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宗旨
院士進升計劃的目的是表揚持有準院士
資歷之業內人士透過持續進修學習而進
升成為院士（FPVC）。

而資歷院士直接參選計劃則鼓勵更多持
有高程度學歷，並具豐富工業及相關工
業經驗的工業從業員參選。有興趣參選
的從業員，可按個人所持的學歷和工作
經驗，直接參選評審局的院士（FPVC）、
工商院士（FMBA®）及工程院士（FEng®）
資歷，以確認其專業知識及行業地位，
並鼓勵他們繼續為業界作出貢獻。

主辦機構
香港工業專業評審局創立於 1999 年，現已發展成為一個由 35
個與工業及連繫工業行業相關的商會及百多間行業機構組成的
非牟利機構。評審局一向致力推動香港工業的持續發展，在業
界獲得廣泛的支持，其創立的目的是要為從業員建立行業的認
可專業資格及進升途徑，鼓勵他們提升專業技術水平及獲取專
業確認，進而促進香港工業專業化及吸引青少年投身工業行業。

榮譽院士選舉及資歷院士參選計劃為評審局歷年的主要活動。
在以往的 9 屆活動中，合共選出 107 位榮譽院士、6 位工程
院士、20 位工商院士、174 位院士及 525 位準院士 *。評審局
將於 2018 年舉辦這項業界盛事，除頒發榮譽院士外，另設準 
院士、院士、工商院士及工程院士四個資歷，選出合乎資格的
人士，予以表揚。

2018 年「榮譽院士選舉及資歷院士參選計劃」現已開始接受提名
及報名，評審局將透過獨立的評審委員會，選出合乎資格的人
士，並將舉行盛大的榮譽院士及資歷院士證書頒授典禮，及大
型聯歡晚宴，讓獲選人與同業友好一起見證及慶祝美好時刻。

院士（FPVC）進升計劃及 
院士（FPVC）、工商院士（FMBA®）
及工程院士（FEng®）

               直接參選計劃2018

*2018 年「副院士」改名為「準院士」



C.	 資歷持有	
資歷院士可以同時擁有院士、工商院士及工程院士資歷，但不可以在同屆申請。

A.	 計劃背景		
 1. 香港工業專業評審局（以下或簡稱“評審局”）推行「院士進升計劃」，鼓勵資歷會員透過參與「會員終身學習 

計劃」，爭取認可的專業資格。評審局直接參選資歷院士途徑包括院士、工商院士及工程院士，旨在鼓勵更多持
高學歷的業界行業員參與，凝聚持續進修的風氣，提高業內的專業水平。

 2. 「會員終身學習計劃」的目的包括：
  a. 讓準院士（APVC）及榮譽院士（FPVC（Hon））進升至院士（FPVC）；
  b. 讓資歷院士（包括準院士、院士、工商院士及工程院士）每年透過持續進修維持專業資格。

B.	 進升及直接參選途徑	

 *有關認可學位的定義和要求，請參閱P.7 第4 項「認可學歷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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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升途徑

途徑１
（進升院士）

申請資格

1. 評審局準院士會員
（APVC）；或

2. 評審局榮譽院士  
（FPVC（Hon））

↓

評審準則

持續進修，自我增值【於當
選準院士 / 榮譽院士（頒發
證書日）後，在申請院士（院
士截止申請日）前任何連續
42 個月內完成 105 個持續
進修學時（當中最少 53 核
心學時）】；或
完成由評審局舉辦的文憑 
課程

