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製造科技業(模具、金屬及塑膠) 
「過往資歷認可」簡介 



目的 
 
香港資歷架構下的「過往資歷認可」機制為業界從業員提
供另一個途徑，確認他們在工作崗位上所積累的工作經驗
、知識和能力，從而取得資歷架構認可的資歷，提升他們
在學習甚至工作上的進階機會。 

「過往資歷認可」機制 

生產力促進局已獲教育局局長委任為製造科技業(模具、金屬及
塑膠)「過往資歷認可」 評估機構，於2017年3月15日起為業界
從業員提供辦理第一至第四級資歷的服務。 



愈來愈多僱主、培訓機構、專業學會或政府部門已相繼認
受「過往資歷認可」資歷，作以下用途： 
 
 人力資源管理：包括人手招聘、升遷考慮、推薦進修等； 
 專業資格要求：作為申請專業資格的條件之一； 
 持續進修：作為入學條件之一，甚或獲得學分／學科豁免； 
 政府部門的訓練／招標要求：接納「過往資歷認可」資歷作

為訓練／招標要求的條件之一； 
 資歷架構下「學習體驗獎勵計劃」的申請資格：持有「過往

資歷認可」資歷作為符合其中一項申請資格。 

「過往資歷認可」資歷的認受性 



愈來愈多僱主、培訓機構、專業學會或政府部門已相繼認
受「過往資歷認可」資歷，作以下用途： 
 
 人力資源管理：包括人手招聘、升遷考慮、推薦進修等； 
 專業資格要求：作為申請專業資格的條件之一； 
 持續進修：作為入學條件之一，甚或獲得學分／學科豁免； 
 政府部門的訓練／招標要求：接納「過往資歷認可」資歷作

為訓練／招標要求的條件之一； 
 資歷架構下「學習體驗獎勵計劃」的申請資格：持有「過往

資歷認可」資歷作為符合其中一項申請資格。 



申請對象 
擁有豐富行業經驗但欠缺學歷的從業員； 
希望獲取行業認可及與工作相關資歷的人士。 

 
提供申請的項目 
製造科技業(模具、金屬及塑膠)「過往資歷認可」共有
60個第一至第四級的資歷，涵蓋以下六個職能範疇： 
市場、銷售及客戶管理 
產品設計及開發 
製程設計及開發 
採購、物流計劃及監控 
產品製造 
產品品質監控及檢測 

製造科技業(模具、金屬及塑膠) 「過往
資歷認可」機制 

60個第一至第四級的資歷的評
估方法詳列於申請人手冊 



「能力單元組合」名稱 編號 級別 評估方法 
市場營銷 (三級) MTMM301A 三級 筆試 

產品設計及開發 (金屬業) (三級) MTPD301A 三級 實操考核 

產品設計及開發 (塑膠業) (三級) MTPD302A 三級 實操考核 

模具設計及開發 (三級) MTPD303A 三級 實操考核 

樣辦制作 (金屬業) (三級) MTPD304A 三級 面試 
樣辦制作 (塑膠業) (三級) MTPD305A 三級 面試 

生產設定 (三級) MTPR301A 三級 筆試 
採購工作 (模具業) (三級) MTPU301A 三級 筆試 
採購工作 (金屬業) (三級) MTPU302A 三級 筆試 
採購工作 (塑膠業) (三級) MTPU303A 三級 筆試 

生產加工 (金屬衝壓及鈑金加工業) (三級) MTPM301A 三級 
實操考核 

生產加工 (金屬壓鑄及鑄造加工業) (三級) MTPM302A 三級 
面試 

模具加工 (銑削門類) (三級) MTPM303A 三級 實操考核 
模具加工 (研磨門類) (三級) MTPM304A 三級 實操考核 

模具加工 (打磨組裝門類) (三級 MTPM305A 三級 實操考核 
模具加工 (車削門類) (三級) MTPM306A 三級 實操考核 

模具加工 (放電加工門類) (三級) MTPM307A 三級 實操考核 
生產加工 (塑膠業) MTPM308A 三級 實操考核 
品質控制 (三級) MTQI301A 三級 實操考核 

