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課程以職業體驗為主導

多角度體驗
行業實況

職業專才教育專業證書 BA534022P

課程資料

靈活修讀
配合教師日程

為現職升學及就業輔導
相關工作的教職員而設

焦點活動
• 職業專才教育國際會議2020
• 形象設計匯演
• 香港航空業探索日

「行業觸覺 ─ 職業及市場趨勢」



日期 時間 內容 地點

30/5/2020 9:00am – 1:00pm 職業專才教育面面觀及為學生裝備職業生涯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黃克競)

體驗活動 ─ 學員可因應自己的時間及興趣，選擇參予職業體驗活動以累積26小時活動時數要求。 職業體驗活動涵蓋不
同範疇並於不同時段推出，本課程組將以電郵通知各學員最新資料。以下是過往體驗活動的例子，詳情請參閱本課程
網站 http://pcvpet.vtc.edu.hk 。

職業體驗活動

時尚升級改造工作坊 中藥檢測工作坊 生物科技工作坊

創新餐飲及廚藝實踐工作坊 產品設計及3D打印工作坊 美容及個人護理產品工作坊

鐘錶制作及測試工作坊 會計新丁工作坊 品酒及餐飲工作坊

「樹醫生」工作坊 復康工作坊 香港檢測與認證行業介紹及實務工
作坊

日本商業文化工作坊 管「你」搞活動工作坊 創意紙藝製作工作坊

紀律部隊全接觸工作坊 氣體工作坊 個性Tee與創意包裝工作坊

海事工作坊 沖泡咖啡及茶之藝術工作坊 國內職業教育考察

機電工程署參觀 形象設計匯演 機電業博覽

職業專才教育(VPET)為不同志向
和能力的年輕人提供靈活多元的
出路，是教育體系中重要一環。
本課程透過各項職業相關的工作
坊和體驗活動，加強中學教職員
對職業專才教育及多元化升學途
徑的認識，助他們為學生提供更
全面的就業輔導與支援。

課堂內容
面授課堂 ─ 學員必須出席4小時面授課堂

行業觸覺 ─ 職業及市場趨勢 (BMT4818)單元簡介
「行業觸覺 ─ 職業及市場趨勢」是「職業專才教育專業證書」的其中一個單元，包括4小時的面授課程及26小時行業
體驗活動(包括院校參觀、工作坊及講座)。透過不同的學習活動，學員可親身體驗職業專才教育的最新發展。修畢可獲
頒授單元證書(資歷架構級別第四級)。



課程特色
• 課程針對「就業輔導」及「生涯規劃」的要求設計
• 透過參與不同體驗活動認識各行業
• 了解不同行業最新發展，並培育全球視野 (包括STEM相關行業)
• 學習設計就業輔導工作紙，為學生提供多元升學出路資訊，並協助學校安排「其他學習經歷」活動
• 本課程組可因應學校或地區需要，彈性安排授課時間及地點 (自行組合約15名學員)，詳情請致電本課程組查詢

資歷認可
                               

• 職業專才教育證書(行業觸覺-職業及市場趨勢單元) (QF 級別四)在資歷架構下獲得認可。 
       (資歷架構級別第四級，資歷名冊登記號碼為18/000284/L4，有效期由01/06/2018至31/08/2021)
• 職業專才教育證書(職業輔導-VPET探索及職業路向單元) (QF 級別四)在資歷架構下獲得認可。 

       (資歷架構級別第四級，資歷名冊登記號碼為18/000285/L4，有效期由01/06/2018至31/08/2021)
• 職業專才教育證書(VPET教育系統-世界觀單元) (QF 級別四)在資歷架構下獲得認可。 

       (資歷架構級別第四級，資歷名冊登記號碼為18/000286/L4，有效期由01/06/2018至31/08/2021)
• 職業專才教育專業證書(QF 級別四)在資歷架構下獲得認可。 

       (資歷架構級別第四級，資歷名冊登記號碼為17/000426/L4，有效期由01/05/2017至31/08/2021)

