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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引言
1.

物流業行業培訓諮詢委員會於2009年制定了「空運及快遞」的《能力標準說明》。

隨著香港空運業不斷地發展及轉變，物流業行業培訓諮詢委員會於2017年初對第一版《能
力標準說明》進行檢討，並建議作出更新及修訂，以配合行業實際發展的需求。香港大學
專業進修學院於2017年底獲委聘為這次更新工作的專業撰寫人，主要工作包括審視近年業
內各職能範疇的轉變、分析各新增或轉變後的主要職能及其職務，並新增或修訂現有的能
力單元，以切合主要工作崗位的實際要求。第二版「空運及快遞」的《能力標準說明》，
不但載列空運業現在及未來發展能力要求和成效標準，而且為從業員入職、提升個人工作
能力及培訓提供清晰方向。

行業背景
2.

由六十年代發展至今，香港物流業已成為香港四大主要產業之一，貿易及物流業的

增加價值佔本地生產總值逾兩成1，在接近 74 萬貿易及物流業從業員人數中，有 18 萬為物
流業從業員，對本港經貿發展作出的貢獻不容置疑。香港物流業的貨運代理人於七十年代
發展十分蓬勃，至 1978 年後中國改革開放之後，香港的製造業廠商開始北移至珠江三角
洲地區，造就香港成為原材料、零部件採購和成品輸出的樞紐，也是一個重要的全球採購
中心。九十年代，互聯網普及和電子商務興起，物流管理模式開始轉型以追上時代步伐，
模式由原來以貨運代理人為主，轉而以供應鏈管理為主，透過提供資訊技術、專業管理、
品質檢驗、工序加工和標準化包裝等專業服務，將廠家與世界各地的買家聯成一體，帶動
整個香港工貿發展。在千禧年代初沙士(SARS)爆發及其後的金融海嘯的連番影響下，本
港經濟蕭條，物流業發展停滯。及後，中港兩地落實《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
係的安排》(CEPA)，為香港帶來新機遇，通過減少市場壁壘及政府管制等措施，加強港
澳與中國大陸的經貿聯繫，促使物流業再次興盛。為鞏固香港作為國際物流樞紐的競爭力，
近年政府已推出相關政策及工程，例如: 港珠澳大橋已於 2018 年 10 月通車和香港國際機
場三跑道系統建造工程已經正式擴建，預計於 2024 年竣工。再者，本港亦受惠於中國
「一帶一路」及「大灣區」的策略，連接內地與環球巿場，促進兩地人員、貨物、資金和
信息的流通。

1

政府統計處，
「表 189：四個主要行業的增加價值佔本地生產總值的百分比」
，2017，載於

https://www.censtatd.gov.hk/hkstat/sub/sp80_tc.jsp?tableID=189&ID=0&productType=8（最後瀏覽日
2019.0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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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隨著空運對香港貿易的重要性與年俱增，啟德機場的貨運設施已不足應付迅速增長

的國際貿易量。1991 年，香港政府展開機場核心計劃工程，選址赤鱲角興建新機場，於
1998 年正式啟用，可以 24 小時運作。香港新國際機場初時只有兩個空運貨站，每年處理
的貨物量約 300 萬公噸。時至今日，香港國際機場已擁有五個規模數一數二的空運貨運站，
每年處理的貨物量約 700 萬公噸。機場將大部份的航空貨運及後勤業務，以專營權方式批
授予特定服務供應商，例如處理一般每項專營權的招標均嚴格遵從廉政公署的指引進行，
並以「建造－營運－移交」的模式批出2。機場與專營服務商以夥伴關係合作，並根據國
際及業界認可標準，定期審視及評定專營服務商的表現。香港國際機場並設有貨運代理中
心，設施包括倉庫、裝卸平台、貨車停車場及辦公室等，為空運貨站提供支援。香港機場
提供可靠和安全的航空貨運服務，也是連繫中國內地最重要的航空中心之一。機場現有
43 個貨運停機位，清關流程清楚快捷，以綜合電子數據聯通系統，與 8 個主要貨運營辦商
及香港海關的系統連繫，讓貨物在運抵之前完成辦理清關手續，加快清關程序。根據世界
銀行的 2018 年物流績效指標，香港的評分達 3.92，在 160 個地區中排名第 12 位，在亞洲
則居第三位，更由 2006 年起連續 10 年獲得《Air Cargo World》的航空貨運卓越獎3。

4.

香港國際機場是世界上最繁忙的貨運樞紐及設備最先進的機場之一，連接全球 220

個航點，包括超過 50 個內地城市，逾 100 家航空公司 在機場營運，每天提供約 1,100 班
定期客運及全貨運航班前往世界各地。香港國際機場已連續九年成為全球最繁忙的貨運機
場，機場的貨運總量亦持續上升，由 2012 年的 403 萬公噸，增至 2018 年的 510 萬公噸，
增幅超過兩成半4。截至 2018 年，香港有 38.4% 總出口及 44.7% 進口是經由空運處理，
1980 年兩者的比重分別為 26% 及 19%5。比重上升，與香港作為自由港及清關效率卓越關
係甚大。香港的清關手續簡便，加上香港國際機場 24 小時運作，因此經由香港把產品空
運往中國內地十分方便。另一方面，空運服務業的機構單位數目由 2013 年約 120 間至
2017 約 153 間，增幅接近三成；而就業人數由 2013 年共有 41,117 名人員至 2017 年共有
46,161 名，升幅超過一成6。根據政府統計處資料，空運業的增加價值於 2017 年約有 613

2

香港國際機場，「基礎建設及設施」
，2019，載於 https://www.hongkongairport.com/tc/the-airport/aircargo/infrastructure-facilities.page (最後瀏覽日 2019.08.22)
3
香港貿易發展局，
「香港物流業概況」2019，載於 https://hkmb.hktdc.com/tc/1X0018WG ，(最後瀏覽日
2019.08.16)
4
同3
5
同3
6
政府統計處: 「所有運輸、倉庫及速遞服務行業主類機構單位的選定統計數字」
，載於
https://www.censtatd.gov.hk/hkstat/sub/sp340_tc.jsp?tableID=092&ID=0&productType=8 (最後瀏覽日:
2019.0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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億港元，佔總體增加價值超過四成一7，遠遠高於其他物流業門類，再次印證空運業對本
港整體物流業有著無可置疑的貢獻。
5.

在眾多採用空運服務的產品中，以手機等電子產品空運量的增長最為顯著。手提電

話、手提電腦和數碼相機所用的鋰電池，是空運危險品的一種。國際民航組織 (ICAO)對
於處理或空運危險品，都有嚴格的規例和要求。加上近年關於鋰電池引起的意外事故愈來
愈多，故在訪問期間，受訪者皆不約而同地表示，公司對於員工於貨物處理（特別是空運
危險品）、安全和保安方面尤為重視。此外，根據職業訓練局運輸及物流訓練委員會的
《2016 年人力調查報告》指出，受訪物流公司表示首兩個最熱門的培訓範疇分別為貨品
安全和保安、客戶服務以及處理緊急情況。

6.

縱使香港航空貨運業具有優厚的發展潛力，但隨著全球經濟不明朗以及鄰近地區機

場不斷擴充的情況下，航空運輸業勢必面臨不少挑戰。下文將以政治、經濟、社會及科技
等因素，去剖析航空運輸業目前的發展形勢，從而探討行業的前景和未來發展方向，以鞏
固國際物流樞紐的地位和保持競爭優勢。
政治因素
7.

現時，香港國際機場的容量已漸趨飽和，區內航空交通需求卻不斷增長。為應付香

港長遠並龐大的航空交通需求，及維持香港作為國家以至區域重要航空樞紐的地位，機場
管理局已啟動擴建香港國際機場三跑道系統建造工程。項目除了興建長 3,800 米的第三條
跑道及滑行道系統外，更會興建新跑道客運廊及停機坪、新旅客捷運系統及行李處理系統、
二號客運大樓擴建工程、道路網絡改善工程以及增加新公眾區交通設施，預計整個工程歷
時 8 年，並會於 2024 年竣工。待三跑道系統全面運作後，每年將可應付額外 3,000 萬人次
客運量，至 2030 年處理年客運量約 1 億人次及年貨運量 900 公噸，滿足香港的長遠航空
交通需求8。

8.

香港政府一向都非常重視航空貨運業的發展，多次於施政報告中提出有助業界發展

的政策和落實大型物流運輸基建，以致力鞏固香港作為國際航空和航運中心以及區域物流
樞紐的領先地位。近年來，政府已正式啟動相關政策及工程。例如，港珠澳大橋是粵港澳
三地首次合作建設的大型跨海交通工程，是連繫香港、珠海與澳門三地的超大型跨境基建
設施，已於 2018 年 10 月 24 日正式通車。大橋旨在改善三地之間的交通聯繫，並縮短往

7
8

同6
香港國際機場三跑道系統網站﹕https://www.threerunwaysystem.com/tc (最後瀏覽日 2019.0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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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行程。由於陸路行車時間有所減少，貨車司機每日往來三地的次數得以倍增，來自珠三
角西部的貨物將來可善用香港機場和貨櫃碼頭，為香港物流業帶來更多商機。截至 2018
年 12 月，已有超過 8,900 架次跨境貨車及貨櫃車使用港珠澳大橋9。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
深圳出席 2019 前海合作論壇時道: 「受惠於港珠澳大橋的開通，香港國際機場將會成為通
往世界和大灣區的「雙門戶」。為使港珠澳大橋及香港國際機場能發揮最大的協同效應，
以及便利三地的巿民和旅客，我們將會大力推動多式聯運接駁設施。」10

9.

根據香港貿易發展局分析，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有利全面整合區內運輸網絡，包括

航空貨運、陸上運輸及倉儲服務。不僅是香港，鄰近 4 個內地機場的航空貨運物流也在快
速增長。現時，業界可以緊密合作，把握機遇，為航空運輸建立策略性合作平台。 運輸
及房屋局與中國民用航空局因應《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於 2019 年 2 月同意擴
展內地與香港之間的現行航空服務安排，容許香港與珠三角地區的各式陸運（包括鐵路、
客車及旅遊巴士等）及海運承運商，與雙方指定的航空公司進行代號共享。新的代號共享
安排預期為以不同海路或陸路交通工具往來大灣區至香港的遊客及商務旅客提供更便捷的
服務，以及進一步提升香港的交通樞紐地位11。
10.

政府已於 2018 年 12 月底推出第一階段的「貿易單一窗口」服務，首一期將涵蓋五

類個別貨種所需要的進出口貿易文件，提供一站式電子平台方便業界向政府提交有關貿易
文件。政府並計劃最早在 2019 上半年逐步把服務擴展至涵蓋約共十三類貿易文件，業界
毋須再逐一與不同政府機構接洽，提高貨物清關效率之餘，亦減省了時間和成本，使提交
資料的程序更為順暢12。
經濟因素
11.

全球化的電子商貿發展蓬勃，帶動跨境物流派遞，為航空業及速遞業帶來新機遇。

就本港而言，根據政府統計處 2018 年的統計顯示，約 220 萬名 15 歲及以上人士在統計前
12 個月內曾為個人事務而使用網上購物服務，佔全港所有 15 歲及以上人士的 36%，2016
年進行的同類統計所得的相應數字分別為 170 萬及 28%，2014 年的統計所得的相應數字則
分別為 142 萬及 23%13。另，PayPal 於 2018 年年底發表《2018 香港跨境消費者調查》，
9

同3
香港政府新聞網，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 8 月 2 日在深圳出席 2019 前海合作論壇致辭全文 」，載於
https://www.news.gov.hk/chi/2019/08/20190802/20190802_111240_825.html (最後瀏覽日: 2019.08.22)
11
同3
12
香港政府新聞網﹕「政府推出貿易單一窗口第一階段服務」2018，載於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812/28/P2018122800252.htm （最後瀏覽日 2019.08.06）
13
政府統計處，「主題性住戶統計調查第 67 號報告書 - 資訊科技使用情況和普及程度」
，載於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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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計於 2020 年前，香港網購市場消費總額預計將達 554 億港元。調查發現 390 萬名香港
消費者去年用於網購上的金額達 307 億港元，當中 75% 曾購買境外商家的產品或服務，
中、日、美為本港消費者跨境購物的最主要市場14。消費者需要快捷可靠的貨運服務，而
航空貨運服務則有明顯優勢。根據國際機場協會 (Airports Council International) 的資料，
2017 年全球機場的貨物處理總量增加 8%，國際貨運量則增加 10%，有關增長主要由電子
商貿所帶動。為了推動高增值第三方物流的發展，香港國際機場貨運區將興建一座高端物
流中心，該中心備有多項高規格設計，包括「車道直達」（即貨車可直接駛入大部份樓
層）、最少 6.5 米高樓底及樓面荷重能力最少每平方尺 350 磅等，預計於 2023 年落成並投
入使用15。它將成為全港第三大物流倉庫、亞洲的智能物流樞紐，在全球電子商貿業務流
程中擔當關鍵的角色，同時進一步鞏固香港國際機場在空運的領導地位。同時，政府亦正
積極研究重建香港國際機場的空郵中心，引入先進設備，提升其效率及容量，並與其他郵
政當局商討合作，更有效地利用空郵中心的轉運力，促進跨境物流商貿。不過，目前網上
零售佔全球零售總額不足 10%，換言之電子商貿依然有龐大增長空間，可以成為日後航空
貨運業的增長動力。

12.

在跨境電子商貿方面，中國是一個充滿潛力的市場，為快遞及小包裹郵件空運服務

帶來龐大商機。據中國電子商務研究中心預測，中國內地的網購人數將由 2014 年的 1,800
萬人，急增約一倍至 2018 年的 3,560 萬人，通過網絡交易的規模則將由 2014 年的 1,500 億
元人民幣上升至 2018 年 10,000 億元16。香港國際機場位處亞洲中心，鄰近珠江三角洲及
大灣區，佔盡地利優勢，加上機場設有廣闊的航空網絡及 24 小時的便捷清關服務，新物
流中心將坐擁競爭優勢，有助掌握跨境電子商貿及相關業務帶來的機遇。

13.

近年來，歐美經濟衰退和美國經濟放緩，對依賴出口的亞洲國家明顯受壓，加上中

美貿易戰正式打響，令香港物流運輸行業更進一步受壓。2018 年 7 月，中美貿易戰正式展
開，美國政府如期宣佈對第一批清單上價值 340 億美元的中國商品加徵 25%的進口關稅，
打響了中美貿易戰的第一槍。及後，中國亦正式實施對 340 億美元的美國產品加徵 25%進
口關稅的措施，作為對美國挑起貿易糾紛的報復。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表示，持續的中
https://www.statistics.gov.hk/pub/B11302672019XXXXB0100.pdf （最後瀏覽日 2019.08.06）
14
「七成半港人曾跨境網購 本港電商消費總額兩年後破 500 億」
https://unwire.pro/2018/12/07/paypal-e-commerce-research/ecommerce/ （最後瀏覽日 2019.08.06）
15
香港國際機場，2018/19 年報，載於 https://www.hongkongairport.com/tc/airport-authority/publications/annualinterim-reports/annual2018 （最後瀏覽日 2019.08.22）
16
香港跨境電子商務協會，
「跨境電商平台搶內地市場」2016，載於 https://www.cbea.com.hk/?p=7887（最後
瀏覽日 2019.0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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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貿易戰已沉重打擊本地航運及物流業，今年上半年港口貨櫃呑吐量按年下跌 8.1%，較
去年全年 5.7% 的跌幅有所擴散。空運貨物方面，撇除空郵貨物，今年上半年下跌 6.8%，
是自 2016 年首次錄得按年跌幅。「DHL 香港空運貿易領先指數」(DTI) 連跌 6 季，第 3 季
較上季跌 6.2 點至 33.7 點，反映空運用家對最新一輪美國貿易關稅感到憂慮。在中美貿易
戰的影響下，本港的營商環境亦變得艱難，物流中小型企業更是首當其衝，面對內外交困
的嚴峻挑戰17。

社會因素
14.

按照《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香港國際機場將加強航空人才培訓中心的角

色。2016 年，香港機場管理局成立香港國際航空學院。這是全港首間民航學院，旨在支
持本地航空業長遠發展，並鞏固及提升香港作為區域航空人才培訓中心的地位。航空學院
與本地及海外教育團體、職業訓練學院、業界及其他機構合作，提供全面的航空相關課程，
包括航空夏日營及培訓暨就業計劃等入門課程，以至為航空從業員而設的專業進修課程及
其他進階學術認證課程。持續的航空人才發展不但可以幫助空運業注入新血，更可避免人
力資源上青黃不接的局面。
15.

網購貨品多元化，價錢豐儉由人，近年消費者對進口新鮮和冷凍食品（如蔬果、海

鮮、刺生及乳製品等）的需求愈來愈高，使冷鏈物流成為另一激烈競爭市場。香港國際機
場 2018/19 年報顯示，於 2019 年 3 月，香港國際機場成為全球首個獲得國際航空運輸協會
鮮活貨物運輸 (IATA CEIV Fresh) 認證的機場社區。CEIV Fresh 認證旨在提升鮮活貨物
的運送服務水平，以確保食物安全，同時減少供應鏈過程中的食物浪費及損失。這項認證
涵蓋兩間航空貨運站營運商及一間以香港為基地的航空公司，這些公司均按照嚴格的全球
認可標準處理鮮活空運貨物。IATA CEIV Fresh 認證有助香港國際機場應付鮮活貨物的持
續增長需求。除了獲得鮮活貨物國際運輸認證外，香港國際機場早於 2018 年年初成為國
際航空運輸協會醫藥品冷鏈運輸 (IATA CEIV Pharma) 認證的認可合作夥伴機場，是全球
少數獲得這項認證的機場之一，其認證範圍更涵蓋整個機場，足證機場在處理須嚴格控制
溫度空運藥品方面已準備就緒，並擁有達到國際認可標準的卓越能力。18

17

香港電台中文新聞: https://news.rthk.hk/rthk/ch/component/k2/1473499-20190808.htm?spTabChangeable=0
(最後瀏覽日 2019.08.06）
18
香港國際機場新聞稿，「香港國際機場成為 IATA CEIV Pharma 認可合作夥伴機場」，載於
https://www.hongkongairport.com/en/media-centre/press-release/2018/pr_1280 (最後瀏覽日: 2019.0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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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因素
16.

物聯網 (IoT) 的興起對傳統物流業服務供應商帶來不少的轉變。現時，大部份物流

服務供應商使用流動應用程式，用於追蹤貨物及與客戶互動，特別是空運及快遞行業更廣
泛地應用。新興的 5G 技術能令新一代物聯網系統有效運作，並可發揮其低延遲及高速傳
輸的優點，為物流業提供眾多效能更卓越的嶄新解決方案。供應鏈也可通過實時數據共享
及資產追縱等功能提升效率及準確度。阿里巴巴行政總裁、菜鳥網路董事長張勇，在第四
屆菜鳥全球智慧峰會上分享了他對物流行業的構想: 「未來的新技術發展，特別是 IoT 的
發展，不僅會帶來現有物流要素的數碼化，並走向智慧化和智能化，也必將會創造新一代
的物流要素。」19物聯網的應用方案不斷創新，已有物聯網科技公司針對冷鏈物流業推出
可視化平台，利用監察裝置及雲端管理，達到實時的貨物溫度監測。該公司主席及行政總
裁文振聲表示，托運人只需在貨物櫃中放入監察裝置，裝置就會模擬產品的核心溫度，準
確度達 99%，並會每五分鐘把即時溫度上載至雲端平台，當溫度發生異常變化，系統會發
出即時警報提示，防患未然。在冷鏈物流的需求增長下，實時溫度監察必定可以提高營運
效率20。
17.

