及植睫毛的特點

瞭解電睫毛、植睫毛的特徵、區別
瞭解進行電睫毛、植睫毛的正確步驟、技巧、注意事項及禁忌
瞭解植睫毛適用的毛髮種類及用料
瞭解電睫毛適用的產品及物料
瞭解進行護理前皮膚測試的原因、重要性及步驟

2. 進行電睫毛、植睫毛
執行護理前的準備工作，例如：

消毒雙手及用具
進行護理前顧客諮詢
進行皮膚測試
清潔眼部
保護周邊部位

按照顧客需要、皮膚及睫毛狀況，選擇合適的工具及用料
掌握電睫毛、植睫毛的技巧，按照個人及作業的衛生守則及產品說明書指引，能正確地使用電睫
毛、植睫毛工具及產品，為顧客進行相關美容服務
於護理過程中，觀察顧客有否出現不良反應，並能即時採取補救措施
能向顧客講解療程後應注意事項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掌握電睫毛、植睫毛的知識、技巧及禁忌；及
能夠根據顧客的需要、睫毛及皮膚狀況，按照個人及作業的衛生守則，正確地為顧客進行電睫毛、
植睫毛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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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掌握美容光學的基礎知識

編號 106894L3

應用範圍 於美容相關工作場所，能夠掌握美容光學的基礎知識，正確回答顧客有關美容光學服務的一般查詢

級別 3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認識美容光學原理及禁忌

瞭解美容光學的起源及發展概況
認識基本光學原理包括紫外線、可見光及紅外線
認識不同種類的美容光學儀器，例如紫外線、光二極管、紅外線、彩光、激光、Elos-light光
(Electro-optical Synergy technology)等
認識不同美容光學儀器之功能，例如：淡斑、改善皺紋、收毛孔、減少毛髮生長等
認識美容光學對眼睛、皮膚及身體組織的影響
認識美容光學的一般限制及禁忌
患有血管疾病
患色素沉着病害
多毛症
免疫系統缺陷
孕婦
癲癇症
紅斑狼瘡
皮膚傳染病等
認識光學儀器的其他應用，例如美白牙齒、治療腿部靜脈、入侵性表皮換膚等

2. 應用美容光學的基本知識
掌握美容光學的基本知識以便正確回答顧客相關的查詢
能夠向顧客介紹有關美容光學的服務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掌握美容光學基本原理
能夠向顧客介紹有關美容光學的服務及回答一般查詢

備註 如要掌握此能力單元，必須擁有以下單元的能力:

106898L1 ﹝認識皮膚構造及常見問題﹞
BEZZCN109A ﹝認識基本人體結構及生理系統﹞
BEZZCN210A ﹝識別各種皮膚種類及護理﹞

此能力單元之學分值假設該人士已擁有上述三個能力單元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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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瞭解皮膚老化及色素形成之常見問題

編號 106897L3

應用範圍 於美容相關工作場所，瞭解皮膚老化生理學及色素形成的常見問題並能向顧客介紹適合針對皮膚老化及色
素之美容療程及產品。

級別 3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瞭解皮膚老化生理學及色素形成之常見問題

皮膚老化生理學
認識老化對生理及心理的變化
認識生理年齡及實際年齡的定義
認識皮膚在不同年齡階段的變化
認識皮膚老化的外在變化，包括:

皮膚變薄
色素不均勻
彈性減少
缺少水份 / 油份
微血管破裂
出現幼紋、表情紋及皺紋
膚色暗啞
肌肉張力減少 / 下垂
骨頭變得更明顯等

認識皮膚老化的內在變化，包括:
皮下脂肪減少
血液循環 /新陳代謝減慢
皮脂腺分泌減少
骨質量減少
膠原纖維減少等

認識影響皮膚老化的外在及內在因素
認識隨著不同年齡，脂肪在面部及身體的分佈
認識老化引致皮膚表皮、真皮及皮下組織的變化
認識老化引致細胞及組織的變化，包括細胞突變、細胞脂質流失、組織萎縮、退化等
認識老化引致皮膚之修復功能減慢
認識一般針對皮膚老化之美容療程及產品，例如彩光及激光嫩膚、果酸換膚、維他命A酸 、
光二極管、微晶嫩膚、紅外線及Elos-light光(Electro-optical Synergy technology)等

色素形成之常見問題
認識光老化的成因
認識紫外線A、紫外線B及紫外線C對皮膚之影響
認識黑色素細胞的作用及位置
認識色素沉着的常見問題及形成，例如：

雀斑
著色斑
黃褐斑

認識與色素有關而美容師不能處理之狀況，包括：
白化症
血管痣
白斑
紅斑等

認識痣的種類，包括接合痣、毛痣、真皮內痣及惡性黑痣
認識一般針對色素之美容療程，例如彩光及激光淡斑、嫩膚等

2. 應用有關皮膚老化及色素形成的知識
能夠向顧客講述皮膚老化的知識
能夠向顧客講述色素形成之常見問題的知識
能夠向顧客介紹一般針對皮膚老化之美容療程及產品
能夠向顧客介紹一般針對減淡皮膚色素之美容療程及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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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掌握皮膚老化生理學的知識
掌握色素形成之常見問題
能夠向顧客介紹一般針對皮膚老化及色素之美容療程及產品

備註 如要掌握此能力單元，必須擁有以下單元的能力:

106898L1 ﹝認識皮膚構造及常見問題﹞
BEZZCN109A ﹝認識基本人體結構及生理系統﹞

此能力單元之學分值假設該人士已擁有上述兩個能力單元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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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瞭解體適能與纖體的關係

編號 BEZZBO301A

應用範圍 於美容院、提供美體護理場所，能夠瞭解體適能對改善身型、纖體的功效，按照顧客的身體狀況及需要，
為顧客提供適當的家居運動建議，以配合纖體護理療程。

級別 3

學分 3（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瞭解人體基本體型結構、體適能的基本概念

瞭解人體骨骼系統，包括：
骨骼的種類、功能、名稱、位置
關節的種類、功能

瞭解肌肉系統，包括：
肌肉的種類、功能、名稱、位置
肌起端、肌止端
肌肉收縮、伸展等

瞭解身體姿勢矯正概念，例如：
頭部前傾之矯正
圓背之矯正
骨盆傾斜之矯正等

瞭解一般運動分類，例如：
阻力運動
帶氧運動
伸張運動等

瞭解各種運動的好處
瞭解體適能與纖體的相互關係及重要性

2. 應用體適能知識
掌握體適能的知識，及其於纖體護理療程中的作用及必要性
按照顧客的身體狀況及護理需要，向顧客建議適當、適量的運動方案，以配合纖體護理，達致更佳
效果
懂得按需要調整擬定的運動方案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掌握體適能與纖體護理的關係；及
能夠評估顧客的身體狀況及護理需要，正確運用體適能知識，為顧客提供纖體及矯正身體姿勢的運
動建議。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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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進行各種纖體護理

編號 BEZZBO303A

應用範圍 於美容院、提供美體護理場所，能夠瞭解各種纖體護理的原理及功效，並按照顧客的身體狀況及需要，為
顧客提供合適的纖體護理服務。

級別 3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人體基本結構、各種纖體護理的基本知識

瞭解人體的基本結構和功能
骨骼系統
肌肉系統
神經系統
循環系統
皮膚結構
呼吸系統
消化系統
泌尿系統
內分泌系統

瞭解體態分析的基本知識，例如：
3種基本體型
常見的問題體態及其成因

瞭解各種纖體儀器的基本知識，例如：
各種熱療方式和功效
各種纖體儀器的操作原理和功效等

瞭解各種纖體護理的方式和功效，例如：
一般減肥護理
局部減肥護理
產後減肥護理等

瞭解各種纖體護理的禁忌及安全措施
2. 進行纖體護理

執行護理前準備工作，例如：
清潔用具及雙手
進行護理前顧客諮詢和體態分析
向顧客講解護理程序及效果

根據顧客體態分析結果，為顧客選擇合適的纖體護理服務
掌握各種纖體護理技巧，為顧客進行纖體護理服務，包括：

纖體儀器的操作
護理手法的步驟、技巧之運用
產品的應用和功效等

懂得於纖體護理過程中，觀察顧客有否出現不良反應，並能採取即時補救措施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瞭解各種纖體護理的操作原理、功效、禁忌和安全措施；
能夠正確諮詢顧客及進行體態分析，並能根據顧客體態問題及狀況，選擇正確、合適的纖體護理服
務；及
能夠掌握各種纖體護理技巧，為顧客進行適當的纖體護理。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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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應用人體結構知識於美體護理

編號 BEZZBO304A

應用範圍 於美容院、提供美體護理場所，能夠瞭解人體結構和生理系統功能，並能正確應用於美體護理服務。

級別 3

學分 3（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基本人體解剖學及美體護理知識

瞭解人體的結構和生理功能
瞭解美體護理的禁忌症
瞭解美體護理服務和產品的類別及功效

2. 應用基本人體解剖學知識於美體護理
能夠正確回答顧客有關美體護理服務/產品的查詢
於進行美體護理前，為顧客作護理前的諮詢及分析
能夠根據顧客的體能和健康狀況，提供合適的美體護理計劃或介紹合適的美體產品，例如：一般減
肥護理、局部減肥護理、產後修身護理等
懂得運用安全而有效的護理方式和程 序，為顧客改善體態，保持理想體形
能夠向顧客講解美體護理相關的禁忌症
能夠向顧客提供適當的家居美體護理建議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應用人體結構和生理功能的知識於美體護理諮詢和分析；及
能夠根據顧客的生理狀況和護理要求，為顧客提供合適的美體護理計劃。

備註 此能力單元之學分值假設該人士已擁有BEZZCN109A「認識基本人體結構及生理系統」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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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瞭解乳腺、生殖系統構造與健胸護理的關係

編號 BEZZBO305A

應用範圍 於美容相關工作場所，能夠瞭解乳腺、生殖系統的構造，並能正確應用於健胸護理服務中。

級別 3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瞭解乳腺及生殖系統的基本結構

瞭解乳腺的基本結構
乳腺組織
脂肪組織
乳頭
乳暈等

瞭解乳腺的功能，例如：授乳期分泌乳汁
瞭解遺傳、年齡、荷爾蒙對乳腺的影響
瞭解乳腺的不同發展階段與外觀變化的關係

幼兒期
青春期
懷孕期
授乳期
更年期
老年期等

瞭解常見的乳房外觀問題和成因，例如：
發育不良
體重暴升、暴降
懷孕
更年期

瞭解女性生殖系統的基本結構
外生殖器官
內生殖器官，例如：陰道、子宮、輸卵管、卵巢等

瞭解性激素對生殖器官的影響，例如：
月經週期
青春期
懷孕期
更年期

瞭解健胸護理的原理、功效及禁忌
2. 應用乳腺和生殖系統的基本知識

掌握乳腺和生殖器官的基本知識，正確回答顧客對健胸護理的查詢
於進行健胸護理前，正確運用有關乳腺和生殖系統的基本知識向顧客進行諮詢及體態分析
根據分析結果，向顧客提供合適的健胸護理建議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掌握乳腺、生殖系統的基本知識；及
能夠於進行健胸護理時，正確運用有關乳腺、生殖系統的基本知識，並能向顧客提供合適的健胸護
理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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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進行胸部護理

編號 BEZZBO307A

應用範圍 於美容院、提供美體護理場所，能夠按照所屬機構實務工作指引，掌握按摩技巧，為顧客進行基本胸部按
摩護理。

級別 3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瞭解胸部結構、胸部按摩方法及技巧

瞭解胸部結構及組織功能
乳腺組織
纖維組織
脂肪組織

瞭解胸部其他系統的結構功能
淋巴系統
循環系統
神經系統
內分泌系統

瞭解乳房下垂的成因
體重過高
藥物影響，例如：避孕丸
不良姿勢
懷孕及哺乳
步入中年期

瞭解改善及處理乳房下垂的方法
儀器運用，例如：真空吸杯療法等
健胸運動，例如：柔軟體操等

瞭解胸部按摩的功效及技巧，例如：穴位
瞭解胸部按摩的禁忌，例如：懷孕、乳癌、曾接受過胸部手術、心臟病、皮膚病、癲癇症等
瞭解各種胸部護理產品成份及功效，包括：健胸、收緊、滋潤等

2. 進行胸部護理
執行按摩前準備工作，包括：

分析顧客胸部狀況，提供合適的胸部按摩護理建議
消毒儀器、用具及雙手
向顧客說明護理程序

掌握胸部按摩的正確步驟、程序及專門性的知識與技巧，為顧客進行按摩
掌握胸部按摩儀器的使用方法及技巧
正確運用胸部護理產品，輔助按摩
在護理過程中，觀察顧客有否出現不良反應，並能即時採取補救措施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掌握胸部按摩方法及技巧；及
能夠按照所屬機構實務工作指引及個人及作業的衛生守則，根據顧客的胸部狀況及需要，運用按摩
技巧，為顧客進行胸部護理。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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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執行培訓場地及設施管理

編號 BEZZET304A

應用範圍 於提供美容培訓場所及相關工作地點，能夠掌握相關的培訓場地及設施的類別及使用守則，按照課程項目
與涵蓋範圍，有效地執行培訓場地及設施的管理，並能定期進行檢討。

級別 3

學分 3（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培訓場地及設施管理的認知

瞭解美容教學培訓場地的類別，包括：
教室
實習操作場所
實驗室
行政辦公室（包括教職員的辦公室和休息室）等

瞭解美容教學培訓設備的類別，包括：
美容行業的相關教學儀器
美容行業的相關實習設備和工具
日常辦公的設施
培訓教材、圖書
電腦設備
基本的網路設備等

明白選擇美容教學培訓場地及設施所需考慮的因素，例如：
課程項目與涵蓋範圍
課程目的
場地的環境安全
設施的使用安全等

瞭解美容培訓中心／機構對場地和設施所擬定的相關指引
明白蒐集及記錄美容教學培訓場地及設施使用率和使用情況的重要性

2. 執行培訓場地及設施管理
掌握培訓場地及設施管理知識與培訓機構守則，按照課程項目與涵蓋範圍，執行場地和設施的管理
根據場地及設施的使用率和使用情況記錄，定期進行檢討，並在有需要時，對有關的場地和設施進
行重新安排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掌握美容培訓的場地及設施管理知識與培訓機構的守則，按照課程項目與涵蓋範圍，執行相關
的場地和設施管理；及
能夠根據所得的場地及設施使用率及使用情況記錄，定期進行檢討，在有需要時，對有關的場地和
設施進行重新安排，以達到最佳的管理效果。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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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編寫培訓教材

編號 BEZZET305A

應用範圍 於提供美容培訓場所及相關工作地點，能夠因應美容業培訓需要、根據擬定的培訓目標及目的，編寫美容
從業員培訓教材。

級別 3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瞭解培訓教材的種類、基本編寫方法

瞭解編寫培訓教材的原則
以教育為依據
內容的深度和寬度恰當
內容切合現代科學文化、現代技術
理論與實踐的一致性
教材編排的系統性與教學次序需循序漸進

瞭解一般培訓教材的種類及效用，包括：教科書、講義、教授提綱、參考書刊、輔導材料等
瞭解各種培訓教材的編寫方法、步驟及技巧，例如：

編寫教科書
編寫講義、提綱

瞭解《版權條例》對涉及版權內容、材料選取的法律規限
2. 編寫培訓教材

根據僱員訓練需要，擬定培訓課程目標及計劃
按照所擬定的培訓計劃、目標及大綱，根據不同類型的培訓教材編寫方法及步驟，進行編寫工作，
包括：

編寫提綱
審查、修改提綱
編寫章節
編寫培訓課程全部主體內容
審訂、修改主體內容

按照培訓教材編寫原則，進行編寫
在編寫培訓教材時，遵守《版權條例》以及引用版權材料之規定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清楚瞭解編寫培訓教材的方法、步驟和相關版權條例的規限；及
能夠根據機構既定的培訓目標、因應培訓需要，編寫培訓教材。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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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應用教學技巧

編號 BEZZET306A

應用範圍 於提供美容培訓場所及相關工作地點，能夠掌握各種教學技巧，因應學員的程度、培訓目標，選用合適的
教學方法。

級別 3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瞭解各種教學技巧

瞭解常用的教學及培訓方法
理論學習
技巧示範
技術指導
角色扮演
個案研究
討論
參觀等

瞭解常用的教學輔助教材及應用範圍，包括：
投影教材
錄音／錄像教材
電腦及多媒體教材

瞭解選用教學及培訓方法時應考慮的因素，包括：
學員因素
培訓目標
環境因素
資源及設備分配

瞭解常用的教學技巧
個人教學技巧

個人表達技巧
時間控制技巧等

課堂導入技巧
提問技巧
講義／課本設計技巧
研討及總結技

2. 應用教學技巧
掌握常用的教學及培訓技巧，配合不同學員的特質、培訓目標及其他相關因素，選擇及應用合適的
教學技巧，以達致教育及培訓目的，並提高培訓質量
懂得有效地運用各種培訓方法，以實現培訓目標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掌握各類教學技巧及知識；及
能夠配合不同培訓目標、學員素質及其他相關因素，適當地應用不同教學技巧，以實現培訓目標及
提升培訓質量。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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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認識美容導師的職責、專業要求及操守

編號 BEZZET307A

應用範圍 於所有提供美容培訓的機構，能夠於培訓期間，展示美容導師的職責、專業要求及操守，以培養學員的美
容專業操守及道德。

級別 3

學分 3（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認識美容導師的專業道德及操守

認識遵守職業道德及員工守則對整體培訓的重要性
認識專業態度的重要性、包括：

良好禮貌和儀表
良好品格道德
正面而穏定的情緒
公正、持平、積極的培訓宗旨
尊重學員私隱

認識持續進修、自我增值、提升專業知識及技能的重要性
認識專業培訓對美容業發展的重要性

2. 展示美容導師的職責、專業要求及操守
確定個人行為、儀表規範符合所屬機構訂定的培訓守則
瞭解所屬機構的培訓課程內容及宗旨
能結合學術與技術，教導學員美容知識及技術
對不同背景的學員一視同仁
在培訓過程中，引導學員發揮潛能
正面而中肯地評核培訓成果
任何情況下，不會作出破壞培訓課程或所屬機構的行為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遵守及執行所屬機構培訓指引，於課堂及輔導學員時展示導師的專業道德操守，以培養學員的美
容專業操守及道德，促成培訓機構的業務發展。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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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掌握培訓前準備工作

編號 BEZZET308A

應用範圍 於提供美容培訓場所及相關工作地點，能夠掌握及執行培訓前準備工作要求，以完善整體的培訓過程及增
強培訓成效。

級別 3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瞭解培訓前準備工作要求

瞭解進行培訓前所需執行的準備工作及其目的，例如：
確立整體培訓的目標
訂立培訓的進度／計劃表
確定課程分段的目標及要求
擬定有關能力標準
搜集資料及相關參考書
分析及處理教材
編寫培訓講義、案例、習作
瞭解學員背景及人數
準備不同的教學及培訓方式
安排課程所需資源、器材、培訓地點、輔助用品等

瞭解各項準備工作的要求及需考慮的要素
瞭解妨礙準備工作執行的因素
瞭解培訓準備不足可能所引致的後果

2. 執行培訓前的準備工作
掌握培訓前的準備工作範圍及其要求，正確執行有關工作，以協助實現有效的培訓，並達成所訂目
標
掌握各項培訓前準備工作的標準要求、考慮因素，例如：

教材分析及處理
突出重點
由淺入深等

編寫培訓講義
內容準確無誤
吸收嶄新資訊等

授課方式
個案研究及探討
親身示範等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掌握及正確執行各類培訓前的準備工作，以完善整個培訓過程並增強培訓效果，從而達到所訂
之培訓目標。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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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掌握課堂管理

編號 BEZZET310A

應用範圍 於提供美容培訓場所及相關工作地點，能夠掌握各種課堂管理的方法，針對不同的管理對象，採取合適的
處理方法，實現有效的課堂管理，促使課堂教學順利完成。

級別 3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瞭解美容培訓課堂管理的方法

瞭解美容培訓課堂管理的目的和重要性
瞭解美容培訓課堂管理的對象，包括：

對學生的管理
對教材的處理
對教學環境的管理
對時間的管理

瞭解不同年齡或來自不同群組的學生特徵
瞭解常見較為難應付的學生類別及相應的處理方法，例如：

喜歡發問
吹毛求疵
竊竊私語
自誇
靜默者等

瞭解美容培訓課堂管理的方法與技巧，例如：
滿足學生學習和心理需要的方法
吸引學生注意力的技巧
推動學生積極學習態度的方法
有效的紀律實施技巧
控制教學節奏、課堂段落的技巧
課堂教學結構和情境結構的合理安排
營造積極的課堂環境與氛圍的技巧等

瞭解美容培訓課堂的各種教學技巧
瞭解良好和有效的師生溝通技巧之重要性

2. 應用美容培訓課堂管理知識和技巧
掌握各種美容培訓課堂管理的知識和技巧，針對不同的管理對象，進行合理的組織和調節，並採用
合適的管理方法和良好的溝通技巧，實現有效的課堂管理，促使課堂教學得以順利地完成
懂得隨機應變，對在課堂上出現的突發事情作出恰當的反應和處理
分析課堂管理時發生的問題，找出相應的處理方法，並記錄和存檔，以作日後參考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掌握美容培訓課堂管理的基本知識，針對不同的管理對象，採用合適的管理方法，實現有效的
課堂管理，促使課堂教學得以順利地完成；
懂得隨機應變，按照不同的課堂情況作出恰當的處理；及
能夠對課堂管理進行分析，並懂得找出所發生的問題和相應的處理方法，記錄和存檔，以作參考。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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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掌握美容實務培訓技巧

編號 BEZZET311A

應用範圍 於美容院及相關工作場所，能夠掌握美容實務培訓技巧，為資歷較淺之同事設計及提供實務技能訓練，以
增加受訓者對實務操作的技巧和知識，並懂得如何靈活運用和掌握更深層的技巧；同時能夠根據培訓的成
效進行自我檢討和改進。

