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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在再工業化的浪潮和激烈的區域人才競爭之下，香港青年競爭
力下降的問題受到社會的高度關注。現行的教育制度未能支持
多元發展，推動社會及經濟的進步；為支持知識型社會的可持
續發展，社會必須透過靈活的教育模式培養未來人才。推動教
育改革已經成為世界各國的共識，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
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便明
確承諾將加大人力資源投資，深化商校合作，並培養具有高端
技能的人才。為了令每個人都能在新時代中保持競爭力，政府
必須建構終身學習的生態，促進院校及僱主合作共融，並糅合
課堂及職場的學習。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指出，未來20年內超過一半的工
種都將被人工智能取代。這個從冗餘到創造新職位的循環意味
着教育的意義已超越培養青年人才，成為人力資源持續升級轉
型的方式。故此，終身學習必須以跟以往不一樣的目光來看待：

它再也不是興趣班，而是保持競爭力，乃至事業發展的重要一
環。本報告認為，應用教育可成為連接僱主、能力需求和學術
標準之間的橋樑，在提升人才競爭力方面發揮關鍵的作用。

本報告認為，香港特區政府（政府）需改革香港的教育制度，以
達至以下目標：

1） 為新一代人才提供社會所需的知識與技能；及

2） 建構學習型社會，讓全民在社會創新之際升級轉型。

背景
香港的人才在全球競爭中逐漸落後。國際管理發展學院（IMD）
的《2020年世界人才排名》顯示，在63個國家和地區中，香港
人才排名第14位，比起2016年的第十位有所下滑；同期新加坡
從第15位上升至第九位。在投資與發展人才方面，香港排名僅
為第23位；教育公共開支更低至第53位。人才競爭力下滑，
凸顯出香港培養新一代人才及協助在職人士升級轉型的迫切性。

行政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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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者和僱主所需的技能脫節：58%企業表明人才短缺為企業
升級轉型最大的掣肘，高達75%的僱主則表示難以招聘具合適
技能的人才。同時，現有的商校合作項目及其涵蓋範圍不足，
只限於部分職專教育院校及課程。此外，行業培訓諮詢委員會
所制定的《能力標準説明》本應成為行業標準，但實際上對資歷
架構下的課程影響不大，因此未能藉此提升社會的專業技能。

在瞬息萬變的社會中，終身學習將是保持人才競爭力、推動事
業發展的關鍵。然而，香港的終身學習文化薄弱，反映教育制
度並未能提供靈活、多元化的持續學習。儘管政府二十年前已
經推行持續進修基金（CEF），香港的持續學習參與率仍停滯於
20%，與新加坡的49%相形見絀。CEF所涵蓋的持續專業培訓
課程有限，很多時候都被公眾視為閒娛活動。同時，業界和學
界資歷未能有效銜接，減低了公眾自我增值、獲取相關資歷的
意願。

本報告提出三大政策建議，希望以一個多元、靈活的政策框架
培養人才，支持社會的發展；需要注意的是，針對不同的行業
特性，不可能以單一框架應對，而須靈活變通。新興行業需要
政府更積極地進行規劃及支持；相比之下，成熟行業有既定的
行業標準，應該加強與資歷認證的配合，推動技能的持續提升。
相對於以寡頭企業主導的集中性行業，分散性行業由小型及初
創企業組成，需要提供更多財政誘因，去參與商校合作以及終
身學習。

政策方針

1. 管治架構

教育政策的制訂過程必須與社會發展環環相扣，其中包括以下
幾點：

首先是產業政策的制訂。現有的高層次跨部門組織，例如行政
長官創新及策略發展顧問團及由財政司司長領導的創新、科技
及再工業化委員會等，至今未見有實際的產業規劃；相較之下，
新加坡未來經濟理事會推出的產業轉型藍圖正是由官員及行業
領導者帶領專責小組落實策略性規劃的一個例子。上述政策不
僅包括建構產業生態的措施，更着重培育行業發展所需的人才
及技能。在香港不斷推動諸如藝術科技、生物科技、物流和建
築等行業升級轉型之際，政府必須推動課程更新，為產業生態
的可持續發展提供所需的技能。

其次，產業的策略不能只考慮本地的發展；教育政策亦應考慮
到區域發展的人才需求，尤其是粵港澳大灣區（下稱「大灣區」），
這樣方能確保本港的人才能夠在區內保持競爭力。



4 其三，教育策略需要考慮到相關的產業政策及情況。本報告指
出，由政務司司長領導的人力資源規劃委員會應按照產業策略
制訂相應的人才和培訓政策。委員會應在專責行政部門支持下
協調各政府部門及法定機構，將產業政策轉化為教育政策，協
助院校專精於特定領域（如應用學位）、分配資源，並促進商校
合作。在完善的管治架構下，商會能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評估
業界技能需求，參與設計和評審學術課程。

社會及人才的可持續發展，有賴一個全面的終身學習系統，以
及時提供、審視及更新相關課程。然而，政府目前並沒有就全
民技能提升制定策略，難以支持香港建構學習型社會。在公營
機構之中，僱員再培訓局（ERB）專注於為期較短、為即時就業
而設的職專課程，而職業訓練局（VTC）亦只以自資方式為少數
行業提供在職培訓。

終身學習的不足，關係到經濟以及勞動力的競爭力，實在不容
忽視。因此，本報告建議政府以業界主導的策略促進在職人士
的技能提升。政府可審視現行ERB、VTC、CEF等相關機構或
計劃的定位，以調整、整合和拓展其課程。政府需要賦權一個
機構主導社會的技能提升，整合現有的財政及課程資源，令政
策支持更為全面。要真正樹立終身學習的概念，必須建立一套
可以讓學習者多階進出的學習系統。

2. 資歷認證

現時的資歷認證系統靈活性不足，學術資歷和應用資歷互不相
通。以大專院校的收生制度為例，依靠僵化的收生準則降低輟
學率，保障院校撥款，不但令院校錯失具相關專長的人才，更
會提升畢業生和所修學科錯配的機率。因此，本報告認為課程
的質素保證和撥款機制應着重學習成效而非入學成績，以才能
為本收生的比例可提高至30至50%，應用課程尤其更甚。收生
制度的改革將為學習者建立應用資歷的階梯，貫通文憑試應用
學習科目、高級文憑及應用學位。

資歷除了提供學習機會外，本身也需要成為職場招聘及院校收
生互通的標準。資歷架構（下稱“QF”）須從學術主導變為業界主
導，融合學術資歷與行業標準。商會、院校及香港學術及職業
資歷評審局應傾力合作，由商會及僱主識別業內的關鍵技能，
讓院校提供相應課程；評審機構則應將行業技能與學術標準掛
勾。同理，模塊化的學習和企業內部培訓也可與院校的學分要
求掛勾，將資歷認證與就業能力結合。本報告呼籲政府以身作
則，將QF等級納入其人才招聘、晉升、採購及發牌等要求之
中，以提升應用資歷的認受性，並鼓勵業界跟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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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歷認證應支援區域發展，並為香港青年創造機遇。香港及
大灣區設立資歷互認互通機制，不但能支持國家的教育發展規
劃（如教授互聘及學分互認等），更能支持學習者的跨境培訓、
資歷認可及就業。評審局應與內地資歷評審機構及立足內地的
香港企業共同推動資歷互認，由單一資歷的認可逐漸向訂立基
準、跨境互通的方向發展。與此同時，各商會可身體力行，聘
用具跨境資歷的人才。

3. 財政資助

香港的教育公共開支以正規及學術型教育為主，其中終身學習
的撥款僅不足1%，遠低於英國、德國、新加坡等國家。然而，
在社會發展的趨勢下，終身學習不再單是向弱勢社群發還學費
的機制，而是全民在經濟轉型之時學習新技能、自我增值的契
機。因此，本報告建議政府向18至65歲的市民提供十萬港元的
終身技能發展補助金，以助他們發揮潛能。報告亦建議政府改
革CEF，擴大課程種類，放寬申請資格，並以前瞻性的思維推
進未來技能及產業發展。

目前，職專教育在中學和副學位階段僅佔教育公共開支約20％。
本報告建議政府將資源聚焦於最貼近市場需求的課程，並提供
誘因以鼓勵業界參與人才培訓。例如，政府應檢討「指定專業 /

界別學習資助計劃」（SSSDP）的資助模式及範圍，並涵蓋兼讀
制課程。計劃的撥款需更具針對性，以支持成本較高但具殷切
需求的課程。

政府也應以撥款提升業界參與。香港的商校合作不多，不是限
於大型的集中性行業（如企業技術學院網絡），就是規模有限；
新興產業中的初創公司的參與度尤其低。本報告呼籲政府提供
財政誘因，如補助金、稅務減免及缺勤薪金補貼等，深化業界
在課程設計、營辦及評審過程中的參與；業界與學界的緊密合
作可逐漸令賽馬會CLAP-TECH及職業訓練局Earn & Learn等職
學計劃普及化。政府亦應以數碼支援等方式，鼓勵中小企在招
聘過程之中採納業界技能框架，並提供更多持續專業培訓。

如果香港的人才要在國際競爭中持續領先，那麼教育制度必須
改革，才可以支持每個人在不同的人生階段靈活地持續增值。
本報告指出，教育（包括課程規劃、授課、評核及資歷認可等）
需要院校、業界及社會之間共同合作，以打破教育和就業之間
的傳統壁壘。政府需要更重視人力資源的發展、以身作則，優
化現有政策措施，推動終身學習文化，從而建構一個可持續的
學習型社會。



6 主要政策建議
建議一：制訂人才培訓政策藍圖以支持並貫通經濟、人力資源
及技能發展，打造以產業為主導的終身學習體系

1.1. 以跨部門經濟檢討及產業政策為基礎，由人力資源規劃委
員會釐定業界人才發展的優次並實施相關政策

1.2. 協調和整合終身學習的課程財政及資源，為學習者完善多
階進出的進修系統，供市民升級轉型並掌握未來所需技能

建議二：建構與業界結合的資歷認可機制，為市民提供多元升
學就業階梯

2.1. 上調自資院校副學位課程中「才能為本收生」的比率至
30%，並將應用學位先導計劃的「才能為本收生」比率設為
50%

2.2. 邀請更多業界機構及專家參與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
的課程質素保證，以提升業界參與

2.3. 根據行業技能需求配對企業與院校，開辦雙方認可的應用
型課程

2.4. 由政府牽頭於進行招聘、晉升、投標程序時認可資歷架構
下的課程與技能，提高其認受性，以此鼓勵業界及求職者
獲取及認可相關資歷

2.5. 將微證書課程按業界所需技能納入資歷架構、頒授相應級
別，並鼓勵院校對相關證書賦予學分

2.6. 建立粵港澳大灣區學術及專業資歷的互認互通機制，為青
年拓展前路

建議三：建立具針對性的撥款機制，促進全民終身學習，滿足
未來技能需求

3.1. 提供十萬港元的終身技能發展補助金，讓每位市民提升技
能，支持未來事業發展

3.2. 改革持續進修基金，透過定期行業趨勢預測、更廣泛的課
程選擇、更寬鬆的申請資格，以及具時限的注資等方式支
持創新產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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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優化指定專業 /界別課程資助計劃，針對性加強對具發展前
景行業的支持，並將計劃下的副學位名額由2,000人增至
4,000人，涵蓋兼讀制課程

3.4. 設立補助金支持商校共同設計及教授應用型課程，攜手締
造晉升階梯

3.5. 通過土地資源、資金津貼及數碼支援等方式，鼓勵中小企
於招聘、培訓和晉升過程中採納行業技能框架（例如能力標
準説明）

3.6. 以免稅額及缺勤薪金補貼等財政誘因，鼓勵業界以更大力
度推行持續專業發展及在職培訓



隨着工業4.0席捲全球、新冠疫情肆虐，各國對於人才的爭奪日趨白熱化，香港的
社會及經濟亦正在迎來前所未見的變化。然而，現時香港的教育制度未能有效地裝
備年輕人應付未來職業生涯的挑戰，令本港人才難以在多重衝擊中逆流而上。根據

《2020年 IMD世界人才競爭力》報告，雖然香港人才的競爭力依然位居世界前列（全
球第14位，亞太區第三位），但在投資與發展人才範疇的排名僅為第23位（IMD, 

2020）。面對種種變化，香港必須及時作出對策。

在行業技能需求不斷更新，壽命延長，加上社會文化的變化下，人的一生已經不能
再單以教育、就業和退休三個傳統階段簡單地作劃分。教育需要超越職前的課堂學
習，實現「活到老，學到老」，才能協助本地人才持續提升、保持競爭力，並推動
香港的可持續發展。然而，現時香港的教育制度依然過度側重於傳統的職前學習，
事業發展過程中所需的教育則相對被忽視。

引言：
革新教育制度，打造多元及 
具前瞻性的終身學習文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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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結香港基金（下稱「基金會」）於2019年發布《應用教育：成就
非凡多元出路，迎接嶄新數碼時代》報告，就教育制度改革提
出多項建議，希望為學生提供多元出路。本報告以應用教育報
告為基礎，希望透過終身學習提高教育制度的靈活性及包容
性，以此支援各年齡層學習者的事業發展。要達成這項目標，
需要業界與學界攜手打破企業及課室之間學習的壁壘，令社會
明白建立學習型社會，使每名市民都能在瞬息萬變的環境中保
持競爭力的重要性。

世界各國近年都開始意識到教育制度並未能為社會未來發展提
供所需的軟硬技能。正如世界經濟論壇所指出，工業自動化以
及疫情期間的經濟衰退正在為各行各業造成「雙重干擾」；與數
年前相比，新工種的出現正在放緩，而舊工種的消失卻在加速

（World Economic Forum, 2020）。另外，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
亦預測在未來20年內，其成員國46%的工作崗位將會被人工智
能所取代（OECD, 2018）。從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

（UNESCO）《2030年教育》報告、OECD的《未來教育和技能
2030》項目、英國的《職業技能：終身學習，開拓機會，促進成
長白皮書》（下稱《白皮書》，2021），以及中國國務院的《中國教
育現代化2035》計劃（附件1）可見，各國都普遍認同教育改革
的迫切性。

要解決技能錯配問題，業界的角色非常重要。英國政府於
2006年起為各行業成立了國家技能學院（National Skills 

Academies）：作為業界主導的獨立組織，學院與業界機構合
作，確定僱主技能需求，並安排訓練設施與課程，解決人才問
題。英國在《白皮書》中亦提出多項措施以解決後疫情時代的技
能錯配問題，包括強化企業及延續教育提供者之間的合作，
並平衡高等教育（以學術為主）及延續教育（以技術為主）兩者為
學生提供的升學機會。《白皮書》強調，僱主應在定義技能需求
方面發揮核心作用，更提出「終身技能保證」（Lifetime Skills 

Guarantee），以確保每一位國民終生都能夠獲取所需的教育及
培訓。

職業教育應與學術教育享有同等的地位，不應被視作後備選
項。《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

（十三五規劃，2016–2020）提出，需建構終身學習「立交橋」，
促進學術及職業教育雙向互認及縱向流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

（2021–2025）就此進一步承諾「加大人力資本投入，增強職業
技術教育適應性，深化職普融通、產教融合、校企合作，探索
中國特色學徒制，大力培養技術技能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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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致力在所有環境及所有教育程度為 

