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已通過學科範圍評審之營辦者名單 

1 最後更新於2022年7月6日 

 

 

 

營辦者 學習及培訓範疇* 子範疇 
已獲學科範圍評審 
資格的學科範圍^ 

資歷級別# 有效期至 

香港樹仁大學 商業及管理 綜合商業管理 綜合商業管理 5 2026年8月31日 
商業及管理 會計、財務及投資 會計、財務及投資 5 2026年8月31日 
商業及管理 經濟 經濟 5 2026年8月31日 
人文科學 人文科學 歷史 5 2026年8月31日 
語言及相關科目 語言及相關科目 語言及相關科目 5 2026年8月31日 
大眾傳媒及傳播、新聞及公共關係 大眾傳媒及傳播、新聞及公共關係 大眾傳媒及傳播、新聞及公共關 5 2026年8月31日 
社會科學 社會與行為科學 社會與行為科學 5 2026年8月31日 
社會科學 社會服務 社會服務 5 2026年8月31日 
社會科學 社會與行為科學 心理學 6 2022/2023 

社會科學 社會服務 輔導 6 2022/2023 

香港演藝學院 藝術、設計、表演藝術 表演藝術 音樂 6 2026年7月31日 
藝術、設計、表演藝術 表演藝術 舞蹈 6 2026年7月31日 
藝術、設計、表演藝術 表演藝術 舞台及製作藝術 6 2026年7月31日 
藝術、設計、表演藝術 表演藝術 戲劇 6 2026年7月31日 

藝術、設計、表演藝術 視覺藝術 電影及電視 6 2026年7月31日 

珠海學院 大眾傳媒及傳播、新聞及公共關係 大眾傳媒及傳播、新聞及公共關係 新聞及大眾傳播 5 2024/2025 

語言及相關科目 語言及相關科目 中文及中國文學 5 2024/2025 

商業及管理 會計、財務及投資 會計及金融 5 2024/2025 

商業及管理 綜合商業管理 一般商業行政 5 2024/2025 

工程及科技 土木工程 土木工程 5 2024/2025 

建築及城市規劃 建築、建造及城市規劃 建築 5 2024/2025 

建築及城市規劃 建造業管理 建造業管理 5 2024/2025 

香港教育大學（2016年5月26日
或以前為香港教育學院） 

藝術、設計、表演藝術 表演藝術 音樂 5 2021/2022 

藝術、設計、表演藝術 藝術及視覺藝術 視覺藝術 5 2021/2022 

社會科學 社會與行為科學 心理學 5 2021/2022 



 
 

已通過學科範圍評審之營辦者名單 

2 最後更新於2022年7月6日 

 

 

 

營辦者 學習及培訓範疇* 子範疇 
已獲學科範圍評審 
資格的學科範圍^ 

資歷級別# 有效期至 

職業訓練局香港專業教育學院 

職業訓練局香港知專設計學院

職業訓練局酒店及旅遊學院

職業訓練局中華廚藝學院 

職業訓練局國際廚藝學院

職業訓練局海事訓練學院 

建築及城市規劃 建築、建造及城市規劃 建築學 4 2026年8月31日 
建築、建造及城市規劃 建造 4 2026年8月31日 
建造業管理 建造業管理 4 2026年8月31日 

藝術、設計、表演藝術 設計及其他創意產業 設計及其他創意產業 4 2026年8月31日 
藝術及視覺藝術 視覺藝術 4 2026年8月31日 
表演藝術 音樂 4 2026年8月31日 

商業及管理 會計、財務及投資 會計、財務及投資 4 2026年8月31日 
 銀行 銀行 4 2026年8月31日 
 綜合商業管理 綜合商業管理 4 2026年8月31日 
 保險 保險 4 2026年8月31日 
 物業及設施管理 物業及設施管理 4 2026年8月31日 
 運輸及物流 運輸及物流 4 2026年8月31日 
 批發、零售、進出口、營銷 批發、零售、進出口、營銷 4 2026年8月31日 
電腦科學及資訊科技 電腦科學及資訊科技 電腦科學及資訊科技 4 2026年8月31日 
教育 教育及師資訓練 幼兒教育及服務 4 2026年8月31日 

工程及科技 汽車工程 工程及科技 

(涵蓋整個學習及培訓範疇及所有
子範疇 ) 

4 2026年8月31日 
生物工程及生物科技 
土木工程 
電機、電子及機械工程和服務 
製造科技業 
其他工程、相關科技和服務 
其他技術學習及培訓 
精密行業 
紡織及服裝科技 

大眾傳媒及傳播、新聞及公共關係 大眾傳媒及傳播、新聞及公共關係 公共關係 4 2026年8月31日 

醫學、牙醫學及健康科學 衛生保健 衛生保健 4 2026年8月31日 
營養學 營養學 4 2026年8月31日 
職業安全及健康 職業安全及健康 4 2026年8月31日 
其他治療 復康 4 2026年8月31日 
藥劑學 藥劑學 4 2026年8月31日 