↓

通過評審局之核實

↓

院士

直接參選途徑

途徑 2
（直接申請院士）

途徑 3
（直接申請院士）

途徑 4
（直接申請工商院士）

途徑 5
（直接申請工程院士）

申請資格

任何香港永久居民 
（包括評審局各類資歷院士）

↓ ↓ ↓ ↓

評審準則

1. * 持有認可大學學
位或同等資歷；及

2. 在工業或連繫工業
行業有最少 15 年
有關工作經驗；及

3. 曾參與商會會務或
對業界有貢獻。

1. 持有認可學士後深
造文憑；及

2. 在工業或連繫工業
行業有最少 5 年有
關工作經驗。

1. 持有認可碩士或博
士學位；及

2. 在工業或連繫工業
行業有最少 10 年
有關工作經驗。

1. 持 有 認 可 博 士 學
位；及

2. 在工業或連繫工業
行業有最少 15 年
有關工作經驗。

↓ ↓ ↓ ↓
申請人須提供兩位諮詢人。兩位諮詢人不可同屬一間商會或公司，而資格必須為：

1. 評審局商會會員（包括連繫工業會員）之主席；或
評審局當屆執委會成員；及

2. 申請人現職或以往工作之上司；或現職公司或
其他公司之董事。

↓ ↓ ↓ ↓

通過評審局之核實

↓ ↓ ↓ ↓
院士 工商院士 工程院士



評審委員會主席

終審委員會
將邀請以下本地院校及機構代表

香港大學　　　　　香港中文大學　　　香港公開大學　　　香港城市大學　　　香港科技大學

香港浸會大學　　　香港理工大學　　　嶺南大學　　　　　香港樹仁大學　　　香港教育大學

職業訓練局　恒生管理學院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　工業貿易署　創新科技署　香港科技園

聯同評審局代表及初審委員會主席組成
（排名不分先後）

D.		 評審委員會	
 所有報名的評審工作將交由評審委員會進行。評審委員會包括由評審局委任之主席、初審委員會及終審委員會。 

初審委員會的成員包括評審局商會會員之代表。終審委員會的成員則包括本地教育機構之代表及評審局代表

 評審過程絕對保密，而所提交的一切資料只供評審委員會作評選之用，並只在申請人當選後才摘其有關之部份予以
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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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審委員會（組一）
將邀請 35 間評審局商會會員代表出任

初審委員會（組二）
將邀請以下代表組成，以檢視直接申請成為 
院士、工商院士及工程院士候選人之申請

     • 評審局顧問團
     • 「評審委員會籌備小組」成員
     •初審委員會主席委派或邀請



E.	 其他事項	
 主辦機構所作的一切決定均為最終決定。申請人一經報名，即屬同意遵從有關規則以及主辦機構所作的一切有關 

決定。

 主辦機構保留憑其絕對酌情權修改有關規則和準則的權利。一切有關申請人的資料，均須確實無訛，如有虛報， 
主辦機構有權收回或撤銷任何已設立及已頒發的資格。

F.	 申請表格填寫	
進升院士 P. 10-11
直接參選院士 P. 12-15
直接參選工商院士 P. 12-15
直接參選工程院士 P. 12-15

G.		 聯絡			

有關院士進升計劃及院士（FPVC）、工商院士（FMBA®）及工程院士（FEng®）參選計劃之查詢               
電話： 3400-2939（梁小姐） 
電郵： info@pvchk.org.hk 
網頁： www.pvchk.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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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申請資格	
 a. 已當選為評審局準院士（APVC）；或
 b. 已當選為評審局榮譽院士（FPVC（Hon））

2.	 評審準則	
 a. 申請人必須於當選準院士/榮譽院士（頒發證書日）後，在申請院士（院士截止申請日）前任何連續42個月內完

成105個持續進修學時（當中最少53核心學時）。有關持續進修活動、學時及其分佈等資料，可參閱評審局網站
www.pvchk.org.hk；或

 b. 完成由評審局舉辦的文憑課程。

3.	 申請進升手續	
 a. 申請人須填妥及簽署「進升院士申報表格」（即本表格P.10-11）。不完全填寫的申請表格恕不接受。
 b. 除了填寫申報表格內容，申請人須提交彩色近照兩張（1.5” X 2”），一張貼在表格照片欄，另一張在背後寫上姓

名及連同表格提交；
 c. 所有院士申請人，在申請時須同時繳交報名費、一次性會費及活動費用。（詳見此須知第10項）。
 d. 如表格位置不敷應用，可另紙書寫，但必須在表格上註明“見附頁”及在附頁清楚加上編號，以作核對。如沒有

任何註明或註明不清晰，大會恕不受理。
 e. 所有提交的進修項目必須於2018年5月31日（四）完成，並於2018年6月15日（五）前上載至評審局會員管理系統。
 f. 截止申請日期為2018年6月15日（五），逾期遞交之申請表格恕不接受。