所有人提供優質的終身學習機會。

《UNESCO教育2030： 

仁川宣言及行動框架》（2016）

我們將改革高等技術教育，提供符合僱主要
求的培訓和教育，並確保人民了解培訓和教
育對他們一生的好處。

《職業技能：終身學習， 

開拓機會，促進成長》（2021）

教育系統需要以終身學習為中心，讓各人在
學術和職業生涯中能夠追求多樣化的學習。

《回到教育的未來： 

經合組織的四個教育情景》（2020） 深化職普融通及校企合作，探索
中國特色學徒制，培養技術技能
人才。

《第十四個五年規劃（2021–2025）》

建立全民終身學習的制度環
境，建立國家資歷框架，建立
健全國家學分銀行制度和學習
成果認證制度；推動我國同其
他國家學歷學位互認、標準互
通、經驗互鑑。

《中國教育現代化2035》
（2019）

資料來源：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英國教育部；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以及中國國務院

圖1 國際組織及各國政府就不斷改變的教育需求所制訂的政策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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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芸芸政策框架中，提供靈活的學習機會、多元的教育路徑，
以及終身學習都是重要的政策目標（圖1）。教育工作者都在尋
找新的策略及教學模式，希望提升下一代的適應能力以及韌力。

相對之下，香港的教育制度仍然過於僵化，未能讓社會上具不
同才能的學習者發揮所長，提升競爭力。香港人依然對應用教
育存有偏見，而未能達到學士學位入學要求的學生以及成年在
職人士亦難以持續進修，為自己以及事業發展增值。在2019年
共54,600名香港中學文憑考試（下稱「文憑試」或“HKDSE”）考
生之中，只有約16,000人能夠直接升讀學士學位課程，另有約
13,400人符合副學位課程的資格。其餘考生則只能重考文憑
試、轉讀其他課程或直接進入職場（圖2）。與同齡人相比，這
些未能直接升學的青年人可以用於事業發展的資源相對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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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學位課程（副學士 / 高級文憑）
（約27,300名）

符合學士學位入學要求的考生
（約20,300名）

教資會+自資院校 
第一年學士學位（FYFD）

（約20,400名， 
包括本地非聯招考生）

證書 / 文憑

只符合副學位入學要求的考生
（約13,400名）

其他考生
（約20,900名）

HKDSE共54,600名考生（2019）

16,000 4,300

教資會高年級學士（SID）+自資銜接學士學位
（約12,200名）

工作 /  
海外學習

圖2 在2019年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的考生中，僅三分一能夠直接入讀學士學位課程 [1]

資料來源：教育局、香港考試及評核局、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自資專上教育委員會，以及立法會
註：[1] 所有數字調整至最接近的百位數（截至20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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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未達學位入學要求的文憑試考生外，終身學習機會的短缺
亦令需要透過應用教育保持競爭力的市民，如希望獲取新技能
以晉升或轉行的在職人士、或希望重投職場的退休人士等被拒
諸門外。隨着人口老化，65歲或以上的勞動人口參與率將由
2016年的3.0%大增至2066年的7.9%（Report on Manpower 

Projection to 2022, 2015）；在年長人士提升技能的過程中，技
能培訓課程將擔任重要的角色。

微軟預測香港48%企業的營運模式將於未來五年內失去競爭力
（Microsoft, 2020）；香港生產力促進局則強調，香港的創新科

技產業需要「再工業化」（香港再工業化發展指南，2020）。兩者
都表明，全民都需要持續提升技能，方能追上科技發展的步伐，
共同實現工業現代化。在各行各業升級轉型、邁向再工業化的
同時，香港必須打造更靈活的教育制度，培養多元人才，重新
構思學與教的意義，以及推動全民終身學習。

本報告認為，香港的教育制度應從學術主導轉移至業界主導。
持續進修需進行改革以支持在職人士的專業發展，尤其由政府
資助的項目更是如此。這將有助打造應用教育成為傳統學術教
育以外的另一條晉升途徑，為市民提供多元升學就業階梯，為
建立終身學習文化打好基礎，讓勞動人口在數碼化和全球化的
環境下保持競爭力。

本報告將就管治架構、資歷認證及資金分配三方面提出政策建
議，詳述應如何革新教育制度，令教育變得更具彈性和更多元
化。報告將回應香港長遠發展的兩個核心問題：

1. 教育制度如何與時並進，為新一代人才提
供社會所需的知識與技能呢？

2. 如何建構學習型社會，讓全民在社會創新
之際升級轉型呢？



人才與行業需求脫節，削弱長遠競爭力
《2020年 IMD世界人才競爭力》報告顯示，香港對於人才的投資及發展較為消極：

其公共教育開支在63個地區中僅排名第53位。這對經濟及人才的發展，乃至香港
的長遠競爭力影響深遠。

薄弱的公共投資令人才與行業之間的脫節變得更為嚴重。本港75%的僱主表示，
在招聘過程中缺乏合適的人才填補職位空缺（圖3）。香港工業總會的研究顯示，
高達58%的受訪企業表示，難以在香港招聘合適的人才，令其升級轉型受到掣肘

（圖4）。以科技相關崗位為例，香港美國商會2021年發表的調查顯示，181名受訪
僱主中逾半認為難以在香港招聘具備相關技能的人才。香港零售管理協會則發現，
281名受訪者中超過一半認為勞動力短缺的原因在於大學畢業生缺乏零售管理知
識，而有38%認為相關職業培訓不足。

香港教育制度面臨的挑戰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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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萬寶華企業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圖3 75%的僱主表示難以招聘具合適技能的人才

資料來源：香港工業總會

圖4 58%的受訪企業視人才短缺為企業升級轉型最大的掣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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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士學位畢業生僱主願意 [3]：副學位畢業生僱主願意 [2]：

技能錯配不僅限於「硬技能」。麥肯錫指出，隨着僱員在工作中
與機器的互動增加，「軟技能」的需求將會上升，如社交與情緒
管理能力等；而職場培訓對於軟技能的培養同樣重要。

在人才供求失衡之下，業界近年開始重視為學習者提供行業技
能培訓機會。願意與院校、尤其是與副學位課程合作提供實習
計劃的僱主人數大幅增加（圖5）。然而，業界仍然傾向直接為
學生提供實習機會，多於課程設計及職前培訓等對僱主參與度
要求更高的合作模式。

圖5 人才與技能的供求失衡令業界與院校，尤其與副學位課程合作的意願上升

資料來源：自資專上教育委員會
註： [1] 2006年未有公布數據
 [2] 2000年起涵蓋公共資助的副學位課程畢業生數據；2006年起涵蓋公共資助及自資副學位畢業生數據
 [3] 1998年起涵蓋公共資助學士學位畢業生數據；2010年起涵蓋公共資助及自資學士學位畢業生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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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及英國等以職業教育聞名的國家通過工學結合（work-

integrated learning，簡稱“WIL”）策略建立了清晰的商校合作系
統，令業界和學界得以持續合作。其實，許多文獻都曾提及
WIL所帶來的好處，例如Jackson（2013）對澳洲大學學生進行
的調查就發現WIL有助提升學生的就業能力，包括溝通、明辨
性思考，和資料分析能力。Barnett（2012）則在21世紀技能的

討論中強調WIL是一種「革新的學習模式」，可以令畢業生具備
適應、靈活變通和自力更生的能力（p. 75）。

Flynn等（2016）的「商校合作框架」描繪了一個理想的WIL制度，
讓相關持份者能夠參與共同制訂和實施人力資源政策，創造工
學結合的進修機會，令畢業生邁入職場後能學以致用（圖6）。

資料來源：Flynn et al. (2016), “Industry-School Partnerships: A strategy to enhance education and training opportunities”

圖6 一個全面的商校合作框架能有效紓緩教育及職場之間的技能錯配



18 以澳洲為例，當地政府、大學及業界機構於2015年共同制定了
該國首個「全國工學結合策略」（National Work-Integrated 

Learning Strategy）（附件2）。至2017年，平均每三名澳洲大學
生之中就有一人擁有WIL的經驗（Universities Australia, 2019）。
同理，英國政府自2009年起成立國家學徒服務中心（National 

Apprenticeship Service）負責資助及協調學徒制後，單是自
2015年起，該部門已經為超過230萬名學徒提供培訓機會

（GOV.UK, 2021）。

反之，本港目前的商校合作缺乏一個政府的整體策略以推動業
界主導的學習和培訓，如由業界參與課程設計或職場評核等。
以下為其中兩個示例：

i.  能力標準説明未能令行業要求和學術標準
更一致

由教育局設立的行業培訓諮詢委員會負責與業界持份者合作，
為各行業制定用以「載列從業員於不同的工作職能範疇下所需
要的技能、知識及成效標準」 的能力標準説明（Qualifications 

Register, 2021）。能力標準説明理論上應該成為各類課程設計
的基礎，以確保課程內容符合行業需求。然而，此標準並未有

被各院校廣泛採用：例如，在現行509個副學位課程中，只有
六個以相關能力標準説明作為課程的基礎（Qualifications 

Register, 2021）。院校使用率低顯示能力標準説明未能有效銜
接業界和學校，並支持技能發展。

ii.  商校合作及職場學習未能普及化

職業訓練局（下稱「職訓局」）近年透過與企業合作，將更多職場
學習的內容納入各項課程。自2014年起，已經有超過6,700名
學員參加其「職學計劃」（Earn and Learn）。職訓局更規定所有
高級文憑和部分職專文憑學生均需進行30小時的業界實習，
並參加其「學生工作實習計劃」，進行至少90小時的職場學習。
此外，職訓局由2018/19學年開始推行「職場學習及評核」
計劃，旨在加強商校合作，提升培訓質素。現時職訓局的部分
高級文憑課程中，高達15%的內容由職場學習組成（附件3）。

雖然個別院校致力搭建商校之間的橋樑，為學生提供培訓機
會，但商校合作仍未普及。職訓局難以單靠一己之力改變社會
對應用教育根深蒂固的偏見；現時參與商校合作的專上院校數
目有限，符合業界標準及重視職場學習的課程屈指可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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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終身學習文化薄弱，未能支持職學雙軌，多階進出的願景

世界經濟及科技發展令勞動市場持續波動，每個人都必須提升
自身的知識與技能。世界經濟論壇預測，在2025年前員工需因
應市場發展更新達40%的核心技能；僱主亦預計需投入資源為
超過70%的僱員提供技能轉型培訓（World Economic Forum, 

2020）。

可惜的是，香港的教育制度未能為學習者提供靈活的升級轉型
途徑。儘管政府在過去20年致力推廣持續進修（圖7），但根據

政府統計處的《主題性住戶統計調查第66號報告書》 （2019），
只有20.4%在本港從事經濟活動的人士「過去12個月內有參加
由僱主安排及 /或主動報讀與工作有關的培訓 /再培訓課程」。另
外，只有6.5%受訪人士「有計劃於未來參加與工作有關的培訓
/再培訓課程」，意欲比起新加坡和荷蘭等國家為低（圖8）。歸根
究柢，問題在於大多數市民仍然視持續進修為業餘活動，而非
未來事業發展的重要一環。

資料來源：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圖7 政府過往推動終身學習的相關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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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界和業界缺乏資歷互通是造成此現象的主因。現時，香港只有
少數傳統行業（如銀行和法律服務業等）已建立事業發展途徑，並
為從業人員制定持續專業發展要求（如最低培訓時數）。儘管QF

下有相關計劃以增加業界認可的升學途徑（圖9），但其規模有
限。例如，自2018年設立的「職業資歷階梯」（VQP）為各行業設
計了升學就業的路線圖；不過，現時只有銀行、保險和安老服務
行業提供此類課程。

QF未能實現其初衷，「提供全面的學習途徑網絡，促進學術、職
業及持續教育的互通」（VPET, 2021）。反之，QF成為了一個為學
習成果賦予等級的工具，多於評估和認證學習進度。例如，QF

下「過往資歷認可」（RPL）機制希望讓從業員將職場上所積累的
經驗和能力轉化為QF的認可，並以第四級為上限。然而，當專
上學歷普及化，大部分年輕的從業員已擁有QF第四級學歷，就
令機制推動進一步進修及發展的作用減弱。

本報告將分析現時政策漏洞，提出針對性建議，希望促使公私營
合作，打造靈活並具前瞻性的教育制度，支持所有學習者的發
展。教育制度的缺陷當然無法以單一策略解決；本報告建議當局
從鼓勵商校合作着手，支持終身學習，一步步建構學習型社會，
藉此提升香港人才的長遠競爭力。

圖8 相比其他國家，香港的成人持續進修 
參與率偏低 [1]

資料來源：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立法會
註： [1] 香港與新加坡數據取自2018年；意大利與荷蘭數據取自2019年。香港的統計總

數為369萬經濟活動人口；新加坡參與率涵蓋過往十二個月曾參與工作培訓項目
的15至64歲人士；意大利和荷蘭的參與率則涵蓋過往十二個月曾參與教育及培訓
項目的25至64歲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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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資歷認可

• 範圍有限 

2018年起只有香港會計師 

公會、香港特別行政區海事處
和香港銀行學會三個機構獲得
認可

職業資歷階梯

• 範圍有限 

僅適用於銀行，保險和
安老服務業

• 過分職業導向 

缺乏將應用型資歷轉化
為學術型資歷的機制，
反之亦然

「過往資歷認可」機制

• 設計過時 

以QF第四級為上限，令機制
推動進一步進修及事業發展的
作用不大

學術型

應用型

資歷級別

2 | 香港教育制度面臨的挑戰

圖9 現時商校之間缺乏資歷互認互通的機制

資料來源：資歷架構



本報告就管治架構、資歷認證及資金分配三個範疇提出建議；然而，考慮
到每一個行業都有其獨特的限制，單一的框架不可能支持所有行業的人才
發展。報告希望成為不同行業發展時可以靈活參考的方針。亦因此，就某
個行業的建議未必能套用到其他行業之中；政府可參考報告提出的方向，
針對特定行業制訂相應策略。

政策建議綱要：
配合本港多元行業發展需要， 
推動可持續人才發展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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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酒店、媒體
通過持續專業發展和 

培訓達到技能提升轉型 

例子：建築、金融
將現有行業標準與 

培訓結合

例子：藝術科技， 
環境、社會和治理（ESG）

利用微證書等方式 
協助學習者， 
掌握關鍵技術

例子：電子競技
令行業規劃與教育發展 

保持同步

成熟

新興

集
中

分
散

資金分配

管治架構

資歷認證

3 | 政策建議綱要



24 新興行業的人才發展需要政府更積極地參與及進行規劃；相比
之下，成熟行業已有既定的行業標準和法規，可以加強與資歷
認證的配合，推動技能的持續更新。分散性行業由小型及初創
企業組成，因此需要更多財政補貼以支持企業參與商校合作，
協助學習者升級轉型。集中性行業則以寡頭企業主導，可於行
業內發起及資助終身學習。

隨着香港向再工業化邁進，成熟行業中將有大量工種被取代。
政府應未雨綢繆，建構終身學習系統（建議1.2），並以身作則，
帶頭在招聘過程中增加採用行業標準（建議2.4）。

