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保安培訓課程認可計劃質素保證系統（QASRS)下
認可課程導師新安排

諮詢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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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月29日

2:30 p.m. - 3:15 p.m. 認可課程導師新安排－保安服務業訓練委員會

保安服務業「過往資歷認可」－資歷架構秘書處

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服務－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

3:15 p.m. - 3:45 p.m. 答問時間

請將咪高峰關閉，答問時間如要發言請先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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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保安及護衞業管理委員會

(管理委員會)

2003年起認可

為保安培訓課程認可計劃而訂
立的質素保證系統(QASRS)

職業訓練局
保安服務業訓練委員會
(訓練委員會)



2019年1月1日前
高峰進修學院及訓練委員會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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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培訓機構

新培訓機構

新申請

提交的報告

批核報告

年檢/突檢/視學

結果通知

一般查詢/ 投訴

認可課程導師資料庫

課程開始及完成的日期

修訂已認可課程

評核

安排及進行面試結果通知

檢討/修訂QASRS



2019年1月1日及之後
高峰進修學院及訓練委員會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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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培訓機構 新培訓機構

申請機構及課程評審

結果通知

認可課程導師資料庫

檢討/修訂質素保證系統要求

安排及進行面試

根據

評審局的評審要求 質素保證系統的補充要求

現有認可培訓機構到期可申請續期一次



2021年1月1日及之後
高峰進修學院及訓練委員會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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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可課程導師資料庫

安排及進行面試

檢討/修訂質素保證系統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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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服務業「過往資歷認可」
將於2021年７月2日正式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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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委員會的建議

為配合保安服務業的「過往資歷認可」，訓練委員會建議：

• 修訂QASRS有關導師資歷的指引如下：

導師資歷

課程承辦機構須聘用合資格導師，並提供證據以證明受聘導師：

(a) 已獲訓練委員會認可為符合QASRS的合資格課程導師；或

(b) 通過過往資歷認可的能力單元107749L4「培訓保安人員執行護衛
服務」考核；或

(c) 已修畢經評審局評審為符合資歷架構下能力單元107749L4「培訓
保安人員執行護衛服務」標準的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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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委員會的建議

• 訓練委員會安排的認可課程導師面試將於2021年6

月30日停止接受申請。

• 所有已經訓練委員會認可的課程導師1將全部過渡
新安排，可繼續教授QASRS課程2。

註：

1. 認可課程導師符合教授QASRS課程的資格，但並不等同具有資歷架構第四級
的資歷。

2. QASRS課程須通過評審局的評審及涵蓋資歷架構下「能力單元
107753L1『執行符合保安培訓課程認可計劃質素保證系統(QASRS) 基本保
安服務』 能力標準說明」的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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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可導師過渡安排

• 因過往的認可導師是透過培訓

機構申請導師面試，面試結果

亦只透過該培訓機構通知，所

以高峰進修學院並沒有那些導

師的聯絡方式。

• 因此，高峰進修學院及訓練委

員將透過現在及過往的QASRS培

訓機構、協會及官方網站通知

有關認可課程導師的過渡安排，

並通知在2020年12月30日前已

獲認可的課程導師親身到高峰

進修學院領取認證書以證明該

導師為QASRS認可課程導師。

安排及進行面試

認可課程導師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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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3月5日 認可導師的新安排諮詢期完結。

管理委員會及訓練委員會公布QASRS認可課程導師
的新安排。

2021年4月－5月 資歷架構秘書處舉辦「過往資歷認可」簡報會。

高峰進修學院及訓練委員通知有關QASRS認可課
程導師的過渡安排，並通知在2020年12月30日
前已獲認可的課程導師親身到高峰進修學院領
取認證書以證明該導師為QASRS認可課程導師。

認可課程導師面試停止接受申請。

高峰進修學院停止處理有關認可課程導師的事宜。

時間表:

繼續安排在2021年6月30日前申請的認可課程導師面試。

2021年4月中旬

2021年7月2日

2021年5月

2021年6月30日

2021年7月2日－
12月31日

2022年1月

保安服務業「過往資歷認可」正式運作。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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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問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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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將咪高峰關閉，答問時間如要發言請先舉手。

如對保安培訓課程認可計劃質素保證系統（QASRS)下
認可課程導師新安排有任何意見，可序於3月5日前至函：

職業訓練局
保安服務業訓練委員會
香港九龍長沙灣長裕街10號億京廣場2期30樓



「過往資歷認可」

2021年1月

1



設立資歷架構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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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於2008年開始推行資歷架構

• 鼓勵持續進修、終身學習

• 締造多元化的資歷，促進資歷之間的銜接

• 協助各行各業持續發展，長遠而言有助
提升香港的人力質素及競爭力



何謂資歷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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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將資歷分為七層的級別框架，
以《資歷級別通用指標》(GLD) 
去區分在不同級別的資曆特質。

• 涵蓋所有界別的資歷，包括
學術教育、職業專才教育，
及持續教育。

• 建基於嚴謹有效的質素保證機制。

• 是一個自願性參與的制度。

資歷
架構

學術
教育

職業
教育

持續
教育



保安服務業行業培訓諮詢委員會

• 2013年1月成立

–制訂《能力標準說明》，為行業提供教育培訓
及及展人力資源的參考；

–協助行業發展「過往資歷認可」機制，以認可
從業員在工作場所獲得的經驗及能力；

–在業界推廣及推行資歷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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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標準說明》的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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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標準說明
的主要用途

