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技术行业认证 – 公众参与网站内容 
 

本次公众参与的内容 

卑诗省将在 10 个技术行业推行 “技术行业认证”。这意味着这些行业中的从业者必须为经认证的熟练工或

登记在册的学徒。 

关于如何帮助这些行业的工人和雇主顺利过渡，我们希望听取您的意见。  

参与时间：2021 年 6 月 11 日至初秋 

 

参与方式  

网络调查问卷 
所有卑诗居民都可参与网络调查问卷。我们需要从多元的视角了解技术行业认证可能会给个人及雇主带

来的机遇和挑战。  

可在此下载调查问卷的多语种译本：engage.gov.bc.ca/skilledtrades 

社区对话与圆桌会议 
我们希望聆听全省各地民众的不同声音。这些活动将按照地区、行业、人口统计特征分组，以聚焦对话

的内容。请注意，因名额有限，并非所有登记参与者都会收到邀请。 

如果您想要登记参加圆桌会议，请访问：engage.gov.bc.ca/skilledtrades 

下一步  
通过网络调查问卷与现场活动收集到的反馈将有助于政府制定支持与服务，帮助这 10 个技术行业成功过

渡至技术行业认证。在公众参与结束后我们将在本网站发布反馈总结报告。 
 
项目负责人 
梅思安（Andrew Mercier）： 技术培训议会秘书 
Shelley Gray：职业培训局首席执行官  
 

参与时间 
• 活动开始 - 2021 年 6 月 11 日 
• 社区对话与圆桌会议 - 2021 年 6 月至 7 月 

从 2021 年 6 月起，我们将就此话题开展社区会议和广泛的圆桌讨论。  
• 活动结束 - 2021 年秋季 

调查问卷将于 2021 年 9 月 17 日下午 4 时（太平洋时间）结束 
• 最终报告与建议 - 2021 年秋季 

在公众参与结束后我们将在本网站发布反馈总结报告。 



关于技术行业认证 

技术行业是卑诗强大经济的基础。技术行业认证将有助于改善技术行业培训体系，以满足经济快速发展

下的劳动力需求。 

从 2003 年起，卑诗省便不再要求技术行业认证，使得我省成为加拿大唯一对特定技术行业无认证要求的

省份。这意味着全省各地成千上万名技术工人的知识与技能没有获得正式的承认。 

这些未经认证的工人往往收入更低，工作稳定性与机动性也较差。卑诗正在试图从 COVID-19 中恢复，但

这为已受扰动的劳动力市场带来了格外严峻的挑战。 

通过要求技术工人必须身为认证熟练工或注册学徒，技术行业认证将： 
• 显著提升卑诗省技术行业劳动力的技能水平。 
• 确保我们有足够多的技术工人，以满足未来的经济发展需求。 
• 通过专上培训与认证为更多技术工人提供机遇，让其能够获得更好的工作、更高的薪酬以及终生

的职业。 

选定的行业 
卑诗省政府将在以下 10 个技术行业推行技术行业认证：三个电力行业、四个机械行业以及三个汽车行

业。我们将通过公众参与确定技术行业认证的实施方式，之后分阶段逐步推行。  

10 个技术行业的选择基于利益相关者顾问工作组的建议，该工作组的 16 个成员代表了行业协会、劳工、

专上教育机构、原住民技能导师以及职业培训局。 

有关选择程序与技术行业认证实施理论详情请移步《技术行业认证项目论证》。 

 

为了确保学徒能够获得高标准的督导以及安全且优质的培训，政府也将限制这 10 个行业的熟练工与学徒

的比例。 我们将在进一步咨询工人、雇主以及其他行业利益相关者后确定此比例。该过程将由职业培训

局主导，将在接下来的数月内进行。这不是一个一刀切的政策，我们将分别考量每个行业。  

这对工人及雇主来说意味着什么 
技术行业认证意味着选定技术行业内未获认证的工人将需要通过认证，或在职业培训局（ITA）注册成为

学徒，才能继续在该行业合法工作。当该技术行业正式要求认证时，未经认证的工人将会有一年的时间

准备，之后他们必须注册成为学徒或通过资格认证考试成为熟练工。 

电力业 
1. 建筑业电工 
2. 工业电工 
3. 电网电工  

机械业 
4. 制冷与空调工 
5. A 类及 B 类煤气工 
6. 汽管工/管道工 
7. 钣金工 

汽车业 
8. 重机技工 
9. 汽修技工 
10. 汽车车身维修工 

   