電子商貿蓬勃發展，為速遞業務亦帶來無限商機。善用創新科技不但可以提升服務

效率，更可保持競爭力。以往，收件人較重視貨品的派送狀態，特別是網購商品，速遞公
司紛紛推出實時貨品追蹤服務的系統，安排員工透過網絡、電郵、電話短訊或手機應用程
式與收件人保持聯絡，並提供網上即時諮詢服務。速遞業務再進一步邁向電子化，客戶毋
須再執筆填寫運單，只需使用智能手機或平板電腦即可掃碼運單，更可使用內置地址簿功
能，全面提升客戶服務經驗。儘管市場上已有速遞公司或便利店提供代收件服務，速遞員
在聯絡收件人的過程中經常遇到困難，於是可提供 24 小時取件的「智能櫃」便應運而生，
由派件人將貨品放進商場或社區的電子儲物櫃後，以手機短訊通知收件人儲物櫃的密碼，
收件人便可於指定日期內自行取貨，大大提高派件收件速度。「智能櫃」目前在港仍屬新
嘗試，但有速遞公司認為網購市場大，正計劃增加智能櫃數目，並將此設施配合手機應用
程式的寄件服務，提高效率之餘，也能方便客戶，提高服務質素。香港速遞業協會會長吳
江亦指，「智能櫃」有助解決派送問題，預計未來智能櫃在港鋪設的密度有機會超越便利
店。由此可見，電子商貿的發展，完全改變了整個供應鏈的管理模式，物流公司需要於人
才需求和公司設備和系統方面作出調整，提升效率和速度以保持競爭力。

19

香港財華社，「阿里巴巴行政總裁、菜鳥網路董事長張勇: 未來物流一定由數字化到數智化」
，載於
https://www.finet.hk/newscenter/news_content/5cecc280bde0b33646b9c350 (最後瀏覽日: 2019.08.23)
20
香港貿易發展局，「商貿頭條」，2019，載於: https://hkmb.hktdc.com/tc/1X0ABVLU (最後瀏覽日:
2019.0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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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科技日新月異，要趕上技術創新的驚人速度，時刻都是挑戰。香港空運業每年要處

理超過 500 萬公噸貨物，數碼科技的創新絕對有助於業界提升營運效率。香港空運貨站研
發「貨物智能定位系統」，於 2018 年正式投入運作。此新智能系統為處理散裝貨物提供
全自動的追蹤及提取位置。散貨運抵貨站後，貨件便會貼上一張可循環再用的識別標籤，
而系統便會自動拍照記錄及量度貨件的重量，然後將有關的數據及影像上傳至貨站的貨物
管理系統。經特別改裝配合此系統的「智能剷車」會識別貨物，並將貨物運送至儲存區域。
「智能剷車」可從貨站研發的室內定位系統，取得沿途所經的位置資訊，而貨物的準確儲
存位置會自動上傳至貨物管理系統內的貨物紀錄，供操作及分析之用。貨物在上載到航機
前需裝拼於貨板之上，此時剷車駕駛員便可透過此系統取得貨物的貨架位置，系統亦會以
相片輔助駕駛員識別貨物21。新系統可免卻人手輸入數據，及排除輸入錯誤資料的機會，
讓提取貨物的過程更簡便快捷，同時協助優化整個流程，提高效率，並進一步加強客戶服
務水平。
19.

繁瑣的文書工作及重複的人手流程所耗用的時間和人力資源都相當大，令整個空運

流程受到延誤。多間空運公司積極研發人工智能、自動駕駛及機械人等多種智能技術，致
力提升營運效率，「流程機械人」是由香港空運貨站研發，它能夠自動執行重複的數據處
理工作，只需輸入一組數據，便可自動執行整個工作流程及提供資料更新的人手工作。另，
敦豪國際速遞有限公司亦開發了全新的完全自動化推車「EffiBOT」，能跟著揀貨員工在
倉庫中移動，並承擔多數體能工作，提升工作效率之餘更可節省人力資源及減低員工在搬
運時受傷的風險22。繼多間業內主要機構開發和引進數碼化科技及人工智能等技術，傳統
人手程序定必逐漸被取代，令整個行業走進更新更快的時代。

《能力標準說明》
20.

有見行業現況及未來發展趨勢，物流業行業培訓諮詢委員會制定了第二版「空運及

快遞」《能力標準說明》（Specification of Competency Standards），它能為業界提供一套
完善的培訓架構， 從而增強業界的技術水平、競爭力及服務質素。
21.

《能力標準說明》涵蓋行業各級別的能力標準，釐定執行業內不同職能所需的行業

知識、專業技能及軟技巧。《能力標準說明》上的職能範疇和能力標準，皆為實務並以能
21

香港空運貨站，Hactl 「貨物智能定位系統」榮膺智能機場科技創新獎，載於
http://www.hactl.com/zh-HK/Media-Centre/Press-Releases/2018/Smart-Cargo-Locating%E2%80%9D-wins-Hactl-aTechnovation-aw.aspx#.XWOON0szaUk (最後瀏覽日: 2019.08.23)
22

DHL，
「洞察與創新」，載於: https://www.logistics.dhl/hk-zh/home/insights-andinnovation/innovation/innovation-in-action.html (最後瀏覽日: 2019.0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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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為本，它不但列出現時所需的專業知識及技能，同時亦考慮行業的未來發展及社會趨勢
等因素而制定。
22.

長遠而言，獲業界認可的《能力標準說明》將可作為行業的培訓藍本。制定《能力

標準說明」除可確保培訓機構能切合業界現時及未來的實際需要，提供內容涵蓋所需知識
及技能的培訓課程外；同時亦能給員工一套清晰可循的進修途徑，協助他們制定個人就業
進修發展藍圖，因此亦補充政府全面推行的「資歷架構」。
23.
由業內僱主、僱員、政府及專業團體代表組成的「物流業行業培訓諮詢委員會」綜
合行業現況及未來發展，並參考國內及國外相關標準及模式，制定第二版物流業「空運及
快遞」《能力標準說明》，希望它能為物流從業員提供一套清晰可循的指引，協助他們規
劃個人進修及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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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資歷架構
香港資歷架構
24.
教育局成立「物流業行業培訓諮詢委員會」（物流業諮委會）以便在業內推行香港
資歷架構 (QF) 。所建議的資歷架構屬自願參與制度，共分七級，為釐定個別工作技能的
複雜程度及難度提供基準，並整理及編排不同性質及名銜的資歷。資歷架構以獨立質素保
證機制為基礎，不論學習模式及途徑，皆可提高所認可資歷在業內的認受性。
25.
「物流業諮委會」負責為行業主要職能範疇制定以職務為本的《能力標準說明》，
以「能力單元」組成，它不但為各項特定工作所需的能力，提供定量及定性的規範，更列
明資料包括綜合成效要求、資歷級別和學分等。
26.
《能力標準說明》有助職業教育及培訓機構設計課程，亦有助從事人力資源管理人
士安排所屬員工的就業發展，並可作為業內機構認可優良表現及頒授相關資歷的標準。長
遠而言，它能令行業得以持續發展，是提升行業競爭力的基石。
27.
設立資歷架構旨在為巿民提供清晰可循的進修途徑，方便制定個人進修藍圖， 從
而取得具質素保證的資歷。學員可循特定進修途徑，循序漸進地提升個人專門技能（縱向
發展），或循不同進修途徑學習多種技能，達至一專多能（橫向發展）。全面推行資歷架
構，可培養業內終身學習、持續進修的文化和風氣。此外，在僱主及僱員的積極參與和業
界的廣泛認同下，推行資歷架構可鼓勵培訓機構迎合社會及業界需要，開辦優質培訓課程。
資歷級別
28.
資歷架構分七級：即第一至第七級，以第一級為最低，第七級為最高。各級別的成
效要求由《資歷級別通用指標》(《通用指標》)(載於附錄一)界定，訂明每項資歷級別相
對下列四方面的複雜程度、要求和難度：
a. 知識及智力技能；
b. 過程；
c. 應用能力、自主性及問責性；及
d. 溝通能力、運用資訊科技及運算能力
每項「能力單元」(見第五章)的資歷級別皆參照《通用指標》釐定，注意「能力單元」所
列出的能力可落入《通用指標》的全部或部分範疇，故所釐定的資歷級別主要從整體出發，
考慮該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而定。
29.
各資歷級別屬獨立及互不相連的單元，即不能將「能力單元」列入介乎兩個資歷級
別之間。此外若某「能力單元」不能完全符合資歷級別一個或多個範疇要求時，該單元便
會被列入下一個更低的級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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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主要職能範疇
物流業「空運及快遞」的主要職能範疇
30.
物流業行業培訓諮詢委員會（「物流業諮委會」）建議物流業「空運及快遞」《能
力標準說明》的主要職能範疇如下：
(i)

營運管理 (OM)
此職能範疇涉及制定整體發展策略、營運決策，並監控執行情況。物流業涵蓋不同
界別的工種，除要對本身服務範疇的業務有專業知識外，從業員還需擁有廣泛的商
業、管理、財務及人力資源等知識，並能掌握物流行業的運作。他們應能以較高層
面如機構發展、制定策略、管理方針、整體安全及風險管理等出發，制定符合機構
需要的操作方針、發展策略、執行計劃及溝通模式。除執行日常監控職責外，從業
員還需定時作出檢討，提升機構的營運效益。

(ii)

物流方案規劃及設計 (PD)
隨著物流業的發展趨勢，此職能範疇應運而生。由於供應鏈管理上業界不同工種相
互合作，令操作日益整合，使得以合作夥伴形式規劃及設計進口物流方案和提供服
務客戶變得日益普及。從業員需具備規劃及設計不同規模、範疇及貨品類別物流方
案所需的知識，除認識多式聯運及增值服務概念外，他們亦應能為大陸，特別是華
南及珠三角地區設計物流操作方案，並能與商業夥伴在不同物流環節上合作，提升
機構的競爭力。

(iii)

營銷、市場推廣及客戶服務 (SM)
物流業以客戶為本，服務供應商必須瞭解客戶需求，以便提供令客戶滿意的服務。
機構面對現有及有潛力的客戶時，需要應用不同的銷售及市場營銷知識、方法及技
巧。從業員除對本身業務運作、所提供的服務、操作程序等有一定認識外，亦需要
瞭解市場及客戶，方能幫助拓展市場、宣傳產品及服務，並制定競爭策略。他們應
能與客戶溝通及持良好關係、聯繫有潛力的客戶，並能管理及提供客戶服務。

(iv)

貨物運輸及處理 (CT)
貨物運輸及處理是物流業的主要業務，工作涉及運送、中途存儲、包裝及分發貨
物。從業員需協調及輔助相關安排，故應具備貨物知識，並認識處理及運送貨物的
學問、技術和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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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貨物安全及保安 (SS)
貨物安全及保安是物流業獨有，為了符合國際條約及業界不斷提升的要求，貨物安
全及保安職能亦漸趨專業化，成為一項獨立的職能範疇。工作涉及考慮貨物性質、
外來干擾對貨物、人身、設施及物流運作的影響，處理運輸和存儲安全及保安。從
業員需擁有相應制定、計劃、協調及執行措施和活動的相關知識及技能，以防止、
避免及減少上述風險。

(vi)

出入口文件處理 (IE)
物流業是國際貿易所衍生的服務行業，工作主要涉及交易過程中安排貨物、資訊及
資金的交收及運送。運送貨物所需的技能已列於「貨物運輸及處理」職能範疇。至
於資訊及資金流動方面，雖然傳統的文件傳遞方式仍受廣泛使用，但電子文件已開
始取得主導，本職能範疇包括認識不同文件的功能、簽發制度、使用方法和處理技
巧等；為了能以高效率並合法地處理進出口貨物，從業員需要清楚瞭解進出口貿易
的業務流程、認識貿易價格計算方法，並能準備報價單；能瞭解並處理各類進出口
文件、信用證、押匯文件及行業商會所釐定的國際貿易規定和條款；還需具備電子
報關服務、關稅、中國關貿實務及報關與保稅區倉儲等技能和知識。

(vii)

保險、法律事務及遵守法規 (LC)
保險、法律事務及遵守法規的主要職能包括應用風險評估工具，評估日常操作所涉
及的風險，使用評估報告制定風險管理和轉移策略。從業員分析保險市場時，應考
慮不同交易的業務及操作需要，在決定任何保險安排時，需研究並比較不同供應商
所提供的保險服務、保單條款及保費。他們應能在發生意外事故後迅速並有效地處
理索償，以達到風險管理及轉移的效果，他們故需認識本地及海外法律及國際公約，
以制定並執行各種決策，確保日常操作能符合相關法例規定。

(viii) 智慧物流 (EL)
物流業已進入電子化及網絡操作流程時代，令智慧物流成為獨立職能。從業員應加
強方面的知識及技能，以迎接挑戰。智慧物流職能範疇包括在工作上應用現有電子
工具、發展新範疇的應用技術、聯網、建立並應用電子平台、和電子商貿整合及保
養等。
(ix)

職業安全及健康 (OSH)
職業安全及健康的主要職能是運用有關的管理知識及技術，針對物流業的工作環境、
起卸工具、所處理的貨物等進行風險評估，制定符合有關安全與健康的指引和職安
健法例的工作安全守則。職業安全及健康的工作範疇包括危險品處理、工作環境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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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管理、起卸工具及各樣儀器操作安全的風險管理、職安健法例推廣等，讓所有工
作人員獲得清晰的職業安全及健康訊息，以保障物流業員工的人身安全及職業健康。
(x)

品質管理 (QM)
品質管理職能範疇涉及應用品質管理知識和技巧，制定並執行品質管理計劃。從業
員需能有效監控計劃執行的情況，達至低成本高質素的成效；他們應能分析、處理
並評估客戶的反饋意見，並能推廣及執行品質管理和員工培訓。此外，他們還需確
保所提供的服務合乎客戶要求及相關標準。

詳細資料見圖表一。
31.

「物流業諮委會」根據《資歷級別通用指標》及主要職能範疇制訂「物流業從業員

能力表及相關能力單元」（第五章），詳細列出物流業各能力級別及職能的培訓要求，旨
在為公眾提供清晰統一的指引，以便制訂個人進修藍圖。學員可循特定進修途徑，循序漸
進地提升個人專門技能（縱向發展），或循不同進修途徑學習多種技能，達至一專多能
（橫向發展）。
圖表一: 物流業「空運及快遞」的主要職能範疇

主要
營運
管理

品質
管理
職業安
全及健
康

物流業主要
職能範疇

物流方
案規劃
及設計
營銷、市
場推廣及
客戶服務
貨物運
輸及處
理

智慧
物流
保險、
法律事
務及遵
守法規

出入口
文件處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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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物安
全及保
安

進階路徑
32.

進階路徑臚列行業內各職能範疇的主要工作崗位，並配以所需的能力要求，為有意

投身行業的人士提供就業進階資訊，增加入行吸引力。從業員及進修人士可參考進階路徑，
裝備自己掌握不同工作崗位所需要的能力，拾級而上，規劃個人事業發展和進修路徑。院
校及培訓機構亦可參考相關能力標準，設計更貼合行業需要的培訓課程，加強學習與工作
之間的連繫。僱主亦可參照進階路徑來規劃人力資源及內部培訓，有助招聘及人力資源管
理。
33.

物流業進階路徑為各工作崗位所配對的能力要求，分為「核心」能力和「非核心」

能力，並以能力單元的形式顯示。「核心」能力是行業普遍認受為個別工作崗位必要的能
力，從業員必須完全滿足到「核心」能力要求，才可算達致該工作崗位所需的能力標準；
「非核心」能力則是個別公司需要的能力，視乎公司的業務性質或規模，從事該工作崗位
的從業員未必需要完全掌握。由於香港物流業公司大多數是中小企規模，公司之間對各工
作崗位的能力要求存在一定差異，故此行業的進階路徑只作參考用途。各職能範疇下的進
階路徑及其工作崗位所配對的能力要求，詳見於第四章。

能力標準 / 能力單元
34.

「能力標準」是指某職能所需具備之技能和知識，代表業界對能勝任特定職務所需

技能、知識和條件的基準要求，是《能力標準說明》最重要的環節。「物流業諮委會」以
「能力單元」訂明各職能所需的個別能力標準，每個「能力單元」描述該能力所需具備的
標準及能力，詳情見於第五章。
每個「能力單元」分八個基本項目：
1. 名稱
2. 編號
3. 應用範圍
4. 級別
5. 學分
6. 能力
7. 評核指引
8.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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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往資歷認可
35.

資歷架構中的一個重要概念，是從業員除可透過進修來獲取資歷外，只要其工作經

驗、技能及知識符合「物流業諮委會」所訂立的能力標準，他們便可透過「過往資歷認
可」機制（RPL），以行業年資及相關工作經驗來確認他們的工作能力，從而獲取資歷架
構認可的資歷。
36.

