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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及出版業《能力標準說明》第一版增訂本 草擬本  

業界諮詢問卷 

諮詢期： 2014 年 10 月 1 日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  

 

印刷及出版業《能力標準說明》第一版增訂本 草擬本 可於教育局「資

歷架構」網頁（www.hkqf.gov.hk）下載。填妥問卷後，請於 2014 年 12

月 31 日前以電郵 (suzannecheung@hkqf.hk)或傳真 (3106-2035)方式交回

資歷架構秘書處，亦可郵遞到以下地址：  

 

香港灣仔活道 27 號  

職業訓練局大樓 16 樓  

資歷架構秘書處  

印刷及出版業行業培訓諮詢委員會 (業界諮詢 ) 

 

如有查詢，請於辦公時間內致電  2836-1716。  

 

重要資料： 《印刷及出版業能力標準說明》第一版增訂本只收錄新增或修訂過的能力單
元。現階段未經修訂的能力單元，只載於原有的《印刷及出版業能力標準說明》第一版。
此增訂本內的「從業員能力表」列出的能力單元並非每一個都有頁碼；沒有頁碼表示該能

力單元在這階段並非新增或修訂過，亦表示該能力單元並沒有收錄於此增訂本之中。若要
查閱印刷及出版業的全部能力單元，必須一併閱讀原有的第一版和此增訂本。 

第一部分：主要職能範疇   （請參考【附錄一】及【附錄二】）      

《印刷及出版業能力標準說明》第一版增訂本草擬本 將行業的主要能力歸納於印刷

業和出版業兩門類之下。印刷業將行業歸納為 15 項職能範疇，出版業則有 9 個。 

1. 印刷業涵蓋 15 項職能範疇，包括營運管理、創意思維、印前技術、印刷技術、印

後技術、估價及成本、顧客/消費者關係、資訊科技、品質管理、印刷機械、色彩

管理、產品結構、物料技術，綠色印刷新增和電子商貿新增 每項職能範疇下的能

力單元可參考【附錄一】。  

1.1. 您認為這 15 項是否已涵蓋業內主要的職能範疇？在適當的方格加上  "" 號 

 是  

 否  請說明你的修訂建議 ：                                          

                                                                 

                                                                 

                                                                                                          

  沒有意見   

mailto:suzannecheung@hkqf.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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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您認為上述 15 項印刷業職能範疇的名稱是否合適？  

在適當的方格加上  "" 號 

職能範疇 
沒有 

意見 
合適 不合適 請建議合適的名稱 

i. .. 營運管理      

ii. .. 創意思維      

iii. .. 印前技術      

iv. .. 印刷技術      

v. .. 印後技術     

vi. .. 估價及成本     

vii. .. 顧客/消費者關係     

viii. .. 資訊科技     

ix. .. 品質管理     

x. .. 印刷機械     

xi. .. 色彩管理     

xii. .. 產品結構     

xiii. .. 物料技術     

xiv. .. 綠色印刷 新增     

xv. .. 電子商貿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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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出版業涵蓋 9 項職能範疇，包括管理、編輯、美術/設計、生產/製作、市場推廣、

營銷、物流/倉貯/付運、電子出版新增和跨媒體服務新增 每項職能範疇下的能力

單元可參考【附錄二】。  

2.1. 您認為這 9 項是否已涵蓋業內主要的職能範疇？在適當的方格加上  "" 號 

 是  

 否  請說明你的修訂建議 ：                                          

                                                                 

                                                                 

                                                                                                          

  沒有意見  

2.2. 您認為上述 9 項出版業職能範疇的名稱是否合適？在適當的方格加上  "" 

號  

職能範疇 
沒有 

意見 
合適 不合適 請建議合適的名稱 

i. . 管理      

ii. . 編輯      

iii. . 美術/設計      

iv. . 生產/製作      

v. . 市場推廣     

vi. . 營銷     

vii. . 物流/倉貯/付運     

viii. . 電子出版新增     

ix. . 跨媒體服務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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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能力單元  （請參考【附錄一】及【附錄二】）                

如要按職能範疇查詢相關的能力單元內容，請根據【附錄一：印刷業從業員能力表】

與【附錄二：出版業從業員能力表】列出的能力單元名稱查找其頁碼。沒有頁碼表示

該能力單元並沒有收錄於此增訂本之中，即並非是次諮詢相關的內容。 

3. 《印刷及出版業能力標準說明》第一版增訂本草擬本有沒有能力單元需要刪除

或修訂？   

 有  （如有，請填下列表格）        沒有  

 

請在下列表格寫下你對有關能力單元的意見。如有需要，可另加紙張。 

能力

級別 

單元編號 

 

能力單元名稱 意見（例如刪除或修改內容，以及

其他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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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

級別 

單元編號 

 

能力單元名稱 意見（例如刪除或修改內容，以及

其他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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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您覺得需要增加其他能力單元嗎？  

 有  請說明：                                                     

                                                                 

                                                                 

                                                                    

 沒有  

 

5. 您認為《印刷及出版業能力標準說明》第一版增訂本草擬本對個人職業發展有參

考價值嗎？  

  有  

  沒有，原因：                       

                                                        

 

6. 您認為《印刷及出版業能力標準說明》第一版增訂本草擬本對個人進修計劃有參

考價值嗎？  

  有  

  沒有，原因：                       

                                                                 

7. 整體來說，您對《印刷及出版業能力標準說明》第一版增訂本草擬本 有沒有其

他意見？  

 有  請說明：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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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推行資歷架構的整體意見              

8. 您認為印刷及出版業推行「資歷架構」能否協助提升業界的人力質素？  

 能夠  

 不能夠（原因）：                    

                                                                

 

9. 您認為《能力標準說明》能否協助業界釐訂能力標準？  

 能夠  

  不能夠（原因）：                    

                                                               

 