教學語言
粵語，輔以英語 (如海外學者主持講座 ，將以英語進行)

上課地點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黃克競)
職業訓練局相關設施

上課時間
除職業體驗活動及特別課堂外，所有課堂均在平日黃昏或星期六上午進行

職業輔導 – VPET探索及職業路向 (BMT4819) 
此單元共22小時，涵蓋「應用科學 / 工商管理 / 幼兒、長者及社會服務 / 設計 / 工程 / 酒店及旅遊 / 資訊科技/跨學
科」，使學員深入了解行業的資訊及發展。
 
VPET教育系統 – 世界觀 (BMT4820)
此單元共20小時，涵蓋「瑞士、德國、英國、澳洲、亞太區及香港」的職業專才教育特色及發展狀況。

本課程組將定期開辦職業輔導 – VPET探索及職業路向 (BMT4819) 及 VPET教育系統 – 世界觀 (BMT4820)，詳情請參
閱本課程網站 http://pcvpet.vtc.edu.hk

*學員可按照自己的日程在不同時段內，修讀單元BMT4818及同時選擇修讀單元BMT4819及單元BMT4820以獲頒授   
「職業專才教育專業證書」(資歷架構級別第四級) 。學員修畢個別單元，出席率達70%或以上，亦可獲頒授單元證書 
(資歷架構級別第四級)。

配合靈活修讀，學員可彈性選擇繼續修讀另外兩個單元，以完成整個職業專才教育
專業證書*

修讀年期
最長為三年  

  

�
�

職業輔導—
VPET探索及職業路向
(BMT4819)
22小時

VPET教育系統—
世界觀
(BMT4820)
20小時

職業專才教育
專業証書

行業觸覺—
職業及市場趨勢
(BMT4818)
4小時課堂及
26小時職業體驗活動
(可因應興趣選擇不
同的職業體驗活動)



備註
• 每位學員可獲贈“Vocational and Profess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in Switzerland”乙本。因數量有限，

本局保留派發書籍之權利
• 遞交課程申請前，請參閱有關課程的內容及申請人須知等詳細資料 
• 職業訓練局可因應情況取消任何課程、修正課程名稱、內容或更改開辦課程的院校 / 上課地點及時間表。學員之

取錄與否，由本局最終決定

報名及課程查詢
職業訓練局
「職業專才教育專業證書」課程組
電話：2595 8476/ 2595 8218
地址：香港柴灣盛泰道三十號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柴灣)行政樓一樓
網址：http://pcvpet.vtc.edu.hk 電郵：pcvpet@vtc.edu.hk

vtcpcvpet

內容僅供參考。所有課程資料以本局最新公佈為準。

本課程網站

202004OP

申請資格
於本地全日制學校現職就業輔導相關工作的全職教學人士、教學助理及學校社工等

學費
港幣九百元正(學員完成此單元BMT4818後，再報讀其餘兩個單元，不需額外繳交費用)

遞交申請
• 新一期課程於2020年5月30日(星期六)開課，請郵寄以下文件到職業訓練局「職業專才教育專業證書」課程組或

透過以下網址申請(http://bit.ly/pcvpetadmission)
• 已填妥的課程申請表
• 由教育局發出的檢定教員證明書/僱用非檢定教員許可證或由社會工作者註冊局發出的社工註冊證之副本
• 近照(護照相片)乙張
• 支票(港幣九百元正，須加劃線並註明支付『職業訓練局』，請於支票背面寫上姓名及報讀課程)
• 若透過網上申請，請跟從指示上載近照及相關文件至申請系統。申請人可透過網上付款或郵寄支票到本課程組



 

 

 
Professional Certificate of Vocational and Profess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PCVPET） 

職業專才教育專業證書（BA534022P） 

「行業觸覺－職業及市場趨勢」 

課程申請表 
個人資料 (所填報的姓名須與香港身分證上的姓名相同。因註冊系統要求，請用英文填寫你的個人資料。) 

英文姓名 
Name in English: Dr./Mr./Ms.* 中文姓名 

Name in Chinese:  

電話號碼 
Phone No.: 

