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鞏固購物天堂地位

優秀專才

香港素有「購物天堂」的美譽，吸引各地遊客來港購物，因此零售業在香港經
濟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根據政府統計處的資料，零售業是香港第二大服務行業，
相關的企業包括大型購物中心、百貨公司、超級市場、便利店、服飾鞋履、家電家
具等各式各樣的專門店，形成了龐大的零售網絡，為市民造就不少就業機會，聘用
逾二十七萬名從業員。僱員中，約三分之二擔任與銷售有關的工作，而其他則擔任
後勤支援的崗位，如行政、市場推廣和採購等。

零售業得以持續蓬勃發展，推行資歷架構是其中一個重要關鍵。資歷架構為從
業員提供了清晰的進階路徑，確立事業目標。在行業培訓諮詢委員會 ( 簡稱︰諮委
會 ) 協助下制定的《能力標準說明》，給僱主客觀的標準，掌握應徵者的能力水平，
院校及培訓機構亦可依此設計具業界認可的培訓課程，配合行業的人才發展需要。

整體而言，資歷架構在業界的大力支持下，成效漸現，從業員的資歷得到社會
的認受，同時提升企業形象，這實在有助吸引年輕人加盟零售行業，終身發展，鞏
固香港購物天堂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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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業要求透明化  締造多贏局面

「要為香港的零售業打造一個『金漆招牌』，《能力標準說明》正
好將行業的要求規範化，僱主可以依據《能力標準說明》招聘不同崗位
的從業員，提拔達標的人才，僱員亦可依循公開透明的準則，進修『能
力為本課程』增添實力，計劃事業目標；職業操守是《能力標準說明》
當中重要的一環，因此，諮委會一直不遺餘力地推行資歷架構，長遠目
標是提升整個行業的專業與服務水平，鞏固香港購物天堂的美譽，帶來
多贏的局面。」零售業諮委會主席葉焯德說。

資歷架構更可為青少年的家長打下強心針，他說：「零售業不再依
賴『紅褲子』出身培育人才，演變為入行、晉升與進修都可以拾級而上，
有客觀清晰的資歷肯定，父母可以放心讓子女在零售界闖一番事業。」

諮委會為業界的持分者，包括行業主要僱主、僱員、專業團體代表
提供參與的平台，制定《能力標準說明》後，諮委會於 2014 年再下一城，
推出「過往資歷認可」機制。葉焯德說：「截至 2016 年 5 月，業內共
有超過 900 人次通過『過往資歷認可』機制成功取得不同級別的資歷認
證，以店舖營運、顧客服務範疇為主，也對應了本地工種的主要分佈，
肯定了人才累積的實戰經驗。」

客觀準則　提升專業人才

延續購物天堂美譽
零售業在本地的人力市場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聘用逾二十七萬名從業員，貢獻香港經濟。為推

動行業持續發展，業界早着先機，配合政府推行的資歷架構，花了兩年多時間撰寫零售業《能力標準說

明》。零售業行業培訓諮詢委員會（諮委會）主席葉焯德說：「《能力標準說明》把零售職能分為八個

能力範疇、269 個能力單元，巨細無遺地列出各個崗位的標準，為從業員、僱主及培訓機構定立客觀的

準則，對行業人力發展影響深遠。」

  善用過渡期  申請過往資歷認可

他特別提醒，「過往資歷認可」機制的五年過渡期將於 2019 年屆滿：「現
時申請者只須提交工作經驗及年資證明文件，便可取得第 1 至第 3 級資歷，只
有第 4 級資歷須接受評估；但 2019 年 12 月起，申請第 1 至第 4 級『過往資
歷認可』，均須成功通過評估，方能獲取相關資歷。」他鼓勵具一年或以上經
驗的現職從業員，盡快善用過渡期申請，成功通過評核取得資歷者，更可即時
申請發還 75% 評估費用，及後如修畢任何資歷架構認可的課程，還可申請發
還餘下的 25% 評估費用。此目的在於鼓勵從業員持續進修，終身學習。

展望未來，開拓網上電子商務是零售業的大趨勢，他透露諮委會已邀得北
京開放大學電子商務方面的專家，共同開發及編撰相關的《能力標準說明》，
令本地從業員的專業技能達到整個中港兩地的要求。

葉焯德先生
零售業行業培訓諮詢委員會

主席

零售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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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歷架構是什麼?

零售業《能力標準說明》

僱主

‧提升人力資源管理效益
‧設計合適的內部培訓
‧了解業界對技能要求的標準

《能力標準說明》的用途

從業員

‧選擇切合業界需求的進修課程
‧認可過往積累的經驗和技能
‧鼓勵持續進修

培訓機構 / 院校

 

 

電話：2836-1700
電郵：hkqf@edb.gov.hk

資歷架構秘書處

 

 

 

 

‧《能力標準說明》可於 www.hkqf.gov.hk 免費下載。

採購及供應
鏈管理

銷售及
市場推廣策略管理人力資源

管理及發展
顧客
服務

資訊
科技

店鋪
營運

專門產品
知識

零售業

‧ 資歷架構把資歷劃分為七個級別，由最基礎的第一級
至最高的第七級。

‧ 資歷架構涵蓋學術、職業及持續教育界別的資歷。

‧ 透過「資歷架構通用指標」，說明每一個資歷級別的
成效標準和水平。

‧ 資歷架構下有嚴謹的質素保證機制，令你有機會透過
進修課程或憑工作經驗及能力水平獲得認可資歷。

‧ 一套以「能力單元」為基礎的資料冊，包含零售業各
主要職能範疇下不同級別的能力要求及成效標準。

‧ 零售業的八個主要職能範疇包括：

為了提升零售業的專業地位，資歷架構秘書處會提供全面的支援，例如安
排講座，向僱主及僱員詳細解釋資歷架構的配套措施、認可方法、社會認
受性等，更可以為僱員安排集體申請「過往資歷認可」，簡單便捷。欲了
解詳情，請聯絡資歷架構秘書處：

‧ 設計切合業界需要的培訓課
程，配合行業發展

‧ 發展《能力標準說明》為本課
程，提升課程質素   



 創業界先河　辦第 5 級課程　
該集團人力資源部，人力資源總監 ( 香港零售 ) 鄒惠儀

(Winnie) 透露，本年度將再下一城，成為第一間能夠營辦資歷
架構第 5 級課程之商業機構，於本年 6 月 1 日正式開辦『零售
管理專業文憑 ( 資歷架構第 5 級 )』課程，與大學學位同等級別，
再次領導業界：「課程由集團人力資源部香港零售學習及發展
部與香港理工大學企業發展院共同設計，我們已挑選約 20 多
位有潛質的管理人員修讀，全額資助他們的課程進修，為了讓
同事有更合適的進修環境，除課堂學習外，學員亦可使用理大
校園的設施，每星期以上班時間學習，全情投入，為躋身管理
層作好準備。」

此外，該集團亦安排員工集體申請「過往資歷認可」
(RPL)，截至本年 3 月為止，取得 QF 第 3 至 4 級資歷的人數

要在人手密集的零售業屹立不倒，屈臣氏集團於人才培訓上選擇了擔當先行者的角色。早在

2013 年，集團旗下的屈臣氏、百佳、豐澤及屈臣氏酒窖開創大型連鎖零售業界的先河，率先為員工

制訂獲資歷架構（QF）認可的培訓課程，至今，達 QF 第 2 至 4 級的課程合共有 14 項，受訓人數逾

1900 人，大大提升員工的進修和晉升空間。

創業界先河  辦第5級課程　

培育零售人才  經驗資歷齊提升

已達 228 人，肯定了人才的寶貴經驗。Winnie 說：「集團積
極安排員工爭取認可資歷，一方面提升人才的資歷，回應時代
對零售業的更高要求，提升企業的專業形象；另一方面，集團
投放大量資源於人才培訓上，讓員工感到受重視，增加歸屬
感，當資歷與晉升掛勾，也為員工定下長遠目標，有信心於零
售界建立終身事業。」

