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增加晉升機會提升競爭力

憑資歷展開專業培訓之路

教育局資歷架構網頁：
www.hkqf.gov.hk

面 對全球一體化，香港進一步邁向知識為
本的經濟體系，對專業管理人才的需求

大大增加。為進一步推動在職人士的資歷發
展，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利用資歷架構平
台，助「過往資歷認可」資歷持有人取得更
高的學歷，助他們提升管理技巧及增加晉升
機會。

過往資歷認可 提供進修方向

對於沒有高等學歷的從業員來說，即使
擁有豐富工作經驗、技能和知識，可能較難
晉升；就算想進修提高資歷，所持的學歷或
未能符合報讀有關課程的最低要求。有見及
此，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開辦了應用商業
管理文憑課程，讓「過往資歷認可」資歷持
有人多一條進修出路。

管理文憑課程 助從業員持續進修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常務副院
長沈雪明認為：「商業知識及行政管
理的應用是公司中上層員工必須具備
的能力，我們設計的應用商業管理文
憑課程，旨在培養學員的商業和管理
技能，當中包括會計、法律、管理學
及市場學等知識，以及如何在職場中
有效運用英語溝通。除了實用的商業
知識外，學員還可透過這課程掌握課
堂學習技巧，為日後進修更高級別的
課程裝備自己。這課程能銜接學院部分高等
文憑課程，畢業生更可申請學分豁免，使之
更快達到目標。」

該課程為資歷架構認可的第3級課程，

從業員持有「過往資歷認可」第2級或以上資
歷就可以報讀。從業員可選擇不同的進修路
徑，以8個月完成7個單元以取得證書資歷，
或以12個月完成9個單元以取得文憑資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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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欲查閱接受「過往資歷認可」資歷持有人申請的課程，可參閱http://cra.vtc.edu.hk/

職 業訓練局在專業培訓方面一直不遺餘
力，提倡在職人士持續進修。院校除

了推出資歷架構認可的文憑及證書課程，更

接納持有相關「過往資歷認可」證明書的
人士申請報讀，鼓勵終身學習。學員更可藉
「過往資歷認可」機制豁免部份學分，加快
完成課程。

開拓進修機會

職業訓練局副執行幹事陳雲青表示，
局方考慮到不少在職人士，雖有一定職場經
驗，卻未必具備相關學歷。為鼓勵他們持續
進修，局方接納「過往資歷認可」作有關文
憑及證書課程的收生條件之一。透過「過往
資歷認可」，從業員不但可將工作經驗確
認，還可報讀資歷架構認可的課程。

這些課程根據各行業為資歷架構編寫的 
《能力標準說明》而設計，內容切合行業的
實際需要，有助學員在相關的專業上增值，

與時並進，為事業發展奠下穩固基礎。對院
校來說，接納「過往資歷認可」也可確保收
生質素。

專業培訓加資歷認證 缺一不可

職業訓練局的汽車科技專業證書課程，
以及數個珠寶設計及管理相關的文憑及證書
課程，現已接受取得「過往資歷認可」人士
申請，從業員反應理想。陳雲青強調：「要
開辦職業導向的課程，有需要考慮學員的工
作經驗。如果收生只看學術成績，難以推動
有相當工作經驗的人士提升自己。所以專業
培訓和『過往資歷認可』，就如兩條腿走
路，雙管齊下，才能有效帶動持續進修的
風氣，長遠有助提高各行業人士的專業水
平。」

陳雲青表示，專業培訓配合「過往資歷認
可」，才能推動在職人士進修。

支持「過往資歷認可」推動多元學習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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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翠儀解釋，香港房屋經理學會
增設「實務會員」資格，確認從
業員在行內的資歷，有助其事業
發展。

楊位醒指出，根據行業公認標
準確認資歷，可為業內的人才
管理帶來革新。

行業系統化 改革中式飲食業
香 港房屋經理學會透過資歷架構，為從業員提供

了一個獲取專業學會資格的途徑，讓他們可拾 
級而上。

有系統、客觀地評估申請人

香港房屋經理學會會長袁翠儀表示，為了提升業界
服務質素及知識水平，學會增設「實務會員」資格，協
助經驗豐富的從業員提升其認受性，以配合業界不斷上
升的人才需求。有些從業員已經累積了多年工作經驗，
但卻因缺少相關學歷而未能成為專業會員。學會希望協
助這些人才提升水平，所以借助資歷架構去創建獲取專
業資格的另一途徑。學會根據「過往資歷認可」機制去
了解行業職能的要求和標準，再因應有關要求判斷從業
員達到的標準。