級別 3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培訓人員須具備的能力和技巧

認識美容實務培訓的基本技巧，例如：
技術示範及實習的安排
觀察及指導技巧

認識設計培訓內容和檢討成果的知識與技巧
瞭解各類受訓者的學習特點及常見學習問題
瞭解有效提出改善方案及解決常見學習問題的方法和技巧

2. 掌握技術培訓的技巧及設計培訓方法，並進行自我檢討
能夠根據美容院或相關工作場所的實務流程，設計和進行有系統且正確的培訓步驟並能向受訓者作
出各項實務工作的正確示範及講解
在實務操作中，能夠透過示範和講解，協助受訓者處理和解決技巧上和涉及顧客關係的難題，例
如：

銷售的心理與方法的運用等
不斷觀察受訓者的表現及作出修正評估，提供改善知識與技能的正面意見及方法，跟進受訓者的學
習表現
懂得引發受訓者的學習積極性，有效鼓勵受訓者進行自覺和主動的學習
鼓勵及引導受訓者自我評估及檢討，協助提出自我改善的計劃，以期達到自我改進和進行獨立的訓
練
能夠從培訓過程及受訓者的表現中，自我進行培訓成效的檢討，並提出改善方案，達到培訓的成果
懂得引導及協助受訓者解決學習困難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掌握美容實務培訓技巧，為資歷較淺的同事設計及提供技能訓練，促使受訓者能靈活運用及掌
握更深層的實務操作技巧；
能夠掌握實務培訓的重點，正確引導及協助受訓者進行自我評估及檢討，從而作出改善；及
能夠從培訓過程中進行培訓成效的檢討及提出改善方案，以達到培訓成果的目的。

備註 此能力單元之學分值假設該人士已具備三年或以上的美容相關工作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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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執行營銷計劃

編號 BEZZMS301A

應用範圍 於美容產品營銷部門或相關工作地點，銷售人員能夠運用銷售技巧，有效地執行營銷計劃，完成所屬機構
擬訂的銷售目標。

級別 3

學分 9（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美容產品／服務營銷認知

認識美容產品／服務銷售渠道
認識美容產品／服務銷售程序
認識外匯風險及管理概念
認識政府對美容產品／服務所訂立的法規
認識美容產品／服務市場資訊系統

2.執行美容產品／服務營銷計劃
按所屬機構擬訂的營銷計劃，安排美容產品／服務銷售區域及隊伍
運用美容產品／服務銷售技巧，例如：談判技巧、尋找目標顧客及促銷技巧
利用資訊科技及互聯網銷售美容產品／服務
評估營銷計劃的成效
檢討營銷計劃執行的流程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掌握營銷技巧；及
能夠有效地執行營銷計劃，完成所屬機構擬訂的銷售目標。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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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掌握美容商品櫥窗陳列設計技巧

編號 BEZZMS302A

應用範圍 於一般美容店舖、陳列室，掌握窗橱陳列設計技巧，並根據所屬機構形象和消費者的取向，有效地展示／
陳列美容產品，吸引顧客，以達到銷售目的。

級別 3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瞭解窗橱的功用及各類陳列設計

瞭解窗橱的功用
引人注目流連
挑起消費者購買慾
帶給消費者視覺享受
商品訴求

瞭解各類陳列設計技巧
商品跟主題搭配
色彩設計
照明
襯景飾物

瞭解各類陳列主題設計
商業化
生活化 (季節、節慶等)
個性化

2.展示／陳列美容商品
掌握美容商品櫥窗整個陳列設計流程

構思設計
草擬設計圖 (版面設計)
搜集材料／道具
設計美容產品擺設架

有效地展示／陳列美容商品，以吸引顧客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清楚瞭解窗橱的功用及陳列設計的技巧，並能掌握所屬機構形象和消費者的取向，有效地展示／
陳列美容商品，以達到銷售目的。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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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掌握基本零售管理

編號 BEZZMS303A

應用範圍 於美容相關工作場所，能夠掌握基本零售管理知識，有效執行日常美容店舖零售工作。

級別 3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瞭解基本零售管理概念

瞭解基本零售管理概念
瞭解零售店舖管理，例如：開舖前的準備

軟件方面
態度親切和笑容可掬的員工
整潔和舒適的購物環境
具吸引力和整齊的產品展示
良好的存倉管理

硬件方面
收銀處
商品陳列設施
防火及安全裝置

認識財務管理，包括：
資源運用及控制
適當分配資源

瞭解人事管理，包括：
招聘及挑選人才
培訓人才
計劃、分配和評估工作

按顧客流量分配人手
按員工能力分配人手
考慮全職與兼職的比例
配合來貨期及推廣期
按照公平原則，分配工作
推動／激勵下屬

瞭解資訊管理
有效運用資訊
透過資訊交流去解決難題及作出決策

2.應用零售管理的知識
掌握美容基本零售管理技巧，協助執行美容店舖零售管理工作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掌握基本零售管理知識，於常規的工作環境下，協助進行店舖零售管理工作。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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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執行銷售支援

編號 BEZZMS304A

應用範圍 於美容相關工作場所，能夠執行美容銷售支援工作，協助完成交易。

級別 3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美容產品／服務銷售知識

瞭解美容產品／服務市場概況
不同種類美容產品及服務的市場價格及需求
美容產品的供應來源
與美容產品／服務相關的法例規定

瞭解美容產品／服務銷售系統及程序
2.執行美容產品／服務銷售支援

訂購及銷售美容產品
準備訂購及銷售文件
準備付款單據
聯絡交付貨品
提供美容產品及諮詢服務
提供售後服務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根據所屬機構的指引，執行銷售支援工作，協助完成交易，並能提供售後服務。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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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執行市場調查計劃

編號 BEZZMS305A

應用範圍 於美容產品／服務市場調查相關工作地點，收集美容產品／服務市場調查資料，並根據所屬機構的需要，
有效地運用市場調查技巧，執行市場調查計劃，完成機構擬定的市場調查目標。

級別 3

學分 9（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瞭解美容產品／服務市場調查技巧

瞭解美容產品／服務市場調查目的，例如：
發展新產品／服務
銷售及市場推廣

瞭解美容產品／服務市場調查方法
瞭解美容產品／服務市場資訊系統

2.執行市場調查計劃
按所屬機構擬訂的目標，有效地執行市場調查計劃，包括：

確定市場調查目標
設計市場調查方式
評估市場調查計劃執行結果

管理與協調市場調查工作
運用市場調查方法，例如：

問卷(Questionnaire)
觀察(Observation)
訪問(Interview)
焦點小組(Focus Group)

利用資訊科技及互聯網，收集及分析美容產品／服務市場調查資料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根據所屬機構的要求，收集及分析美容產品／服務市場調查資料；及
能夠有效地運用市場調查技巧，執行美容產品市場調查計劃，完成公司擬訂的市場調查目標。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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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執行美容業職安健的風險評估

編號 BEZZOM301A

應用範圍 於美容相關工作場所，能有效地評估美容業務運作中有關職安健潛在的風險及危害。

級別 3

學分 9（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風險評估的基本知識

瞭解美容業運作的各種職安健之風險
風險的基本概念
潛在的職安健危害及可引致之風險
相關的職安健法例及其要求，例如：
僱員人數逾50人的工作場所必須配備有急救箱，並至少有一人懂得急救知識等
風險評估的基本步驟及方法
風險評估對防止意外的重要性

2. 執行美容業的風險評估
能將美容業各種工序及環境分類，搜集有關的資料，如化學品的特性和處理、美容儀器的特性及注
意事項
能有效分析美容工序、儀器及工作環境的潛在危害，進行風險評估：

根據潛在危害的發生機會、途徑、傷害程度、引致的後果進行評估
評估目前風險控制的方法及其失效的機會及後果
運用評估結果消除或減低相關的潛在危害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按美容業各種的美容工序、場地、環境、性質，有效地分析危害，並能評估相關的風險，達致消
除或減低風險。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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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執行招聘程序

編號 BEZZOM306A

應用範圍 於美容相關工作場所，能夠根據所屬機構現時營運狀況及未來業務發展需要，有效地執行招聘程序。

級別 3

學分 3（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招聘活動相關知識

認識所屬機構的營運架構及工作流程
瞭解所屬機構既定的招聘程序及準則
瞭解所屬機構的聘用條款
認識各種招聘途徑及功效
認識現行法例對招聘活動的規範，例如：

《僱傭條例》
《性別歧視條例》
《家庭崗位歧視條例》
《個人資料(私隱)條例》

瞭解所屬機構未來業務發展動向、員工流失情況及內在、外在因素
瞭解現時人力資源市場狀況、薪酬趨勢及所屬機構的客觀條件
瞭解撰寫招聘廣告的技巧

2. 執行招聘程序
根據所屬機構現時狀況及未來業務發展計劃，確立人力資源需求
根據所屬機構的營運架構及需要，確立職位需求，例如：

空缺職位及職位的具體要求，例如：教育程度、工作經驗、專業資格等
僱用形式，例如：長期／短期合約、全職／兼職等
晉升制度

根據所屬機構既定指引，確立招聘計劃，例如：
確定招聘預算
選擇合適的招聘途徑，包括：內部選拔、外部招聘

根據所屬機構既定指引，有效地執行招聘程序，例如：
按照機構招聘原則，進行初步篩選
安排候選人面試，包括：口試、筆試、實際操作等
按照機構既定標準，對應徵者進行評核

根據所屬機構既定指引，準確核實特殊專業職位所聘用的人士，具備相關專業資格，以符合相關法
律規定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按照所屬機構既定招聘程序及相關法例要求，根據所屬機構現時營運狀況及未來業務發展需
要，有效地執行招聘程序。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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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調配員工

編號 BEZZOM307A

應用範圍 於美容相關工作場所，能夠掌握所屬機構各職級的工作範疇及職 能，並能按照機構人力架構變化、員工的
工作表現及發展意願，向管理層提出調配員工的建議，以發揮員工的長處及配合機構的發 展。

級別 3

學分 3（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瞭解人力資源管理概念

瞭解人力資源管理基本概念
瞭解所屬機構組織架構及各職級的工作範疇、職能，例如：

專業美容師
行政、人事管理人員
營銷人員
接待人員
業務推廣人員
財務管理人員
倉庫管理人員

瞭解所屬機構人力資源管理政策，包括：
招聘錄用
工作分析
薪酬管理
績效管理
員工培訓

瞭解各種員工調配形式及原則，包括：晉升、借調、職位調派等
瞭解內部選拔及晉升的好處，例如：

提高員工學習及工作的積極性
培養員工對機構的歸屬感

瞭解員工調配對所屬機構的影響，包括：營運成本、組織架構轉變等
2. 調配員工

根據所屬機構現時情況及未來業務發 展，確立人力資源需求
因應所屬機構營運狀況，確立員工調配形式
根據員工表現評核結果，向管理層提出調配員工或內部晉升的建議
檢討調配後的員工表現及對所屬機構營運的影響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掌握所屬機構的組織架構及各職級的職能及工作範疇；及
能夠按照所屬機構現時情況及未來業務發展，及員工表現評核結果，向管理層提出調配員工的建
議，以發揮員工的長處及配合機構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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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執行薪酬基準和佣金制度

編號 BEZZOM308A

應用範圍 於美容相關工作場所，能夠根據所屬機構的人力資源管理政策，及遵照相關法例要求，有效地執行機構的
薪酬基準和佣金制度，以挽留及吸納人才，達致良好的人事管理。

級別 3

學分 3（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薪酬基準及佣金制度相關知識

瞭解所屬機構的人力資源管理政策
明白薪酬的定義，包括：基本工資、佣金、津貼、獎金、福利、強積金等
瞭解薪酬制度的原則及考慮要素，包括：公平性、合理性、競爭性等
明白所屬機構內不同職級、不同薪酬形式的計算方法及基準
瞭解所屬機構的薪酬架構及調整機制
明白美容業勞工市場的現況及趨勢
瞭解薪酬制度的相關法律規範

2. 執行薪酬基準和佣金制度
根據所屬機構的薪酬制度，公平地執行薪酬基準和佣金制度，包括：

確保薪酬及佣金計算方法於所屬機構內的一致性、公平性
確保所屬機構的薪酬及佣金水平於人力市場上具有競爭力
確保薪酬及佣金制度符合相關勞工法例要求

透過有效的溝通渠道，讓員工清楚瞭解薪酬計算方法及調整準則
因應人力市場的狀況，向管理層提出調整薪酬基準及佣金制度的建議，以挽留及吸納人才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掌握所屬機構的人力資源管理政策；
能夠根據所屬機構的薪酬制度，公平地執行機構薪酬基準和佣金制度，確保薪酬基準和佣金制度符
合勞工法例規定；及
能夠因應市場變化及所屬機構實際營運所需，向管理層提出調整薪酬基準和佣金制度的建議，以挽
留及吸納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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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處理員工記錄

編號 BEZZOM309A

應用範圍 於美容相關工作場所，能夠根據相關法例要求，正確地處理僱員記錄，以保障僱傭雙方利益。

級別 3

學分 3（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瞭解處理僱員記錄的相關法律制度

瞭解有關處理及備存僱員記錄的相關法例
《僱傭條例》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
《稅務條例》
《個人資料(私隱)條例》

瞭解需保存的僱傭記錄種類，例如：
個人資料
僱傭記錄
培訓記錄
體格檢驗、病假、其他醫療補償申索記錄
涉及紀律程序的書面記錄
工作表現評核報告

瞭解妥善保存僱傭記錄的重要性
瞭解有關不當保存、處理僱員記錄的法律責任

2. 處理僱員記錄
於日常人事管理中，遵守相關法律規定，正確地處理現職、已離職僱員記錄，例如：

《僱傭條例》之規定
個人資料
僱傭記錄
法定備存期限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之規定
僱員記錄
每月付款結算書

《稅務條例》之規定
個人資料
受僱記錄
受僱職位
以現金支付的薪酬數額
僱員及僱主強積金供款額

《個人資料(私隱)條例》之規定
保障資料原則
資料的使用、披露、移轉
資料的保安、刪除
收集個人資料聲明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瞭解有關處理僱員記錄的相關法例；及
能夠在日常人事管理中，正確地處理僱員記錄，以保障僱傭雙方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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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執行貨品處理程序

編號 BEZZOM314A

應用範圍 於美容產品銷售地點及美容相關場所，能夠有效地執行貨品存取程序及記錄存檔，並能管理存貨數據，協
助制定正確處理滯銷或逾期之美容產品的指引，以助所屬機構採購貨品及處理滯銷貨品。

級別 3

學分 3（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瞭解美容產品的特性及相關的存取程序

暸解美容產品的特性，存放、搬運及防護要求
明白貨品「先入先出」的原則之重要性
暸解所屬機構使用的美容產品標纖系統及其特性
暸解所屬機構既定的美容產品存取及記錄程序

2. 處理美容產品之存取程序及記錄存檔，並能管理存貨數據
掌握所屬機構既定的美容產品存放及提取程序，執行：

各種貨品於不同場地(倉庫、零售點)的存放、提取及確認程序
各種貨品的存放及提取文件或電腦記錄
先入先出的程序
定期查閱存貨，並記錄及匯報滯銷、即將到期、逾期的美容產品數量

執行緊急應變程序，例如貨品遺失或損毀等
掌握所屬機構既定的政策，正確處理滯銷或逾期之美容產品
管理存貨數據，協助制定正確處理滯銷或逾期之美容產品的指引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根據所屬機構既定的指引和政策，正確地存取及處理逾期或滯銷美容產品，並能記錄存檔；及
能夠管理存貨數據，協助制定正確處理滯銷或逾期之美容產品的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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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制定營運場所環境衛生管理程序和要求

編號 BEZZCN401A

應用範圍 於美容相關工作場所，能夠分析、檢討營運場所的營運情況和環境衛生狀況，以制定營運場所環境衛生管
理程序和要求。

級別 4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瞭解美容營運場所的運作與環境衛生事宜

瞭解與所屬機構營運、服務項目相關的各項衛生和消毒事宜
營運場所環境衛生，例如：

供水及排水系統
照明系統
冷暖氣系統
通風系統
供電系統
防滑設施
緊急救助設備等

用具、設備和物料的衛生處理
員工的個人衛生、儀表與裝備
廢物(尤其沾污的物件)的處理等

瞭解預防傳染病知識及相關法例要求
瞭解美容業相關的環境衛生法例與標準

2. 制定營運場所環境衛生管理程序和要求
分析所屬機構營運與各項的服務流程，考慮環境、設備、人物等因素，以評估各活動環節所構成交
叉感染的可能性和嚴重性
根據衛生標準的要求和交叉感染的評估，制定有效的清潔及消毒規範，包括營運場所環境衛生、設
備衛生、員工個人衛生等工作程序和指引
定期監察衛生程序執行情況，以確保衛生規範得以貫徹執行
制定檢討程序，以更正偏差及作出改善
制定報告程序及建立資料記錄系統，以便提供數據作覆檢和印證運作的效率
制定緊急應變程序，以應付突發事故，如所屬機構內發生感染個案，需配合有關衛生部門進行調
查、預防及控制措施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分析和檢討美容相關機構的營運情況和環境衛生狀況，制定營運場所環境衛生管理程序和要
求，以預防傳染病的發生和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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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制定美容儀器保養及維修程序

編號 BEZZCN409A

應用範圍 於美容相關工作場所，能夠參照儀器製造商的操作及保養手冊，因應所屬機構實際營運情況，制定符合機
構所需的美容儀器保養及維修程序。

級別 4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美容、美甲儀器保養及維修知識

瞭解各類美容、美甲儀器的基本結構
瞭解各類美容、美甲儀器的運作原理及功能
瞭解各種美容、美甲儀器的操作步驟、方法及需注意事項
瞭解美容、美甲儀器的相關法律規定

2. 制定美容、美甲儀器保養及維修程序
參照儀器製造商的操作及保養手冊，按照所屬機構實際營運情況，制定符合機構所需的日常保養及
維修程序，例如：

日常清潔程序
檢查程序及方法
校正及測試
物料添加和更換
安排維修程序及步驟
保存儀器操作手冊
定期檢測安排
保存、更新、重置和提升儀器相關電腦操作軟件
記錄和管理保養及維修儀器的資料檔案
緊急應變程序及通報機制

確保特別美容、美甲儀器的保養及維修程序符合相關法定要求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參照美容、美甲儀器製造商手冊，並遵守相關法律規定，制定符合所屬機構所需的保養及維修
美容儀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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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管理員工關係

編號 BEZZCN408A

應用範圍 於美容相關工作場所，能有效地管理員工，使所屬機構內美容專業人員發揮最大潛能，提升機構員工管理
的績效。

級別 4

學分 9（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員工關係管理知識

瞭解美容員工關係管理理論，如：
人事管理技巧
激勵員工
輔導員工
管理團隊等

2. 執行員工關係管理
按所屬機構的政策，執行員工關係管理

發展員工基本人事技能
瞭解個別員工需要
運用溝通技巧，與員工進行良好的交流
建立員工自信
獲取員工信任和承諾

激勵員工
幫助員工發揮最大潛能
培育員工，提高績效
建立夥伴關係
樹立典範
有效獎賞及晉升

輔導員工
理解及指導員工
處理員工個人問題，例如：遲到、情緒智商、壓力管理等
處理員工間紛爭及不滿
自我評估

團體管理
設立團隊目標
分析團隊能力、隊員優點及缺點
有效聯繫，建立團隊精神

掌握對員工關係管理產生影響的因素，例如：
僱傭條例
道德標準
平等機會
性騷擾
個人私隱
防止賄賂條例

掌握市場環境改變，調整員工關係管理策略，與員工維持良好關係，以提升美容專業人員的績效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有效地執行員工關係管理，使美容專業人員發揮最大潛能；
能夠與美容專業人員維持良好員工關係，發揮團隊合作精神；及
能夠因應市場環境改變，建議調整員工關係管理策略，以提升美容專業人員的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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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進行複雜特技化妝

編號 BEZZMU401A

應用範圍 於化妝相關工作場所，能夠掌握複雜特技化妝技巧，按照人物造型的特徵，選擇合適的特技化妝用品及工
具，為顧客進行複雜特技化妝。

級別 4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複雜特技化妝相關知識

瞭解複雜特技化妝所需的化妝用品、工具的種類及使用方法
瞭解特技化妝用品的基本成份，如乳膠、蠟、血漿
瞭解各種複雜特技化妝造型的特徵及分別
瞭解乳膠的使用技巧及適用情況，如：燒傷妝、年老妝等
瞭解基本面部肌肉構造
瞭解各種血漿的區別及使用技巧
瞭解蠟的使用技巧及適用情況，包括：槍傷、抓傷、割傷、刀傷、暗瘡、水痘、假鼻等
瞭解假光頭帽的配戴技巧及注意事項

2. 進行複雜特技化妝
執行化妝前準備工作，例如：

消毒所需用具及雙手
為顧客進行化妝前皮膚測試

掌握乳膠的使用技巧，為顧客塑造年老妝，包括：
根據顧客的面部肌肉構造，正確塗上乳膠
依照所需造型效果，選用合適的化妝用品，營造皺紋、老人斑、微絲血管等特技效果

掌握乳膠的使用技巧，為顧客塑造燒傷效果，包括：
懂得判斷各級燒傷程度、性質
掌握乳膠、魚膠粉、膏狀、粉狀顏色料的使用技巧

掌握蠟的使用技巧，為顧客製造槍傷、抓傷、割傷、刀傷、暗瘡、水痘、假鼻等特技效果，包括：
判斷造型特徵
懂得運用化妝顏料

掌握假光頭帽的套用技巧，為顧客塑造光頭效果
按照人物造型所需，為顧客塗上合適的血漿
評估整體特技化妝效果
掌握卸除化妝的步驟及技巧，選擇合適的溶解劑，為顧客徹底卸妝
清潔及妥善保存化妝用品及用具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掌握複雜特技化妝技巧，及選擇特技化妝用品的準則；
能夠按照顧客所需的特技效果，選擇適當的化妝用品及工具，為顧客進行複雜特技化妝，並能妥善
地存放化妝用品及工具；及
能夠選擇合適的溶解劑，為顧客徹底卸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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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設計舞台化妝造型