 經驗轉為資歷　三十歲後更上層樓
現職百佳超級市場高級店舖經理的郭升湘 (Sam) 入職 15

年，RPL 稱得上是他人生昇華的轉捩點：「中五畢業後，我
便投身零售業，由最前線營業員起步，只能靠年資經驗拾級而
上，一直都沒有時間進修增值；直至三十歲認真思考前程，善
用公司投放於人才培訓的豐富資源，掌握學習的機會，決心朝
管理階層進發。」去年，公司提名他申請過往資歷認可，而

劉澤騰先生
屈臣氏酒窖
店舖經理

鄒惠儀小姐
屈臣氏集團
人力資源總監
( 香港零售 )

吳國傑先生
豐澤

助理店舖經理柯玉花小姐
屈臣氏個人護理店
美容顧問

李蒨明小姐
豐澤

助理店舖經理

郭升湘先生
百佳超級市場
高級店舖經理

零售業

R04



Sam 也不負所望，通過了嚴謹的面試，取得 RPL「店舖
營運 (綜合)」第4級資歷。他說：「RPL是一個莫大的鼓勵，
讓我取得一個客觀、公認的資歷證明；更重要的是為下屬
樹立榜樣，證明學習是有回報的，尤其是新加入的人才，
讓他們找到努力工作、不斷進修的動力。」

至於現職豐澤助理店舖經理的吳國傑（Kit），也有
相同目標，取得 RPL「店舖營運 ( 綜合 )」第 4 級資歷，
他說：「加入零售業十多年，工作時間不固定是進修的最
大障礙；然而零售業隨時代發展，從業員必須與時並進，
掌握新趨勢及管理技巧，才能突破現狀，公司的培訓課程
正好彌補了這方面的缺口，我們可以在上班時間上課，甚
至遷就輪班時間。對於資歷較深的員工來說，課程可以整
合過往累積的經驗，並有系統地學習新的理論知識，配合
角色扮演等課堂活動，亦有助將學習得來的知識在日常工
作之中實踐。」

 大學生不忘進修  學習體驗獎勵計劃
本身持有大學學位的李蒨明（Kinki），主修人力資源

管理，畢業後加盟豐澤的店舖見習經理計劃，現職上環分
店的助理店舖經理，在兩年半的實習生涯中，仍不忘進修：
「在零售業，我如一張白紙，公司安排我修讀『基礎電子
電器零售證書課程』、『零售管理高等文憑』，取得 QF
第 2 及 4 級資歷，讓我逐步掌握行業的實務知識、顧客服
務等技能，課堂集合了不同分店的員工，大家分享交流，
互相學習，快速成長。」

在屈臣氏個人護理店擔任美容顧問的柯玉花（Eva），
資歷認證對她別具意義：「因著公司『先培訓、後上崗』
的措施，我可以接受長達 6 個月『美容顧問』課程，通過
實習及考試，取得第 3 級資歷，跟高級程度會考（即現時
的香港中學文憑證書）同等級別，我從內地移民來港工作，
資歷固然對晉升有幫助，更深層的意義是令我取得本地的
學歷認可，滿足本地人力市場的要求。」

幾位人才取得資歷架構的認可資歷後，再贏得 QF
「學習體驗獎勵計劃」的獎勵持續進修，例如 Eva 利用
一萬元獎金報讀英語及美甲課程，從各方面增添實力。

 化興趣為事業  冀成全方位管理人
將興趣化為事業是不少年輕人的夢想，現職屈臣氏酒

窖店舖經理的劉澤騰正是因為「酒」而加入洋酒零售行列，
開創出寬廣的事業路：「我在 6 年前中七畢業，隨即加盟
屈臣氏酒窖，從營業助理起步。零售業的入行門檻不高，
但晉升就得配合經驗與知識，我在 2013 年完成公司提供
的『零售管理高等文憑 - 洋酒連鎖專門店 ( 資歷架構第 4
級 )』課程，因而更全面了解零售的流程，也令我取得與
副學士同等級別的資歷；憑著資歷，我成功獲得香港理工
大學 SPEED 取錄，修讀市場及公關學的銜接學位課程，
同時擴闊知識層面，當一個全面的管理人員。」

展望未來，幾位年輕人才都異口同聲表示，將會朝著
更高階的資歷進發，爭取報讀公司開辦的第 5 級課程，期
盼增強自己在零售、營銷上的專業知識，在事業及學歷上
再次大躍進。

屈臣氏集團積極安排員工爭取認可資
歷，提升人才的資歷及員工的歸屬感，
亦為員工定下長遠目標，讓他們有信心
於零售界建立終身事業。 零售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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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終身學習  專業職能
便利店及餅屋的顧客層面很廣闊，市場也變化多端，

前線員工每天都要面對不同的挑戰。為了令員工掌握各種
職能，利亞零售為前線的兼職及全職員工安排在職培訓。
該公司高級經理（人才管理及發展）潘寶珍（Carol）說：
「公司會根據業務需要，為每一職級訂立完善的培訓及晉
升階梯，例如新入職員工，不論是全職或兼職員工，均需
完成迎新課程及相關的工作技能培訓，如便利店有便利服
務的元素及餅屋有食品衛生的元素。往後每晉升一個職
級，都必須先完成二至四個相關培訓課程，以使同事可以
更快掌握該職位需要的技能。當資歷架構（QF）於零售業
推行後，我們鼓勵具經驗的員工申請 RPL，爭取各個範疇

OK 便利店與聖安娜餅屋，是不少上班族購買早餐的地方。顧客每天光顧都不會感沉悶，

原因是店舖時常添新意、更新貨品擺設、推廣新優惠等；而前線的店員及店舖經理就是當中的

靈魂人物，為顧客創造不凡的購物體驗。其母公司利亞零售有限公司（下稱「利亞零售」）非

常重視零售員工的專業性，並透過完善的培訓，安排員工集體申請「過往資歷認可」（RPL），

提升員工的技能，使顧客在匆匆數分鐘的購買過程中，都能感受熱誠愉快的服務。

零售精英  為顧客多走一步  

確立專業  爭取資歷認可

如『店舖營運 ( 綜合 )』、『顧客服務』等專項的資歷認可，
至今已超過 300 名人次，有助公司建立終身學習、體現
專業的目標。」

在推動的過程中，年資較長的中年員工尤其需要鼓
勵，Carol 解釋：「由於申請 RPL 第 4 級資歷認可須接
受面見評估，對離開校園多年的中年員工來說，的確是
一項挑戰。縱使他們不求多一張證書，但公司非常珍惜資
深、長情的員工，耐心地鼓勵他們，應視是次資歷評估為
一個肯定，總結個人多年的零售經驗；而員工獲得社會承
認的資歷，也可為個人、後輩、以至整個業界建立專業的
形象。」另外，公司的年輕員工也積極自薦申請過往資歷
認可，成為他們持續發展的推動力！

張耀先生
OK便利店
分區經理

潘寶珍小姐
利亞零售有限公司

		高級經理（人才管理及發展）

陳麗萍小姐
OK便利店
店舖經理

零售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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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精英  為顧客多走一步  

確立專業  爭取資歷認可

此外，零售業講求人際溝通，不能紙上談兵，實戰經驗必不可少。因此，
OK 便利店及聖安娜餅屋均有挑選有潛質及合適的店舖經理 , 參與一系列的培訓
後 , 才可成為店舖導師 (mentor)，主要為公司培育及指導一班優質的店舖管理
人員，以滿足未來的人才需要。而現時便利店及餅屋均有超過 20 位的店舖導
師，現職 OK 便利店大埔分店的店舖經理陳麗萍 (Ping Ping)，就是其中一位店
舖導師。

 上司提點  定下事業目標
能夠成為店舖導師，Ping Ping 曾下過一番苦功：「我從前是個非常內向

的人，16 年前加入 OK 便利店當兼職顧客服務員。當時年紀輕，沒有方向，無
目標地工作了約四年。上司主動來關心我，提醒我立定志向，只要肯付出，公
司有許多發展機會，走出光明的前途。」

一個溫馨提示改變了年輕人的一生，Ping Ping 於當時決心轉為全職員工，
一步步從最前線的崗位晉升至主管、助理經理，以至今天的店舖經理，她說：「晉
升有賴一連串培訓計劃，讓我層層遞進，掌握越來越多的職能，增強溝通、管
理的水平。公司也給予多元化的學習機會，除擔任店舖導師指導來分店學習的
同事，同時亦有參加『服務之星』的計劃，我也會到其他分店作服務經驗分享，
讓我累積不少獨特經驗。」

