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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 
 
1.1. 資歷名冊自 2008 年推出以來，資歷及進修課程被劃分為 21 個學習及培訓範疇。 
 
1.2. 於 2015 年 7 月，教育局公布經由「質素保證聯絡委員會」檢討後之 14 個學習及培訓範疇的新

分類。因此，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評審局）依照檢討結果，就新學習及培訓範疇制定子

範疇及其說明描述和學科例子。 
 
1.3. 當評審局進行學科範圍評審（即四階段質素保證程序之第三階段），界定學科範圍時，會參考此

學習及培訓範疇的新分類。此外，資歷名冊內列出的認可進修課程亦依照新學習及培訓範疇進行

分類。 
 
1.4. 評審局大會於 2015年 9月通過新分類。新學習及培訓範疇及其子範疇適用於由 2016年 1 月起，

遞交評審文件到評審局之評審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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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件導讀 
 
2.1 A 欄列出資歷名冊內 14 個新的學習及培訓範疇。 
 

2.2 B 欄列出學習及培訓範疇下之子範疇及其說明描述（非定義）。 
 

2.3 C 欄列出子範疇下一些學科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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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學習及培訓範疇列表、子範疇及其說明描述

和學科例子 
 

A 欄  B 欄  C 欄 
資歷名冊內之學
習及培訓範疇 

子範疇(以底線標注)及 
其說明描述 學科例子 

A01 建築及城市

規劃 
建築、建造及城市規劃 

設計、建構以及規劃和認識空間，如建

築物、城鎮、城市之藝術、科學及科技

的學習及培訓。 
 

建築、建造及建築服務、房地產、建築技術、

城市規劃、城市研究、建築設計、工料測量

和建築測量和認證 

建造業管理 
房屋、橋樑、道路等之建造工程項目的

學習及培訓。 
 

建造業管理 

A02 藝術、設

計、表演藝術 
表演藝術 

表演、歌唱、舞蹈，及其他大眾娛樂方

式和相關領域的學習及培訓。 
 

音樂、舞蹈、戲劇、舞台藝術、制作藝術 

藝術及視覺藝術 

通過素描、繪畫、雕塑、公共藝術及展

品，及其他媒介來表達人類藝術和美學

經驗的學習及培訓。 
 

繪圖、繪畫和雕塑、拍攝、錄影、電視、視

覺藝術、公共藝術與展品 

設計及其他創意產業 
適用於不同學科的創新方案之方法和應

用的學習及培訓，包括工業和產品設

計、通訊與資訊設計、環境及室內設計、

媒體設計、印刷和出版等。 
 

製衣及時裝設計、產品設計及模型製作、嘉

年華娛樂、室內設計、多媒體遊戲、設計、

動畫、影音娛樂、廣告設計、印刷、出版、

其他創意媒體藝術及行業 
 

藝術管理 
環繞藝術團體之商業運作的學習及培

訓。如劇院、博物館、交響樂團、歌劇

院、芭蕾舞團、音樂公司及畫廊等。 
 

文化政策及藝術管理、藝術市場推廣、受眾

參與、節目管理、制作管理 

A03 商業及管理 綜合商業管理 
機構之不同層面和運作，配合內外環

境，從而有效地管理商業及其營運，以

達至機構目標的學習及培訓。包括市場

營銷、管理、人力資源管理和其他方面

的組織管理和營運。 
 

一般商業行政、市場學、機構行政、商業學、

秘書學、辦公室行政、通用管理學、客戶服

務、資訊系統、電子商務、商業服務、環球

或國際商業管理、中國商務、人力資源管理 
 

物業及設施管理 
從商業角度管理土地、建築及設施的學

習及培訓。包括保養、租賃和管理服務

等。 

物業管理、設施管理 

批發、零售、進出口、營銷 
商品買賣和進出口的學習及培訓。 
 

零售、批發、進出口、時裝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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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欄  B 欄  C 欄 
資歷名冊內之學
習及培訓範疇 