理學科 生命科學 生命科學 4 2026年8月31日 
自然科學 自然科學 4 2026年8月31日 

服務 美容及美髮 美容及美髮 4 2026年8月31日 
餐飲及食品服務 餐飲及食品服務 4 2026年8月31日 
安老服務 安老服務 4 2026年8月31日 
酒店及旅遊 酒店及旅遊 4 2026年8月31日 
會議展覽及節目管理 會議展覽及節目管理 4 2026年8月31日 
康樂、休閒事務及體育管理 康樂、休閒事務及體育管理 4 2026年8月31日 

社會科學 社會服務 社會服務 4 2026年8月31日 



 
 

已通過學科範圍評審之營辦者名單 

3 最後更新於2022年7月6日 

 

 

 

營辦者 學習及培訓範疇* 子範疇 
已獲學科範圍評審 
資格的學科範圍^ 

資歷級別# 有效期至 

香港恒生大學（2018年10月29日
或以前為恒生管理學院） 

商業及管理 綜合商業管理 一般商業行政 5 2026年8月31日 
商業及管理 綜合商業管理 通用管理學 5 2026年8月31日 
商業及管理 綜合商業管理 市場學 5 2026年8月31日 
商業及管理 會計、財務及投資 會計 5 2026年8月31日 
商業及管理 會計、財務及投資 金融 5 2026年8月31日 
語言及相關科目 語言及相關科目 翻譯 5 2026年8月31日 
商業及管理 運輸及物流 物流學 5 2026年8月31日 
商業及管理 運輸及物流 供應鏈管理 5 2026年8月31日 
大眾傳媒及傳播、新聞及公共關係 大眾傳媒及傳播、新聞及公共關係 大眾傳媒及傳播、新聞及公共關 5 2027年8月31日 

語言及相關科目 語言及相關科目 英文及英國文學 5 2024年3月14日 

僱員再培訓局 服務 餐飲及食品服務 餐飲及食品服務 3 2023年5月4日 

電腦科學及資訊科技 電腦科學及資訊科技 電腦、資訊及通訊科技營運與支 3 2026年12月31日 

職業訓練局青年學院 建築及城市規劃 建築、建造及城市規劃 建造 3 2023年8月31日 

藝術、設計、表演藝術 設計及其他創意產業 印刷媒體、時裝、紡織及立體設 3 2023年8月31日 

商業及管理 會計、財務及投資 會計 3 2023年8月31日 

商業及管理 綜合商業管理 綜合商業 3 2023年8月31日 

電腦科學及資訊科技 電腦科學及資訊科技 電腦及資訊科技 3 2023年8月31日 

工程及科技 汽車工程 汽車工程 3 2023年8月31日 

工程及科技 電機、電子及機械工程和服務 電機、電子及機械工程和服務 3 2023年8月31日 

工程及科技 其他工程、相關科技和服務 屋宇設備工程及燃氣工程 3 2023年8月31日 

工程及科技 精密行業 精密行業 3 2023年8月31日 

服務 美容及美髮 美容及美髮 3 2023年8月31日 

服務 酒店及旅遊 酒店 3 2023年8月31日 

服務 康樂、休閒事務及體育管理 健體及運動 3 2023年8月31日 

香港警察學院 社會科學 保安及紀律部隊 執法及保安 5 2025年1月9日 

明愛專上學院 商業及管理 綜合商業管理 一般商業行政 5 2025年6月30日 

社會科學 社會服務 社會工作 5 2026年8月31日 

電腦科學及資訊科技 電腦科學及資訊科技 資訊及通訊科技 5 2027年3月31日 

東華學院 醫學、牙醫學及健康科學 醫學 職業治療 5 2024/25 

耀中幼教學院 教育 教育及師資訓練 只備英文本，請參閱英文版之學 
科範圍。 

4 2026年8月31日 

 

* 請「按此」參閱資歷名冊內之新學習及培訓範疇分類及子範疇對應表。 

https://www.hkcaavq.edu.hk/files/services/accreditation/academic-accreditation/New_Classification_System_c.pdf


 
 

已通過學科範圍評審之營辦者名單 

4 最後更新於2022年7月6日 

 

 

 

營辦者 學習及培訓範疇* 子範疇 
已獲學科範圍評審 
資格的學科範圍^ 

資歷級別# 有效期至 

^     (2016年1月1日後獲取學科範圍評審資格之學科範圍適用)     有關已獲取學科範圍評審資格之學科範圍的詳細資料，請參閱刋於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網頁內相關的評審報告摘要。# 

資歷級別 (於2008年5月5日資歷架構正式推行時生效) – 可於已批准的學科範圍開辦課程的最高資歷級別。根據政府所公佈的《資歷級別通用指標》而擬定的進修課程資歷級別，  

 請「按此」參閱有關資料。 

http://www.hkcaavq.edu.hk/zh/publications/summary-accreditation-reports
https://www.hkqf.gov.hk/filemanager/tc/content_13/The%20revised%20GLD%20and%20the%20Explanatory%20Notes_Chi_April_2018.pdf
https://www.hkqf.gov.hk/filemanager/tc/content_13/The%20revised%20GLD%20and%20the%20Explanatory%20Notes_Chi_April_2018.pdf
https://www.hkqf.gov.hk/filemanager/tc/content_13/The%20revised%20GLD%20and%20the%20Explanatory%20Notes_Chi_April_2018.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