當她知道零售從業員可以憑經驗申請
RPL，便馬上自薦申請：「過往資歷認可是
業界承認的資歷，我可以藉此了解外界對我
工作能力的評價，當然躍躍欲試！」她已分
別取得「顧客服務」第 2 級及「店舖營運 ( 綜
合 )」第 3 級的資歷，去年她再下一城，成
功通過評估，取得「店舖營運 ( 綜合 )」的第
4 級資歷。她說：「我會爭取其他專項的第
4 級資歷，以及善用資歷報考外間的進修課
程，在學術及事業上更上一層樓。」

 系統的培訓 晉升基本功
至於已晉升為 OK 便利店分區經理的張耀 (Johnny)，同樣在 2015 年取

得「顧客服務」及「店舖營運 ( 綜合 )」第 4 級資歷；隨即馬不停蹄，報讀外
間院校主辦的管理文憑課程。他說：「中五畢業後，我便投身社會工作。在
2005 年入職 OK 便利店，擔任店舖主管（Supervisor），兩年後晉升為店舖
經理，晃眼 11 年，最後成為分區經理。從管理一家分店，到現時管理港鐵大
圍至羅湖站沿線的 15 家分店，約 200 人的團隊。回想起來，事業發展順利，
公司有系統的培訓是讓我一步步走上管理層的基石。」

還記得去年取得第 4 級 RPL 資歷時，公司特意舉辦頒獎禮並由行政總裁
頒發證書，於會議上向一眾同事肯定自己的努力成果，令他倍感備受重視：「我
一直服務同一家企業，並不清楚自己在市場的實力，因此，能透過 RPL 取得
一個公認的資歷，加上公司的肯定，對我的意義十分重大，大大增添我在管理
上的信心。」

對於即將投身職場的年輕人，他表示零售業渴求人才，鼓勵積極熱誠的
新人加盟：「零售的前線工作以顧客服務為主，我們時常要多走一步，從顧客
的角度考慮他們的需要；只要敢於嘗試，零售業很適合活潑好動、常常有新點
子的年輕人。」

利亞零售現於香港、澳門、廣州、深圳及珠海五個市場，合共經營約 600
家 OK 便利店及聖安娜餅屋，共聘超過 6,800 名員工。Carol 表示在設計內部
課程時，也會參考 QF 零售業的《能力標準說明》，依此協助制定同事所需的
培訓要求。 QF 對僱主及僱員來說，都是一個極佳的參考指標。

集團鼓勵同事申請
RPL，聖安娜餅屋
及 OK 便利店的員
工因此獲得相關資
歷認可，有助集團
建立終身學習、體
現專業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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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員工的崗位及職能需要，牛奶公司安排全面的培訓
課程，當中包括多個獲資歷架構認可的課程，類別包括銷售及
顧客服務、店舖銷售及店舖庫存系統、店舖督導管理，以及產
品知識的課程等；當中獲第 3 級別資歷架構認可的分別是提供
給 7-Eleven 員工的 「店舖督導管理文憑」及提供給萬寧員工
的「產品知識及建議－非處方藥物」證書課程。該公司北亞區
( 食品 ) 人力資源董事 ( 培訓及發展 ) 吳麗珊 (Michelle) 透露：
「公司重視每一位員工的貢獻，通過充足培訓以增加人才發展
機會，第 14 項資歷架構認可課程現正申請進行評審，期待本
年第三季可以通過。」

她補充：「過去三年，公司開辦獲 QF 認可的課程共 363 
班，參與人次達 4,750 名；至於資深的同事，公司亦不會忽略，
我們安排了 21 位 7-Eleven 經理級以上的人才通過『過往資歷
認可』(RPL) 機制，申請認可，以獲取第 4 級認可資歷。未來

早在 2013 年，牛奶公司部份內部培訓課程已通過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 ( 評審局 ) 的評審，

目前已獲資歷架構 (QF) 認可的培訓課程達 13 項，屬 QF 第 1 至 3 級別，為旗下的零售品牌：7-Eleven

便利店、惠康超級市場和萬寧美健產品零售店的員工提供既全面又符合資歷架構認可的課程，使公司

內的人才找到上進的方向。

13個資歷架構認可課程 涵蓋各類技能

重視每一位員工　提供充足培訓

我們會繼續鼓勵同事申請 RPL，並在面試前給予培訓，以增
強他們勇於挑戰考核的信心。」

 針對長者顧客　細心聆聽
從兼職到全職員工，現職店務副經理的梁慧珊 (Shan) 加

入7-Eleven便利店已踏入第12個年頭。她一直沒有停止學習，
先後完成「店舖銷售系統」、「店舖庫存系統」及「初級銷售
與顧客服務」三個 QF 第 2 級別的課程，將知識應用至不斷變
化的工作上。她說：「例如店舖庫存系統課程，我學習到如何
善用手提終端機，課堂有詳細說明及即場練習，使我了解終端
機的強大功能，協助我提高工作效率。而在顧客服務課程中，
我學會針對不同客群，給予個人化的服務，由於我負責的分店
鄰近公共屋邨，平時許多長者會來光顧，完成此課程後，我懂
得付出更多耐性，細心聆聽及照顧他們的特別需要。」

李展雯小姐
惠康超級市場
部門經理

吳麗珊小姐
牛奶公司北亞區（食品）
人力資源董事（培訓及發展）

楊鈺洪小姐
萬寧

店務主任

梁慧珊小姐
7-Eleven 便利店
店務副經理

（左起）惠康超級市場愉景灣分店部門經理李展雯、牛奶公司北
亞區（食品）人力資源董事（培訓及發展）吳麗珊、萬寧沙田分
店店務主任楊鈺洪及 7-Eleven 便利店店務副經理的梁慧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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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視每一位員工　提供充足培訓

她認為 QF 得到業界認可，是對自己經驗的一種肯定，
也是將來朝着經理、分區經理晉升的競爭條件；對於管理
較年長及資深的同事，QF 課程亦有其用處：「當遇上年紀
或經驗比我高的下屬，我會以朋友身份相待，坦誠合作，
而獲取 QF 證書更說明了我的能力已達一定水平，增添管理
及說服力，對日常人事溝通很有幫助。」

 密集培訓　成幼兒用品專家
年資較淺，加入萬寧沙田分店四年多的楊鈺洪 (Bee)，

從兼職店務助理起步，經過不懈的努力，現已晉升至店務
主任一職，對學習新事物樂此不彼。她說：「分店專營嬰
兒食品及幼兒用品，由於我沒有育嬰經驗，公司的培訓課
程對我尤為重要。入職後，各類課程促使我快速掌握各個
品牌嬰幼兒產品的專業知識；另外，我先後修讀了初級及
高級『銷售與顧客服務』課程，學習待客之道、處理客戶
諮詢等實務知識，同時亦取得第 2 級資歷。」

隨着顧客的要求愈來愈高，她認為課堂所學的有助她
應付市場趨勢：「導師會通過模擬個案來考核學習的成效，
還記得課堂中我要處理的個案，是客人購物三天後，發現
有特價而要求換貨，我即時實踐理論知識，先細心了解顧
客期望，再配合店舖的優惠，滿足客人的要求，事實上，
這也是日常工作經常遇到的難題。」Bee 自言過去性格內
向文靜，加入零售業後，她變得熱情開朗，非常享受每天
跟顧客溝通的前線服務，她期望繼續進修，累積經驗，有
信心將來可拾級而上，躋身管理的崗位。

 國際化超市　資歷增加客人信心
部門經理李展雯 (Mandy) 服務惠康超級市場愉景灣分

店，稱得上是一個小小聯合國。她說：「分店七成顧客是
外國人，當中包括美國、澳洲及歐洲人，近年還有不少韓
國客人，分店團隊也有本地華人、東南亞如菲律賓籍的員
工，非常國際化。每年感恩節前夕，火雞特別暢銷，而我
亦因此認識到多達十多種的火雞配菜、醬料以及煮製方式。
歐、美、澳各國有異，是非常有趣又獨特的文化體驗。」