「物流業諮委會」已諮詢業內人士意見，制定了一套合適的「過往資歷認可」機制

及相關的RPL資歷，詳情可瀏覽資歷架構的物流業行業專頁
（https://www.hkqf.gov.hk/logistics ）。

各資歷級別的能力單元數目
級別
7
6
5
4
3
2
1
總數

能力單元數目
3
8
91
71
45
75
8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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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空運及快遞」進階路徑
及各主要崗位的相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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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進階路徑
營運管理 (OM)
空運 AIR

快遞 EXPRESS

環球營運管理總監 (AF-OM61)
Global Director
區域總經理 (AF-OM62)
Regional GM

總經理 (AF-OM63)
General Manager

區域營運總監 (快遞) (AF-OM64)
Regional Director (Express)

高級經理 (快遞) (AF-OM52)
Senior Manager,
Local Operations (Express)

高級營運經理 (AF-OM51)
Senior Manager,
Operations

營運經理 (快遞)
(AF-OM42)
Manager, Local Operations
(Express)

營運經理 (AF-OM41)
Manager, Operations

營運主任 (AF-OM31)
Supervisor, Operations

物流統籌員 (AF-OM21)
Logistics Coordinator

營運助理 (AF-OM11)
Operations Assist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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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管理
職位
工作範疇

環球營運管理總監 (AF-OM61)
Global Director
• 執行營運策略，提升公司表現以達致業務目標
• 負責整體環球性策略發展的運作
• 設計及執行每年營運計劃，中長期發展計劃
核心能力單元

編號

學分

制定環球性的營運策略

LOCUOM701B

9

制定航空貨運聯盟策略

LOAFOM601B

9

制定航空貨運收益管理

LOAFOM501B

9

制定包機策略

LOAFOM506B

6

制定空運費用策略及水平

LOAFOM507B

9

制定航空貨運營運策略

LOAFOM509B

9

非核心能力單元

編號

學分

規劃空運及快遞網絡

LOAFOM602B

9

制定空運流程管理標準

LOAFOM508B

9

制定空運標準合約條款

LOAFOM510B
6
總學分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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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位
工作範疇

區域總經理 (AF-OM62)
Regional General Manager
• 執行營運策略，提升公司表現以達致業務目標
• 負責整體策略發展的運作
• 設計及執行每年營運計劃，中長期發展計劃
核心能力單元

編號

學分

制定區域性營運策略

LOCUOM502B

9

規劃空運及快遞網絡

LOAFOM602B

9

制定航空貨運收益管理

LOAFOM501B

9

制定空運費用策略及水平

LOAFOM507B

9

制定空運流程管理標準

LOAFOM508B

9

制定空運標準合約條款

LOAFOM510B

6

非核心能力單元

編號

學分

制定航空貨運聯盟策略

LOAFOM601B

9

制定包機策略

LOAFOM506B

6

制定航空貨運營運策略

LOAFOM509B
9
總學分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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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位
工作範疇

總經理 (AF-OM63)
General Manager
• 執行營運策略，提升公司表現以達致業務目標
• 負責整體策略發展的運作
• 設計及執行每年營運計劃，中長期發展計劃
核心能力單元

編號

學分

制定地區性的營運策略

LOCUOM501B

9

制定航空貨運收益管理

LOAFOM501B

9

制定空運費用策略及水平

LOAFOM507B

9

制定航空貨運營運策略

LOAFOM509B

9

制定空運流程管理標準

LOAFOM508B

9

制定空運標準合約條款

LOAFOM510B

6

管理資金及財務事宜

LOCUOM519B

9

預測未來貨量及處理貨物能力

LOAFOM503B

9

非核心能力單元

編號

學分

制定航空貨運聯盟策略

LOAFOM601B

9

規劃空運及快遞網絡

LOAFOM602B

9

制定包機策略

LOAFOM506B

6

發布行業相關資訊及業務報告

LOCUOM517B
3
總學分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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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位
工作範疇

高級營運經理 (AF-OM51)
Senior Manager, Operations

執行營運策略，提升公司表現以達到業務目標

負責整體策略發展的運作

設計及執行每年營運計劃，中長期發展計劃

評估市場趨勢

與外判商及航空公司進行協商
核心能力單元

編號

學分

策劃項目管理運作

LOCUOM505B

9

策劃投標

LOCUOM506B

6

制定招標策略

LOCUOM507B

6

評審合約承辦商標書

LOCUOM508B

6

管理資金及財務事宜

LOCUOM519B

9

制定危機管理策略

LOCUOM514B

9

制定突發事件的應變程序

LOCUOM516B

9

制定航班艙位管理標準

LOAFOM504B

9

建立及保持與商業夥伴的關係

LOCUOM414B

6

與承辦商／供應商商議續約、解約
及完約安排

LOCUOM416B

6

非核心能力單元

編號

學分

制定物流機械設備管理系統

LOCUOM510B

9

制定與商業夥伴的議價策略

LOCUOM512B

6

制定客戶關係管理策略

LOCUOM515B

6

決定貨物空運路線及班期

LOAFOM502B

9

預測未來貨量及處理貨物能力

LOAFOM503B
9
總學分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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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位
工作範疇

營運經理 (AF-OM41)
Manager, Operations

設計及執行營運策略以提升營運表現

管理營運效率

評估市場趨勢

與其他部門合作以達到公司目標

執行公司的系統和指引

評估營運水平、員工發展和品質管理水平是否達到公司的主
要管理表現指標 (KPI)
核心能力單元

編號

學分

設計及擬備標書

LOCUOM402B 6

監管承辦商的工作表現

LOCUOM401B 6

監管供應商表現

LOCUOM407B 6

應用模擬技術測試運作效率

LOCUOM408B 6

制定標準作業程序

LOCUOM518B 6

執行財務分析及成本控制

LOCUOM411B

協調公司部門、商業夥伴及承辦商之工

LOCUOM302B 6

6

作
非核心能力單元

編號

擬備建議書

LOCUOM403B 6

代表公司履行在商會之責任及聯絡相關
組織

LOCUOM404B 3

解決公司勞資糾紛

LOCUOM405B 6

設立物流機械設備技術指標

LOCUOM406B 6

建立及保持與商業夥伴的關係

LOCUOM414B 6
總學分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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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分

職位
工作範疇

營運主任 (AF-OM31)
Supervisor, Operations

確保公司日常運作順暢

維持有效率的航空營運

提供有效率的服務及文件處理

分派員工處理不同工作

提供改善方案

評估外判商及航空公司的服務質素

監督員工表現
核心能力單元

編號

考核及提升運輸效率

LOCUOM413B 6

決定合適航機及貨物作付運

LOAFOM401B

6

處理因航班延誤或取消所引致的貨運問 LOAFOM403B
題

6

執行突發事件的應變程序

學分

LOCUOM410B 6

獲取經營貨運業務所需的牌照及行政安 LOCUOM203B 6
排
非核心能力單元

編號

學分

協調公司部門、商業夥伴及承辦商之工 LOCUOM302B 6
作
總學分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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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位
工作範疇

物流統籌員 (AF-OM21)
Logistics Coordinator

遵守主要管理指標 (KPI) 及標準操作程序 (SOP)

提供有效率的服務及文件處理

協調各營運環節

協助規劃物流資源運用

協調不同客戶及航空公司確保運作暢順
核心能力單元

編號

學分

運用多式聯運概念及知識

LOCUCN201B

3

應用各類貨運資訊

LOCUOM201B 6

擬備各營運環節檢察表

LOCUOM202B 3

認識並執行基本環保方案

LOCUEP201B

3

非核心能力單元

編號

學分

基本統計學運用於物流運作

LOCUCN202B

6

進行與物流有關的度量衡、貨幣及時間
區域的運算

LOAFCN201B

3

獲取經營貨運業務所需的牌照及行政安
排

LOCUOM203B 6
總學分 30

職位
工作範疇

營運助理 (AF-OM11)
Operations Assistant
 遵守主要管理表現指標 (KPI) 及標準操作程序 (SOP)
 提供有效率的服務及文件處理
 遵守物流資源運用方案



執行各營運環節
協調不同客戶及航空公司確保運作暢順
核心能力單元

編號

學分

使用空運行業用語、代碼及縮寫

LOAFCN101B

3

認識空運貨物的標籤、標誌、種類及基
本包裝要求

LOAFCN102B

3

總學分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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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位
工作範疇

區域營運總監 (快遞) (AF-OM64)
Regional Director (Express)
• 制定和執行快遞營運策略，提升公司總表現以達致業務目標
• 負責整體環球性策略發展的運作
• 設計及執行每年營運計劃，中長期發展計劃
核心能力單元

編號

學分

制定區域性的快遞營運策略

LOAFOM516B

9

制定快遞費用策略及水平

LOAFOM515B

9

制定快遞標準合約條款

LOAFOM505B

6

制定航空貨運聯盟策略

LOAFOM601B

9

制定航空貨運收益管理

LOAFOM501B

9

制定包機策略

LOAFOM506B

6

與承辦商／供應商商議續約、解約 LOCUOM416B
及完約安排

6

LOAFOM513B

5

制定快遞貨物的工作流程和管理標 LOAFOM512B
準

9

非核心能力單元

編號

學分

制定航空貨運營運策略

LOAFOM509B
9
總學分 77

制定快遞貨物的營運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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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位
工作範疇

高級經理 (快遞) (AF-OM52)
Senior Manager, Local Operations (Express)
• 執行營運策略，提升公司表現以達致業務目標
• 負責整體策略發展的運作
• 設計及執行每年營運計劃，中長期發展計劃
核心能力單元

編號

學分

制定地區性的快遞營運策略

LOAFOM514B

9

規劃空運及快遞網絡

LOAFOM602B

9

制定空運流程管理標準

LOAFOM508B

9

執行財務分析及成本控制

LOCUOM411B

6

與承辦商／供應商商議續約、解約及 LOCUOM416B
完約安排

6

非核心能力單元

編號

學分

制定空運費用策略及水平

LOAFOM507B

9

制定航空貨運收益管理

LOAFOM501B
9
總學分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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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位
工作範疇

營運經理 (快遞) (AF-OM42)
Manager, Local Operations (Express)

設計及執行營運策略以提升營運表現

管理營運效率

評估市場趨勢

與其他部門合作以達到公司目標

執行公司的系統和指引

評估營運水平、員工發展和品質管理水平是否達到公司的主
要管理表現指標 (KPI)
核心能力單元

編號

學分

監管承辦商的工作表現

LOCUOM401B 6

設計及擬備標書

LOCUOM402B 6

擬備建議書

LOCUOM403B 6

解決公司勞資糾紛

LOCUOM405B 6

設立物流機械設備技術指標

LOCUOM406B 6

監管供應商表現

LOCUOM407B 6

應用模擬技術測試運作效率

LOCUOM408B 6

非核心能力單元

編號

制定標準作業程序

LOCUOM518B 6

執行財務分析及成本控制

LOCUOM411B

建立及保持與商業夥伴的關係

LOCUOM414B 6

代表公司履行在商會之責任及聯絡相關
組織

LOCUOM404B 3

學分
6

總學分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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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進階路徑
物流⽅案規劃及設計 (PD)
總監 環球企業⽅案

(
) (AF-PD51)
Director, Global Supply Chain Solution

總經理 區域企業⽅案

(
) (AF-PD41)
General Manager, Regional Supply Chain
Solution

⾼級經理 區域企業⽅案

(
) (AF-PD31)
Senior Manager, Supply Chain Solution

供應鏈經理

(AF-PD21)
Supply Chain Manager

供應鏈分析員 (AF-PD11)
Supply Chain Analy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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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方案規劃及設計
職位
工作範疇

總監 (環球企業方案) (AF-PD51)
Director, Global Supply Chain Solution

根據客戶要求設計環球性的物流方案，以達致銷售策略計劃
及業務目標

構思透過創新方案以增加銷量和收入


制訂產品和服務趨勢，並提供未來業務發展的建議
核心能力單元

編號

學分

計劃及設計環球性的物流方案 (物流設
施)

LOCUPD701B

6

計劃及設計環球性的物流方案 (市場概
況)

LOCUPD702B

6

規劃空運及快遞網絡

LOAFOM602B

9

制定與資金安排有關的物流方案

LOCUPD602B

12

制定航空貨運收益管理

LOAFOM501B 9
總學分 42

職位

總經理 (區域企業方案) (AF-PD41)

工作範疇

General Manager, Regional Supply Chain Solution

根據客戶要求設計區域性的物流方案，以達致銷售策略計劃
及業務目標



構思透過創新方案以增加銷量和收入
制訂產品和服務趨勢，並提供未來業務發展的建議
核心能力單元

編號

學分

計劃及設計區域性的物流方案

LOCUPD601B

15

規劃空運及快遞網絡

LOAFOM602B

9

制定與資金安排有關的物流方案

LOCUPD602B

12

制定航空貨運收益管理

LOAFOM501B 9
總學分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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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位
工作範疇

職位
工作範疇

高級經理 (區域企業方案) (AF-PD31)
Senior Manager, Supply Chain Solution

根據客戶要求設計物流方案，以達致銷售策略計劃及業務目
標

構思透過創新方案以增加銷量和收入

制訂產品和服務趨勢，並提供未來業務發展的建議
核心能力單元

編號

學分

計劃及設計地區性的物流方案

LOCUPD601B

15

規劃空運及快遞網絡

LOAFOM602B

9

制定與資金安排有關的物流方案

LOCUPD602B

12

制定航空貨運收益管理

LOAFOM501B

9

非核心能力單元

編號

學分

設計空運航線網絡物流方案

LOAFPD503B
6
總學分 51

供應鏈經理 (AF-PD21)
Supply Chain Manager

設計及發展供應鏈方案

主動作出檢討及研究如何提升營運效率及擴大運輸網絡

根據客戶的供應鏈擬定標準操作流程 (SOP)

協助客戶管理及執行新項目

向客戶提供執行及運輸計劃

監督團隊並管理其表現

辨識培訓需要


推行有效率的營運方法
核心能力單元

編號

計劃及設計地區性的物流方案

LOCUPD501B 9

非核心能力單元

編號

學分

設計空運航線網絡物流方案

LOAFPD503B

6

利用航空貨運聯盟策略設計空運物流方
案

LOAFPD504B

9

利用虛擬機場概念設計空運物流方案

LOAFPD505B 6
總學分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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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分

職位
工作範疇

供應鏈分析員 (AF-PD11/ AF-PD12)
Supply Chain Analyst

分析供應鏈服務的市場結構

比較不同服務供應商的好與壞

根據不同進出口貿易模式，提出供應鏈方案，以提升營運效
率及擴大運輸網絡

為客戶建立主要管理表現指標 (KPI)，並密切監管營運表現
核心能力單元

編號

學分

瞭解航權與物流方案

LOAFPD502B

6

分析航空貨運服務的市場結構

LOAFPD501B

9

掌握不同進出口貿易模式的物流需要

LOCUPD401B 6
總學分 21

4-16

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進階路徑
營銷、市場推廣、市場推廣及客⼾服務 (SM)

空運 AIR

快遞 EXPRESS

銷售總監 (AF-SM51)

銷售總監 (快遞) (AF-SM52)

銷售經理 (AF-SM41)

分區銷售經理 (快遞) (AF-SM42)

Sales Director

Sales Director (Express)

Sales Manager (District)
(Express)

Sales Manager

銷售主任 (AF-SM31)

銷售主任 快遞

(
) (AF-SM32)
Sales Supervisor (Express)

Sales Supervisor

銷售統籌員 (AF-SM21)
Sales Coordinator

銷售員 (AF-SM11)
Sales Execu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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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銷、市場推廣及客戶服務
職位
工作範疇

銷售總監 (AF-SM51)
Sales Director

負責整體銷售策略的發展

增加銷量和收入，帶領團隊並推高銷售表現以達致公司目標

帶領團隊構思並執行中期及長期發展目標



提供商品趨勢和未來發展的建議
與其他部門合作以滿足客戶的不同需要
核心能力單元

編號

學分

制定空運運費報價策略

LOAFSM504B

6

評估物流業服務需求及制定有關預算

LOCUSM501B 9

策劃業務發展策略及開拓新市場

LOCUSM503B 9

制定價格策略

LOCUSM504B 9

制定市場策略

LOCUSM505B 9

分析物流業市場現況及趨勢

LOCUSM405B 6

進行合約談判

LOCUSM506B 9

非核心能力單元

編號

制定參與物流業商務會議之整體策略

LOCUSM401B 6

擬定客戶關係策略

LOCUSM408B 6
總學分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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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分

職位
工作範疇

銷售經理 (AF-SM41)
Sales Manager

辨識有潛力的商貿業務

進行資料搜集，與現有及未來客戶建立關係

準備銷售資料及報告

開拓銷售機會及推廣相關銷售活動

提高服務質素以達致銷售目標

管理及培訓銷售團隊

處理客戶查詢和投訴


與其他部門合作以滿足客戶的不同需要
核心能力單元

編號

執行整體市場推廣計劃

LOCUSM403B 6

評估整體市場推廣計劃及績效指標

LOCUSM404B 6

擬定客戶關係策略

LOCUSM408B 6

帶領銷售團隊

LOCUSM413B 6

評估銷售行情

LOCUSM406B 6

分析客戶的貨運需要

LOCUSM407B 6

分析客戶業務狀況

LOCUSM411B

6

計算佣金及優惠方案

LOAFSM307B

6

非核心能力單元

編號

學分

處理空運貨運代理的同行貨盤交易

LOAFSM402B

6

分析物流業市場現況及趨勢

LOCUSM405B 6

運用市場推廣方法

LOCUSM409B 6

運用互聯網推廣業務

LOCUSM410B 6
總學分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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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分

職位
工作範疇

銷售主任 (AF-SM31)
Sales Supervisor
 與現有及未來客戶建立關係
 準備銷售資料及報告
 處理客戶查詢和投訴
 與其他部門合作以滿足客戶的不同需要
 負責銷售進度報告／圖表
核心能力單元

編號

學分

處理空運貨物艙位預訂程序

LOAFSM302B

6

計算合約空運運費

LOAFSM303B

6

向客戶展示及闡述建議書

LOCUSM301B 6

執行客戶服務管理

LOCUSM309B 6

擬備營銷建議書

LOCUSM311B

6

非核心能力單元

編號

學分

處理航空貨運收費查詢

LOAFSM306B

3

處理及檢討客戶對服務質量的意見及投

LOCUSM312B 6

訴
能以英語與顧客進行與業務有關溝通

LOCUSM313B 6

能以普通話與顧客進行與業務有關溝通

LOCUSM314B 6

計算佣金及優惠方案

LOAFSM307B 6
總學分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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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位
工作範疇

銷售統籌員(AF-SM21)
Sales Coordinator

處理客戶查詢和投訴

與其他部門合作以滿足客戶的不同需要

預備報價單及建議書

保存及定期更新客戶資料
核心能力單元

編號

學分

計算空運運費

LOAFSM203B

6

保存、處理及運用客戶資料

LOCUSM201B 3

接待顧客

LOCUSM209B 6

向客戶展示及闡述所提供的物流服務

LOCUSM210B 6

向客戶闡述公司最新動向

LOCUSM211B 3

非核心能力單元

編號

學分

運用多式聯運概念及知識

LOCUCN201B

3

運用基本統計學於物流運作

LOCUCN202B

6

進行與物流有關的度量衡、貨幣及時間

LOAFCN201B

3

區域的運算
運用溝通技巧進行有關物流業事項討論

LOCUSM203B 3

運用溝通技巧進行內部溝通

LOCUSM204B 3

能以普通話與顧客進行與業務有關溝通

LOCUSM214B 6

能以英語與顧客進行與業務有關溝通

LOCUSM215B 6
總學分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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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位
工作範疇

銷售員 (AF-SM11)
Sales Executive

與現有及未來客戶建立關係

推廣相關銷售活動

提高服務質素以致銷售達標

處理客戶查詢和投訴

與其他部門合作以滿足客戶的不同需要
核心能力單元

編號

學分

接待顧客

LOCUSM209B

6

向客戶展示及闡述所提供的物流服務

LOCUSM210B

6

處理客戶貨物追蹤

LOCUSM213B

3

维持客戶關係及處理其訴求

LOCUSM212B

6

非核心能力單元

編號

學分

使用空運行業用語、代碼及縮寫

LOAFCN101B

3

能辨識空運貨物的標籤、標誌、種類及 LOAFCN102B
基本包裝要求

3

總學分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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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位
工作範疇

銷售總監 (快遞) (AF-SM52)
Sales Director (Express)

負責整體快遞銷售策略的發展

增加銷量和收入，帶領團隊並推高銷售表現以達致公司目標

改善銷售質素

帶領團隊構思並執行中期及長期發展目標

提供商品趨勢和未來發展的建議

處理客戶查詢和投訴

與其他部門合作以滿足客戶的不同需要
核心能力單元

編號

學分

制定快遞價格策略

LOAFSM501B

9

制定快遞市場策略

LOAFSM502B

9

制定快遞運費報價策略

LOAFSM503B

6

評估物流業服務需求及制定有關預算

LOCUSM501B 9

策劃業務發展策略及開拓新市場

LOCUSM503B 9

制定參與物流業商務會議之整體策略

LOCUSM401B 6

非核心能力單元

編號

擬定客戶關係策略

LOCUSM408B 6

分析物流業市場現況及趨勢

LOCUSM405B 6

進行合約談判

LOCUSM506B 9
總學分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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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分

職位
工作範疇

分區銷售經理 (快遞) (AF-SM42)
Sales Manager (District) (Express)

進行分區資料搜集，與現有及未來客戶建立關係

準備銷售資料及報告

開拓銷售機會及推廣相關銷售活動

提高服務質素以達致銷售目標

管理及培訓銷售團隊

處理客戶查詢和投訴

與其他部門合作以滿足客戶的不同需要
核心能力單元

編號

學分

執行分區快遞市場推廣計劃

LOAFSM403B

6

處理快遞貨運代理的同行貨盤交易

LOAFSM404B

6

帶領銷售團隊

LOCUSM413B 6

評估銷售行情

LOCUSM406B 6

分析客戶的貨運需要

LOCUSM407B 6

編製快遞收費表

LOAFSM504B

執行快遞運費報價策略

LOAFSM405B

評估整體市場推廣計劃及績效指標

LOCUSM404B 6

非核心能力單元

編號

運用市場推廣方法

LOCUSM409B 6

運用互聯網推廣業務

LOCUSM410B 6

分析客戶業務狀況

LOCUSM411B 6

進行合約談判

LOCUSM506B 9
總學分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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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學分