生產加工 (金屬衝壓及鈑金加工業) (二級) MTPM201A 二級 
實操考核 

生產加工 (金屬壓鑄及鑄造加工業) (二級) MTPM202A 二級 
面試 

生產加工 (金屬擠壓加工業) (二級) MTPM203A 二級 實操考核 
生產加工 (一級) MTPM101A 一級 筆試 



「能力單元組合」名稱 編號 級別 評估方法 

市場營銷 (模具業) (四級) MTMM401A 四級 
筆試 +  
面試 

市場營銷 (金屬業) (四級) MTMM402A 四級 
筆試 +  
面試 

市場營銷 (塑膠業) (四級) MTMM403A 四級 
筆試 + 
 面試 

產品設計及開發 (金屬衝壓及鈑金加工業) (四級) MTPD401A 四級 
筆試 +  
面試 

產品設計及開發 (金屬壓鑄及鑄造加工業) (四級) MTPD402A 四級 
筆試 +  
面試 

產品設計及開發 (塑膠業) (四級) MTPD403A 四級 
筆試 +  
面試 

注塑模具設計及開發 (四級) MTPD404A 四級 
筆試 +  
面試 

鈑金衝壓模具設計及開發 (四級) MTPD405A 四級 
筆試 +  
面試 

壓鑄及鑄造模具設計及開發 (四級) MTPD406A 四級 
筆試 +  
面試 

項目控制 (模具業) (四級) MTPD407A 四級 筆試 
項目控制 (金屬業) (四級) MTPD408A 四級 筆試 
項目控制 (塑膠業) (四級) MTPD409A 四級 筆試 

自動化生產線設定(模具業) (四級) MTPR401A 四級 
筆試 +  
面試 

自動化生產線設定 (塑膠業) (四級) MTPR402A 四級 
筆試 +  
面試 

自動化生產線設定 (金屬衝壓及鈑金加工業) (四級) MTPR403A 四級 
筆試 +  
面試 

自動化生產線設定 (金屬壓鑄、鑄造及擠壓加工業) 
(四級) 

MTPR404A 四級 
筆試 +  
面試 



「能力單元組合」名稱 編號 級別 評估方法 

自動化工程 (四級) MTPR405A 四級 
筆試 +  
面試 

採購及供應商管理 (模具業) (四級) MTPU401A 四級 筆試 
採購及供應商管理 (金屬業) (四級) MTPU402A 四級 筆試 
採購及供應商管理 (塑膠業) (四級) MTPU403A 四級 筆試 

生產管理 (四級) 
  

MTPM401A 四級 
筆試  

生產加工(金屬衝壓及鈑金加工業) (四級 MTPM402A 四級 
筆試 + 

 實操考核 

生產加工 (金屬壓鑄及鑄造加工業) (四級) MTPM403A 四級 
筆試 +  
面試 

生產加工 (金屬擠壓加工業) (四級) MTPM404A 四級 
筆試 +  
實操考核 

生產加工 (塑膠業) (四級) MTPM405A 四級 
筆試 +  
實操考核 

  

模具加工 (銑削及放電加工門類) (四級) MTPM406A 四級 
筆試 +  
實操考核 

模具加工 (銑削及研磨門類) (四級) MTPM407A 四級 
筆試 +  
實操考核 

模具加工 (銑削及打磨組裝門類) (四級) MTPM408A 四級 
筆試 +  
實操考核 

模具加工 (車削及放電加工門類) (四級) MTPM409A 四級 
筆試 +  
實操考核 

模具加工 (車削及研磨門類) (四級) MTPM410A 四級 
筆試 +  
實操考核 

模具加工 (車削及打磨組裝門類) (四級) MTPM411A 四級 
筆試 +  
實操考核 



「能力單元組合」名稱 編號 級別 評估方法 

模具加工 (打磨組裝及研磨門類) (四級) MTPM412A 四級 
筆試 + 
實操考核 

模具加工 (打磨組裝及放電加工門類) (四級) MTPM413A 四級 
筆試 +  
實操考核 

品質控制 (金屬業) (四級) MTQI401A 四級 筆試 
品質控制 (塑膠業) (四級) MTQI402A 四級 筆試 
品質控制 (模具業) (四級) MTQI403A 四級 筆試 

