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審報告（摘要）

法國專業美容學院

課程覆審

專業教學及培訓證書課程（資歷架構第三級）
專業美容護理證書課程（資歷架構第二級）

2016 年 7 月

此評審報告乃由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評審局）根據《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條例》（第
592 章）賦予其「評審當局」的職權而發出。本報告述明其評定、評定的有效期以及規限評
定之效力的條件或限制。

1.

簡介

1.1 法國專業美容學院於 1999 年創辦，為一所私營美容化妝學校，主為業務為培訓專業美容
師及化妝師。
1.2 受法國專業美容學院(French Institutes Beauty Academy)（以下簡稱為“營辦者＂）所
託，評審局乃根據訂立的服務協議書內列明之職權範圍以及相關之評審指引，為其下列
課程進行課程覆審，以評定課程能否達致其目標和達到相關資歷架構之標準：
(1) 《專業教學及培訓證書課程（資歷架構第三級）》；及
(2) 《專業美容護理證書課程（資歷架構第二級）》。
1.3 評審小組已於 2016 年 5 月 30 日進行實地考察。

2.

評審局之評定
評審局在充分考慮評審小組之建議後，作出以下評定：
 批准
營辦者名稱

French Institutes Beauty Academy
法國專業美容學院

資歷頒授者名稱

French Institutes Beauty Academy
法國專業美容學院

進修課程名稱

Certificate Course in
Professional Teaching and
Training (QF Level 3)
專業教學及培訓證書課程（資
歷架構第三級）

Certificate Course in
Professional Beauty
Treatment (QF Level 2)
專業美容護理證書課程（資歷
架構第二級）

資歷名稱（結業資
歷）

Certificate in Professional
Teaching and Training (QF
Level 3)
專業教學及培訓證書（資歷架
構第三級）

Certificate in Professional
Beauty Treatment (QF Level
2)
專業美容護理證書（資歷架構
第二級）

主要學習及培訓範
疇

服務

子範疇（主要學習及 美容及美髮
培訓範疇）
其他學習及培訓範
疇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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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範疇（其他學習及 不適用
培訓範疇）
行業

美容及美髮業

行業分支

美容業

資歷架構級別

第3級

第2級

資歷學分

36

45

授課模式及修讀期

兼讀制
兼讀制
10 個月
12 個月
360 學時（包括 120 面授時數） 450 學時（包括 150 面授時數）

中段結業資歷

不適用

有效期

3年
2016 年 9 月 1 日至 2019 年 8 月 31 日

招收學員次數

不適用

新學員人數上限

每年上限 2 班
每班學員人數上限為 10 人

每年上限 4 班
每班學員人數上限為 14 人

「能力標準說明」為  是
本課程

 否

「通用基礎能力說
明」為本課程

 是

 否

於資歷名冊上顯示
的其他資料

不適用

授課地址

Units 613-616, 6th Floor, Trade Square, No. 681 Cheung
Sha Wan Road, Kowloon, Hong Kong
香港九龍長沙灣道 681 號貿易廣場 6 樓 613-616 室

必要條件

執行日期

所有課程
1. 營辦者必須修訂導師聘用條件，清楚列明導師所須
具備的資歷、工作經驗及培訓經驗，以確保將來能
以清晰而適切的聘用條件聘用能勝任的導師履行
培訓職責。營辦者須於 2016 年 9 月 30 日或之前
向評審局提交修訂後的導師聘用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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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9 月 30 日

3.

課程資料
以下課程資料乃由營辦者提供。

3.1 課程目標
專業教學及培訓證書課程（資歷架構第三級）
 讓學員掌握編寫美容教材、課堂管理、美容教學及實務培訓技巧，並了解美容培訓
導師的職責、專業要求及操守。按課程項目，妥善執行培訓前各項工作、相關場地
和設施管理的專業美容培訓導師。
專業美容護理證書課程（資歷架構第二級）
 培訓能掌握基本美容面部護理常識及技巧，並能替顧客選擇及安全進行合適的美容
面部護理療程的專業美容師。
3.2 學習成效
專業教學及培訓證書課程（資歷架構第三級）
 掌握各種教學技巧、課堂管理方法，因應學員的背景和程度，用合適的教學和課堂
管理方法，並根據擬定的培訓目標和目的，編寫美容從業員培訓教材；
 於培訓期間，培養學員的美容專業操守和道德，學員並且能掌握美容實務培訓知
識，懂得如何為資歷較淺的同事設計及提供技能訓練；
 瞭解如何執行培訓前的準備工作、培訓場地及設施的類別的使用守則，使培訓工作
得以更有效地進行；及
 學員對課程進行自我評估，找出相應處理方法、記錄及存檔。
專業美容護理證書課程（資歷架構第二級）
 掌握基本美容護理常識及技巧；
 按照顧客的皮膚類別及特性，為顧客選擇合適的美容護理產品及療程；及
 安全、衛生地為顧客進行基本面部及肩頸按摩、面部護理等療程。
3.3 課程結構
專業教學及培訓證書課程（資歷架構第三級）
單元