建築和金融等集中性、成熟的行業可將現有的培訓融合到行業
標準及規範之中。專上學院應按行業標準改革收生機制，增加
以才能為本的收生比率（建議2.1），並提高業界在課程設計及認
證過程的參與度，令業界及學界的標準更一致（建議2.2、2.3）。
資歷認證機構、學術機構、以至僱主及商會都應積極推動大灣
區資歷的互認互通（建議2.6）。

酒店及傳媒等分散性、成熟的行業需要通過持續專業發展和培
訓協助員工升級轉型，掌握未來所需技能。政府應提供財政誘
因，令企業採用行業技能標準（建議3.4），並鼓勵企業更積極地
為員工提供技能培訓（建議3.5、3.6）。

藝術科技及環境、社會和企業管治（ESG）等分散性、新興的行
業則更適合推動個人技能培訓。這些行業應充分利用微證書課
程，支援從業員透過個人進修掌握關鍵技術。為將此新興學習
模式融入現有框架中，香港學歷及職業資歷評審局、各專上院
校和業界機構應合作將微證書與資歷框架結合（建議2.5）。政府
亦應檢視及改革其資助及貸款機制，支持具前瞻性的終身學習
及技能發展課程（建議3.1、3.2）。

集中性、新興的行業（例如電子競技）需要在行業規劃與教育發
展之間保持同步，以支援業界精英主導人才培訓。政府應善用
其跨部門架構，在制訂行業政策之外更可以此指引教育發展的
路向（建議1.1）。同時，政府可與大型企業合作，支持具前瞻性
和以技能為基礎的課程（建議3.3）。

由此可見，政府於該四類別行業的發展中都扮演不可或缺的角
色，需要根據行業需求及時調整人才發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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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資歷 應用資歷 專業資歷

課程設計

質素保證

教學安排

經濟誘因 靈活性 / 疊加性

終身學習

跨境認可 / 基準

標準合併

在職培訓

技能實用性

院校入學要求

業界認可

社會需求

3 | 政策建議綱要

本報告綜合不同研究及國際實踐的經驗，提出一個理論框架以
展示如何完善教育制度以推動終身學習。要完善人才庫及樹立
終身學習文化，需要將學術資歷、應用資歷，及專業資歷三大

支柱結合。框架內的不同元素均有助將三種資歷劃一；整個系
統更可與外地資歷進行跨境互認。



在全世界各產業的發展步伐加速之際，香港亦面臨經濟地位被取代的威脅。為保持
香港經濟及人才的長遠競爭力，政府需要以前瞻性思維預視新興產業的發展，為各
行業訂立長期政策藍圖，預測未來轉型方向，並轉化為教育及人力資源發展政策。
為支持以上的政策規劃，政府必須打造一個全面的持續進修制度，鼓勵市民終身
學習。

新加坡就如何以跨部門管治架構支持跨行業經濟及人才發展規劃樹立了良好的榜
樣。新加坡未來經濟理事會（下稱「理事會」）於2017年成立，由副總理帶領官方、
業界、工會及教育界代表推出23個產業轉型藍圖（下稱「藍圖」），並由不同專責小
組負責將藍圖轉化為各項支持行業發展和優化人才儲備的政策（Ministry of Trade 

Singapore, n.d.）。以建造業藍圖為例，就成立了三方建築業技能創前程任務組

建議1：
制訂人才培訓政策藍圖以支持並貫通
經濟、人力資源及技能發展，打造以
產業為主導的終身學習體系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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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個小組委員會 
（6個業界組合）

未來經濟理事會

iBuildSG  
三方建築業 

技能創前程任務組

• 建造局

• 高等教育院校

• 建築業聯合委員會

• 業界代表

政策項目

為培養人才撥款7,200萬新加坡元

• iBuildSG獎學金和助學金

• 企業可贊助任何學歷背景的學
生，而學生畢業後需加入該公司
一段時間

• 亦可贊助現任員工修讀兼讀課程

• iBuildSG中學生俱樂部

例如：建築業產業轉型藍圖 
（共23個藍圖）

4 | 建議1：制訂人才培訓政策藍圖

（Built Environment SkillsFuture Tripartite Taskforce），希望在
2025年前培訓約80,000名技工、專業人員、經理，及管理人員
運用最先進的建造業科技（如建築訊息模擬技術和組裝合成建築

法）。該任務組已就職前培訓、實習計劃及持續教育制訂多項措
施，以應付建造業未來的技能需求（圖10）。

資料來源：新加坡貿易與工業部、新加坡建設局

圖10 新加坡的未來經濟理事會及23個產業轉型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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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名不同行業的非官守成員

律政司司長

財政司司長行政長官辦公室主任

政務司司長

行政長官

行政長官創新及策略發展顧問團（2018）

新加坡精深技能發展局（SkillsFuture Singapore）推出多項技能培
訓項目，以支持在職人士掌握新知識和提升技能，滿足事業發
展的需求，助其在多變的就業市場上保持競爭力。SkillsFuture 

Singapore除了資助50至95%的成人課程費用外，還推出了「新
心相連」技能提升計劃（SGUnited Skills Programme）及「新心相
連」中途轉業人士見習計劃（SGUnited Mid-Career Pathways 

Programme），希望提供培訓課程，滿足具前景行業的新技能需
求，並令從業員掌握最新技能，協助其就業或轉換新環境。

香港的行政長官創新及策略發展顧問團（下稱「顧問團」）於2018年
成立（圖11），同樣由政府官員，業界代表及社會領袖所組成。
此組織雖表明要「集合社會各行各業的翹楚，聚焦討論和制訂
香港未來發展和推動創新的策略」，卻鮮有對外公布任何決策，
未見有具體的政策措施。

資料來源：政策創新與統籌辦事處

圖11 行政長官創新及策略發展顧問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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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資源規劃委員會（2018）

課程發展議會 

（1972）

商校合作計劃 

（2005）

香港學術及 

職業資歷評審局 

（2007）

22個行業培訓諮詢委員會/跨行業 

培訓諮詢委員會（ITAC/CITAC）

職業 

訓練局 

（1982）

25個 

訓練委員會

僱員 

再培訓局 

（1992）

其他 

持分者 [3]

一般工商 

組織

地區 

工商組織

中小型 

企業組織

特定 

行業

政府 業界

主
要

機
構

政
府

部
門

創新及科技局 教育局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勞工及福利局 其他決策局 [2]

4 | 建議1：制訂人才培訓政策藍圖

在政務司司長統領下的人力資源規劃委員會旗下的跨局合作成
果有限，未能成功轉化經濟規劃為教育及人力資源政策。委員

會應串連各政府部門以合作制訂更具連貫性的人力資源策略，
並聯合業界及院校優化人才及技能培訓質素（圖12）。

資料來源：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註： [1] 插圖所示只包括部分相關機構；紅色背景示意參與人力資源規劃委員會的相關機構
 [2] 包括政制及內地事務局、財經事務及庫務局、食物及衛生局，以及保安局
 [3] 包括政府統計處及政府經濟顧問

圖12 人力資源規劃委員會可成為業界和院校之間的橋樑，增強行業發展和教育政策之間的連貫性 [1]



30 作為香港高等教育制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大學教育資助委員
會（下稱「教資會」）未能充分發揮其作用，為業界提供充足而穩
定的畢業生供應，其中以較技術性的工種如工程及資訊科技等
更甚。現時，除了醫療及教師培訓等少數學科之外，政府並無

建議1.1：以跨部門經濟檢討及產業政策為基礎，由人力資源規劃委員會釐
定業界人才發展的優次並實施相關政策

為支持香港未來的人才發展，政府需要完善的管治架構以制定
行業規劃，令政府機構、業界組織，及院校三方能夠相互配合，
共同實施政策措施。

政府應委派專責部門訂立長遠經濟增長策略及相應產業藍圖。
基金會曾在《「棕」合持續發展　「地」利現代物流》報告中提議
政府設立一個經濟策略檢討委員會，每十年進行一次經濟檢討，
制定未來經濟發展路向。當局需在人力資源規劃委員會轄下設
立專責部門，將產業政策藍圖轉化為具體措施。為令經濟、產
業及教育政策相輔相成，業界代表和政府官員需緊密合作，對
未來趨勢進行評估，預視技能需求，並協調各項政策措施

（圖13）。

產業發展策略不應局限於本港，而須配合周遭環境的經濟發展，
尤其是大灣區市場的機遇。當局可參照鄰近地區發展，制訂
經濟、人才及技能政策，培養在本地及區域內均具競爭力的
人才，提升其就業能力並支持本港和區域的長遠發展。

除制定產業策略以外，將其轉化為教育及技能政策至關重要。
委員會可在制訂政策的過程中協調各持份者的角色和職責：各
商會可運用其商業網絡和對行業的了解，預測技能需求、擬定
行業標準，並設計、實行和評估職場學習計劃；院校則可以與
商會和僱主合作，共同改善教育質素（如提供更多工作實習機
會），讓學習者可以掌握最新的技能。

從人力資源的角度為其他學科的招生提供指引。這令大學課程
與政府施政及行業動態的錯配增加，導致畢業生和僱主之間的
供求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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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發展委員會
財政司司長

行業轉型專責部門（及小組委員會）
行政長官

人力資源規劃委員會
政務司司長

制定發展方向

細化目標、 

統領各部門

產業

構
思

執
行

勞動力

4 | 建議1：制訂人才培訓政策藍圖

委員會亦可協助院校專精於某些領域（如提供應用學位），並為
商會或企業尋找學界夥伴，解決人才和技能短缺的問題。南韓
政府於2018年推行國家人工智能策略，投資20億美元推動研
發項目，希望於2022年在該範疇成為國際領航者。為達至每年
培訓約五千名頂尖人工智能人才的目標，南韓政府資助了六所
大學成立專注於人工智能的研究院（University World News, 2018）。
這些研究院現在與不同企業合作進行科研，豐富教學內容，並
提供實習機會。

為推動香港經濟結構轉型，解決產業單一化的問題，政府必須
支援新興產業，如生物科技、金融科技，及創意藝術等行業，
緊貼市場新趨勢。未有既定行業標準的新興產業更需要全面的
產業政策，支援未來發展路向，並創造教育及培訓機會，建設
人才庫。

政府應以委員會及其他跨部門架構推動業界及院校合作，以產
業政策引領教育發展。

圖13 以管治架構制定和執行經濟發展策略

註：虛綫代表報告建議成立的部門 /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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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2 英國為促進創意產業發展，大力投資沉浸式技術

英國創意產業議會（Creative Industries Council）在2018年
推出了「創意產業新政」（Creative Industries Sector Deal），
成立一個政府部門和行業機構的合作平台。為提升創意產業
的競爭力，英國政府資助了多項大學和企業合作的研究與
開發項目（圖14），支持企業利用沉浸式技術創造新產品及
服務，如虛擬實境遊戲、互動藝術表演、擴增實景旅遊
體驗等。

另外，為了保證創意產業有足夠的人才儲備，創意產業議會
亦成立了一個由官商共同出資的培訓中心，專門提供嶄新科
技的培訓，包括虛擬實境、擴增實景及混合實景技術。這些
課程由院校及行內專業人士共同設計及授課，包括短期訓練
班、職場實習和工作坊，供創意產業從業員報讀。培訓中心
亦為有意開辦創意科技課程的大學提供培訓人員課程

（Train-the-trainer schemes）。創立短短兩年間，培訓中心
已培育了447名專業人士，亦創造了200多個與沉浸式技術
有關的職位（StoryFutures, 2020）。

案例研究1 藝術科技在香港的發展

行政長官在2020年《施政報告》中表示要支持藝術科技發展，
宣布成立跨部門藝術科技專責小組、並撥款一億港元，透過
藝術及體育發展基金和「創意智優計劃」等項目推動產業發
展（行政長官2020年施政報告，2020）。

然而，單靠撥款是否足以為行業發展提供所需的人才呢？
「創意智優計劃」的其中一項重點是要培育人才及促進初創

企業的發展；事實上，計劃下雖有為畢業生提供工作和在職
培訓，卻未有善用院校課程，培養學生的創新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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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ryFutures 
Academy

• 由英國國立電視電影學院及倫敦大學
皇家賀洛唯學院共同營運

• 行業專家及教育者會一併為創業產業
從業員設計及教授沉浸式科技訓練
課程

研發項目例子
• 示範者計劃

• 資助行業領頭的集團創造全新沉浸
式體驗，並讓大量觀眾試用

• 包括電子競技及電子遊戲、表演，
以及遊客體驗等領域

• 沉浸式科技企業加速器

• 主辦比賽，為初創企業提供補助金
及風投資金

…利用沉浸式科技的潛力， 

目標在2025年將英國於全球 

沉浸式創意內容市場的佔有率 

翻倍。

“

”
創意產業新政（2018）

• 由創意產業議會（官商平台）策劃，
代表包括：

• 數字化、文化、媒體和體育部

• 商業、能源暨工業策略部

• 創意企業及業界機構

4 | 建議1：制訂人才培訓政策藍圖

資料來源：英國商業、能源暨工業策略部；英國數碼、文化、傳媒及體育部；Audience of the Future；以及StoryFutures Academy

圖14 英國的創意產業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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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歷架構等級 資歷數目

1 1,277

2 1,119

3 111

4 3

建議1.2：協調和整合終身學習的課程財政及資源，為學習者完善多階進出的
進修系統，供市民升級轉型並掌握未來所需技能

數碼轉型逐漸改變不同行業的人力資源分佈；企業必須積極協
助僱員進行升級轉型。物流業就是一個好例子：由於企業愈來
愈重視以數據分析、自動操作系統及機械人方案等新興技術提
升營運效率和服務質素，從業員也必須掌握相應的技能。阿里
巴巴集團牽頭成立的菜鳥網絡科技有限公司就於2018年宣布在
香港國際機場興建智能物流樞紐（Alibaba, 2018），帶來了對具
備數碼技能工人的需求。政府亦從2018年起要求基本工程項目
之承建商及顧問商必須採用建築信息模擬技術，意味着建築公
司投標政府工程前須先培訓或招聘具相關技能的人才。由此可
見，終身學習已變成營商及職業發展不可或缺的一部份。然
而，香港現時卻欠缺全面的政策，推動全港性的升級轉型。

現有的持續進修制度過於狹窄。例如，僱員再培訓局大部分課
程僅限於QF第一至二級程度，供學歷在副學士或以下的人申請

（圖15）。此外，職訓局的高峰進修學院（PEAK）亦只以自資方
式為少數行業提供在職培訓課程。提升保險業人才培訓先導計
劃於2016年由財經事務及庫務局推行，並以PEAK作為秘書處，

以提升業界的專業技能。然而，計劃下的部分進修實習計劃於
2019年後未能得以延續。勞工及福利局的成人教育資助計劃則
主要針對新移民、長者、殘障人士，及少數族裔人士，未能涵
蓋絕大部分的勞動人口。上述三個機構受到財政資源緊絀或是
計劃定位所限，因而將許多尋求持續專業發展機會的人士拒諸
門外。

圖15 僱員再培訓局提供的大多數課程局限於 
QF第一至二級

資料來源：資歷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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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建議1：制訂人才培訓政策藍圖

由於持續進修課程缺乏整體策略，所以政府必須依賴持續進修
基金為大眾提供提升技能的機會。不過，持續進修基金並無定
時審視其資助的課程，更遑論按照業界的需求作出更新。

