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物流業 (貨運站、倉庫及物流中心)「過往資歷認可」能力單元組合 
 

 能力單元組合

名稱 
資歷

級別 
年資及相關工作經驗 主要能力撮要 單元編號 能力單元名稱 

1 一般技能 
(貨運站、倉

庫及物流中

心) 

1 一年貨運站、倉庫及

物流中心經驗 
基本主要能力包括: 
應用物流業的基本知識、行業用語

及各類貨運電腦報表，並能協助安

排送貨事宜 

 

LOCUEL101A *# 應用各類貨運電腦報表 
LOSGCN101A # 應用貨櫃基本知識 
LOWHCT102A 送貨前安排 
LOAFCN101A * 使用空運行業用語、代碼及縮寫 
LOWHOM101A 認識物流業倉儲及貨運行業用語 
LOSGCN102A # 認識物流航運貨運行業用語 

2 運輸操作 
(貨運站、倉

庫及物流中

心) 

3 五年物流業經驗，當

中包括二年貨運站、

倉庫及物流中心運輸

工作 

基本主要能力包括: 
評估客戶的運輸要求，協調各項運

輸操作安排 

LOCUPD301A 評估客戶的運輸要求 
LOCUPD302A 協調裝卸操作 
LOCUPD303A 安排貨物運輸 
LOCUPD305A 協調車隊運作 
LOCUPD306A 協調貨物運輸安排 
LOCUSM317A 協調多式聯運運輸 

3 職安健 
(貨運站、倉

庫及物流中

心)  

2 三年物流業經驗，當

中包括一年職安健程

序執行工作 

基本主要能力包括: 
認識危險品，應用有關安全規則和

規例，認識及執行職安健程序 

LOCUSS204A 認識危險品及其特性 
LOCUSS205A 使用消防設備 
LOCUSS206A 認識職業安全及健康程序 
LOCUSS207A 遵照工作場所的安全及保安程序 
LOCUSS303A 應用安全工作的規則和規例 
LOCUSS304A 執行職安健程序 

4 危險品/有害

物品處理 
(貨運站、倉

庫及物流中

心) 

2 三年物流業經驗，當

中包括一年危險品/有
害物品處理工作 

基本主要能力包括: 
識別和標籤各類危險品/有害物

品，並執行危險品/有害物品處

理、裝卸及準備事宜 

LOCUSS204A 認識危險品及其特性 
LOCUCT206A 識別和標籤爆炸品和危險物品 
LOWHCT204A 為運載危險品作準備 
LOCUCT301A 裝卸爆炸品及危險品 
LOCUCT302A 處理危險品/有害物品 

5 危險品/有害

物品管理 
(貨運站、倉

庫及物流中

心) 

4 六年物流業經驗，當

中包括三年物流安全

管理工作 

基本主要能力包括: 
執行物流運輸的安全管理工作，並

制定對危險品/有害物品的儲存及

運輸程序 

LOCUSS403A 執行運輸法規遵守的體系 
LOCUSS404A 執行運送危險品/有害物品的安全標準 
LOCUSS405A 制定並執行危險品/有害物品的儲存程序 
LOCUSS409A 制訂運輸高風險貨物的程序 
LOCUSS410A 管理及處理突發事故 

6 倉庫操作 
(貨運站、倉

庫及物流中

心) 
 

2 三年物流業經驗，當

中包括一年倉庫工作 
基本主要能力包括: 
應用基本倉儲知識，以執行日常倉

儲操作 

LOWHOM201A 應用基本倉儲知識 
LOWHCT201A 保養操作工具和設備 
LOCUSS203A 進行工作場所整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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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倉庫管理 
(貨運站、倉

庫及物流中

心) 

4 六年物流業經驗，當

中包括三年倉庫管理

工作 

基本主要能力包括: 
執行相關倉庫管理規則及程序，監

控儲存設施及運作效率 

LOCUCT403A 安排貨物操作 
LOCUCT404A 管理檢疫程序 
LOCUCT405A 監控儲存設施 
LOCUCT406A 執行貨物操作規則 
LOWHCT401A 籌劃工作及制定工作範疇 
LOCUOM417A 應用模擬技術測試運作效率 
LOWHSS401A 資產和設施的保安管理 