10. 您認為可以怎樣推動業界包括個人、企業、教育及培訓機構，或專業團體 採用

《能力標準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1. 您對印刷及出版業推行「資歷架構」有沒有其他意見？  

 有  請說明：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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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公司及個人資料       

12. 請問您從事印刷及出版業多少年？   

  年印刷業及   _年出版業經驗。  

13. 您在印刷及出版業是：  

  僱主  

 僱員，主要職務：                      ____ 

 自由職業人士(freelance) ，主要職務：                  （跳到第 18 題）  

 

14. 您的職位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5. 您的職級屬於：  

 管理層        行政人員  

 一般僱員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請說明）  

 

16. 貴公司在香港的僱員總人數約為：  

 25 位或以下       26 至 50 位  

 51 至 100 位       101 至 200 位  

 201 至 500 位      500 位或以上  

 

17. 您需要輪班工作嗎？  

 需要       不需要  

 

18. 您需要經常離開香港，到國內或國外工作嗎？  

 需要       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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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請問您從事的工作跟培訓有沒有關係？  

 我在印刷及出版機構負責人力發展及培訓的工作  

  我從事印刷及出版業，並在機構內兼任培訓工作  

 我以自由職業人士(freelance)的身份担任印刷及出版業的培訓工作  

 我只從事印刷及出版業工作，我的工作跟培訓無關（跳到第 24 題）  

 

20. 請問您從事的機構有沒有開辦資歷架構認可(QF-recognised)課程？  

 有，共開辦了約      個   

 沒有（跳到第 23 題）  

 不清楚（跳到第 23 題）  

 

21. 請問您在第 20 題中所指的資歷架構認可課程，有否包括印刷及出版業「能力為本

課程」(SCS-Based Courses)？  

 有，共開辦了約      個  

 沒有（跳到第 23 題）   

 

22. 請問您從事的機構在開辦印刷及出版業「能力為本課程」時有沒有遇到困難？  

 有（請說明）：                                                

                                                          

                                                          

 沒有  

 

  



10 

23. 請填妥個人資料並簽署確認：  

 

姓名請用正階：  

 

先生  / 女士  / 博士  

請刪去不適用者 

  

公司/工會/商會/學會名稱：  

 

 

 

地址：  

 

 

 

 

電話：  傳真：  電郵：  

 

 

 

日期：  簽署：  

 

 

 

 

 

閣下提供的個人資料只會作問卷分析之用，及於有需要時，本秘書處亦可能就   閣

下提出之意見作跟進。如不欲本秘書處與   閣下聯絡，請在下面填上「X」號。  

 

□請勿就此問卷與本人聯絡  

 

 

 

問卷完 



印刷業從業員能力表  
 
  

 

印刷及出版業《能力標準說明》第一版增訂本(草擬本) 業界諮詢問卷 

【附錄一】：印刷業職能範疇圖及從業員能力表 



印刷業從業員能力表  
  

職能範圍  

 

 

能力級別  

營運管理  創意思維  印前技術  印刷技術  印後技術  估價及成本  
顧客 /消費者關

係  
資訊科技  品質管理  印刷機械  色彩管理  產品結構  物料技術  綠色印刷  電子商貿  

OM CT PE PR PO EC CR IT QM PM CO PS MT GP 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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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1 認識印刷業工作
之相關法例 

認識基本設計 運用中、英文輸
入法之技巧 

認識基本印刷技
術 

認識基本印後技
術 

 瞭解基本中文專
業用語 

認識辦公室軟件
操作 

認識基本印刷品
質管理 

認識基本印刷機
械操作 

認識基本色彩實
務 

認識基本印刷產
品的分類 

認識印刷基本物
料特性 

  

 (12 學分) (12 學分) (9 學分) (12 學分) (12 學分)  (12 學分) (6 學分) (6 學分) (12 學分) (12 學分) (6 學分) (9 學分)   

 PPPROM101B PPPRCT101A PPPRPE101A PPPRPR101B PPPRPO101A   PPPRCR101B PPPRIT101A PPPRQM101A PPPRPM101B PPPRCO101A PPPRPS101A PPPRMT101B   

 (P. 67)   (P. 93)   (P. 116)   (P. 130)   (P. 137)   

                             

 認識印刷企業架
構 

 認識電腦排版技
巧 

認識平版印刷機
的入紙、收紙及
印紋校正的基本
操作 

     認識印刷機械的
基本保養 

     

 (3 學分)  (12 學分) (12 學分)      (6 學分)      

 PPPROM102A   PPPRPE102A PPPRPR102A           PPPRPM102A         

                

                             

 認識印刷企業工
作及生產流程 

 認識電腦繪圖技
巧 

認識平版印刷機
的滾墨、濕潤、
版、橡膠及壓力
系統的基本調控
操作 

           

 (3 學分)  (12 學分) (12 學分)            

 PPPROM103A   PPPRPE103A PPPRPR103A                     

                

                             

   認識電腦修描技
巧 

認識基本印刷稿
樣檢視 

           

   (12 學分) (9 學分)            

     PPPRPE104A PPPRPR104B                     

    (P. 94)            

                             

   認識數碼輸出技
巧 

認識絲印印刷的
操作 

           

   (12 學分) (12 學分)            

     PPPRPE105B PPPRPR105A                     

   (P. 82)             

                             

    認識柔性版印刷
的操作 

           

    (12 學分)            

       PPPRPR106A                     

                

                             

 

 

 

如沒有註明頁碼的能力單元，請參考《能力標準說明》第一版，可於資歷架構網站 http://www.hkqf.gov.hk 下載 



印刷業從業員能力表  
 

職能範圍  

 

 

能力級別  

營運管理  創意思維  印前技術  印刷技術  印後技術  估價及成本  
顧客 /消費者關

係  
資訊科技  品質管理  印刷機械  色彩管理  產品結構  物料技術  綠色印刷  電子商貿  

OM CT PE PR PO EC CR IT QM PM CO PS MT GP 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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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2 瞭解印刷電腦化
操作程序 