在 2013 年，Mandy 入職為見習店務經理，然後逐步
學習食品處理、管理、銷售服務等營運店舖的知識，一年
後晉升至目前部門經理一職；她在過去兩年先後完成了三
個 QF 第 2 級別的課程，包括「新鮮食品處理－蔬果產品
證書」、「新鮮食品知識及建議－蔬果產品證書」及「新
鮮食品知識及建議－肉食產品證書」。她認為課程不但奠
定了晉升的基石，更直接影響貨品的銷售：「確保新鮮食
品衛生是我們的責任，任何處理新鮮食物的同事都要修讀
相關課程，課程得到資歷架構認可，說明同事的知識、質
素達指定水平，對顧客來說，就是信心的指標，增加他們
的購買信心。」

目睹幾位同事的成就，Michelle 鼓勵有志入行的年輕
人：「集團具備完善的晉升階梯，而且零售業職能眾多，
除前線業務外，亦可向市場推廣、採購、供應鏈管理，甚
至櫥窗設計等發揮所長，再配合愈來愈普及的 QF 認可培
訓課程，零售業值得年輕人加盟，建立終生事業。」

三位服務牛奶公司旗下不同品牌的人才，先後接受針對不同的顧客群的專門培訓，提
供最佳的顧客服務。

吳麗珊認為零售業職能崗位多元化，年輕人入
行後可以按興趣再進修，選擇最適合自己的發
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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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晰晉升途徑　爭取資歷認可
莎莎早於 1978 年成立，從最初面積僅 40 平方呎的零

售櫃位，擴展成為分店遍佈亞洲區，僱用逾 5,000 名員工
的化粧品零售集團，人才在當中佔有重要的角色。

莎莎培訓及人才發展總監莊慧敏說：「零售業工時較
長是不爭的事實，前線團隊同事相處的時間長，因此，我
們希望營造愉快的工作氣氛，享受服務的樂趣；同時設立
清晰的晉升途徑，通過培訓及經驗累積，新人可以從初級
見習美容顧問 (Junior Beautican Trainee)，經過六個月達
240 小時培訓及評估後，晉升至美容顧問、資深美容顧問、
助理店舖主管、店舖主管、營運經理等職位。」

為了提升員工的專業地位，莎莎在本年初安排了 50 名
員工申請 RPL，於「店舖營運 ( 綜合 )」及「顧客服務」兩

培訓與經驗　配合過往資歷認可

美容零售人才　內外在美俱全

個範疇爭取認可資歷。最後，合共 34 位員工取得第 3 級資歷，
有 14 位取得第 4 級資歷。林嘉璐 (Carol)、黃曉玲 (Jane)、
彭淑萍 (Picky) 和何嘉敏 (Hippo) 就是其中的一員，成為公司
的先驅。她們早前更獲安排在一年一度的集團早餐會議上，
從集團主席及行政總裁郭少明博士與集團副主席郭羅桂珍博
士手中接過由 QF 及職業訓練局 (VTC) 發出的 RPL 資歷證明
書，為在場二千多名同儕樹立榜樣，見證努力的成果。

Carol 及 Jane 分別加盟莎莎 7 和 10 年，Carol 現職資
深美容顧問，而 Jane 則擔任助理店舖主管。回想初入職時，
二人均沒有美容零售經驗，全賴公司提供六個月的在職培
訓。Carol 回憶道：「當時的在職培訓，內容包括產品知識、
美容知識、顧客服務及銷售技巧等課程，培訓期更要進行定
期測驗、實地培訓及接受評核，確保我們能掌握所學，實踐
出來。」

近年韓國潮流席捲亞洲，美容零售店亦不例外，爭相引入韓國品牌，呈現百花齊放的景象。

不過，要在競爭激烈的美容零售業突圍而出，多元化的產品只是其中一個因素。在亞洲區設有逾

280 間零售店 及專櫃的莎莎國際控股有限公司（下稱「莎莎」）則從人才策略入手，以完善的培

訓及晉升制度建立優秀的人才庫，鼓勵員工申請資歷架構（QF）下的「過往資歷認可」(RPL)，

釋放員工的創意與潛能，提升整體服務質素，成為致勝之關鍵。

林嘉璐小姐
莎莎資深美容顧問

彭淑萍小姐
莎莎助理店舖主管

黃曉玲小姐
莎莎助理店舖主管

何嘉敏小姐
莎莎資深店舖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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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訓與經驗　配合過往資歷認可

 與新人同行　大姐姐計劃
往後數載，二人都已經獨當一面，由新人搖身一變為「大

姐姐」，接受帶領新人的培訓，以師姐的身份，一對一形式
協助新人儘快適應工作，與他們同行，教授新人工作知識外，
分享工作中的點滴，一同解決疑難，找出事業的方向，安心
發展事業，同時感受到大姐姐關注及照顧。經過多年累積的
經驗，Carol 及 Jane 成功通過 RPL，取得第 3 級資歷，奠下
晉升的基礎條件，兩人都異口同聲表示，下一步會努力爭取
第 4 級資歷，朝更高職級進發。

從時裝零售轉戰美容化妝品的 Picky，入職莎莎後再沒
有轉行，至今踏入第 17 個年頭。深厚的歸屬感全因公司的完
備培訓，令她明白只要按部就班，依照計劃學習，投入工作，
就能沿著透明的階梯晉升，建立事業，逐步攀升至現時助理
店舖主管一職，主理管理與營運的職務。

她管理 20 多名成員的團隊，當中包括九十後出生的年
輕人，Picky 欣賞他們的創意及敏銳的學習能力，她認為要在
零售業出人頭地，首重毅力：「新人要抱持正面積極的態度，
分店的營運是團隊合作的成果，前線同事相處的時間，往往
比家人更多，年輕人才應該認真投入，從服務顧客取得滿足
感。自從零售業推行 QF 後，從業員可以通過經驗以及進修
爭取不同級別的資歷，對應傳統的學術水平，對從業員來說，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推動力，證明我們的專業性。」回想自己
參與第 4 級 RPL 的面見評估時，她說心情雖緊張，但只要清
晰表達由經驗得來的見解，終能順利通過評估。

為兒子樹立榜樣　回饋公司栽培
跟 Picky 一樣，擔任資深店舖主管的 Hippo，都是該公

司第一批通過評估而取得 RPL 第 4 級資歷的人才。她目前管
理接近 40 人的團隊，資歷固然為下屬定下模範作用，以實際
行動說明終生學習的目標，對於身為母親的她，有另一重意
義：「我的兒子讀五年級，當他知道媽媽工作多年，依然不
斷進修，爭取認可資歷，我立即成為他學習的榜樣，鼓勵他
努力學業。」

事實上，Hippo 一直積極學習，過去曾獲得公司贊助，
跟 8 位同事修讀香港公開大學的文憑課程，花了兩年時間兼
讀，深入研習零售管理知識；同時獲公司提名參加行業活動
和比賽，例如香港零售管理協會「傑出服務獎」等，從各方
面提升個人及團隊的質素。

她認為學習不但有利於管理，以及個人的晉升，集團認
真投資在員工身上，員工也能回饋公司：「我跟 Picky 都是
集團『銷售技巧委員會』的成員，公司會透過不同的溝通渠
道，向我們了解市場趨勢、顧客的喜好等，例如要清晰了解
客戶的需要，並非簡單問一兩個問題就可以達到效果，我們
可以提供顧問式服務，運用儀器和專業知識，因應顧客皮膚
情況而介紹合適產品，集合前線的意見，向管理層反映，共
同優化銷售服務；當員工的能力提升，有能力構思貼近市場
需要的策略，為顧客帶來稱心滿意的服務，有利整個集團向
前邁進。」

「態度決定高度」Hippo 的座右銘總結了幾位莎莎員工
的成功要素，積極投入、終生學習是在零售業界爭一席位的
不二法門。

成功的零售業前線人員，
應細心聆聽顧客的需要，
再推介合適的產品。

三位員工的年資雖不同，但他們都認為團隊合作精神，是零售的成功之道，管理人更加要成為同事的榜樣，激勵士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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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居住空間狹小，大部分家庭都需要在家具配搭上絞盡腦汁，以便騰出更多的生活空間；實