編號 BEZZMU402A

應用範圍 於化妝相關工作場所，能夠掌握各類舞台化妝的特點及技巧，因應顧客的特徵及需要，為顧客設計合適的
舞台化妝造型，達到形象美化的效果。

級別 4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舞台化妝造型知識 

瞭解舞台大小、距離、燈光色彩對妝容的影響
瞭解不同人物角色化妝設計的分別
瞭解舞台妝所用的色彩以及輪廓特點

2. 設計舞台化妝造型
掌握角色造型的特點，運用舞台化妝技巧，為顧客設計合適的造型
掌握舞台妝常用的方法及要求，為顧客設計合適的舞台化妝造型，包括：

掌握舞台面譜描繪的重點手法
勾畫線條及輪廓
配搭合適的服飾及髮型
配合舞台設計及燈光
配合角色造型
正確運用色彩漸變技巧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掌握舞台化妝技巧；及
能夠因應舞台大小、燈光，運用舞台化妝技巧，塑造出能配合主題及角色的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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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素描人體造型(全身)

編號 BEZZMU403A

應用範圍 於化妝相關工作場所，能夠掌握人體造型素描技巧(全身)，運用適當的素描工具，在紙上為顧客素描人體
造型。

級別 4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瞭解人體造型素描

瞭解常用素描工具的種類及其用途，例如：炭鉛筆、水彩顏料、水粉顏料、油畫顏料等
瞭解人體造型的特徵
瞭解造型與素描關係，包括：

形體結構
明暗對比
立體層次
比例關係

2. 進行人體造型素描
執行素描前準備工作，例如：

選擇合適的光度
選擇合適的背景
選擇合適的工具

能夠掌握人體造型素描技巧，運用不同素描工具，素描人體輪廓
能夠表現線條的結構，包括：長短、曲直、虛實、濃淡、疏密等
能夠表現出明暗光影及層次變化
能夠表現造型特徵，包括：五官、服飾、形態、膚色、表情等
能夠素描出身體各部位
能夠評估素描比例是否正確和達致整體協調的效果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掌握人體造型素描技巧(全身)，運用適當的素描工具，在紙上為顧客進行素描人體造型；及
能夠評估素描比例是否達致整體協調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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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描繪動感彩繪(全身)

編號 BEZZMU404A

應用範圍 於化妝相關工作場所，能夠掌握人體動感彩繪技巧，運用適當的彩繪工具，為顧客描繪動感彩繪(全身)。

級別 4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動感彩繪造型相關知識

瞭解人體的基本骨骼、肌肉結構(全身)
瞭解描繪動感彩繪所需的用具及用品種類、應用技巧
瞭解色彩暈染與搭配技巧
瞭解各種彩繪圖案的對比與配搭技巧(全身)
瞭解人體素描技巧(全身)

2. 描繪動感彩繪(全身)
掌握動感彩繪技巧，運用合適的彩繪用具及用品，為顧客描繪全身動感彩繪造型
評估全身動感彩繪的效果是否統一及協調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掌握動感彩繪技巧；及
能夠運用化妝、色彩搭配技巧，使用合適的彩繪工具及用品，為顧客描繪全身動感彩繪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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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設計造型化妝(個人形象)

編號 BEZZMU406A

應用範圍 於化妝相關工作場所，能夠掌握造型化妝設計的特點和技巧，根據顧客的性格特點和形象，以及按照客觀
條件、活動環境因素等，為顧客塑造形象，並設計具獨特氣質的造型化妝。

級別 4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設計造型化妝的相關形象知識

瞭解造型化妝設計的概念、目的
認識造型化妝設計的基本原則，例如：

配合活動時間、地點、場合
整體統一性
個人形象與客觀環境因素和諧協調

認識設計造型化妝的具體步驟，包括：
與顧客溝通瞭解
繪畫草圖
形象定位
確定設計方案

瞭解設計造型化妝的基本分析方法及其重要性，例如：
顧客職業、年齡、臉型、膚色、體型
顧客的氣質特點等

掌握不同形象造型的特徵及化妝要點
2. 設計個人形象的造型化妝

掌握造型化妝設計技巧，按照正確步驟，為顧客設計造型化妝，包括：
透過觀察和溝通，瞭解顧客出席活動的時間、環境及場合
分析顧客的客觀條件及個性風格、特點，並繪製設計方案
根據試妝效果及顧客意見，修改、調整設計，並進行形象定位
為顧客進行個人形象造型化妝

掌握造型化妝設計中的形象造型方法，具體表現在數方面，例如：
職業定位
個性定位
造型定位
TPO定位（時間、地點、場合）

掌握不同形象造型的特徵及化妝技巧，根據活動環境及顧客的個性風格，為顧客設計個人形象造型
化妝，例如：

浪漫型
清純型
典雅型
瀟灑型
職業型
休閒型等

能夠通過化妝造型設計技巧，將顧客所要求和合適的形象具體地表達出來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掌握個人形象的造型化妝知識及技巧；及
能夠掌握設計個人形象造型的基本原則與技巧，根據活動環境及顧客的個性風格，為顧客塑造形
象，並設計具獨特氣質、與客觀環境相協調的造型化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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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進行影視化妝

編號 BEZZMU407A

應用範圍 於提供影視化妝相關工作場所，能夠掌握影視/高清化妝技巧，因應攝影制式、角色造型、場景等因素，並
按照個人及作業的衛生守則，為顧客設計及提供相關化妝服務。

級別 4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影視化妝相關知識

認識常見的影像規格定義、基礎理論及效果等
瞭解色彩理論
瞭解各種影視化妝的妝效分類、特徵及化妝技巧，例如：

死亡妝
創傷性化妝和假鬍等

瞭解進行影視化妝時需考慮的因素及注意事項，例如：
人物角色與造型
歷史及時代背景
衣著服飾
拍攝場地
燈光及攝影效果等

瞭解影視化妝的技巧、應注意事項及禁忌
認識各種常用的影視化妝產品、工具及其功效
瞭解高清影像拍攝的基礎理論及效果
瞭解高清化妝技巧、應注意事項及禁忌
認識各種常用的高清化妝產品、工具及其功效
瞭解電視妝和電影妝的分別及特點
認識進行化妝前皮膚測試的原因、重要性及步驟
認識記錄及保存化妝資料的原因及重要性

2. 進行影視化妝
進行人物角色的資料搜集，以確認或設計相關的化妝造型
執行化妝前準備工作，例如：

消毒雙手及用具
進行皮膚測試
選擇合適的化妝產品及用具等

掌握影視/高清化妝及工具使用技巧，根據攝影制式、人物造型及拍攝要求等因素，按照個人及作業
的衛生守則，為顧客進行影視/高清化妝
懂得運用合適的塑型原料
懂得記錄及保存有關人物角色造型、歷史背景及相關化妝資料，以作參考之用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掌握影視/高清化妝的知識、技巧及禁忌；及
能夠根據拍攝制式、人物角色、歷史背景、拍攝場景等因素和要求，按照個人及作業的衛生守則，
為顧客進行影視/高清化妝，並作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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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設計指／趾甲的各種花甲造型

編號 BEZZNA401A

應用範圍 於提供美甲、手足護理場所，能夠掌握指／趾甲各種花甲造型設計的技巧，為顧客繪圖及設計不同花甲造
型。

級別 4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花甲造型設計相關知識

認識基本花甲藝術概念
瞭解設計立體花款的基本技巧，例如：圓點、花瓣、花葉、菱形、玫瑰花、茉莉花等造型等
瞭解色彩學理論
瞭解各種花甲的分類及特徵，例如：

手繪花甲
彩繪花甲
貼片花甲
鑲鑽花甲
水染花甲
浮雕花甲
噴繪花甲
內雕花甲
3D立體花甲等

2. 花甲造型設計
按照顧客的要求，配合其衣飾、妝容等，為顧客設計合適的花甲造型
掌握繪畫技巧，為顧客設計及繪畫合適的圖案、花款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掌握繪畫及設計花甲造型的技巧；及
能夠按照顧客的需要，正確運用花甲設計及色彩搭配技巧，配合顧客的衣飾、妝容及出席場合，為
顧客設計合適的花甲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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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製作立體花款

編號 BEZZNA402A

應用範圍 於提供美甲、手足護理場所，能夠按照顧客指／趾甲狀況及需求，運用製作立體花款的技巧，為顧客製作
立體花款。

級別 4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立體花款的概念、製作技巧

瞭解各種製作立體花甲的專用工具及材料，例如：
水晶雕花筆
彩色水晶液
彩色水晶粉
鐳射水晶粉
彩色貼片等

瞭解色彩學理論
瞭解各種立體花款造型的設計技巧，例如：

五瓣花內雕
菱形內雕
玫瑰內雕
茉莉花內雕
五瓣花外雕
菱形外雕
玫瑰外雕
水晶3D立體雕塑等

2. 製作立體花款
執行護理前準備工作，包括：

清潔及消毒用具和雙手
檢查顧客的指／趾甲狀況

掌握製作立體花款的技巧，按照顧客的需求，配合其服飾、妝容，為顧客製作合適的立體花款
掌握立體花款雕塑及色彩配搭技巧，按顧客要求的花款，正確調配花甲物料，為顧客製作立體花款
向顧客講述護理後的應注意事項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掌握製作立體花款的技巧；及
能夠按照顧客的要求，正確運用製作立體花款技巧，為顧客設計、製作立體花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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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設計香薰於美容護理的環境設施配套

編號 BEZZHC401A

應用範圍 於提供香薰美容護理場所，能夠掌握環境設施配套與香薰美容的相互關係，及所屬機構的營運政策和業務
發展，並懂得與設計師溝通，參與設計及協助策劃高效用、適時的環境設施配套，以配合香薰美容護理服
務。

級別 4

學分 3（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瞭解香薰美容與環境設施配套之相互關係

瞭解香薰美容護理的目的，例如：
鬆弛神經
振作情緒
滋潤皮膚等

瞭解香薰與心理的關係，包括：嗅覺、聽覺、視覺、味覺及觸覺等
認識香薰美容場所的整體佈置要求及所需儀器配備，例如：

接待室
護理室
香薰貯存區等

瞭解香薰美容場所的裝潢設計技巧及整體形象佈局
瞭解香薰美容場所的裝潢須知及準則，例如：

照明系統
冷暖氣系統
通風系統
供水及排水系統
供電系統等

瞭解裝潢物料的配搭技巧，例如：
色彩配搭
材料配搭等

瞭解相關的法例要求及行業守則
2. 參與設計及協助策劃香薰美容的環境設施配套

掌握設計技巧，按所屬機構的營運策略、公司形象及業務所需，懂得與設計師溝通，並參與設計及
協助策劃合適的香薰美容環境設施配套，例如：

簡樸自然
典雅情調

因應環境變遷、市場狀況，進行檢討、重新設計香薰美容環境設施配套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掌握香薰美容與環境設施配套的相互關係；
能夠掌握香薰美容環境設施配套的設計技巧；及
能夠掌握所屬機構的業務所需及營運政策，參與設計及協助策劃高效用、具彈性的香薰美容環境設
施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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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掌握香薰美容與神經和內分泌系統運作的關係

編號 BEZZHC402A

應用範圍 於香薰產品零售店、提供香薰美容護理場所，能夠掌握香薰美容護理技巧，以及香薰美容與神經和內分泌
系統運作關係的知識，按照顧客身體狀況及需要，推介合適的香薰產品(在推介時，指導顧客如何使用香薰
產品，並作示範)或提供合適的香薰美容服務。

級別 4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香薰美容知識與神經、內分泌系統相互關係的基本概念

瞭解香薰美容護理知識，包括：
精油及媒介油的種類、特性、功效
香薰美容的療效及禁忌
香薰精油的化學成份及應用方法
精油稀釋比例、搭配技巧
香薰產品使用禁忌等

瞭解神經系統基本概念，例如：
神經系統的組成及功能
刺激神經系統的因素，例如：化學藥品、按摩等

瞭解內分泌系統基本概念，例如：
內分泌系統的組成及功能
功能失調對人體的影響

瞭解內分泌系統與血液、神經系統的相互關係
瞭解香薰傳入人體的方法及作用，包括：

由呼吸系統傳入、受影響的組織及系統
由皮膚系統傳入、受影響的組織及系統

2. 掌握香薰美容與神經和內分泌系統運作的關係
掌握香薰美容與神經和內分泌系統運作關係，根據顧客身體狀況及需要，推介合適的香薰產品(在推
介時，指導顧客如何使用香薰產品，並作示範)或提供香薰美容護理服務
懂得向顧客介紹香薰美容對身體及精神的功效，例如：

調節、平衡神經系統
促進人體生理調節
舒緩／解決皮膚問題
護膚等

向顧客解釋香薰產品的使用方法與禁忌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掌握香薰美容、神經系統及內分泌系統的基本知識；及
能夠掌握香薰美容與神經和內分泌系統的相互作用關係，根據顧客身體狀況及需要，推介合適的香
薰產品(在推介時，指導顧客如何使用香薰產品，並作示範)或提供適當的香薰美容護理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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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運用香薰專業知識，以舒緩情緒及促進美容功效

編號 BEZZHC404A

應用範圍 於提供香薰美容服務地點，能夠掌握香薰美容知識，根據顧客的需要，正確調配香薰產品，及提供香薰美
容服務，以達致舒緩情緒及促進美容功效。

級別 4

學分 9（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香薰美容理論

瞭解香薰對心理及美容的作用，例如：振奮精神、舒緩壓力、滋潤皮膚等
瞭解各種常用精油及媒介油的特性、揮發速度及美容功效
瞭解複方精油的調配技巧、其功效及應注意事項
瞭解調配按摩油的技巧、稀釋比例及應注意事項
熟悉常用的香薰美容護理方式的功效、技巧及禁忌
瞭解香薰傳入人體的途徑
瞭解安全使用精油守則及應注意事項

2. 調配香薰以舒緩情緒及促進美容功效
掌握調配香薰產品的技巧，根據顧客的皮膚類型及護理需要，選擇合適的精油及媒介油，按正確稀
釋比例，加以調配
掌握各種香薰美容護理技巧，根據顧客的護理需要及已同意的護理計劃，採用已調配的合適香薰產
品，為顧客進行香薰美容護理，以達到舒緩情緒及促進美容功效
懂得在護理過程中，觀察顧客的反應，並能因應情況所需，作出判斷，採取適當補救措施
評估及分析護理效果是否達到預期目標，提供改善/補救方法，並按實際情況，作出跟進
向顧客提供家居美容護理專業建議及應注意事項
清楚記錄所用的香薰產品資料、顧客反應等，以作跟進及參考之用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掌握香薰美容知識、調配香薰產品技巧及其功效與應用禁忌；
能夠根據顧客身體狀況和護理需要，選擇合適的精油種類，並按所需稀釋比例調配合適的香薰產
品，為顧客進行香薰美容護理，以達致舒緩情緒及促進美容功效；及
懂得運用香薰的專業知識，評估及分析護理成效是否達到預期目標，並按實際情況作出相應的跟
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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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掌握各種水療按摩設備的水質及消毒系統

編號 BEZZHC405A

應用範圍 於提供水療按摩護理場所，能夠根據儀器製造商的指引及個人及作業的衛生守則，並遵照相關法例要求，
有效控制各種水療按摩設備的水質及消毒系統。

級別 4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瞭解水療按摩設備的環境衛生標準及消毒程序

瞭解水療按摩設備的水質測試方法及標準，例如：
酸／鹼度(pH值)
含鈣量
水溫等

瞭解各種化學消毒劑的功效及適用範 圍，例如：
鈣鹽(calcium hypochlorite)
碳酸氫鈉(sodium bicarbonate)
二氧化碳(carbon dioxide, CO2)等

瞭解不同化學消毒劑的安全含量、安全使用及貯存方法
瞭解進行水質測試時，應採取的安全措施及裝備
瞭解水療按摩場所通風設備的功用
瞭解相關法例要求及行業守則，如：公眾衛生及市政條例等

2. 掌握各種水療按摩設備的水質標準及消毒系統運作程序
根據製造商的指引，使用合適的化學消毒劑及劑量，並按時、按步驟測試水療按摩設備的水質，確
保達到衛生標準，有效預防有害微生物的滋生，及防止疾病傳染
掌握水療按摩設備水質測試技巧，以及制定和保存水質測試記錄
制定有效的日常清潔及檢測程序之工作指引
能夠按時、按使用率監測水質、池水的化學藥品濃度，以確保符合衛生安全標準
根據不同水療按摩設備之特質，有效地監測水中酸鹼值，以保持水質的質量
確保水療按摩設備的水質符合相關法例要求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掌握水療按摩設備的水質測試知識及正確的消毒程序；及
能夠根據製造商的指引及個人及作業的衛生守則，定期有效地控制水療按摩設備的水質，並確保消
毒系統運作正常，以防止疾病傳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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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設計水療護理的環境配套

編號 BEZZHC406A

應用範圍 於提供水療護理場所，能夠掌握環境配套與水療護理的相互關係，及所屬機構的營運宗旨與政策、公司形
象和業務發展，遵照相關法例要求，並懂得與設計師溝通，參與設計及協助策劃高效用、適時的環境配
套，以配合水療護理服務。

級別 4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瞭解水療護理的環境配套及設計技巧

瞭解水療護理的目的，例如：
鬆弛神經
舒緩情緒
愉悅身心等

瞭解五感的特點和功效，包括：嗅覺、聽覺、視覺、味覺及觸覺等
認識水療護理場所的整體佈置及所需環境配備要求，例如：

接待室
各類護理室
休息室
洗手間／浴室等

瞭解水療護理場所的裝潢設計技巧及整體形象佈局的概念，例如：
護理室的整體設計、色調與佈局
浴室的設計與佈局
壁畫、花卉擺設
背景音樂
柔和燈光
香薰及香薰燭台等

瞭解與各種水療護理配合所需的環境配套
瞭解水療護理場所的裝潢須知及準則，例如：

照明系統
冷暖氣系統
通風系統
供水及排水系統
供電系統
防滑設施
地台設計
緊急救助設備
消毒系統
水質測試系統等

瞭解裝潢物料的配搭技巧，例如：
色彩配搭
材料配搭等

瞭解相關的法例要求及行業守則
2. 參與設計及協助策劃水療護理的環境配套

根據所屬機構的營運策略與宗旨、公司形象及業務所需，懂得與設計師溝通，並參與設計及協助策
劃合適的水療護理環境配套，例如：

簡約自然
民族氣息
特色水療服務等

能夠因應環境變遷、市場情況，進行檢討、重新設計水療護理的環境配套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掌握各種水療護理與環境配套的相互關係及設計技巧；及
能夠掌握所屬機構的業務所需及營運政策，參與設計及協助策劃高效用、具彈性的水療護理環境配
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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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評估水療護理對舒緩情緒及促進美容的功效

編號 BEZZHC407A

應用範圍 於提供水療護理場所，能夠掌握水療護理知識，準確評估水療護理對舒緩顧客情緒及促進美容的功效。

級別 4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水療護理相關知識

瞭解各種水療護理的種類、適用範圍及功效，特別是對舒緩情緒的作用
瞭解水療護理的禁忌
瞭解水療護理環境配套對護理成效的影響
清楚評估護理成效的手法，例如：

觀察
詢問
對比等

2. 評估水療護理對舒緩情緒及促進美容的功效
掌握各種水療護理對舒緩情緒及促進美容的功效，並能根據顧客的身體狀況及反應，評估所提供水
療護理的效果
掌握可能對護理造成限制的情況及因 素，並懂得於評估水療護理功效時作為參考
掌握各種評估技巧，準確評估所提供的護理能否達致既定的護理目標和效果，並作跟進
準確記錄水療護理的細節及效果，並適當地保存顧客記錄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掌握水療護理知識；
能夠透過不同評估方法，準確評估水療護理對舒緩顧客情緒及促進美容的功效，並作出恰當的跟
進；及
懂得準確記錄水療護理的細節、效果及保存顧客相關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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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設計足底反射按摩的環境設施配套

編號 BEZZHC408A

應用範圍 於提供足底反射按摩護理場所，能夠掌握環境設施配套與足底反射按摩的相互關係及設計須知，和所屬機
構的營運政策，並懂得與設計師溝通，參與設計及協助策劃設計高效用、具彈性的環境設施配套，以配合
足底反射按摩護理服務。

級別 4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瞭解足底反射按摩與環境設施配套的相互關係及設計須知

瞭解足底反射按摩護理目的，例如：
改善新陳代謝
調節生理機能
頤年養生等

瞭解足底反射按摩場所的整體佈置要求及所需儀器配備，例如：
接待室
護理室
休息室
洗手間等

瞭解足底反射按摩場所的裝潢須知及準則，例如：
供水及排水系統
照明系統
冷暖氣系統
通風系統
供電系統
防滑設施
緊急救助設備等

瞭解裝潢物料的配搭技巧，例如：
色彩配搭
材料配搭等

瞭解相關的法例要求及行業守則
2. 參與設計及協助策劃足底反射按摩的環境設施配套

根據所屬機構的營運政策、公司形象及業務所需，懂得與設計師溝通，並參與設計及協助策劃合適
的足底反射按摩環境設施配套，例如：

簡樸自然
舒適休閒等

能夠因應市場狀況、環境因素，進行檢討及重新設計足底反射按摩的環境設施配套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掌握足底反射按摩與環境設施配套的相互關係和設計須知；及
能夠掌握所屬機構的業務所需及營運發展，參與設計及協助策劃高效用、具彈性的足底反射按摩環
境設施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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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掌握足底反射按摩與神經和內分泌系統運作的關係

編號 BEZZHC409A

應用範圍 於提供足底反射按摩的美容業經營場所，能夠掌握足底反射按摩與神經和內分泌系統運作的關係，並能應
用於足底反射按摩服務，以及能向顧客詳盡回答有關按摩護理的問題。

級別 4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足底反射按摩與神經、內分泌系統相關知識

認識人體神經系統的結構與功能
認識人體內分泌系統的結構與功能
認識有關反射按摩的理論，例如：

區帶療法
經絡學說等

瞭解有關神經和內分泌系統的常見疾病及其致病原因
瞭解足部如何顯示有關神經和內分泌系統的疾病信息

2. 掌握足底反射按摩與神經和內分泌系統運作的關係
掌握足底反射按摩對神經和內分泌系統的影響，例如：

促進神經反射
調節內分泌功能等

詳盡回答顧客有關按摩護理應用於改善神經和內分泌系統，乃至人體整體保健效果的問題
掌握足底反射按摩與神經和內分泌系統運作的關係，按照顧客的身體狀況及需要，選擇合適的足底
反射按摩護理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掌握足底反射按摩與神經和內分泌系統的基本知識；及
能夠掌握足底反射按摩與神經和內分泌系統運作的關係，根據顧客身體狀況及需要，按照個人及作
業的衛生守則，提供合適的足底反射按摩護理建議或服務，並能回答顧客有關按摩護理的保健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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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評估足底反射按摩的功效

