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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香港資歷架構秘書處

資歷架構 同行十載
薪火相傳 推動發展
資歷架構自 2008 年起，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教育局正式推行，是一個七級的資歷級
別制度，旨在推廣及支持終身學習，提升人力質素。資歷架構至今已推行十年，歷
年來的成果有目共睹。早前，香港教育局楊潤雄局長主持「 資歷架構夥伴嘉許典禮
2018 暨慶祝資歷架構成立十周年 」
，向逾 200 個機構致送嘉許狀，以表揚其一直以
來的支持和貢獻。

■ 香港教育局楊潤雄局長
（前排左九）主持「 資歷架
構夥伴嘉許典禮 2018 暨慶
祝資歷架構成立十周年 」
，
帶領眾嘉賓祝酒慶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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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架構成效斐然
合作夥伴鼎力支持

楊潤雄局長在致辭時表示，香港政府至今已成

香港教育局楊潤雄局長於 2018 年 5 月 14 日主持

助超過 4,800 個培訓課程接受評審，並取得資

「 資歷架構夥伴嘉許典禮 2018 暨慶祝資歷架構

歷架構認可。現時，資歷名冊上已有超過 8,200

成立十周年 」
，逾 200 個機構獲得嘉許，包括企

個獲資歷架構認可的學術及職業資歷，供進修

業、行業的相關商會工會、專業團體、政府部

人士選擇。

門等，場面熱鬧。
UPM Finesse Classic Matt, 90 gsm

立 22 個行業培訓諮詢委員會 ( 下稱：諮委會 )，
涵蓋本港超過一半的勞動人口。政府亦透過資
歷架構基金推出了一系列的支援計劃，包括資

■ 楊潤雄局長表示，政府今年向
資歷架構基金注資 12 億港元，又
成立推廣職業專才教育專責小組，
加強推廣職業專才教育。

資歷架構是一個明確及客觀的跨界別資歷平台，
有助推廣職業專才教育，為更多青年人提供具
質素、靈活、多元及多階進出的升學途徑。今
年，政府不但向資歷架構基金注資 12 億港元以
持續推行有關資歷架構的工作，亦於今年 4 月
成立推廣職業專才教育專責小組，邀請了學校、
家長、僱主、社區服務及勞工界等不同界別的
人士擔任專責小組成員，以進一步加強推廣職
業專才教育。

■ 過去，香港印刷業商會在推動資
歷架構方面是不遺餘力的，因此獲
嘉許為「 QF 星級之友 」
，以表揚本
會所作出的貢獻，本會趙國柱會長
（前排右六）獲邀出席嘉許典禮。

資歷架構在過去十年獲得多個合作夥伴的積極

●

參與和支持。楊潤雄局長向多家機構頒發嘉許
狀，以感謝其協助，讓資歷架構發展工作得以

本課程 」
，以提升員工技能水平；
●

●

鼓勵員工申請「 過往資歷認可 」
，憑經驗獲
得認可資歷；

獲嘉許的僱主在下列一個或多個範疇中善用資
力質素，包括：

制定「 學分累積及轉移 」的安排，提供更多
具彈性的進修機會；

順利推行，成效斐然。

歷架構的各項工具和配套機制，提升企業的人

發展具質素保證並切合行業需要的「 能力為

●

把認可資歷應用在人力資源發展和管理等範
疇上，協助企業長遠發展和提高競爭力。

「 UPM 雅光 」90 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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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支持學習體驗
同業學生薪火相傳
在嘉許典禮上，大會還安排了「 薪火相傳 」環
節，邀請了 2017/18 年度「 學習體驗獎勵計劃 」
得獎者及中學生蒞臨，並由得獎者傳遞星型棒
予學生，寓意薪火相傳，由青年人延續行業的
知識和專業精神。
教育局除了協助不同行業推行資歷架構，讓從
業員可選擇有質素保證的課程以增值外，在
■ 趙國柱會長 ( 前排右一 ) 代表香港印
刷業商會，獲教育局楊潤雄局長 ( 前排
右三 ) 嘉許為「 QF 星級之友 」
。