認識設計技巧 掌握電腦中文輸
入法之技巧 

瞭解印刷技術的
應用 

瞭解印後技術的
應用 

認識基本印刷估
價 

瞭解專業中文應
用 

瞭解辦公室軟件
的應用 

瞭解印刷品質管
理的方法 

瞭解印刷機械的
保養 

瞭解色彩實務技
術 

瞭解印刷產品的
構造 

瞭解印刷物料的
用途 

  

 (6 學分) (12 學分) (6 學分) (6 學分) (12 學分) (6 學分) (12 學分) (6 學分) (12 學分) (12 學分) (9 學分) (6 學分) (9 學分)   

 PPPROM201B PPPRCT201A PPPRPE201A PPPRPR201B PPPRPO201B PPPREC201A PPPRCR201B PPPRIT201A PPPRQM201B PPPRPM201B PPPRCO201A PPPRPS201A PPPRMT201B   

 (P. 69)   (P. 95) (P. 112)  (P. 117)  (P. 125) (P. 131)   (P. 138)   

                             

 認識印刷物流  瞭解電腦排版的
方法 

掌握平版印刷機
的入紙、收紙及
印紋校正的操作
技巧 

  認識基本顧客服
務 

   認識數碼色彩管
理 

認識數碼媒體載
體 

   

 (6 學分)  (12 學分) (12 學分)   (6 學分)    (9 學分) (3 學分)    

 PPPROM202A   PPPRPE202A PPPRPR202B     PPPRCR202A       PPPRCO202A PPPRPS202B     

    (P. 96)        (P. 135)    

                             

   瞭解電腦繪圖的
方法 

掌握平版印刷機
的滾墨、濕潤、
版、橡膠及壓力
系統的調控操作
技巧 

           

   (12 學分) (12 學分)            

     PPPRPE203A PPPRPR203A                   

                

                             

   瞭解電腦修描的
方法 

瞭解絲印印刷程
序 

           

   (12 學分) (6 學分)            

     PPPRPE204A PPPRPR204A                     

                

                             

   瞭解手拼／制版
的方法 

掌握印刷油墨調
色之技巧 

           

   (12 學分) (12 學分)            

     PPPRPE205A PPPRPR205A                     

                

                             

   認識數碼攝影之
基本技巧 

瞭解柔性版印刷
程序 

           

   (6 學分) (6 學分)            

     PPPRPE206B PPPRPR206A                     

   (P. 83)             

                             

 

 

 
 

如沒有註明頁碼的能力單元，請參考《能力標準說明》第一版，可於資歷架構網站 http://www.hkqf.gov.hk 下載 



印刷業從業員能力表  
  

職能範圍  

 

 

能力級別  

營運管理  創意思維  印前技術  印刷技術  印後技術  估價及成本  
顧客 /消費者關

係  
資訊科技  品質管理  印刷機械  色彩管理  產品結構  物料技術  綠色印刷  電子商貿  

OM CT PE PR PO EC CR IT QM PM CO PS MT GP 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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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2   認識電腦掃描及
影像輸入之基本
技巧 

            

   (6 學分)             

   PPPRPE207A             

                

                 

   認識檢查數碼檔
案輸出之技巧
(Preflight) 

            

   (6 學分)             

   PPPRPE208A             

                

                

 

 

 

 

 

 

 

 

 

 

 

 

 

 

 

 

 
 

如沒有註明頁碼的能力單元，請參考《能力標準說明》第一版，可於資歷架構網站 http://www.hkqf.gov.hk 下載 



印刷業從業員能力表  
職能範圍  

 

 

能力級別  

營運管理  創意思維  印前技術  印刷技術  印後技術  估價及成本  
顧客 /消費者關

係  
資訊科技  品質管理  印刷機械  色彩管理  產品結構  物料技術  綠色印刷  電子商貿  

OM CT PE PR PO EC CR IT QM PM CO PS MT GP 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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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3 瞭解印刷業工作
之相關法例 

認識文化學 瞭解數碼攝影之
技術 

掌握印刷技術 瞭解印後技術控
制的方法 

瞭解印刷估價學 掌握印刷行業中
／英語文的溝通 

瞭解電腦及網絡
的基本技術 

瞭解印刷品質控
制及管理的方法 

瞭解印刷機械的
運作 

瞭解數碼色彩管
理的技巧 

瞭解主要紙製印
刷產品的構造 

瞭解印刷物料的
結構 

  

 (12 學分) (9 學分) (6 學分) (6 學分) (12 學分) (12 學分) (12 學分) (6 學分) (12 學分) (12 學分) (12 學分) (6 學分) (6 學分)   

 PPPROM301B PPPRCT301A PPPRPE301A PPPRPR301A PPPRPO301A PPPREC301A PPPRCR301A PPPRIT301A PPPRQM301B PPPRPM301A PPPRCO301A PPPRPS301A PPPRMT301B   

 (P. 70)        (P. 126)    (P. 139)   

                             

 認識數碼印刷操
作程序 

瞭解設計學 掌握手拼／制版
之技巧 

瞭解數碼印刷技
術 

  瞭解顧客服務的
要求及方法 

瞭解互聯網    瞭解數碼媒體載
體的應用 

   

 (6 學分) (12 學分) (12 學分) (6 學分)   (6 學分) (6 學分)    (3 學分)    

 PPPROM302B PPPRCT302A PPPRPE302A PPPRPR302B     PPPRCR302A PPPRIT302A       PPPRPS302A     

 (P. 71)   (P. 97)            

                       

 瞭解印刷生產程
序控制之技巧 

 掌握電腦繪圖之
技巧 

掌握平版印刷技
術 

  瞭解營銷技巧 瞭解基本編程與
互聯網出版技巧 

       

 (12 學分)  (12 學分) (12 學分)   (9 學分) (9 學分)        