8 溫度控制倉庫

管理  
(貨運站、倉

庫及物流中

心) 

4 六年物流業經驗，當

中包括三年溫度控制

倉庫設施管理工作 

基本主要能力包括: 
執行相關裝卸規則，監控及管理溫

度控制倉庫設施的運作 

LOCUCT405A 監控儲存設施 
LOWHCT402A 管理溫度控制設施 
LOCUCT406A 執行貨物操作規則 
LOWHCT303A 開關冷藏機組 
LOCUCT403A 安排貨物操作 

9 貨物操作 
(貨運站、倉

庫及物流中

心) 

3 五年物流業經驗，當

中包括二年貨物操作

工作 
（須具備鏟車牌及二

年鏟車工作經驗） 

基本主要能力包括: 
操作相關裝卸設備，以處理及裝卸

危險品/有害物品 

LOWHCT203A 操作鏟車 
LOCUCT206A 識別和標籤爆炸品和危險物品 
LOCUCT301A 裝卸爆炸品及危險品 
LOWHCT301A 操作貨物裝卸設備 
LOCUCT302A 處理危險品/有害物品 

10 貨物裝併 
(貨運站、倉

庫及物流中

心) 

3 五年物流業經驗，當

中包括二年貨物裝併

工作 

基本主要能力包括: 
評估客戶的運輸要求，以處理 
貨物裝併 

LOCUPD301A 評估客戶的運輸要求 
LOSACT301A 估計/計算重量和體積 
LOCUCT306A 併裝貨物 
LOCUCT307A 處理貨物轉運 

11 貨物處理 
(貨運站、倉

庫及物流中

心) 

2 三年物流業經驗，當

中包括一年貨物處理 
工作 

基本主要能力包括: 
執行基本貨物處理相關事宜，包

括: 貨物整理、收發、包裝、補充

及配送，處理訂單及貨運文件等 

LOWHCT102A 送貨前安排 
LOCUCT207A 為貨物轉運作準備 
LOCUCT208A 執行貨物配送 
LOCUCT209A 整理庫存品 
LOCUCT210A 執行庫存品控制程序 
LOWHCT205A 接收庫存品 
LOWHCT206A 補充庫存品 
LOWHCT207A 處理訂單 
LOWHCT208A 包裝貨物 
LOWHCT210A 接收/發送貨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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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貨物收發 
(貨運站、倉

庫及物流中

心) 

3 五年物流業經驗，當

中包括二年貨物收發

工作 

基本主要能力包括: 
執行貨物整理、收發及控制程序，

核對及整理相關倉庫紀錄和文件 

LOCUCT303A 整理倉庫紀錄 
LOCUCT305A 核對紀錄和文件 
LOCUCT308A 訂購庫存品 
LOCUCT309A 整理貨物接收/發送/出口 
LOCUCT310A 執行盤點 
LOCUCT311A 使用庫存系統以處理庫存 
LOWHCT302A 發送庫存品 
LOSAPD303A 建立庫存控制程序 

13 電子物流 
(貨運站、倉

庫及物流中

心) 

3 五年物流業經驗，當

中包括二年貨運站、

倉庫及物流中心電子

物流工作 

基本主要能力包括: 
應用資訊及通訊科技知識及網絡平

台，以執行物流運輸作業相關事宜 

LOCUEL305A 應用資訊及通訊科技知識 
LOCUEL306A 進行業內及客戶間的電子訊息交換 
LOCUEL307A 設計貨運電腦報表 
LOCUEL308A 執行物流業內相關的電子商貿作業程序 
LOWHEL301A 應用網絡平台以提供倉儲服務 

備註: *# 通用於「空運及快遞」、 「海運」的能力單元，詳細內容可參閱「空運及快遞」或「海運」的《能力標準說明》 
* 「空運及快遞」的能力單元，詳細內容可參閱「空運及快遞」《能力標準說明》 
# 「海運」的能力單元，詳細內容可參閱「海運」《能力標準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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