編號 BEZZHC410A

應用範圍 於提供足底反射按摩的美容業經營場所，能夠為顧客評估足底反射按摩的功效，並因應顧客的身體狀況，
而修正有關按摩護理方案及作出適當的跟進。

級別 4

學分 9（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瞭解足底反射按摩對人體所產生的功效

瞭解足底反射按摩對人體所產生的各種保健功效
瞭解足底反射按摩的禁忌及限制
瞭解相關的衛生及安全守則
清楚評估護理成效的手法，例如：
觀察
詢問等

2. 評估足底反射按摩的功效
根據顧客的身體狀況及護理需要，以及被按摩者在按摩過程各階段的情況與反應，分析及評估被按
摩者能否達到預期的循序漸進效果
能夠按所得評估效果，修正有關按摩護理方案，並進行定期跟進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掌握有關足底反射按摩的各種保健功效；
能夠根據顧客在按摩後所產生的反應，對各項按摩技巧作客觀、理性分析，並評估足底反射按摩的
功效；及
能夠因應顧客的身體狀況，而修正有關按摩護理方案及定期跟進，以達到預期的按摩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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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設計美容護理的環境設施及陳設配套

編號 BEZZHC414A

應用範圍 於美容相關工作場所，能夠掌握美容護理的環境設施及陳設配套要求，並能因應不同美容護理場所的環境
因素與特性，懂得與設計師溝通，參與設計及協助策劃合適的環境設施及陳設配套。

級別 4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瞭解美容護理的環境設施及陳設配套

瞭解美容護理場所的裝修與裝潢須知及基本準則，能與設計師在環境設施配套設計方面進行溝通，
例如：

照明系統
冷暖氣系統
通風系統
供水及排水系統
供電系統
防滑設施
地台設計
化妝間、厠所、接待處
緊急救助設備

瞭解美容護理的環境配套設施，例如：
牆身或牆紙的顏色、圖案配搭
護理室的整體設計、色調與佈局
舒適的護理或按摩床舖
浴室的設計與佈局
壁畫、花卉擺設
音響設備及背景音樂
柔和燈光/燈飾
香薰及香薰燭台等

2. 參與設計及協助策劃美容護理的環境配套設施
根據護理場所個別的環境特性與限制，按照公司的形象，配合有助舒緩壓力的概念及實際營運操
作，參與設計及協助策劃舒適安全的美容護理環境設施及陳設配套
與設計師進行良好的溝通，按照公司的財務安排，選擇合適的裝飾物料及儀器設備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掌握美容護理的環境及陳設配套的知識；及
能夠根據美容護理場所個別的環境特性與限制，與設計師進行商討，並參與設計及協助策劃有助舒
緩壓力及符合實際營運操作的環境設施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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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配合養生美容、食療及保健按摩於美容護理組合

編號 BEZZHC418A

應用範圍 於提供保健按摩護理場所，能夠掌握養生美容、食療與保健按摩的相互關係，按照顧客的身體狀況及護理
需要，提供合適的美容護理組合建議。

級別 4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瞭解保健按摩與養生美容和食療的相互關係

瞭解保健按摩的功效及適用範圍
促進新陳代謝
加速血氣運行
改善肥胖體質

瞭解養生美容與食療的基本概念及其相互關係
瞭解設計養生美容之食療時需考慮的因素，例如：

年齡
體質
飲食習慣
過敏反應
疾病
禁忌症等

瞭解保健按摩與養生美容、食療相配合的美容護理效果
2. 配合養生美容、食療及保健按摩於美容護理組合

掌握各類保健按摩技巧，結合食療與養生美容概念，按照顧客的身體狀況及護理需要，建議合適的
養生美容、食療和保健按摩護理組合
懂得清楚記錄及妥善保存相關護理記錄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掌握各類保健按摩技巧及養生美容、食療知識；及
能夠掌握保健按摩與養生美容和食療的配合效果，根據顧客的身體狀況及護理目標，建議合適的養
生美容、食療和保健按摩護理組合，以加強養生美容的效果。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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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分析健康食品的資料及功效

編號 BEZZHC419A

應用範圍 於美容相關工作場所，能夠掌握香港食物環境衛生署對食品標籤之法定要求，按照產品所列的成份組合及
人體所需營養素的要求，正確分析健康產品的功效。

級別 4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瞭解健康食品功效及國際生產標準

瞭解營養成份之基本功能
瞭解常用的添加劑類別
瞭解健康食品標籤的食物配料表內容，包括：
主要及輔助營養素成份之療效性，例如：產生熱量的營養素、微量營養素等
營養素相關的聲稱，例如：營養素含量聲稱和營養素功能聲稱等
瞭解健康食品行業的國際生產規範標準，例如：優良製造規範(GMP)

2. 分析健康食品的產品資料及功效
根據食品標籤內容，綜合產品內主要及輔助營養素的療效性
遵照食物環境衛生署對食物標籤的要  求，按產品成份表所列之含量、產品名稱及其療效資料、使用
方法及建議用量，對產品資料進行簡單分析
懂得查閱食品製造商、代理商提供的產品安全、質量認證，評估產品基本的安全性，例如：優良製
造規範(GMP)、品質監控證明等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瞭解食品成份及營養成份的基本資料及功能，並能掌握健康食品的標籤內容；及
能夠遵照相關食物標籤法例對產品所列成份組合、含量及功能的規定，於進行健康食品銷售活動
中，持正確態度，向顧客或使用者正確分析健康食品標籤的資料，讓顧客或使用者能按個人需要，
挑選合適的健康食品。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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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分析顧客深層足底反射按摩需要

編號 106903L4

應用範圍 於提供足底反射按摩的美容業經營場所，在各種不同的情況下，能夠為顧客分析深層足底反射按摩的需
要，並按照衛生及安全守則，為顧客進行深層足底反射按摩護理。

級別 4

學分 9（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深層足底反射按摩知識

瞭解各人體器官組織的常見問題及其相對應反射區所產生的異常
認識各種足部診斷的方法，包括望、聞、問、切四診
瞭解各常見病症適用的深層足底反射按摩技巧
明白深層足底反射按摩的應注意事項、禁忌及限制

2. 分析顧客深層足底反射按摩需要
觀察被按摩者足部的外形
查詢被按摩者過去病歷、發病的原因和治療經過，以及現時症狀
觸摸被按摩者的各反射區，以驗證其所述的病症
根據四診所得的資料，分析顧客深層足底反射按摩的需要以及講解預期效果
按照衛生及安全守則，為顧客進行深層足底反射按摩謢理

按摩時間
按摩次數
按摩次序
區別主次反射區，包括各基本反射 區、症狀反射區、關聯反射區等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掌握深層足底反射按摩知識、技巧；
能夠為顧客分析深層足底反射按摩的需要；及
能夠按照個人及作業的衛生守則，根據顧客的要求，為顧客進行深層足底反射按摩謢理。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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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評估美容護理效果及建議護理需要

編號 BEZZBC401A

應用範圍 於美容院、提供美容護理場所，能夠正確地評估美容護理後的效果，並能鑒別顧客的需要，提供專業及全
面的護理意見。

級別 4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瞭解各種美容護理效果、限制因素

瞭解皮膚生理學
瞭解各種美容護理服務的功效、優點及注意事項
瞭解美容儀器及產品的種類、功效及適用範圍
瞭解檢測美容護理效果的方法及技巧
瞭解影響、限制美容護理效果的因素
瞭解評估顧客身體狀況、護理需要的技巧，例如：發問、觀察、測試、參考顧客記錄等
瞭解顧客對護理服務及產品的要求、期望效果
瞭解影響、限制選擇護理服務及產品的因素及禁忌，例如：皮膚過敏反應、身體狀況、生活習慣等
瞭解各種護理服務可能引致的敏感現 象，例如：皮膚發紅、發癢、起水泡、脫皮、腫脹等

2. 評估美容護理效果、建議護理需要
透過觀察、發問等，準確地評估護理效果
綜合運用美容知識，為顧客計劃及建議護理服務，例如：

鑒別顧客對護理服務、產品的要求及期望效果，提供適當的護理資料
向顧客真確介紹各種護理服務的作用、效果及程序
向顧客清楚講解各種身體情況對不同護理服務的限制及妨礙，例如：全身按摩、香薰按摩、
脫毛護理、化妝、乾／濕熱療等
準確地評估顧客身體狀況、生活習慣，包括：體型類別、肌肉狀態、皮膚類別、脂肪及水
腫、運動習慣、飲食習慣、吸煙習慣等
與顧客清楚確定護理目標，例如：改善皮膚狀況、通淋巴腺、改善輪廓及肌肉狀況、修飾眉
毛、改善血液循環、減壓等

準確地將每項護理所得的效果、皮膚反應等記錄在顧客登記卡上
向顧客提供家居美容護理建議，例如：日常護理要點、方法、注意事項、不同季節的護理方法、選
擇合適的護膚及化妝品等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掌握鑒別護理效果的方法及技巧，掌握不同護理服務、產品的作用、效果和禁忌；及
能夠準確評估顧客的需要及期望的護理效果，根據顧客身體狀況，計劃及建議合適的美容護理服
務，並能向顧客提供家居美容護理建議。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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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掌握美容光學原理及儀器功效理論

編號 106887L4

應用範圍 於美容相關工作場所，能夠掌握美容光學理論及儀器功效，以便向顧客提供相關的諮詢服務

級別 4

學分 3（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掌握美容光學理論及不同美容光學儀器的功效

掌握電磁波譜之原理及光是電磁波譜上的某一段頻譜
掌握波長、頻率及其互相關係
分辨不同美容光學儀器所使用之輻射波的種類特性，例如紫外線、光二極管、紅外線、彩光及激光
等
掌握光與皮膚之間的作用，包括：反射、折射、吸收、散射及穿透
掌握光對皮膚組織的影響，包括：光能刺激、光能互動反應、光熱分解及光能動力反應等
掌握光學術語，包括：光子、焦耳、脈衝持續時間、注量、頻率、熱能散發時間、脈衝重複率、冷
卻等
掌握不同美容光學儀器的功效，例如紫外線、光二極管、紅外線、彩光、激光、Elos-
light光(Electro-optical Synergy technology)等
掌握不同波長及顏色的光對皮膚之影響

2. 應用美容光學理論
掌握美容光學原理及儀器功效，向顧客講解有關服務及對皮膚、組織的影響
掌握美容光學原理及儀器功效，以便提供正確的顧客諮詢服務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掌握美容光學原理；
掌握美容光學對人體皮膚、組織的影響；及
掌握美容光學儀器之分類和功能，正確地向顧客提供有關美容光學的諮詢服務。

備註 如要掌握此能力單元，必須擁有以下單元的能力:

106898L1 ﹝認識皮膚構造及常見問題﹞
BEZZCN109A ﹝認識基本人體結構及生理系統﹞
BEZZCN210A ﹝識別各種皮膚種類及護理﹞
902254L3 (掌握美容光學的基礎知識)

此能力單元之學分值假設該人士已擁有上述四個能力單元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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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掌握基本激光及彩光理論

編號 106888L4

應用範圍 於美容相關工作場所，能夠掌握基本激光及彩光的理論及功效，以便向顧客提供相關的諮詢服務。

級別 4

學分 3（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掌握基本激光及彩光理論

激光理論：
瞭解激光之產生
瞭解激光之特性，包括：高相干性、單色及准直
認識產生激光的媒介可來至氣體 (例如 : 二氧化碳激光)、液體 (例如 : 脈衝染料激光) 及固體 /
晶體 (例如 : Nd: YAG晶體激光)
解釋激光之不同作用模式:

光熱作用
機械作用
化學作用
生物作用

瞭解不同組織所吸收光之波長，包括：水、黑色素、紅血蛋白
瞭解不同類型之激光、其波長和功效
正確列出不同波長到達皮膚之層面
正確地選用激光儀器

彩光理論：
瞭解彩光之產生
瞭解如何正確地選用過濾器，以控制不同波長之光直達皮膚，及瞭解其功效
瞭解彩光和激光之分別，包括：所使用之單一及多種波長

2.應用基本激光及彩光理論
掌握基本激光及彩光原理，向顧客講解有關激光及彩光的美容服務
能夠向顧客介紹合適的美容光學服務
掌握基本激光及彩光的理論、分別及功效，以便向顧客提供相關的諮詢服務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掌握基本激光和彩光原理及兩者之分別
掌握不同波長之功效和正確地選用激光及彩光儀器，以便提供正確的顧客諮詢服務

備註 如要掌握此能力單元，必須擁有以下單元的能力:

106887L4 ﹝掌握美容光學原理及儀器功效理論﹞
此能力單元之學分值假設該人士已擁有「掌握美容光學原理及儀器功效理論」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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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掌握激光及彩光之風險及注意事項

編號 106889L4

應用範圍 於美容相關工作場所，能夠評估激光及彩光之風險及制訂相關安全指引

級別 4

學分 3（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瞭解激光及彩光之風險

掌握使用電器之正確方法及注意事項
瞭解激光及彩光所產生光熱之風險
瞭解激光及彩光對眼睛之風險
瞭解蒸發組織時產生煙帶病毒之風險
瞭解不同曝光反應的膚質類型及風險 (根據Fitzpatrick Skin Typing)
掌握使用激光及彩光之禁忌及注意事項 (例如：曾服用光敏感性藥物)
認識醫療人員才可處理的皮膚問題
認識使用激光及彩光之安全配備及正確的運用方法，包括：

操作員及客人之安全配備 (包括：選擇保護裝備及除去金屬飾物)
環境安全之配備(例如：反光物、警告標示、檢查儀器及漏電風險、電線狀況及周邊保持乾爽
等)

瞭解儀器供應商或監管機構有關使用激光及彩光之相關指引(例如：機電工程署及職業安全健康局)
瞭解保障消費者權益的方法，例如： 所需之保險及法律責任
按照所屬儀器供應商及監管機構的指引，掌握儀器維修及保養之準則

2. 評估激光及彩光之風險及制訂安全措施指引
能夠準確評估運用激光及彩光之風險
能夠準確評估運用激光及彩光時的環境是否安全
能夠正確執行使用激光及彩光之安全措施
能夠制訂使用激光及彩光時有關操作員、客人及環境之安全指引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掌握和評估激光及彩光之風險
按照所屬儀器供應商及監管機構的指引，掌握儀器維修及保養之準則；及
制訂使用激光及彩光之安全指引

備註 如要掌握此能力單元，必須擁有以下單元的能力:

106887L4 (掌握美容光學原理及儀器功效理論)
此能力單元之學分值假設該人士已擁有「掌握美容光學原理及儀器功效理論」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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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操作激光儀器以減少毛髮生長

編號 106890L4

應用範圍 於美容相關工作場所，能夠使用激光儀器以減少毛髮生長，並制訂相關的操作程序

級別 4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掌握使用激光儀器以減少毛髮生長的原理

瞭解如何使用熱能可以減少毛髮生長
瞭解以激光儀器減少毛髮生長，以達到理想效果的最佳生長週期
掌握不同激光所適合之皮膚類型
瞭解儀器及療程禁忌，包括: 各類激光之限制

2.使用激光儀器以減少毛髮生長
護理前準備：

正確地選用激光儀器
向顧客解釋療程程序、性質、效果、風險、副作用及可能出現之變化
瞭解執行簽署同意書以保障雙方權益的重要性
向顧客解釋護理前後之注意事項
進行顧客諮詢，包括: 禁忌及曝光反應的膚質類型 (Fitzpatrick Skin Typing)
進行觸覺測試 / 溫熱測試
進行局部皮膚敏感測試 (24-48小時前)
使用激光儀器進行脫毛之程序包括:

工作區之準備(例如於操作房外貼上警告指示、移走反光物等)及消毒
良好通風
操作員準備(例如配戴不透光護目鏡、脫掉身上反光飾品等)
客人準備(例如配戴不透光護目鏡、脫掉身上反光飾品、剃去過長毛髮等)及治療部位之
清潔
檢查護理部位是否適合進行療程
安全配備，包括不透光護目鏡、外科手術口罩、手套

操作過程：
根據儀器需要使用降溫用品，例如: 冷凍啫喱

依從生產商指引正確地操作儀一器，包括: 步驟及技巧、配件使用、調教強度及時間
瞭解及正確調教儀器，包括:光束範圍 (spot size) 、注量(fluence) 、脈衝持續時間 (pulse
width / duration) 、多脈衝制式(multiple sequential pulses) 、延遲時間 (pulse delay) 等
瞭解及向顧客說明療程後之正常反應
瞭解不良反應 / 須要轉介給醫療人員的情況

護理後工作：
建議進行療程周期
制定顧客記錄

制訂使用激光儀器以減少毛髮生長的操作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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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正確操作激光儀器以減少毛髮生長
掌握正確使用激光儀器的程序，包括: 進行顧客諮詢及進行測試以保障顧客安全；及
能夠制訂使用激光儀器以減少毛髮生長的操作程序

備註 儀器操作的評核必須通過實務評估方式進行
表現要求6.2下的部份內容與「操作彩光儀器以減少毛髮生長」、「操作彩光儀器以改善皮膚狀況 (嫩膚及
淡斑)」及「操作激光儀器以改善皮膚狀況 (嫩膚及淡斑)」為共通能力
如要掌握此能力單元，必須擁有以下單元的能力:

106898L1 ﹝認識皮膚構造及常見問題﹞
BEZZCN109A (認識基本人體結構及生理系統)
BEZZCN210A (識別各種皮膚種類及護理)
106894L3 ﹝掌握美容光學的基礎知識﹞
106887L4 ﹝掌握美容光學原理及儀器功效理論﹞
106888L4 ﹝掌握基本激光及彩光理論﹞
106889L4 ﹝掌握激光及彩光之風險及注意事項﹞
106896L2 ﹝瞭解毛髮結構及常見問題﹞

此能力單元之學分值假設該人士已擁有上述八個能力單元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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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操作彩光儀器以減少毛髮生長

編號 106891L4

應用範圍 於美容相關工作場所，能夠使用彩光儀器以減少毛髮生長，並制訂相關的操作程序

級別 4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掌握使用彩光儀器以減少毛髮生長的原理

瞭解如何使用熱能以減少毛髮生長
瞭解使用彩光儀器減少毛髮生長，以達到理想效果的最佳生長週期
掌握彩光所適合之皮膚類型
瞭解彩光儀器及療程禁忌包括: 彩光之限制

2. 使用彩光儀器以減少毛髮生長
護理前準備：

正確地選用過濾器/配件
向顧客解釋療程程序、性質、效果、風險、副作用及可能出現之變化
瞭解執行簽署同意書以保障雙方權益的重要性
向顧客解釋護理前後之注意事項
進行顧客諮詢，包括：禁忌及曝光反應的膚質類型 (Fitzpatrick Skin Typing)
進行觸覺測試 / 溫熱測試
進行局部皮膚敏感測試 (24-48小時前)
使用彩光進行脫毛之程序包括：

工作區之準備(例如於操作房外貼上警告指示、移走反光物等)及消毒
良好通風
操作員準備(例如配戴不透光護目鏡、脫掉身上反光飾品等)
客人準備(例如配戴不透光護目鏡、脫掉身上反光飾品、剃去過長毛髮等)及治療部位之
清潔
檢查護理部位是否適合進行療程
安全配備包括不透光護目鏡、外科手術口罩、手套

操作過程：
根據儀器需要使用降溫用品，例如：冷凍啫喱
依從生產商指引正確地操作儀器，包括：步驟及技巧、配件使用、調教強度及時間
瞭解及正確調教儀器，包括：光束範圍 (spot size)，注、量(fluence) ，脈衝持續時間 (pulse
width / duration) 、多脈衝制式(multiple sequential pulses) 、延遲時間 (pulse delay) 等
瞭解及向顧客說明療程後之正常反應
瞭解不良反應 / 須要轉介給醫療人員的情況

護理後工作：
建議進行療程周期
制定顧客記錄
制訂使用彩光以減少毛髮生長的操作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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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正確操作彩光儀器以減少毛髮生長
掌握正確使用彩光儀器的程序，包括：進行顧客諮詢及進行測試以保障顧客安全；及
能夠制訂使用彩光儀器以減少毛髮生長的操作程序

備註 儀器操作的評核必須通過實務評估方式進行
表現要求6.2下的部份內容與「操作激光儀器以減少毛髮生長」、「操作彩光儀器以改善皮膚狀況 (嫩膚及
淡斑)」及「操作激光儀器以改善皮膚狀況 (嫩膚及淡斑)」為共通能力
如要掌握此能力單元，必須擁有以下單元的能力:

106898L1 ﹝認識皮膚構造及常見問題﹞
BEZZCN109A (認識基本人體結構及生理系統)
BEZZCN210A (識別各種皮膚種類及護理)
106894L3 ﹝掌握美容光學的基礎知識﹞
106887L4 ﹝掌握美容光學原理及儀器功效理論﹞
106888L4 ﹝掌握基本激光及彩光理論﹞
106889L4 ﹝掌握激光及彩光之風險及注意事項﹞
106896L2 ﹝瞭解毛髮結構及常見問題﹞

此能力單元之學分值假設該人士已擁有上述八個能力單元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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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操作彩光儀器以改善皮膚狀況 (嫩膚及淡斑)

編號 106892L4

應用範圍 於美容相關工作場所，能夠使用彩光儀器以達至嫩膚及淡斑效果，並制訂相關的操作程序

級別 4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掌握使用彩光儀器以改善皮膚狀況的原理

瞭解彩光儀器之波長
掌握不同過濾器針對之效果及所達皮膚的層面
掌握彩光所適合之皮膚類型
瞭解彩光儀器及療程禁忌，如顧客生理狀況及彩光之限制

2. 使用彩光儀器以改善皮膚狀況
護理前準備：

分析客人皮膚狀況及建議療程
正確地選用過濾器/配件
向顧客解釋療程程序、性質、效果、風險、副作用及可能出現之變化
瞭解執行簽署同意書以保障雙方權益的重要性
向顧客解釋護理前後之注意事項
進行顧客諮詢，包括：禁忌及曝光反應的膚質類型 (Fitzpatrick Skin Typing)
進行觸覺測試 / 溫熱測試
進行局部皮膚敏感測試(24-48小時前)
使用彩光以改善皮膚狀況之程序包括：