能力單元

執行培訓場地及設施管理
編寫培訓教材
應用教學技巧
認識美容導師的職責、專業要求
及操守
掌握培訓前準備工作
掌握課堂管理
掌握美容實務培訓技巧

BEZZET304A
BEZZET305A
BEZZET306A
BEZZET307A

資歷學分

BEZZET308A
BEZZET310A
BEZZET311A
總計：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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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美容護理證書課程（資歷架構第二級）
單元

能力單元

認識皮膚構造及病變
認識基本面部、肩頸按摩
進行一般面部按摩護理
漂染睫毛及眉毛
識別面膜種類與成份
護理前的皮膚測試
識別各種皮膚種類及護理
進行一般美容護理
瞭解頭部骨骼與面部肌肉的結構
瞭解面部及肩頸按摩對促進血
液、淋巴循環系統的關係

BEZZCN108A
BEZZBC101A
BEZZBC202A
BEZZBC201A
BEZZBC102A
BEZZCN211A
BEZZCN210A
BEZZBC203A
BEZZCN217A
不適用

資歷學分

總計： 45
3.4 畢業要求
專業教學及培訓證書課程（資歷架構第三級）
 完成所有綜合培訓報告、閱讀報告、資料搜集及實操練習；
 持續評核的項目包括課堂活動及綜合培訓報告；
 期終考核的項目包括實務試及理論試；
 理論試及實務試的合格分數均為 60 分；
 整體合格分數為 60 分；
 出席率不少於 80%。
專業美容護理證書課程（資歷架構第二級）
 完成所有工作紙、閱讀報告（資料搜集）及實操練習；
 持續評核的項目包括實操練習、個案研究及測驗；
 期終考核的項目包括實務試及理論試；
 各測驗、理論試及實務試的合格分數均為 60 分；
 整體合格分數為 60 分；
 出席率不少於 80%。
3.5 收生條件
專業教學及培訓證書課程（資歷架構第三級）
 年滿 18 歲；及
 中五程度、具有相關之二級資歷（ITEC、CIBTAC、City & Guilds、CIDESCO、
香港資歷架構第二級（30 資歷學分或以上）或過往資歷認可第二級）、具備一年
培訓經驗；或
 中五程度、具有相關之三級資歷（ITEC、CIBTAC、City & Guilds、CIDESCO、
香港資歷架構第三級（30 資歷學分或以上）或過往資歷認可第三級）；及
 必須具備三年或以上美容相關工作經驗；及
 中文書寫流暢，能操流利廣東話；及
 所有申請人必須通過入學面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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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美容護理證書課程（資歷架構第二級）
 年滿 16 歲，及
 中三程度，中文書寫流暢，並能操流利廣東話；及
 持有證書顯示已具備能力單元「瞭解美容護理基本知識」(BEZZCN106A) 及「識
別美容產品種類、成份及功效」(BEZZCN107A) 相關能力；及
 所有申請人必須通過入學面試。

4.

重大修改

4.1 於有效期內，如營辦者在未經評審局批准的情況下作出重大修改，評審資格將會失效。

5.

資歷名冊

5.1 通過評審局質素保證程序的資歷均可上載到資歷名冊，並獲資歷架構認可。課程營辦者
或資歷頒授機構如欲於資歷名冊上載已通過質素保證的資歷，須向評審局相關部門另行
提出申請。
5.2 學員在登記有效期內入讀相關通過評審的進修計劃，修畢有關進修計劃並獲得載於資歷
名冊的相關資歷，其資歷方為資歷架構認可。

報告編號：16/87
檔案編號：VA113/02/03a,
VA113/02/0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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