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Vision

“Each and every youngster should be 

given the opportunity to unleash their 

talents.  Multiple pathways should 

be offered to our young people with 

diverse abilities and aspiration to excel 

in life.  Through equipping them with 

the expertise, skills and appropriate 

attitude, vocational education plays 

an indispensable role in nurturing the 

necessary manpower to support the 

growth of our economy.  It is time to 

further promote the value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change the entrenched 

percep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being a second choice.”

Roy Chung
Chairman, Task Force on 

Promo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Background

In the 2014 Policy Address, the Chief 

Executive highlighted the importance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announced 

a series of  measures to support its 

development.  Among other things, the 

Task Force on Promo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Task Force”) was set up 

in June 2014 with a view to mapping 

out a strategy and concrete proposals 

to promote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raise public awareness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recognition of its value.  

This leaflet outlines the work done by 

the Task Force in the past year and the 

key recommendations on promoting 

vocational education contained in the 

report submitted to the government in 

July 2015. 

          公眾參與活動

專責小組在過去一年舉行了連串公眾參與活動，

以了解持份者對職業教育的看法和找出推廣     

職業教育的有效方法。這些活動包括發信邀請

主要的培訓機構提出意見、進行問卷調查、舉

行焦點小組會談、圓桌討論和與中學校長會面。

       香港以外的經驗

專責小組在制定建議時亦參考了香港以外推行

和推廣職業教育的經驗。

        策略

專責小組建議採取以下三方面的策略：

  策略 1：重塑職業教育及培訓

 策略 2：加強推廣

策略 3：持續工作

           目標

「每一位年青人都應該有機會盡展所長。這些具

有不同能力和志向的年青人都應獲提供多元的出

路，讓他們在人生路上發揮潛能。職業教育培養

學員的專門知識、技能及適當態度，為經濟發展

培育所需的人才，是社會中不可或缺的一環。現

在正是進一步推廣職業教育價值的時機，並改變

職業教育被視為次選的固有觀感。」

鍾志平博士

推廣職業教育專責小組主席

        背景

行政長官在 2014 年《施政報告》中強調職業教

育的重要，並公布一系列支援職業教育發展的

措施，當中包括在 2014 年 6 月成立推廣職業教

育專責小組。專責小組旨在制訂推廣職業教育

的策略和具體建議，提升公眾對職業教育的認

知，確認職業教育的價值。

此單張概括專責小組在過去一年的工作，及在

2015 年 7 月向政府提交的報告中所載有關推廣

職業教育的重點建議。

摘要
重塑職業教育及培訓

持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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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把香港的「職業教育及培訓」

重塑為「職業專才教育」，涵蓋

達至學位程度的有關課程

政府鼓勵政府高級官員把握每個
機會推廣和支持職業專才教育

政府的影響

政府提供財政資助

政府考慮延長職業教育和就業支援先導計劃
及擴大工作實習措施以惠及更多學生，並考慮
延長指定專業 / 界別課程資助計劃 ( 若該計劃
證明有效 )

政府進行跟進調查，了解公眾對職業專才
教育的態度有否轉變

職業專才教育機構與僱主在設計和
發展職業專才教育課程有更緊密協作

業界作出更多貢獻

職業訓練局定期檢視
訓練委員會名單，
加入新興行業各大商會鼓勵其會員制訂全面

的人力資源策略，藉此吸引並
挽留員工

推廣職業專才教育的專業形象
宣傳計劃及舉辦

大型技能比賽

政府協助職業專才教育

機構配置先進設施

職業專才教育機構提升

課程質素，並考慮進行

( 更多 ) 研究活動

提供更多職業專才教育
及相關職業資訊
政府設立和管理一個職業

專才教育網站，提供課程

及行業資訊

政府 / 職業專才教育機構

/ 業界出席及舉辦與職業  

專才教育有關的論壇

教育局加強宣傳資歷架構

推廣資歷架構
各大商會鼓勵其
會員在處理員工
招聘和晉升事宜
上參考資歷架構

通過生涯規劃教育
推廣職業專才教育 職業專才教育機構及

僱主應為中學教師安
排 ( 更多 ) 培訓工作
坊暨參觀活動；為家
長舉辦研討會和參觀
活動；及為學生安排
導引課程

教育局鼓勵中學採用全校
參與的方式推行生涯規劃
教育，並加強對學生的個
別輔導和支援

加強推廣

推廣應用學習
教育局鼓勵課程提供機構安排
更多應用學習課程與資歷架構
掛鈎

專上教育院校在收
生時適當考慮學生
的應用學習科目成
績

政府考慮為學校提供100%津貼，
資助應用學習課程的費用

評估態度轉變的跟進調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