政府應該按照勞動人口的技能需求審視僱員再培訓局、職訓局、
持續進修基金等持份者在終身學習上的角色和職責。此外，
政府須加大撥款，整合現有的在職人士培訓項目。其中一個例
子是意大利政府在2020年組成的國家數碼技能及職位聯盟

（Coalizione Nazionale per le Competenze Digitali），帶領政府部
門、企業及院校應對數碼技能短缺的問題，希望於2025年把資
訊及通訊科技（ICT）畢業生增加三倍，令聘用 ICT專業人員的中
小企增加50%，並令70%的人口擁有基本數碼技能。現時聯盟
已通過超過100項升級轉型項目，惠及超過300萬名市民

（European Commission, 2021; Minister for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Digital Transition, 2020）。

綜上所述，本報告建議政府設立或賦權專屬機構，統籌財政資
源和補貼、規劃終身學習課程，為從業員和其他學習者提供特
定技能的進修機會。機構必須與商會緊密合作，讓其參與技能
規劃，並利用其業界人脈推動全港的技能培訓。與此同時，院
校應該與業界代表合作，令持續進修課程與業界標準接軌。



升學就業的晉升階梯對於保障香港人才競爭力和推動經濟發展至關重要。時間對繁忙
的香港人來説是寶貴的資源，故任何持續進修或職業技能發展均須與實質回報掛勾，
方可説服大眾參與。然而，現時無論是升學門檻的彈性、事業發展還是跨境流動都充
滿掣肘，令學術及專業資歷的認可不足，減低在職人士參與持續進修和培訓的意欲。
因此，應用學習及工作經驗必須透過相關學術及業界團體獲得資歷認證，才可以將學
習成果轉化為事業發展的里程碑。

香港的「資歷架構」（簡稱“QF”）旨在「提升香港工作人口的技能及競爭力」，「為學術、
職業專才及持續教育界別的資歷釐定明確及客觀的標準」；及「確保學習內容能配合行
業的需要」。為達到此政策目標，QF須融合學術、應用及專業資歷，協助學習者獲取
所需技能，支持其進修和事業發展。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下稱「評審局」）在
2007年將職權範圍擴展至職業專才教育界別，隨即更新名稱以顯示其新職能。這個新
定位也代表着QF變得更注重應用資歷及終身學習，以支持市民的職業規劃。

建議2：
建構與業界結合的資歷認可機制，
為市民提供多元升學就業階梯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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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建議2：建構與業界結合的資歷認可機制

可惜的是，現時的QF靈活性不足，未能成為連接院校和企業之
間的橋樑。儘管各個QF等級的學術、應用資歷及專業資歷理論
上應具同等價值，但實際上並不是如此。例如，QF第四級相當
於學術界別中的副學士、高級文憑或高級證書資歷，理論上應
該能銜接至QF第五級的學士學位課程；可是，手持QF第四級
應用資歷的電力工程人員卻難以憑其報讀學士學位課程。而學
生在修畢QF第四級的職業訓練局海事科技高級文憑後，仍要再
次考取同樣為QF第四級的三級甲板高級船員合格證書，才可成
為遠洋或內河船的三級甲板副長（VTC, 2021; Marine Department, 

2021）。專業資歷亦面臨同樣問題；一個導遊難以單憑旅遊業
議會發出的導遊證報讀相關學位課程。

提升就業能力通常是選擇持續進修的重要動力；因此，持續進
修的發展必須考慮到就業市場的需求。為確保應用資歷能獲得
學界和業界的雙重認可，QF的標準和質素保證程序須更着重應
用能力。現時行業代表和僱主在以技能為本的應用教育課程中
的參與並不足夠。

建議2.1至2.6將列出一系列幫助學習者發展事業並增強競爭力
的行動。院校須改革收生機制以容納各類非學術型人才，為他
們提供更多專上應用教育的機會。業界代表必須參與應用課程
的設計和資歷認證過程，以確保企業在招聘和內部晉升過程中
肯定這些資歷的價值。學界亦應將應用資歷和學術資歷看齊。
政府必須擔當領導角色，在其招聘、內部評核和對外招標時帶
頭認可應用資歷，從而提升應用資歷的認受性，鼓勵業界和學
界跟隨，繼而令終身學習成為社會文化的一部分，支持個人事
業和整體經濟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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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非常規 
副學位招生方式

非常規招生限額 
從未用盡

非常規入學途徑 
鮮為人知

考生臆斷成績 
為唯一入學途徑

自資院校

建議2.1：上調自資院校副學位課程中「才能為本收生」的比率至30%， 
並將應用學位先導計劃的「才能為本收生」比率設為50%

與世界各地相比，香港的專上院校收生機制十分僵化。大學一
般入學條件俗稱「三三二二」，要求學生在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HKDSE）中的中、英文科須考獲第三級成績，而數學、通識科
則須考獲第二級成績。副學位課程亦要求考生必須在四個核心
科目及一個選修科取得第二級的成績。收生機制一律以學術成
績作為入學門檻，未能識別學生的其他才能。一方面，部分適
合特定專業或技術科目的同學未能進入相關課程，令院校和業
界都不能吸納最合適的人才；另一方面，只根據學分而選讀課
程的同學也未必真正適合該學科，畢業後亦未必會投身與自己
資歷相關的行業。

現有的非常規收生途徑鮮為人知，也甚少被使用。現時，專上
院校課程非常規收生上限定於總收生人數的5%。院校在錄取過
程中可按學生的工作經驗、獲取的獎項、課外活動或作品作為
收生的準則。可是，院校一直視此類收生方式為特例，大多數
考生亦不會視為可行的入學途徑，導致使用率一直低於5%的上
限；低使用率讓院校無意提升此限額，形成惡性循環，令各種
專才錯失入讀大專課程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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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臆斷成績 
為唯一入學途徑

以成績為本的收生機制 
（保證入學學生皆能畢業）

工程學院 高畢業率，但畢業生大多從事 

與修讀科目無關的職業

畢業率可能較低，但學生大多選擇修讀與志向 

相符的科目，畢業生大多投身與學科相關的職業

以才能為本的收生機制 
（保證畢業生的學習成效）

5 | 建議2：建構與業界結合的資歷認可機制

為解決同樣的問題，新加坡於2020年將學士學位以才能為本的
收生機制限額由15%提升至30%，理工學院更提升至30-50%

（Straits Times, Joint Portal of the Polytechnics of Singapore, 

2020）（附件4）。擴闊收生方式能幫助大專院校更靈活地吸納更
多元的人才，確保獲錄取學生適合其選擇的課程。

香港必須重新思考大專院校的收生標準究竟為誰而設─比起入
學成績，升學制度更應注重畢業生的質素；完成課程後所獲得
的技術和將來的發展遠比學術資歷重要（圖16）。學校應更重視

學生的專長和興趣：他們的學術成績未必佔優，但卻最有可能
在未來投身相關行業。雖然此變動有可能導致畢業率稍微下
跌，但即使學生最終未能達到畢業要求，在學期間也能從學習
過程中得到更多，提升其就業能力。政府現時的專上院校撥款
優次過分重視畢業率，視其為辦學成功的指標，亦是推高入學
要求以減少輟學人數的成因之一；因此，政府的撥款機制亦須
變革。

圖16 從以成績為本轉為以才能為本的收生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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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學位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學院、
香港都會大學、香港演藝學院等

高級文憑

香港中學文憑試「應用學習」科目/
青年學院

基金會在上一份應用教育報告中建議把自資院校學士學位非常
規收生比例由5%增至15%，並重新命名為「才能為本收生機
制」。本報告進一步建議自資院校將副學位的才能為本收生比例
增至30%，設立先導計劃嘗試將收生比例增至50%，並容許較
高技術性的課程根據學科內容及難度在收生條件中指定中學必
修科目。如此則院校可更靈活地取錄合適的學生，讓擁有不同
才能的青年人在升學道路上有更多選擇。

上一份報告亦建議香港設立一所提供應用學位的應用型大學。
要推動應用教育，必須建設完善的晉升階梯，貫穿中學及專上
教育兩個階段。一個完善的階梯能協助學生發掘自己的興趣，
循序漸進地將興趣轉化為專業技能、培養相關的行業知識和觸
覺，開拓將來就業的路徑。政府於2020年推出的應用學位先導
計劃最少應有50%學額以才能為本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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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評估（IE）階段1

階段2

階段3

階段4

學科範圍評審（PAA）

課程評審及課程覆審（LPA / Re-LPA）

機構定期覆審（PIR）

5 | 建議2：建構與業界結合的資歷認可機制

建議2.2：邀請更多業界機構及專家參與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的課程 
質素保證，以提升業界參與

香港的資歷認可一向有學術和職業界別之分。QF的其中一個初
衷正是希望以統一的標準認證學術和專業資歷。然而，在結構
和認證程序的限制之下，評審局始終未能平等地看待學術和專
業資歷。評審局本身為學術評審而設，因此要確保專業資歷評
審可以切合行業需要是一個重大的挑戰。

評審局現時的質素保證程序包括初步評估（IE）、課程評審及課
程覆審（LPA）、學科範圍評審（PAA）和機構定期覆審（PIR）四個
階段（圖17）。評審內容包括課程的策劃及管理、課程綱要、教
學安排及評核方法等，以確保學習者、課程及其院校能達到其
擬定的學習成果（附件5）。

評審局的質素保證程序的四個階段需時較長，對院校課程緊貼
市場脈搏構成挑戰。開辦新課程所需的課程評審（LPA）需時一
般為九個月，計及前後的行政程序動輒超過一年；又例如，凡
是課程 /單元內容修改佔原定課程總資歷學分的10%或以上，
就會被界定為「重大改變」，需向評審局申請，每次評估和審批
時間至少為三個月。評估和審核耗時之長不但在操作上有礙學
生獲得與時並進的行業知識和技能，更可能讓一些院校有意避
免作出課程更新，以免觸及「重大改變」。

圖17 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的四階段質素 
保證程序

資料來源：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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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增加業界的參與。奧地利教育部於2019年為了將更多職專資
歷加入其國家資歷架構（National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設
立了六個國家資歷架構服務點（NQR-Servicestellen），作為國家
資歷架構和各教育營辦者之間的中介機構，為職業培訓課程提
供質素保證和資歷認證。這些機構均與業界和商會有緊密的聯
繫，以保證評審過程的形式和內容緊貼行業標準（附件6）。

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在2018年推出的「專業資歷認可」
機制（ Recognition of Professional Qualifications，簡稱“RPQ”）
與奧地利的資歷架構服務點有相似之處。RPQ委任合資格的外
部業界機構作出專業評估及頒授認可資歷，但是行業參與度卻
偏低，範圍亦較為狹窄，有別於奧地利的例子，現時獲委任的
三個機構─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海事處，及
香港銀行學會─都未能評估其它機構的資歷。RPQ夥伴機構的
選擇亦受行業培訓諮詢委員會的覆蓋範圍所影響，故未有包括
傳統的專業界別，如醫學界、法律界等。

上述問題在評審局評估與新興產業相關的課程和資歷的時候尤
其明顯。由於行業處於發展初期，本地業內專家不足，評審小
組較難全面評估課程與業界的緊密程度，以及未來畢業生的市
場競爭力。

評審局應提升業界在質素保證程序之中的參與度，確保QF中的
課程能緊貼市場技能需求。本報告提議政府擴大「專業資歷認
可」機制，委任更多業界機構作專業資歷認證，精簡四階段質
素保證及申請重大修改的流程。如果在本港無法找到合適業界
代表時，則應邀請海外專家參與評審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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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3 Google職業證書

職業證書 職業前景

為期三至六個月的資訊科
技、數據分析、項目管理、
技術支持等專業課程

• Google認可其職業證書 

與四年制學士學位課程具有相同
價值

• 80%學習者表示在修讀課程後六個
月內找到新工作、加薪、創業等

• 受到英特爾（Intel）、德勤（Deloitte）
及美國銀行（Bank of America）等機
構認可

無須任何工作經歷即可報讀

61%學生在報讀前未曾持
有學士學位

5 | 建議2：建構與業界結合的資歷認可機制

建議2.3：根據行業技能需求配對企業與院校，開辦雙方認可的應用型課程

現時眾多僱主都將學術資歷和專業資歷視為互不相關，現實中
亦難以互通。這令資歷的價值無形中被貶低，未有實際誘因以
鼓勵在職人士獲取相關資歷。為加深學界和業界雙方對學術和
專業資歷的認可，應設立以技能為本的應用資歷，聯合院校、
商會、監管機構和評審局，令學術及專業資歷能夠同步發展。

香港的商校合作計劃大多由資源較充裕的大型企業或監管機構
領導。

當企業將其內部培訓計劃與QF掛勾，正可顯示出應用資歷能夠
提升僱員技能及推動其學習進度。例如，屈臣氏集團零售學院

Google推出了一系列網上專業課
程，以供大眾和求職者獲取資訊科
技、金融等行業中的最新專業技能。

資料來源：Grow with Goo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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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4 香港銀行學會及銀行專業資歷架構 資歷架構(QF)等級

銀行專業會士（初級）

銀行專業會士（中級）

銀行專業會士

的內部培訓包含多個QF等級二至五的高等及專業文憑課程
（附件7），而大家樂專業管理學院則提供多個QF等級三和四的

高等文憑及專業證書課程（Qualifications Register, 2021）。然
而，目前只有大型企業有能力提供經認證的內部培訓課程。
除此之外，香港的相關計劃未必能夠提供完整的學習及事業晉

升道路。例如，提升保險業人才培訓先導計劃下的「進修實習
計劃」為從業員提供相當於QF第四級專業文憑的學徒培訓，但
與學員日後在業內的進修及發展並無關係。香港銀行學會則為
另一個例子。

資料來源：香港銀行學會

香港銀行學會與香港金融管理局（簡稱「金管
局」）和評審局合作，融合教育發展及專業趨
勢，推出一系列同時受評審局認證和金管局認
可的培訓課程。從業員可依次考獲初級銀行專
業會士（QF第四級）、中級銀行專業會士（QF第
五級）和銀行專業會士（QF第六級），形成受評審
局認可的職業資歷階梯，為銀行從業員提供學
術資歷、專業資歷和職業晉升環環緊扣的前
路。銀行專業會士課程亦包含了金管局推行的
銀行專業資歷架構（簡稱“ECF”）。ECF作為業內
人士專業技能的基準，能夠推動培訓機構及企
業在制定各類課程的時候加以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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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建議2：建構與業界結合的資歷認可機制

對於一些新興行業，推動商校合作的挑戰可能更大；業界未必
有具代表性的領導者協助建立相關課程。藝術科技便是一個分
散性新興行業的例子；要找到業內人士為新科技設立應用型資
歷仍頗困難。虛擬製作、音景和擴增實境等技術亦不斷變化，
院校很難為每種新技術及時開設相應課程。因此，本報告認為
評審局可以主動和業界機構和從業員合作，發展更多持續專業
進修（CPD）課程。承接建議1.2所述的終身學習機構，評審局可
協助業界推出獲認可的CPD課程，以供從業員隨着行業發展不
斷自我增值。