惠家居有限公司（下稱「實惠家居」Pricerite）瞄準市場需要，將前線同事提升為「家居優化專員」，

向顧客介紹公司各種多功能家具的特性，並提出合適的家居解決方案，創造空間，提升生活質素；

為了打造與時並進的專才，實惠家居多年前已成立培訓學院，同時配合資歷架構（QF）的《能力標

準說明》招聘人才，並鼓勵資深員工申請「過往資歷認可」(RPL)，帶領家居零售行業走上專業化

的新紀元。

實惠家居  空間管理專家　

資歷架構專業認可  挑選家居優化專員

 擔任顧問角色  建議改善方案
隨著時代發展，家居用品跟電子產品一樣走向多功能、

伸展、組合、變形等靈活多變，為狹小的空間提供更大的彈
性。產品進步了，家居產品零售從業員也要同步前進，實惠
家居副行政總裁梁兆邦（James）說：「前線同事的職責不
再單純是銷售，當顧客選購家具時，前線同事需要擔當顧問
的角色，聆聽顧客的實際情況，針對需要提出合適的空間管
理方案，例如建議各類收納工具、伸展、變形等的各種家具，
並清晰地展示功能，為客戶創造空間，解決問題；因此，我
們將前線同事的職銜正名為『家居優化專員』，以鞏固我們
擅於為顧客創造空間的專業形象。」

「實惠家居的培訓學院位於九龍灣，設有模擬商店，讓
新入職的員工熟習收銀、營運等工作流程，當正式到店面工
作時，則由資深同事以『實地教練』的身份關懷及指導新人，

讓他們盡快投入新的工作環境。」James 續稱，零售業
推行 QF，亦有助集團吸納合適的人才：「過去，招聘主
要參考申請者的履歷及經驗作決定，當 QF 按行業要求撰
寫了詳細清晰的《能力標準說明》後，人事招聘便可以多
一個客觀標準挑選最合適崗位的求職者；而從業員的資
歷，則是一個客觀、業界認可的證明，協助人事部覓得真
正合適的人才。」

 充足準備面試　摘下第 4 級資歷
事實上，實惠家居在 2016 年初協助了第一批共 30

名員工申請 RPL，提升企業的專業形象，其中現職元朗
分店的營業經理丘家偉（Gary），順利通過面試評估，成
功獲取第 4 級資歷。他說：「畢業後，我馬上投身零售業，
加盟實惠家居已有九年。由於零售業的工作時間較長，私
下進修的機會不多，直至取得『店舖營運（綜合）』第 4

李國英小姐
實惠家居

高級營業經理

梁兆邦先生
實惠家居
副行政總裁

丘家偉先生
實惠家居
營業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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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惠家居  空間管理專家　

級資歷，對自己多年辛勤工作終於有一種肯定和回報，亦助
我取得報讀更高級別課程的資格。」他表示離開校園多年，
面試前的確心情緊張，戰戰兢兢，幸好評核員態度親切，在
適當時候引導他引用個人經驗回答提問，完成是次挑戰。

年資長達 20 年的沙田分店高級營業經理李國英（Kiwi）
也是第一批申請 RPL 的員工。她最認同公司「以人為本」
的企業文化，親切得有如大家庭的和諧氣氛，因而建立了深
厚的歸屬感；她非常珍惜工作崗位上的每一個學習機會：「吸
引我留任一家公司逾廿年，是因為不斷有新的事物學習，從
產品、銷售、顧客服務到管理，新鮮感與挑戰性俱備；申請
RPL 也是一個有趣的學習過程，面試前，公司培訓部更特別
安排專人指導，如私人教練般傳授我們面試的要訣及各種培
訓等，令我獲益良多，最終順利取得『店舖營運（綜合）』
及『人力資源管理及發展』的第 4 級資歷，我希望將來可再
考取其他專項資歷呢！」

Kiwi 積極進取，不但是為了增強個人的資歷，更希望
藉此感染年輕同事：「身為管理者，應該以身作則，擔當團
隊的好榜樣，讓同事看到目標方向，資歷對晉升及自我提升
的好處，有助留住優秀的人才。」對於九十後的年輕同事，
Kiwi 有一套管理心得：「大部分的九十後聰敏、有創意、有
魄力，如得到合適的引導，潛能就能發揮出來。」

 放下手機　零售重視面對面溝通
在旁的 Gary 補充：「要是新世代員工的表現未如

理想，我不會即時指責，因為在公司的培訓課程中，曾
學習過『冰山效應』，即管理者要因應每個人不同的性
格，從對方的角度去思考，透過溝通發掘出問題的來
源，才可以找出表現不佳的原因，引導員工從根本作出
改善。」但他特別提醒有意入行的年輕人，人際溝通始
終是零售業的核心：「科技進步，許多年輕人寧願低頭
滑手機，也不願意面對面跟別人對話；然而零售從業員
每天面對各式各樣的顧客，對話、聆聽是最基本的要求；
因此，有意入行人士，要放下對手機科技的依賴，主動
跟顧客溝通，才能滿足崗位要求。」

James 總結：「未來，集團將繼續分階段協助員
工申請 RPL，除了第 4 級別外，也會鼓勵年資較淺的同
事申請第 2 及 3 級別「過往資歷認可」；至於已取得相
關資歷的，他們可以在資歷名冊中選修合適及更高級別
的課程，例如零售管理相關的專業文憑等，公司非常樂
意在時間編制上配合員工的進修需要，讓他們踏上更寬
更廣的事業跑道。」

Gary和Kiwi都饒富管理經驗，
善於跟年輕一代的員工溝通，
關鍵在彼此信任，才能坦誠相
待，一同提升團隊的士氣。

實惠家居副行政總裁梁
兆邦認為，企業內部培
訓配合資歷架構的過往
資歷認可，能夠帶領零
售業走上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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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人的成功定義都不一樣，但只要努力，每個人都可以活出精彩人生。在港開業逾三十年的

連鎖式薄餅餐廳必勝客，港、澳分店逾 110 間，員工人數超過 5,000 人，正正以「精彩時刻，與你

共度每一刻」為人才策略，鼓勵員工在崗位上不斷精進，從前線服務步步進階至管理層，並鼓勵資

深同事以過來人身份培訓新人，不斷爭取精彩的工作體驗。

熱誠服務  享受精彩時刻

完備培訓 贏人才歸屬感

 為客瘋狂　愉快心情上班
必勝客一直抱著「為客瘋狂」的企業文化，為顧客提

供優質服務。該公司人力資源及行政董事謝文鳳（Carrie）
說：「餐飲從業員，每天都會接觸各式各樣的顧客，天天
都有新趣味；而營運一家分店須依賴整個團隊的配合，最
適合喜歡服務工作、與人溝通的人才；當分店同事相處融
洽，組長及經理樹立優良的學習榜樣，就能感染新入行的
新人，讓他們帶著期待、愉快的心情上班，享受這個行業
的樂趣與挑戰。」

她表示，必勝客非常重視經驗的承傳與系統的培訓：
「新人入行，會配對一位資深同事為師兄 / 姐，每天逐步
傳授實戰的經驗，帶領新人適應新環境；至於系統的培訓，
則包括公司的內部培訓、工作坊、主題講座，甚至針對團

隊精神的訓練營；四年前，公司更資助了 29 位員工，以三年
時間修讀香港中文大學主辦的高級文憑課程，提升人才的能
力。」她認為資歷架構 (QF) 的成立，正好把公司建立已久的
培訓制度，跟市場要求連結起來：「零售業的《能力標準說明》
將業界的技能需求規範起來，從業員可以透過『過往資歷認
可』(RPL) 及修讀『能力為本課程』去獲取認可資歷，而僱主
亦可依此提拔人才、調整內部的培訓，整合人才策略。」

 重視員工　建立歸屬感
完善的培訓及晉升制度，配合正面積極的工作氣氛，為

該公司挽留一批長情、忠心的人才；最近，管理層分批安排
員工集體申請 RPL，人數約 150 人，鼓勵員工爭取認可資歷，
提升企業的專業形象。兩位必勝客分店經理：陳志強 (Gary)、
張錦華 (Reeve) 及外賣外送薄餅專門店 ( 薄餅博士 ) 分店經理

蔡永倫先生
薄餅博士
分店經理

陳志強先生
必勝客
分店經理

張錦華先生
必勝客
分店經理

謝文鳳小姐
必勝客

人力資源及行政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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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誠服務  享受精彩時刻