 PPPROM303B   PPPRPE303A PPPRPR303A     PPPRCR303A PPPRIT303B             

 (P. 72)       (P. 120)        

                             

 瞭解印刷生產管
理的方法 

 掌握電腦修描之
技巧 

掌握印刷稿件檢
視 

           

 (6 學分)  (12 學分) (6 學分)            

 PPPROM304B   PPPRPE304A PPPRPR304A                     

 (P. 73)               

                             

 瞭解印刷物流控
制的方法 

 掌握電腦排版之
技巧 

            

 (6 學分)  (12 學分)             

 PPPROM305A   PPPRPE305A                       

                

                             

 瞭解人事管理的
方法 

 瞭解檢查數碼檔
案輸出之技巧
(Preflight) 

            

 (6 學分)  (9 學分)             

 PPPROM306A   PPPRPE306B                       

   (P. 84)             

                             

   瞭解電腦掃描及
影像輸入之技術 

            

   (6 學分)             

     PPPRPE307A                       

                

                             

    如沒有註明頁碼的能力單元，請參考《能力標準說明》第一版，可於資歷架構網站 http://www.hkqf.gov.hk 下載 



印刷業從業員能力表  
職能範圍  

 

 

能力級別  

營運管理  創意思維  印前技術  印刷技術  印後技術  估價及成本  
顧客 /消費者關

係  
資訊科技  品質管理  印刷機械  色彩管理  產品結構  物料技術  綠色印刷  電子商貿  

OM CT PE PR PO EC CR IT QM PM CO PS MT GP 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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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3   瞭解電腦拼大版
之技術 

            

   (6 學分)             

   PPPRPE308A             

                

                 

   瞭解電腦直接製
版(CTP)之技術 

            

   (6 學分)             

   PPPRPE309B             

   (P. 86)             

                 

   瞭解數碼檔案管
理的技巧 

            

   (12 學分)             

   PPPRPE310B             

   (P. 87)             

                

  

 

 

 

 

 

 

 

 

 

 

 

 

 

 
 
 

如沒有註明頁碼的能力單元，請參考《能力標準說明》第一版，可於資歷架構網站 http://www.hkqf.gov.hk 下載 



印刷業從業員能力表  
職能範圍  

 

 

能力級別  

營運管理  創意思維  印前技術  印刷技術  印後技術  估價及成本  
顧客 /消費者關

係  
資訊科技  品質管理  印刷機械  色彩管理  產品結構  物料技術  綠色印刷  電子商貿  

OM CT PE PR PO EC CR IT QM PM CO PS MT GP 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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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4 掌握印刷業工作
之相關法例 

瞭解印刷設計學 瞭解數碼印前技
術 

掌握印刷技術應
用 

瞭解印後技術的
要求及控制技巧 

瞭解印刷成本學 掌握營銷技巧之
應用 

掌握電腦及網絡
應用 

掌握印刷品質控
制管理的技巧及
應用 

掌握印刷機械的
應用 

掌握數碼色彩管
理的應用 

認識特殊印刷產
品的結構 

瞭解印刷物料測
試的應用 

掌握碳足跡計算
方法 

瞭解電子商貿於
印刷業的應用 

 (12 學分) (12 學分) (12 學分) (12 學分) (9 學分) (12 學分) (12 學分) (6 學分) (12 學分) (12 學分) (12 學分) (6 學分) (6 學分) (3 學分) (3 學分) 

 PPPROM401B PPPRCT401A PPPRPE401B PPPRPR401A PPPRPO401A PPPREC401A PPPRCR401A PPPRIT401A PPPRQM401A PPPRPM401A PPPRCO401A PPPRPS401A PPPRMT401B PPPRGP401B PPPREM401B 

 (P. 74)  (P. 88)          (P. 140) (P. 143) (P. 150) 

                             

 瞭解數碼流程控
制之技巧 

 掌握電腦影像輸
入的應用 

瞭解特殊印刷之
技巧 

 掌握印刷估價學
之應用 

掌握顧客服務之
技巧 

瞭解互聯網技術      掌握符合國際環
保標準的印刷生
產流程 

瞭解印刷業的電
子商貿 – 客戶
服務 

 (6 學分)  (12 學分) (12 學分)  (12 學分) (6 學分) (6 學分)      (6 學分) (3 學分) 

 PPPROM402A   PPPRPE402A PPPRPR402A   PPPREC402A PPPRCR402A PPPRIT402B          PPPRGP402B PPPREM402B 

        (P. 121)      (P. 144) (P. 151) 

                             

 掌握印刷電子資
訊管理系統 

 掌握數碼輸出之
技巧 

瞭解立體光柵印
刷技術 (3D 
Lenticular 
Printing) 

   認識伺服器服務      掌握電子數碼媒
體的碳足跡計算
方法 

 

 (12 學分)  (12 學分) (6 學分)    (6 學分)      (3 學分)  

 PPPROM403B   PPPRPE403B PPPRPR403B       PPPRIT403A          PPPRGP403B   

 (P. 75)  (P. 89) (P. 98)          (P. 145)  

                             

 掌握印刷生產流
程計劃及管理之
技巧 

 瞭解數碼印刷流
程系統 

    認識資料庫系統
應用 

       

 (9 學分)  (12 學分)     (6 學分)        

 PPPROM404A   PPPRPE404A         PPPRIT404A             

                             

 掌握印刷物流控
制之技巧 

      認識萬維網伺服
器編程技巧 

       

 (9 學分)       (6 學分)        

 PPPROM405A             PPPRIT405A             

                             

 掌握專業印刷人
員培訓管理之技
巧 

      掌握互聯網數碼
音像出版技巧 

       

 (6 學分)       (9 學分)        

 PPPROM406A             PPPRIT406B             

        (P. 122)        

                             

 執行印刷企業量
入為出的管理制
度及運作守則 

              