為會員提供專業資格認可

「這個行業比較特別，很多物業管理公司願意提
供資助，鼓勵員工持續進修並取得專業資格，因此學會
亦會協助『實務會員』持續專業發展。學會已認可多個
不同的課程，有關課程均通過質素保證，獲資歷架構認
可。只要他們完成有關課程及『實習紀錄簿』(Practical 
Experience Requirement)的要求，再累積滿相關工作經
驗，便可成為學會的專業會員(Full Member)。」

鼓勵會員持續進修

她亦指出，專業會員須每年完成20個持續專業發展
單元才可保留專業資格。未來，學會會繼續鼓勵會員終
身學習，增值自己。

徐翰恩認為「過往資歷認
可」有助加強業界整體的專
業水平。 劉展灝說，資歷架構為從業員提供進修藍圖，有助他

們提升競爭力。

確認資歷維持物流業優勢 資歷架構為鐘錶業提高競爭力

資歷認可機制

任德聰表示，「過往資歷認可」能增強從業員留在行內發
展的信心。

為 配合資歷架構的推行，香港印刷業商會聯
同有關專業人士於2005年成立「印刷媒體

專業人員協會」，旨在推動「提倡持續進修、發
揮專業力量」的理念。該會大力推廣「過往資歷
認可」，希望同時為資深從業員和新入行的年輕
人提供發展機會，推動行業整體的長遠發展。

肯定資深從業員

該會會長任德聰表示，印刷業歷史悠久，
又不斷有新技術，很多從業員於五、六十年代入
行，雖然未必有很高學歷或受過正式培訓，但在
行內浸淫多年，累積了深厚經驗及專業知識，其
資歷應得到確認。「本會的會員制度建基於資
歷架構，把會員分成多個資歷級別，只要從業

員修畢資歷架構課程，或取得『過往資
歷認可』，便有資格申請成為相應級別
的會員。『過往資歷認可』有公平的原
則認證工作經驗，有助從業員求職和進
修，同時方便僱主辨識員工水平，管理
人才。」

業內發展有保證

經該會大力推廣，業內不少企業已明白採
納「過往資歷認可」的重要性，任德聰提到業界
很多僱主，已於求職者的申請表加上一欄供填寫
資歷架構級別；也有僱主依照資歷架構級別，調
整薪金機制，可見「過往資歷認可」能對升職加
薪發揮正面影響。任德聰補充：「我們特設學生

會員，讓修讀印刷相關專業的同學入會，現時人
數逾百人，他們會實踐所學，製作向業界派發的
會訊。本會藉此在學界加強推廣資歷架構和『過
往資歷認可』機制，增強同學留在行內發展的信
心，吸納更多生力軍傳承這歷史悠久卻又充滿創
意的行業。」

長 久以來，物流業都是本地經濟的重要支柱之
一，根據2012年世界銀行發表的研究報告，

香港物流業的成績更位居全球第二。由空運業公司、
航運業公司及第三方物流公司組成的香港貨運物流業
協會，一直與不同政府部門和國際組織合作，以保優
勢。該會明白行業標準對提升業界及員工競爭力的價
值，致力把資歷架構和「過往資歷認可」(RPL)，應
用於從業員的培訓，以提高業界的整體質素。

人才評核有指標

香港貨運物流業協會主席徐翰恩表示，該會引
用資歷架構制定的標準，為業內不同範疇的工作及崗
位定下要求，成為企業聘請人手的參考；僱主亦可根
據RPL，確保應徵者具備要求的技能才聘用，減省培

訓資源。中小企採用《能力標準說明》和RPL，更可
簡化招聘程序，不用額外制定聘請人才的標準，省卻
考核人才所需的資源。所以該會致力開辦資歷架構認
可課程，包括與香港理工大學合作發展第四級課程，
並把RPL列作收生條件。

加深業界認識

此外，徐翰恩認為業內的僱主可以藉着RPL，
了解員工的技術水平，以考慮擢升或安排培訓。他
說：「我們一直透過會訊、午餐會和講座，向業界推
廣『過往資歷認可』(RPL)的好處。目前已有30多家
會員企業支援員工申請RPL，我們也正與資歷架構秘
書處合作推廣，希望讓更多僱主和僱員，了解並採納
這項有利行業發展的機制。」

葉滿堂強調，資歷架構勾劃明確晉升路徑，僱員能清晰規
劃職場發展。

晉升階梯更清晰
要 提升行業的人才質素，關鍵之一是建構清

晰的晉升與進修階梯。資歷架構替汽車業
內不同範疇、不同職級的從業員定下能力標準，
從而明確勾劃能力與資歷階梯。一方面能推動僱
員自我增值，另一方面能幫助僱主評核員工水
平，有效籌劃招聘和培訓等事宜。