完備培訓 贏人才歸屬感

蔡永倫 (Alan)，是首批通過 RPL 取得 QF 第 4 級資歷的員工；
三人在中五畢業後先後加入該公司，從前線服務起步，不約
而同地從中找到事業的目標。

據年資最長的 Gary 所言，多元化的學習機會，是留住
他服務必勝客23年之因：「我們可以嘗試餐房及樓面的崗位，
接觸面很廣，晉升後，深造學習財務、管理、指導新人等新
知識，為擔任分店經理作好準備；公司又提名我們參加業界
比賽，爭取殊榮；我在區域經理鼓勵下申請 RPL，取得認可
資歷，好讓我看到下一步的方向，未來可銜接更高學歷，並
可符合資格申請更高的職位。」

多年來，經 Gary 指導過的新人不計其數，每當他看到
稚嫩的新人漸漸成為獨當一面的主管時，滿足感往往油然而
生。他鼓勵年輕人不妨從兼職起步：「餐飲及零售業經常招
聘學生兼職及暑期工，年輕人可以藉此體驗行業的獨特氣
氛、團隊精神；許多年輕人喜歡烹飪，入職後可進修甜點製
作、烘焙等有興趣的項目，發掘潛能，定下事業的目標。」

 衝出香港　到海外當培訓師
至於 Reeve，服務必勝客 16 年，同樣是極具經驗的培

訓導師。在去年更衝出香港，獲派緬甸分店，訓練當地逾百
名新人：「在當地當培訓師 70 多天，面對不同文化背景的
同事，並以英語主講，是一個全新的挑戰，偶然還會遇上在
香港碰不到的問題──停電，考驗團隊的合作與應變能力，
是非常難得的體驗。」能夠成為首批通過 RPL 取得第 4 級
資歷認可的員工，他認為別具意義：「我中五畢業後就投身

職場，累積了十多年工作經驗後，現在可以通過 RPL 的評
估，而提升至與副學位同等級別的資歷，對我來說，是一個
非常重要的肯定，讓我有機會朝著更高層次進發。」

Alan 則最欣賞公司明確的晉升階梯：「公司設定清晰
的進階藍圖，完成指定的課程就可以申請晉升，而且課程內
容廣而專，不會局限了自己的能力；餐飲零售的客流量高，
每天的挑戰都不一樣，只要帶着熱誠投入工作，不愁沒有上
流發展的機會。」服務公司 19 年，他獲選申請 RPL，令他
感受到公司對資深人才的重視，大大增添個人的信心。他打
算來年跟其他取得過往資歷認可的同事，一同參加資歷架構
「學習體驗獎勵計劃」，增值自己，實現終生學習的理想。

對於九十後以及千禧後的新一代，Carrie 有以下建議：
「求職擇業不光是只為了金錢，更重要的是對工作有熱誠
和目標，假如年輕人具有服務別人的精神，喜歡與人溝通和
團體合作，配合資歷架構的推行，零售餐飲絕對是一個有前
景，值得投身的行業。」

三位經理通過了 RPL 的評
估，獲得第 4 級資歷，是事
業的一個非常重要肯定，三位
異口同聲說，將會參加資歷
架構「學習體驗獎勵計劃」，
實現終生學習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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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業所涵蓋的工種範疇非常廣泛，一般劃分為人力資源管理及發展、店舖營運、採購及供應鏈管理、 
採購及供應鏈管理（物流）、策略管理、資訊科技、銷售及市場推廣和顧客服務，其進階路徑如下：

進階路徑

人力資源總監 / 經理
制定人力資源政策、程序及規則，並能監督其實施，

並為機構員工制定培訓發展計劃。

採購總監 / 經理
負責策劃、組織、監管採購工作。調查和研究市場情況、

以釐訂採購策劃。

店長 / 店舖經理
負責策劃、組織、督導店舖營運及管理事宜，包括制定

店舖風險管理、櫥窗設計、店舖裝修及規格等。

物流 / 倉庫總監 / 經理
負責策劃、指導和管理物流 / 運輸 / 存倉工作，

確保物流順利。

人力資源主任
	（聘任及福利 / 人事管理 / 培訓）

•負責處理機構內員工聘任及褔利。
•負責處理機構內有關人力資源管理事宜，
 執行人力資源政策。
•負責處理機構內有關員工培訓事宜。

採購主任
負責貨品採購工作。與供應商及有關部門聯絡洽商，

確保貨源充足，並符合品質要求。

店舖主任
負責店舖日常銷售工作，包括︰管理下屬、調配員工、

店舖陳列、管理工作場地及保安、貨品分類、
存貨管理、銷售點算等事宜。

物流 / 倉庫主任
負責監督貨品的物流、運輸及存倉工作，
以便為使用者及顧客提供有系統服務。

人力資源助理
協助機構處理一般文書工作，
包括記錄及核實員工資料等。

採購助理
負責接收、儲存與分配存貨及貨品。

編製購貨訂單，並保存已購貨物的記錄。
編寫和比較存貨記錄，供採購貨品之用。

店務員
在店舖為顧客提供服務，包括：處理交易、包裝貨品、

協助上貨及理貨、日常清潔等。

物流 / 倉庫助理
負責收發貨品，安排儲存，添補貨倉及 /

或店舖貨架的存貨。

人力資源管理及
發展

採購及
供應鏈管理

店舖營運

採購及供應
鏈管理（物流）

零售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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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監 / 高級經理
公司內最高管理層，負責制
訂公司策略、方針及目標，
監控公司業務進度。評估業
務發展潛力，調撥資源開拓
公司業務，確保公司內部及
以外的其合作伙伴共同達致
制定目標。制定評估公司表
現的方式，監察公司每項政
策 / 策略推行進度，並適時
作出修改。

財務經理
負責發展及推行政策及程
序，制定公司的財務計劃、
每年財政預算及預測和編
製財務報告。按照盈利、
流動資金及風險的分析，
向管理層建議最理想的資
源運用方式。

策略管理

資訊科技總監 / 經理
負責制定策略及管略所有資訊科技工作，

包括︰建立網上銷售平台、制定網上銷售策略等。
以最具成本效益方式達到業務目標。

資訊科技主任
分析機構內各種資訊科技設備及系統，

確定零售營運的資訊科技系統的
需要和管理網上銷售系統。

資訊科技操作員
操作零售的資訊科技設備 / 系統，

確保系統能順利執行。

資訊科技

顧客服務總監 / 經理
策劃、組織、指導顧客服務工作。

負責制定顧客關係策略，訂立及推行顧客服務計劃，
確保顧客服務達到理想水準。

顧客服務主任
監督及推行與顧客服務有關的工作。

負責執行顧客服務計劃，解決顧客服務問題。

顧客服務助理
負責接待顧客，運用基本服務技巧向

顧客提供支援及意見，建立與顧客關係。

顧客服務

銷售 /市場總監 / 經理
•負責策劃、制定、指導和監督市場推廣及銷售工作，

包括：產品銷售策略、品牌策略、市場推廣策略、 
市場和顧客的統計（如︰年齡、工作範疇及興趣）、
售後服務等，以推廣機構的業務。

•具備領導和市場定位的能力，管理品牌全方位形象，
如市場推廣確定方針。

銷售 / 市場主任
• 負責執行市場推廣及銷售計劃，包括市場研究、  

廣告宣傳、定價策略、環保、網上銷售等。
• 負責制定策略和具備小組領導才能，開展網絡、  

平面、電子平台去支援前線工作人員。持續發展商戶
與商戶 / 商戶與客戶之間的合作關係。建立良好的資
料收集渠道。

•開展投資回報，開拓各種推廣渠道。
•建立忠誠客戶。
•執行創新思維和品牌指引。

銷售 / 市場助理
•運用良好溝通技巧，建立顧客關係，   

向顧客介紹及銷售推廣產品。
•清晰瞭解產品種類、市場需要和產品歷史，  

運用良好網絡去尋找更多商機。
•瞭解顧客喜好及需要，顧及顧客感受和解決問題。

銷售及市場推廣

( 註：個別公司對職位的稱謂或有差別 )
零售業

R17



 零售管理證書課程
中心由 2012 年底至目前已開辦超過 380 班，

八千多人次修讀相關單元課程；中心高級培訓顧
問黃達霖 (William) 說：「中心一方面提供公開班
課程，給普羅零售從業員報讀，另一方面為企業
度身訂造課程，針對個別需要，為其員工設計專
門的課程。」

