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審報告(摘 要 )

國際美研專業教育學院有限公司

課程覆審

強烈脈衝光學及美容儀器證書(資歷架構第三級)
專業美容業營運管理與銷售策略證書(資歷架構第三級)

2015 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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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美研專業教育學院有限公司為一所提供美容及化妝培訓課程的機構。
1.2 受 Inter-Pro Beauty Architect School Limited (國際美研專業教育學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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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歷架構第 3
級之標準：
(1) 強烈脈衝光學及美容儀器證書(資歷架構第三級)；及
(2) 專業美容業營運管理與銷售策略證書(資歷架構第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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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er-Pro Beauty Architect School Limited
國際美研專業教育學院有限公司

資歷頒授者名稱

Inter-Pro Beauty Architect School Limited
國際美研專業教育學院有限公司

進修課程名稱

Certificate in Intense Pulsed
Light & Beauty Electrical
Treatment (QF Level 3)
強烈脈衝光學及美容儀器證書
(資歷架構第三級)

Certificate in Professional
Beauty Management and
Selling Strategy (QF Level 3)
專業美容業營運管理與銷售策
略證書(資歷架構第三級)

資歷名稱（結業資
歷）

Certificate in Intense Pulsed
Light & Beauty Electrical
Treatment (QF Level 3)
強烈脈衝光學及美容儀器證書
(資歷架構第三級)

Certificate in Professional
Beauty Management and
Selling Strategy (QF Level 3)
專業美容業營運管理與銷售策
略證書(資歷架構第三級)

主要學習/培訓範疇

美容, 美髮, 家政, 個人護理

其他學習/培訓範疇

不適用

行業

美容及美髮業

行業分支

美容業

資歷架構級別

第3級

資歷學分

36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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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課模式及修讀期

全日及兼讀制
全日及兼讀制
360 學時（包括 72 面授時數） 390 學時（包括 60 面授時數）

中段結業資歷

不適用

有效期

3年
2015 年 5 月 16 日至 2018 年 5 月 15 日

招收學員次數

不適用

新學員人數上限

每年新學員人數上限 6 班
每班學員人數上限為 12 人

「能力標準說明」為  是
本課程

 否

「通用（基礎）能力  是
說明」為本課程

 否

加於資歷名冊上的
其他有用資料

不適用

授課地址

Room 502 – 505, 5th/Floor, China Minmetals Tower, no.79
Chatham Road South, Tsim Sha Tsui, Kowloon
九龍尖沙咀漆咸道南 79 號中國五礦大廈五樓 502 – 505 室

建議
1. 營辦者應於課程檢討時，檢討兩個課程的面授時數及自學時數，以確保有關時數
合適地配合課程的教與學活動。

3.

課程資料
以下課程資料乃由營辦者提供。

3.1 課程目標
強烈脈衝光學及美容儀器證書(資歷架構第三級)
 近年本港美容業的發展日趨蓬勃，由其在光學美容及儀器美容方面因為效果顯著，
令不少男女都趨之若鶩，使行業發展一日千里，由於業界持有合格認證的脈衝光治
療師及美容儀器治療師不多，所以本校設計此課程以科學理論講解，並配合先進儀
器的幫助，提供全面的培訓，以便學員讀完後能擠身此行業。
專業美容業營運管理與銷售策略證書(資歷架構第三級)
 近年本港美容業的發展日趨蓬勃，需要大量招聘專業的美容業從業員，同時亦增加
了初級管理人員的需求。所以本校提供這個課程給美容業從業員，希望他們完成後
能成為業界的初級管理專才，令事業更上一層樓。

3.2 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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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烈脈衝光學及美容儀器證書(資歷架構第三級)
 完成此課程後，學員能瞭解頭部骨骼及肌肉結構，亦能掌握各種皮膚類型的特徵，
運用所學的知識作分析後能夠為客人提供合適的美容面部護理. 另外，學員能夠清
楚明白護理前進行皮膚測試的重要性，並為客人進行適當的測試。
 在光學方面，學員能認識到美容光學在面部及身體上所產生的不同反應及作用，並
能回答客人相關的問題。學員亦能夠為彩光儀器進行保養及消毒程序，為日後再進
修為專業彩光治療師打好基礎。
 在其他美容儀器方面，例如高頻、法拉狄、賈法尼、微電流及真空抽吸儀器等。學
員能認識各儀器的美容原理，能夠按照美容儀器製造商的操作指引、安全用電和個
人及作業的衛生守則，根據顧客身體狀況及需要，選擇合適的美容儀器. 並能正確
地操作儀器，為顧客進行美容護理服務。
專業美容業營運管理與銷售策略證書(資歷架構第三級)
 完成此課程後,學員能達到管理學及銷售學三級的水平，能正確地運用管理學進行
初級的管理，亦能正確地運用推廣與銷售的知識有效地推銷產品。
3.3 課程結構
強烈脈衝光學及美容儀器證書(資歷架構第三級)
單元名稱
護理前的皮膚測試

資歷學分

識別各種皮膚種類及護理
瞭解頭部骨骼與面部肌肉的結構
瞭解美容光學(面部)
瞭解美容光學(身體)
操作及保養各種美容儀器
總計： 36
專業美容業營運管理與銷售策略證書(資歷架構第三級)
單元名稱
應用一般商業法例

資歷學分

推廣美容產品及服務
掌握優質顧客服務
執行營銷計劃
執行招聘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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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配員工
執行薪酬基準和佣金制度
總計： 39
3.4 畢業要求
強烈脈衝光學及美容儀器證書(資歷架構第三級)
 各項評核的總分合格(50%或以上)；及
 出席率 80% 或以上
專業美容業營運管理與銷售策略證書(資歷架構第三級)
 各項評核的總分合格(50%或以上)；及
 出席率 80% 或以上
3.5 收生條件
強烈脈衝光學及美容儀器證書(資歷架構第三級)
 中三或以上或同等學歷；及
 具一年美容師相關工作經驗；或
 修畢美容業資歷架構第二級的課程
專業美容業營運管理與銷售策略證書(資歷架構第三級)
 中三或以上或同等學歷；及
 具一年美容師相關工作經驗；或
 修畢美容業資歷架構第二級的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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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8
檔案編號：VA24/02/04a&0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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