4.		 會員終身學習委員會	
 所有申報的持續進修活動及學時的審核工作將交由評審局會員終身學習委員會獨立進行。

5.	 持續進修活動及學時的定義
 a. 所有歸納在會員終身學習計劃中的活動，稱為持續進修活動。持續進修活動所獲審批之時數，稱為“學時”。
 b. 所有申報的持續進修活動必須為已完成之活動，尚未完成的活動不可用作申報。
 c. 申報的持續進修活動必須具備學習元素，產品介紹及招商等活動不獲接受。評審局會視乎每個活動的性質及學習

內容而批核所得之學時，每個持續進修課程 / 活動或每個課程 / 活動中的單元最多可獲 20 個學時。至於研討會 
及講座，一般情況下每天最多可獲批 6 個學時，而大學開辦的碩士課程中之單元課程及學士課程中之單元課程，
則按實際學時給予認可。學時將按學習內容性質分為「核心類別」或「非核心類別」。

 d.  「會員終身學習計劃」的持續進修活動/課程種類包括：
 • 短期培訓課程、研討會及工作坊 •境外學習考察團
 •提供自己公司予同業參觀之考察團 •獲創新科技署《新科技培訓計劃》撥款的培訓課程
 •擔任大學或評審局研討會的講者 •其他被列入的持續進修活動/課程
 •提交達高於學士水平的論文
 e. 有關「論文」要求及審批程序,可參考評審局網站www.pvchk.org.hk內的「會員終身學習計劃」。

6.	 認可課程活動機構
 本局持續進修活動須由評審局認可課程活動機構（Recognized Course Providers）提供，已加入成為認可課程活動 
 機構的名單如下：
 • 香港工業專業評審局屬下商會會員　　　•  本地十間大學及校外進修部　　 　
 •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　　　　　　　　　　•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

 會員亦可向評審局推薦「認可課程活動機構」。

7.	 已認可課程名單
課程/活動學時主要分為「核心類別」或「非核心類別」。有關課程/活動類別及時數準則，以及已獲評審局核准為

「核心類別」之審定課程活動，可參考評審局網頁www.pvchk.org.hk。

以下須知只適用於申請進升為 2018 年院士（FPVC）。

申請院士（FPVC）進升計劃2018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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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申報課程審批資料
申請者請自行到評審局網站www.pvchk.org.hk，登入會員服務區申報學時。如未審批的課程，一般需要15-20 個
工作天完成審批程序。如已登記學時的申請者，只需將申報課程時段內的課程審批資料列印出來，與申請表格同時
提交作為佐證。步驟如下：

步驟 1： 登入會員專區

步驟 2： 登入個人戶口

步驟 3：點選 「查察學時」

步驟 4：輸入需查察學時之 「開始日期」 及 「完結日期」

步驟 5：頁面會即時顯示 「總批核學時」

步驟 6：請列印此頁面並貼於 P.11 「進升院士申報表格」

9.		 結果公佈及獎項	
 申請人將於2018年10月上旬獲書面通知選舉結果。院士為評審局頒授的專業資格，獲選人將獲頒發正式院士證書

及使用“FPVC”簡稱印於名片上。



10.	 報名費、會員一次性會費及活動費用	
 所有院士申請人，在申請時須同時繳交以下費用：
 •  報名費港幣2,000元
 • 院士一次性會費港幣4,000元，如經準院士進升，只需繳付一次性會費之差額，即港幣1,000元（見下項“保持院

士資格”）
 • 頒獎及相關活動費用港幣23,800元（詳見後段“頒獎及相關活動費用”）

請以不同劃線支票，分別繳交以上費用，並連同申請表格及附頁文件一同遞交，支票抬頭請寫「香港工業專業評審
局有限公」。所有已繳的報名費，一概不獲退回。如院士申請人最後未獲通過成為院士，評審局將退回已繳之院士
會費及頒獎及相關活動費用。

11.		頒獎及相關活動費用	
 獲選之院士將獲邀參加證書頒授典禮及於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之聯歡晚宴，舉行日期為 2018 年 12 月 18 日

（二）。此外，為隆重其事，本局亦會製作報紙特刊及活動場刊。故要求院士獲選人承擔活動費用港幣 23,800 元，
包括 1 席晚宴席及 1/8 頁報章特刊廣告。

13.	 重要日期	
•  截止提名日期 2018年6月15日（五）
•  公佈獲選名單 2018年10月
•  證書頒授典禮 2018年12月14日（五）　
•  大型聯歡晚宴 2018年12月18日（二）