職位
工作範疇

銷售主任 (快遞) (AF-SM32)
Sales Supervisors (Express)
 編製快遞收費表, 時序表, 速遞預訂
 與現有及未來客戶建立關係
 準備銷售資料及報告
 處理客戶查詢和投訴
 與其他部門合作以滿足客戶的不同需要
 負責制定銷售進度報告／圖表
核心能力單元

編號

學分

編製快遞收件時序表

LOAFSM304B

6

處理國際快件速遞預訂

LOAFSM305B

3

運用市場推廣方法

LOCUSM409B 6

向客戶展示及闡述建議書

LOCUSM301B 6

執行客戶服務管理

LOCUSM309B 6

擬備營銷建議書

LOCUSM311B

處理及檢討客戶對服務質量的意見及投
訴

LOCUSM312B 6

非核心能力單元

編號

能以英語與顧客進行與業務有關溝通

LOCUSM313B 6

能以普通話與顧客進行與業務有關溝通

LOCUSM314B 6

計算佣金及優惠方案

LOAFSM307B 6
總學分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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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學分

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進階路徑
貨物運輸及處理 (CT)

空運 AIR

快遞 EXPRESS
貨物運輸經理

(AF-CT41)
Manager. Cargo Transport

營運主任 (貨物處理) (AF-CT31)

營運主任 (快遞) (AF-CT32)

⾼級營運⽂員 (貨物處理)

⾼級營運⽂員 (快遞) (AF-CT22)

Supervisor, Operations (Cargo
Handling)

Supervisor,
Operations (Express)

(AF-CT21)
Senior Operations Clerk (Cargo
Handling)

Senior Operations Clerk
(Express)

營運助理 (貨物處理)

營運助理 (快遞) (AF-CT12)

(AF-CT11)
Operations Assistant (Cargo
Handling)

Operations Assistant
(Express)

4-26

貨物運輸及處理

職位

貨物運輸經理 (AF-CT41 )

工作範疇

Manager, Cargo Transport
• 處理日常貨物運輸流程，確保運作順暢和有效率
• 管理並確保運作符合主要管理指標 (KPI) 及標凖操作程序
•
•
•
•
•
•

(SOP)
處理客戶查詢及投訴
與其他部門合作以達到營運目標
管理外判商的表現
撰寫報告及提供培訓
安排資源運用，預算分配
執行整體貨物運輸策略

核心能力單元

編號

管理貨物轉運

LOCUCT504B 6

安排貨物操作

LOCUCT403B 3

管理檢疫程序

LOCUCT404B 6

執行貨物操作規則

LOCUCT406B 3

協調點對點貨物的銜接

LOCUCT401B 6

評估及計算貨運工作量

LOCUCT402B 6

統籌起卸空運貨物

LOAFCT403B

處理航空貨運失誤事故

LOAFCT404B 3
總學分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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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分

6

職位

營運主任 (貨物處理) (AF-CT31)
Supervisor, Operations (Cargo Handling)

工作範疇

•
•
•
•
•
•
•

確保公司日常運作順暢
維持有效率的航空營運
提供有效率的服務及文件處理
分派員工處理不同工作
提供改善方案
評估外判商及航空公司的服務質素
監督員工表現

核心能力單元

編號

統籌空運貨物集運拼箱

LOAFCT301B 6

計劃空運貨物集運拼裝

LOAFCT303B 6

安排空運貨物集運文件及協調工作

LOAFCT304B 6

統籌空運載具的調度

LOAFCT305B 6

記錄空運貨物運輸事故

LOAFCT306B 6

調配空運載具

LOAFCT307B 3

交收空運危險品

LOAFCT308B 6

處理空運特殊貨物

LOAFCT309B 6

處理動物運輸及儲存

LOAFCT310B 6

處理空運課稅物品

LOAFCT311B 3

處理空運貨物撤銷程序

LOAFCT312B 3

核實空運貨物達致付運要求

LOAFCT313B 6

處理無人提取空運貨物

LOAFCT314B 3
總學分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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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分

職位
工作範疇

高級營運文員 (貨物處理) (AF-CT21)
Senior Operations Clerk (Cargo Handling)

維持有效率的航空營運

提供有效率的服務及文件處理

提供改善方案

評估外判商及航空公司的服務質素

提供優質客戶服務
核心能力單元

編號

學分

擬備操作紀錄及數據

LOCUCT203B

3

交收一般空運貨物

LOAFCT201B

3

檢查空運載具

LOAFCT204B

3

安排儲存空運貨物

LOAFCT211B

6

檢查空運貨物包裝、件數及外表狀況

LOAFCT213B

3

量度空運貨物重量及尺寸

LOAFCT214B

3

執行航空貨物拆箱拆板程序

LOAFCT215B

3

執行裝卸貨物工序

LOAFCT216B

6

執行空運貨物集運拼箱

LOAFCT217B

3

執行空運貨物收貨送貨程序

LOAFCT218B

3

安排貨物往返空運貨站

LOAFCT219B

3

執行空運載具的維修保養

LOAFCT220B

3

分類空運貨物

LOAFCT221B

3

非核心能力單元

編號

學分

運用多式聯運概念及知識

LOCUCN201B 3

基本統計學運用於物流運作

LOCUCN202B 6

進行與物流有關的度量衡、貨幣及時間

LOAFCN201B

3

處理暫准進口貨物

LOCUCT201B

3

使用物流業一般搬運及起重裝置

LOCUCT202B 6
總學分 66

區域的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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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位
工作範疇

營運助理 (貨物處理) (AF-CT11)
Operations Assistant (Cargo Handling)
• 維持有效率的航空營運
• 提供有效率的服務及文件處理
• 提供優質客戶服務
核心能力單元

編號

學分

使用空運行業用語、代碼及縮寫

LOAFCN101B 3

認識空運貨物的標籤、標誌、種類及

LOAFCN102B 3

基本包裝要求
非核心能力單元

編號

分類空運貨物

LOAFCT221B 3
總學分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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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分

職位

營運主任 (快遞) (AF-CT32)
Supervisor, Operations (Express)

工作範疇

•
•
•
•
•
•
•
•
•

確保公司日常運作順暢
維持有效率的航空營運
提供有效率的服務及文件處理
分派員工處理不同工作
提供改善方案
評估外判商及航空公司的服務質素
監督員工表現
因應物品量作有效配送
規劃地區配送路線

核心能力單元

學分

處理快遞運輸文件

編號
LOAFIE203B

檢查快遞貨物航期

LOAFCT230B

3

安 排 快遞貨物的倉庫及儲存

LOAFCT231B

6

統籌空運貨物集運拼箱

LOAFCT301B

6

計劃空運貨物集運拼裝

LOAFCT303B

6

安排空運貨物集運文件及協調工作

LOAFCT304B

6

統籌空運載具的調度

LOAFCT305B

6

非核心能力單元

編號

學分

記錄空運貨物運輸事故

LOAFCT306B

6

調配空運載具

LOAFCT307B

3

交收空運危險品

LOAFCT308B

6

處理空運特殊貨物

LOAFCT309B

6

處理動物運輸及儲存

LOAFCT310B

6

處理空運課稅物品

LOAFCT311B

3

處理空運貨物撤銷程序

LOAFCT312B

3

核實空運貨物達致付運要求

LOAFCT313B

6

處理無人提取空運貨物

LOAFCT314B
3
總學分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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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職位
工作範疇

高級營運文員 (快遞) (AF-CT22)
Senior Operations Clerk (Express)

維持有效率的航空營運

提供有效率的服務及文件處理

提供改善方案

評估外判商及航空公司的服務質素

提供優質客戶服務
核心能力單元

編號

學分

整合快遞貨物運輸

LOAFCT226B

3

執行快遞貨物收貨及運輸程序

LOAFCT232B

6

安排快遞貨物分類

LOAFCT233B

3

非核心能力單元

編號

學分

運用多式聯運概念及知識

LOCUCN201B 3

基本統計學運用於物流運作

LOCUCN202B 6

進行與物流有關的度量衡、貨幣及

LOAFCN201B

3

使用物流業一般搬運及起重裝置

LOCUCT202B

6

擬備操作紀錄及數據

LOCUCT203B

3

檢查空運載具

LOAFCT204B

3

安排儲存空運貨物

LOAFCT211B

6

檢查空運貨物包裝、件數及外表狀
況

LOAFCT213B

3

執行空運載具的維修保養

LOAFCT220B 3
總學分 48

時間區域的運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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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位

營運助理 (快遞) (AF-CT12)

Operations Assistant (Express)
工作範疇
• 提供有效率的交收服務及文件處理
• 提供優質客戶服務
核心能力單元

編號

學分

交收速遞快件

LOAFCT110B

6

量度快遞貨物重量及尺寸

LOAFCT227B

3

運用快遞概念及知識

LOAFCT228B

3

進行與快遞有關的度量衡、貨幣及
時間區域的運算

LOAFCT229B

3

檢查處理快遞運輸的機械

LOAFCT315B

3

非核心能力單元

編號

學分

使用空運行業用語、代碼及 縮寫

LOAFCN101B 3

認識空運貨物的標籤、標誌、種類

LOAFCN102B 3

及基本包裝要求
總學分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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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進階路徑
貨物安全及保安(SS)
貨物安全及保安高級經理 (AF-SS3)
Senior Manager,
Safety & Security

貨物安全及保安主任 (行動) (AFSS21)
Officer,
Safety & Security (Operations)

貨物安全及保安主任 (系統安全)
(AF-SS22)
Officer,
Safety & Security (System Safety)

高級營運助理 (保安) (AF-SS1)
Senior Operations Assistant
(Security)

外判服務
outsourcing
保安督導 Supervisor

保安隊長 Senior Guard

保安員 Gu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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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物安全及保安
職位
工作範疇

貨物安全及保安高級經理 (AF-SS3)
Senior Manager, Safety & Security

構思、執行及改善整體保安及安全系統

執行工作間的安全和健康政策，確保相關政策符合法規和合
約，以及公司的安全及環境要求

定期了解國際航空運輸協會及國際民航組織規定，確保部門


能妥善實行其規定
提供培訓和進行問卷調查以確保所有員工遵守法規，以及沒
有工作場所及設備違規
核心能力單元

編號

學分

制定空運保安策略

LOAFSS501B

9

監督保安服務水平

LOCUSS501B 9

管理貨物保安

LOCUSS601B 6

制定對危險品處理的培訓計劃

LOCUSS504B 6

制定航空貨運保安標準

LOAFSS503B

6

處理航空貨運事故及申報

LOAFSS402B

6

執行空運危險品的安全標準

LOAFSS403B 6
總學分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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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位
工作範疇

貨物安全及保安主任 (行動) (AF-SS21)
Officer, Safety and Security (Operations)

執行工作間的安全和健康政策，確保相關政策符合法規和合
約，以及公司的安全及環境要求

執行安全和環境管理，並在工作間推行相關活動

調查事件並採取跟進行動

管理前線保安及安全人員

負責向前線保安及安全人員解釋保安及安全政策


向上級反映員工意見
核心能力單元

編號

學分

管理貨物保安

LOCUSS601B

6

執行空運保安管制程序

LOAFSS301B

6

執行監管空運付貨人的保安程序

LOAFSS302B

2

執行空運危險品的安全標準

LOAFSS403B

6

非核心能力單元

編號

學分

處理航空貨運事故及申報

LOAFSS402B
6
總學分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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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位
工作範疇

職位
工作範疇

貨物安全及保安主任 (系統安全) (AF-SS22)
Officer, Safety and Security (System Safety)

協助安全及保安經理構思、執行及改善整體保安及安全系統

定期檢查及更新系統安全保安

提供培訓和進行問卷調查以確保所有員工遵守法規，以及沒
有工作場所及設備違規
核心能力單元

編號

學分

運用保安科技協助處理貨運保安事宜

LOCUSS301B

6

執行空運保安管制程序

LOAFSS301B

6

執行監管空運付貨人的保安程序

LOAFSS302B

2

執行空運危險品的安全標準

LOAFSS403B

6

非核心能力單元

編號

學分

處理航空貨運事故及申報

LOAFSS402B
6
總學分 26

高級營運助理 (保安) (AF-SS1)
Senior Operations Assistant (Security)

確保工作間的安全和健康程度符合法規和合約，以及公司的
安全及環境要求

執行安全和環境管理，並在工作間推行相關活動

協助調查事件並採取跟進行動
核心能力單元

編號

學分

認識危險品及其特性

LOCUSS202B

6

執行空運貨物的保安儀器檢查

LOAFSS201B

6

非核心能力單元

編號

學分

運用多式聯運概念及知識

LOCUCN201B 3

基本統計學運用於物流運作

LOCUCN202B 6

進行與物流有關的度量衡、貨幣及時間
區域的運算

LOAFCN201B

3

總學分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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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進階路徑
出⼊⼝⽂件處理(IE)
主任（海關合規）(AF-IE31)
Supervisor,
Customs Compliance

⾼級⽂員（出⼊⼝⽂件）(AF-IE21)
Senior Documentation Clerk
Import/Export Compliance

營運助理 (⽂件處理)

(AF-IE11)
Operations Assistant,
Docum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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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入口文件處理
職位
工作範疇

主任（海關合規）(AF-IE31)
Supervisor, Customs Compliance

確保貨物的進出口文件符合相關法規要求

掌握海關法規變化

回覆海關查詢

執行邊境清關，在完成進口報關前，與主管檢查所作出的分
類。
核心能力單元

編號

學分

處理貿易貨款交收程序及文件

LOCUIE201B

6

按貨運需要核查所需證明及文件

LOCUIE202B

6

瞭解不同貿易模式及其進出口或轉口

LOCUIE301B

6

執行邊境清關

LOCUIE304B

3

進出口及轉口貨物商品分類

LOCUIE305B

3

非核心能力單元

編號

學分

運用多式聯運概念及知識

LOCUCN201B 3
總學分 27

文件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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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位

高級文員（出入口文件）(AF-IE21)

工作範疇

Senior Documentation Clerk, Import/Export Compliance

處理各種貨物，如危險品、違禁品及應課稅品的進出口文件
核心能力單元

編號

學分

處理海關清關程序
處理進出口或轉口貿易文件

LOCUIE205B
LOCUIE206A

6

編製航空貨運單

LOAFIE202B

3

非核心能力單元

編號

學分

基本統計學運用於物流運作

LOCUCN202B 6

進行與物流有關的度量衡、貨幣及時
間區域的運算

LOAFCN201B

3

處理危險品、管制貨物及應課稅品文
件安排

LOCUIE203B

6

3

總學分 27

職位

營運助理（文件處理）(AF-IE11)

工作範疇

Operations Assistant, Documentation

處理進出口文件
核心能力單元

編號

學分

處理進出口或轉口貿易文件

LOCUIE206B

3

安排海關申報

LOCUIE204B

3

認識空運貨物的標籤、標誌、種類及基

LOAFCN102B 3

本包裝要求
使用空運行業用語、代碼及縮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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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AFCN101B 3
總學分 12

物流業(空運及快遞)進階路徑
保險、法律事務及遵守法規 (LC)
⾼級經理(⾵險管理及索償）(AF-LC3)
Senior Manager,
Risk Management & Claims

經理（⾵險管理及索償）(AF-LC2)
Manager,
Risk Management & Claims

法律⾏政⼈員（索償) (AF-LC1)
Legal Executive, Clai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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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法律事務及遵守法規
職位
工作範疇

高級經理（風險管理及索償）(AF-LC3)
Senior Manager, Risk Management & Claims

擬定及執行風險管理程序

執行、更新、備份及管理安全相關項目

提出修訂政策和施行方法的建議，以達到相關風險管理的目
標與目的，並確保相關修訂符合法規



確保能夠依時向不同機構進行滙報
與執行團隊緊密合作，以專業及適當的態度應付緊急事件

核心能力單元

編號

制定風險管理方案

LOCULC601B 9

為運輸工序進行風險評估及編寫報告

LOCULC501B 9

運用爭議解決替代方法處理糾紛

LOCULC507B 9

運用仲裁處理糾紛

LOCULC508B 9

評估損失總值及計算索償金額

LOCULC502B 9

運用商業法律知識擬備合約

LOCULC503A 9

安排勞工保險合約

LOCULC507B 6

安排公眾責任險保險合約

LOCULC508B 6

安排物流及運輸經營者責任保險合約

LOCULC509B 9

安排飛機保險合約

LOAFLC501B

6

安排空運貨物保險合約

LOAFLC502B

9

安排空運貨物責任保險合約

LOAFLC503B 6
總學分 96

4-42

學分

職位
工作範疇

職位
工作範疇

經理（風險管理及索償）(AF-LC2)
Manager, Risk Management & Claims

管理物流相關部門的表現，確保其表現符合風險管理的策
略、政策及程序

促進部門加強遵守與風險管理相關的法規

熟悉物流業的運作環境包括工作要求
核心能力單元

編號

學分

執行風險管理方案

LOCULC401B 6

更改保險條款

LOCULC413B 6

撰寫索償報告

LOCULC403B 6

處理勞工保險索償

LOCULC414B 6

處理公眾責任保險索償

LOCULC415B 6

處理物流及運輸經營者責任索償

LOCULC407B 6

非核心能力單元

編號

應用物流業相關的環保法例及國際公約

LOCULC408B 3

應用物流業相關的職業健康及安全法例

LOCULC409B 6

應用防止貪污及賄賂條例

LOCULC410B 3

認識知識產權及避免侵權行為

LOCULC411B 3
總學分 51

學分

法律行政人員（索償） (AF-LC1)
Legal Executive, Claims

支援與法規相關的工作，以及作出跟進行動

處理損壞貨物的保險索償和責任事宜

熟悉物流業的運作環境包括工作要求
核心能力單元

編號

學分

運用保險法之基本原則處理保險事
宜

LOCULC416B

6

處理飛機損毀索償

LOAFLC401B

6

處理空運貨物損毀索償

LOAFLC402B

6

處理空運貨物責任保險索償

LOAFLC403B

6

處理保險證書、保單或相關文件

LOCULC305B

6

非核心能力單元

編號

學分

應用人力資源管理相關的勞工法例

LOCULC412B 6
總學分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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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進階路徑
智慧物流(EL)
總監／⾼級經理
（業務流程重組）(AF-EL4)

Director/Senior Manager
Business Process Reengineering

業務／物流分析員 (AF-EL3)
Business/Logistics Analyst

營運督導員（電⼦商貿）(AF-EL2)
Supervisor, Operations
(E-Commerce)

⾼級營運助理（電⼦商貿）(AF-EL1)
Senior Operations Assistant
(E-Comme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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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物流
職位
工作範疇

總監／高級經理（業務流程重組）(AF-EL4)
Director / Senior Manager, Business Process Reengineering

發展企業策略網上平台、網上購物渠道及電子商
貿網站

透過網上平台與商業伙伴結成合作網站




擬定主要管理表現指標 (KPI)以配合公司的持續發展
及業務增長
進行資料搜集，建議促進營運表現的創新方法
評估及提升商業伙伴的表現
核心能力單元

編號

學分

制定以空運為基礎的第四方物流策略

LOAFEL601B

9

制定貨物的電子辨識技術應用策略

LOCUEL501B 9

建立以空運服務為基礎的第四方物流網

LOAFEL501B

6

建立以空運服務為基礎的第四方物流網
絡(資訊科技)