 (9 學分)               

 PPPROM407A                           

                

 

 
 如沒有註明頁碼的能力單元，請參考《能力標準說明》第一版，可於資歷架構網站 http://www.hkqf.gov.hk 下載 



印刷業從業員能力表  
職能範圍  

 

 

能力級別  

營運管理  創意思維  印前技術  印刷技術  印後技術  估價及成本  
顧客 /消費者關

係  
資訊科技  品質管理  印刷機械  色彩管理  產品結構  物料技術  綠色印刷  電子商貿  

OM CT PE PR PO EC CR IT QM PM CO PS MT GP 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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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5 制訂印刷各部門
的預算 

掌握跨媒體、文
化及產品的設計
元素 

策劃印前部門的
設備配置與發展 

策劃印刷部門的
設備配置與發展 

策劃印後部門的
設備配置與發展 

掌握新發展印刷
品的成本與估價 

掌握年度營業及
利潤的達標工作 

瞭解印刷伺服器
服務的應用 

掌握解決及處理
客戶對印刷品質
問題投訴的技巧 

 運用色彩管理的
標準 

 運用印刷物料的
標準 

瞭解企業的環保
責任與可持續發
展概念 

瞭解印刷業的電
子商貿 – 送貨
系統 

 (12 學分) (12 學分) (12 學分) (12 學分) (12 學分) (12 學分) (12 學分) (12 學分) (12 學分)  (6 學分)  (6 學分) (3 學分) (3 學分) 

 PPPROM501A PPPRCT501A PPPRPE501A PPPRPR501A PPPRPO501A PPPREC501A PPPRCR501A PPPRIT501A PPPRQM501A   PPPRCO501B    PPPRMT501B PPPRGP501B PPPREM501B 

           (P. 133)  (P. 141) (P. 146) (P. 152) 

                             

 確立印刷企業平
衡預算的管理制
度及運作守則 

 掌握印前部門上
下游的協調工作 

掌握印刷部門上
下游的協調工作 

掌握印後部門上
下游的協調工作 

掌握電腦印刷估
價系統的建立及
維護 

掌握制訂印刷品
市場策略 

瞭解資料庫系統
在互聯網上應用 

運用印刷標準作
為持續品質保證
的機制 

    瞭解國際林業驗
證系統 

瞭解印刷業的電
子商貿 – 交易
網站設計 

 (12 學分)  (12 學分) (12 學分) (12 學分) (12 學分) (12 學分) (12 學分) (6 學分)     (6 學分) (6 學分) 

 PPPROM502A   PPPRPE502A PPPRPR502A PPPRPO502A PPPREC502A PPPRCR502B PPPRIT502A PPPRQM502B        PPPRGP502B PPPREM502B 

       (P. 118)  (P. 128)     (P. 147) (P. 153) 

                             

 制訂印刷企業各
部門的營運計
劃、管理架構及
專業守則 

 掌握印前部門的
橫向協調工作 

掌握印刷部門的
橫向協調工作 

掌握印後部門的
橫向協調工作 

 掌握編寫客戶印
刷合約及服務計
劃書 

瞭解印刷網絡策
劃 

     瞭解綠色印刷物
料標準 

瞭解印刷業的電
子商貿 – 非紙
類的印刷產品 

 (12 學分)  (12 學分) (12 學分) (12 學分)  (12 學分) (12 學分)      (3 學分) (3 學分) 

 PPPROM503A   PPPRPE503A PPPRPR503A PPPRPO503A   PPPRCR503A PPPRIT503A          PPPRGP503B PPPREM503B 

              (P. 148) (P. 154) 

                             

 執行人力資源管
理 

 策劃遠程印前制
作流程 

掌握合乎國際印
刷標準的印刷機
校正程序 

瞭解可變數據印
刷的連線印後加
工技術 

         瞭解印刷業的電
子商貿 – 網絡
保安管理 

 (12 學分)  (12 學分) (6 學分) (3 學分)          (3 學分) 

 PPPROM504A   PPPRPE504A PPPRPR504B PPPRPO504B                 PPPREM504B 

    (P. 99) (P. 113)          (P. 155) 

                             

 制訂數碼流程系
統 

 掌握數碼印刷流
程系統的應用與
配合 

掌握噴墨印刷打
印技術 

瞭解印刷機連線
加工作業技術 

         瞭解印刷業的電
子商貿 – 付款
系統管理 

 (12 學分)  (12 學分) (6 學分) (3 學分)          (3 學分) 

 PPPROM505A   PPPRPE505A PPPRPR505B PPPRPO505B                 PPPREM505B 

    (P. 100) (P. 114)          (P. 156) 

                             

 掌握平衡生產程
序的負荷的技巧 

 掌握印前的統一
校正 

掌握大幅面噴墨
印刷打印技術 

          瞭解印刷業的電
子商貿 – 市場
推廣管理 

 (12 學分)  (6 學分) (6 學分)           (6 學分) 

 PPPROM506A   PPPRPE506B PPPRPR506B                   PPPREM506B 

   (P. 90) (P. 101)           (P. 157) 

                             

          

如沒有註明頁碼的能力單元，請參考《能力標準說明》第一版，可於資歷架構網站 http://www.hkqf.gov.hk 下載 



印刷業從業員能力表  
職能範圍  

 

 

能力級別  

營運管理  創意思維  印前技術  印刷技術  印後技術  估價及成本  
顧客 /消費者關

係  
資訊科技  品質管理  印刷機械  色彩管理  產品結構  物料技術  綠色印刷  電子商貿  

OM CT PE PR PO EC CR IT QM PM CO PS MT GP 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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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5 掌握建立印刷物
料及印刷品的倉
存電腦管理系統 

  瞭解可變數據印
刷技術 

           

 (12 學分)   (6 學分)            

 PPPROM507A   PPPRPR507B            

    (P. 103)            

                 