人力資源
管理及發展

例如：
內部培訓課程的設計
、職位描述的編訂、
招聘、人才管理、
職業資歷階梯等

職業教育
及培訓
例如：

能力為本課程的設計
、促進資歷與課程

的銜接等

資歷認可
的基準
例如：

過往資歷認可的參照
、專業團體的資歷

認證等



資歷架構認可資歷

• 過往資歷認可資歷
(內容以專項為單位)

• 專業資歷認可

進修途徑 經驗認可/評估

• 資歷架構認可課程

• 能力為本課程
(內容取材自
能力標準說明)

• 資歷階梯課程
(內容符合行業
指定工作崗位的
能力要求)

VQP



「過往資歷認可」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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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協助具工作經驗的從業員，通過嚴謹的評估機
制，頒發資歷證明書，確認他們已掌握的行業
技能和知識。

• 評估方式包括面見、技能測試、筆試或綜合以
上模式。

• 目前，「過往資歷認可」只適用於第 1 至 4 級
的資歷確認。



「過往資歷認可」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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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評估機構」對申請人進行評估，申請人成功
通過評估，可獲發「資歷證明書」

• 目前已有 15個行業* 
推行RPL，已發出超過
78,000張「資歷證明書」

* 15個行業包括：印刷及出版業、鐘錶業、

美髮業、物業管理業、汽車業、珠寶業、

物流業、美容業、中式飲食業、零售業、

進出口業、安老服務業、機電業、

檢測及認證業、製造科技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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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安服務業的「過往資歷認可」 機制預期將於

2021年7月推出。

• 評估機構將由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擔任

「過往資歷認可」機制



「能力單元組合」
專項 二級 三級 四級

保安管理
[通用組合]

保安管理(四級)

緊急事故應變處理
[通用組合]

緊急事故應變處理(四級)

保安及護衞服務 護衞服務工作(二級) 保安服務工作管理(三級)
保安人員培訓(四級)

保安服務管理(四級)

實體保安服務
基礎保安系統設計(二級) 實體保安工作(三級) 實體保安管理(四級)

基礎保安系統安裝(二級) 保安系統工作(三級) 保安系統管理(四級)

保安控制中心
保安控制中心運作 (二級)

保安控制中心管理(三級) 保安控制中心管理(四級)
中央警監察站運作 (二級)

武裝押運
武裝護衞工作 (二級)

武裝押運行動管理 (三級)

武裝押運管理-支援及行
政 (四級)

押運車隊工作(二級) 武裝押運管理-行動 (四級)

近身護衞服務 近身護衞服務 (三級) 近身護衞服務管理(四級)

調查 調查工作(三級) 調查服務管理 (四級)10



「過往資歷認可」申請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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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往資歷認可」評估費用及資助

評估費用
第1-3級資歷 (頭5年過渡期內及以文件查證方式評估)

$290(1個組合); $490(2個組合); 

$690(3個組合); $890(4個組合或以上)

第4級資歷 : $1,200

政府資助

成功通過評估後，可獲發還100%評估費用
12



「能力單元」組合
保安人員培訓(四級)

• 能力單元：107749L4

培訓保安人員執行護衞服務

• 年資及相關工作經驗要求：

– 6年保安服務業經驗

– 3年保安人員培訓工作經驗

• 評估方式：

–面見及筆試 (選擇題)

• 申請費用：HK$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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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往資歷認可」益處

即時：

確認在工作崗位上累積的行業知識和技能；

獲得資歷架構第四級資歷；

獲認可為QASRS 認可課程導師 (可於任何機構
任教) ；

長遠：

• 有助持續進修，提升專業

• 有助事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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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謝！
www.hkqf.gov.hk
查詢電話： 3793 3955 / 3793 3937

電郵：hkqf@edb.gov.hk  / vivianypwong@hkqf.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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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hkqf.gov.hk/


適用於QASRS課程

29.1.2021

評審服務簡介



評審標準 vs QASRS 新指引標準

QASRS標準
(1)課程發展及管理

(2)課程內容 (能力單元編號107753L1)

(3)課程修業時數及授課模式

(4)導師資歷

(5)評核

(6)證書簽發

(7)課程監察、評估及溝通

初步評估(IE)
(1)機構管治和管理

(2) 財務可行性及資源管理

(3)機構人員編制

(4) 機構質素保證

課程評審(LPA)
(1)課程目標及學習成效

(2)收生條件及學員甄選

(3)課程結構和內容

(4)學與教和評核

(5)課程領導及人員編制

(6)學與教及輔助的資源／服務

(7)課程審批、檢討和質素保證



LPA-5課程領導及人員編制
評審標準

•營辦者必須任用足夠的課程主任、教學／培訓及支援人員，備有合適的特質、能
力、資歷和經驗，足以擔任課程 的管理，包括規劃、發展、教學和監察工作。

QASRS導師資歷 (更新後)
(a) 已獲訓練委員會認可符合QASRS的合資格課程導師；或
(b)通過過往資歷認可的能力單元107749L4「培訓保安人員

執行護衞服務」評核；或
(c) 己修畢經評審局評審為符合資歷架構下能力單元

107749L4「培訓保安人員執行護衞服務」標準的課程

評審文件須附上所聘導師符合上述要求的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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