LOAFEL502B

6

建立以空運服務為基礎的第四方物流網
絡(集成行業需要和科技發展)

LOAFEL503B

6

評估航空貨運流程全程訊息化的可行性

LOAFEL504B

6

制定航空貨運流程全程訊息化控制計劃

LOAFEL505B

6

絡 (行業發展及需要)

總學分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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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位
工作範疇

職位
工作範疇

業務／物流分析員 (AF-EL3)
Business / Logistics Analyst
 維護網上平台、其他網上銷售渠道及電子商貿網站的日常運作
 管理網店和商業系統的日常運作，如內容更新
 撰寫報告及按照主要管理表現指標 (KPI) 進行持續發展及改進
 就不同產品及對象提出策略性優惠
 進行資料搜集，建議促進營運表現的創新方法
 評估及提升商業伙伴的表現
核心能力單元

編號

學分

設計物流業內電子商貿作業程序

LOCUEL401B 6

設計物流業電子文件保安系統和程序

LOCUEL402B 6

制定資訊系統的更新需求

LOCUEL403B 6

制定物流業內相關單位電子訊息處理流
程

LOCUEL504B 6

設計物流企業電子物流作業網頁

LOCUEL404B 6
總學分 30

營運督導員（電子商貿） (AF-EL2)
Supervisor, Operations (E-Commerce)
 管理網上銷售收入
 與不同部門合作處理產品購入、定價及推廣事宜
 與不同團隊合作，按照公司的數碼策略目標更新網店內容及進
行其他相關工作
核心能力單元

編號

進行業內及客戶間的電子訊息交換

LOCUEL302B 6

設計各類貨運電腦報表

LOCUEL303B 6

執行物流業內相關的電子商貿作業程序

LOCUEL304B 6

運用空運服務網絡平台

LOAFEL301B 6
總學分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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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分

職位
工作範疇

高級營運助理（電子商貿） (AF-EL1)
Senior Operations Assistant (e-Commerce)
 參與管理網上銷售收入
 按照公司的電子商貿策略目標更新網店內容及進行其他相關工
作
核心能力單元

編號

學分

執行電子物流作業網頁保養

LOCUEL201B

6

處理貨運常用電子文件

LOCUEL202B

6

執行電子文件保安工作

LOCUEL204B

3

以電子方式提交貨物艙單

LOCUEL207B

6

執行的電子作業平台操作

LOCUEL205B

6

應用貨物電子識別技術

LOCUEL203B

6

非核心能力單元

編號

學分

運用多式聯運概念及知識

LOCUCN201B 3

基本統計學運用於物流運作

LOCUCN202B 6

進行與物流有關的度量衡、貨幣及時間

LOAFCN201B

3

檢查快件付貨人填寫的快遞運單

LOAFEL201B

3

檢查空運托運書

LOAFEL202B

3

處理快遞交付憑證簽發

LOAFEL203B 3
總學分 54

區域的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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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進階路徑
職業安全及健康 (OSH)
職安健經理 (AF-OSH3)

Manager,
Occupational Safety & Health

職安健主任 (AF-OSH2)

Ofﬁcer,
Occupational Safety & Health

物流統籌員 職安健

(
) (AF-OSH1)
Logistics Coordinator, Occupational
Safety &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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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及健康
職位
工作範疇

職位
工作範疇

職安健經理 (AF-OSH3)
Manager, Occupational Health and Safety

擬定適用於所有員工的安全指引

評估工作間職安健的設施，確保相關設施達致安全標準

設計職安健培訓內容，向各級人員推廣職安健的重要性

加強培訓所有員工對環保操作及運輸的概念
核心能力單元

編號

學分

制定物流業各級人員的安全守則

LOCUSH504B 6

執行物流業職業安全及健康的督導工作

LOCUSH402B 6

執行工作場所安全管理

LOCUSH403B 6

制定物流業職業安全及健康的管理系統

LOCUSH501B 9

評估職員安全風險

LOCUSH502A 9

制定職業安全及健康的改善方案

LOCUSH503B 9
總學分 45

職安健主任 (AF-OSH2)
Officer, Occupational Health and Safety

確保員工遵守和執行安全指引

按評估結果加強及定期檢查工作間職安健的設施

安排員工出席講座和培訓推廣職安健
核心能力單元

編號

學分

處理一般工業意外

LOCUSH302B

6

執行物流業職業安全及健康的管理系
統

LOCUSH303B

6

執行危險品的安全運輸

LOCUSH304B

6

執行危險品的儲存管理

LOCUSH305B

6

執行定期保養物流裝置設備的要求

LOCUSH306B
6
總學分 30

4-49

職位

物流統籌員 (職安健) (AF-OSH1)

工作範疇

Logistics Coordinator, Occupational Safety & Health

確保員工以體力搬運貨物時符合相關安全指引

確保員工認識基本環保及健康概念
核心能力單元

編號

學分

執行密閉空間的安全操作

LOCUSH203B

3

使用叉式剷車搬運的安全步驟

LOCUSH204B

6

執行車輛載貨守則

LOCUSH205B

6

執行貨物安全堆疊守則

LOCUSH206B

3

執行車輛安全起卸貨物守則

LOCUSH207B

6

執行貨場內的車輛運輸及交通安全工
作

LOCUSH208B

6

非核心能力單元

編號

學分

運用多式聯運概念及知識

LOCUCN201B 3

執行物流業職業安全及健康的預防措
施

LOCUSH202B

3

總學分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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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進階路徑
品質管理 (QM)
品質管理⾼級經理 (AF-QM3)
Senior Manager, Quality
Management

品質管理經理

(AF-QM2)
Manager, Quality Management

品質管理主任 (AF-QM1)
Supervisor,
Quality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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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管理
職位
工作範疇

品質管理高級經理 (AF-QM3)
Senior Manager, Quality Management

按市場及客戶要求設計品質政策，並施行品質管理系統

制定設計品質培訓方針

執行整體品質及環境管理運行
核心能力單元

編號

學分

制定品質管理系統

LOCUQM502B 9

制定環境管理系統

LOCUQM503B 9

制定品質管理政策

LOCUQM504B 9

制定企業社會責任方針

LOCUQM505B 6

制定環境意外事故緊急應變程序

LOCUQM506B 9

制定環境管理方針

LOCUQM509B 6

制定品質管理系統標準

LOCUQM510B 9

制定公司服務承諾

LOCUQM511B

6

非核心能力單元

編號

學分

制定提升員工品質管理文化及水平的措
施

LOCUQM508B 6
總學分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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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位
工作範疇

職位
工作範疇

品質管理經理 (AF-QM2)
Manager, Quality Management

執行公司的品質政策

評估員工對品質政策的遵守程度，將評估結果製成報告，並
採取適當行動

提出及執行改善方案

安排員工培訓及測量改善進度
核心能力單元

編號

學分

執行品質管理審核

LOCUQM401B

6

推廣基層品質管理文化

LOCUQM402B

6

處理基層改善品質建議

LOCUQM405B

3

編寫品質保證程序

LOCUQM403B

6

管理持續改善系統

LOSAOM502B

6

非核心能力單元

編號

學分

評估工序對環境的影響

LOCUQM407B

6

提升員工保護環境意識

LOCUQM408B
6
總學分 39

品質管理主任 (AF-QM1)
Supervisor, Quality Management

執行公司的品質政策

評估員工對品質政策的遵守程度，將評估結果製成報告，並
採取適當行動

執行品質改善項目
核心能力單元

編號

處理貨運及物流服務質素問題

LOCUQM301B 6

執行品質管理培訓項目

LOCUQM409B 6

檢查及校準量度設備

LOCUQM305B 6

非核心能力單元

編號

執行環境管理程序

LOCUQM303B 6
總學分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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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分

學分

第五章
「空運及快遞」能力單元一覽表及
能力單元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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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能力單元一覽表
營運管理
編號