子範疇(以底線標注)及 
其說明描述 學科例子 

物業代理 
房屋、土地、建築物之銷售、租賃或管

理的學習及培訓。 
 

物業代理 

會計、財務及投資 
有關經濟實體的財務資訊及服務之量

度、處理和傳達相關的學習及培訓。 
 

會計、稅務、精算學、金融、投資、財務策

劃、證券、基金及資產管理 

運輸及物流 
根據客戶或企業的要求，把貨物等資源

從源頭運送到最終目的地之管理的學習

及培訓。 

海陸空運輸、倉務、供應鏈管理、物流學、

船務 

銀行 
涉及貨幣流通、信貸批核、投資和提供

銀行服務的金融中介公司或機構之業務

運作的學習及培訓。 
 

銀行學 

保險 
分散及減低偶發或不確定損失之風險管

理的學習及培訓。 
 

保險學 

經濟 
資源之分配、發放和運用；或量度及管

理風險之技術；或在個人、組織、國家

或國際層面，對收入、財富及福祉具影

響力之因素分析的學習及培訓。 
 

經濟學 

A04 電腦科學及

資訊科技 
 

電腦科學及資訊科技 
建基於計算式思考的電腦及資訊科學，

及其在不同／相關領域之應用的學習及

培訓。 
 

電腦學、資訊及通訊科技、互聯網技術、多

媒體研究、電腦支援服務、電訊、遊戲和娛

樂技術、系統開發與管理 
 

A05 教育 教育及師資訓練 
在不同學科內，教與學之方法和理論的

學習及培訓。 
 

課程與教學、教育行政及政策、教育心理學、

教師職前及在職培訓、教師專業提升、兒童

教育及服務、體育 
 

A06 工程及科技 電機、電子及機械工程和服務 
以工程、電力、電子、電磁、物理及材

料科學的原理，運用於電力、電子和機

械系統之分析、設計、製造和維修的學

習及培訓。 
 
 
 

電機工程、電子工程、通訊工程、電腦工程、

機械工程、控制與自動化工程、飛機維修工

程、鐵路工程、船舶工程、視聽服務、機電

服務、焊接、機械和金屬工 
 

製造科技業 
運用人力、機器、工具、生化處理或組

成方法，製造商品以供使用或出售用途

的學習及培訓。 
 

化學工程、材料科技、光學工程、製造及工

業工程、模具、塑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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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欄  B 欄  C 欄 
資歷名冊內之學
習及培訓範疇 

子範疇(以底線標注)及 
其說明描述 學科例子 

土木工程 
人工或天然環境之設計、建造和維護工

作的學習及培訓。包括道路，橋樑，運

河，水壩和建築物等。 
 

土木工程 

生物工程及生物科技 
運用科學及工程於生命體上，或其部

件、產品及模型等，以改變生物及非生

物物質，從而解決生物醫學課題、開發

知識和相關產品及服務等的學習及培

訓。 
 

生物技術、生物醫學工程 

其他工程、相關科技和服務 
在上述子範疇以外，運用科學原理和數

學模型，作出具創意的設計和應用之工

程學科的學習及培訓。 
 

燃氣工程、屋宇設備工程、物業維修及翻新

服務、海事研究、航海 

紡織及服裝科技 
紡織纖維、紡紗、布料之生產和開發，

以及製造和設計服裝之先進技術的學習

及培訓。 
 

紡織及服裝科技 

汽車工程 
汽車之設計、開發、製造、市場營銷和

銷售的學習及培訓（如營運、銷售、維

修和零件管理；汽車零部件製造等）。 
 

汽車維修、汽車、汽車工程 

精密行業 
精密儀器、產品和設備之裝配、校準、

安裝和檢修的學習及培訓。 
 

鐘錶、珠寶 

其他技術學習及培訓 
其他沒有在以上列出之技術的學習及培

訓。 
 

石工、木工 

A07 人文科學 人文科學 
分別通過或揉合了歷史、哲學、文化、

宗教等之科目，以了解人類習俗、信仰、

生活方式，及其展望進程的學習及培訓。 
 
 
 

歷史、哲學、文化研究、宗教研究 

A08 語言及相關

科目 
語言及相關科目 
(甲) 語言之形式、意義和人類透過聽、說、

寫、讀的溝通方式或任何對某地區群族

有意義的符號的學習及培訓； 
(乙) 語言之科學的學習及培訓； 
(丙) 語言的藝術展現和分析，包括散文、詩

歌、劇本等；及／或在社會、文化和歷

中文、中國文學、英文、英國文學、翻譯、

其他語言、其他文學、比較文學、語言學、

語言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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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欄  B 欄  C 欄 
資歷名冊內之學
習及培訓範疇 

子範疇(以底線標注)及 
其說明描述 學科例子 

史等因素影響下，不同語言間溝通之方

法、形式、系統和展現的學習及培訓； 
(丁) 其他相關學習及培訓。 

 
A09 法律 法律 

規範人民在社會上及企業間行為，由政

府訂立的規則之理念、制度、原則、和

程序，以及於生活及工作中的應用的學

習及培訓。 
 

民事法、刑事法、普通法、中國法、國際法、

商業法、仲裁、替代爭議解決方案、法律制

度、基本法、物業轉易 

A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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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各種系統、方法、媒體、和過程，

發送和傳遞訊息和資訊予目標受眾，以

達至預期目的學習及培訓。 
 

電影、電視、廣播、口語傳播、新聞、大眾

傳播、公共關係、企業傳播 
 
 

A11 醫學、牙醫

學及健康科學  

 

