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資歷架構下的通用級別指標
級別

2008年版本

資歷級別通用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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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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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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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主要在嚴謹界定及高度有規
律的情況之下工作

- 在清楚指導下，能夠執行常
規性及性質重複的工作

- 需要在協助下運用極簡單的技
能，例如：

- 執行重複及可預計的工序

- 能夠運用基本技能

- 執行清楚界定的工作

- 在嚴謹監督下執行受指導的
工作

- 就簡單直接的主題，參與部分討
論

- 能夠接收及傳遞資料

- 履行有相當局限的職責範圍

- 完全需要依賴外界人士監督
其工作成果及質素

- 能夠閱讀主題簡單的文件，並能
指出重點及意思所在

- 在督導或推動之下，能夠運用
基本工具及材料

- 在熟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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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能夠將學習得來的回應應用於
解決問題上
- 在熟悉的私人及/或日常環境
下工作

- 執行有限範疇的簡單工作，從而
處理數據及取得資料

- 在推動之下，須顧及部分可確
定的工作後果

- 能夠運用範圍有限的、十分簡單
而熟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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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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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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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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熟悉的私人及/或日常環境
下工作
- 須顧及可確定的工作後果

- 能夠在可預計及有規律的情
況下執行一系列不同工作

- 需要在一些協助下運用技能，例

- 在具有某程度的自主性下，
按指導進行工作

- 就確定的主題，主動參與討論

如：

- 需要在一定時限內達到某些
工作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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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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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熟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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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圍有限而熟悉的數字性及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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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級別

資歷級別通用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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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或
未能預計的問題作出各種回應

- 能夠在各種不同的情況下，
包括熟悉及一些不熟悉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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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對熟悉的事物作出概括及推論

- 對他人的工作成果的量和質
負有清楚界定而有限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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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夠運用廣泛的慣常及熟練技
能，例如：
- 在熟悉的情況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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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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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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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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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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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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能夠在大致熟悉的情況下處理
清楚界定的事項，但亦能夠擴
展至處理一些不熟悉的問題
- 運用一系列專門技巧及方法以
作出各種回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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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熟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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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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夠通過分析抽象資料及概
念，從而產生構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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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執行涉及規劃、設計及技術
性工作，並承擔一些管理職
責

- 能夠掌握各種不同的專門技
術、具創意及/或概念性的技能 - 與產品、服務、運作或流程 - 在廣泛的規限準則下，擔負
有關的規劃、設計、技術及/
責任及具問責性工作，以達
- 能夠指出及分析日常及抽象的
或管理等職能，有效運用適
至個人及/或小組工作成效
專業問題及事項，並能作出以
當的判斷能力
理據為基礎的回應
- 在合格的高級從業員的指導
下工作
- 能夠分析、重新組織及評估各
- 在其他人的協助下(如需要
時)，處理專業操守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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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能夠運用各種不同資源協助作
出判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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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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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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能夠在一系列不同情況下，
轉換及應用辨析及具創意的
技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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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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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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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對有關決策負責，包括運用
- 能夠從一系列資料來源，批判
或管理等職能方面，有效運
性地評估新的資料、概念及理
監督職權
用適當的判斷能力
據，並發展出創新的回應
- 能夠顯示出領導才能及/或就
變革及發展等方面作出貢獻
- 能夠批判性地檢討、整合及擴 - 進行研究及/或高級技術或專
業活動
展一門科目/學科的知識、技巧
運用及思考方式
- 設計及應用合適的研究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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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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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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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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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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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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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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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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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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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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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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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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乙：參考資料
項目
1