工作區之準備(例如於操作房外貼上警告指示、移走反光物等)及消毒
良好通風
操作員準備(例如配戴不透光護目鏡、脫掉身上反光飾品等)
客人準備(例如配戴不透光護目鏡、脫掉身上反光飾品等)及治療部位之清潔
檢查護理部位是否適合進行療程
安全配備包括不透光護目鏡、外科手術口罩、手套

操作過程：
根據儀器需要使用降溫用品，例如：冷凍啫喱
依從生產商指引正確地操作儀器，包括步驟及技巧、配件使用、調教強度及時間
瞭解及正確調教儀器，包括：光束範圍 (spot size) 、注量(fluence) 、脈衝持續時間 (pulse
width / duration) 、多脈衝制式(multiple sequential pulses) 、延遲時間 (pulse delay) 等
瞭解及向顧客說明療程後之正常反應
瞭解不良反應 / 須要轉介給醫療人員的情況

護理後工作：
建議進行療程周期
建議可同時進行之護理
建議家居護理以配合療程
制定顧客記錄

制訂使用彩光儀器以改善皮膚狀況的操作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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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正確操作彩光儀器以改善皮膚狀況(嫩膚及淡斑)
掌握正確使用彩光儀器的程序，包括：進行顧客諮詢及進行測試以保障顧客安全；及
能夠制訂使用彩光儀器以改善皮膚狀況的操作程序

備註 儀器操作的評核必須通過實務評估方式進行
表現要求6.2下的部份內容與「操作激光儀器以減少毛髮生長」、「操作彩光儀器以減少毛髮生長」及「操
作激光儀器以改善皮膚狀況 (嫩膚及淡斑)」為共通能力
如要掌握此能力單元，必須擁有以下單元的能力:

106898L1 ﹝認識皮膚構造及常見問題﹞
BEZZCN109A (認識基本人體結構及生理系統)
BEZZCN210A (識別各種皮膚種類及護理)
106894L3 ﹝掌握美容光學的基礎知識﹞
106887L4 ﹝掌握美容光學原理及儀器功效理論﹞
106888L4 ﹝掌握基本激光及彩光理論﹞
106889L4 ﹝掌握激光及彩光之風險及注意事項﹞
106897L3 ﹝瞭解皮膚老化及色素形成之常見問題﹞

此能力單元之學分值假設該人士已擁有上述八個能力單元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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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操作激光儀器以改善皮膚狀況 (嫩膚及淡斑)

編號 106893L4

應用範圍 於美容相關工作場所，能夠使用激光儀器，在不破損皮膚表層下，達至嫩膚及淡斑效果，並制訂使用激光
儀器的操作程序

級別 4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掌握使用激光儀器以改善皮膚狀況的原理

掌握激光所適合之皮膚狀況
分析客人皮膚狀況及建議療程
正確地選用激光儀器
瞭解所選用激光儀器之波長、針對之效果及所達皮膚的層面
瞭解儀器及療程禁忌，如顧客生理狀況及激光之限制

2. 使用激光儀器以改善皮膚狀況
護理前準備：

向顧客解釋療程程序、性質、效果、風險、副作用及可能出現之變化
瞭解執行簽署同意書以保障雙方權益的重要性
向顧客解釋護理前後之注意事項
進行顧客諮詢，包括：禁忌及曝光反應的膚質類型 (Fitzpatrick Skin Typing)
進行觸覺測試 / 溫熱測試
進行局部皮膚敏感測試 (24-48小時前)
使用激光以改善皮膚狀況之程序包括：

工作區之準備(例如於操作房外貼上警告指示、移走反光物等)及消毒
良好通風
操作員準備(例如配戴不透光護目鏡、脫掉身上反光飾品等)
客人準備(例如配戴不透光護目鏡、脫掉身上反光飾品等)及治療部位之清潔
檢查護理部位是否適合進行療程
安全配備包括不透光護目鏡、外科手術口罩、手套

操作過程：
根據儀器需要使用降溫用品例如：冷凍啫喱
依從生產商指引正確地操作儀器包括：步驟及技巧、配件使用、調教強度及時間
瞭解及正確調教儀器，包括：光束範圍 (spot size)，注量(fluence)，脈衝持續時間 (pulse
width / duration)，多脈衝制式(multiple sequential pulses)，延遲時間 (pulse delay) 等
瞭解及向顧客說明療程後之正常反應
瞭解不良反應 / 須要轉介給醫療人員的情況

護理後工作：
建議進行療程周期
建議可同時進行之護理
建議家居護理以配合療程
制定顧客記錄

制訂使用激光儀器以改善皮膚狀況的操作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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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正確操作激光儀器以改善皮膚狀況 (在不破損皮膚表層下，達至嫩膚及淡斑效果)
掌握正確使用激光儀器的程序包括：進行顧客諮詢及進行測試以保障顧客安全；及
能夠制訂使用激光儀器以改善皮膚狀況的操作程序

備註 儀器操作的評核必須通過實務評估方式進行
表現要求6.2下的部份內容與「操作激光儀器以減少毛髮生長」、「操作彩光儀器以減少毛髮生長」及「操
作彩光儀器以改善皮膚狀況 (嫩膚及淡斑)」為共通能力
如要掌握此能力單元，必須擁有以下單元的能力:

106898L1 ﹝認識皮膚構造及常見問題﹞
BEZZCN109A ﹝認識基本人體結構及生理系統﹞
BEZZCN210A ﹝識別各種皮膚種類及護理﹞
106894L3 ﹝掌握美容光學的基礎知識﹞
106887L4 ﹝掌握美容光學原理及儀器功效理論﹞
106888L4 ﹝掌握基本激光及彩光理論﹞
106889L4 ﹝掌握激光及彩光之風險及注意事項﹞
106897L3 ﹝瞭解皮膚老化及色素形成之常見問題﹞

此能力單元之學分值假設該人士已擁有上述八個能力單元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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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進行電針脫毛

編號 106895L4

應用範圍 於美容相關工作場所，能夠掌握及運用電針脫毛技巧，按照個人及作業的衛生守則，為顧客提供電針脫毛
護理服務。

級別 4

學分 4（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電針脫毛知識和基礎理論

瞭解永久性脫毛的定義
瞭解電針脫毛的效果
瞭解電針脫毛方法
瞭解電針脫毛的操作原理及所使用的電流種類，例如：

電分解方式(直流電)
高頻電凝結方式(高頻率電流)
混合應用等

瞭解電針脫毛的運用技巧和禁忌
2.進行電針脫毛

執行護理前準備工作，包括：
消毒所需用具和雙手
諮詢顧客狀況及進行皮膚分析
向顧客講解電針脫毛護理的程序、效果及護理後建議

按照顧客的狀況及需要，運用電針脫毛技巧，為顧客進行電針脫毛護理
按照個人及作業的衛生守則、所屬機構既定指引，正確及妥善處理廢棄的針頭和消毒棉花
能夠準確記錄顧客對疼痛的忍受程度，以作參考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掌握電針脫毛技巧，為顧客進行電針脫毛護理。

備註 如要掌握此能力單元，必須擁有以下單元的能力:

106896L2 ﹝瞭解毛髮結構及常見問題﹞
此能力單元之學分值假設該人士已擁有「瞭解毛髮結構及常見問題」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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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掌握運動舒緩按摩

編號 BEZZBO401A

應用範圍 於美容院、提供美體護理場所，能夠掌握運動舒緩按摩的技巧，為顧客提供運動舒緩按摩護理服務。

級別 4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瞭解運動與肌肉系統的關係和運動舒緩按摩知識

瞭解人體肌肉結構及功能
瞭解骨骼系統及關節
瞭解各種運動對肌肉系統帶來的效用和及影響
瞭解運動舒緩按摩的定義、技巧、功效和禁忌

2. 掌握運動舒緩按摩
執行護理前準備工作，包括：

諮詢顧客身體狀況及進行詳細的體態分析
按照顧客的護理需要，正確運用運動舒緩按摩技巧，為顧客進行按摩護理
懂得於按摩過程中，觀察顧客有否出現不良反應，並能即時採取補救措施
向顧客介紹舒緩身體肌肉的運動知識及動作，以便於家居持續舒解肌肉疼痛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瞭解各種運動對肌肉系統所帶來的效果和影響；及
能夠掌握運動舒緩按摩知識，按照顧客的身體狀況及護理需要，正確運用運動舒緩按摩技巧，為顧
客進行按摩護理。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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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評估美體護理效果及建議護理需要

編號 BEZZBO402A

應用範圍 於美容院、提供美體護理場所，能夠正確評估美體護理的效果，並能掌握顧客的護理需要，為顧客提供專
業及全面的美體護理意見。

級別 4

學分 9（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瞭解各種美體護理效果、限制因素

瞭解人體基本結構
瞭解分析體態的技巧及其重要性
瞭解各種美體護理的功效及禁忌
瞭解常用的美體儀器種類、功效、適用範圍及禁忌
瞭解常見的美體產品種類、功效、適用範圍及禁忌
瞭解影響、限制選擇護理服務及產品的因素與禁忌，例如：

皮膚過敏反應
身體狀況、病歷等

瞭解各種護理服務可能引致的敏感現象，例如：
皮膚紅腫
痕癢
發疹等

2. 評估美體護理效果及建議護理需要
能夠透過觀察及諮詢，準確地評估美體護理效果
懂得準確地記錄每項護理的效果及顧客反應
懂得運用美體護理知識，並根據顧客的需要和已進行的美體護理療程效果，向顧客建議持續的美體
護理服務

掌握顧客對護理服務、產品的要求及期望效果，提供適當的持續護理建議
向顧客正確地解釋各種護理服務的功效和禁忌
準確地持續評估顧客的身體狀況、生活習慣、病歷等對美體護理的影響

向顧客提供家居美體護理建議，例如：
產品的選擇
護理的要點
護理的方法及注意事項等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掌握評估美體護理效果及分析體態的技巧；
能夠掌握不同美體護理服務／產品的功效和禁忌；及
能夠按照顧客的身體狀況，及已進行的美體護理療程效果，準確地持續評估顧客的護理需要，向顧
客提供合適的持續美體護理和家居美容護理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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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評估美容課程內容

編號 BEZZET403A

應用範圍 於提供美容培訓機構，能夠掌握美容業培訓發展趨勢，根據所屬機構的培訓計劃、目標及學員水平，對相
關美容課程內容進行評估，並能按實際所需，正確修改課程內容。

級別 4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評估課程的相關知識

瞭解美容業的發展趨勢，例如：
新科技
新技術
新產品等

瞭解所屬機構的培訓計劃及目的
明白評估課程內容的重要性
瞭解培訓課程內容的基本要求、編撰方針及方向
瞭解市場其他美容課程及掌握優劣之處

2. 評估美容課程內容
根據所屬機構的培訓目的和美容業發展趨勢，掌握美容課程評估技巧，對相關課程內容進行客觀評
估
掌握課程內容與國際標準考試的銜接方法
掌握檢討課程內容的要素及方法，例如：

培訓目標
學員素質
評估方法
收集及整合持份者的意見，並加以分析

於不同的培訓階段，因應學員的實際狀況及需要，對有關課程內容進行評估，並能按實際情況進行
修訂，以達致最終培訓目的，並配合市場的發展
評估課程內容能否與其他課程銜接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掌握美容培訓課程的需要及行業發展趨勢；及
能夠根據所屬機構的培訓目標、美容業的發展狀況，掌握美容課程各種評估技巧，定期對培訓課程
內容進行評估，以確保課程內容的合時性、合適性及實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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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評估師生表現及培訓課程成效

編號 BEZZET409A

應用範圍 於提供美容培訓場所及相關工作地點，能夠掌握培訓課程及師生表現的評估技巧，準確評估學生及導師表
現和培訓課程進度，用以分析培訓的成效，及作日後參考之用。

級別 4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培訓課程及師生表現評估相關知識

明白培訓課程評估的知識，例如：
培訓課程的整體目標、分段目標及要求
評估培訓課程進度及成效的目的及重要性
常用的課程進度及成效的評估方法、技巧及準則

瞭解師生表現評估的知識，例如：
評估學生及導師表現的目的及重要性
學生及導師表現評估的範疇、基本準則
評估學生、導師表現的常用方法、技巧及應注意事項
影響學生及導師表現的常見因素
常見的學生類型及特徵
良好導師應有的特徵、教學態度等

瞭解學生、導師表現對培訓課程進度的影響
2. 執行培訓課程及師生表現評估

掌握培訓課程進度評估技巧及相關知識，於各培訓分段，準確評估課程進度是否達標，並能因應實
際所需及變化，調整課程內容，以實現最終的培訓目標
掌握被評估者的行為特徵，選擇合適的表現評估方法
掌握各種評估技巧，於不同時段評估學生的表現；導師可因應實際所需，調整教學技巧，以提高培
訓質量
掌握各種導師表現評估技巧，準確評估導師之表現，確保並改善教學質素
懂得準確記錄相關課程進度評估結果、學生及導師表現評估結果，並妥善保存，以作日後參考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掌握培訓課程、學生及導師表現評估的知識和技巧；
能夠於培訓課程各分段，準確評估課程進度，並能因應所需，對課程內容進行相應調整，以提高培
訓成效；及
能夠準確評估學生及導師之表現，並正確記錄及保存所有評估文件，以作日後參考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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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制定培訓評核準則及評估報告

編號 BEZZET410A

應用範圍 於提供美容培訓場所及相關工作地點，按照既定的培訓目標與課程大綱，制定合適的培訓評核準則，以及
全面而中肯的培訓評估報告，以提高培訓質素。

級別 4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培訓評核準則及評估報告相關知識

瞭解評核準則的知識，例如：
制定評核準則的目的及用途
各種常用的評核方法及其利弊，例如：

表現觀察評核
才能評核
書寫、面談評核等

評核準則應具備的要素及其細則，例如：公平、客觀、可靠等
制定評核準則的基本步驟及應注意事項
影響評核準則的因素
不當的評核準則所帶來之影響

瞭解評估報告的知識，例如：
撰寫培訓評估報告的目的及用途
一般培訓評估報告應包含的基本項目，例如：

學員之表現及進度評估
導師之教學評估
課程內容之評估
成本及資源之評估
課程發展評估等

編撰培訓評估報告的準則
2. 制定培訓評核準則及評估報告

掌握制定評核準則的技巧，按照培訓課程的內容及要求，制定合適的評核準則包括級別的釐定；並
選用合適的評核方法及工具
訂立一套完善的監察和檢討機制，以確保評分的一致性及客觀性
掌握制定培訓評估報告的準則及要求，配合恰當的評估方法與內容，制定全面且中肯的培訓評估報
告
因應有關評估結果，進行反思和檢討，從各方面提出綜合性的改善建議，例如：

改善教學及培訓方法
如何改善學員的學習表現與成績
如何有效利用資源等

正確處理、妥善保存相關的培訓評估報告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掌握制定評核準則相關知識，根據評核目標，選用合適的評核工具、方法，制定出適當的評核
準則；
能夠掌握培訓評估報告的準則、要求及評估項目；及
能夠就評估結果提出具建設性之改善方案，從而制定全面且中肯的培訓評估報告，並能妥善保存有
關評估報告，作為培訓課程發展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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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制定顧客服務計劃

編號 BEZZCS401A

應用範圍 於美容相關工作場所，能夠制定顧客服務計劃，提供優質服務，以提高所屬機構品牌形象，發展機構業
務。

級別 4

學分 12（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美容業顧客服務要求

瞭解美容業高質素的顧客服務準則及要求
瞭解所屬機構的長處及短處
瞭解美容服務的政策方向及未來發展方向
瞭解美容業界及市場環境之變化趨勢

2. 制定顧客服務計劃
制定美容業顧客服務計劃

設計服務作業系統
系統藍圖及架構組織
關鍵服務人員計劃

設計所屬機構日常運作計劃
顧客服務守則及工作紀律
美容服務設計流程、運作、步驟
服務環境管理，如美容中心的衛生及光線等

為所屬機構顧客服務定位，確立目標顧客
制定所屬機構電子顧客服務計劃

公司網頁資料庫
處理電子查詢程序等

確立顧客服務的評估機制，例如：對員工獎勵與懲罰機制
掌握市場變化，調整顧客服務計劃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有效地制定顧客服務計劃，以鞏固及發展所屬機構的業務；及
能夠掌握美容業市場變化，調整顧客服務計劃，加強競爭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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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執行顧客服務管理

編號 BEZZCS402A

應用範圍 於美容相關工作場所，能夠按照所屬機構顧客服務計劃，執行顧客服務管理，提供優質顧客服務，以發展
機構業務。

級別 4

學分 12（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美容業顧客服務之特性

瞭解美容業顧客服務的特性，例如：
無形的特質 (intangibility)
不可劃分的特質 (inseparability)
獨一無二的特質 (heterrogenity)

瞭解美容業服務管理
顧客期望
顧客增值服務
顧客服務文化
顧客滿意度

瞭解美容業界有關顧客服務人員須遵守的規則，例如：
紀律及服務守則
衛生安全準則
服務道德概念

2. 執行顧客服務管理
按照所屬機構顧客服務要求，執行一般顧客服務管理

訂立顧客服務指標
訂立顧客服務內容
分析投訴個案
美容或美體中心之日常顧客服務管理
服務質量記錄管理
顧客檔案及信息管理
電子顧客服務管理

網頁資料庫
電子顧客服務

根據公司評估準則，改善顧客服務管理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按所屬機構指引，執行顧客服務管理，提供良好的顧客服務，以鞏固及發展機構的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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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執行零售督導管理

編號 BEZZMS401A

應用範圍 於美容相關工作場所，能夠運用零售督導管理的專門知識，分析、探討及判斷所屬機構的需要，在各種不
同的情況下，能向屬員進行培訓及督導，有效地執行零售督導管理。

級別 4

學分 9（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零售督導管理理論

明白督導人員的職責，例如：
建立領導才能
辨識表現出色者或遜色者

明白目標管理的重要性
瞭解溝通及人際關係技巧
瞭解各種領導模式，例如：

督導／專權式
諮詢式
協商式
放權式

明白執行紀律的目的
瞭解員工培訓目的、模式及技巧
瞭解進行員工輔導的原因及技巧
明白激勵員工的目的及方式

2.執行零售督導管理
執行紀律

口頭警告
書面警告
終止僱用

推行員工培訓
訂立學習範圍
決定訓練方式
訂立訓練目標
準備教材
選擇適當的地點、時間
檢討培訓成果

提供員工輔導
有效地與員工溝通
利用面談，瞭解問題的成因，並提供意見

有效地激勵員工
給予員工權力
令員工看到遠景
提點及鼓勵員工
肯定員工表現
給予員工個人發展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運用零售督導管理的專門知識，分析、探討及判斷所屬機構的需要，並能向屬員進行培訓及督
導；及
能夠在各種不同的情況下，有效地執行零售督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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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制定庫存程序

編號 BEZZOM402A

應用範圍 於美容產品銷售、庫存監控及管理、採購監控及倉庫管理部門，能夠制定有效的貨品交收及運送的程序及
檢討其成效，使貨品能準 確、安全及快速地到達目的地。

級別 4

學分 3（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暸解美容產品的特性

暸解美容產品的特性
瞭解各類貨品交收的方法
暸解商品進出口處理程序

2. 制定美容產品庫存及物品補給程序
制定美容產品的標籤系統
制定美容產品的交收文件系統，包括法例規定的清關及報關文件
根據各類美容產品的特性，制定不同貨品的運送方法及程序
制定美容產品庫存及物品補給程序
檢討美容產品交收、運送、庫存及物品補給程序的成效，並提出改善建議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根據美容產品的特性及運送要求，制定有效的交收及運送的程序；及
能夠根據美容產品交收及運送的成效指標，改良交收及運送的方法。

備註

4-240



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評核員工表現

編號 BEZZOM407A

應用範圍 於美容相關工作場所，能夠掌握各級員工的職責範疇，按照所屬機構既定的工作表現評核制度，客觀地對
各級員工進行工作表現評核及撰寫評核報告，以達致有效的人力資源管理。

級別 4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工作表現評核制度

瞭解所屬機構的營運架構
瞭解各部門的職責範疇
瞭解所屬機構的工作表現評核制度及標準

評核形式、方法、程序
評核人的規定
進行評核時間
評級標準及定義
受核人的上訴機制
撰寫評核報告的準則等

瞭解工作表現評核的作用及重要性
機構／部門效益
員工個人效益

瞭解工作表現評核的種類
瞭解一般工作表現評核內容，包括：

知識、專業能力
工作效率
績效表現
勤奮程度
工作態度、主動性
團隊關係
個人德行

瞭解所屬機構的賞罰機制
2. 評核員工表現

根據所屬機構的工作表現評核標準及程序，選用適當的評核方法，按照所屬部門的工作目標、計劃
及標準，對有關員工進行公平、客觀的評核及撰寫評核報告
透過適當的溝通渠道，將有關評核結果告知相關員工，並提出改善建議
確立上訴機制，讓員工提出申訴
根據相關評核結果，採取適當行動，例如：賞罰、輔導、培訓等
按照既定程序，將有關評核報告正確地存檔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根據所屬機構擬定的評核程序，客觀地為員工進行工作表現評核，並能撰寫相關的評核報告；
及
能夠根據員工的評核結果，採取適當跟進措施，例如：賞罰、輔導、培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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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處理一般勞資糾紛

編號 BEZZOM408A

應用範圍 於美容業相關工作地點，機構中層營運管理人員，能夠掌握與僱傭關係有關的法例及法規，對僱員作出清
晰的指引及監督、實踐良好人事管理，並能有效地處理一般勞資糾紛。

級別 4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瞭解與僱傭關係有關的法例

瞭解與僱傭關係有關的法例及相關法定機構，包括：
「勞工處」架構及相關法例

組織架構、職權範圍
《勞資關係條例》
《僱傭條例》
《僱員補償條例》.
《僱員補償保險徵收條例》
《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等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及相關法例
機構背景、職權範圍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

「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及相關法例
機構背景、職權範圍
《個人資料(私隱)條例》

