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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歷名冊數據組結構表  (適用於過往資歷認可資歷或專業資歷*) 
 
*過往資歷認可資歷或專業資歷由評估機構類別決定。此兩類資歷上載到資歷名冊後，系統會自動按相關的資歷類別在資

歷名冊上顯示。  

 

 欄目名稱 型式 長度 註釋 

A. 營辦者查詢電話號碼  文字  40 由評估機構提供，用作查詢資歷詳情。 (電話號碼須包括地區號碼 : 852- 

例如: (852)36580000)  

 

B. 進修課程名稱(英文) 文字  180 請留空此欄。  

 

C. 進修課程名稱(中文) 

 

文字  70 請留空此欄。  

D. 營辦者/評估機構參考編號  文字  20 評估機構使用的參考編號，用於查核上載於資歷名冊的資歷記錄。  

 

E. 資歷名稱(英文) 

 

文字  180 獲頒授的資歷之英文全名(共 180 字)。  

F. 資歷名稱(中文) 

 

文字  70 獲頒授的資歷之中文全名(共 70 字)。  

G. 營辦者等同資歷頒授者  文字  1 Y –  評估機構等同資歷頒授者。  

N –  評估機構並非資歷頒授者。  

 

H. 資歷頒授者(如與營辦者不

同)(英文) 

文字  180 如欄目「G」為「N」，請填寫資歷頒授者之英文全名。   

如欄目「G」為「Y」，請留空此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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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欄目名稱 型式 長度 註釋 

I. 資歷頒授者(如與營辦者不

同)(中文) 

文字  40 如欄目「G」為「N」，請填寫資歷頒授者之中文全名。   

如欄目「G」為「Y」，請留空此欄。  

 

J. 完整資歷  文字  1 請於此欄填寫「Y」。 

 

K. 完整資歷資料  

 

文字  100 請於此欄填寫「Not Applicable」。  

L. 資歷級別  數字  1 請於此欄填寫獲頒授的資歷之資歷級別。  

 

M. 資歷架構學分數值  數字  3 請留空此欄。  

N. 以「能力標準說明」為本的

課程  

文字  1 
 

請留空此欄。 

 

O. 資歷頒授國家  / 地區  文字  3 頒授資歷的國家  / 地區名稱。如屬香港頒授的資歷，請輸入文字代號

「HKG」。 

 

P. 授課模式  文字  20 請留空此欄。  

 

Q. 質素保證狀況  文字  4 在評估機構登入介面顯示子範疇及新增質素保證狀況，以便分辨各資歷的評審
狀況。 

如屬非自行評審，請於此欄填寫文字代號「VQ」 

 

｢子範疇｣及｢質素保證狀況｣乃互相聯繫。如資歷需要編排｢子範疇｣，則

必須同時增設｢質素保證狀況｣ ;反之亦然。  

 

R. 主要學習及培訓範疇編號  文字  3 請參考資歷架構下的資歷名冊學習及培訓範疇及子範疇。學習及培訓範疇

按英文字母顺序編排；學習及培訓範疇編號由 3 個文字組成，英文字母

為先數字為後  (如: A01)。  

 

S. 子範疇(主要學習及培訓範 文字  5 請參考資歷架構下的資歷名冊學習及培訓範疇及子範疇。子範疇是學習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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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欄目名稱 型式 長度 註釋 

疇)編號  培訓範疇的第二選項類別；其編號按英文字母及相關的學習及培訓範疇顺

序編排；子範疇編號由 5 個文字組成(如 :  A0102)，首三個英文字母(如 : 

A01) 代表學習及培訓範疇編號，其後兩個數字 (如: 02)為子範疇編號。  

 

｢子範疇｣及｢質素保證狀況｣乃互相聯繫。如資歷需要編排｢子範疇｣，則

必須同時增設｢質素保證狀況｣ ; 反之亦然。  

 

T. 其他學習及培訓範疇編號

(可自由提供) 

文字  3 請參考資歷架構下的資歷名冊學習及培訓範疇及子範疇。學習及培訓範疇

按英文字母顺序編排；學習及培訓範疇編號由 3 個文字組成，英文字母

為先數字為後  (如: A01) 。  

 

U. 子範疇(其他要學習及培訓

範疇)編號  

文字  5 請參考資歷架構下的資歷名冊學習及培訓範疇及子範疇。子範疇是學習及

培訓範疇的第二選項類別；其編號按英文字母及相關的學習及培訓範疇顺

序編排；子範疇編號由 5 個文字組成(如 :  A0102)，首三個英文字母(如 : 

A01) 代表學習及培訓範疇編號，其後兩個數字 (如: 02)為子範疇編號。  

 

｢子範疇｣及｢質素保證狀況｣乃互相聯繫。如資歷需要編排｢子範疇｣，則

必須同時增設｢質素保證狀況｣；反之亦然。  

 