技术行业认证并非一种新的资质，也不会取代任何现有资质。如果从业者已是认证熟练工（包括红标）

或注册学徒，则无需做出任何改变，这些人已符合技术行业认证的标准。 

技术行业工人及雇主将有机会就过渡所需的支持提出意见，以确保我们考虑到了这些行业中多元群体的

不同需求。在公众参与结束后，将会有一年的过渡期，其间工人和雇主将可获得一系列全面的支持、服

务和机会，以帮助他们顺利地达到要求。这包括 ITA 为学徒提供的多种开启行业培训及/或获取资格认证

的途径。 

技术行业认证能带来哪些好处？ 
• 以高标准规范技术行业技能 - 带来职业成长机遇以及可适应劳动力市场常变需求的技能，同时从

长远来看，提升雇主和卑诗经济的生产效率。 
• 通过 “平衡就业竞争环境” 为代表性不足和寻求公平的群体提供更多的机会 - 为目前技能未获正式

认可、职业升级选项较少的工人提供一个经认可、可随行的资质证明。 
• 提升技术行业声誉 - 通过提升技术行业在人们心中的地位，让大家了解技术行业薪资优渥且与其

他需要专上资质的行业无异，来鼓励更多年轻人进入技术行业，替补退休的从业者。 

历史 

在 2003 年，卑诗省政府设立了职业培训局（ITA）并改用技术行业非强制认证体系。这一作法取消了 11
个技术行业的强制认证和熟练工与学徒的比例限制。 

在目前的非强制体系下，ITA 提供近 100 种技术行业认证项目，在全省各地由指定的培训提供方开展工作

与课堂相结合的培训。其中的 51 个项目属于红标技术行业，由国家标准规范，最终可获得全国通行的红

标认证。其余的项目遵循省级标准，通常依行业要求而设计，往往是为了支持产业或特定行业的需求，

例如可再生能源、造船以及在新兴产业中出现的其他职业。 

2019 年 10 月，利益相关者顾问工作组成立，旨在就哪些技术行业将受益于技术行业认证提供建议。现在

我们邀请民众、技术工人、业界专家提供各自的看法，商讨在 10 个技术行业推行技术行业认证的最佳方

法。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支持受影响行业的从业者以及未来将要踏入这些职业的人们。 

背景资料 

我们明白引入技术行业认证将对工人和企业带来深远的影响。因此我们采取了一种深入的、基于实证的

方法来全面发掘推行技术行业认证将带来的机遇和影响。 

我们与行业主导的利益相关者顾问工作组开展合作，工作组的 16 位成员代表了多种观点与专业立场，包

括行业协会、劳工、专上教育机构、原住民技能导师以及职业培训局。 

通过该方法得出的结论已总结在项目论证中，其中包含两项深度社会经济调查研究，分别分析了技术行

业认证对企业、经济、工人以及民众的潜在影响（普华永道），以及经认证工人的技能水平是否高于未

经认证的工人，是否有助于提升技术行业整体劳动力水平（BCIT）。 

报告： 
• 《技术行业认证项目论证》 



• 《卑诗专业技术行业认证之影响》（BCIT） 
• 《卑诗省技术行业认证之影响》（普华永道） 

公众参与负责人 
 

梅思安 

作为技术培训议会秘书，梅思安（Andrew Mercier）将负责整个关于如何更好地推

行技术行业认证的公众参与活动。 

他于 2020 年当选为兰利市的省议员，是一名劳工律师，并且是兰利社区的活跃成

员。  

在当选为省议员之前，梅思安曾任卡车司机第 213 号本地工会的法律顾问，并担

任卑诗省建筑类技术行业委员会的执行主任，他在任期间曾提倡提高建筑工地的安全标准。 

为了服务社区，他还曾是菲沙河谷大学校董会、兰利市犯罪预防工作组的成员。 

梅思安在兰利市长大，他目前与妻子和幼女也生活在那里。 

 