政府可以與業界代表協商，視乎不同行業的情況及特性，鼓勵
各行各業積極籌組培訓機構，並結合不同持分者設立行業標準，
將其納入為各個行業度身訂造的培訓課程。較成熟的行業一般
已有一套既定的行業標準，商會、監管機構和評審局較為容易
合作制定兼顧學術和行業需求的課程，並提供CPD培訓。對於
新興行業而言，政府須與業內先行者合作，並鼓勵從業員積極
參與持續進修。政府必須採用符合行業實況的方式，才能成功
建構商學並行的雙重認證機制。

案例研究5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IVE）雲端 
系統及數據中心管理高級文憑

於2020/21學年起，職業訓練局（VTC）旗下的香港專業教
育學院（IVE）與亞馬遜網路服務公司（AWS）合作，開設雲
端系統及數據中心管理高級文憑課程。此為期兩年的高
級文憑課程計劃融合基本知識、實踐式教學、專業發展
及自主學習，讓學生在學期間修讀五個AWS提供的課程，
為AWS的事業證書課程鋪路。課程由業內專業人士授課，
亦包括應用於實踐，協助學生獲得實戰經驗和知識， 

為雲端科技的職場做好準備。

資料來源：職業訓練局、亞馬遜網路服務公司



46 建議2.4：由政府牽頭於進行招聘、晉升、投標程序時認可資歷架構下的課程
與技能，提高其認受性，以此鼓勵業界及求職者獲取及認可相關資歷

在QF的使用和宣傳上，政府較為被動和保守。現有的政府招聘
仍普遍使用學術資歷和語言能力作標準，不會列出各崗位所對
應的QF等級或技能，可見政府未能充分運用及推廣QF，也未
能鼓勵私營機構在招聘過程中應用。

政府於2020年推出「QF in Action 」（下稱“QFIA”），旨在促使業
界採用QF，「透過鼓勵不同機構發展與資歷架構相關的項目，
促進持續進修終身學習的文化，達至提升本港人力資本的競爭
力，及協助各行各業的持續專業發展」。以房屋署為例，當局現
已要求所有合約前線工地測試技術員（Field Technician）及其主
管取得QF第三級或以上資歷。不過，QFIA暫時只有一部分政
府部門參與。

政府應以身作則，採用QF級別和相關技能作為招聘條件的一部
分，以造成連鎖效應，令求職者和僱主廣泛使用和認可應用資
歷。由於同一個級別可包含各種不同的能力及資歷（如第四級可

以是一個兩年的副學士，也可以是兩個月的證書課程），政府應
列明對應的資歷要求。現時，歐盟使用資歷架構時清楚説明各
職位的性質以及所需技能，以便求職者能有效提供相應的資歷
證明（Cedefop, 2018）。QF級別可被政府和企業加以參考，供
其列出技能要求，讓從業員將多於一項的資歷結合以滿足職位
要求。這可以提升應用資歷的認受性，幫助求職者提高就業能
力，進而將學習與就業及晉升掛勾，鼓勵終身學習。

在發牌、招標和採購等流程中，政府也應該採納並推廣應用資
歷。建築業現已將特定技能納入投標要求：發展局規定，任何
項目預算超過3,000萬港元的政府工程在設計和建造過程中必
須採用建築信息模擬（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ling）技術

（DEVB TC（W） No. 7/2017）。政府應擴大此類適用於公共項目
的技術要求，以鼓勵各界在招聘以外亦認可和使用專業資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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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建議2：建構與業界結合的資歷認可機制

科技發展一日千里，加上新冠疫情反覆，造就教育科技迅速
發展，更為教與學的模式帶來翻天覆地的改變。精簡、易於
吸收、靈活度高和門檻低的微證書課程成為終身學習的重要
一環。微證書意指多於一個單一課程，但少於一個完整學位的
資歷（Pickard, Shah, and de Simone，2018）。全球現時已有超
過1,180個不同的微證書課程（Class Central，2020），如大型
公開網上課程（MOOC）等，很多時候由大學教授負責於網上或
混合環境教學。相比傳統學位，微證書受眾更廣，適合無法參
與全日制課程的學習者根據自己方便的時間、地點、能力和進
度，通過單元學習模式提升知識和技能，並向僱主展現自己的
學習成果。哥倫比亞大學的研究指出，高達38%已完成微證書
的人士表示學習經驗對工作表現有直接幫助（Hollands and Kazi, 

2019）。微證書課程利用科技將教育模塊化、個人化，令學習
更容易融入生活。

建議2.5：將微證書課程按業界所需技能納入資歷架構、頒授相應級別， 
並鼓勵院校對相關證書賦予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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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歷架構
（評審局、資歷架構秘書處）

模塊化學習

學分要求
（專上院校）

行業所需的技能
（行業培訓諮詢 

委員會、商會等）
 ?

 

 ? 

香港部分院校已經開始開辦微證書，以實現終身學習。現時香
港的大學就編程、金融、時裝等領域一共提供11個微證書課程

（HKU, CUHK, HKUST, PolyU, 2021）（附件8），香港科技大學更
容許學生以MOOC滿足部分學分要求。EdX學習平台則在一丹
獎基金會的支持下於2018年推出受行業認可的線上微學士課
程，讓學員可以將其受認證學分報讀大學學士課程並受行業認
可（Yidan Prize Foundation, 2020）。將微證書課程納入QF可以
提升專業認可，並幫助在職人士在業餘時間持續提升個人技
能，進行終身學習。

在實際操作上，有多種方式提升微證書的認受性。例如，歐洲
MOOC聯盟（European MOOC Consortium）於2019年成立了

「共通學歷微認證框架」（Common Microcredential 

Framework），基於「歐盟資歷架構」及各國資歷架構推出微證
書課程。而澳洲教育、技能及就業部亦於2020年建立「微證書
市場」（Microcredentials Marketplace），提供受全國高等教育學
院認可的微證書課程，並可通過學分叠加組成學位。由此可
見，多個國家已將微證書納入現行架構中（附件9）。

圖18 以三方合作機制推動模塊化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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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建議2：建構與業界結合的資歷認可機制

本報告建議香港從以上三個元素着手，透過微證書推動模塊化
的進修模式，協助學習者提升技能（圖18）。要充分發揮微證書
的作用，必須確保課程與專業技能相連，可叠加和轉換學分，
且受QF等級認證。這三方面需做到環環相扣，相互掛勾：例
如，行業所需的技能需同時連接QF等級及專上院校學分要求。

然而，目前的微證書並未足夠讓這三個元素相輔相成，促進全
民終身學習。為進一步宣傳這種學習模式，政府應設立一個線
上平台，為僱主和院校展示微證書課程資料，並容許他們核實
求學或求職者的資歷。

建議2.6：建立粵港澳大灣區學術及專業資歷的互認互通機制，為青年拓展 
前路

粵港澳大灣區近年來迅速崛起，為香港的經濟、社會及文化發
展帶來諸多機遇，例如香港利用了自身經驗，協助鄰近城市建
立其資歷架構（圖19）。不少市民有意到大灣區發展以抓緊新機
遇，可是目前三地之間欠缺一個統一標準評定學術和職業資歷，

對地區之間的人才流動構成阻礙。目前，廣東省所認可的香港
專業證書寥寥無幾，僅有美髮和美容兩個行業的四項證書獲國
家職業資格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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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慶

中山

江門

廣州

東莞佛山

惠州

深圳

香港

珠海 澳門

深圳市專業技術資格評審條件之學歷資歷條件速查表
申報職稱評審

未取得上一級資格 取得上一級資格

員級 助理級 中級
副高

不分正副
高

正高 助理級 中級
副高

不分正副
高

正高

中專畢業後 1年 5年 15年 / / 4年 8年 3年 3年
大專畢業 / 3年 8年 / / / 4年 3年 3年
本科畢業 / 1年 5年 / / 1年 3年 3年 3年
雙學士畢業 / 1年 4年 / / 1年 2年 3年 3年
研究生班畢業 / 1年 4年 / / 1年 2年 3年 3年
獲得碩士學位後 / 3年 2年 / / 3個月 2年 3年 3年
獲得碩士學位前後 / / 累積3年 / / / 累積3年 3年 3年

取得博士學位 / / / 按規定程序 
申報 / / / 按規定程序 

申報 3年

廣東終身教育資歷框架

普通教育 職業教育 資歷等級 培訓及學習成果

研究生 / 
學術博士

研究生 / 
專業博士 7 不適用

研究生 / 
學術碩士

研究生 / 
專業碩士 6 一級

國家職業
資格證書 專項證書 培訓證書 學習成果

本科 /
學士

應用本科 / 
學士 5 二級

專科 高職 4 三級

高中 中職 /中技 3 四級

初中 2 五級

小學 1 不適用

資歷等級 相約學歷

第七級 博士

第六級 碩士 /深造文憑 /深造證書

第五級 學士 /專業文憑 /專業證書 /高等文憑 /高等證書

第四級 副學士 /高級文憑 /高級證書

第三級 文憑

第二級 證書

第一級 基礎證書 /證書

圖19 大灣區的不同資歷架構

資料來源：資歷架構、廣東省市場監督管理局，以及深圳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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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建議2：建構與業界結合的資歷認可機制

大灣區發展不斷加快，香港的人才必須跟上並融入區域發展大
局，在諸多創新產業中尋覓出路。資歷互通有助大灣區的人才
流通；因此，政府應簡化培訓、資歷認證或招聘等過程中的繁
瑣行政程序，推動兩地資歷互認，並透過院校及課程的互通鼓
勵市民跨境生活及就業。

國際上的資歷互認機制可以大致上被歸納為「國際合作平台」、
「單一基準」、「共享基準」和「資歷架構互通」四大類（圖20）。

香港和大灣區在資歷互認上的進展暫時還停留在簽署合作備忘
錄、建立合作平台和有限度認可單一資歷的初始階段，並未達
到互認互通的目標。一些發展較成熟的資歷架構如歐洲資歷架
構等會將其成員國的各種資歷證明納入，制訂統一標準，使歐
洲居民在歐盟各國進修或就業都能獲相應的認可，無須經過額
外的程序或測試，值得香港加以參考（附件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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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質素保證和認證機構間
的恆常溝通

• 例如：由15個亞洲和歐
洲機構組成的「跨境高等
教育質量保障協作網絡
組織」

• 由機構單方為其他國家或
地區的資歷進行評估

• 例如：新西蘭資歷局和香
港資歷架構接納其他資歷
認證機構的互認申請

共享基準

• 以共享基準作跨國參照點

• 例如：東南亞國家聯盟的
「東協資歷參考架構」

資歷架構互通

• 列出與各個國家或地區資
歷架構相對應的資歷等級

• 參與的國家和地區亦須標
明和共享資歷架構相對應
的資歷等級

• 例如：歐洲資歷架構

單方基準合作平台

資料來源：香港資歷架構、跨境高等教育質量保障協作網絡組織、新西蘭學歷評估委員會、東協資歷參考架構，以及歐盟資歷架構

圖20 跨境資歷互認的國際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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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建議2：建構與業界結合的資歷認可機制

大灣區應用教育的發展可以配合國家的規劃。《深圳市教育局
2021年工作要點》強調要「加強深港教育交流合作：建構高
校、職業院校『四互』合作機制（教授互聘、課程互修、學分互
認、文憑互授）」。《工作要點》中還提到要「支持建設20個社區
學院和20個行業培訓學院」、「建立個人學習賬戶和學分累計認
證轉換制度」、「推動深港校（園）長教師和學生開展常態化交
流」，及「積極推動共建粵港澳大灣區職教培訓中心」（附件11）。

一個完善的大灣區資歷互認機制必須同時認可學術及專業資歷，
並以此拓寬人才發展道路。跨境資歷互認應先涵蓋QF的學術及
應用資歷，再進一步納入業界及專業證書。香港應用教育界別
的主要機構，如自資高等教育聯盟（FSTE）、評審局和職訓局
等，應擔當領導角色，率先設計學分及資歷轉換系統；內地的
教育及評審機構，如廣東省質量技術監督局、廣東省教育廳和
深圳職業技術學院等，可與香港合作建立大灣區內統一的學術
及專業資歷架構；而本港的企業和商會，如香港中華總商會、
香港總商會和粵港澳大灣區工商聯合會，則應帶頭聘用更多具
跨境資歷的人才。如建議1.1所述，這些商會在香港和中國內地
擁有龐大的商業網絡和人脈，可以積極參與應用型課程的設計、
教學和評審工作，為香港青年提供在大灣區的各種工作和實習
經驗。

質素保證機構的角色非常重要，能夠提升兩地學界及業界對資
歷架構的信心。評審局和資歷架構秘書處繼幫助廣東省教育廳
制定資歷框架後，應進一步協助他們設立質素保證機制，確保
兩地資歷具可比性。

完善教育機制需要以上各方緊密合作，共同建構一套受多方認
可、公平公正的資歷互認機制。此機制可為自我監管的專業機
構加入跨境資歷互聯互通打下根基，日後將參與的行業擴大至
會計、法律、工程，及測量等，以促進香港與大灣區的資歷互
通、人才共融，為市民開拓更多跨境學習和就業的機會。



香港的公共教育開支以正規及學術型教育為主（圖21和圖22）。一個具前瞻性的共融
社會必須能夠支持多元人才的學習需要，積極鼓勵各年齡層人士持續進修，並推動本
港經濟和創新產業發展。應用教育固然不應忽略學生社交溝通、情感發展等方面的培
育；不過，課程同樣需要為學生提供在職場上應用的知識及技能，而這類課程目前所
獲的支持並不足夠。

政府在2019至2020財政年度的教育總開支高達1,253億港元，涵蓋小學、中學及專
上學生等（Legislative Council, 2021）。相比之下，整個社會的持續進修卻只獲得約
六億港元的撥款，主要為持續進修基金（CEF）和僱員再培訓局（ERB）所得。在正規教
育之中，學術型高中課程和教資會副學位課程獲142億港元撥款，但職業訓練局及

「指定專業 /界別課程資助計劃」（SSSDP）副學位（ibid.; VTC, 2021）的職專型課程只獲
33億港元。

建議3：
建立具針對性的撥款機制，促進全民
終身學習，滿足未來技能需求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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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資助額（億港元）

高中  138

教資會副學位   4

總額 142

類別 資助額（億港元）

經常開支

小學教育  225

中學教育  299

專上教育  239

其他教育項目 [2] 161

非經常及資本開支 329

總額 1,253

類別 資助額（億港元）

職業訓練局  32[1]

SSSDP 副學位  1

總額  33

類別 資助額（億港元）

持續進修基金  2 [1]

僱員再培訓局  4

總額 6

6 | 建議3： 建立具針對性的撥款機制

資料來源：教育局、《2021–22年度財政預算案》，以及僱員再培訓局
註：[1] 持續進修基金資助額已包括0.3億港元營運成本
 [2] 「其他教育項目」包括政府在學前教育、特殊教育、職業專才教育及決策局支援方面的經常開支

圖21 政府為學術和應用型課程（高中及副學位階段）提供的撥款（2019–20）

圖22 政府為正規和非正規教育提供的撥款（2019–20）

資料來源：立法會、職業訓練局、《2021–22年度財政預算案》 
註：[1] 數字由教育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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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助專上課程 
學生資助計劃 

（TSFS）

全日制大專學生 
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 

（NLSFT）

專上學生資助計劃
（FASP）[1] 