「平等機會委員會」及相關法例
機構背景、職權範圍
《性別歧視條例》
《殘疾歧視條例》
《家庭崗位歧視條例》

「廉正公署」及有關法例
機構背景、職權範圍
《防止賄賂條例》

瞭解違反相關僱傭關係法律、法規的罰則
2. 處理一般勞資糾紛

掌握良好人事管理技巧，建立不同溝通渠道，減少不必要的勞資糾紛及法律訴訟
在日常人力資源管理中，遵守及引用相關法律規定，處理一般勞資糾紛，例如：

僱傭關係
工資、佣金計算、發放
扣減薪金
調職安排
即時解僱
遣散費、長期服務金
強積金供款等

按照相關法律法規，與「勞資關係科」處理一般勞資糾紛
按照法律規定，正確處理工傷事件

按時呈報意外事件
支付按期付款及有關醫療費用
工傷銷假手續及處理程序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掌握與僱傭關係有關的法例，有效地處理一般勞資糾紛，並能對僱員作出清晰的指引及監督，
以確保其行為符合法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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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執行財務管理

編號 BEZZOM409A

應用範圍 於美容業相關工作地點，在不同情況下，能有效地執行財務管理，控制支出及制定預算，並能呈報及評估
有關成本、支出及盈利等相關資料／數據，令店鋪／機構管理更具經濟效益。

級別 4

學分 9（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財務管理知識及美容業運作程序

瞭解美容業運作程序及特性
瞭解有限責任公司會計
瞭解所屬機構內部審計原理及程序
瞭解財務管理概念
瞭解危機管理概念
瞭解資訊科技的應用

2. 執行與美容行業有關的財務管理
在不同情況下，執行與美容行業有關的財務管理

編製美容業綜合財務報表
美容院綜合資產負債表
美容院綜合損益表
美容院綜合現金流量表

控制美容業務支出
員工支出
損耗
店舖／機構日常支出

預計風險與回報，例如：
外匯風險管理
信用風險管理

分析美容業務財務數據與制定預算
店舖／機構預算

根據去年的營業額及支出而釐定預算
釐定全年營業額及各項支出預算

制定營業額報告
預算及呈報每星期／每月之營業額
對比上一個月／上季／去年的營業額

應用資訊科技於財務管理上
有效地執行危機管理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根據美容行業的特性，掌握相關財務知識；及
能運用資訊科技及危機管理知識，在不同情況下，有效地執行美容機構財務管理，令店舖／所屬機
構管理更具經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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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運用資訊管理

編號 BEZZOM412A

應用範圍 於美容相關工作場所，能夠掌握美容業最新資訊科技訊息，準確評估所屬機構需要，選擇及運用合適的資
訊管理系統，以達致有效管理、提高經濟效益，提升銷售及服務質素。

級別 4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美容業相關的資訊管理知識

瞭解美容業常用的、最新的資訊科技管理系統知識，例如：
電子商業系統 (e-commerce)
客戶關係管理系統(CRM)
美容行業相關軟件的運用

瞭解相關的資訊科技管理系統的應用範圍及其優點
瞭解相關的資訊科技管理系統的基本組合及其他配套，包括：

軟件
硬件

瞭解相關的資訊管理系統的運作
瞭解資訊管理系統對所屬機構管理的重要性
瞭解資訊保安管理對所屬機構營運的重要性
瞭解資訊管理系統的應用所帶來的保安風險及其後果，例如：

財政損失
法律責任
客戶流失
損壞商譽

瞭解資訊保安管理週期，包括：
評估資訊保安風險
推行及維持穩妥的保安架構
監察及記錄覆檢及改善
使用者之權限管理等

2. 運用資訊管理系統
充分掌握美容業現時最常用的資訊管理系統，因應所屬機構整體營運狀況、資源及業務需要，選擇
及運用合適的資訊管理系統，增加經濟效益、提升銷售及服務質素、完善客戶關係管理等，以配合
市場需要及所屬機構的未來發展
有效地執行資訊保安管理，以保障所屬機構及顧客的利益
能夠與軟件供應商保持良好及充分溝 通，以確保所屬機構的資訊管理系統運作穩健、與時並進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掌握美容業最新、最常用的資訊科技訊息與系統；及
能夠準確分析所屬機構營運政策、資源狀況、市場環境等各項因素，從而選擇及應用適當的美容業
相關的資訊管理系統，並能有效地執行資訊保安管理，以增強所屬機構的競爭力、提高工作效率及
加強客戶關係管理及提升銷售與服務質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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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制定員工培訓指引

編號 BEZZOM413A

應用範圍 於美容相關工作場所，能有效地制定員工培訓指引，以確保各職系員工能接受適當的美容專業培訓，以符
合所屬機構的人力要求標 準，提升美容專才的質素。

級別 4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美容業人員的培訓

瞭解美容業員工培訓概念，例如：
公司組織各架構職能範疇員工的要求及素質
培訓目的
培訓方法
評審方法
培訓系統

瞭解各種培訓模式的特點、功用及技巧
督導理論學習
教學形式
互動形式
專題研習形式

2. 協助制定員工培訓指引
協助制定美容業人員的培訓指引

確定個別職系員工的職能需要，例如技能、技巧及職業道德等
確立師資要求
培訓時數
確定培訓方式

遙距
課堂
現場教授
學徒式

確立培訓地點、時數及實際美容操作設施需要
訂立培訓範圍及程度

初級適合初入行人士，能夠協助參與美容院運作
中級適合需要獨立工作人員
高級適合需要督導下級的美容專業管理階層或需要協助參與機構策劃發展

訂立考試規則及方法
確定考試評審標準，例如個別職能的美容技術理論筆試及實踐能力考核部份的比重及
方法

定期檢討培訓效果，提交改善培訓指引建議，以配合所屬機構人力資源改變的需要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運用員工培訓的專門知識，確定所屬機構對各職系的培訓需要，協助制定員工培訓指引；及
能夠提交改善培訓指引的建議，以配合所屬機構人力資源需求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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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制定員工工作守則

編號 BEZZOM414A

應用範圍 於美容相關工作場所，在所屬機構既定的整體營運策略下，能夠制定內部員工守則並加以執行，以確保所
屬機構正常運作。

級別 4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瞭解員工守則

瞭解與美容師及有關工作人員的工作守則，例如：
守時及有禮
外表及工作場所皆要保持整潔
必須真正的關心顧客，為他們提供高質素的服務及適當的產品
尊重顧客、同事、僱主以至行業，遵守適當言行的原則
瞭解並且遵守與美容業有關的法律、規定及標準，以及安全措施等
對工作要深入瞭解
時刻保持正確的專業工作態度，避免不恰當的行為
以誠信態度，處理顧客的預約安排及顧客的訂金和繳款，尊重合約條款

瞭解美容師及有關工作人員的服務於行業內的認可範圍：
不要作醫學上的病情判斷
勿企圖替任何病況作出治療，必須提醒顧客尋求專業的醫療意見

2. 制定員工工作守則
根據所屬機構既定的整體營運策略，制定員工工作守則
隨着行業變化及所屬機構要求，更新有關員工守則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根據所屬機構既定的整體營運策略下，制定內部員工守則並加以執行，以確保所屬機構正常運
作；及
能夠隨着行業變化及所屬機構要求，更新有關員工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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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與機構內不同部門人員進行溝通

編號 BEZZOM415A

應用範圍 於美容相關工作場所，能夠清楚瞭解所屬機構的運作程序，與機構內不同部門人員進行溝通。

級別 4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溝通方式及技巧的認知

瞭解各種文書方式及運用技巧，如電郵、備忘錄、表格等，並掌握其分別及特性
瞭解所屬機構會議程序，並掌握開會目標及用途

2. 運用溝通方式及技巧
能靈活運用各種文書方式，如備忘錄、電郵、表格等，與機構內不同部門人員進行有效的溝通
能靈活運用會議技巧參與或主持內部會議，與機構內不同部門人員進行溝通，提高所屬機構各部門
的工作效率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掌握各種文書方式及技巧；及
能夠靈活運用會議技巧參與或主持內部會議，與機構內不同人員進行溝通，提高所屬機構各部門的
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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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推廣美容品牌

編號 BEZZCN504A

應用範圍 於美容行業，能整合市場學及品牌策略的專門知識，推廣原創美容或企業品牌；引進外國品牌並加以推
廣，以提高目標市場對所屬機構及美容產品的認知，提升機構的形象。

級別 5

學分 9（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消費者及品牌的認知

瞭解品牌知識
瞭解消費者取向

潮流文化對消費者行為的影響
消費模式變化原因

瞭解品牌價值及品牌內涵
瞭解國際美容品牌歷史

2.推廣美容品牌
分析國際美容品牌的發展歷史及趨勢
能與海外美容產品品牌代理溝通、合作，引進外國美容品牌，並加以推廣
掌握品牌管理及市場推廣策略

制定品牌定位及相關策略
確立品牌自身的形象及價值
掌握品牌管理方法
制定品牌銷售途徑等

掌握品牌及相關產品知識產權的法規
瞭解知識產權對品牌的重要性
運用品牌的相關法律保障

品牌策略管理
確定品牌建立是企業發展的長遠目標
明白品牌本身的核心價值(core value)
於推廣過程中，貫徹執行保持品牌形象及產品質素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整合市場學及品牌策略的專門知識，推廣原創美容產品或企業品牌；
能夠引進外國品牌並加以推廣，有效地提高所屬機構及美容產品品牌的知名度，以促銷美容產品和
服務；及
能夠掌握品牌及相關產品知識產權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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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設計人體彩繪造型

編號 BEZZMU501A

應用範圍 於化妝相關工作場所，能夠掌握繪畫造型、化妝及色彩搭配技巧，設計流行、具動感的人體彩繪造型。

級別 5

學分 9（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人體彩繪造型知識

瞭解繪畫造型技巧及應注意事項，例如：
化妝技巧
構圖的對比和協調性
人體的骨骼及肌肉結構
色彩暈染及搭配技巧

瞭解人體彩繪造型設計的基本要求，包括：
構圖定位合理
構思設計具創意
整體效果能突出重點
畫面完整統一、美觀和諧
比例關係協調

認識設計人體彩繪造型的步驟，包括：
確定主題內容
繪製造型草圖
描畫構圖

瞭解各種常用的人體彩繪造型用品用具的特性、使用技巧及應用範圍
2. 設計人體彩繪造型

掌握人體彩繪造型知識，設計及確立主題鮮明的作品主題，例如：
明確主題，包括：四季、和平、環保、幻想等
構思新穎設計

掌握繪畫造型、色彩暈染技巧，根據作品主題，繪製造型草圖，包括：
主題命名
圖案設計
色彩運用說明
主題解釋

掌握人體彩繪知識，運用繪畫造型的技巧，按照作品主題需要、模特兒客觀條件，設計人體彩繪造
型圖案，包括：

圖案的大小
圖案的疏密
綫條虛實
色彩暈染
道具與配飾的運用等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掌握人體彩繪造型設計、色彩暈染技巧；及
能夠按照作品主題的造型特點，運用繪畫造型、化妝及色彩搭配技巧，設計具創意、主題鮮明突出
的人體彩繪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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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評估顧客服務計劃及績效指標

編號 BEZZCS501A

應用範圍 於美容行業，能有效地評估顧客服務計劃及績效指標，以改善顧客服務，發展所屬機構業務，提升公司品
牌形象。

級別 5

學分 12（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瞭解顧客服務指標內容

瞭解顧客服務指標之訂定，例如：
服務指標計量化
顧客質素之標準
顧客認知
服務期望
顧客標準質素與服務期望之差異
服務質素之改進
服務優勢等

2. 評估顧客服務計劃及績效指標
掌握顧客服務計劃之檢查及評估，包括：原則、範圍、方法、步驟及流程、保密及限制等
訂立績效指標，將顧客服務績效指標計量化，例如：

按營業額
顧客到訪次數
按利潤回報
按投訴個案數目
新增客戶及流失客戶比例等

訂立顧客服務計劃各項評估
評估範圍
評估方法
評估步驟
跟進及改善服務管理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掌握顧客服務質素保證的概念；及
能根據公司策略目標，有效地評估顧客服務計劃及績效指標，以改善顧客服務，發展所屬機構業
務。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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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制定銷售預算

編號 BEZZMS501A

應用範圍 於美容行業，能透過分析及評估影響銷售情況的各項因素，預計在指定期間應能達致的銷售目標，制定銷
售預算。

級別 5

學分 9（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銷售行情及銷售預算相關知識

瞭解銷售評估需考慮的因素，包括：
銷售增長率

上一年銷售數據
以往銷售數據
競爭對手的營業額

機構因素
銷售策略
市場研究
市場佔有率
零售店舖數目

環境因素
零售店舖面積
店舖成熟期
營業日數

影響因素
經濟狀況(例如物價升跌、消費傾向、通脹／通縮)
特別因素(例如稅率的改變)

瞭解銷售預算概念，例如：量度、控制及預計銷售情況
2.制定銷售預算

評估銷售行情
制定銷售預算，包括：

複查所屬機構過往的營業狀況
考慮今後市場的情況
配合所屬機構整體目標及經營策略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運用銷售相關知識，有效地評估銷售行情；及
能透過分析及評估影響銷售情況的各項因素，預計在指定期間應能達致的銷售目標，以制定有關預
算。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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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制定營銷計劃

編號 BEZZMS502A

應用範圍 於美容行業，能根據所屬機構的資源及目標，透過對美容產品／服務市場競爭環境的分析及實際銷售經
驗，制定有效的營銷計劃，以完成公司擬訂的銷售目標。

級別 5

學分 9（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瞭解美容產品／服務市場及銷售方式

瞭解美容產品／服務市場競爭環境
瞭解美容產品／服務銷售方式、渠道及程序
瞭解顧客消費心理
瞭解美容產品／服務市場資訊系統

2.制定營銷計劃
根據所屬機構的資源及目標，制定有效的營銷計劃，包括：

擬訂銷售目標
選擇適當的銷售方式及渠道
選擇銷售區域及隊伍
擬定營銷計劃執行程序
評估營銷計劃的績效

制定營銷計劃的管理及監控方法
制定使用資訊科技及互聯網銷售美容產品及服務的計劃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根據所屬機構的資源及目標，制定有效的營銷計劃；及
能夠制定營銷計劃的管理及監控方法，以完成公司擬訂的銷售目標。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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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制定市場調查計劃

編號 BEZZMS503A

應用範圍 於美容行業，能根據所屬機構的需要，透過收集及分析美容產品／服務市場調查資料，制定有效的市場調
查計劃，以完成公司擬訂的市場調查目標。

級別 5

學分 9（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美容產品／服務市場調查知識

瞭解美容產品／服務市場調查目的，例如：
發展新產品
銷售及市場推廣

認識美容產品／服務市場調查方法及技巧
認識美容產品市場資訊系統

2.制定美容產品／服務市場調查計劃
根據所屬機構對美容產品／服務市場調查的需要，制定有效的市場調查計劃，包括：

擬訂市場調查目標
選擇市場調查方式
擬定市場調查計劃執行程序
評估市場調查計劃的績效

制定市場調查管理計劃
制定市場調查監控計劃
制定使用資訊科技及互聯網收集及分析美容產品／服務市場調查資料的計劃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根據所屬機構對市場調查的需要，透過收集及分析美容產品／服務市場調查資料，制定有效的市
場調查計劃；及
能夠制定市場調查管理及監控計劃，以完成公司擬訂的市場調查目標。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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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制定培訓項目推廣策略

編號 BEZZMS504A

應用範圍 於提供美容培訓場所及相關工作地點，能夠根據美容培訓中心／機構的辦學宗旨與使命，並掌握行業相關
資料，制定一套有效的美容培訓項目推廣策略。

級別 5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瞭解培訓項目推廣策略的原則和細節內容

瞭解美容培訓中心／機構的辦學宗旨與使命
瞭解美容行業整體的培訓項目發展趨勢
瞭解競爭對手的特色
瞭解美容培訓項目推廣的目的，包括：

加強培訓課程或機構的巿場認知
對培訓機構的定期宣傳
提高培訓機構的巿場競爭力與優勢
吸引有意修讀美容培訓課程的人士
提高報讀率等

瞭解美容培訓項目常用的推廣方法，例如：
校舍推廣
宣傳小冊子及單張
其他印刷品
直接郵遞
互聯網
研討會或博覽會等

瞭解美容培訓項目推廣的內容與細則
瞭解培訓項目推廣策略所需考慮的因 素，例如：

推廣期、地點、形式、次數的擬定
預期的成效
所需投放的資源和時間
所需資源的類別及其分配等

瞭解編寫推廣策略報告的方法和技巧
瞭解推廣成效評估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瞭解推廣策略的評估準則

2.制定培訓項目推廣策略
根據美容培訓中心／機構的辦學宗旨與使命，並正確掌握行業整體的培訓項目發展趨勢及競爭對手
的資料，制定一套有效的美容培訓項目推廣策略
能夠對推廣策略的各個計劃進行檢討和評估，同時收集推廣策略的成效數據，以編制成一份有系統
的分析報告，及提出具建設性的建議
懂得妥善保存相關的資料和報告，以作日後參考之用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根據美容培訓中心／機構的辦學宗旨與使命，並正確掌握行業的相關資料，制定一套有效的美
容培訓項目推廣策略；及
能夠對推廣策略的各個計劃進行檢討和評估，同時收集推廣策略的成效數據，以編製成一份有系統
的分析報告，及提出具建設性的建議。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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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制定本地市場推廣策略

編號 BEZZMS505A

應用範圍 於美容行業，運用市場學理論，探討本地市場導向，適當地分析及評估最新市場資訊，有效地制定本地市
場推廣計劃，以提升本地市場對所屬機構及美容產品的認知，促銷所屬機構的美容產品及服務。

級別 5

學分 9（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市場理論

瞭解市場導向理論，包括：
市場營銷組合的應用
消費品市場
顧客和美容產品主導的機構

瞭解本地營銷環境與市場劃分
美容產品／服務分銷途徑
銷售定價策略及方法

2.制定本地市場推廣計劃
制定本地市場推廣計劃

分析本地市場及目標顧客群之特性
瞭解顧客購買美容產品／服務的動機
掌握保留現有顧客及吸引新客源的方法

向管理層提出具體的本地市場推廣計 劃，以配合公司的本地市場發展計劃、業務預算及策略
統籌實務的推廣工作，包括設計推廣宣傳目的、方案等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對本地市場環境作出分析，發展出一套有系統及創新的本地市場推廣及銷售方法；及
向管理層提出具體的本地市場推廣計劃，統籌實務的推廣工作，包括設計推廣宣傳目的及方案等。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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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檢討員工薪酬基準及制度

編號 BEZZOM502A

應用範圍 於美容行業，在存在變數的日常營運環境下，能夠充分掌握所屬機構的營運發展、人力資源政策及美容業
人力市場變化，定期檢討所屬機構的薪酬基準及制度，從而挽留及吸納優秀員工，改善所屬機構的業績及
塑造良好企業形象。

級別 5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薪酬制度理論

認識所屬機構的營運架構及工作流程
瞭解所屬機構既定的薪酬制度及調整機制
瞭解美容業人力資源市場狀況及薪酬趨勢
瞭解有效薪酬管理的意義及重要性

挽留及吸納優秀員工
激勵員工
改善業績
塑造良好企業文化、形象

瞭解所屬機構未來業務發展動向、員工流失情況及人力架構變化
瞭解薪酬檢討方法及考慮要素
瞭解現行法例對薪酬制度的規範

2. 檢討員工薪酬基準及制度
在存在變數的日常營運環境下，根據所屬機構的營運狀況、人力資源架構，並因應美容業人力資源
市場的現況及發展趨勢，掌握薪酬檢討技巧，定期檢討所屬機構的薪酬基準及制度，包括：

內部公平性
市場合理性
個人公平性，如：年資、績效評估、個人資歷、個人技能等

根據所屬機構的薪酬管理制度、工作評價方式及市場變化，檢討薪酬結構，包括：基本工資、佣
金、獎金、津貼、福利等
準確評估所屬機構的薪酬指標及市場現況，以防止高薪酬、高差距的薪酬問題
根據檢討結果，制定合適的薪酬結構及指標，並能因應實際所需，進行檢討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掌握所屬機構人力資源政策以及薪酬制度；及
在存在變數的日常營運環境下，能夠根據所屬機構的人力資源政策、美容業人力資源市場現況及變
化，定期檢討所屬機構的薪酬基準及制度，以挽留及吸納優秀員工。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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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檢討員工紀律及規章制度

編號 BEZZOM503A

應用範圍 於美容行業，能夠全面掌握所屬機構的紀律及規章制度，在存在變數的日常營運環境下，因應實際所需，
定期進行檢討，以確保相關制度切合所屬機構運作的需要及符合相關法例要求。

級別 5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員工紀律及規章制度相關知識

瞭解現代人力資源管理模式及重要性
瞭解所屬機構文化、目標及使命
瞭解良好的員工紀律及完善的規章制度對員工及所屬機構的影響
瞭解所屬機構既定的紀律及規章制度，包括：

職業道德規範
個人行為規範
培訓制度
考勤制度
獎罰制度等

瞭解所屬機構營運架構及運作模式
明白員工申訴機制的重要性
瞭解美容業營運的相關法律規範
瞭解所屬機構既定的員工表現評核機制

2. 檢討員工紀律及規章制度
在存在變數的日常營運環境下，因應內在、外在環境變遷，定期檢討所屬機構現行的員工紀律及規
章制度是否切合實際所需
透過所屬機構的良好溝通渠道，蒐集各級員工的意見，並能加以分析，於進行檢討時作為參考數據
掌握所屬機構有關紀律問題的匯報機制，定期檢討其有效性及公平性
因應法例的變更，檢討及修訂員工紀律及規章制度
透過有效的溝通渠道，確保相關人士能充分瞭解修訂後的員工紀律及規章制度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全面掌握所屬機構既定的員工紀律及規章制度；及
在存在變數的日常營運環境下，能夠根據所屬機構實際所需及因應環境變遷，定期檢討所屬機構既
定的員工紀律及規章制度，以提升員工的工作效率及機構形象。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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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檢討員工職位及職務

編號 BEZZOM504A

應用範圍 於美容行業，能夠根據所屬機構既定的人力資源管理策略，定期或因應需要檢討員工職位及職務，以配合
所屬機構的發展。

級別 5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人力資源管理相關知識

瞭解現代人力資源管理模式
認識人事管理技巧
認識所屬機構的營運架構及各部門的職能，包括：

職位定義
主要權責
資格要求，例如：學歷、技能、經驗等

瞭解所屬機構人力資源規劃，包括：
未來的組織結構
人力供求平衡計劃
人力資源徵聘及補充計劃
員工培訓計劃
人力使用計劃，包括：職位功能及職位重組、工作委派及調整、職務範疇增減、升職及調
配、人力檢查及調節等