 

Shelley Gray  

作为职业培训局（ITA）（itabc.ca）的执行长，Shelley 致力于在组织和行业中构

建一种平等、多元、包容的文化。 她是对 ITA 的使命和愿景充满热情，ITA 受命

主导升级卑诗省技工与学徒体系所需的文化改革，她也深受鼓舞。 

她在改善面向妇女和原住民的社区行动方面已卓有建树。Shelley 创建了 ITA 首个

女性技工部门，以增加女性在技术行业中的代表性。该部门现已发展为公平与参

与部，支持所有寻求公平的群体。 

 

流程 

专上教育与技术培训厅长希望了解如何能够更好地在选定的 10 个技术行业推行技术行业认证。

我们希望听取受影响者的意见。因此我们将在 2021 年春季和夏季于全省各地开展公众参与活

动，以更好地了解该如何有效支持卑诗省民顺利完成这一改变。    

我们将咨询学徒、技工、小型到大型企业主、工会、原住民合作伙伴，以及能够与我们分享切身

经验的人士，尤其是女性、新移民及其他对技术行业劳动力成长至关重要的群体。乡村社区和城

市社区均有机会在这些对话中发声。 

https://www.itabc.ca/


可以讨论哪些话题？ 
• 工人和企业在技术行业认证环境中可能会面临的影响、障碍和挑战。 
• 应对这些挑战的方法，以及有助于工人和企业顺利过渡的潜在支持手段。 
• 获取课堂或网络培训、参加认证考试、完成学徒培训，以及获得/提供高质量的指导。 
• 与电力、机械、汽车技术行业相关的具体问题。 
• 让更多学徒能够完成培训的支持。 

公众参与 
公众参与将于 2021 年春季和夏季进行，将包含下述参与形式： 

• 网络调查问卷 
• 在线社区对话与圆桌会议 
• 与专上教育及技术培训厅领导及关键利益相关者进行焦点小组讨论 

除了这次的公众参与外，职业培训局还将就接下来的具体实施（包括立法）咨询业界利益相关者，以确

保雇主参与制定合理且透明的比例政策。 

下一步 
通过网络调查问卷与现场活动收集到的反馈将有助于政府制定支持与服务，帮助这 10 个技术行业成功过

渡至技术行业认证。在公众参与结束后我们将在本网站发布反馈总结报告。  
 

参与方式 

网络调查问卷 
为了确保大家都能顺利完成过渡，我们邀请所有卑诗省民参与这一问卷调查。  

我们希望您从个人或雇主的需求出发，分享自己的观点，让技术行业认证得以兼容并蓄、服务大众。 您
的反馈将影响到支持向技术行业认证环境过渡的政策。您的反馈将影响到支持向技术行业认证环境过渡

的政策。 

调查问卷的开放时间为 2021 年 6 月 11 日至 9 月 17 日下午 4 时（太平洋时间）。  

请将问卷副本发送至：AEST.Skilled.Trades@gov.bc.ca，或将纸制副本邮寄至：  

Citizen Engagement,  
PO Box 9484, STN PROV GOVT  
Victoria BC, V8W 9W6 
 

社区对话与圆桌会议 

从今年夏天开始，我们将在全省各地举办多场关于技术行业认证的公众参与活动，包括由行业专家组主

导的公众圆桌会议，以及一系列以原住民为重点的社区对话。  

mailto:AEST.Skilled.Trades@gov.bc.ca


这些会议将由第三方协调者通过网络主办，意在征求民众的看法和意见，以帮助政府更好地理解并响应

学徒、工人和雇主在向技术行业认证过渡期间的不同需求和观点。  

我们尤其希望听到来自年轻人、原住民、年长从业者、女性、移民和其他在技术行业中代表性不足者的

声音。圆桌会议将于七月晚间举办，每场活动将持续约两小时。         

以原住民为重点的社区对话将在七月中旬至九月举办。  

如果您想要登记参加圆桌会议，请访问：engage.gov.bc.ca/skilledtra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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