品質管理 (四級) MTQI404A 四級 筆試 



申請要求及程序 

製造科技業(模具、金屬及塑膠) 「過往
資歷認可」機制 

申請人必需是香
港居民並擁有香
港居留權、或香
港入境權、或有
權在香港逗留而
不受任何逗留條
件限制 



從業員進行製造科技業（模具、金屬及塑膠）「過往資歷認可」
的評估方式包括: 
 審核資歷證明文件(只限1-3級) 
 面試 
 筆試 
 實操考核 

製造科技業(模具、金屬及塑膠) 「過往
資歷認可」機制 

評估方式 進行評估的地點 

面試 生產力促進局一樓課室 

筆試 生產力促進局一樓課室 

實操考核（塑膠加工） 塑膠科技中心 

實操考核（模具加工） 精密模具技術中心 

實操考核（金屬衝壓加工） 激光輔助成型技術展示區內之衝床 

實操考核（CAD ） 生產力促進局一樓電腦室 

所有評估將由兩位評估員進行
（一位生產力局專家及一位外部專家） 



製造科技業(模具、金屬及塑膠) 「過往
資歷認可」機制 

收費 
 
查核證明文件 
(適用於以所具備的工作年資及相關經驗申請認可，以取得資歷架構1-3級的資歷) 

資歷

級別 

一個「能力單元組合」 

(HK$) 

二個「能力單元組合」 

(HK$) 

三個「能力單元組合」 

(HK$) 

四個「能力單元組合」 

(HK$) 

1-3

級 

$290 $490 $690 $890 



製造科技業(模具、金屬及塑膠) 「過往
資歷認可」機制 

收費 
 
評估收費 (每一個「能力單元組合」) 
(按教育局指引，於過渡期內，從業員可選擇接受評估，以確認具資歷架構1-3級的
資歷) 

評估方法 收費 (HK$) 

資歷級別第1-3級 資歷級別第4級 

筆試 $890 $1,000 

面試 $890 Ｎ／Ａ 

實操考核 $2,800 Ｎ／Ａ 

筆試 + 面試 Ｎ／Ａ $1,300 

筆試 +實操考核 Ｎ／Ａ $5,200 



製造科技業(模具、金屬及塑膠) 「過往
資歷認可」機制 

收費 
 
重考收費 (每一個「能力單元組合」) 

評估方法 收費 (HK$) 

資歷級別第1-3級 資歷級別第4級 

筆試 $690 $800 

面試 $690 Ｎ／Ａ 

實操考核 $2,300 Ｎ／Ａ 

筆試 + 面試 Ｎ／Ａ $1,100 

筆試 +實操考核 Ｎ／Ａ $4,700 



製造科技業(模具、金屬及塑膠) 「過往
資歷認可」機制 

收費 
 
上訴收費 (每一個「能力單元組合」) 

評估方法 收費 (HK$) 

資歷級別第1-3級 資歷級別第4級 

筆試 $200 $250 

面試 $200 Ｎ／Ａ 

實操考核 $500 Ｎ／Ａ 

筆試 + 面試 Ｎ／Ａ $350 

筆試 +實操考核 Ｎ／Ａ $800 



「過往資歷認可」資助計劃 

凡成功通過「過往資歷認可」的申請人，在取得資歷證明書後，可即時
申請發還75%的評估費用；及後成功修畢任何一個資歷架構認可的課
程，更可申請發還餘下25%的評估費用。 

「發還評估費用流程」 

詳情：
https://www.hkqf.gov.hk/tc/support/dss/rpl_reimbursement/index.html  

https://www.hkqf.gov.hk/tc/support/dss/rpl_reimbursement/index.html
https://www.hkqf.gov.hk/tc/support/dss/rpl_reimbursement/index.html
https://www.hkqf.gov.hk/tc/support/dss/rpl_reimbursement/index.html


Contact：Emily Wan / Penny Chan 
 
Email：emilywan@hkpc.org  /pennychan@hkpc.org 
 
Tel: 2788 5457 / 2788 5749 
 
Website: http://rpl.hkpc.org 

mailto:emilywan@hkpc.org
mailto:pennychan@hkpc.org


同行五十載     智慧創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