 制訂部門的印刷
物料採購及外發
加工程序及守則 

  瞭解靜電印刷技
術 

           

 (12 學分)   (6 學分)            

 PPPROM508A   PPPRPR508B            

    (P. 104)            

                 

 瞭解印刷標準的
體系和發展 

  瞭解平版印刷機
連線品質監察系
統 

           

 (3 學分)   (3 學分)            

 PPPROM509B   PPPRPR509B            

 (P. 76)   (P. 105)            

                

 瞭解印刷標準的
各樣優點和效果 

  瞭解防偽印刷技
術 

           

 (3 學分)   (6 學分)            

 PPPROM510B   PPPRPR510B            

 (P. 77)   (P. 107)            

                

 掌握印刷標準的
資源配備 

  瞭解功能材料印
刷技術 

           

 (6 學分)   (6 學分)            

 PPPROM511B   PPPRPR511B            

 (P. 78)   (P. 109)            

                

 運用印刷標準的
認證 

              

 (6 學分)               

 PPPROM512B               

 (P. 79)               

                             

如沒有註明頁碼的能力單元，請參考《能力標準說明》第一版，可於資歷架構網站 http://www.hkqf.gov.hk 下載 



印刷業從業員能力表  
職能範圍  

 

 

能力級別  

營運管理  創意思維  印前技術  印刷技術  印後技術  估價及成本  
顧客 /消費者關

係  
資訊科技  品質管理  印刷機械  色彩管理  產品結構  物料技術  綠色印刷  電子商貿  

OM CT PE PR PO EC CR IT QM PM CO PS MT GP 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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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能力單元  

6 制訂印刷企業的
短期、中期及長
期的目標 

策劃新產品生產
線 

策劃數碼印刷流
程系統 

  制訂印刷企業內
的生產價格 

訂立與印刷客戶
建立長遠的商業
伙伴關係 

訂立適合印刷企
業的網上交易系
統 

訂立印刷品全面
品質管理系統 

     瞭解在印刷企
業建立電子商
貿業務  

 (15 學分) (15 學分) (15 學分)   (15 學分) (15 學分) (15 學分) (15 學分)      (6 學分) 

 PPPROM601A PPPRCT601A PPPRPE601B   PPPREC601A PPPRCR601A PPPRIT601B PPPRQM601A      PPPREM601B 

   (P. 91)     (P. 123)       (P. 158) 

                    

 策劃印刷企業營
運架構及一般守
則 

     開拓新印刷業務
市場 

策劃印刷企業網
絡 

      瞭解印刷業的
電子商貿  – 
財務管理  

 (15 學分)      (15 學分) (15 學分)       (6 學分) 

 PPPROM602A       PPPRCR602A PPPRIT602A        PPPREM602B 

               (P. 159) 

                    

 靈活掌握印刷企
業資源計劃
(Entrepreneurial 
Resources 
Planning)以達至
有效益的企業營
運 

      制訂伺服器服務        

 (15 學分)       (15 學分)        

 PPPROM603B         PPPRIT603A          

 (P. 80)               

                     

 掌握印刷企業融
資的方法及技巧 

              

 (15 學分)               

 PPPROM604A                

                 

 策劃印刷生產廠
房的設計 

              

 (15 學分)               

 PPPROM605A                

                 

 訂立印刷企業的
策略商業單位
(Strategic 
Business Unit)之
營運規模 

              

 (15 學分)               

 PPPROM606A                

                

                 

 掌握印刷企業的
危機處理技巧 

              

 (15 學分)               

 PPPROM607A                

                

 
如沒有註明頁碼的能力單元，請參考《能力標準說明》第一版，可於資歷架構網站 http://www.hkqf.gov.hk 下載 



出版業從業員能力表  
  

 

印刷及出版業《能力標準說明》第一版增訂本(草擬本) 業界諮詢問卷 

【附錄二】：出版業職能範疇圖及從業員能力表 

1 
 



出版業從業員能力表  

職能範圍  

 

 

能力級別  

管 理  編 輯  美 術 ／ 設 計  生 產 ／ 製 作  市 場 推 廣  營 銷  
物 流 ／ 倉 貯 ／ 付

運  
電 子 出 版  

跨 媒 體 服 務  

M N  E D  A D  P D  M K  D S  L O  E P  T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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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認識版面設計的技巧       

   (12 學分)       

   PPPUAD201A       

          

           

   認識插圖的表達技巧       

   (12 學分)       

   PPPUAD202A       

          

           

   認識多媒體設計的技巧       

   (12 學分)       

   PPPUAD203B       

   (P. 174)       

          

          

          

          

          

          

          

          

          

          

          

          

          

          

          

                

  

 

 

 

 
 
  

如沒有註明頁碼的能力單元，請參考《能力標準說明》第一版，可於資歷架構網站 http://www.hkqf.gov.hk 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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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業從業員能力表  
 

職能範圍  

 

 

能力級別  

管 理  編 輯  美 術 ／ 設 計  生 產 ／ 製 作  市 場 推 廣  營 銷  
物 流 ／ 倉 貯 ／ 付

運  
電 子 出 版  

跨 媒 體 服 務  

M N  E D  A D  P D  M K  D S  L O  E P  T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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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認識英語運用 認識印刷工序 認識印刷製作基本流程  瞭解營銷技巧 倉庫管理   

  (12 學分) (12 學分) (12 學分)  (12 學分) (12 學分)   

  PPPUED301A PPPUAD301A PPPUPD301B   PPPUDS301B PPPULO301A   

    (P. 178)  (P. 180)    

              

  認識現代漢語 瞭解圖書設計的技巧   瞭解發行流程 車隊管理   

  (12 學分) (12 學分)   (12 學分) (6 學分)   

  PPPUED302A PPPUAD302A     PPPUDS302B PPPULO302A   

      (P. 181)    

                