有利策劃個人發展

汽車業行業培訓諮詢委員會(諮委會)主席葉
滿堂表示，「過往資歷認可」是資歷架構重要一
環，對從業員的事業發展，發揮很大作用：「透
過取得『過往資歷認可』，從業員可證明自己的
實力，並了解個人專業水平程度，確認自己在晉
升路徑上的位置，有利進修程度合適的課程，

或部署未來的事業發展方向。這對於沒
有正統學歷的資深從業員尤其重要。」
目前不少的培訓機構，將參考汽車業的
《能力標準說明》以設計課程，讓從業
員藉着修讀這些課程，取得更高資歷。

 僱主得以知人善任

由於資歷架構勾劃的進修路徑，以
行業共識的能力標準為基礎，有助僱主
向員工說明能力要求。葉滿堂指諮委會未來的工
作，是就業界不同的崗位發展不同資歷，並以能
力標準和「過往資歷認可」為轄心要求。他認為
對人才管理方面很有益處：「參照資歷架構建立
的職級和資歷階梯，僱主可認清應徵者或員工的

能力是否達標，以便擢升或取錄適合人選，及設
計合適的培訓。」他又指出，很多國家也有推行
業界公認的資歷準則和認證機制，足見其重要
性，而本地在這方面尚處於起步階段，實在有需
要向業界大力推廣。

 往資歷認可」為中式飲食業帶來了一股新氣象。
透過清晰的《能力標準說明》，從業員的能力有

行業公認的準則作考核，彌補了傳統師徒制的不足。這樣
更可為從業員確立發展事業的起步點，讓他們可以沿著清
晰的晉升階梯自我增值。整個行業趨向專業化和系統化，
自然吸引更多年輕人入行。

公平機制選人才

中式飲食業資歷架構諮詢委員會主席楊位醒指出，
以往行業內的各個工種常有分工混亂的情況，資歷架構細
分了各工種、各職級需要具備的能力，不同職務之間有更
清晰的界線。人力管理方面更有標準和系統，改變傳統師
徒制的凌亂及鬆散，將行業變得專業化。「『過往資歷認
可』讓資深員工取得全行認受的工作經驗證明，無論是從
業員求職，或僱主招聘人才，不用再單憑個別師傅引薦，

而是有公平的機
制可依，亦省卻了部分考
核步驟。『過往資歷認可』亦為從業
員制定了進修的起步點，取得工作證明的資深
員工不用『從頭讀起』，他們可以修讀適合自己程度的
課程，有助員工提升質素。」

提升專業形象

資歷架構對中式飲食業有正面的影響，故漸漸獲得
業內企業支持。楊位醒提到，企業可根據清晰的指引作
為升遷員工的標準，使公司能夠更有系統地運作。這些
指引又可鼓勵僱員終身學習，為自己訂下進修和晉升目
標。中式飲食業人手短缺，有了資歷架構和「過往資歷
認可」作配套，可加強行業的系統和專業形象，有助吸
納年輕一輩入行。

「過

助印刷業傳承

鐘 錶業是資歷架構其中一個先導行業，可
劃分為幾個主要工種及工作範疇，而每

一個範疇所要求的技能及水平都不同。鐘錶
業行業培訓諮詢委員會主席劉展灝指出，政
府及業內許多公司均向從業員提供不同的支
援，鼓勵他們報讀資歷架構認可的課程，藉
以推動持續進修，提升行業的競爭力。

提供進修藍圖

鐘錶業行業培訓諮詢委員會主席劉展
灝說：「資歷架構為從業員提供一個進修
藍圖，鼓勵他們持續進修，提升個人競爭
力。」他亦指出，「過往資歷認可」機制認
可員工過往的工作年資及經驗，免卻他們在

事業發展過程中被人忽略了以往的經驗，好
讓他們從認可的級別開始向上進修。

公司重視人才

另外，現今社會的工作環境裡，大部
份公司都視員工為資產的一部份，因此不少
公司都定出指引鼓勵員工進修，積極培訓人
才。劉展灝更表示，很多公司在聘請僱員
時，都參考資歷架構的能力標準，以便清晰
地列出各個工作崗位的入職要求，亦可作為
員工將來升職的參考條件。他呼籲所有參與
資歷架構的鐘錶業界從業員重視「過往資歷
認可」機制，合力提升行業的專業性和競爭
力。