專上學生免入息 
審查貸款計劃  
（NLSPS）

擴展的免入息 
審查貸款計劃  

（ENLS）

合資格課程 只有教資會資助或公帑資助，由TSFS認可
院校所提供的全日制課程 全日制經本地評審的自資課程

指定的專上 /持續
進修及專業 

教育課程

經入息審查? 有 無 有 無 無

助學金/貸款

學費、學習支出及
必須繳付的學生會

會費助學金， 
和生活費貸款

學費貸款
學費、學習支出 

助學金，及生活費
貸款

學費貸款 學費貸款

終身貸款限額
（2020/21） 不適用

383,500港元  
（NLSFT及NLSPS 

合併總額）
不適用

383,500港元  
(NLSFT及NLSPS

合併總額）
383,500港元

此外，現時專上及大專教育的資助 /貸款計劃雖然全面，但欠缺
針對性（圖23）（附件12）。能夠獲取經濟援助固然是好事，但是
本報告認為政府不應只按申請人的經濟需要提供資助或貸款，

而應該將撥款與產業政策接軌，協助市民掌握與行業發展有關
的特定技能，如數碼及認知技能等，以推動本港經濟多元化發
展及創新。

資料來源：在職家庭及學生資助事務處
註：[1] 只有30歲或以下的註冊全日制學生有資格申請FASP；FASP是唯一一個有年齡限制的資助計劃

圖23 香港現時資助計劃（專上及大專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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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2019/20

2021/22
+0.4% 2018/19

3.7%
2019/20

2019/20

2019/20

香港[4] 英國[2] 新加坡[3] 德國

平均值（除香港以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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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德國聯邦統計局、新加坡政府、Workforce Singapore、SkillsFuture Singapore、英國議會、英國教育部、教育局、僱員再培訓局，以及《2021–22年度財政預算案》
註：[1] 持續進修撥款支出佔教育開支總額中的百分比的計算方式為：
  香港 = [人力發展支出（勞工及福利局）+ 持續進修基金支出（在職家庭及學生資助事務處）+ 僱員再培訓局支出（淨收入）]/教育開支總額
  英國 = [Adult Education Budget + Institutes of Technology（英國教育部）]/教育開支總額  
  新加坡 = [SkillsFuture Singapore（新加坡教育部）+Workforce Singapore（淨收入）（人力部）]/教育開支總額
  德國 = [持續職業教育 + 其他教育開支 + 持續進修參與者所獲支援（德國聯邦科技教育部）]/教育、研究與科技開支總額
 [2] 英國政府為支持全民技能提升，計劃在2021/22年度在國家技能基金計劃額外增加3.75億英鎊撥款。上圖假設英國其他教育支出項目維持不變
 [3] 新加坡在2018/19至2019/20年度之間提高了持續進修撥款的支出，主要因素為SkillsFuture Singapore未來技能職業津貼（SkillsFuture Mid-Career Enhanced Subsidy）和中小企技

能培訓的資金，同時增加了Workforce Singapore的補助金支出
 [4] 香港政府於2020–21財政預算案中宣佈向再培訓基金注資25億港元，以支援「特別愛增值」計劃。目前並未有公開數據顯示獲額外撥款後一年度的基金開支，但該一次性注資相

當於年度教育開支總額的2.3％

圖24 持續進修在各國教育開支中所佔的百分比 [1]



58 香港的持續進修開支僅佔教育開支總額的0.5%。與此同時，面
對全球新冠疫情的衝擊，加上職業技能升級轉型的迫切需求
下，世界各國都在增加持續進修的開支（圖24）。

人力資源的技能提升已成為國際社會重要的政策議題。例如，
新加坡在2019/20財政年度分別為Workforce Singapore及
SkillsFuture Singapore增加了1.83億新加坡元和1.46億新加坡
元撥款；英國在推出「終身技能保證」後，則在國家技能基金中
預留了3.75億英鎊，用於提供與行業相關的技術課程、培訓資
金和貸款開支。

與其他國家 /地區的4.9%平均開支相比，香港在持續進修上的
支持不足。政府在2020/21年度一次性為僱員再培訓基金注資
25億港元，但即使假設這些資金全部在一年內使用，持續進修
的撥款仍然只佔教育總開支的約3%，次年更會回落到0.5%。
由此可見，香港需要審視其持續進修方面的策略。

政府應善用公帑，推動應用教育的整體發展，鼓勵私營機構提
供專業技能提升和培訓，讓擁有不同專長及興趣的學習者發揮
所長，支持本港高增值產業的發展。香港教育制度根深蒂固的
問題不能單靠資金來解决；政府投放的財政資源須更具針對
性，才能加快發展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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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建議3： 建立具針對性的撥款機制

建議3.1：提供十萬港元的終身技能發展補助金，讓每位市民提升技能， 
支持未來事業發展

現時本港的資助計劃只有貸款或按入息審查發放的助學金兩
種，並沒有重點支持任何技能或課程。兩者相較，雖然貸款申
請較易獲批，但會為學習者帶來較長期的經濟壓力。因此，本
港需要一個針對推動全民升級轉型、以增強長遠競爭力為目標
的助學金。本報告建議當局推出終身技能發展補助金，讓18至
65歲人士可獲取最多十萬港元津貼，用以提升技能，支持事業
發展。

作為具前瞻性及針對性的技能發展策略，補助金的申請資格應
以成效為本。申請人士必須經僱主或其他管理機構批核，證明
課程有助其事業發展。至於有意轉投其他行業的人士，政府可
以貸款形式為申請者提供補助金，並要求申請者於完成課程後
證明該課程對其職業發展或轉行有幫助，以此作為發還款項的
條件。為確保申請人士善用補助金，計劃應設有10至20%的共
付比率。

案例研究6 海運及空運人才培訓基金 
旗下的學費退還計劃

總額為一億港元的培訓基金下設立有「飛機維修專門課程
部分學費退還計劃」，以經濟誘因推動飛機維修行業發展，
鼓勵年輕人完成學業後投身該行業。

申請人須符合以下條件：

1. 已完成飛機維修工程高級文憑或職專文憑，以及

2. 在成功完成課程後六個月內，獲符合民航處根據香港
航空要求第145部（HKAR-145）批核的本地維修機構
聘用

合資格申請人可獲退還所修讀課程學費總額的50%， 

上限為50,000港元。

資料來源：運輸及房屋局



60 從海運及空運人才培訓基金的例子可見，一個重視學習成效的
補助金可以鼓勵市民自我增值，透過影響職業規劃帶動經濟發
展。此類計劃不應局限於單一行業；政府應為各行業人士設立
具針對性的終身技能發展補助金，帶動行業升級轉型。同樣
地，此基金不應只限於資助全日制課程，而應提供靈活的進修
選擇，如兼讀制、透過線上或混合形式教學的課程等，允許更
多市民參與。

如建議1.1所述，人力資源規劃委員會應帶領並統籌各行業制訂
由業界主導的能力標準、預測行業發展趨勢及進行技能配對，
以協助希望升職或轉行的人士。終身技能發展補助金可以參考
委員會對產業需求的預測，加上資歷架構釐定的技能標準，更
具針對性地支持市民進修。三者理應互相配合，方能形成一個
生態圈，推動終身學習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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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3.2：改革持續進修基金，透過定期行業趨勢預測、更廣泛的課程選擇、
更寬鬆的申請資格，以及具時限的注資等方式支持創新產業發展

持續進修基金（CEF）對於推動全民終身學習非常重要。CEF目
前透過學費發還機制運作，由在職家庭及學生資助事務處（下稱

「學資處」）參照指定共付比率向成功修畢指定登記課程的申請人

發還款項，以鼓勵院校招收更多學生（WFSFAA, 2020）；這個
機制相對上較為被動。

資料來源：在職家庭及學生資助事務處

圖25 持續進修基金使用量由最初的高位逐年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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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每年超過七萬個申請的高位下跌至2018/19年度低於兩
萬。政府已推出多項措施希望提高CEF的使用量，包括擴展資
助課程範圍至所有獲QF認可的課程、將資助上限由每人一萬港
元增至二萬港元，以及將申請年齡上限調高至70歲。

相比之下，新加坡精深技能發展局（SkillsFuture Singapore）在鼓
勵國民參與持續進修方面的成效更佳。SkillsFuture Singapore

向每名國民派發五年期滿的一次性補助基金，以推動國民盡快
使用，並提供超過28,000個課程，其中最大範疇為資訊及通訊
科技。此外，當地國民可使用補助基金報讀網上課程，包括大
型開放式網絡課程（MOOCs）。新加坡在2020年15至64歲本地
勞動人口的培訓參與率為49% （Singapore Government 

Manpower Research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2021）；遠高
於香港類似研究顯示的20.4% （Legislative Council, 2020）。

案例研究7 法國個人培訓賬戶（Compte Personnel de Formation – CPF）

法國的「個人培訓賬戶」（CPF）為一個可累積的補助金計劃，
於2015年推出，後於2018年被加以改良。此計劃旨在鼓勵
在職人士在職業生涯中持續接受培訓。

從2020年1月1日開始，政府每年向每個全職員工及求職者
的CPF增發 500歐元；低技術人士 [1] 則每年獲發800歐元。
全職員工及求職者的賬戶上限為5,000歐元，非技術人士的
賬戶上限為8,000歐元，而自僱人士及兼職僱員（工作少於全
日制一半時間）的補助金則按比例獲發。

為支援業界人士持續參與專業發展，此撥款機制允許受惠人
士於達到退休年齡前隨時使用CPF補助金。因賬戶設有上
限，受惠人士如希望獲得更多補貼，便必須持續使用現存金
額。此外，CPF的職業轉換項目（Projet de Transition 

Professionnelle）准許在職人士獲取有薪假期以作進修之
用，解決學習者就業期間缺乏時間進行培訓的困難。

CPF以僱主法定供款作為資金來源。聘請少於10名僱員的
小型企業不需要作出任何供款，但可獲得資助參與CPF旗下
的培訓項目。

資料來源： Perez and Vourc'h, 2020
註：[1] 低技術人士被定義為沒有獲取等同或高於法國第三級資歷文憑的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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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具前瞻性的
培訓課程

定期派發有時限的 
助學金

納入 
海外網上課程

推行數碼技能 
培訓補助金

取消 
申請年齡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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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加快培養行業發展及創新所需的人才與技能，政府應將CEF

由學費發還機制轉化為針對性推動終身學習的撥款制度。學資
處可主動邀請培訓機構增加CEF下資訊及通訊科技等技能的培
訓，以吸引更多人士報讀。為進一步裝備本港市民，迎接經濟
數碼轉型，當局可進行具時限性的注資，向每人提供5,000港
元報讀數碼技能課程，推動他們利用該撥款，為各自專業界別
的科技發展出一分力。海外的網上課程亦可被納入CEF，以提
供更多選擇。最後，學資處應取消CEF 70歲的年齡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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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支持，並將計劃下的副學位名額由2,000人增至4,000人，涵蓋兼讀制課程

指定專業 /界別課程資助計劃（SSSDP）於2014年《施政報告》推
出，以資助學生修讀涵蓋十個學科，經本地評審的全日制自資
學士學位課程（Concourse for Self-financing Post-secondary 

Education, 2021）。然而，SSSDP的撥款機制卻有以下三個
問題：

其一，SSSDP就支援新興產業發展的針對性並不足夠。計劃下
所資助的十個學科性質相對廣泛，未有就特定行業需求調整資
助金額。本報告建議政府為此計劃設立專屬審查機制，確保其
涵蓋的課程可為畢業生提供職業發展出路，並集中支援高增值
新興產業發展，帶動香港經濟轉型。另外，相對於固定的學生
補助金額，SSSDP更應根據每個課程的成本、課堂時數及職場
學習內容作出調整。

其二，大部分副學位學生未能從SSSDP下獲得資助。如圖26

所示，SSSDP下的副學位資助僅為教資會副學位所獲資源的
20%，更只涵蓋自資副學位課程中八分之一的學生（Legislative 

Council, 2021）。換言之，香港有56%的副學位學生沒有獲得
政府資助（ibid.; Vocational Training Council, 2021）。本報告建
議政府將SSSDP下自資副學位課程的涵蓋數量由每屆2,000名
學生增至4,000名學生，為產業發展培育更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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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5名學生
（~4%）

8,359名學生
（~32%）

1,922名學生
（~7%）

14,408名學生 
（~56%）

（港元） 教資會 
資助副學位

職訓局 
高級文憑

自資高級文憑  
（受惠於SSSDP）[2]

自資副學位（不受惠於SSSDP）[3]

單位成本 193,000 105,000 64,160 64,160

隱含政府資助額 161,425 73,430至74,200 31,98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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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SSSDP目前只資助全日制課程。為令各年齡層的學習者
可靈活地進行持續進修，推廣終身學習文化，本報告建議
SSSDP應涵蓋兼讀制課程。

教育局於2020年12月推出應用學位課程先導計劃（GovHK, 

2020），並邀請SSSDP下具有經驗的院校提供應用學位課程。
政府應以先導計劃作為契機，檢視目前的學位課程撥款機制，
使應用學位能成為高級文憑畢業生的升學路徑。

資料來源：立法會、自資專上教育委員會，以及職業訓練局
註： [1] 教資會資助的副學位所用數據截至2019/20年度，而其他數據則截至2020/21年度
 [2] 取自指定專業 /界別課程資助計劃下所有自資高級文凴單位的平均成本
 [3] 參考指定專業 /界別課程資助計劃下自資高級文憑單位的加權平均成本

圖26 副學位學生之間的單位成本及政府資助額存有差異 [1]



66 建議3.4：設立補助金支持商校共同設計及教授應用型課程，攜手締造晉升 
階梯

香港業界在教育中的參與大多限於大型企業或規模及認受性有
限的項目；若政府不能打破教育（學界）和工作（業界）之間的壁
壘，就會令本地人才發展停滯不前。儘管各類新興產業及初創
公司發展蓬勃，本應可以為應用教育出一分力，但現時卻較少
參與本地人才發展。隨着實習愈趨普及，政府應認可企業在培
訓人才上的能力，同時更積極鼓勵教育界和企業深化合作。本
報告提議政府設立補助金，支持以下三個領域的商校合作，以
提升業界在課程設計、營辦及評審中的參與度。

首先，特區政府需鼓勵商校共同設計課程。應用教育不應止於
課堂學習，而應該結合職場實踐的機會。職場學習課程應成為
應用教育的核心元素：如職業訓練局推行的職學計劃等，正能
讓學生親身體驗工作，從中了解該工種的實際情況。課程應該
讓學生在理解書本上的知識後有充分的實踐機會，提升和鍛煉
其專業技能，令學生踏入職場工作時得心應手。

應用教育的課程規劃必須有業界機構參與，才能確保課程能緊
貼行業最新的發展。故此，政府應提供經濟誘因，以鼓勵業界
和學校在課程設計、授課和評核方面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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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9 澳洲「踏入業界─校園計劃 」（Gateway to Industry Schools Program）

澳洲昆士蘭州政府自2006年起帶領當地商校合作推出一項
名為Gateway to Industry Schools Program（ 《踏入業界
─校園計劃》，GISP）的應用型學習計劃。GISP橫跨10個
行業，包括先進製造、航空、通訊科技、屏幕及媒體等，獲
政府撥款270萬澳元，共有260所學校參與（The State of 