使用空運行業用語、代碼及縮寫

LOAFCN101B

資歷
級別
1

認識空運貨物的標籤、標誌、種類及基本包裝要
求

LOAFCN102B

1

3

5-19

使用快遞條款、代碼及縮寫

LOAFCN103B

1

3

5-20

快遞貨物的標籤、標記和類型以及基本包裝要求
的應用

LOAFCN104B

1

3

5-22

運用多式聯運概念及知識

LOCUCN201B

2

3

5-23

基本統計學運用於物流運作

LOCUCN202B

2

6

進行與物流有關的度量衡、貨幣及時間區域的運

LOAFCN201B

2

3

5-24
5-25

運用快遞貨物的概念及知識

LOAFCN203B

2

3

5-26

以尺碼、貨幣和時區來計算快遞費用

LOAFCN204B

2

3

5-27

應用各類貨運資訊

LOCUOM201B

2

6

5-28

擬備各營運環節檢察表

LOCUOM202B

2

3

5-29

獲取經營貨運業務所需的牌照及行政安排

LOCUOM203B

2

6

協調公司部門、商業夥伴及承辦商之工作

LOCUOM302B

3

6

5-30
5-31

監管承辦商的工作表現

LOCUOM401B

4

6

5-32

設計及擬備標書

LOCUOM402B

4

6

5-34

擬備建議書

LOCUOM403B

4

6

5-36

代表公司履行在商會之責任及聯絡相關組織

LOCUOM404B

4

3

5-38

解決公司勞資糾紛

LOCUOM405B

4

6

5-40

設立物流機械設備技術指標

LOCUOM406B

4

6

5-42

監管供應商表現

LOCUOM407B

4

6

5-43

應用模擬技術測試運作效率

LOCUOM408B

4

6

5-45

執行突發事件的應變程序

LOCUOM410B

4

6

5-47

執行財務分析及成本控制

LOCUOM411B

4

6

5-48

考核及提升運輸效率

LOCUOM413B

4

6

5-49

建立及保持與商業夥伴的關係

LOCUOM414B

4

6

5-51

管理招標過程

LOCUOM415B

4

6

5-52

與承辦商／供應商商議續約、解約及完約安排

LOCUOM416B

4

6

5-53

決定合適航機及貨物作付運

LOAFOM401B

4

6

5-54

處理因航班延誤或取消所引致的貨運問題

LOAFOM403B

4

6

5-56

制定地區性的營運策略

LOCUOM501B

5

9

5-57

制定區域性營運策略

LOCUOM502B

5

9

5-59

制定招聘策略

LOCUOM503B

5

6

制定從業員在職訓練計劃

LOCUOM504B

5

6

5-61
5-62

策劃項目管理運作

LOCUOM505B

5

9

5-64

策劃投標

LOCUOM506B

5

6

5-66

能力單元名稱

資歷
學分
3

頁碼
5-17

算

5-2

物流業「空運及快遞」能力單元一覽表
營運管理
能力單元名稱

編號

資歷
學分
6

頁碼

LOCUOM507B

資歷
級別
5

制定招標策略
評審合約承辦商標書

LOCUOM508B

5

6

5-69

制定人力資源策略

LOCUOM509B

5

6

5-71

制定物流機械設備管理系統

LOCUOM510B

5

9

5-73

擬定資產性設備的配置方案

LOCUOM511B

5

9

5-75

制定與商業夥伴的議價策略

LOCUOM512B

5

6

5-76

制定車隊管理策略

LOCUOM513B

5

9

5-77

制定危機管理策略

LOCUOM514B

5

9

5-79

制定客戶關係管理策略

LOCUOM515B

5

6

5-80

制定突發事件的應變程序

LOCUOM516B

5

9

5-82

發布行業相關資訊及業務報告

LOCUOM517B

5

3

5-84

制定標準作業程序

LOCUOM518B

5

6

5-85

管理資金及財務事宜

LOCUOM519B

5

6

5-86

制定航空貨運收益管理

LOAFOM501B

5

9

5-88

決定貨物空運路線及班期

LOAFOM502B

5

9

5-89

預測未來貨量及處理貨物能力

LOAFOM503B

5

9

5-91

制定航班艙位管理標準

LOAFOM504B

5

9

5-92

制定快遞標準合約條款

LOAFOM505B

5

6

5-93

制定包機策略

LOAFOM506B

5

6

5-95

制定空運費用策略及水平

LOAFOM507B

5

9

5-96

制定空運流程管理標準

LOAFOM508B

5

9

5-97

制定航空貨運營運策略

LOAFOM509B

5

9

5-98

制定空運標準合約條款

LOAFOM510B

5

6

5-99

制定快遞貨物定價策略及標準

LOAFOM511B

5

9

5-100

制定快遞貨物的工作流程和管理標準

LOAFOM512B

5

9

5-101

制定快遞貨物的營運策略

LOAFOM513B

5

5

5-102

制定地區性的快遞營運策略

LOAFOM514B

5

9

5-104

制定快遞費用策略及水平

LOAFOM515B

5

9

5-106

制定區域性的快遞營運策略

LOAFOM516B

5

9

5-108

制定融資策略

LOCUOM602B

6

9

5-110

制定航空貨運聯盟策略

LOAFOM601B

6

9

5-111

規劃空運及快遞網絡

LOAFOM602B

6

9

5-113

制定環球性營運策略

LOCUOM701B

7

9

5-114

5-3

5-67

物流業「空運及快遞」能力單元一覽表
物流方案規劃及設計
編號

使用空運行業用語、代碼及縮寫

LOAFCN101B

資歷
級別
1

認識空運貨物的標籤、標誌、種類及基本包裝要求

LOAFCN102B

1

3

5-17
5-19

使用快遞條款、代碼及縮寫

LOAFCN103B

1

3

5-20

快遞貨物的標籤、標記和類型以及基本包裝要求的
應用

LOAFCN104B

1

3

5-22

運用多式聯運概念及知識

LOCUCN201B

2

3

5-23

基本統計學運用於物流運作

LOCUCN202B

2

6

5-24

進行與物流有關的度量衡、貨幣及時間區域的運算

LOAFCN201B

2

3

5-25

運用快遞貨物的概念及知識

LOAFCN203B

2

3

5-26

以尺碼、貨幣和時區來計算快遞費用

LOAFCN204B

2

3

5-27

處理快遞貨物交易的倉儲和貨物樞紐控制

LOAFPD201B

2

6

5-116

掌握不同進出口貿易模式的物流需要

LOCUPD401B

4

6

5-117

計劃及設計地區性的物流方案

LOCUPD501B

5

9

5-118

分析航空貨運服務的市場結構

LOAFPD501B

5

9

5-120

建立以最新航權的物流方案

LOAFPD502B

5

6

5-121

設計空運航線網絡物流方案

LOAFPD503B
LOAFPD504B

5

9

5-122

5

9

5-123

5

6

5-124

制定以快遞服務為基礎的物流網絡

LOAFPD505B
LOAFPD506B

5

9

5-125

計劃及設計區域性的物流方案 (物流設施）

LOCUPD601B

6

6

5-126

計劃及設計區域性的物流方案 (市場概況）

LOCUPD602B

6

6

5-128

制定與資金安排有關的物流方案

LOCUPD603B

6

12

5-130

計劃及設計環球性的物流方案 (物流設施）

LOCUPD701B

7

6

5-131

計劃及設計環球性的物流方案 (市場概況）

LOCUPD702B

7

6

5-133

能力單元名稱

利用航空貨運聯盟策略設計空運物流方案
利用虛擬機場概念設計空運物流方案

5-4

資歷
學分
3

頁碼

物流業「空運及快遞」能力單元一覽表
營銷、市場推廣及客戶服務
編號

能力單元名稱

資歷
級別
1

資歷
學分
3

頁碼

使用空運行業用語、代碼及縮寫

LOAFCN101B

認識空運貨物的標籤、標誌、種類及基本包裝要
求

LOAFCN102B

1

3

5-17
5-19

使用快遞條款、代碼及縮寫

LOAFCN103B

1

3

5-20

快遞貨物的標籤、標記和類型以及基本包裝要求
的應用

LOAFCN104B

1

3

5-22

運用多式聯運概念及知識

LOCUCN201B

2

3

5-23

基本統計學運用於物流運作

LOCUCN202B

2

6

5-24

進行與物流有關的度量衡、貨幣及時間區域的運
算

LOAFCN201B

2

3

5-25

運用快遞貨物的概念及知識

LOAFCN203B

2

3

5-26

以尺碼、貨幣和時區來計算快遞費用

LOAFCN204B

2

3

5-27

保存、處理及運用客戶資料
使用溝通技巧進行有關物流業事項討論

LOCUSM201B

2

3

5-135

LOCUSM203B

2

3

5-136

使用溝通技巧進行內部溝通

LOCUSM204B

2

3

5-137

接待顧客

LOCUSM209B

2

6

5-138

向客戶展示及闡述所提供的物流服務

LOCUSM210B

2

6

5-139

向客戶闡述公司最新動向

LOCUSM211B

2

3

5-140

维持客戶關係及處理其訴求

LOCUSM212B

2

6

5-142

處理客戶貨物追蹤

LOCUSM213B

2

3

5-143

與顧客進行與業務有關的簡短普通話溝通

LOCUSM214B

2

6

5-145

與顧客進行與業務有關的簡短英語溝通

LOCUSM215B

2

6

5-146

計算空運運費

LOAFSM203B

2

6

5-147

分類快遞服務

LOAFSM204B

2

3

5-149

向客戶展示及闡述建議書

LOCUSM301B

3

6

5-150

執行客戶服務管理

LOCUSM309B

3

6

5-151

擬備營銷建議書

LOCUSM311B

3

6

5-153

處理及檢討客戶對服務質量的意見及投訴

LOCUSM312B

3

6

5-154

能以英語與顧客進行與業務有關的溝通

LOCUSM313B

3

6

5-155

能以普通話與顧客進行與業務有關的溝通

LOCUSM314B

3

6

5-156

處理空運貨物艙位預訂程序

LOAFSM302B

3

6

5-157

計算合約空運運費

LOAFSM303B

3

6

5-159

編製快遞收件時序表

LOAFSM304B

3

6

5-160

處理國際快件速遞預訂

LOAFSM305B

3

3

5-161

處理航空貨運收費查詢

LOAFSM306B

3

3

5-163

計算佣金及優惠方案

LOAFSM307B

3

6

5-164

5-5

物流業「空運及快遞」能力單元一覽表
營銷、市場推廣及客戶服務
編號

能力單元名稱

資歷
級別
4

資歷
學分
6

頁碼

制定參與物流業商務會議之整體策略

LOCUSM401B

管理客戶服務中心

LOCUSM402B

4

6

5-165
5-167

執行整體市場推廣計劃

LOCUSM403B

4

6

5-169

評估整體市場推廣計劃及績效指標

LOCUSM404B

4

6

5-170

分析物流業市場現況及趨勢

LOCUSM405B

4

6

5-171

評估銷售行情

LOCUSM406B

4

6

5-172

分析客戶的貨運需要

LOCUSM407B

4

6

5-174

擬定客戶關係策略

LOCUSM408B

4

6

5-175

運用市場推廣方法

LOCUSM409B

4

6

5-176

運用互聯網推廣業務

LOCUSM410B

4

6

5-177

分析客戶業務狀況

LOCUSM411B

4

6

5-179

編製快遞收費表

LOAFSM401B

4

6

5-180

處理空運貨運代理的同行貨盤交易

LOAFSM402B

4

6

5-181

執行分區快遞市場推廣計劃

LOAFSM403B

4

6

5-182

處理快遞貨運代理的同行貨盤交易

LOAFSM404B

4

6

5-183

執行快遞運費報價策略

LOAFSM405B

4

6

5-184

評估物流業服務需求及制定有關預算

LOCUSM501B

5

9

5-185

策劃業務發展策略及開拓新市場

LOCUSM503B

5

9

5-187

制定價格策略

LOCUSM504B

5

9

5-189

制定市場策略

LOCUSM505B

5

9

5-191

進行合約談判

LOCUSM506B

5

9

5-193

處理與貨運代理和物流公司的集運市場交易

LOCUSM507B

5

6

5-194

制定快遞價格策略

LOAFSM501B

5

9

5-195

制定快遞市場策略

LOAFSM502B

5

9

5-197

制定快遞運費報價策略

LOAFSM503B

5

6

5-199

制定空運運費報價策略

LOAFSM504B

5

6

5-200

5-6

物流業「空運及快遞」能力單元一覽表
貨物運輸及處理
編號
LOAFCN101B

資歷
級別
1

資歷
學分
3

LOAFCN102B

1

3

5-17
5-19

使用快遞條款、代碼及縮寫

LOAFCN103B

1

3

5-20

快遞貨物的標籤、標記和類型以及基本包裝要求
的應用

LOAFCN104B

1

3

5-22

交收速遞快件

LOAFCT110B

1

6

5-201

運用多式聯運概念及知識

LOCUCN201B

2

3

5-23

運用基本統計學於物流運作
進行與物流有關的度量衡、貨幣及時間區域的運
算

LOCUCN202B

2

6

5-24

LOAFCN201B

2

3

5-25

運用快遞貨物的概念及知識

LOAFCN203B

2

3

5-26

以尺碼、貨幣和時區來計算快遞費用

LOAFCN204B

2

3

5-27

處理暫准進口貨物

LOCUCT201B

2

3

5-202

使用物流業一般搬運及起重裝置

LOCUCT202B

2

6

5-203

擬備操作紀錄及數據

LOCUCT203B

2

3

5-204

交收一般空運貨物

LOAFCT201B

2

3

5-205

檢查空運載具

LOAFCT204B

2

3

5-206

安排儲存空運貨物

LOAFCT211B

2

6

5-207

檢查空運貨物包裝、件數及外表狀況

2

3

5-208

量度空運貨物重量及尺寸

LOAFCT213B
LOAFCT214B

2

3

5-209

執行航空貨物拆箱拆板程序

LOAFCT215B

2

3

5-210

執行裝卸貨物工序

LOAFCT216B

2

6

5-211

執行空運貨物集運拼箱

LOAFCT217B

2

3

5-213

執行空運貨物收貨送貨程序

LOAFCT218B

2

3

5-214

安排貨物往返空運貨站

LOAFCT219B

2

3

5-216

執行空運載具的維修保養

LOAFCT220B

2

3

5-217

分類空運貨物

LOAFCT221B

2

3

5-218

處理快遞貨物的收貨和送貨

LOAFCT222B

2

3

5-219

校驗快遞貨物的操作設備

LOAFCT223B

2

3

5-220

使用和維護快遞貨物的裝卸設備

LOAFCT224B

2

3

5-221

檢查快遞貨物交易文件的有效性

LOAFCT225B

2

9

5-222

整合快遞貨物運輸

LOAFCT226B

2

3

5-223

量度快遞貨物重量及尺寸

LOAFCT227B

2

3

5-224

運用快遞概念及知識
進行與快遞有關的度量衡、貨幣及時間區域的運
算

LOAFCT228B

2

3

5-225

LOAFCT229B

2

3

5-226

能力單元名稱
使用空運行業用語、代碼及縮寫
能辨識空運貨物的標籤、標誌、種類及基
裝要求

本包

5-7

頁碼

物流業「空運及快遞」能力單元一覽表
貨物運輸及處理
編號

檢查快遞貨物航期

LOAFCT230B

資歷
級別
2

安排快遞貨物的倉庫及儲存

LOAFCT231B

2

3

5-227
5-228

執行快遞貨物收貨及運輸程序

LOAFCT232B

2

3

5-229

安排快遞貨物分類

LOAFCT233B

2

3

5-230

統籌空運貨物集運拼箱

LOAFCT301B

3

6

5-231

計劃空運貨物集運拼裝

LOAFCT303B

3

6

5-233

安排空運貨物集運文件及協調工作

LOAFCT304B

3

6

5-235

統籌空運載具的調度

LOAFCT305B

3

6

5-236

記錄空運貨物運輸事故

LOAFCT306B

3

6

5-238

調配空運載具

LOAFCT307B

3

3

5-239

交收空運危險品

LOAFCT308B

3

6

5-240

處理空運特殊貨物

LOAFCT309B

3

6

5-242

處理動物運輸及儲存

LOAFCT310B

3

6

5-244

處理空運課稅物品

LOAFCT311B

3

3

5-245

處理空運貨物撤銷程序

LOAFCT312B

3

3

5-246

核實空運貨物達致付運要求

LOAFCT313B

3

6

5-247

處理無人提取空運貨物

LOAFCT314B

3

3

5-248

檢查處理快遞運輸的機械

LOAFCT315B

3

3

5-249

協調點對點貨物的銜接

LOCUCT401B

4

6

5-250

評估及計算貨運工作量

LOCUCT402B

3

6

5-252

運算航機載重平衡

LOAFCT402B

3

6

5-253

統籌起卸空運貨物

LOAFCT403B

3

6

5-254

處理航空貨運失誤事故

LOAFCT404B

3

3

5-256

管理快遞貨物中心及設施

LOCUCT512B

5

6

5-257

制定航班裝載計劃

LOAFCT501B

5

6

5-259

能力單元名稱

5-8

資歷
學分
3

頁碼

物流業「空運及快遞」能力單元一覽表
貨物安全及保安
編號

使用空運行業用語、代碼及縮寫

LOAFCN101B

資歷
級別
1

認識空運貨物的標籤、標誌、種類及基本包裝
要求

LOAFCN102B

1

3

5-17
5-19

使用快遞條款、代碼及縮寫

LOAFCN103B

1

3

5-20

快遞貨物的標籤、標記和類型以及基本包裝要
求的應用

LOAFCN104B

1

3

5-22

運用多式聯運概念及知識

LOCUCN201B

2

3

5-23

基本統計學運用於物流運作

LOCUCN202B

2

6

5-24

進行與物流有關的度量衡、貨幣及時間區域的
運算

LOAFCN201B

2

3

5-25

運用快遞貨物的概念及知識

LOAFCN203B

2

3

5-26

以尺碼、貨幣和時區來計算快遞費用

LOAFCN204B

2

3

5-27

認識及分辨危險品及其特性

LOCUSS201B

2

6

5-260

執行空運貨物的保安儀器檢查

LOAFSS201B

2

6

5-262

運用保安科技協助處理貨運保安事宜

LOCUSS301B

3

6

5-263

執行空運保安管制程序

LOAFSS301B

3

6

5-264

執行監管空運付貨人的保安程序

LOAFSS302B

3

2

5-265

執行快遞貨物操作的安全策略

LOAFSS401B

4

6

5-266

處理航空貨運事故及申報

LOAFSS402B

4

6

5-267

執行空運危險品的安全標準

LOAFSS403B

4

6

5-268

監督保安服務水平

LOCUSS501B

5

9

5-269

制定對危險品處理的培訓計劃

LOCUSS504B

5

6

5-270

制定空運保安策略

LOAFSS501B

5

9

5-271

制定快遞貨物操作的安全策略

LOAFSS502B

5

6

5-273

制定航空貨運保安標準

LOAFSS503B

5

6

5-274

能力單元名稱

5-9

資歷
學分
3

頁碼

物流業「空運及快遞」從業員能力單元一覽表
出入口文件處理
編號

使用空運行業用語、代碼及縮寫

LOAFCN101B

資歷
級別
1

認識空運貨物的標籤、標誌、種類及基本包裝要
求

LOAFCN102B

1

3

5-17
5-19

使用快遞條款、代碼及縮寫

LOAFCN103B

1

3

5-20

快遞貨物的標籤、標記和類型以及基本包裝要求
的應用

LOAFCN104B

1

3

5-22

運用多式聯運概念及知識

LOCUCN201B

2

3

5-23

基本統計學運用於物流運作

LOCUCN202B

2

6

5-24

進行與物流有關的度量衡、貨幣及時間區域的運
算

LOAFCN201B

2

3

5-25

運用快遞貨物的概念及知識

LOAFCN203B

2

3

5-26

以尺碼、貨幣和時區來計算快遞費用

LOAFCN204B

2

3

5-27

處理貿易貨款交收程序及文件

LOCUIE201B

2

6

5-275

按貨運需要核查所需證明及文件

LOCUIE202B

2

6

5-277

處理危險品、管制貨物及課稅品文件安排

LOCUIE203B

2

6

5-279

安排海關申報

LOCUIE204B

2

3

5-281

處理海關清關程序

LOCUIE205B

2

6

5-283

處理進出口或轉口貿易文件

LOCUIE206B

2

3

5-285

編製航空貨運單

LOAFIE202B

2

3

5-287

處理快遞運輸文件

LOAFIE203B

2

6

5-289

瞭解不同貿易模式及其進出口或轉口文件需要

LOCUIE301B

3

6

5-290

能力單元名稱

5-10

資歷
學分
3

頁碼

物流業「空運及快遞」能力單元一覽表
保險、法律事務及遵守法規
編號

使用空運行業用語、代碼及縮寫

LOAFCN101B

資歷
級別
1

認識空運貨物的標籤、標誌、種類及基本包裝
要求

LOAFCN102B

1

3

5-19

使用快遞條款、代碼及縮寫

LOAFCN103B

1

3

5-20

快遞貨物的標籤、標記和類型以及基本包裝要
求的應用

LOAFCN104B

1

3

5-22

運用多式聯運概念及知識

LOCUCN201B

2

3

5-23

基本統計學運用於物流運作

LOCUCN202B

2

6

5-24

進行與物流有關的度量衡、貨幣及時間區域的
運算

LOAFCN201B

2

3

5-25

運用快遞貨物的概念及知識

LOAFCN203B

2

3

5-26

以尺碼、貨幣和時區來計算快遞費用

LOAFCN204B

2

3

5-27

核實保險證書、保單或相關文件

LOCULC301B

3

6

5-291

執行風險管理方案

LOCULC401B

4

6

5-292

撰寫索償報告

LOCULC403B

4

6

5-293

處理物流及運輸經營者責任索償

LOCULC407B

4

6

5-294

應用物流業相關的環保法例及國際公約

LOCULC408B

4

3

5-296

應用物流業相關的職業安全及健康法例

LOCULC409B

4

6

5-297

應用防止貪污及賄賂條例

LOCULC410B

4

3

5-298

認識知識產權及避免侵權行為

LOCULC411B

4

3

5-299

應用人力資源管理相關的勞工法例

LOCULC412B

4

6

5-301

更改保險條款

LOCULC413B

4

6

5-303

處理勞工保險索償

LOCULC414B

4

6

5-304

處理公眾責任保險索償

LOCULC415B

4

6

5-306

運用保險法之基本原則處理保險事宜

LOCULC416B

4

6

5-308

處理飛機損毀索償

LOAFLC401B

4

6

5-309

處理空運貨物損毀索償

LOAFLC402B

4

6

5-311

處理空運貨物責任保險索償

LOAFLC403B

4

6

5-313

為運輸工序進行風險評估及編寫報告

LOCULC501B

5

9

5-315

評估損失總值及計算索償金額

LOCULC502B

5

9

5-317

應用商業法律知識擬備合約

LOCULC503B

5

9

5-318

以投標方式安排保險

LOCULC506B

5

9

5-319

安排勞工保險合約

LOCULC507B

5

6

5-321

安排公眾責任險保險合約

LOCULC508B

5

6

5-323

能力單元名稱

5-11

資歷
學分
3

頁碼
5-17

物流業「空運及快遞」能力單元一覽表
保險、法律事務及遵守法規
編號

安排物流及運輸經營者責任保險合約

LOCULC509B

資歷
級別
5

運用爭議解決替代方法處理糾紛

LOCULC510B

5

9

5-327

運用仲裁處理糾紛

LOCULC511B

5

9

5-328

安排飛機保險合約

LOAFLC501B

5

6

5-329

安排空運貨物保險合約

LOAFLC502B

5

9

5-331

安排空運貨物責任保險合約

LOAFLC503B

5

6

5-333

制定風險管理方案

LOCULC601B

6

9

5-335

能力單元名稱

5-12

資歷
學分
9

頁碼
5-325

物流業「空運及快遞」能力單元一覽表
智慧物流
編號

使用空運行業用語、代碼及縮寫

LOAFCN101B

資歷
級別
1

認識空運貨物的標籤、標誌、種類及基本包裝要求

LOAFCN102B

1

3

5-17
5-19

使用快遞條款、代碼及縮寫

LOAFCN103B

1

3

5-20

快遞貨物的標籤、標記和類型以及基本包裝要求的
應用

LOAFCN104B

1

3

5-22

處理各類貨運電腦報表

LOCUEL101B

1

3

5-337

運用多式聯運概念及知識

LOCUCN201B

2

3

5-23

基本統計學運用於物流運作

LOCUCN202B

2

6

5-24

進行與物流有關的度量衡、貨幣及時間區域的運算

LOAFCN201B

2

3

5-25

運用快遞貨物的概念及知識

LOAFCN203B

2

3

5-26

以尺碼、貨幣和時區來計算快遞費用

LOAFCN204B

2

3

5-27

執行電子物流作業網頁保養

LOCUEL201B

2

6

5-338

處理貨運電子文件

LOCUEL202B

2

6

5-339

應用貨物電子識別技術

LOCUEL203B

2

6

5-341

執行電子文件保安工作

LOCUEL204B

2

3

5-343

執行有關的電子作業平台操作

LOCUEL205B

2

9

5-344

以電子方式提交貨物艙單

LOCUEL207B

2

6

5-345

檢查快件付貨人填寫的快遞運單

LOAFEL201B

2

3

5-347

檢查空運托運書

LOAFEL202B

2

3

5-348

處理快遞交付憑證簽發

LOAFEL203B

2

3

5-349

進行業內及客戶間的電子訊息交換

LOCUEL302B

3

6

5-350

設計貨運電腦報表

LOCUEL303B

3

6

5-352

執行物流業內相關的電子商貿作業程序

LOCUEL304B

3

6

5-354

運用空運服務網絡平台

LOAFEL301B

3

6

5-356

設計物流業內電子商貿作業程序

LOCUEL401B

4

6

5-357

設計物流業電子文件保安系統和程序

LOCUEL402B

4

6

5-359

制定資訊系統的更新需求

LOCUEL403B

4

6

5-361

設計電子物流作業網頁

LOCUEL404B

4

6

5-363

制定貨物的電子辨識技術應用策略

LOCUEL501B

5

9

5-365

制定物流業內相關單位電子訊息處理流程

LOCUEL504B

5

6

5-367

建立以空運服務為基礎的第四方物流網絡(行業發
展及需要)

LOAFEL501B

5

6

5-369

建立以空運服務為基礎的第四方物流網絡(資訊科
技)

LOAFEL502B

5

6

5-371

能力單元名稱

5-13

資歷
學分
3

頁碼

物流業「空運及快遞」能力單元一覽表
智慧物流
編號

建立以空運服務為基礎的第四方物流網絡(集成行
業需要和科技發展)

LOAFEL503B

資歷
級別
5

評估航空貨運流程全程訊息化的可行性

LOAFEL504B

5

6

5-373

制定航空貨運流程全程訊息化控制計劃

LOAFEL505B

5

6

5-375

制定以空運為基礎的第四方物流策略

LOAFEL601B

6

9

5-376

能力單元名稱

5-14

資歷
學分
6

頁碼
5-372

物流業「空運及快遞」能力單元一覽表
職業安全及健康
編號

使用空運行業用語、代碼及縮寫

LOAFCN101B

資歷
級別
1

認識空運貨物的標籤、標誌、種類及基本包裝要
求

LOAFCN102B

1

3

5-19

使用快遞條款、代碼及縮寫

LOAFCN103B

1

3

5-20

快遞貨物的標籤、標記和類型以及基本包裝要求
的應用

LOAFCN104B

1

3

5-22

搬運散貨

LOCUSH106B

1

3

5-378

運用多式聯運概念及知識

LOCUCN201B

2

3

5-23

基本統計學運用於物流運作

LOCUCN202B

2

6

5-24

進行與物流有關的度量衡、貨幣及時間區域的運
算

LOAFCN201B

2

3

5-25

運用快遞貨物的概念及知識

LOAFCN203B

2

3

5-26

以尺碼、貨幣和時區來計算快遞費用

LOAFCN204B

2

3

5-27

執行體力處理操作的安全步驟

LOCUSH201B

2

3

5-379

執行物流業職業安全及健康的預防措施

LOCUSH202B

2

3

5-381

執行密閉空間的安全操作

LOCUSH203B

2

3

5-383

使用叉式剷車搬運的安全步驟

LOCUSH204B

2

6

5-384

執行車輛載貨守則

LOCUSH205B

2

6

5-385

執行貨物安全堆疊守則

LOCUSH206B

2

3

5-386

執行車輛安全起卸貨物守則

LOCUSH207B

2

6

5-387

執行貨場內的車輛運輸及交通安全工作

LOCUSH208B

2

6

5-388

處理一般工業意外

LOCUSH302B

3

6

5-389

執行物流業職業安全及健康的管理系統

LOCUSH303B

3

6

5-391

執行危險品的安全運輸

LOCUSH304B

3

6

5-393

執行危險品的儲存管理

LOCUSH305B

3

6

5-394

執行定期保養物流裝置設備的要求

LOCUSH306B

3

6

5-395

執行物流業職業安全及健康的督導工作

LOCUSH402B

4

6

5-397

執行工作場所安全管理

LOCUSH403B

4

6

5-399

評估物流職業安全及健康的管理系統

LOCUSH404B

4

6

5-400

改善物流職業安全及健康的管理系統

LOCUSH405B

4

6

5-401

制定物流業職業安全及健康的管理系統

LOCUSH501B

5

9

5-402

評估職員安全風險

LOCUSH502B

4

9

5-403

制定職業安全及健康的改善方案

LOCUSH503B

4

9

5-404

制定物流業各級人員的安全守則

LOCUSH504B

4

6

5-405

能力單元名稱

5-15

資歷
學分
3

頁碼
5-17

物流業「空運及快遞」能力單元一覽表
品質管理
編號

使用空運行業用語、代碼及縮寫

LOAFCN101B

資歷
級別
1

認識空運貨物的標籤、標誌、種類及基本包裝要
求

LOAFCN102B

1

3

5-17
5-19

使用快遞條款、代碼及縮寫

LOAFCN103B

1

3

5-20

快遞貨物的標籤、標記和類型以及基本包裝要求
的應用

LOAFCN104B

1

3

5-22

運用多式聯運概念及知識

LOCUCN201B

2

3

5-23

基本統計學運用於物流運作

LOCUCN202B

2

6

5-24

進行與物流有關的度量衡、貨幣及時間區域的運
算

LOAFCN201B

2

3

5-25

運用快遞貨物的概念及知識

LOAFCN203B

2

3

5-26

以尺碼、貨幣和時區來計算快遞費用

LOAFCN204B

2

3

5-27

處理貨運及物流服務質素問題

3

6

5-407

執行環境管理程序

LOCUQM301B
LOCUQM303B

3

6

5-409

檢查及校準量度設備

LOCUQM305B

3

6

5-410

執行品質管理審核

LOCUQM401B

4

6

5-411

推廣基層品質管理文化

LOCUQM402B

4

6

5-413

編寫品質保證程序

LOCUQM403B

4

6

5-414

處理基層改善品質建議

LOCUQM405B

4

3

5-415

評估工序對環境的影響

LOCUQM407B

4

6

5-416

提升員工保護環境意識

LOCUQM408B

4

6

5-418

執行品質管理培訓項目

LOCUQM409B

4

6

5-419

制定品質管理系統

LOCUQM502B

5

9

5-421

制定環境管理系統

LOCUQM503B

5

9

5-423

制定品質管理政策

LOCUQM504B

5

9

5-425

制定企業社會責任政策

LOCUQM505B

5

6

5-426

制定環境意外事故緊急應變程序

LOCUQM506B

5

9

5-427

制定提升員工品質管理文化及水平的措施

LOCUQM508B

5

6

5-429

制定環境管理方針

LOCUQM509B

5

6

5-430

制定品質管理系統標準

LOCUQM510B

5

9

5-432

制定公司服務承諾

LOCUQM511B

5

6

5-434

能力單元名稱

5-16

資歷
學分
3

頁碼

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共通能力單元 (適用於不同職能範疇 )
1. 名稱

使用空運行業用語、代碼及縮寫

2. 編號

LOAFCN101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 單元 適用 於所 有空運 及物 流公 司。 具此能 力者 ，需 具備 空 運的
基本 行 業用 語、 代碼 及縮寫 知識 。 從 業員 必須掌 握這 些知 識， 並按指
示執行有關的貨運及向客戶解釋有關貨運問題 。

