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兆賢先生

相信大家都聽過「資歷架構」這名詞，但您能夠用簡單的字句講出它的精髓嗎？

中華商務聯合印刷（香港）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
中華商務董事總經理梁先生表示資歷架構是一個公平、公開的機
制，僱主可根據僱員已獲確認的資歷來安排員工持續進修；在公司
考慮他們的晉升空間時，所獲取的資歷亦是其中一個考慮因素。根
據中華商務同事的分享，「過往資歷認可」的評估程序十分認真、
便捷和順暢，至今中華商務已有過百位同事參與了「過往資歷認
可」機制的評估並成功獲得資歷認可。

「七個級別」「資歷」「進修」
「過往資歷認可」
事實上，大部份工友都會記得「過往資歷認可」機制，甚至將它與「資歷架構」劃上等
號；我們希望用最簡單易明的方法，為大家深入淺出地講解何謂「資歷架構」。

周淑芬小姐
永發印務（香港）有限公司人事部經理
永發印務人事部經理周小姐表示，當永發最高管理層清楚理解資歷架構
運作後，希望了解各部門員工參與的取向，結果有80多位同事表示想藉
此獲得資歷認可，從而進一步進修和爭取晉升機會。最高管理層知道同
事如此上進非常高興，並樂意支持員工參與評估。

陳增寶先生

❃ 「資歷架構」將不同界別的資歷，有系統地納入一個資歷框架
❃ 框架內有七層，分為七個資歷級別，由基礎的第一級遞增至
最高的第七級資歷
❃ 「資歷架構」將主流教育、職業培訓及持續進修三個
界別的課程及資歷，以統一的標準釐訂它們的等級

一次通過四項第四級的評估
陳增寶先生表示現今的經濟、社會環境都在轉變，必須好好裝備自
己，取得更高的資歷，迎接未來的考驗。此外「過往資歷認可」機
制對於一些學歷不高但經驗豐富的印刷師傅而言，是確認自己實力
的難得機會；不單可以提升行業的整體水平，也可幫助印刷業走向
專業化，可謂一舉兩得。

李德榮先生
鼓勵從業員以確認資歷加入專業協會
印刷媒體專業人員協會（IPP）的李德榮會長表示，自印刷及
出版業推出「過往資歷認可」機制以來，業內有大約500位從
業員通過評估，獲發第一至第四級「資歷證明書」，當中有
24位更憑着第四級的資歷認可成為IPP會員。

「資歷架構」除了是一個資歷框架之外，也是一個促進市民大眾終身學
習的平台，而這平台有賴於四大基石為它奠下穩固的基礎。另外，它們
也是四個較為實在的界面，讓大家明白「資歷架構」與自己有什麼關係
及可怎樣利用它為自己訂定進修計劃。

《能力標準說明》
列明業界的能力標準
《能力標準說明》為本課程

有培訓機構已積極籌備開辦資歷級別第四及第五級的課程，供從業員在通過「過往資歷認
可」機制後持續進修。

資歷架構

切合業界∕公司需要
資歷名冊
免費網上資料庫，載列資歷架構

申請及查詢：
過往資歷認可事務組（評估辦事處）
地址：香港灣仔活道27號職業訓練局大樓10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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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2573 1023 傳真：2573 5297 電郵：qfrpl@vtc.edu.hk 網址：http://rpl.vtc.edu.hk

認可的資歷及課程
「過往資歷認可」機制
確認業內從業員的工作經驗、知識及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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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標準說明》

《能力標準說明》為本課程

列明業界的能力標準
❃ 臚列業界的主要職能和從業員應具備的能力

切合業界∕公司需要
❃ 根據《能力標準說明》而制訂的課程，簡稱
「能力為本」課程

1

以能力單元組合（專項）形式進行確認

❃ 每項能力均以能力單元的形式列出
❃ 能力單元訂明具備該項能力時應達到的表現
要求和成效標準

❃ 培訓機構及公司企業的人力資源部均可參考
《能力標準說明》制訂培訓課程

2

❃ 「能力為本」課程會更符合行業的實際需要
❃ 由業內僱主、僱員及專業團體根據行業的主
要職能和發展趨勢而制定

網址：www.hkqf.gov.hk

以年資及相關經驗作為資歷確認的先決條件
資歷級別

最低年資要求
6年

❃ 作為業界培育人才的參考藍本

5年
3年

資歷名冊

1年

免費網上資料庫，載列資歷架構認可的資歷及課程
❃ 是免費的中央網上資料庫，載列資歷架構認可的
課程及資歷
❃ 所有上載資歷名冊的課程已通過質素保證，按不
同的教育及培訓範疇，載列：

「過往資歷認可」的推行
❃ 已於2008年6月正式推行，並設有5年過渡期

✎ 進修計劃或課程資料

❃ 首三個推行行業包括：印刷及出版業、鐘錶業及美髮業

✎ 資歷名稱

❃ 職業訓練局獲教育局委任為以上三個行業「過往資歷認可」的評估機構

✎ 資歷級別
✎ 營辦者資料
❃ 協助市民大眾訂定進修方向和目標
❃ 從業員可利用資歷名冊搜尋「能力為本」課程或
其他資歷架構認可的課程

網址：www.hkqr.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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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填寫申請表及遞交
過往年資及相關工
作經驗證明

「過往資歷認可」機制
確認業內從業員的工作經驗、知識及技能

設立「過往資歷認可」的目的

查閱僱主∕商會∕
工會提供的年資及
相關工作經驗證明

擁有6年或以上的
行業工作年資

申請第四級的資歷
認可

評估機構

查閱僱主∕商會∕
工會提供的年資及
相關工作經驗證明
及通過評估

❃ 根據業內的主要職能或能力專項，將《能力標準說明》內相關的單元組合起來，成為多個不同的
能力單元組合
❃ 以能力單元組合為單位，確認從業員的工作經驗、知識和技能
❃ 獲資歷認可人士，將獲頒發有關「專項」的「資歷證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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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發還「過往資歷認可」評估費用的程序
❃ 政府為鼓勵行業從業員持續進修及終身學習，已撥款支援「過往資歷認可」評估費用

❃ 協助訂立個人進修的起點，毋須重複受訓

❃ 申請人必須先申請「過往資歷認可」，成功獲得確認後，繼而進修一個資歷架構認可的課程，
完成課程後，便可申請發還「過往資歷認可」評估費用

❃ 鼓勵從業員持續進修和終身學習

❃ 申請次數不限，但每名申請人可獲發還評估費用的總額，上限為港幣1,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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