目前，該中心主辦的課程包括 QF 第 3 級別
的「零售管理證書課程」、第 4 級別的「零售營
運管理專業文憑」及中心與香港零售管理協會合
辦的 QF 第 4 級別課程 :「零售管理專業證書」和
「零售管理專業文憑」。

具備多年零售實務及教學經驗的中心培訓顧
問陳英 (Cally)，細說教學心得：「公開班課程學
員多來自中小企員工及個別報讀人士，不同行業
背景的從業員透過課堂交流學習，分享實際案例、
處理方法，可以提升個人能力，拓展視野，瞭解
不同公司所面對的處境及挑戰；而專為個別公司
而設的『包班』，則會配合企業提供的真實個案，
融入課堂實務訓練中，讓學員針對公司實際情況，
活學活用。學員不論報讀那類形式的課程，只要
符合報讀資格和通過考核，都可獲取 QF 資歷，
獲業界廣泛承認。」

 情緒管理　體現堅毅精神
現職麥當勞服務大使的黃潔珊 (Sara)，於餐

廳內負責為顧客提供服務，統籌產品推廣活動及
安排生日會活動等，擔任這份工作，人際關係溝
通能力與創意思維兩者皆不或缺。公司安排她修
讀「零售管理證書課程」，發掘及提升個人能力
及管理技巧。課堂中，令她最難忘的是在情緒管
理課堂的其中一項活動：「導師 Cally 帶領學員
分組合作利用撲克牌疊成金字塔，過程中，撲克
牌時常倒塌，遊戲帶出面對逆境時的心態及處理
方法，遇到困難逆境要適當調節心態，努力堅持、
不輕易放棄，為達目標而努力，對我應付日常工
作上的挑戰有很大啟發。」

由此可見，相關課程涵蓋專業的知識、有助
提升個人能力及管理技巧，為零售業人才提供全
面專業的增值培訓課程。麥當勞人力資源高級總
監蔡靖民總結：「我們歡迎個性主動積極、喜歡
團隊合作的年輕人加入；QF 的『能力為本課程』
有助提升人才的專業水平，貫徹我們推動持續學
習和發展的精神。為方便僱員進修相關課程，公
司在編更、假期安排上全力配合，以助其個人成
長及事業發展。」

要成為一個稱職的零售業從業員並不簡

單，因為零售職能涵蓋層面非常廣泛，收銀、

銷售推廣、顧客服務、貨品陳列，以至採購及

物流都包括其中，要使從業員掌握不同的專門

知識，有系統的培訓必不可少。隸屬職業訓練

局香港專業教育學院工商管理系的企業人才培

訓中心（下稱「中心」）為零售業界分擔了培

訓的重任，先後推出多個獲資歷架構（QF）認

可的「能力為本課程」，為業界孕育專業人才。

企業人才培訓中心　能力為本課程

度身設計培訓課程 孕育零售界精英雲集

黃達霖先生
企業人才培訓中心
高級培訓顧問

陳英小姐
企業人才培訓中心
培訓顧問

黃潔珊小姐
學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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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識博而專　    
 課程填補零售專業空缺

零售服務業所牽涉的知識博而專，該課程正好
填補了零售專業範疇學士課程的空缺，該學系高級
講師廖舜華博士 (Vanessa) 說：「課程涵蓋零售的
管理知識，如現金周轉、訂貨議價；採購合適貨品，
吸引顧客注意，於有限時間內把貨品賣出；還有管
理顧客關係，當中涉及很多數據分析，因此，課程
也教授資訊科技系統，用以整理營業數據、分析顧
客喜好，全都是零售管理的範疇。」

她表示，課程旨在培育督導以至店長級職位的
管理人才，內容以實務為主：「我們邀請業界為課
程顧問，給予貼近市場的實務意見；不時安排知名
零售店的管理人主持嘉賓講座；本年度課程將 300
小時的實習設定為必修科，而提供實習崗位的企業
包括國際知名的運動品牌、日式休閒服、個人護理
連鎖店、歐洲傢俱店等等，學員可以即時應用課堂
所學，了解零售業的流程運作；不少學員畢業後申
請實習企業的管理見習生計劃，成功率大增，加快
事業發展。」課程為兩年全日制，讓持有副學位學歷
的申請者拾級而上，一面累積經驗，一面進修專業學
位，爭取 QF 第 5 級資歷。

 現役學員　醉心採購工作
課程學員陳銳峰（Rio），因為在零售店當過兼

職而對採購產生濃厚的興趣，毅然從廣告學轉戰零售
及服務學系：「我喜歡富挑戰性的工作，當兼職時接
觸過採購貨表、銷售數據等，我希望從中發掘出顧客
喜好與趨勢，調節貨品採購策略，而此課程正好滿足
我的追求，助我朝理想職業出發。」Rio 更組隊參加
「零售企業及服務管理個案研究比賽 2016」，為零
售服務企業的案例提供解決方案，勇奪冠軍。

另一位學員周芷盈（Shadow），一直喜歡與
人溝通的服務工作，她看好零售業的前景：「許多
零售企業對人才要求越來越高，國際品牌更設有區
域經理、亞太區經理等晉升機會，前景發展無限，
我相信擁有相關大學學位者，是晉升的基礎條件；
而這個課程實務理論並重，我最難忘曾參觀連鎖超
級市場的凍倉，管理人於現場講解，把書本上的理
論活生生地展現眼前，印象深刻，明白知識基礎跟
經驗累積同樣重要。」

總括而言，兩人均認為課程實務與理論兼備，並
獲得 QF 認可為第 5 級資歷，為未來打好堅實的基礎，
有信心於零售業闖出一片天。

學屆首個學士課程  涵蓋市場需要
由香港理工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PolyU 

SPEED) 開辦的「零售企業及服務管理（榮

譽）文學士」，為有志加入零售行業的年輕

人提供資歷架構 (QF) 第 5 級課程，課程即

將踏入第五屆，歷屆畢業生獲得業界認可的

學位資歷，先後加入零售服務業發光發熱，

為提升整個零售業水平出一分力。

零售服務  知識博而專企業人才培訓中心　能力為本課程

度身設計培訓課程 孕育零售界精英雲集

周芷盈小姐
學員

陳銳峰先生
學員

廖舜華博士
理工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高級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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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用網上資源		計劃進階藍圖

網址：	

http://rpl.vtc.edu.hk

網址：	

www.hkqr.gov.hk

此搜尋功能是根據從

業員的相關工作經驗，提

供可考慮申請的能力單元

組合，供從業員參考。唯

申請人需根據自身的經驗

及能力，決定申請的能力

單元組合和級別。	

資歷名冊
認可課程

資 歷 架 構 認 可 的 資

歷，均上載於資歷名冊，

免費查閱。凡刊登於名冊

內的課程表示已通過嚴格

評審，具有質素保證。

於左側的Menu 選擇「選擇能力單元」。 在從事行業選擇「中式飲食業」或「零售業」，再

於「申請人過往工作類別」的眾多選項中選擇你的

專長。

在「年資及相關工作經驗」會顯示不同組合的年資

描述，請選擇最合適個人經驗的一項。

在「搜尋」選擇「資歷」。 選取「進階搜尋」，再於「行業」的眾多選項中選

取「餐飲業」或「零售業」。

在同一版面的「資歷類別」選取《能力標準說明》

為本課程，然後按搜尋。

最後，搜尋結果將列出各項課程，只需按個別課程

名稱便可查閱詳情。

能力單元 
組合和級別

確認三個項目後，相關的「可申請認可能力單元組

合」會自動顯示，當中會包含級別、能力單元組合

編號、認可方法（如：查證年資及工作經驗）及能

否選擇接受評估，最後是查證收費或能力評估收費。

1

1

2

2

4

4

3

3



資歷證明書 查閱方法
從事零售或餐飲業的資深從業員可透過申請「過往資歷認可」獲取政府及業界認可

的資歷，並由評估機構領發相關的「資歷證明書」(如下圖)。有關資歷將有助從業員獲
得更多事業發展空間及進修機會。

Statement of Attainment

This is to certify that

KO Chi Lik

has satisfied the requirements under the Recognition of Prior Learning mechanism

by Vocational Training Council for the following award in 

Seal of Trade
Test Registry

RPL10000000

Mrs. Carrie Yau, Executive Director
Vocational Training Council

Date of issue: 1 August 2015

(Retail Industry)