4. 級別

1

5. 學分

3(僅供參考)

6. 能力

表現要求
6.1

瞭解基本空運知識
 空運業使用的代號及代碼
• 國家、地區、城市、機場的代號
• 航空公司的代號及代碼
• 飛機機種的號碼及其所指的內容
• 航空載具及貨板種類的號碼及其所指的內容
• 貨物分類的代碼
• 不同的類別代碼在日常運營中使用，包括航空公司代
碼、機場代碼
 空運行業用語
• 空運業不同行頭所用的行業用語
 空運普遍使用的縮寫
• 縮寫轉 換為 英文 或中 文 ( 包括 簡體 中文 ) 的 全寫及 其意
義
• 查詢空運普遍使用縮寫的渠道及查閱方法 ，包括空運
法規和相關文件(IATA、TACT)
 不同度量衡的名稱及縮寫
 不同國家貨幣的名稱及縮寫
 國際時間的表達方式
 查閱或詢問相關代號、代碼、縮寫及行業用語意思的渠道及
方法

6.2

應用基本的空運行業用語、代碼及縮寫
 能適當地運用基本空運行業用語、代碼及縮寫，在書面上及
口語上有效地與客戶、同業及同僚溝通
 運用基本空運的行業用語、代碼及縮寫填寫簡單物流及貿易
文件

5-17

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共通能力單元 (適用於不同職能範疇 )
7.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夠準確地使用空運行業用語、代碼及縮寫

(ii)

能夠與行業從業員進行有效的溝通

8. 備註

5-18

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共通能力單元 (適用於不同職能範疇 )
1. 名稱

能辨識空運貨物的標籤、標誌、種類及基本包裝要求

2. 編號

LOAFCN102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所有在空運物流業公司。具此能力者，需具備空運基
本的貨物知識。前線人員必須掌握這些知識，以便在處理空運貨物時，
對貨物有一定的瞭解。

4. 級別

1

5. 學分

3(僅供參考)

6. 能力

7. 評核指引

表現要求
6.1

瞭解基本空運貨物知識
 單位裝載的概念
 空運貨物的分類
 監管機構對貨物分類的編號制度
 監管機構對貨物標籤及標誌的要求
 一個獨立包裝貨物單位的名稱
 處理或搬動時必須留意的事項
 特殊貨物類型的貨運要求，包括冷凍、牲口、危險貨物、藥
物
 認識貨物類別及其重量與體積等
 認識貨物類別與不同包裝的應用

6.2

應用基本空運貨物知識
 應用基本空運貨物知識，與同事、主管及客戶作出有效溝
通，例如：接收和傳遞資料
 辨認一般貨物標籤及標誌是否與文件所述相符
 正確地在貨物包裝上放置合適標籤及標誌
 準確地填寫各類與航空貨運有關的文件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夠準確地檢查貨物所附資料是否齊全、符合標準及付運要求

(ii)

能夠與行業從業員或客戶進行有效的溝通，例如：接收和傳遞
資料

8. 備註

5-19

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共通能力單元 (適用於不同職能範疇 )
1. 名稱

使用快遞條款、代碼及縮寫

2. 編號

LOAFCN103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快遞公司。從業 員應該能夠掌握快遞業務中使用的基
本快遞條款、代碼、縮寫和相關術語的知識。所有參與前線工作的人員
及相關部門應了解並能執行相關快遞業務，並按照指示向客戶解釋相關
快遞問題。

4. 級別

1

5. 學分

3(僅供參考)

6. 能力

表現要求
6.1

瞭解快遞的基本知識
 快遞行業常用的代碼、縮寫和任何術語
• 國家、地區、樞紐、城市和機場代碼和縮寫
• 航空公司和速遞公司代碼
• 具有含義和代表性的飛機型號
• 用於識別單位負荷裝置或包裝的號碼
• 貨物類別和貨物編號
• 日常快遞交易中常用的代碼，包括交易條款、時區、
重量和體積、卡車、碼頭、客戶、簡單和常用的賬戶
代碼、收費代碼等
• 信息技術和任何形式的系統代碼
• 不同代碼和縮寫的起源、區別、組合、形成、含義和
解釋
• 公司內部使用的代碼和縮寫
 快遞條款
• 在快遞交易中由不同行業獲得的任何常見條款
• 公司內部使用的代碼和縮寫
 行 業 中 常 用 的 縮 寫 ， 以 及 在 需 要 的 情 況 下 以 英 文 和 /或 中 文
和/或普通話和/或不同國家語言之間的轉換
 以不同的可靠渠道，例如協會網站、香港特區網站、其他
官 方 網 站 、 公 司 目 錄/書 籍 等 術 語 和 縮 寫 詞 ， 以 查 找 或 查 詢
快遞的常用條款或縮寫

6.2

申請基本快遞條款、代碼和縮寫
 知道如何使用適當的快遞條款、代碼和縮寫來與所有相關
方進行內部和外部溝通，包括分包商、航空公司、客戶、
海外代理商/辦事處和同事
 在快遞交易期間使用基本的快遞的條款來完成基本和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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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共通能力單元 (適用於不同職能範疇 )
文件
7. 評估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夠在快遞相關的網站、書籍、目錄中找到快遞條款、代碼、
縮寫和術語

(ii)

能夠在日常的快遞運營和交易中應用快遞條款、代碼、縮寫和
術語

(iii)

能夠與快遞部門有效地進行快遞交易

8.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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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共通能力單元 (適用於不同職能範疇 )
1. 名稱

快遞貨物的標籤、標記和類型以及基本包裝要求的應用

2. 編號

LOAFCN104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所有快遞以及物流公司。具此能力者，能夠根據公司
政策，運用快遞貨物交易基本知識，為客戶提供快遞貨物服務。

4. 級別

1

5. 學分

3 (僅供參考)

6. 能力

7. 評估指引

表現要求
6.1

瞭解快遞貨物的基礎知識
 市場上不同類別快遞單位的概念
 分類快遞貨物類型、包裝和做法
 市場和普通承運人的快遞貨物分類系統及快遞貨物分類編號
系統
 市場和普通承運人對快遞貨物標籤和標記系統的要求
 明白不同類型的快遞貨物及其規格
 明白不同類型的包裝及其規格使用於快遞和貨物交易
 辦理程序及交易程序

6.2

運用快遞貨物交易的基本知識
 瞭解快遞貨物交易的基本信息和知識，以確保內部和外部各
方如同事、主管和客戶進行有效溝通。這些信息和知識包括
快遞貨物交易期間的訂艙單、貨物款項和運送資料
 運用知識以識別在文件上普通快遞貨物的標籤和標記
 正確地在快遞貨物包裝上使用適當的標籤和標記系統和程序
 準確地根據客戶指示和公司政策下完成快遞貨物文件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夠在日常交易中應用快遞貨物的標 籤、標記和包裝知識

(ii)

能夠檢查並確保快遞貨物的所有資訊均完整並符合公司政策

(iii)

能夠根據客戶指示和公司政策，有效地完成跟客戶進行快遞貨
物交易服務

8.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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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共通能力單元 (適用於不同職能範疇 )
1. 名稱

運用多式聯運概念及知識

2. 編號

LOCUCN201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各類物流業經營公司。具此能力者，能在貨運服務上
運用式聯運概念。

4. 級別

2

5. 學分

3(僅供參考)

6. 能力

7. 評核指引

表現要求
6.1

瞭解多式聯運概念的基本知識
 多式聯運的概念及其演化
 多式聯運陸橋、標準化等概念的應用
 多式聯運的文件及流程安排
 多式聯運的利弊
 認識多式聯運是物流及物流方案的重要元素
 認識不同運輸模式的基本內容，如：設備、起卸、貨物及載
具的配合
 認識多式聯運的實例、模式及方案
 運輸方式的新發展，包括火車、跨省 /邊境/國家整合卡車、拼
箱卡車、快遞網路、包機等

6.2

多式聯運概念的運用
 利用多式聯運概念，幫助客戶安排及協調貨運事宜
 填寫合適文件處理多式聯運服務
 能瞭解多式聯運服務合約內的術語或基本條文
 應用現存多式聯運的運輸模式向客戶提供貨運 服務的建議
 能向客戶闡述使用多式聯運與使用一般運輸模式的不同及利
弊
 應用最新的航線和多式聯運解決方案，如航空快遞、海運 特
快 服 務 、 空 陸 （ 跨 境 ）、 海 陸 （ 拼 箱 到 門 ）、 包 機 、 承 運 商 合
作等，是否適合公司業務上
 應用跟蹤系統，以提供透明的貨物狀態和可視性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運用多式聯運概念，有效地與行業人員進行溝通，幫助客戶
在文件上及協調上安排貨運事宜

8.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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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共通能力單元 (適用於不同職能範疇 )
1. 名稱

運用基本統計學於物流運作

2. 編號

LOCUCN202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各物流公司。具此能力者，能運用基本統計學描述及
作初步數據分析，將結果運用於物流操作、分析或決策。

4. 級別

2

5. 學分

6(僅供參考)

6. 能力

7. 評核指引

表現要求
6.1

瞭解基本統計學的知識
 認識數據的收集、記錄、儲存、計算及發放
 認識如何運用統計學方法描述數據，如平均數、標準差等及
其計算方法
 認識如何以圖像及表列形式展示數據
 如何使用計算機、電腦運算表及有關軟件
 收集數據的用途及重要性
 根據公司的基礎和系統瞭解收費計算
 貿易和貨物規格的市場計算基礎

6.2

運用基本統計學
 分析物流在一般流程中產生的數據
 在上級指示下，收集所需的數據
 利用基本統計學方法分析及描述數據
 利用電腦運算表及有關軟件計算所需資料
 利用電腦運算表及有關軟件製作圖表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運用基礎統計學於物流運作上，並懂得收取數據作分析

(ii)

能利用電腦運算表或簡單統計計算，以圖表形式表達及處理有
關數據

8.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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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共通能力單元 (適用於不同職能範疇 )
1. 名稱

進行與物流有關的度量衡、貨幣及時間區域的運算

2. 編號

LOAFCN201 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所有物流公司。具此能力者，能按指示，進行貨運上
有關可相容計算單位的換算。

4. 級別

2

5. 學分

3(僅供參考)

6. 能力

7. 評核指引

表現要求
6.1

瞭解基本可相容單位計算
 掌握基本算術技巧
 掌握基本計算工具的使用
•
計算機、電腦
•
不同類型的對算表
 不同度量衡的名稱及縮寫
 不同國家貨幣的名稱及縮寫
 不同國家貨幣匯率的市場兌換
 國際時間的表達方式
 小數位、化整數等量化要求
 體積重量與實質重量的對換要求或方程式以不同形式的收
費，包括運費、保安費、本地收費及目的地收費

6.2

應用算術技巧作單位換算
 進行重量或體積的單位換算
 進行不同國家貨幣的單位換算
 進行國際時區的時間單位換算
 進行體積重量與實質重量的對換，以此作為計算運費的基礎
 運用上述的知識計算及換算單位，以填寫物流及貿易文件上
的相關資料
 進行與貨物包裝類型相關的費用計算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計算航程時間、到達時間、始發地及目的地時間及國際時間

(ii)

能作貨幣計算及換算為不同的貨幣單位

(iii)

能作重量及體積計算及換算為不同的重量及體積單位

8.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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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共通能力單元 (適用於不同職能範疇 )
1. 名稱

運用快遞貨物的概念及知識

2. 編號

LOAFCN203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各種物流運營商和快遞公司。具此能力者，能夠運用
快遞貨物的概念及知識於調度服務中。

4. 級別

2

5. 學分

3(僅供參考)

6. 能力

7. 評估指引

表現要求
6.1

瞭解快遞貨物的基礎知識
 快遞貨物的基本概念和發展
 如何運用快遞貨運的基本概念點對點操作 ，不同的模式和標
準化等
 快遞文件流程、工作流程以及針對不同路徑、服務和樞紐系
統操作等的標準業務解決方案
 總理、經濟、郵政服務、國內提貨和送貨服務 等不同路線模
式的基本內容
 快遞服務使用於不同的服務應用，國家、城市以及與 另一間
公司的服務比較的優缺點

6.2

應用快遞運輸貨物的概念
 根據客戶的要求運用快遞貨物運輸的概念來配合貨物的寄
送
 運用概念提供服務的細節，以確保客戶了解公司提供的服
務
 運用概念引導客戶填寫快遞貨物運作的所需文件
 瞭 解 快 遞 貨 物 的 技 術 術 語 或 基 本 條 款 及 制 約 和/或 合 同 ， 並
向客戶解釋他們的定位和公司義務
 利用現有快遞貨物模式，準備客戶所需的資訊
 與客戶解釋和討論關於快遞服務的差異及利弊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
(i)

能夠應用快遞貨物的概念及知識為客戶處理和安排快遞文件

(ii)

能夠根據公司政策向客戶解釋 快遞貨物服務

8.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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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共通能力單元 (適用於不同職能範疇 )
1. 名稱

以尺碼、貨幣和時區來計算快遞費用

2. 編號

LOAFCN204B

3. 應用範圍

此能 力 單元 適 用於 所 有物 流 公司 、 快遞 公 司和 速 遞公 司 。從 業 員應 該
有能 力 根據 公 司政 策 運用 以 尺碼 、 貨幣 和 時區 來 計算 快 遞費 ， 以進 行
快遞貨物交易。

4. 級別

2

5. 學分

3(僅供參考)

6. 能力

7. 評估指引

表現要求
6.1

瞭解應用基本單位計算知識
 快遞貨物交易的基本計算技巧
 如何從快遞貨物相關的網站中搜索裝備和資訊
 運用快遞貨物相關的網站中搜索裝備和資訊在快遞貨物交
易
 在快遞交易中使用的代碼、縮寫和術語，如重量和尺碼、
貨幣、外幣匯率、國際時區和任何轉換需求等。
 如何使用不同類型的轉換表和矩陣
 認識如何使用計算機、電腦及其他計算裝置、內置程式

6.2

應用單位轉換的技能
 在職場上執行重量或容積單位、貨幣單位、時間和任何其
他轉換
 根據公司政策執行所有類型的轉換
 將公司的快遞和速遞條款轉換為其他貿易語言和條款
 將應用轉換資訊來完成快遞文件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
(i)

能 夠 理 解 計 算 技 巧 、根據公司政策運用以尺碼、貨幣和時區來計
算快遞費，以進行轉 換 資 訊 設 備 及 適 合 公 司 在 快 遞 貨 物 交 易 中
使用

(ii)

能夠以尺碼、貨幣和時區來計算快遞費用

(iii)

能夠根據公司政策與客戶進行以尺碼、貨幣和時區計算的轉
換，以完成快遞交易

8.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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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營運管理」職能範疇 能力單元
1. 名稱

應用各類貨運資訊

2. 編號

LOCUOM201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各海運、空運及快遞經營公司。具此能力者，能收集
與貨運有關的資訊，並作出初步整理，在指導下，將有關貨運資訊歸納
成要點予管理人員參考或使用 。

4. 級別

2

5. 學分

6(僅供參考)

6. 能力

7. 評核指引

表現要求
6.1

瞭解貨運資訊的基本知識
 認識貨運資訊的來源，如統計、市場資訊及學術分析等
 認識獲取貨運資訊的渠道，如政府統計、學術院校研究、具
規模機構的預測及報章等
 認識貨運資訊的收集方法，如定期訂閱及分類剪報
 掌握基本的統計學方法及收集資料
 貨運資訊的種類
 貿易規範以及這對收集的統計資料的影響
 產品規格以及這對收集的統計資料的影響

6.2

各類貨運資訊的應用
 安排定期收取貨運資訊
 瀏覽貨運資訊，掌握其性質及涉及內容，按分類儲存 /存檔
 把對公司營運有直接關係及影響的資訊作專題輯錄
 獲取定期數據作統計用途
 在指導下，將有關貨運資訊歸納成重點予各部門管理層加以
應用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收集貨運資訊，指出貨運資訊的種類、來源及對公司的重要
性

(ii)

在指導下，能將有關貨運資訊作出初步整理並歸納成重點

8.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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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營運管理」職能範疇 能力單元
1. 名稱

擬備各營運環節檢察表

2. 編號

LOCUOM202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海運、空運及快遞公司。具此能力者，能為公司日常
物流及貨運的主要活動及工序，擬備營運檢察表，使督導及記錄工作得
以有效地進行。

4. 級別

2

5. 學分

3(僅供參考)

6. 能力

7. 評核指引

表現要求
6.1

瞭解擬備檢察表的基本知識
 檢察表的用途及功能
 物流活動的一般流程及工序
 程式的檢查點並放置控制路徑
 客戶/公司/貿易規範的要求並創建控制路徑
 掌握能用作擬備檢察表的軟件及硬件的運用
 掌握基本電腦操作及製表的工序

6.2

擬備各營運環節檢察表
 掌握受檢察的物流活動的流程及工序
 建議客觀及可行的量度方法或記錄工序
 能列舉特別工序或檢察事項
 編製合適、易於閱讀、不阻礙 記錄運作的檢察表
 掌握電子檢察表及電腦輸入方法
 按實質情況及檢察表內部交收及傳遞的需要，把需要記錄的
項目載於檢察表上：如檢察項目、填寫人記錄、時間、地
點、傳遞步驟、多聯設計等
 創建檢查點和標準
 為信息和數據的延遲、缺失和不合邏輯的輸入創建適當的管
理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建議客觀及可行的方法用以量度或記錄物流工序

(ii)

能按有關物流及貨運的活動，編製檢察表，使記錄工作得以有
效地進行

8.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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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名稱

獲取經營貨運業務所需的牌照及行政安排

2. 編號

LOCUOM203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海運、空運及快遞公司。具此能力者，能為公司申請
及安排有關經營貨運業務所需的牌照。

4. 級別

2

5. 學分

6(僅供參考)

6. 能力

7. 評核指引

表現要求
6.1

瞭解經營貨運業務所需牌照的基本知識
 政府對成立及營運物流公司的具體要求，如牌照、車輛、船
舶登記等
 經營牌照的必要性及重要性
 經營牌照的申請程序
 認識與物流營運有關的政府部門，如海事處、民航處、消防
處、海關及其他有關的香港特區部門
 認識國內及所涉及地區的基本法例及經營要求
 認識申請的過程、須知、要求、收費及資料提供等