手機 
Mobile:  公司 

Office:  住宅 
Residential:  

電郵地址 
Email Address:                                    

出生日期 Date of 
Birth (dd/mm/yy):  香港身分證號碼  

Hong Kong Identity Card No.: (     ) 

通訊地址 
Correspondence Address:  

現職學校名稱 
School of Employment:  職位 

Position:  

*請刪去不適用者 
 

本人有意報讀職業專才教育專業證書（BA534022P）BMT4818 行業觸覺－職業及市場趨勢 

其他學科單元選修（請在以下方格加上「」表示你會在修讀 BMT4818 學科單元外，選修另外的學科單元）（可選多項） 

☐ BMT4819 職業輔導 – VPET 探索及職業路向 ☐ BMT4820 VPET 教育系統 – 世界觀 

- 本課程組將定期開辦職業輔導 – VPET 探索及職業路向 (BMT4819) 及 VPET 教育系統 – 世界觀 (BMT4820) ，詳情將以電郵通知。

如欲了解更多請參閱本課程網站 http://pcvpet.vtc.edu.hk。 

- 學員於三年內完成三個單元，可獲發「職業專才教育專業證書」。 

上課地點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黃克競）及職業訓練局相關設施 

申請人之聲明及簽署 

本人已細閱、明白並同意遵守職業訓練局載於「申請人須知」之「報名須知」、「聲明」、「個人資料收集及用途」、「學生知識產權政

策」及「學生學術原創聲明書」，及於「課程管理指引」（指引）內所列明之規則。 

個人資料之使用 

職業訓練局及其機構成員擬使用閣下提供的個人資料，包括姓名、電話號碼、手機號碼、電郵地址及通訊地址，提供有關職業訓練

局及其機構成員的任何課程、招生及活動推廣資訊。惟我們必須先得到你的同意，否則不能如此使用你的個人資料。如你不同意上

述安排，請在以下方格加上剔號。  

☐ 本人不同意職業訓練局及其機構成員使用我提供的個人資料，包括姓名、電話號碼、手機號碼、電郵地址及通訊地址，提供有關

職業訓練局及其機構成員的任何課程、招生及活動推廣資訊。 

 

 

 

申請人簽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如果你想取消接收職業訓練局發送的信息或更新你的個人資料，請將你的要求與註冊的姓名、電話號碼、手機號碼、電郵地址和通

信地址，電郵至 pcvpet@vtc.edu.hk 或傳真至 2505 7814。 

只供內部使用 

申請編號:  

日期:   

申請辦法: ☐ 郵寄 ☐ 電郵 
  

http://pcvpet.vtc.edu.hk/


 

 

申請人須知 
報名須知 
1. 成功完成此單元，將獲發證書（資歷架構級別第四級）。學員可按照自己的日程在不同時段內，靈活修讀個別單元或整個「職業專才教育專業

證書」課程（三個單元）。學員於三年內完成三個單元，可獲發「職業專才教育專業證書」（Professional Certificate of Vocational and 