** 院士獲選人需預留時間出席證書頒授典禮及聯歡晚宴。

13.		選舉簡介會			

使為使各個商會會員及其屬下會員加深認識這次選舉活動，評審局將於2018年3月至5月間舉行多場簡介會，具體
日期及時間，請留意評審局通知或評審局網站www.pvchk.org.hk的公佈或致電3400-2939（梁小姐）查詢。

14.		遞交表格方法		
 在2018年6月15日（五）前，請將申報表格、有關文件、報名費及會員年費親身或寄交：

 香港九龍紅磡香港理工大學
 R座10樓R1007室
 香港工業專業評審局秘書處

 信封上請註明 「院士（FPVC）進升計劃2018」

 秘書處辦工時間：星期一至五 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

15.		聯絡			
有關院士查詢  
電話： 3400-2939（梁小姐） 
電郵： info@pvchk.org.hk  
網頁： www.pvchk.org.hk

16.		其他事項				
主辦機構所作的一切決定均為最終決定。申請人一經報名，即屬同意遵從有關規則以及主辦機構所作的一切有關 
決定。

主辦機構保留憑其絕對酌情權修改有關規則和準則的權利。一切有關申請人的資料，均須確實無訛，如有虛報， 
主辦機構有權收回或撤銷任何已設立及已頒發的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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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料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英文）

稱謂：   先生　   女士　   博士　   教授 香港身份證/護照號碼（首4個英文及數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中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英文）

香港辦事處　　　電話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傳真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國內辦事處　　　電話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傳真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手提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住宅電話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事業資料

企業 / 現職公司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中文）  職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中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英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英文）

詳細通訊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中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英文）

主要產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現任職位的任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現任職位之職務簡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評審委員會將就候選人對所屬行業的貢獻及成就評核，請以“✔”選擇行業類別 （只可選擇一個）

  機械金屬業   壓鑄及鑄造業   汽車零部件業   鐘錶業   綫路板業   紡織及成衣業   食品業

  螺絲業   玩具業   印刷業   眼鏡業   電鍍業   造鞋業   傢俬裝飾業

  模具製造業   塑膠業（原料及包裝）   製刷業   電子業   表面處理業   三維打印業

  五金業   複合材料業   珠寶業   電器業   環保業   其他 ，請註明 ___________________

所屬商會 

商會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職位/會籍類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填寫本表格前請細閱「評審局院士進升及直接參選計劃」及「申請院士（FPVC）進升計劃2018須知」

請全部填寫本表格內容。除特別註明外，請以中文（正楷）填寫。 

申請表格可於評審局的網址 “www.pvchk.org.hk”下載。

* 請刪去不適用者及於適當的格內加上 “✔” 。

此表格只適用於申請院士（FPVC）進升計劃2018

請先填寫下列資料：

頒授資格類別   榮譽院士  頒發年份  ＿＿＿＿＿＿  

   副院士 頒發年份  ＿＿＿＿＿＿  /  管理系統登入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附上申請人彩色近照兩
張（1.5”× 2”），一張貼在
表格照片欄，另一張在背
後寫上姓名及連同申請表
格提交。

（此相片將刊登於會刊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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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課程活動	

申請者請自行到評審局網站www.pvchk.org.hk，登入會員服務區，將申報課程時段內的課程審批資料列印出來，貼於下列空格內，詳見請參
閱P.5「申請院士（FPVC） 進升計劃須知」第8項「申報課程審批資料」步驟。

申報課程時段為：當選榮譽院士或準院士（頒發證書日）後，在申請院士（院士截止申請日）前任何連續42個月內

申請人聲明

本表格中所填寫及附上之資料是否可以全部公開： 　　    是　　    否 

如否，請在以下位置列明哪個部份只作評審用，不得公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人謹証明此表格內所填報及附上之各項資料，均屬真實無訛，並明白在本人當選後由主辦機構選擇有關資料公佈。本人並同

意遵從有關規則以及主辦機構、籌委會、會員終身學習小組及評審委員會所作的一切有關決定。如本人獲選，當接受邀請出席

由評審局舉辦之證書頒授典禮及有關活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請人簽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收集個人資料聲明
以上所收集之資料作為申請評審局準院士之用，本局會將獲選人的資料納入本局會員紀錄中，只有本局授權人士方可查閱及使用申請人提供的
資料。未能獲選的申請人的資料將於評審程序完成後全部銷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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