V. 英文關鍵詞  

(可自由提供) 

文字  250 用作描述可獲頒授的資歷之特點及涵蓋範圍。此欄目與公眾介面的關鍵詞

搜尋沒有聯繫。  

 

W. 中文關鍵詞   

(可自由提供) 

文字  125 用作描述可獲頒授的資歷之特點及涵蓋範圍。此欄目與公眾介面的關鍵詞

搜尋沒有聯繫。  

 

X. 進修課程/資歷資料  文字  150 
 

請填寫超連結至評估機構上載相關資歷資料的網頁。  

 

Y. 其他有用英文資料   

(可自由提供) 

文字  700 其他有用的英文資料(共 700 字)，包括非資歷相關的資料。  

 

Z. 其他有用中文資料   文字  350  其他有用的中文資料(共 350 字)，包括非資歷相關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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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欄目名稱 型式 長度 註釋 

(可自由提供)  

AA. 指令代號  文字  1 A –  新增資歷記項。  

C –  更改現有記項資料。  

D –  終止現有記項資料(縮短登記有效日期)，即資歷頒授者不再頒發上述

資歷(其他項目不可作任何更改)。 

T –  更改現有記項的營辦者  / 評估機構參考編號(其他項目不可作任何更

改)。 

  

AB. 有效期的開始日期  日期  8 此日期為資歷於資歷架構下認可之始起日 (yyyymmdd)。  

 

AC. 有效期的終止日期  

 

日期  8 此日期為資歷於資歷架構下認可之期滿日 (yyyymmdd)。若該課程由自行

評審營辦者營辦而沒有登記有效期期滿日，請留空此欄。 

 

AD. 行業  文字  60 由教育局成立的行業培訓諮詢委員會訂立，有關行業分類請參考學習範疇

與行業  / 行業分支對應表。各資歷最多可在資歷名冊上標示 10 個行業。

請以「；」分隔各行業編號（如：B01;B02;B03） 

 

如適用，請填上相應的行業編號。  

 

AE. 行業分支  文字   180 由教育局成立的行業培訓諮詢委員會訂立，有關行業分類請參考學習範疇

與行業  / 行業分支對應表。各資歷可以標示最多 30 項行業分支。  

 

「能力標準說明」為本課程必須標示相關「行業」及「行業分支」；而非

「能力標準說明」為本課程須盡可能標示相關「行業」及「行業分支」，

但不會強制標示「行業分支」。  

 

請以「；」分隔各行業分支編號（如：B0101;B0201;B0202） 

 

如適用，請填上相應的行業分支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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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欄目名稱 型式 長度 註釋 

AF. 能力單元組合編號  文字  50 如屬「過往資歷認可」資歷請填寫能力單元組合編號。  

如屬專業資歷，請留空此欄。  

 

AG. 自資  文字  1 此欄用於顯示個別以自資形式開辦的進修課程。凡課程登記有效日期為

2011 年 7 月 17 日或之前並符合教育局「資歷架構支援計劃」的要求，

便可享有此資助。  

 

如資歷登記有效期的開始日 (欄目「Y」)為 2011 年 7 月 18 日或之後，

請留空此欄。  

 

AH. 更改營辦者 / 評估機構參考

編號  

文字  20 請填寫新的營辦者 /  評估機構參考編號，以取代現有的營辦者  / 評估機構

參考編號。  

此欄目只限用作更改營辦者  / 評估機構參考編號 (欄目「D」 )，請於指令

代號(欄目「AA」)填寫「T」，其他項目不可作任何更改。  

 

(請注意：營辦者  / 評估機構參考編號一經更改，新編號將成為日後查核

已上載於資歷名冊的資歷記錄根據) 

 

AI. 課程需求 (可自由提供) (英

文) 

文字  700 請留空此欄。  

AJ. 課程需求 (可自由提供) (中

文) 

文字  350 請留空此欄。  

 

AK. 學分累積及轉移(CAT)狀況  文字  1 請留空此欄。  

 

AL. 學分累積及轉移  (CAT)資

料 

文字  150 請留空此欄。  

 

AM. 《通用(基礎)能力說明》為

本課程 (SGC) 

文字  1 請留空此欄。  

AN. 「持續專業培訓計劃」

(CPD) 

文字  1 請留空此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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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欄目名稱 型式 長度 註釋 

AO. 能力單元 (《能力標準說

明》為本) 

文字  660 請留空此欄。  

 

AP. 能力單元 (《通用(基礎)能力

說明》為本) 

文字  660 請留空此欄。  

 

AQ. 職業資歷階梯課程  

 

文字  
 

1 
 

請留空此欄。  

 
 

 
 

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  

資歷架構及資歷名冊  

2018 年 10 月 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