Profess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資歷架構級別第四級）。 

2. 上課地點：香港專業教育學院（黃克競）及職業訓練局相關設施 

3. 教學語言：粵語，輔以英語授課 

4. 出席率：最低出席率為 70% 

5. 申請資格：於本地主流全日制學校現職就業輔導相關工作的全職教學人士、教學助理及學校社工等 

6. 學費：＄900（學員完成此單元 BMT4818 後，再報讀其餘兩個單元，不需額外繳交費用）  

7. 職業訓練局可因應情況取消任何課程、修正課程名稱、內容或更改開辦課程的院校／分校／上課地點或上課時間表。學員之取錄與否，由本局

最終決定。 
 

遞交申請 
請郵寄以下文件到職業訓練局「職業專才教育專業證書」課程組或透過

以下網址申請（http://bit.ly/pcvpetadmission）。 

•  已填妥的課程申請表  

•  由教育局發出的檢定教員證明書/僱用非檢定教員許可

證或由社會工作者註冊局發出的社工註冊證之副本  

•  近照（護照相片）乙張  

•  支票（港幣九百元正，須加劃線並註明支付『職業訓

練局』，請於支票背面寫上姓名及報讀課程）  

•  若透過網上申請，請跟從指示上載近照及相關文件至

申請系統。申請人可透過網上付款或郵寄支票到本課

程組。  

報名及課程查詢 
職業訓練局  

「職業專才教育專業證書」課程組  
辦公時間 ： 上午 9:00 – 下午 5:00（星期一至星期五） 
地址  ： 香港柴灣盛泰道三十號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柴灣）行政樓一樓 
電話 ： 2595 8218 / 2595 8476 
傳真 ： 2505 7814 
電郵 ： pcvpet@vtc.edu.hk 
網址 ： http://pcvpet.vtc.edu.hk 

 

*申請人必須在信封上或電郵主旨註明「申請職業專才教育專業證書－行業觸覺－職業及市場趨勢」。 
 

聲明 
1. 本人謹此聲明在本報名表填報的資料均屬正確無誤，並明白填報之資料將會在職業訓練局的招生過程中作參考之用。 

2. 本人授權職業訓練局索取有關本人在香港或外地參加的公開考試及就讀資料，並授權有關機構（其中包括香港考試及評核局及職業訓練局）提

供此等資料。 

3. 本人授權職業訓練局使用本人的資料查詢任何有關申請入讀課程事宜及有關本人過往及現在於職業訓練局及其機構成員就讀的資料。  

4. 本人明白在註冊後，有關資料將轉作學生紀錄，職業訓練局可利用該等紀錄作學術或行政上之用。 

5. 本人明白在申請中提供任何虛假或誤導性資料會導致即時取消入學資格。  

6. 本人知悉並同意職業訓練局於本人出席持續專業進修（CPD）課程或學歷頒授課程時，查閱本人之有效身份證明文件（由香港特區政府入境事

務處所簽發的香港身份證／護照／旅行證件、或有效的來港就讀之簽證／進入許可）以核實身份。 

7 .  本人明白並會儘量填寫足夠資料，否則職業訓練局不能有效地處理本人的申請。 

8 .  本人知悉並同意職業訓練局以職業訓練局轄下的院校及中心的時鐘作為計算本人就該課程出席時數和所獲得的持續專業進修（CPD）時數，並

同意有關時數的計算方式。 
 

個人資料收集及用途 
1. 申請人其課程申請及入學註冊時所填報的資料，包括姓名、電話號碼、手機號碼、電郵地址、通訊地址及有關資料，職業訓練局將會用於處理下

列與課程的入學申請及行政相關之用途：  

(a) 處理一切有關職業訓練局課程的入學申請及甄選事宜；及相關用途； 

(b) 核對申請人申請紀錄，以及核對和索取申請人在職業訓練局及其機構成員就讀的紀錄與成績；  

 

(c) 申請資料及學生紀錄會用於與統計及分析相關之用途。報名表及有關的個人資料會於職業訓練局收生程序完結後銷毀。然而，若申請人

於報名表表示願意收到職業訓練局的資訊，則該申請資料將被保留； 

(d) 儲存獲取錄的申請人資料於學生紀錄系統；及 
(e) 若申請人表示願意收到職業訓練局的資訊，則申請資料將被保留作職業訓練局及其機構成員的任何課程、招生及活動推廣資訊。 



 

2. 職業訓練局會對申請人的資料絕對保密，但可將申請人的個人資料，給予對本局有保密承諾的任何人士或其代表，用於此章節第 1 點所述的用

途。  

3.    如果想取消接收職業訓練局發送的信息或更新你的個人資料，請將你的要求與註冊的姓名、電話號碼、手機號碼、電郵地址和通信地址，電郵至

pcvpet@vtc.edu.hk 或傳真至 2505 7814。 

4. 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申請人有權(a)查閱職業訓練局是否持有他的個人資料；(b)要求獲得上述資料的副本；及(c)要求職業訓練局更