瞭解美容業人力市場概況及發展趨勢
2.檢討員工職位及職務

掌握所屬機構的績效管理系統，以蒐集足夠及有用訊息，作為檢討基準，包括：
績效管理流程
述職管理制度
部門及個人績效考核制度

掌握所屬機構的人力資源管理策略，按既定的工作分析及檢討程序，定期進行員工職位及職務檢討
根據檢討結果，重組、調整職位及職務，以確保其有效、合理及適時性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掌握所屬機構的人力資源管理政策；及
能夠掌握所屬機構既定的工作分析及檢討程序，檢討組織架構的運作成效，按需要重組或調整職位
及職務安排，以配合所屬機構的發展。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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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制定機構營運管理

編號 BEZZOM505A

應用範圍 於美容行業，能夠分析、檢討所屬機構的營運情況及目標，制定有效的整體營運管理方案。

級別 5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瞭解美容市場及所屬機構日常營運

瞭解美容市場及所屬機構日常營運情況
現行美容服務種類及發展趨勢
所屬機構的業務範圍及目標
所屬機構的市場定位及規模
所屬機構的未來發展動向
所屬機構日常營運狀況，包括：

人力資源流失情況
收支狀況及利潤水平
物流安排
顧客服務及員工素質
品質控制
風險管理
營運機制
記錄系統，例如：顧客資料、收支項目等

瞭解所屬機構現時營運管理方面不善之處及其影響
2. 制定所屬機構營運管理方案

制定所屬機構整體營運管理計劃，包括：
確立市場定位及服務範圍
制定促銷、宣傳方針
訂立完整的記錄系統
釐定服務定價準則及繳費模式
確立成本控制機制
確立顧客服務指標
有效的資源分配
監察服務技術水平及員工表現
設立檢討及改善機制，包括：調查違規人員、違規工序及原因、分析及檢討調查結果、改善
現行營運管理系統等

有效地掌握美容業知識管理，善用資訊科技，提升所屬機構的管理效率和效能
掌握危機管理、變革管理技巧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對所屬機構的營運情況及目標作出全面分析，制定有效的整體營運管理計劃，及有系統地定期
檢討成效；
能夠有效地掌握資訊科技管理，提升所屬機構的管理效率和效能；及
能夠掌握危機管理，變革管理技巧，以改善所屬機構的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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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制定招聘、人員調配及考勤程序

編號 BEZZOM507A

應用範圍 於美容行業，能夠全面掌握人力資源管理知識，制定適合所屬機構的招聘、人員調配及考勤程序，以配合
機構的人力資源管理策略。

級別 5

學分 9（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人力資源管理相關知識

瞭解現代人力資源管理模式及重要性
瞭解所屬機構的營運架構及各部門的職能
瞭解所屬機構人力資源計劃
瞭解人事管理技巧
瞭解各種招聘途徑的利弊，包括：內部及外部招聘
認識勞工法例及相關法律規定
瞭解完善的員工記錄之內容要求、用途及其重要性

2. 制定招聘、人員調配及考勤程序
準確分析及制定所屬機構人力資源計劃，包括：

預測所屬機構未來營運發展情況，及對員工數量及職系的需求
評估所屬機構的員工流失情況，包括：外在、內在因素
預計因內部晉升而引致的組織結構變化

根據所屬機構人力資源管理策略，遵守相關法律規定，制定招聘、人員調配及考勤程序，包括：
訂定招聘規模及範圍的準則
訂立選擇招聘途徑的標準
訂定收集應徵者資料的方法及處理程序
訂定安排面試的程序
釐定各職級的招聘選拔標準，包括：

考核項目設定
評核準則

為面試評核員、考核員制定面試指引
考勤辦法、評核標準及違規罰則
確立員工晉升、調配準則及程序
制定人力資源管理信息系統
制定完善的員工記錄

透過有效的溝通渠道，確保相關人士能充分瞭解所屬機構的招聘、人員調配及考勤程序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根據所屬機構現時狀況及未來業務發展，遵照相關勞工法例要求，制定適合所屬機構的招聘、人員
調配及考勤程序，以配合所屬機構的人力資源管理策略；及
能夠透過有效的溝通渠道，確保相關人士能充分瞭解所屬機構的招聘，人員調配及考勤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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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處理複雜勞資糾紛

編號 BEZZOM508A

應用範圍 於美容行業，能瞭解香港勞工法例及相關法規、香港法院制度及其管轄權以及勞資糾紛有關的法律程序，
並能正確地引用相關法例處理複雜勞資糾紛。

級別 5

學分 9（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香港法院制度及法律程序的認知

瞭解香港法院制度、司法管轄權、審理與勞資糾紛有關的案件種類及權限
終審法院
高等法院
區域法院
裁判法院
勞資審裁處
小額薪酬索償仲裁處等

瞭解僱主、僱員就不同性質勞資糾紛提請申索的程序及限制、可行使的法律權利
瞭解不同法定機構處理申索案件的程序及提請申索的時限

2. 處理複雜勞資糾紛
掌握不同法定機構對處理勞資雙方的金錢糾紛案件的程序，例如：

勞資審裁處
申索款額及人數規限
調解糾紛會議
達成調解協議處理
聆訊
覆核判決
上訴處理

小額薪酬索償仲裁處
申索款額及人數規限
法律程序
聆訊
覆核判決
上訴處理

掌握有關工傷補償申索案件的法定程 序，例如：
僱員補償評估委員會簽發「覆檢評估證明書」的程序及法律後果
工傷意外導致死亡個案的補償及法律程序

掌握平等機會委員會處理有關性別、懷孕、殘疾歧視的法律程序
掌握對勞資糾紛案件判決的上訴機制、法定程序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掌握香港勞工法例及相關法規、香港法院制度、以及勞資糾紛有關的法律程序；及
能夠遵守及正確引用相關法例，按不同法定機構的法律程序，處理複雜勞資糾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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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制定美容業職安健的風險管理

編號 BEZZOM509A

應用範圍 於美容行業，按照所屬機構的人力架構、業務範圍，制定美容業職安健的風險管理系統。

級別 5

學分 9（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職安健管理的認知

瞭解現行的職安健管理系統
瞭解國際的職安健管理標準
瞭解組織行為與職安健管理的關係

2. 制定美容業職安健的風險管理系統
按照現行職安健法例的要求，根據所屬機構的業務範圍，制定職業健康及安全風險管理系統，包
括：

安全政策
安全組織
安全培訓
內部安全規則
安全視察計劃
個人防護裝備計劃
意外或事故調查
緊急情況的應變準備
分判商的評核、挑選準則及管控制度
安全委員會
評估工作相關的危害
職安健推廣
程序監控計劃
職業安全健康計劃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根據所屬機構的業務範圍，職安健法例要求，制定職業健康及安全的風險管理系統；及
能夠運作及管理所屬機構制定的職業健康及安全風險管理系統。

備註

4-262



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制定美容業營運的風險管理

編號 BEZZOM510A

應用範圍 於美容行業，能夠掌握各項與美容業相關之風險和緊急應變方法，制定全面、有效的風險管理方案。

級別 5

學分 9（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風險管理理論的認知

瞭解風險管理理論，包括：
風險管理定義
風險管理的重要性
投資風險管理

迴避風險
避免損失
減低損失程度
風險轉移
資訊管理
風險保留

瞭解現代風險管理
風險管理發展現況
危機處理方法
危機後的風險管理策略

瞭解確認風險的要素
風險確認方法
風險確認工具
風險的暴露

瞭解風險評估概念
風險評估的重要性
風險量度

瞭解風險控制方法
風險控制的重要性
預先評估風險
事前風險控制及事後財務性補償

2. 制定風險管理方案
掌握各項美容服務的工序及範疇，運用風險管理的知識及技巧，制定風險管理方案，如：風險評估
工具及檢討機制
評估各項美容服務工作流程、儀器、工具設施，作出準確的風險評估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掌握運用風險管理相關知識及技巧，對各項美容服務工序作客觀、理性分析，評估各項風險及
危機處理方法；及
能夠制定有效、全面的風險管理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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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制定員工培訓系統及政策

編號 BEZZOM511A

應用範圍 於美容行業的人力資源部門，能夠制定符合所屬機構之員工培訓系統及政策，以滿足各部門在可見未來之
人力資源需求。

級別 5

學分 9（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瞭解所屬機構組織及各部門工作崗位能力的要求

瞭解所屬機構的組織架構及各部門的職能
瞭解各工作崗位的能力要求
瞭解人力資源管理學的基礎理論，例如員工招聘、培訓、薪酬、福利及勞工法例等
瞭解政府認可的專業資格，例如美容師
瞭解政府認可的培訓計劃，例如美容護理業技能提升計劃等
瞭解美容院認可的技術人員資歷及培訓要求

2. 制定員工培訓系統及政策
根據現有的人力資源，評估現存員工的工作能力水平
就美容業發展，評估可預見未來之人力需求
在部門內進行員工能力要求的分析
分析現存員工之能力與期望能力要求之間的差距，確立所需的培訓項目、人選及優先次序
就所屬機構內部繼任／晉升計劃制定培訓項目
因應部門的特別要求、內部培訓能力及培訓市場的供應，選擇適當的培訓模式，例如：內部培訓、
課餘進修、在職培訓等
確保培訓資源充足及在培訓期間各部門運作正常
評估員工培訓後的成果，並檢討所屬機構之員工培訓系統及政策的成效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評估及分析現存員工之能力與期望能力要求之間的差距，確立所需的培訓項目及人選，制定符合所
屬機構之員工培訓系統及政策，以配合各部門的需求和美容業的發展；
選擇適當的培訓模式，並確保培訓資源充足及在培訓期間各部門運作正常；及
能夠評估員工培訓後的成效，並檢討所屬機構之員工培訓系統及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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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制定庫存管理

編號 BEZZOM512A

應用範圍 於美容行業的倉庫管理部門，能夠制定庫存管理的計劃，優化倉庫運作成效，以配合貨品的庫存及提存需
要。

級別 5

學分 9（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瞭解美容產品的特性交收及儲存方法

暸解美容產品的特性、儲存及運送要求，例如：溫度及濕度控制等
暸解有關倉庫的法規，例如：危險品處理、職安健環的要求等
暸解倉庫的特性，例如：獨立倉庫或零售點相連倉庫的面積、樓面負荷、對外基建等
瞭解貨品流量、庫存量及種類的要求

2. 制定庫存管理的計劃
根據倉庫的性質、美容產品儲存要求及相關法規等，制定倉庫管理的計劃，例如：

美容產品交收程序
不同庫存品的提取模式，例如：先入先出、後入先出、最低數量等
庫存品儲存位置的標籤系統
美容產品提存的標準
庫存環境的標準及監察指引
倉庫防火及保安系統的管理及執行指引
採用相關的庫存軟件系統，進行資料輸入及記錄
倉庫及庫存品的保險安排及執行指引

制定庫存品盤點的指引
制定不同的應變計劃，以應付各範疇的突發事件
制定倉庫管理成效的指標
檢討倉庫管理的成效，並提出改善建議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根據倉庫的性質、美容產品的儲存要求、相關法規等，制定管理倉庫的計劃；及
能夠根據倉庫管理成效的指標，改善庫存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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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制定財務管理

編號 BEZZOM513A

應用範圍 於美容行業，在存在變數的日常營運環境下，能分析所屬機構內各種財務管理問題，並能利用有關成本、
支出及盈利等相關的資料／數據，制定財務管理方案，使所屬機構在經濟上得到最大的效益。

級別 5

學分 9（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財務管理知識及美容業運作情況

瞭解美容業的運作
瞭解美容業財務管理，包括：

財務管理的目標
金融市場的功能

瞭解美容業財務報表分析
資產負債表
損益表
現金流量表
預測報表

瞭解美容業財務規劃與預測方法
瞭解美容業資本預算，例如：

投資法則
淨現值法
獲利能力指數

瞭解美容業項目現金流量的計算方法
相關現金流量
增額現金流量
營運現金流量

瞭解風險與回報，例如：
系統風險與非系統風險
風險和預期報酬的關係

瞭解危機管理概念
瞭解資訊科技的應用

2. 制定美容行業財務管理
於存在變數的日常營運環境下，能為所屬機構制定完善的財務管理政策

分析財務報表
制定資本預算
制定成本監控方案
制定業務風險與回報管理方案
進行財務策劃

控制營業循環過程及現金流量
掌握現金預算

制定業務營運資金管理方案
控制現金收入、支出
控制存貨
訂定信貸政策及分析

制定危機管理方案
制定資訊科技在財務管理上的應用方案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根據美容行業的特性，掌握美容業財務管理知識；及
能夠運用資訊科技及危機管理知識，配合所屬機構實際營運情況，在存在變數的日常營運環境下，
制定所屬機構適用的財務管理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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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級能力單元內容 

  



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制定顧客服務管理策略

編號 BEZZCN601A

應用範圍 於美容行業，按所屬機構的使命及目標，制定有效的顧客服務管理策略，以滿足顧客需求，有利提升所屬
機構品牌形象、增加利潤，及拓展機構業務。

級別 6

學分 12（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瞭解顧客服務管理

瞭解制定顧客服務管理策略之重要性
瞭解顧客服務管理理論

全面顧客服務配套
服務市場概念，例如：市場機會
服務操作策略，例如：資源分配分析
全面服務傳遞配套 (Delivery Total Service Package)
目標顧客區分
顧客服務與溝通管理組合
服務需求與供應策略
服務質素量度

2. 制定顧客服務管理策略
運用顧客服務管理知識，因應所屬機構的目標，制定有效的顧客服務市場組合策略

制定顧客服務管理計劃
服務管理操作
服務流程組合(Services Process Matrix)
服務內容、配套、質素、價格定位
顧客服務推廣策略
電子及網絡服務策略
顧客服務溝通組合策略

訂立外在及內在服務管理邏輯策略，以改變所屬機構之服務文化
改變機構組織或系统的策略，例如：招聘、培訓、獎罰、僱員投入等
掌握顧客服務審核範圍，例如：顧 客、員工、管理階層、外界等

根據已制定之服務質素尺度，找出服務不足之處，制定結構性質素改善之策 略，以確立顧客
服務質素保證

審核顧客服務之投資，預計短期及長期之回報，以制定顧客服務策略
制定長期顧客服務發展與環球顧客服務策略，例如：

拓展本地顧客服務策略
單一／多元化產品策略
集中或地域多元化策略

特許經營
中國內地或海外顧客服務策略等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按所屬機構之使命及目標，制定有效的顧客服務管理策略，以滿足顧客的要求；及
通過制定有效的顧客服務管理策略，以提升所屬機構品牌形象，增加利潤，拓展業務，有利公司長
遠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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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制定顧客關係管理策略

編號 BEZZCN602A

應用範圍 於美容行業，按所屬機構之使命及目標，制定有效的顧客關係管理策略，以維持現有客戶和吸引新客源，
發掘潛在客戶，以發展所屬機構業務。

級別 6

學分 12（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顧客關係管理的認知

瞭解顧客關係管理理論
美容業的市場定向、顧客定向
顧客關係之利益
顧客關係之目的

顧客保留
顧客爭取
顧客利潤

美容業顧客關係之特性
瞭解美容業之顧客關係管理策略

交易管理策略
關係管理策略，例如：

伙伴關係
顧問及疑難解決關係
聯營關係
功能關係

供應商與顧客推廣
瞭解顧客資料庫系統管理策略

2. 制定顧客關係管理策略
因應所屬機構的整體目標，制定有效的顧客關係管理策略

訂立顧客關係管理的結構組織
訂立維持顧客關係管理的方法、步驟及工作流程，例如：

顧客篩選準則
發掘新客源的方法
客戶分類
顧客流失評估及補救
顧客投訴的處理及跟進程序

利用顧客關係優勢，創造及維持長久顧客關係，保持市場慣性
掌握顧客關係的組織革新策略，包 括：

顧客關係的探討及強化
市場發展
顧客關係的承諾及回饋
補救顧客關係的方法

運用顧客資料庫技術，推行顧客關係策略
訂立系統程序
關係及商機分析
商業聯繫網絡
電子市場推廣
硬件發展、更新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掌握顧客關係管理的專業知識；及
能按所屬機構之整體目標，制定有效的顧客關係管理策略，檢討及整合相關資訊和數據，作出分
析、判斷及評估，提升機構形象，發展業務，以利機構的長遠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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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評估整體市場推廣計劃及績效指標

編號 BEZZMS601A

應用範圍 於美容行業，對各類美容市場情況及整體市場推廣計劃進行批判性地分析及評估，並能制定及檢討績效指
標，以利企業未來推廣發展路向。

級別 6

學分 9（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瞭解美容市場情況

瞭解各類美容服務的市場情況，包括：化妝、美甲及手足護理、美容保健、美容護理、美體護理等
瞭解各個目標市場的發展潛力、市場銷售結構、現行市場導向、市場生命週期等

2.評估整體市場推廣計劃績效指標
按所屬機構目標，制定各個目標市場的推廣策略、計劃及績效指標
制定整體市場推廣計劃績效指標
評估整體市場推廣成效
針對評估結果，改變推廣策略，以迎合市場需求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進行批判性地分析及評估各類美容市場情況；及
能夠評估本地市場推廣計劃及制定檢討績效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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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制定銷售策略

編號 BEZZMS602A

應用範圍 於美容行業，能配合所屬機構整體目標及經營策略，對美容產品／服務市場競爭環境作出分析及評估，從
而制定有效的銷售策略。

級別 6

學分 9（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瞭解美容產品／服務市場銷售系統的運作

瞭解所屬機構及美容產品／服務市場銷售系統的運作
瞭解所屬機構／企業銷售美容產品／服務的方法
瞭解美容產品／服務市場競爭環境

2.制定所屬機構的銷售策略
分析及評估美容產品／服務市場競爭環境
分析美容產品／服務市場的不同層面，制定所屬機構有效的銷售策略，例如：

確定目標顧客，擴大市場及吸引新顧客
掌握保留現有顧客及其好處，採用
「關係市場營銷」(Relationship Marketing)
掌握溝通目標及方法
制定銷售方法
制定促銷策略

評估銷售策略的可行性
檢討銷售策略的績效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分析及評估美容產品／服務市場的不同層面及競爭環境；及
能夠配合所屬機構整體目標及經營策略，檢討及整合相關資訊和數據，作出分析、判斷及評估，以
制定有效的銷售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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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制定銷售管理計劃

編號 BEZZMS603A

應用範圍 於美容行業，能分析所屬機構外在及內在環境因素對銷售管理的影響，配合所屬機構整體目標及銷售策
略，制定有效的銷售管理計劃。

級別 6

學分 9（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美容產品／服務銷售管理知識

瞭解所屬機構銷售管理的性質及範疇
認識美容產品／服務銷售管理理論

2.制定機構／企業的銷售管理計劃
分析所屬機構外在及內在環境因素對美容產品／服務銷售管理的影響
制定美容產品代理及零售管理計劃
制定美容產品／服務銷售人員管理計劃
制定美容產品／服務銷售方式及系統管理計劃
制定銷售績效管理計劃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分析所屬機構外在及內在環境因素對美容產品／服務銷售管理的影響；及
能配合所屬機構整體目標及銷售策略，制定有效的銷售管理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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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制定銷售人員管理策略

編號 BEZZMS604A

應用範圍 於美容行業，能夠掌握美容業銷售人員管理知識，在缺乏完整或連貫的數據／資料下，分析及評估銷售人
員的績效及所屬機構對銷售人員的需求，制定美容業銷售人員管理策略。

級別 6

學分 9（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美容業銷售人員的組織、招聘、訓練、管理及評估

瞭解美容業銷售人員的組織，包括：
銷售區或
銷售隊伍

瞭解美容業銷售人員的資源規劃，如：招聘面談及甄選
瞭解美容業銷售人員薪酬政策的管理，包括：

薪酬及佣金政策
工作評核方法
相關勞工法例

瞭解表現評核與員工培訓，包括：
正式與非正式的評核方法
正式與非正式的培訓方法

掌握員工關係
解決企業內部衝突的機制
不滿的申訴與紀律程序
激勵員工及建立團隊精神

2.制定美容業銷售人員管理策略
制定美容產品／服務銷售區域及隊伍的組織策略，如：鎖售區或及隊伍的組織
在缺乏完整或連貫的數據／資料下，分析美容業銷售人員的市場供應情況，包括：

相關銷售人員統計數字
所需銷售人員的市場需求情況
保留人才所需代價等

配合美容所屬機構營運管理及人力資源策略，制定銷售人員管理策略
人才招聘策略
保留人才策略
內部培訓機制及策略
銷售人員職級、晉升階梯、權責範圍、薪酬、福利及獎勵制度等
工作分配機制
建立員工團隊精神
績效評估計劃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配合企業目標，在缺乏完整或連貫的數據／資料下，分析及評估所屬機構對美容業銷售人員的
需求；及
能夠運用美容業銷售人員管理知識，制定銷售人員的招聘、訓練、管理及評估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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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制定展銷會之整體策略及有關配套

編號 BEZZMS605A

應用範圍 於美容業展銷會或相關工作地點，能與管理層、顧客、陳列設計師、承建商及主辦機構溝通，分析各方面
資料（包括：展覽會場的設計、產品陳列、場館配套設施、顧客期望及企業形象等），從而制定展銷會之
整體策略及有關配套，以達致促銷目的及提高所屬機構的形象。