汽車業能力標準

藉「過往資歷認可」鼓勵物業管理從業員持續進修



髮型導師圓夢過往資歷獲認可

資歷架構

美 髮業以往實行師徒制，欠缺清晰的事業
發展方向和有系統的培訓指引，有抱

負的髮型師也難以選擇可配合事業發展的進
修課程。但有了「過往資歷認可」，從業員
的能力得到確認，亦可根據認可的級別定出

個人的進修起點，毋須重新開始，省卻很多
時間。黎德成便是受惠者之一，他透過「過
往資歷認可」，成功由髮型師轉型為髮型導
師，其經歷值得借鏡。

轉型之路更順利

黎德成本是資深髮型師，有近二十年
經驗的他尋求突破，希望轉型為導師培育新
人。認識資歷架構和「過往資歷認可」後，
他更了解自己的能力水平，懂得報讀適合的
課程，為轉型鋪路。他說﹕「藉着『過往資
歷認可』，我了解到自己的能力屬甚麼級
別。我成功申請了資歷架構第四級證書，
有了這項認證，我可以報讀合乎第四級程
度的教學課程，清晰知道考獲導師資格的途
徑，不用走『冤枉路』，很快便成為了髮型
導師。」據他所知，海外和內地一些培訓機
構歡迎修畢資歷架構認可髮型課程的人士報
讀，這有利從業員往外地進修或發展。

提升技能有系統 

黎德成指出，資歷架構為行業提供公認
的標準，令現代的美髮培訓系統較傳統的師
徒制更完善，對有志進修的年輕從業員有莫
大益處。「如報讀資歷架構認可課程，學員
清楚自己需掌握什麼能力和達標準則，所學
的內容不再按『師父』個人意願而決定。所
有資歷架構認可的課程都有學分值，從業員
清楚課程的學習時數，亦可更準確地規劃自
己的學習年期。與『學無定時』的師徒制相
比，學員能更快學懂相關技巧，更有效率地
提升專業質素。」

六 福集團珠石部經理勞俊諺(Andy)
在珠寶業界服務近二十年，由前

線銷售員晉升至經理級別，仍樂此不倦
持續進修，透過考取資歷架構提升個人
資歷，他更以自身經歷，鼓勵身邊同
儕，申請「過往資歷認可」考獲專業認
證，終身學習。

確認工作年資

勞俊諺說，「很高興透過『過往資
歷認可』機制，成功考取營運管理及銷
售兩項第四級別之認可，確認自己在工
作崗位上所積累的經驗、知識和技能。
資歷架構以成效為本，可以方便學術與
職業界別互相銜接，有助我日後進修和
晉升，訂立屬於自己的進修目標，確立
知識與技能，透過培訓幫助我們溫故知
新，不斷提升自己。」

教育局資歷架構網頁：
www.hkqf.gov.hk

黎德成取得「過往資歷認可」，順利轉型為
髮型導師。

為珠寶業從業員
提供專業認證

資歷架構支援計劃─發還「過往資歷認可」評估費用
申請資格* 成功通過「過往資歷認可」評估的從業員

資助水平

「過往資歷認可」評估費用的100%，分兩階段發還：

‧通過「過往資歷認可」評估後，可申請發還75%的評估費用

‧成功修畢任何一個資歷架構認可的課程後，可申請發還餘下25%的評估費用

資助上限 每名從業員港幣3,500元

*申請資格必須符合有關條款，詳情可參閱職業訓練局「過往資歷認可」辦事處的網頁(http://cra.vtc.edu.hk/)

評核內容圍繞日常工作

現時六福集團有約三百多名員工參加了「過往資
歷認可」機制，並考獲不同級別的資歷。勞俊諺認為資歷架構的
評核內容圍繞他們的日常工作，切合實際工作需要，故非常鼓勵
同儕申請。他表示珠寶從業員大多是「紅褲子」出身，由基層營
業員做起，繼而逐步晉升。即使同事累積十多年的經驗，亦難以
證明自己的實際能力，而「過往資歷認可」機制正好協助這些從
業員，把工作經驗轉換成備受認可的專業資格，減少重複受訓之
餘，讓他們有前進的目標，對未來的事業發展及持續進修也有一
定幫助。

加上，公司會以資歷架構作為晉升及薪酬調整的重要考慮基
準之一，最重要是從業員考獲資歷後所獲得之肯定，因這反映了
其個人的專業知識及技能獲得行業的廣泛認同，也令其發展前程
更加清晰。

勞俊諺在行內服務了近二十年，
已晉升至管理層，仍然透過資歷
架構持續進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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