醫學 
疾病及創傷之診斷、治療和預防的學習

及培訓。 
 

臨床和臨床前醫學、醫療科技、視光學、放

射學、醫療診斷學、傳統中醫、物理治療、

職業治療 

藥劑學 
藥物配製的學習及培訓。 
 

藥劑學 

牙醫學 
口腔疾病及障礙之診斷、治療、預防，

以及口腔頜面及毗鄰相關結構對人體的

影響的學習及培訓。 
 

臨床和臨床前牙醫學、牙科技術 

護理學 
保健和健康推廣；在個人、家庭、團體、

院舍、家居環境和社區各層面有關病人

和殘疾人士之護理的學習及培訓。   
 

護理學 

獸醫科學及醫學 
動物的疾病、失常及創傷之診斷、治療

和預防；以及動物健康對人類健康的影

響的學習及培訓。 
 

獸醫學、獸醫護理學 

其他治療 
上述醫學體系以外，有關疾病或創傷之

治療及預防科學及技術的學習及培訓，

不限於藥物治療。 
 

按摩、針灸、推拿、另類醫療、言語及聽覺

學、復康 

衛生保健 
一般保健程序和服務，以支援保健、疾

病及創傷之預防和護理的學習及培訓。 
 

衛生保健學、眼鏡配鏡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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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欄  B 欄  C 欄 
資歷名冊內之學
習及培訓範疇 

子範疇(以底線標注)及 
其說明描述 學科例子 

職業安全及健康 
員工安全和健康，及工作場所衛生的學

習及培訓。 
 

工作場所安全、職業安全及健康 

營養學 
食品之選擇和製作，及其被人體攝入和

吸收的過程的學習及培訓。 
 

食物及營養科學 

A12 理學科 生命科學 
生命及其對環境的影響之科學的學習及

培訓，如涉及生物的自然過程。 
 

生物科學 

自然科學 
物質和能量，以及其彼此之間的影響之

科學的學習及培訓。 
 

化學、物理、環境科學、地球科學、分析和

實驗室科學、其他自然科學 

數學及統計學 
運用推論和特定的規範化符號系統，從

而認識數字、形狀和空間的學習及培訓。 
 

數學、統計學 

A13 服務 美容及美髮 
與人類外觀、身體、時裝潮流和一切與

美容和形象設計有關的學習及培訓，以

供從事美容院／髮型屋或相關行業。 
 

髮型、化妝／美容、人體繪畫、健康及美容

護理、形象設計 

園藝 
種植、照料和美化植物的學習及培訓，

以供從事庭園或相關地方的工作。 
 

園藝與園林、花藝裝飾 

家居服務 
烹調、縫紉、清潔、健康和衛生，以及

各種居所和個人護理之管理的學習及培

訓。 
 
 

烹飪、家務助理培訓、清潔服務培訓 

餐飲及食品服務 
由餐廳、酒店及食肆製作或提供之餐飲

服務（包括堂食或外賣）的學習及培訓。 
 

中式飲食、西式飲食、餐飲 

酒店及旅遊 
向旅遊人士提供住宿、餐飲服務、觀光、

娛樂及其他相關服務的學習及培訓。 
 

旅遊、酒店、款待 

康樂、休閒事務及體育管理 
提供、管理和營運與康樂、休閒事務及

體育相關設施及服務的學習及培訓。 
 

康樂及休閒事務、康樂管理、運動管理、運

動科學 

會議展覽及節目管理 
為社會、文化、商業等目的而舉辦及制

會議展覽及節目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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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欄  B 欄  C 欄 
資歷名冊內之學
習及培訓範疇 

子範疇(以底線標注)及 
其說明描述 學科例子 

作的會議、獎勵旅遊、大型會議、展覽

及活動／節慶活動之場地和項目管理的

學習及培訓。 
 
安老服務 

針對老年人特殊需要及需求之廣泛服務

的學習及培訓。 

安老服務、個人護理員培訓 

動物及寵物護理 
寵物及動物之一般服務的學習及培訓。 

 

寵物美容、狗隻訓練 

A14 社會科學 保安及紀律部隊 
實體或人身安全之管理，及／或預防和

懲處罪行之有組織行動，及透過嚴重程

度稍低的後果，阻嚇各種違反規則和規

範行為的學習及培訓。 
 

保安(包括保安服務)、紀律部隊 

社會與行為科學 
關於社會和人的生活方式的學習及培

訓。 
 

社會學、心理學、政府與公共行政、政治、

地域文化研究、圖書館學、性別研究、其他

行為科學、犯罪學、環境學 
 

社會服務 
為追求社會公義及為改善弱勢社群或有

需要人士的生活質素而提供之服務的學

習及培訓。 
 

社會工作、指引、輔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