  認識古代漢語 瞭解封面設計的技巧    認識貨運流程   

  (12 學分) (12 學分)    (6 學分)   

  PPPUED303A PPPUAD303A       PPPULO303A   

          

                

  認識信息的檢索 瞭解多媒體設計的技巧       

  (9 學分) (12 學分)       

  PPPUED304A PPPUAD304B           

   (P. 175)       

                

  認識基本編輯學        

  (12 學分)        

  PPPUED305A             

                

  認識基本校對技巧        

  (9 學分)        

  PPPUED306A             

                

  認識英漢翻譯技巧        

  (9 學分)        

  PPPUED307A             

          

                

  認識漢英翻譯技巧        

  (9 學分)        

  PPPUED308A             

          

                
 
 
 
 

如沒有註明頁碼的能力單元，請參考《能力標準說明》第一版，可於資歷架構網站 http://www.hkqf.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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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業從業員能力表  

職能範圍  

 

 

能力級別  

管 理  編 輯  美 術 ／ 設 計  生 產 ／ 製 作  市 場 推 廣  營 銷  
物 流 ／ 倉 貯 ／ 付

運  
電 子 出 版  

跨 媒 體 服 務  

M N  E D  A D  P D  M K  D S  L O  E P  T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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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認識出版學 掌握英語運用 掌握各種設計技巧 瞭解印刷製作程序 瞭解讀者心理 圖書發行 交易管理 瞭解電子出版的目標讀
者群 

 

 (12 學分) (12 學分) (12 學分) (12 學分) (12 學分) (12 學分) (12 學分) (6 學分)  

 PPPUMN401A PPPUED401A PPPUAD401B PPPUPD401A PPPUMK401A PPPUDS401A PPPULO401A PPPUEP401B  

   (P. 176)     (P. 183)  

                  

 認識出版有關法例 掌握編輯應用文寫作 瞭解不同地區文化與藝
術的特色 

瞭解編輯製作技巧 掌握圖書宣傳策略 價格管理 瞭解貨運操作 瞭解電子出版的產業鏈  

 (12 學分) (12 學分) (12 學分) (12 學分) (12 學分) (12 學分) (6 學分) (6 學分)  

 PPPUMN402A PPPUED402A PPPUAD402A PPPUPD402A PPPUMK402A PPPUDS402A PPPULO402A PPPUEP402B  

        (P. 184)  

           

  掌握編輯學應用      瞭解製作各種電子出版
物的方法 

 

  (12 學分)      (6 學分)  

   PPPUED403A          PPPUEP403B  

        (P. 185)  

                

  掌握校對技巧      瞭解影響電子出版發
展的新技術和概念  

 

  (9 學分)      (6 學分)  

   PPPUED404A          PPPUEP404B  

        (P. 186)  

                

  運用英漢翻譯技巧        

  (12 學分)        

   PPPUED405A            

          

                

  運用漢英翻譯技巧        

  (12 學分)        

   PPPUED406A            

          

              

  如沒有註明頁碼的能力單元，請參考《能力標準說明》第一版，可於資歷架構網站 http://www.hkqf.gov.hk 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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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業從業員能力表  

 職能範圍  

 

 

能力級別  

管 理  編 輯  美 術 ／ 設 計  生 產 ／ 製 作  市 場 推 廣  營 銷  
物 流 ／ 倉 貯 ／ 付

運  
電 子 出 版  

跨 媒 體 服 務  

M N  E D  A D  P D  M K  D S  L O  E P  T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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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瞭解出版企業管理 計劃出版項目管理 制訂品牌系列  版權貿易 制訂圖書種類的出版比
例 

 掌握電子出版的綜合
概念  

掌握聲音創作概念  

 (12 學分) (9 學分) (9 學分)  (12 學分) (12 學分)  (3 學分) (6 學分) 

 PPPUMN501B PPPUED501A PPPUAD501A   PPPUMK501A PPPUDS501A  PPPUEP501B PPPUTM501B 

 (P. 161)       (P. 187) (P. 218) 

                

 瞭解出版學 執行出版項目管理計劃 制訂出版設計風格  制訂出版市場的分析計
劃 

制訂營銷計劃  瞭解版權條例與電子
出版的關係  

掌握聲音製作概念  

 (12 學分) (9 學分) (9 學分)  (12 學分) (12 學分)  (3 學分) (6 學分) 

 PPPUMN502A PPPUED502A PPPUAD502A   PPPUMK502A PPPUDS502A  PPPUEP502B PPPUTM502B 

        (P. 189) (P. 219) 

                

 瞭解出版有關法例 執行電子／在線出版製
作及生產 

  制訂及執行出版市場計
劃 

  瞭解數碼市場營銷指
標分析  

掌握錄像創作概念  

 (12 學分) (12 學分)   (12 學分)   (3 學分) (6 學分) 

 PPPUMN503A PPPUED503B    PPPUMK503A    PPPUEP503B PPPUTM503B 

  (P. 166)      (P. 190) (P. 220) 

              

 制訂出版部門的預算 執行電子／在線出版      訂立電子書的市場計
劃  

掌握錄像製作概念  

 (12 學分) (6 學分)      (3 學分) (6 學分) 

 PPPUMN504A PPPUED504B          PPPUEP504B PPPUTM504B 

  (P. 167)      (P. 191) (P. 221) 

                

 瞭解電子商貿於出版業
的應用 

執行音像製作及生產      訂立電子出版的財務
估算  

掌握漫畫創作概念  

 (6 學分) (12 學分)      (3 學分) (6 學分) 

 PPPUMN505B PPPUED505B          PPPUEP505B PPPUTM505B 

 (P. 162) (P. 168)      (P. 192) (P. 222) 

                

 瞭解媒體和娛樂業全球
的發展形勢及相互之間
的市場份額 

執行音像出版      瞭解電子出版的顧客
數據保安  

掌握動畫創作概念  

 (3 學分) (6 學分)      (3 學分) (6 學分) 