正他的個人資料。申請人必須提供足夠資料予職業訓練局以識別身份，否則本局有權拒絕上述要求。 

5.     申請人如欲查閱個人資料，須以書面形式向「職業專才教育專業證書」課程組提出 (電郵：pcvpet@vtc.edu.hk ； 電話：2595 8218 / 2595 8201)。 

6. 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職業訓練局保留權利收取查閱資料所需行政費用。 
 

學生知識產權政策 
知識產權  

1 .  「知識產權」指任何發現、創作、發明、設計、式樣、商標、可作商業用途的科技、數據庫使用權、機密資料、商業秘密、專有技術或任何研

究方法；以及所有相關權利，包括：專利、版權、商標、外觀設計、實用新型、其他同類保障權，不論有否在任何國家註冊該等權利；以及前

述各項的應用權。知識產權創造者可獲法律保障，享有其創作的經濟權益及控制權。 

知識產權政策對學生的適用範圍  

2 .  職業訓練局的知識產權政策適用於所有修讀職業訓練局或其學院／中心的全日制及兼讀制課程的註冊學生，不論課程是否由職業訓練局獨立開

辦、與其他伙伴機構合辦或是委託開辦，同樣適用。 

知識產權擁有權  

3. 學生在學期間會運用局方的器材、設施或資源，包括但不限於繪圖、數據、草圖、檔案、實驗室、文具及消耗品，並於老師指導下，為功課及

專題習作創出新意念， 因而產生知識產權，日後或有機會用作商業用途。在此情況下，學生擁有該等素材的知識產權，並給予職業訓練局在全

球各地永久免版稅的非獨家使用權。此使用權一經給予，不得撤回，表示職業訓練局可複製或使用(包括修改)學生在修讀課程期間，由其本人獨

力或與他人合作創造之知識產權的全部或部份材料。該使用權包括但不限 於以下情況： 

(a) 職業訓練局有權將知識產權的使用權再授予其他人； 

(b) 展出學生的作品，供宣傳或展示之用；及 

(c) 於研討會、座談會、課堂及專業會議上引用並使用學生創作的作品。 

4. 以下情況則不受上述條文所列的擁有權所規限：當學生獲外間公司及／或職業訓練局贊助進行專題習作，則須按各方在事前簽訂的協議，決定

該習作的知識產權屬該公司／職業訓練局抑或學生所有。此處提及的「贊助」指該公司或職業訓練局給予的支持，可包括以現金或實物形式提

供的財政資助、使用該公司或職業訓練局的器材及設施、接觸該公司或職業訓練局與該習作相關的機密資料、圖則、草圖及文件。  

學生的義務及承諾 

5. 教學人員向學生提供的筆記及課程材料僅供學生個人使用。學生不得將該等資料上載至其他伺服器，亦不得製作印刷或電子複本，供其他非註

冊修讀該課程的人士使用。未經許可，課堂期間禁止錄影或錄音。 

6. 學生須確定其創作的知識產權素材並無侵犯任何屬於他人的知識產權，特別是版權、道德權利、專利或註冊外觀設計，更不得載有任何損害名

譽或誹謗的內容。 

7. 任何學生如發現或有理由相信知識產權材料由他人獨自或共同擁有，應立即向職業訓練局舉報。 

8 .  當學生在註冊入讀職業訓練局或其附屬機構所提供的課程時，每名學生必須同意遵守職業訓練局公布或不時修訂的知識產權政策、規則及規例。

所有學生須表示明白遵循有關政策、規則及規例乃繼續修業及取得畢業資格的條件。違反職業訓練局知識產權政策屬嚴重的不當行為，有關個

案或會交由學生紀律委員會或相關部門處理及跟進。  
 

學生學術原創聲明書 
本人謹此聲明本人在修讀課程期間所提交的學術作品，包括但不限於以下形式：堂課、論文作業、實驗室作業及報告、演示及相關文稿、作品集、製

品、專題研究等，均為本人的個人作品。本人明白遞交不屬自己的學術或學習評估資料〈整份或部份〉而聲稱是本人的，可被視為「作弊」，並會面

臨紀律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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