Sales and Marketing (Level 4)

Sample

資 歷 證 明 書

職業訓練局執行幹事尤曾家麗女士

發出日期:2015年8月1日

茲證明

符合過往資歷認可機制（零售業）之要求

並由職業訓練局照章頒發下列資歷

銷售及市場推廣（四級）

高資歷

資歷架構認可的資歷分為

七個級別，由基礎的第一級

至最高的第七級；目前「過

往資歷認可」機制只涵蓋

第一至第四級的資歷。

證明書背面印有資歷名冊
的登記號碼，僱主可以按該
號碼在資歷名冊網頁：
(www.hkqr.gov.hk ) 查閱詳
細資料。

資歷持有人的中英文姓名。

職業訓練局獲教育局委任為
零售業和中式飲食業的評估
機構。

A

B

C

D

A

B

C D



支援資歷架構的指定計劃

教育局設立資歷架構基金，以提供穩定的收入，支持資歷架構的持續發展和推
行。資歷架構基金設有下列支援計劃，以鼓勵和資助教育及培訓機構和從業員參
與資歷架構：

支援計劃 評審資助計劃 課程發展資助計劃 資歷名冊資助計劃

資助水平

涵蓋範圍
非牟利教育
及培訓機構

其他教育及
培訓機構

「能力為本課程」 「通用能力為本課程」

登記費用
100%初步評估 / 院校評審費用 100% 50%

	每項 12 至 35 學分
	 的課程可獲
	 30,000 元資助

	每項 36學分或以上
	 的課程可獲
	 50,000 元資助

	每項 6至 17 學分
	 的課程可獲
	 20,000 元資助

	每項 18 學分或以上
	 的課程可獲
	 40,000 元資助

		課程評審 /
	 課程覆審費用

「能力為本課程」/
「通用能力為本課程」* 100% 50%

績存費用
100%

其他課程 70% 35%

	學科範圍評審 / 定期覆審費用 70% 35%

		評審資助計劃

		課程發展資助計劃

		資歷名冊資助計劃

	「過往資歷認可」資助計劃

*	有關發展「能力為本課程」及「通用能力為本課程」的詳情，請參閱載於資歷架構網頁	(http://www.hkqf.gov.hk)	的《資歷指引》。

為教育及培訓機構	(包括開辦內部培訓課程的機構	)	而設								的 QF 支援計劃



「過往資歷認可」資助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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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畢任何一項資歷架構認可的課程後，
	 可申請發還餘下 25%的評估費用

支援計劃 評審資助計劃 課程發展資助計劃 資歷名冊資助計劃

資助水平

涵蓋範圍
非牟利教育
及培訓機構

其他教育及
培訓機構

「能力為本課程」 「通用能力為本課程」

登記費用
100%初步評估 / 院校評審費用 100% 50%

	每項 12 至 35 學分
	 的課程可獲
	 30,000 元資助

	每項 36學分或以上
	 的課程可獲
	 50,000 元資助

	每項 6至 17 學分
	 的課程可獲
	 20,000 元資助

	每項 18 學分或以上
	 的課程可獲
	 40,000 元資助

		課程評審 /
	 課程覆審費用

「能力為本課程」/
「通用能力為本課程」* 100% 50%

績存費用
100%

其他課程 70% 35%

	學科範圍評審 / 定期覆審費用 70% 35%

*	有關發展「能力為本課程」及「通用能力為本課程」的詳情，請參閱載於資歷架構網頁	(http://www.hkqf.gov.hk)	的《資歷指引》。

為教育及培訓機構	(包括開辦內部培訓課程的機構	)	而設								的 QF 支援計劃

為從業員而設的QF支援計劃



嚴謹審核　能力掛勾業界

持續進修、終身學習是提升競爭力的關鍵，為確保人才能夠持續發展，教育局於 2008 年

正式推行資歷架構 (QF)。資歷架構秘書處總經理彭炳鴻 (Patrick) 指出，QF 是一個七級的資歷

框架，涵蓋學術教育、職業培訓及持續進修等界別的資歷，而秘書處作為其執行單位，負責構建、

推行及宣傳 QF。

資歷架構　推動終身學習

 學分累積及轉移　終生學習

此外，教育局在 QF 下制訂學分累積及轉移政策，促進學分
認可及轉移，Patrick 說：「所考取的資歷，為學員擁有的終身
資產，學分累積及轉移可減少重複學習，鼓勵他們持續學習。」

最後，他強調全球有大約 150 個國家推行 QF，教育局及秘
書處正積極建立及增強與海外資歷架構當局的合作，努力推動資
歷架構國際化。他說：「本地持 QF 認可資歷的人士，將來出國
求職或升學，就可以有更高的認受性了。」

 諮委會為平台　聯繫持分者

香港的 QF 自 2008 年推行至今，一直穩步發展，目前已有 21 個行
業及界別成立了諮委會，從業員人數約佔本港整體勞動人口五成。Patrick
說：「行業推行 QF 過程中，諮委會發揮著溝通平台功能，連結業界的持
分者，包括僱主、僱員、專業團體及監管機構代表，就行業的培訓需求及
人力發展交換意見，並透過 QF，提升行業競爭力。」

諮委會的另一個重任，是為行業制定《能力標準說明》，這套標準載
列了不同職能範疇所需要的技能、知識及成效標準。Patrick 解釋其用處：
「培訓機構可以參考《能力標準說明》去設計課程；企業亦可根據標準，
開發內部培訓課程、制定職務說明、表現評估報告，以至進行人才招募等。
至於僱員及相關課程的學員，更可按《能力標準說明》的能力單元，勾劃
出進階路徑，規劃事業發展路向。」

餐飲業是首批推行 QF 的行業之一，而零售業也於 2010 年起推行
QF。於兩大行業推行 QF，Patrick 說明背後的原因：「許多早期入職餐
飲零售的人士，經驗技術高超，卻未必擁有很高的教育水平，而 QF 設有
『過往資歷認可』(RPL) 機制，讓從業員利用工作經驗取
得資歷架構認可的資歷，以另一個途徑提升他們在
學習，甚至職場上的進階機會。對於具備豐富行
業經驗的從業員來說，此 RPL 機制尤其有用，
認受性高。」

他補充，兩個行業的從業員眾多，各有
二十多萬名僱員，QF 的推行能令眾多從業
員受惠，提升行業的整體專業性，具有示
範的作用。

彭炳鴻先生
資歷架構秘書處

總經理

零售業

R24



申請及查詢：

職業訓練局過往資歷認可事務組（評估辦事處）

地址：九龍長沙灣長裕街10號億京廣場2期29期A座
電話： 3907 6868    網址：http://rpl.vtc.edu.hk

認可資歷

展現實力
認可資歷

展現實力

成功申請「過往資歷認可」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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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過往資歷認可」可獲資助

‧確認從業員在工作崗位上所積累的經驗、知識和技能

‧協助確立個人進修起點，毋須重複受訓

‧鼓勵從業員持續進修和終身學習

推行「過往資歷認可」機制的目的

確認過往資歷  獲取
專業認可

零售從業員

零售業「過往資歷認可」共有40個資歷，涵蓋以下七個主要職能範疇：

採購及
供應鏈管理

人力資源
管理及發展

策略管理 銷售及
市場推廣

顧客服務 資訊科技 店舖營運

申請「過往資歷認可」可獲資助

職業訓練局

擁有1年至
5年的行業
工作年資

申請第一至
第三級的
資歷認可

擁有6年或
以上的行業
工作年資

申請第四級
的資歷認可

填寫申請表及
遞交過往年資
及相關工作經
驗證明

評估機構

查核年資及
相關工作經驗證明
及通過評估

查核年資及
相關工作經驗證明

第一至三級資歷證明書

第四級資歷證明書

過渡期將於2019年11月30日結束，
請把握機會，從速申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