級別 6

學分 9（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展銷會的認知

瞭解商品與展覽設計的密切關係，如：展銷會對產品的重要性
瞭解展銷會場的設計，包括：

建築空間
環境藝術
視覺傳達和多種設計藝術於一體造型的活動
美容產品的擺設藝術

掌握展銷會場資料
構思展銷會場設計，包括：

設計創意新思維
平面設計技巧

2.制定展銷會之整體策略及有關配套
選擇合適的展銷會場地
分析展銷會的普及程度／社會或行業的認受程度，如：參展產品、參觀人數等
掌握展覽會場的設計過程，包括：

草擬具創意新思維的設計圖則包括平面圖、正視圖、側視圖的顯示
與陳列設計師、承建商及主辦機構技術員溝通
控制緊迫時間管理及現場佈置
監察展覽會場設計進度

推介設計理念給管理層及顧客
確定管理層及顧客的取向及要求
草擬設計推介計劃書
加強與陳列設計師、管理層及顧客溝通

透過展覽會來提高公司及產品形象，令顧客對公司留下鮮明印象
推動公司品牌及建立企業形象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與管理層、顧客、陳列設計師、承建商及主辦機構進行良好的溝通，有效地制定美容產品展銷
會之整體策略及有關配套；及
能領導相關的工作人員參與美容展銷會工作，並透過展銷會來提高公司及產品形象，達致促銷目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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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制定整體市場推廣策略

編號 BEZZMS606A

應用範圍 於美容行業，能對整體市場（海外及本地市場）作出分析，發展出一套有系統及創新的整體市場推廣策
略，以提升目標市場（海外及本地市場）對所屬機構和美容產品的認知，提高所屬機構的知名度，以達致
促銷所屬機構的美容產品及服務。

級別 6

學分 9（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瞭解整體市場推廣、銷售系統運作概念

瞭解所屬機構整體的市場推廣及銷售系統的運作概念，並能對不同層面的市場作出基本的分析，來
決定應採用的市場推廣及銷售方法

2.制定整體市場推廣策略
制定有效的整體市場（海外及本地市場）推廣策略

確定目標顧客外，更能擴大市場及吸引新顧客
掌握保留現有顧客及其好處，運用關係市場營銷學／模式，開拓新客源
掌握良好的溝通技巧，開拓海外市場
制定各種推廣組合，根據所屬機構的財政狀況準備預算，及安排項目的先後次序
瞭解展銷會之功能，並釐定展銷會在境內／外市場的策略
評估市場推廣結果
掌握推廣計劃後的成效及資訊，從而分析及訂定未來之市場推廣策略

制定及管理整套推廣計劃之協調性，並作出評估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向管理層提出具體的整體市場（海外及本地市場）推廣計劃，以配合所屬機構的市場發展規劃、業
務預算及策略，以及提高所屬機構的知名度，提升海外及本地市場對所屬機構的認知，擴大市場佔
有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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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制定國際市場推廣策略

編號 BEZZMS607A

應用範圍 於美容行業，能配合所屬機構整體目標及經營策略，對國際市場競爭環境作出分析及評估，為機構／企業
制定一套有系統、有效及創新的國際市場推廣策略。

級別 6

學分 9（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美容產品／服務國際市場系統運作的認知

瞭解全球化及國際市場推廣概念
瞭解國際貿易組織及政策
瞭解各國政治、社會、經濟、法律和文化的差異對消費者心理及國際商業決定的影響
瞭解國際市場研究與本地市場研究的差異
瞭解美容產品／服務國際市場推廣方法

2.制定美容產品／服務國際市場推廣策略
從政治、社會、經濟、法律和文化的角度，分析不同消費者心理及評估國際市場競爭形勢，制定進
入國際市場的策略
配合所屬機構的財政狀況、人力資源、組織結構、資訊科技及營運模式，制定國際市場推廣策略，
例如：

國際品牌管理策略
國際產品及市場推廣策略標準化或本地化
媒體推廣計劃

國際產品價格策略
國際經銷渠道策略

制定國際市場推廣的監控政策
制定國際市場研究的方法及程序
制定評估及檢討國際市場推廣績效策略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從政治、社會、經濟、法律和文化角度分析不同消費者心理及評估國際市場競爭形勢；及
配合所屬機構的財政狀況、人力資源、組織結構、資訊科技及營運模式，為所屬機構制定一套有系
統及創新的美容產品／服務國際市場推廣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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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制定營運管理策略

編號 BEZZOM601A

應用範圍 於美容行業，能夠分析、檢討企業／機構的營運情況及目標，制定有效的整體營運管理系統及策略。

級別 6

學分 9（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瞭解企業／機構背景、營運管理功能

瞭解企業／機構發展歷史及過程，包括：
企業／機構價值
企業／機構目標和使命
企業／機構的優缺點及面對的挑戰
企業／機構未來發展動向
企業／機構日常運作流程控制

瞭解企業／機構營運管理功能，例如：
計劃、協調及決策企業／機構日常營運
掌握管理控制方法
組織管治文化
提高企業／機構管理效率和效能
改善企業／機構的組織架構
更新企業／機構體制、配合現代化管理

瞭解策略管理理論
2. 制定營運管理系統及策略

擬定企業／機構的營運目標，包括：
分析企業／機構的實力
評估社會狀況、行業競爭環境和趨勢

根據企業／機構營運目標，運用營運管理技巧，制定營運管理策略，包括：
業務發展策略
業務運作策略
人力資源管理策略
財務管理策略
風險管理策略
溝通機制
資源分配策略

制定策略性評估及監控機制
檢討營運管理系統及策略的成效
因應企業／機構發展需要而調整策略
因應外在環境因素變動而調整策略，例如：經濟、科技、政治、社會文化等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透徹分析及整合不同範疇的資料，為企業／機構制定有效的整體營運管理系統及策略，並確立
完善的監控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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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名稱 檢討機構整體營運策略

編號 BEZZOM606A

應用範圍 於美容行業，能夠掌握美容市場各項相關因素，並能定期及因應市場變動所需，有效檢討及調整所屬機構
擬定的整體營運策略，以配合所屬機構的未來發展。

級別 6

學分 9（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瞭解美容業營運情況、機構整體營運策略

瞭解所屬機構整體的營運策略及目標，包括：
銷售及推廣策略
人力資源管理策略
財務策略
品質管理策略
風險管理策略
顧客管理策略
資訊管理策略

瞭解美容業市場狀況及發展動向，包括：
潮流趨勢
科技
產品
價格
顧客心理及需求等

瞭解現時所屬機構面對的營運問題，包括：
行業競爭情況
經費開支情況
營商環境變動等

瞭解所屬機構未來的發展方向
瞭解檢討營運策略所需考慮的因素，包括：

所屬機構內部因素
市場環境因素
銷售增長率
市場佔有率

2. 檢討所屬機構整體營運策略
充分掌握所屬機構整體營運狀況及現存問題，準確分析及評估所屬機構現行營運情況是否達標，並
對整體營運策略作相應調控，以確保其可行性
透過有效的資訊管理及良好溝通技巧，蒐集美容業最新資訊及發展趨勢，並準確檢討及調整所屬機
構的整體營運策 略，以配合市場所需及所屬機構的未來發展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有效掌握所屬機構的營運情況及目標；及
能夠準確分析影響所屬機構營運策略的各項因素，根據所屬機構擬定的營運目標、美容市場現況及
發展趨勢，有效檢討及調整所屬機構整體營運策略，以確保其可行性及前瞻性，進而有效改善機構
的業績。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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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別 資歷架構內資歷級別的通用指標

知識及智力技能 過程 應用能力、自主性及問責性 溝通能力、運用資訊科技及 

運算能力 

1 - 能夠牢記所學，並能藉著其他

人的構思顯示出對少數範疇的

初步理解 

- 能夠運用基本技能 

- 能夠接收及傳遞資料 

- 在指導或推動之下，能夠運用

基本工具及材料 

- 能夠將學習得來的回應應用於

解決問題上 

- 在熟識的私人及/或日常環境

下工作 

- 在推動之下，須顧及部分可確

定的工作後果 

- 主要在嚴謹界定及高度有規

律的情況之下工作 

- 執行重複及可預計的工序 

- 執行清楚界定的工作 

- 履行有相當局限的職責範圍 

- 在清楚指導下，能夠執行常

規性及性質重複的工作  

- 在嚴謹監督下執行受指導的

工作 

- 完全需要依賴外界人士監督

其工作成果及質素 

- 需要在協助下運用極簡單的技

能，例如： 

- 就簡單直接的主題，參與部分討

論 

- 能夠閱讀主題簡單的文件，並能

指出重點及意思所在 

- 在熟識/慣常的情況下，能夠就

有限的少數範疇進行簡單的書

面及口頭溝通，並能對這些交流

作出回應 

- 執行有限範疇的簡單工作，從而

處理數據及取得資料 

- 能夠運用範圍有限的、十分簡單

而熟識的數字性及圖像性數據 

- 利用整數及簡單小數來進行運

算，並能達到一定水平的準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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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別 資歷架構內資歷級別的通用指標

知識及智力技能 過程 應用能力、自主性及問責性 溝通能力、運用資訊科技及 

運算能力 

2 - 能夠根據對所選領域的基本理

解，應用有關的知識 

- 能夠對一些評估作出比較，並

詮釋現有資料 

- 運用基本工具及材料，透過練

習程序來解決問題 

- 在熟識的私人及/或日常環境

下工作 

- 須顧及可確定的工作後果 

- 能夠從多個情況下選擇不同

的工作程序加以執行，當中

可能涉及非常規的情況 

- 需要與其他人協調以達成共

同目標 

- 能夠在可預計及有規律的情

況下執行一系列不同工作  

- 在具有某程度的自主性下，

按指導進行工作 

- 需要在一定時限內達到某些

工作成果 

- 對本身的工作成果的量和質

負有清楚界定的責任，須受

外界人士核查其工作質素 

- 需要在一些協助下運用技能，例

如： 

- 就確定的主題，主動參與討論 

- 能夠從文件中指出有關重點

及意思，並能把有關重點及意

思在其他情況下複述出來 

- 在熟識/慣常的情況下，能夠

就指定範疇進行書面及口頭

溝通，並能對這些交流作出回

應 

- 執行清楚界定範疇的工作，從

而處理數據及取得資料 

- 在慣常的情況下，能夠運用範

圍有限而熟識的數字性及圖

像性數據 

- 利用百分比及圖像數據來進

行運算，並能達到一定水平的

準確性 

5-3



級別 資歷架構內資歷級別的通用指標

知識及智力技能 過程 應用能力、自主性及問責性 溝通能力、運用資訊科技及 

運算能力 

3 - 能夠將知識及技能應用於一系

列不同的工作中，顯示出能夠

理解相關的理論 

- 能夠獨立地取得、組織及評估

某一門科目或學科的有關資

料，並作出經縝密分析的判斷 

- 對清楚界定但有時是不熟識或

未能預計的問題作出各種回應 

- 對熟識的事物作出概括及推論 

- 能夠在各種不同的情況下，

包括熟識及一些不熟識的情

況，運用已知的技術或學習

技巧 

- 能夠從既定的程序中作出重

要的選擇 

- 向有關對象作出陳述 

- 能夠在各種可預計及有規律

的情況下，執行有關工作，

當中可能涉及一些需要負上

某程度個別責任的非常規性

工作  

- 在指導/評估下，進行自我訂

立工作進程的工作 

- 對本身工作成果的量和質負

責 

- 對他人的工作成果的量和質

負有清楚界定而有限的責任 

- 能夠運用廣泛的慣常及熟練技

能，例如： 

- 在熟識的情況下，能夠進行詳

細的書面及口頭溝通，並能對

這些交流作出回應，同時亦能

在編寫篇幅較長的文件時，運

用適當的結構及風格 

- 能夠選取及運用標準的應用

軟件，以取得、處理及整合資

料 

- 在日常的情況下，能夠運用各

種不同的數字性及圖像性數

據，但當中可能涉及一些非慣

常的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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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別 資歷架構內資歷級別的通用指標

知識及智力技能 過程 應用能力、自主性及問責性 溝通能力、運用資訊科技及 

運算能力 

4 - 能夠通過建立一個縝密的方

式，吸收廣泛的知識，並專精

於某些知識領域 

- 能夠呈報及評估資料，並利用

有關資料計劃及制定研究策略 

- 能夠在大致熟識的情況下處理

清楚界定的事項，但亦能夠擴

展至處理一些不熟識的問題  

- 運用一系列專門技巧及方法以

作出各種回應 

- 在各種不同及特定的環境下

工作，當中涉及一些具創意

及非常規性的工作 

- 在規劃、篩選或呈報資料、

方法或資源等各方面，能夠

運用適當的判斷 

- 執行日常的探討工作，並將

有關研究探討的論題發展成

專業水平的課題 

- 能夠執行需要熟練技巧的工

作，當中需要一些斟酌處理

及判斷能力，並需要執行監

督職責  

- 訂立自己的工作進程及進行

指導性工作 

- 在一般性指引或職能內工作 

- 對本身的工作成果的質和量

負責 

- 符合特定的質素標準 

- 對他人的工作成果的量和質

負責 

- 能夠運用與某一門科目/學科有

關的一系列慣常使用的技能及

一些先進技能，例如： 

- 在熟識的及一些新的情況下

均能運用一系列技巧與對象

溝通 

- 能夠融匯貫通有關科目的文

件，有組織及有系統地傳達複

雜的構思 

- 能夠運用各種資訊科技應用

軟件以支援工作及提高工作

效益 

- 有規劃地取得及運用資料，選

擇恰當的方法及數據以證明

有關成果及選擇的合理性 

- 在工作中進行多階段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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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別 資歷架構內資歷級別的通用指標

知識及智力技能 過程 應用能力、自主性及問責性 溝通能力、運用資訊科技及 

運算能力 

5 - 能夠通過分析抽象資料及概

念，從而產生構思  

- 能夠掌握各種不同的專門技

術、具創意及/或概念性的技能 

- 能夠指出及分析日常及抽象的

專業問題及事項，並能作出以

理據為基礎的回應  

- 能夠分析、重新組織及評估各

種不同的資料 

- 能夠批判性地分析、評估及/

或整合構思、概念、資料及事

項 

- 能夠運用各種不同資源協助作

出判斷 

- 能夠在一系列不同技術性、

專業性或管理職能上，運用

辨析及具創意的技巧 

- 與產品、服務、運作或流程

有關的規劃、設計、技術及/

或管理等職能，有效運用適

當的判斷能力 

- 執行涉及規劃、設計及技術

性工作，並承擔一些管理職

責  

- 在廣泛的規限準則下，擔負

責任及具問責性工作，以達

至個人及/或小組工作成效  

- 在合格的高級從業員的指導

下工作 

- 在其他人的協助下(如需要

時)，處理專業操守事項 

- 能夠運用一系列慣常使用的技

能及一些先進及專門技能，以支

援某一門科目/學科的既有運

作，例如： 

- 能夠向各種不同的對象，就該

科目/學科的標準/主題，作出

正式及非正式的表述 

- 能夠就複雜的題目參與小組

討論；能夠製造機會讓其他人

作出貢獻 

- 能夠運用各種資訊科技應用

軟件以支援工作及提高工作

效益 

- 能夠詮釋、運用及評估數字性

及圖像性數據，以達到目的/

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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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別 資歷架構內資歷級別的通用指標

知識及智力技能 過程 應用能力、自主性及問責性 溝通能力、運用資訊科技及 

運算能力 

6 - 能夠作出批判性地檢討、整合

及擴展一套有系統及連貫的知

識 

- 能夠在某一個研究領域內，採

用高度專門的技術或學術技巧 

- 能夠從一系列資料來源，批判

性地評估新的資料、概念及理

據，並發展出創新的回應  

- 能夠批判性地檢討、整合及擴

展一門科目/學科的知識、技巧

運用及思考方式 

- 在缺乏完整或連貫的數據/資

料的情況下，能夠處理極複雜

的事項，並作出有根據的判斷 

- 能夠在一系列不同情況下，

轉換及應用辨析及具創意的

技巧 

- 與產品、服務、運作或流程

(包括尋找資源及評估)有關

的複雜規劃、設計、技術及/

或管理等職能方面，有效運

用適當的判斷能力 

- 進行研究及/或高級技術或

專業活動 

- 設計及應用合適的研究方法 

- 將知識及技能應用於不同種

類的專業工作之中 

- 能夠行使重要的自主權，以

決定及達至個人及/或小組

的成果 

- 對有關決策負責，包括運用

監督職權 

- 能夠顯示出領導才能及/或

就變革及發展等方面作出貢

獻 

- 能夠利用合適的方法，與各類不

同對象溝通，包括同級職員、高

級職員及專家等 

- 能夠運用各種電腦軟件支援及

改善工作效益；能夠指出改進現

有軟件的地方，從而提高有關軟

件的效益，或指定使用新的軟件 

- 能夠對各種不同數字性及圖像

性數據作出評估，並能在工作的

不同階段利用計算協助工作進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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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別 資歷架構內資歷級別的通用指標

知識及智力技能 過程 應用能力、自主性及問責性 溝通能力、運用資訊科技及 

運算能力 

7 - 顯示出能夠以批判性的角度研

究一門科目或學科，包括能夠

理解該門科目或學科主要的理

論及概念，並作出評價，同時

明瞭該門科目或學科與其他學

科之間的概括關係  

- 能夠指出獨特的創見，將之概

念化，並轉化為複雜抽象的構

思及資料 

- 在缺乏完整或一致的數據/資

料的情況下，能夠處理極複雜

及/或嶄新的事項，並作出有根

據的判斷 

- 對某一專門研究領域或更廣泛

的跨學科關係，作出重大而具

原創性的貢獻 

- 顯示出能夠掌握研究及運用

方略，並能作出具批判性的

討論 

- 培養對於新環境下所出現的

問題及事項，作出具創見的

回應 

- 將知識及技能應用於不同種

類的複雜及專業工作之中，

其中包括嶄新及前所未有的

情況 

- 在處理及解決問題時能顯示

出領導才能及原創性 

- 對有關決策負責 

- 高度自主，對本身的工作負

有全部責任，對他人的工作

亦負有重大責任 

- 能夠處理複雜的操守及專業

事項 

- 因應各種背景情況及目的，能夠

策略性地運用溝通技巧，與不同

對象溝通 

- 能夠按發表學術著作的標準及/

或作出批判性討論的標準來進

行溝通  

- 能夠時常留意、檢討及反思本身

的工作及技能的發展，並能在新

的要求之下作出改變及適應 

- 能夠運用各種電腦軟件，指出改

善工作效益的軟件要求，並能預

計未來對這方面的要求 

- 能夠批判性地評估數字性及圖

像性的數據，並能廣泛採用有關

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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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單元編號的準則 

5-9



 

主要職能範疇 編碼  行業編碼

“BE”代表美

容業  

門類編碼

“ZZ”代表沒有

細分的門類  

級別  

“1”代表在資歷架

構第一級

版本  

“A”代表第一版  ( i) 化妝  MU 

(ii) 美甲及手足護理 NA 

(iii)  美容保健 HC 

BE ZZ MU 1 01 A(iv) 美容護理 BC 

(v) 美體護理 BO 

職能編碼  

“MU”代表「化妝」職能範疇  

次序編號

“01”代表某職能範疇的  

第一個能力單元

(vi) 美容教育及培訓 ET 

(vii) 顧客服務及溝通 CS 

(vii i)  市場推廣及銷售 MS 

(ix) 營運管理 OM 

共通

能力  

代表某能力單元橫

跨多於一個職能範

疇  

CN 

單元編號的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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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修訂能力單元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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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能範疇 資歷

級別 

能力單元名稱 新單元編號 資歷

學分 

頁數 更新自原有的能力單元編

號、名稱及所屬級別 

資歷

級別 

更新細項 

美容護理 

美體護理 

4 掌握美容光學原理及儀器功

效理論  

106887L4 3 4-220 

BEZZBC402A操作美容光

學儀器(面部) 

BEZZBO403A 操作美容

光學儀器(身體) 

4 

4 

將有關美容光學原理及儀器功效理

論等重寫為獨立能力單元，以便更

詳細列出表現要求 
4 掌握基本激光及彩光理論 106888L4 3 4-221 

4 掌握激光及彩光之風險及注意事項 106889L4 3 4-222 

4 操作激光儀器以減少毛髮生長 106890L4 6 4-223 將有關操作美容光學儀器及提供光

學護理服務之內容重寫為四個能力

單元。在「激光」及「彩光」兩種

不同儀器分類下，再以「減少毛髮

生長」和「改善皮膚狀況 (嫩膚及

淡斑)」兩種功能細分 

4 操作彩光儀器以減少毛髮生長 106891L4 6 4-225 

4 操作彩光儀器以改善皮膚狀況 (嫩

膚及淡斑) 

106892L4 6 4-227 

4 操作激光儀器以改善皮膚狀況 (嫩

膚及淡斑) 

106893L4 6 4-229 

3 掌握美容光學的基礎知識 106894L3 6 4-169 BEZZBC301A瞭解美容光

學(面部) 

3 

將原有兩個能力單元合併並豐富內

容 BEZZBO302A 瞭解美容

光學(身體) 

3 

4 進行電針脫毛 106895L4 4 4-231 BEZZCN405A 掌握永久

性脫毛技巧 

4 將電針脫毛分拆成為一個獨立單元 

2 瞭解毛髮結構及常見問題 106896L2 3 4-114 -- 配合新增單元「106890L4」及

「106891L4」，有關毛髮結構知識

的能力單元 

3 瞭解皮膚老化及色素形成之常見問

題 

106897L3 6 4-220 -- 配合新增單元「106892L4」及

「106893L4」，有關皮膚老化常見

問題的能力單元 

修訂能力單元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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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能範疇 資歷

級別 

能力單元名稱 新單元編號 資歷

學分 

頁數 更新自原有的能力單元編號、名稱

及所屬級別 

資歷級

別 

更新細項 

化妝 

美甲及手

足護理  

美容保健 

美容護理 

美體護理 

1 認識皮膚構造及常見問題 106898L1 6 4-50 BEZZCN108A 認識皮膚構造及

病變 

1 

將能力單元中的「病

變」字眼修訂為「常

見問題」 

2 進行客戶諮詢服務 106899L2 3 4-87 BEZZCN215A 進行客戶諮詢服

務 

2 

美甲及手

足護理 

2 應用各種指/趾甲知識和常見問

題 

106900L2 6 4-92 BEZZNA203A應用各種指/趾甲

異常和病變知識 

2 

2 進行基本指/趾甲修飾 106901L2 3 4-93 BEZZNA205A進行基本指/趾甲

修飾 

2 

3 掌握美甲及趾甲的護理技巧 106902L3 6 4-156 BEZZNA312A 掌握美甲及趾甲

的護理技巧 

3 

美容保健 
4 分析顧客深層足底反射按摩需

要 

106903L4 9 4-218 BEZZHC415A 分析顧客深層足

底反射按摩需要 

4 

修訂能力單元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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