 PPPUMN 506B PPPUED506B      PPPUEP506B PPPUTM506B 

 (P. 163) (P. 169)      (P. 193) (P. 223) 

          

  掌握編輯出版的選題策
劃 

     掌握電子書的格式  掌握立體特效製作概
念  

  (6 學分)      (3 學分) (6 學分) 

   PPPUED507B          PPPUEP507B PPPUTM507B 

  (P. 170)      (P. 194) (P. 224) 

                 

如沒有註明頁碼的能力單元，請參考《能力標準說明》第一版，可於資歷架構網站 http://www.hkqf.gov.hk 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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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業從業員能力表  

 
職能範圍  

 

 

能力級別  

管 理  編 輯  美 術 ／ 設 計  生 產 ／ 製 作  市 場 推 廣  營 銷  
物 流 ／ 倉 貯 ／ 付

運  
電 子 出 版  

跨 媒 體 服 務  

M N  E D  A D  P D  M K  D S  L O  E P  T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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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瞭解電子書書店的合
作條款  

掌握社交媒體平台  

        (3 學分) (6 學分) 

        PPPUEP508B PPPUTM508B 

        (P. 195) (P. 225) 

          

        掌握置標語言在電子
書的功能  

掌握廣告創作概念  

        (6 學分) (6 學分) 

        PPPUEP509B PPPUTM509B 

        (P. 196) (P. 226) 

          

        掌握級聯樣式表在電
子書的功能  

掌握數碼娛樂創作概
念  

        (6 學分) (6 學分) 

        PPPUEP510B PPPUTM510B 

        (P. 197) (P. 227) 

          

        瞭解電子書閱讀器的
顯示特性  

掌握跨媒體製作流程  

        (3 學分) (6 學分) 

        PPPUEP511B PPPUTM511B 

        (P. 198) (P. 228) 

          

        掌握電子書製作軟件   

        (6 學分)  

        PPPUEP512B  

        (P. 199)  

          

        掌握電子出版物的內
容轉換  

 

        (3 學分)  

        PPPUEP513B  

        (P. 200)  

                

  如沒有註明頁碼的能力單元，請參考《能力標準說明》第一版，可於資歷架構網站 http://www.hkqf.gov.hk 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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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業從業員能力表  
 

職能範圍  

 

 

能力級別  

管 理  編 輯  美 術 ／ 設 計  生 產 ／ 製 作  市 場 推 廣  營 銷  
物 流 ／ 倉 貯 ／ 付

運  
電 子 出 版  

跨 媒 體 服 務  

M N  E D  A D  P D  M K  D S  L O  E P  T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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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制訂出版企業的短期及
長期目標 

(12 學分) 

建立個人的出版理念與
風格 

(12 學分) 

    

 

 訂立電子出版的發展
策略  

(6 學分) 

瞭解跨媒體創作及策
略方向  

(6 學分) 

 PPPUMN601B PPPUED601A      PPPUEP601B PPPUTM601B 

 (P. 164)           (P. 201) (P. 229) 

          

 制訂出版企業管理制度 制訂出版方針      瞭解電子出版的商業模
式 

瞭解跨媒體的伙伴合作
模式 

 (12 學分) (12 學分)      (6 學分) (6 學分) 

 PPPUMN602A PPPUED602A          PPPUEP602B PPPUTM602B 

        (P. 202) (P. 230) 

                 

 制訂出版企業平衡預算
的管理制度及運作守則 

制訂版權管理策略 

 

     掌握電子出版的數碼版
權管理 

 

 (12 學分) (12 學分)      (6 學分)  

 PPPUMN603A PPPUED603B          PPPUEP603B  

  (P. 171)      (P. 203)  

                

 制訂出版企業各部門的
營運計劃、管理架構及
專業守則 

制訂版權管理計劃 

 

     掌握電子出版的數碼內
容管理 

 

 (12 學分) (12 學分)      (6 學分)  

 PPPUMN604A PPPUED604A      PPPUEP604B  

        (P. 204)  

  掌握跨地區出版的選題
策劃工作 

(6 學分) 

     執行電子書的視覺及用
戶介面設計 

(6 學分) 

 

  PPPUED605B      PPPUEP605B  

  (P. 172)      (P. 205)  

          

        執行電子書的結構設計 

(6 學分) 

 

        PPPUEP606B  

        (P. 207)  

          

        創新數碼市場產品和服
務 

(3 學分) 

 

        PPPUEP607B  

            (P. 209)  

               

 如沒有註明頁碼的能力單元，請參考《能力標準說明》第一版，可於資歷架構網站 http://www.hkqf.gov.hk 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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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業從業員能力表  
 

職能範圍  

 

 

能力級別  

管 理  編 輯  美 術 ／ 設 計  生 產 ／ 製 作  市 場 推 廣  營 銷  
物 流 ／ 倉 貯 ／ 付

運  
電 子 出 版  

跨 媒 體 服 務  

M N  E D  A D  P D  M K  D S  L O  E P  T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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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訂立數碼市場的推廣
策略  

(6 學分) 

 

        PPPUEP608B  

            (P. 210)  

          

        執行電子出版的流程管
理 

 

        (3 學分)  

            PPPUEP609B  

        (P. 212)  

              

        掌握電子出版的編輯管
理 

(6 學分) 

 

        PPPUEP610B  

            (P. 213)  

          

        認識電子書的元數據和
編目 

 

        (3 學分)  

        PPPUEP611B  

        (P. 214)  

          

        掌握電子出版物製作軟
件 

(6 學分) 

 

        PPPUEP612B  

        (P. 215)  

          

        認識電子出版的自動化
標準 

(3 學分) 

 

        PPPUEP613B  

        (P. 216)  

          

 
 

如沒有註明頁碼的能力單元，請參考《能力標準說明》第一版，可於資歷架構網站 http://www.hkqf.gov.hk 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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