Queensland Department of Employment, Small Business 

and Training, 2021）。GISP的理念是將職場學習（work-

based learning）融入普通中學課程中，讓學生在常規教育系
統中已能親身體驗不同種類的工作，並了解各行業的發展
前景。

GISP的課程由學校和業界中具代表性的機構共同設計和授
課。例如，先進製造業的GISP由昆士蘭製造學會主辦

（Queensland Manufacturing Institute），通過學會在業內的
網絡聯繫州內50,000多家企業（Queensland Manufacturing 

Institute, 2021）；航空業的GISP則由澳洲航空學院
（Aviation Australia）主辦，獲得空中巴士集團、波音公司和

澳洲航空等行業龍頭支持（Aerospace Gateway to Industry 

Schools, 2021）。GISP亦覆蓋一些新興或較分散的行業。
例如，澳洲電腦學會（Australian Computer Society）負責協
調通訊科技界的GISP，而基本屏幕技能協會（Essential 

Screen Skills）則負責屏幕媒體界的GISP。

案例研究8 企業技術學院網絡（CTAN）

企業技術學院網絡（CTAN）由六家公私營機構 [1]和職業訓練局
合作組成。CTAN提供的課程均根據具體的行業需求制定，
且受QF認可。CTAN亦為畢業生提供實習和工作的機會

（MTR Academy, 2019）。

CTAN可説是公私營機構合作提供職業專才教育的先驅，但
其網絡目前只能涵蓋擁有足夠資源的大企業。

資料來源：企業技術學院網絡各網站
註：[1] 包括港鐵學院、中華煤氣工程學院、香港生產力促進局、香港建造學院、中電學院，以及香港國際航空學院

資料來源： The Queensland Department of Employment, Small Business and Training; Queensland Manufacturing Institute，以及Aerospace Gateway to Industry Sch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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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10 鼓掌─創新教育歷程

「鼓掌―創新教育歷程」（CLAP-TECH）將賽馬會CLAP@JC 

及 IBM P-TECH兩個計劃結合，通過為期五年的學習歷程，
讓學生透過中學文憑試應用學習科目升讀香港浸會大學的高
級文憑課程。繼於2019/20年度推出第一條資訊科技路徑

（人工智能、網絡安全及數據分析）後，CLAP-TECH於
2021/22年度推出第二條以創意科技及創新為主題的路徑。
課程由中學、大學及業界夥伴共同設計及授課，協助學生在
學習的同時為事業作好準備。畢業生將會在業界夥伴的求職
面試中獲得優先考慮（CLAP-TECH, 2021）。

香港浸會大學
兩年高級文憑
課程

學士
學位課程？

工作？
三年應用學習
科目課程

（香港中學文憑試
）

課程設定由業界夥伴
及香港浸會大學設計

無論是CTAN還是GISP，行業龍頭或商會等業界代表的參與都
是成功的關鍵。CTAN由六個成熟行業的龍頭企業組成，課程
基於既有的行業操作和準則。GISP則覆蓋各種不同性質的行
業，通過商會等中介組織聯繫一眾企業，為新興及分散性行業
制定可行的人才培訓計劃。香港各行業的商會亦可擔當領導及
協調角色，推動商校合作，鼓勵企業為學校課程設計提供意
見，引領課程發展。

其次，為增加符合行業實情的課程，政府應以補助金支持商校
合作。商會應運用其影響力，負責推動和協調企業、相關政府
部門、院校及其他教育機構合作。基金亦可支持新課程的研究
和發展並聘請富有經驗的老師以提升課程質素，以及鼓勵中小
企參與。補助金將成為推動創新和培育人才的誘因，讓擁有學
術以外不同專長和興趣的學生有更大的發揮空間。

資料來源：賽馬會多元出路計劃「鼓掌―創新教育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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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政府需為學習者建立清晰的晉升階梯。教育局應提升香
港中學文憑試應用學習科目的最高評級，使應用學習科目能成
為可讓學生繼續發展的升學途徑。另外，如建議2.1所述，大學
收生機制應增設以才能為本的學額，並與業界合作，提升職場
學習課程之質素。政府亦應設立由政府資助的應用大學，平衡

學術教育和職專教育的升學機會，確保專長不在學術而在技術
的學生有副學位以上的學習途徑。具認受性的中學和大專程度
應用課程不應局限於個別技術或行業，而應涵蓋更多選擇，以
容納多元人才。

現時中小企佔全港企業總數的98%，合共聘用了私人市場內約
45%的員工（Trade and Industry Department, 2021）。中小企往
往是行業創新及技術發展的引領者，擁有無限發展潛能；若政
府可以提供誘因鼓勵中小企在發展過程中採用行業技能框架，
就能夠有效推廣終身學習，建構學習型社會。

建議3.5：通過土地資源、資金津貼及數碼支援等方式，鼓勵中小企於招聘、
培訓和晉升過程中採納行業技能框架（例如能力標準説明）

正如本報告第四章所述，能力標準說明（SCS）在教育及培訓課
程設計上較少被採用，亦未能為不同行業制定清晰的晉升階
梯，推動市民升級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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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助中小企採用 
電子化人力資源管理 

系統以擴充業務
提供租賃優惠

推廣在職者接受再培訓
後升職加薪的成功例子

派發培訓補貼

政府應參考新加坡的成功經驗，支持中小企採用行業技能框
架。可行措施包括資助中小企採用電子化人力資源管理系統以
擴充業務、提供租賃優惠、推廣在職者接受培訓後成功升職加
薪的例子，直接資助僱員培訓等。對於中小企而言，能力標準

建議3.6：以免稅額及缺勤薪金補貼等財政誘因，鼓勵業界以更大力度推行 
持續專業發展及在職培訓

說明和QF可用以制定人力資源管理標準，推動人才招聘、內部
規劃及商業互動。政府可帶動中小企廣泛採納行業技能框架並
以其為職學規劃的指標，令行業技能更普及。

與大型企業相比，中小企發展內部技能培訓和評估的能力相對
薄弱，員工在升級轉型方面亦需要更多支援。若政府希望提高
中小企參與提供職場學習及培訓的意願，就必須提供經濟誘因。

政府於2016年推出提升「資產財富管理業人才培訓先導計劃」，
提供150,000至250,000港元的資助金供機構開辦培訓及會議。
然而，計劃只資助非牟利機構，高等教育機構及部份專業團體
開辦課程，對中小企而言沒有直接作用，難以推動系統性的商
校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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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也曾面臨類似的問題。新加坡的中小企於2018至19年
聘用了全國約70%的勞動力，但在職培訓僅佔整體僱主的30% 

（Ang, 2019）。就此，SkillsFuture Singapore推出了一系列針對
中小企的計劃，協助他們設計及進行技能培訓和評估。同時，
產業轉型藍圖下亦設有「技能藍圖」（類似香港的「能力標準說
明」）供各行業參考。為鼓勵中小企參與，SkillsFuture Singapore

更為中小企提供高達90%的課程費用和高達80%的員工缺勤工
資資助（SSG, 2020）。

英國國家學徒服務中心（National Apprenticeship Service）於
2017年起以學徒稅制度（apprenticeship levy）資助學徒培訓，根
據行業背景及培訓時間為每位學徒提供1,500至27,000英鎊的
資助。中小企的學徒稅獲政府豁免。截至2021年，蘇格蘭政府
旗下的靈活勞動人口發展基金（Flexible Workforce Development 

Fund）更為當地中小企及其他有支付英國學徒稅的僱主提供總
額達1500萬英鎊的資助，以供國民通過本地院校、蘇格蘭公開
大學（Open University in Scotland）和獨立教育機構不斷學習、
自我增值。另外，澳洲行業技能基金（Australia’s Industry Skills 

Funds）也向中小企業提供高達75％的培訓補貼（Australian 

Government Department of Industry, 2014）。

香港政府應借鑒國際經驗，鼓勵中小企為僱員提供終身學習的
機會。政府可引入稅務減免制度，令僱主更願意將資源用於人
才發展；為扶持新興產業在港發展，政府應增撥針對性資源，
鼓勵市民獲取行業所需的技能。政府亦應考慮在僱員參與第三
方提供的課程時資助企業的員工缺勤工資。



香港必須推動教育的「範式轉移」，不再局限於傳統的職前階段，而是以教育引領人
生不同階段的學習。本報告將第三章所提出的理論框架套用到香港的人才發展策略
中，並就未來發展提出政策建議，希望為所有學習者建立靈活多元的學習路徑，推
動終身學習文化，從而建構學習型社會。

本報告在管治架構、資歷認證及資金分配三方面向政府提出共14項政策建議，以
提升人才競爭力。只有當院校、業界及社會各持份者攜手革新教育制度，才能讓各
行各業人士掌握切合社會需求的知識和技能，迎接風起雲湧、瞬息萬變的新時代。

總結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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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資歷 應用資歷

課程設計

質素保證

教學安排

專業資歷

經濟誘因 靈活性 / 疊加性

終身學習

跨境認可 / 基準

標準合併

在職培訓

技能實用性

院校入學要求

業界認可

社會需求

1.1
1.2

2.1 3.5

2.4

3.3 3.2

2.6

3.4
3.6

2.2
2.3

3.1 2.5

7 | 總結



74 8 附錄

附錄1 英國《就業技能：透過終身學習創造機會和發展》白皮書（Skills for Jobs: Lifelong Learning  
for Opportunity and Growth）摘錄 [1]

This White Paper aims to strengthen links between employers and 
further education providers. We will place employers at the heart of 
defining local skills needs and explore a new role for Chambers of 
Commerce and other business representative organisations 
working with local colleges and employers... As the rate of 
technological change increases, further education will be crucial to 
building an agile and adaptable workforce. Provision will be  
flexible–whether full-time or part-time; on-the-job or off-the-job; a 
first ever job, or a change of career. Everyone will have the chance 
to retrain, update their skills and move into growth sectors, when 
they need to. 

This White Paper sets out how we will reform further education so it 
supports people to get the skills our economy needs throughout 
their lives, wherever they live in the country. Focusing post-16 skills 
on this core mission will increase productivity, support growth 
industries, and give individuals opportunities to progress in their 
careers.



75Promoting “advanced technical and 
higher technical” education

Employer-led standards Support lifelong learning

• Use the new GBP 2.5 billion National 
Skills Fund to enhance the funding to 
support adults to upskill and reskill. 
This will include an offer, backed by 
GBP 95 million in 2021–22, for all 
adults to achieve their first full 
advanced (level 3) qualification

• Expand our flagship Institutes of 
Technology programme to every part 
of the country by the end of this 
Parliament, to spearhead the increase 
in higher-level technical skills in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nd 
Maths

• Continue to roll out T Levels, to prepare 
students for entry into skilled 
employment or higher levels of 
technical study, including 
apprenticeships

• Reform higher technical education 
(levels 4 and 5) with a new approval 
system based on employer-led 
standards

• Give employers a central role working with further 
education colleges, other providers and local 
stakeholders to develop new Local Skills 
Improvement Plans which shape technical skills 
provision so that it meets local labour market 
skills needs

• Pilot Local Skills Improvement Plans in Trailblazer 
local areas, exploring an approach where they 
are led by accredited Chambers of Commerce 
and other business representative organisations 
in collaboration with local providers

• Make Strategic Development Funding available in 
2021/22 in a number of pilot areas to support... 
local priorities that have been agreed with local 
employers

• Ensure government has up-to-date and expert 
advice on the labour market and national skills 
gaps from the Skills and Productivity Board

• Align post-16 technical and higher technic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to employer-led standards 
set by the Institute for Apprenticeships and 
Technical Education, so skills provision meets 
skills need

• Invite proposals through the Strategic 
Development Fund to establish College Business 
Centres within further education colleges to work 
with employers in a designated sector on 
business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 Implement the flexible Lifelong Loan 
Entitlement to the equivalent of four 
years of post-18 education from 2025

• Stimulate the provision of high-quality 
higher technical education (levels 4 
and 5)

• Introduce pilots to stimulate higher 
technical education and incentivise 
more flexible and modular provision

• Determine how we can best stimulate 
credit transfer between institutions and 
courses

• Improve how teaching is delivered so 
that it is more accessible, with the use 
of digital and blended learning

• Provide clear information about career 
outcomes through occupational maps, 
wage returns data and ensuring 
providers give pupils information about 
all options

附錄

資料來源：Department of Education（UK）
註：[1] 原文文件沒有中文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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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教育現代化2035》分為五個部分：一、戰略背景； 
二、總體思路；三、戰略任務；四、實施路徑；五、保障措施。

《中國教育現代化2035》提出，推進教育現代化的總體目標是：
到2020年，全面實現「十三五」發展目標，教育總體實力和國
際影響力顯著增強，勞動年齡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明顯增加，
教育現代化取得重要進展，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作出重要貢獻。

2035年主要發展目標是：建成服務全民終身學習的現代教育體
系、普及有質量的學前教育、實現優質均衡的義務教育、全面
普及高中階段教育、職業教育服務能力顯著提升、高等教育競
爭力明顯提升、殘疾兒童少年享有適合的教育、形成全社會共
同參與的教育治理新格局。

構建服務全民的終身學習體系。構建更加開放暢通的人才成長
通道，完善招生入學、彈性學習及繼續教育制度，暢通轉換管
道。建立全民終身學習的制度環境，建立國家資歷框架，建立
跨部門跨行業的工作機制和專業化支持體系。建立健全國家學
分銀行制度和學習成果認證制度。強化職業學校和高等學校的
繼續教育與社會培訓服務功能，開展多類型多形式的職工繼續
教育。 

附錄2 《中國教育現代化2035》摘錄

提升一流人才培養與創新能力。分類建設一批世界一流高等學
校，建立完善的高等學校分類發展政策體系，引導高等學校科
學定位、特色發展。持續推動地方本科高等學校轉型發展。加
快發展現代職業教育，不斷優化職業教育結構與佈局。推動職
業教育與產業發展有機銜接、深度融合，集中力量建成一批
中國特色高水準職業院校和專業。優化人才培養結構，綜合運
用招生計劃、就業回饋、撥款、標準、評估等方式，引導高等
學校和職業學校及時調整學科專業結構。加強創新人才特別是
拔尖創新人才的培養，加大應用型、複合型，及技術技能型人
才培養比重。 

開創教育對外開放新格局。全面提升國際交流合作水準，推動
我國同其他國家學歷學位互認、標準互通及經驗互鑒。

資料來源：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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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經驗 行業培訓 專業教師培訓 產業主導的 
課程內容

• 提供實習津貼（為職學結
合項目的實習生提供
1,000澳元資助）、工資
補貼（15至25歲市民可
獲10,000澳元補貼；學
徒和實習生可獲50%的
工資補貼）