2013-14 的財政預算案中，更撥款支持諮委會
開展新措施，以進一步提升從業員的知識和技
能，因而設立「 學習體驗獎勵計劃 」
。此計劃
旨在讓業內表現出色或嶄露頭角的從業員，參

獲嘉許的院校及培訓機構積極發展「 能力為本

與世界不同地方的學習活動，擴闊視野，並與

課程 」或「 通用能力為本課程 」
，或訂立「 學

本地或境外業界夥伴建立網絡。

分累積及轉移 」的措施，為學習人士提供更多
及更具彈性的進修機會。

印刷及出版業是參與此計劃的行業之一，每屆
都由印刷及出版業諮委會選出三位從業員獲取

過去曾積極推廣資歷架構的企業、商會、工會

獎項。2017/18 年度「 學習體驗獎勵計劃 」中，

及專業團體亦在典禮上獲得嘉許，以表揚他們

印刷及出版業的得獎者分別是陳志權先生、蔡

在協助推行資歷架構的過程中所作出的貢獻。

國來先生和羅梓生先生。

至於獲嘉許的政府部門或公營機構積極應用和

「 學習體驗獎勵計劃 」不單提供獎金，資助得獎

推廣資歷架構於不同層面，不但提升部門或機

者參與不同的學習活動，更希望從業員能成為

構的人才質素，還有助增加公眾認識資歷架構，
以及推動終身學習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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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許典禮上設有
「 薪火相傳 」環節，
邀得「 學習體驗獎
勵計劃 」的得獎者
和中學生，期望得
獎同業能成為行業
典範，並藉此吸引
更 多 青 年 人 入 行。
2017/18 年度印刷
及出版業的得獎者
陳志權先生（上排
左二）也出席了典
UPM Finesse Classic Matt, 90 gsm
禮。

行業典範，吸引更多青年人入行，並藉此推廣
「 多元出路，行行出專才 」的訊息。

陳志權先生於青塔印務有限公司任職設計，已投入印刷行業
逾廿年。今次他獲得此計劃的三萬元獎金，前往美國芝加
哥參加 2017 年 PRINT 17 印刷展，進一步了解印刷業未
來的發展方向，以及日後主導市場的元素。

蔡國來先生（右二）於印藝美貿易（深圳）有限公司任
職技術經理，從事印刷業超過四十年。藉著此計劃的獎
金，他前往德國參加 2017 年法蘭克福書展，考察歐洲出版
市場的印刷需求，與不同的參展出版商交流意見。

羅梓生先生從事出版業已逾十年，今次獲得機會前
往英國參與 2018 年倫敦書展，與當地的出版公司
和發行商聯繫及交流，掌握最新的書籍出版趨
勢和全球書業的發展情況。

過去，資歷架構秘書處亦舉辦針對高中生的宣傳
計劃，帶領他們認識各行各業，以協助其升學及
就業的規劃。今年，印刷及出版業諮委會開辦工
作坊，讓中學生認識基本印刷概念、體驗圖像處
理、運用數碼印刷設備製作 T-shirt，並參觀廠
房，了解印刷及出版業的實際工作流程。
踏入第二個十年，相信資歷架構將會繼續得到各
機構的鼎力支持，攜手加強其在社會上的應用，
共同推動人才發展及宣揚終身學習精神，為社會
出一分力。▓

如有查詢，請聯絡香港資歷架構秘書處：
網址：www.hkqf.gov.hk
電郵：hkqf@edb.gov.hk
電話：+852 3793 3955
傳真：+852 3106 2035
「 UPM 雅光 」90 克
■ 過去，資歷架構曾舉辦廠房參觀活動，
帶領中學生參觀宏亞印務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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