2

3

4

5

項目名稱
AU : Australian Qualifications
Authority

參考資料列表
網址 (如適用)
https://studentconnect.qsa.qld.edu.au/12620.html

備註
The qualification
framework as adopted in
Australia for general
references
AU : Example of security service
http://www.anss.com.au/about_anss.htm#top
References for general and
provide in Australia - The Australian
specific security services
National Security Service (ANSS)
provided by an Australian
company
http://www.zwbk.org/zh-tw/Lemma_Show/121931.as The Security Services
CN : 中國 - 保安服務管理條例
px
legislations as adopted in
Mainland China for
general references
CN : 中國 - 《保安服務管理條例（草 http://big5.china.com.cn/law/txt/2008-02/26/content_ Further information and
10712005_3.htm,
comment about the 中國
案）》
http://big5.gov.cn/gate/big5/www.gov.cn/jrzg/2009-1 保安服務管理條例
0/27/content_1449505.htm
HK : Guidelines of QASRS:
https://www.peak.edu.hk/cpdc/en/content_rsfstc.asp
References for the
1. Guide to Registering a Security
competency requirements
Training Course under the Recognition
for the Security Guarding
Scheme;
functional area
2. Quality Assurance System for the
Recognition Scheme of Security
Training Courses;
3. Administrative Guidelines on the
Course Inspections, Warning and
Appeal Systems of the Recognition
Sche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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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HK : Specification of Competency
Standards of the Property Management
Industry

7

HK : Security and Guarding Services
Industry Authority

8

HK : The Hong Kong Police Force

9

HK: 2013 Manpower Survey Report Security Services

10

HK: 2015 Manpower Survey Report Security Services

11

HK: 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http://www.hkqf.gov.hk/guie/scs_list.asp, 2011
SSMPS Report

Information about SCS of
another industry with
strong relevancy to the
Security Services Industry
http://www.sb.gov.hk/eng/links/sgsia/rec_b.htm
Information about the
operation of the SGSIA Security and Guarding
Services Industry
Authority in Hong Kong
http://www.police.gov.hk/ppp_en/11_useful_info/lice Information and references
nces/security.html
about a government
department working
closely with the Security
Services industry, such as
the "Security Personnel
Permit"
http://www.vtc.edu.hk/uploads/files/publications/secu Detailed survey report
rity_services_training_board/en/2014%20SSTB%20 about the manpower
MPS%20(Final)%20-%205%20Aug%202014.pdf
demand and supply of the
security services industry
for general references
http://www.vtc.edu.hk/uploads/files/publications/secu Detailed survey report
rity_services_training_board/en/2015%20SSTB%20 about the manpower
MPS%20Report%20v_1%20(Pauline)%20final%20( demand and supply of the
v1)%2018%20April%202016.pdf
security services industry
(as of 2015) for general
references
http://www.censtatd.gov.hk/home/index.jsp
Statistics and information
relating to the Security
Services Industry

4-9

12

NZ : Example of security service
provide in New Zealand - "First
Security"
NZ : New Zealand Qualifications
Authority

http://www.firstsecurity.co.nz/about-us

14

NZ : Sample UoCs already used in New
Zealand

http://www.nzqa.govt.nz/nzqf/search/results.do

15

NZ : Standards New Zealand

http://www.standards.co.nz

16

SG : Singapore Workforce
Development Agency

http://www.wda.gov.sg/content/wdawebsite/L207-Ab
outWSQ.html

17

SG : The Singapore Workforce Skills
Qualifications System for Security
(Security WSQ)

http://www.wda.gov.sg/content/wdawebsite/L207-Ab
outWSQ/L301-WSQIndustryFramework-Security.ht
ml, WSQ_Security_Guidebook_20130829_V01Final

18

SG : Guidelines for security service
providers (SSP) in Singapore

http://www.spf.gov.sg/licence/PI/others/sspToBeAnn
ouced.html#def

19

OT : ASIS Online

https://www.asisonline.org/Search/Pages/Results.asp
x?k=security%20service

13

http://www.nzqa.govt.nz/framework/search/index.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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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erences for general and
specific security services
provided by a NZ company
References for standard
specifications and UoC
(Unit of Competency) as
adopted in New Zealand
References of a wide range
of UoCs from low to high
levels
Further references for
standards of New Zealand
General references for the
qualification structure in
Singapore such as the
WSQ (Workforce Skills
Qualification)
Detailed description of the
skills needed for a career in
the Private Security
Industry in Singapore
Detailed description for the
requirements of security
service providers in
Singapore
Information concerning
"Security Services" as
maintained by ASIS - a
global community of more
than 38,000 security
practitioners

20

OT : Security Management

AU
CN
HK
NZ
SG
OT

Australia
Mainland China
Hong Kong
New Zealand
Singapore
Others

http://www.securitymanagement.com/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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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ent news and
publications about security
managem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