• 各個產業技能委員會根
據行業技能需求提供訓
練配套

• 通過各種誘因激勵大學
教職工參與培訓活動

• 大學與僱主及行業機構
共同整合職業關鍵技
能，以納入職學結合教
育課程內容

• 自2015年起，英國全國
學徒制度服務已為超過
230萬名學徒提供服務，
為每位學徒提供15,000
至27,000英鎊資助

• 由企業提供符合國家職
業標準的校本行業培訓

• 透過師資培訓課程，持
續提升職業及工業教育
課程導師的專業技能

• 以產業技能策略
（Industrial Skills Strategy）

連結僱主及各個工種技
能委員會，與培訓機構
共同開發培訓課程

• “Earn and Learn” 職學
計劃培訓只限職業訓練
局學生參與，每月為參
加者提供2,000–3,000
港元資助，支援了約
6,000名學員參加

• 職業訓練局規定所有高
級文憑和部分職專文憑
學生參加其「學生工作
實習計劃」，透過至少
90小時的工作實習提升
專業知識及技能

• 由教育機構安排職業及
工業教育導師參與持續
專業發展課程

• 2020/21年度為香港中
學文憑試應用學習課程
的導師舉辦了八場持續
專業發展研討會

• 由行業培訓諮詢委員會
制定45項能力標準説明

• 561個四級資歷架構課
程中 [1]，只有六個以相
關能力標準説明為課程
設計基礎

附錄

資料來源：Universities Australia；英國教育部；英國商業、能源及工業策略部；職業訓練局；自資專上教育委員會；以及香港學術及資歷評審局
註：[1] 涵蓋自資專上院校的副學士及高級文憑課程

附錄3 澳洲、英國和香港的產學合作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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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總收生額的30%） 理工學院（總收生額的30–50%[1]）

新加坡國立大學 共和理工學院

新加坡管理大學 淡馬錫理工學院

南洋理工大學 新加坡理工學院

南洋理工學院

義安理工學院

資料來源：《海峽時報》、Joint Portal of the Polytechnics of Singapore 
註：[1] 理工學院可按課程基礎，通過以能為本機制取錄高達50%的學生

附錄4 新加坡各專上學院的才能為本招生限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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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 目的

初步評估（IE） • 評估營辦者在設計、執行、評估及為其學習計劃進行質素保證方面的能力 

• 新營辦者一般同時申請參與初步評估和課程評審

• 營辦者須列明課程相對應的QF等級 

課程評審（LPA） /  
課程覆審（Re-LPA）

• 為課程進行課程評審（LPA）及 /或課程復審（Re-LPA），全面評估課程在策劃及管理、課程綱要、教學安排及
評核方法等是否達到其目標及擬定的學習成效 

• 營辦者需要通過 IE/IR審核才可獲得被資歷架構認可

• 課程評審的有限期為相關課程時長的n+1年（n為課程修讀年期）

學科範圍評審（PAA） • 在質素保證及課程實施方面有良好記錄的營辦商可於課程通過評審 /復審批核，並且執行七年後，在指定學
科範疇申請學科範圍評審（PAA）

• 通過學科範圍評審後，營辦者可於指定學科範圍及資歷級別（或較低級別）內發展及開辦課程

機構定期覆審（PIR） • 營辦者需每五年接受機構定期覆審，以維持其學科範圍評審資格 

附錄

附錄5 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下「四階段質素保證程序」

資料來源：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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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點 負責行業範疇

奧地利農業與環境教育大學學院 
（University College for Agrarian and Environmental Pedagogy） 農業及環境 

aufZAQ 兒童及青年工作 

經濟發展教育研究中心（ibw） 經濟研究 

Quality Austria 體系、產品及訓練認證 

奧地利職業教育研究所 
（Austrian Institute for Research on Vocational Training） 職專教育 

奧地利質素保證及資歷認可辦事處（AQ Austria） 高等教育

附錄6 奧地利的資歷架構服務點（NQR-Servicestellen）

資料來源：OeAD教育及國際化辦公室；奧地利國家資歷架構協作點；以及奧地利教育、科學及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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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顧客服務顧問
顧客服務主任

助理店鋪經理
店鋪經理

見習分區經理

新入職課程及 
豐澤星級學院

6個月

零售管理證書 
電子及電器連鎖店
（資歷架構第三級） 

6個月

零售營運 
經理培訓課程

6個月
零售管理高等文憑 
電子及電器連鎖店
（資歷架構第三級） 

6個月

店鋪經理發展課程
12個月

電子及電器零售證書
• 基礎 

（資歷架構第二級） 

3個月

• 進階 

（資歷架構第三級） 

3個月

零售管理專業文憑
（資歷架構第五級）18個月

附錄

附錄7 屈臣氏集團零售學院的零售營運人才發展路徑（豐澤）

資料來源：屈臣氏集團零售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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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科技大學

• Business English for Non-Native Speakers

• Full-Stack Web Development with React Specialization

• Full Stack Web & Multiplatform Mobile App Development

• FinTech: Finance Industry Transformation and Regulation

香港中文大學 • Doing Business in China

香港大學
• FinTech

• Epidemics – Origins, Spread, Control and Communication

香港理工大學

• Fashion Design and Creation

• International Hospitality Management

• Introduction to Stroke Care

• Business Excellence in a knowledge-driven Industry 4.0 world

附錄8 本港大學提供的微證書課程

資料來源：Class Cent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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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化的線上市場
微證書為澳洲國家證書平台的一部分；學生可
在修畢微證書課程後展示和分享他們的微證書

公帑資助
專上院校共提供20,000個受資助微證書課程

融入國家職訓系統
國家職訓系統內已有專為微證書而設的認證
框架

微證書認證條件：
• 總結性評估的總工作量（或學習時間）為100–150小時

• 培養僱主認可的行業技能

• 能於全職工作時間外完成

• 課程難度相約與歐洲資歷架構第六至第七級別（與學士
學位或碩士學位程度相等）

• 可直接或通過歐洲學分互認體系內的過往資歷認可機制
轉換學分

澳洲「微證書市場」 
（Microcredential Marketplace）

歐洲「共通學歷微認證框架」 
（Common Microcredential Framework）

附錄

附錄9 澳洲「微證書市場」和歐洲「微證書通用架構」

資料來源：CORSHIP；澳洲教育、技能及就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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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資歷架構
（EQF）等級 不同國家的資歷等級例子 

1
馬耳他：VET Level 1 

德國：Vocational Training Preparation

2
馬耳他：VET Level 2 

英國：National Vocational Qualifications Level 1 

3
愛爾蘭：Level 3 Cert 

盧森堡：Vocational Aptitude Diploma

4 馬耳他：VET Diploma 

5
馬耳他：VET Higher Diploma 

英國：Higher National Certificate and Diploma

6 德國：Master Craftsman （Certified）、Operative IT Professional（Certified）

7
捷克共和國：Senior Detective （Czech Republic）、Chemical Engineer Product Manager 

德國：Strategic IT Professional （Certified）

8 愛沙尼亞共和國：Chartered Engineer、Chartered Architect

資料來源：歐洲資歷架構 

附錄10 歐洲資歷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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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教育局2021年工作要點 

深港教育交流 商校合作 終身學習

構建高校、職業院校「四互」合作機制
（教授互聘、課程互修、學分互認、文憑

互授），積極推動共建粵港澳大灣區職教
培訓中心。支持深圳高水平高職院校擴
大港澳招生規模。

加快推進產教融合型企業培育、示範性
特色產業學院建設。推動建設粵港澳大
灣區特色職業教育園區。加快建設深汕
職業教育園區。

推進學歷教育、繼續教育與職業培訓融
通，支持建設20個社區學院和20個行業
培訓學院。

繼續辦好深港校長論壇、深入推進粵港澳
姊妹學校（園）締結計劃。推動深港校（園）
長教師和學生開展常態化交流。保障符合
條件的港澳子弟在深圳入學。

支持高校與企業合作設立產業學院、教
學點、實驗室和創新基地。鼓勵高校、
企業、科研機構和行業組織等聯合成立
產教融合聯盟。

建設終身教育平台，推進終身教育教學
資源庫共建共享，探索建立個人學習賬
戶和學分累計認證轉換制度。

附錄

資料來源：深圳市教育局 

附錄11 《深圳市教育局2021年工作要點》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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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助專上課程學生資助

計劃（TSFS）

全日制大專學生免
入息審查貸款計劃

（NLSFT）

專上學生資助計劃
（FASP）[1]

專上學生免入息審
查貸款計劃
（NLSPS）

擴展的免入息審
查貸款計劃
（ENLS）

合資格課程 教資會資助或公帑資助的
全日制課程。合資格在
2020/21學年申請TSFS的
院校包括：

• 教資會資助大學

• 職訓局旗下香港專業教
育學院、香港知專設計
學院、中華廚藝學院及
國際廚藝學院，及海事
訓練學院

• 菲臘牙科醫院

• 香港演藝學院

與TSFS一致 全日制經本地評審的
自資副學位及學位
課程

與FASP一致 指定的專上 /持續
進修及專業教育
課程

經入息審查? 有 無 有 無 無

助學金/貸款 助學金：支付學費、學習
支出、及學生會會費

貸款：支付生活費

貸款：支付學費 助學金：支付學費及
學習支出

貸款：支付生活費

貸款：支付學費 貸款：支付學費

附錄12 香港現時資助計劃（專上及大專教育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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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助專上課程學生資助

計劃（TSFS）

全日制大專學生免
入息審查貸款計劃

（NLSFT）

專上學生資助計劃
（FASP）[1]

專上學生免入息審
查貸款計劃
（NLSPS）

擴展的免入息審
查貸款計劃
（ENLS）

資助金額 助學金額上限：學費、學
習支出，及須繳付的費用 

貸款額上限：於2020/21
學年為53,070港元；年息
1%，利息由還款期開始
當日起計算（上一次更新
日期是2019年12月）

助學金額上限：學年
應繳學費的總額；年
息1.27%，利息由還
款期開始當日起計算

（上一次更新日期是
2021年6月）

學費助學金：應繳學
費助學金設有上限，
2020/21學年的上限
為87,010港元 

學習開支助學金：在
2020/21學年，學習
開支助學金的最高金
額為6,000港元

生活費貸款：在
2020/21學年，生活
費貸款的最高金額為
53,070港元；年息
1.106%，利息由還
款期開始當日起計算

貸款額上限：學年應
繳學費的總額；年息
1.27%，利息由還款
期開始當日起計算

（上一次更新日期是
2021年6月）

貸款額上限：在該學
年應繳學費的總數，
並在任何情況下，不
得多於12個月的應
繳學費，以及下文列
明的個人終身貸款限
額或其所剩餘額；年
息1.27%，利息由還
款期開始當日起計算

（上一次更新日期是
2021年6月）

終身貸款限額
（2020/21）

不適用 383,500港元

（NLSFT及NLSPS的
合併終身貸款限額）[2]

不適用 383,500港元

（NLSFT及NLSPS的
合併終身貸款限額）[2]

383,500港元

附錄

資料來源：在職家庭及學生資助事務處 
註： [1] 只有30歲或以下的註冊全日制學生有資格申請FASP；FASP是唯一一個有年齡限制的資助計劃
 [2] 如合併終身貸款限額未足夠讓合資格學生完成修讀首個達至學士學位程度的課程時，學生可申請使用其於ENLS下的終身貸款限額，但以100,000港元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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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首席顧問：

黃玉山教授 , SBS, BBS, JP

研究資助局主席

研究顧問：

Sophia Ip女士 

英國駐香港總領事館教育主管

Maggie Palmer博士 

英國駐香港總領事館助理貿易總裁

麥建華博士 , BBS, JP

明愛專上學院及明愛白英奇專業學校校長 

馬志強博士
香港城市大學專業進修學院前院長

吳國強先生 , BBS

僱員再培訓局行政總監

彭炳鴻先生
僱員再培訓局副行政總監（培訓服務）

鍾志杰教授
自資高等教育聯盟主席

鳴謝
我們衷心感謝團結香港基金主席董建華先生對是次研究的鼓勵
和支持。

我們亦謹向團結香港基金總裁鄭李錦芬女士致以謝忱，全賴她
的支持，本報告才得以順利完成。

團結香港基金感謝與我們分享專業知識和真知灼見的每一位持
份者（排名不分先後），他們的寶貴意見給予本研究極大的幫
助。此報告並不代表持份者的立場。



97韓翠珊博士
自資高等教育聯盟秘書長

黃曉光先生
香港飛機工程有限公司行政總經理（營運支援）

何柏濤先生
香港浸會大學持續教育學院項目總監

歐嘉榮先生
怡和機器有限公司行政總裁

黎英偉先生
資歷架構秘書處總經理

鄧煒明先生
資歷架構秘書處經理

Michael Fung Jin Lung博士
新加坡SkillsFuture副行政總裁（行業）

鍾志平博士 , GBS, BBS, JP 

鵬程慈善基金創辦人及主席

曹秀芳教授
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學院（THEi）校長

潘國良教授
THEi科技學院院長

陳仲尼先生 , SBS, JP

香港中華總商會副會長；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副主席

張炳良教授 , GBS, JP 

香港教育大學公共行政學研究講座教授

葉中賢博士
香港工業總會名譽會長

梁嘉麗女士 , MH

香港銀行學會行政總裁

史維教授 , JP

香港科技大學校長

龐鼎全教授
香港科技大學副校長（行政）

周敬流教授
香港科技大學跨學科課程事務處處長及署理學務長， 

資優教育發展中心總監

王堅全先生
香港工業專業評審局主席

張翔教授 , JP

香港大學校長



98 申作軍教授
香港大學副校長（研究）

李國章教授 , GBS, JP

香港大學校務委員會主席

程介明教授 , SBS, JP

香港大學教育學院榮休教授

何亦武博士
香港大學首席創新總管兼校長資深顧問

王偉倫博士
香港大學高級講師；牛津大學訪問研究員

Jonathan Ledger先生
英國國際貿易部技術和職業教育與培訓（TVET）專家

Robert King先生
美國教育部前專上教育助理部長

Casey Sacks女士
美國教育部前專上教育副助理部長

尤曾家麗女士 , GBS, JP

職業訓練局執行幹事

梁任城先生
職業訓練局副執行幹事

廖世樂博士工程師
職業訓練局副執行幹事

王建國博士
職業訓練局副執行幹事

余國柱先生
職業訓練局副執行幹事 

袁海球教授
耀中幼教學院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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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元山
團結香港基金 

高級副總裁兼公共政策研究院院長

作者

團結香港基金是 由 全 國 政 協 副 主 席 董 建 華 先 生 於 2014 年 11 月 創 立 ， 並 擔 任 主 席 的 
非政府、非牟利機構。基金會矢志匯聚新思維和新視野，在「一國兩制」的基礎上， 
為香港的繁榮安定與持續發展作出新的貢獻。為實現全方位開拓，基金會先後設立公共
政策研究院、中華學社、科技創新平台、商社聚賢平台、中國文化研究院和香港地方志
中心，思行並進，以貫徹使命。

鄺蕎析
團結香港基金 

助理研究員

郭凱傑
團結香港基金 

教育及青年研究主管

鄧穎研
團結香港基金 

助理研究員

劉錦輝
團結香港基金 

助理研究員

劉慧希
團結香港基金 

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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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責聲明
本報告僅供參考，報告內容並不構成對任何經濟體或行業資訊的分析。本報告的資料出自多個
可靠來源，但團結香港基金或任何相關機構均不會就相關資料的完整性或準確性作出任何申述。
本報告內之所有預測、意見或建議僅反映團結香港基金截至發布日為止的分析和判斷。團結香港
基金將不會就任何因使用該報告而引起的直接或間接損失承擔任何責任。任何合約均不應基於
本報告的內容而簽訂。

如英文版本與中文版本有任何不一致或不清晰之處，請以英文版本為準。

關注團結香港基金

Facebook
（團結香港基金）

Facebook
（政策·正察）

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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