6.2

執行獲取貨運業務經營牌照
 按照公司的營運需要及要求，處理本地及外地的牌照、許可
證事宜：
• 向有關的機構或部門提出書面申請
• 向有關的機構或部門索取及填寫表格
 預備適當的資料、文件或檔案並向有關的機構或部門呈報
 若營運要求有所更改，按指示知會有關部門及管理層
 掌握符合相關監管要求的運營和相關部門需要的有效許可證
或許可證的清單和編號
 能於牌照、許可證等限期到達前，處理有關續領或更新事宜
 根據相關監管要求獲取有效的正本許可證、牌照及文件
 能定期獲取貨運業務有關經營牌照的資訊及更新資料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掌握公司的業務運作所需的各項經營牌照或許可證的申請安
排

(ii)

能獲取貨運業務有關經營牌照的資訊及更新資料，並在期滿前
執行有關續領或更新經營牌照、許可證等事宜

8.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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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名稱

協調公司部門、商業夥伴及承辦商之工作

2. 編號

LOCUOM302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海運、空運及快遞經營者。具此能力者，能對公司內部
各部門，對外商業夥伴及承辦商等進行協調工作，使公司所提供的物流或
貨運服務得以暢順進行。

4. 級別

3

5. 學分

6(僅供參考)

6. 能力

7. 評核指引

表現要求
6.1

瞭解協調公司部門、商業夥伴及承辦商的基本知識
 物流及貨運的流程與工序
 各環節及工序的內部及外部參與者
 各環節及工序的內部及外部參與者的權責、特性、資源及架構
上的限制
 良好的溝通技巧
 認識內部客戶的概念及處理內部客戶的技巧
 認識有效協調對整體運作流程的重要性
 認識團隊工作的原則及重要性
 掌握良好的溝通技巧
 需要協調的工作流程與工序
 需要協調的工作參與者的權責與利害關係
 需要協調工作的資源

6.2

公司各部門、商業夥伴及承辦商的協調
 瞭解協調者的角色與其他參與者的權責關係
 站於不同立場作出分析
 運用溝通技巧及不同方法使溝通的障礙減至最低
 運用溝通技巧及不同方法使訊息得以有效傳達
 強調團隊精神及合作利益減低各方差距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對需要協調的工作作出分析，以獲取更多資料作溝通上的準備

(ii)

能運用溝通技巧及不同方法使溝通得以有效進行，達致協調目的

8.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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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管理」職能範疇 能力單元
1. 名稱

監管承辦商的工作表現

2. 編號

LOCUOM401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 海 運、空運及快遞經 營 者。具此能力者， 能 有 效 地 監
管承辦公司所提供的服務，並要求承辦商提升服 務至應有水平。

4. 級別

4

5. 學分

6(僅供參考)

6. 能力

表現要求
6.1

瞭解監管承辦公司的基本要求
 合約、主要表現指標及標準運作流程的概念及其應用
 所承辦的服務或工序的流程
 公司與承辦商所訂立的合約條款及相互的權利與義務
 承辦商的管理及營運狀況，如管理架構、財務狀況、 員 工 技
能表現、品質管理系統等
 當前承包商的市場和競爭地位及其發展
 主要表現指標及標準運作流程的訂立程序及準則
 量度及分析主要表現指標的方法及技巧
 合約懲罰性條款的功能、執行程序等
 承包商、公司甚至客戶之間的法律義務和界限
 運用量度及分析主要表現指標的方法及技巧
 應用基本統計學及計量分析的方法及技巧
 使用資料及數據的收集與匯報的方法、渠道及技巧

6.2

監管承辦商工作表現
 根據客戶需求、公司政策和要求、按合約條款及內文制定有
關主要表現指標及標準運作流程
 設立適當的機制及程序，量度及收集相關資料或數據，並計
算各主要表現指標和定期審查
 定期按合約條款及內文，按時序及程序，量度、收集各主要
表現指標
 建立各方之間的回饋機制，確保合作的順利進行
 收集公司客戶對承辦服務的投訴及意見
 按合約條款及承辦商客觀表現，建議獎勵或懲罰 承辦商
 參與評核與制定承辦公司之員工表現及能力的標準，進行實
地觀察及突擊審查
 進行調查、現場觀察和審計系統
 展開調查工作
 若涉及多所承辦公司，瞭解並建立一致的服務標準
 其他承辦公司的服務水平，比較其服務水平與其他承辦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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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評核指引

的差距
撰寫報告予管理層，闡述承辦商的表現，並提供適當建議
審查承辦公司有否實施改善服務水平的措施，並向上級匯報
列出相關市場的變化和趨勢作分析及比較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夠依照機構的程序和要求 及評核 承辦公司服務之水平，有效地
選擇最有效率的承辦公司，或監管現有承辦公司改善其服務水平

(ii)

能按照實際情況，撰寫報告予管理層闡述 承辦商的表現，並提供
適當建議

8.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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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管理」職能範疇 能力單元
1. 名稱

設計及擬備標書

2. 編號

LOCUOM402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海運、空運及快遞經營者。具此能力者，能按個別項
目的需求，和各合作投標單位和部門之間的分工，設計和 擬備標書。

4. 級別

4

5. 學分

6(僅供參考)

6. 能力

表現要求
6.1

瞭解設計及擬備標書相關知識
 公司的各種資源、能力及優勢
 公司在物流作業及快遞作業所提供的服務環節
 各個招標項目的工作環節所需的特別技術要求，例如特定的
專業資格、更新的技術和應用、行業標準或牌照等
 個別項目的需求
 在相關物流及快遞服務範疇上的相應服務及提供者市場的實
際情況
 投標、招標文件、標書等概念
 新技術的開發和實施，以提高公司的服務範圍和競爭優勢
 應用標書的格式與編排
 應用物流業常用的一般行業用語、縮寫及專有名詞，並懂得
部份與物流業有關的法律詞彙

6.2

設計及擬備標書
 詳細閱讀個別項目招標項目的具體要求，分析及瞭解項目的
特定技術要求和其他特定的服務需求
 根據上級的指示，制定各合作投標單位和部門之間的分工
 在各自負責的範疇內，再細閱招標文件中相關的細節和要
求，針對其具體要求設計和撰寫標書
 與其他合作單位和部門協調，以避免各單位之間所設計和撰
寫的標書出現重複，並確保各部分之間的銜接清晰
 最後整體審閱整份標書，確保回應招標文件的相關要求
 在標書中，重點強調公司的優勢和勝人之處，以提高投標單
位的中標機會
 研究並包括新的擬議技術，以支援和提供增值服務和最先進
的解決方案給客戶
 與 其 他 部 門(資 訊 科 技 、 操 作)合 作 ， 介 紹 新 技 術 和 應 用 的 利
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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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根據上級的指示，制定與合作投標單位或部門之間的分工，針
對自己負責的範疇，清晰分析招標文件的要求，針對性地設計
和擬備標書

(ii)

能與其他單位協調，避免標書出現重複，確保標書各部分之間
清楚銜接

8.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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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管理」職能範疇 能力單元
1. 名稱

擬備建議書

2. 編號

LOCUOM403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海運、空運及快遞經營者。具此能力者，能瞭解公司
對內或對外所參與項目或需解決的問題，並向上級、商業夥伴或客戶提
供建議書。

4. 級別

4

5. 學分

6(僅供參考)

6. 能力

表現要求
6.1

掌握擬備建議書的知識及技巧
 報 價 請 求(RFQ)/徵 求 建 議 書(RFP)/招 標 文 件 要 針 對 的 問 題
或項目
 報價請求(RFQ)/徵求建議書(RFP)/招標文件的對象
 物流業市場及未來發展
 公司物流與貨運的運作及工序
 公司的營運方針、發展方向及資源
 對公司的業務運作有較深入的瞭解，包括：業務範圍 、運
作、流程、價格及各部門的分工等
 擬備建議書的技巧及有良好的寫作技巧
 使用建議書的格式、內容編排
 項目所涉及的業務內容、特性、對服務的需求、與公司業
務的關係、現存或將來面對的挑戰等情況
 物流業常用的一般行業用語、縮寫及專有名詞，並懂得部
份與物流業有關的法律詞彙

6.2

擬備建議書

收集參與項目所需要的背景資料、相關文件及數據，包
括：概念、計劃和支出及確定資料搜集的渠 道

分析項目或問題的重點

分析建議書所建議參與的項目給公司帶來的價值

按指定要求，擬備報價請求 (RFQ)/徵求建議書(RFP)/招標
文件內容，並制定執行計劃，包括：流程設計、項目特點
及實施方法、項目時間表、人手安排、財務預算及預期的
成果等

聯絡不同部門，共同討論建議書內容，並按需要加以修改

撰寫有關建議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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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收集資料及數據，分析所參與的項目或要解決的問題，並作
出針對性的建議

(ii)

能與其他部門或夥伴合作，擬備建議書內 容

8.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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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名稱

代表公司履行在商會之責任及聯絡相關組織

2. 編號

LOCUOM404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海運、空運及快遞的經營者。具此能力者，能代表公
司履行在商會之責任及聯絡相關組織。

4. 級別

4

5. 學分

3(僅供參考)

6. 能力

7. 評核指引

表現要求
6.1

瞭解商會及相關組織基本的知識
 所屬行業的的發展及情況
 利益團體的概念及在行業的角色
 行業內各商會、學會及諮詢委員會的宗旨、架構與職權範疇
等，以及與政府及其他機構的關係等
 政府各項現有或新政策，對行業或公司帶來的利弊及影響
 企業所需的承諾和貢獻加入上述組織的責任
 渠道或機制收集公司員工的意見
 行業發展的方向和各商會之間存在的利益關係
 行業之業務經營及市場概況

6.2

履行在商會之責任及聯絡相關組織
 收集公司管理層及各級員工對特定問題或政策的意見
 設立渠道或機制，定期收集公司員工的意見
 設立渠道或機制，向公司員工發布商會的訊息
 代表公司出席或履行作為商會 /團體會員的責任，如會員、會
長或秘書等
 代表公司出席週年大會或有關會議
 代表公司表達對現有或新政策的意見
 代表公司及行業，向政府或業界提供建設性建議或方案
 代表公司與相關組織協議或爭取利益
 以公司及同業利益立場，向外發表意見
 與有關組織或團體保持聯絡及收集意見
 撰寫建議或立場書
 回應會員、外界、傳媒等詢問及批評
 出席相關組織的活動或典禮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代表公司參與商會及有關活動，並以成員身分表達意見，履
行作為會員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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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能設立雙向渠道，定期收集公司管理層及各級員工的意見，成
為公司員工與商會之間的橋樑

8.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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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管理」職能範疇 能力單元
1. 名稱

解決公司勞資糾紛

2. 編號

LOCUOM405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海運、空運及快遞的經營者。具此能力者，能夠根據 法
例及人力資源管理知識，掌握談判技巧 ，以減低勞資雙方的衝突，使勞資
糾紛能順利達致和解。

4. 級別

4

5. 學分

6(僅供參考)

6. 能力

表現要求
6.1

瞭解勞資糾紛相關知識
 物流作業之業務經營及市場概況
 物流或所屬行業的人力供求、培訓及素質
 僱傭法例，如《勞資關係條例》並更新相關的監管要求
 人力資源管理及營運能力等之協調
 勞資問題的分析方法及技巧，包括其背景及成因等
 人力資源管理及工業關係的概念及理論
 《僱傭合約》內之服務條款及條件
 不同類型合約勞工的薪酬及有關計劃
 工會、工人運動、勞資關係等概念
 基本談判技巧
 收集最新規則和條例 ，工會活動和相關信 息以及在公 司 之 間 分
享的技能
 建立適當的就業歷史和個人記錄
 政府在勞資糾紛的角色及如何獲取支援
 勞資糾紛的成因、來由及其影響
 勞資糾紛對公司服務的影響

6.2

處理勞資糾紛
 分析糾紛的可能發展及其嚴重性
 分析糾紛未能及時解決對公司所產生的短期及長期影響
 分析糾紛引致的利益或人事衝突
 瞭解公司管理層的態度與底線
 分析員工的情況、訴求、不滿
 評估勞方的要求是否合理、合法及合情
 評估勞方反應是否涉及公平原則
 陳述資方立場及限制，亦反映勞方訴求予管理層
 找出勞資可共同商討及尋求共識的元素
 擬定短期處理方法，把對客戶及各方的影響減至最低
 擬定相關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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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評核指引

運用談判技巧，與勞方進行談判，以達成共識
尋求政府部門或勞工團體的意見或協助
撰寫報告，闡述及檢討勞資糾紛事件
與各部門溝通，建立良好的工作關係和適當的員工歷史和記錄
為各級監督人員提供 有關處理糾紛和避免 團隊 衝突的最 新 監 管
培訓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按個別事件，分析勞資雙方的分歧及對各方的影響

(ii)

能幫助勞方及資方/管理層溝通，以減低分歧，並找出勞資可共同
商討及尋求共識的元素

(iii)

能擬定有效的勞資糾紛解決方案，撰寫報告闡述及檢討勞資糾紛
事件

8.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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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名稱

設立物流機械設備技術指標

2. 編號

LOCUOM406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具有物流機械設備的公司。具此能力者，能為公司設
立合適、有效及客觀的物流機械設備技術指標，幫助公司更具成本效益
地管理機械設備。

4. 級別

4

5. 學分

6(僅供參考)

6. 能力

7. 評核指引

表現要求
6.1

瞭解物流機械設備管理相關知識
 物流機械設備的種類、功能
 物流機械設備管理的概念及於物流運作時所扮演的角色
 物流機械設備管理的特點，如機械設備壽命週期、投資回
報、技術發展等
 物流機械設備技術指標的種類及計算方法
 收集及分析有關物流機械設備各方面數據的方法
 操作及管有物流機械設備，如牌照、法例、職安健、環保或
行業標準等

6.2

物流機械設備技術指標的設立
 按不同的物流機械設備，選取合適的技術指標
 訂立一些基本的技術指標，例如：設備完好率、故障率、役
齡、可利用率、閒置率、成本效益等
 訂立某種物流機械設備的特定技術指標
 使用分析技術指標的有效性
 測驗技術指標的有效性、實用性
 收集有關操作機械設備的員工、督導等人員的意見及回饋
 修訂機械設備技術指標的水平
 記錄物流機械設備操作的數據
 撰寫有關物流機械設備效率的報告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按公司管有的物流機械 設備及公司的營運方針，設立物流機械
設備技術指標，充分有效地利用管有的機械設備

(ii)

能收集收集有關操作機械設備的員工、督導等人員的意見及回饋

(iii)

能撰寫物流機械設備技術指標的量度報告

8.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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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管理」職能範疇 能力單元
1. 名稱

監管供應商表現

2. 編號

LOCUOM407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海運、空運及快遞經營者。具此能力者，能夠有效地
監管供應商公司所提供的物品或工具的數量及質量的要求，使物品或工
具的供應按合約進行。

4. 級別

4

5. 學分

6(僅供參考)

6. 能力

表現要求
6.1

瞭解監管供應商的基本要求
 合約的概念、組成元素、雙方的權利與義務
 物品及工具有關質量的量度、審核及保證的機制
 需供應物品及工具的起碼要求及質素審核
 公司與供應商所訂立的合約條款及相互的權利與義務
 供應商的管理及營運狀況，如管理架構、財務狀況、供貨流
程、品質管理系統等
 量度及分析主要物品或工具的方法及技巧
 合約懲罰性條款的功能、執行程序等
 應用基本統計學及計量分析的方法及技巧
 應用資料及數據的收集與匯報的方法、渠道及技巧
 辨識量度物品及工具質量的程序及準則

6.2.

監管供應商的表現
 按合約條款及內文，制定物品或工具的供應計劃
 設立適當的機制及程序，量度及收集物品或工具質量的數據
 按合約條款及內文，按時序及程序，量度、收集物品或工具
質量的數據或情況，並向上級匯報
 收集公司部門對物品或工具的投訴及意見
 按合約條款及內文及供應商的客觀表現，建議獎勵或懲罰供
應商
 參與制定評核供應商的能力標準
 執行突擊審查及展開調查工作
 若涉及多個供應商，比較他們的服務水平
 撰寫報告予管理層，闡述供應商的表現，並提供適當建議及
加以跟進
 審查供應商有否實施改善服務水平的措施，並向上級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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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夠依照公司的程序和要求，有效地監管供應商的表現，並確
保物品及工具的質量、數量及供貨時間符合合約的規定

(ii)

能按照實際情況，撰寫報告予管理層，闡述供應商的表現，並
提供適當建議及加以跟進

8.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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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管理」職能範疇 能力單元
1. 名稱

應用模擬技術測試運作效率

2. 編號

LOCUOM408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物流服務供應商。從業員能應用模擬技術，對操作大
量貨物活動的流程作出分析，將分析結果用作改善貨物運作流程及應用
模擬技術測試運作效率。

4. 級別

4

5. 學分

6(僅供參考)

6. 能力

表現要求
6.1

瞭解模擬技術測試的相關知識
 公司物流標準模式，如起卸、存取、運輸等物流工序
 業內最新的作業模式及優缺點
 如何使用市場上模擬分析軟件
 工作流程分析及作業分析的概念、理論及技巧
 統計知識、概率、各類數據分佈的概念
 如何判斷及利用模擬分析軟件的分析結果
 適用於各類長期重複物流程序的規劃，比較不同的運作模式
的效率和所需成本，以優化物流程序的運作
 市場和行業的關鍵績效指標設置和測量標準

6.2

應用模擬技術測試運作
 制定物流工序或建議物流工序的過程、次序及所需時間
 把物流流程編排成步驟作關鍵路線或其他運籌分析
 利用統計方法，找出需使用的參數或輸入數據
 作出合理的假設及運用合適的數學模型及隨機抽樣方式
 利用合適的電腦軟件作模擬運算
 嘗試不同假設或數學模型的模擬運算
 利用模擬運算結果，分析運作效率有否得到改善
 對每個關鍵區域應用關鍵績效指標測量，以確保合規性
 應用關鍵績效指標以保持操作性能和一致性
 應用關鍵績效指標報告以確定操作的問題區域和改進區域

6.3

說明結果
 用結果說明物流程序替代方案的實際效果
 決定理想的替代方案
 撰寫報告說明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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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評核指引

8. 備註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把複雜的物流工序編製成模擬運算

(ii)

能利用電腦軟件作模擬運算，並分析其結果

(iii)

能撰寫報告，闡釋模擬運算的分析結果

此能力單元參照物流業能力單元 LOCUOM408A 及 LOCUOM41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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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名稱

執行突發事件的應變程序

2. 編號

LOCUOM410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海運、空運及快遞經營者。具此能力者，能夠依據公
司的運作程序及突發事件的應變方案，有效地減低公司、客戶及商業夥
伴的損失，並盡快恢 復正常運作。

4. 級別

4

5. 學分

6(僅供參考)

6. 能力

7. 評核指引

表現要求
6.1

瞭解突發事件應變的相關知識
 貨運服務的營運方式、環節、工序及可能發生的突發事件
 各商業夥伴及相關政府部門的要求及運作模式
 突發事件對營運的影響，如：颱風、爆炸、火災、停電、機
件及電腦故障、罷工、禁運、地震等
 取得有關突發事件應變程序指引的渠道
 有關突發事件應變程序的啟動機制
 有關突發事件應變程序的操作系統、匯報安排、權責結構、
溝通方式等

6.2

執行突發事件的應變程序
 接收突發事件應變程序的啟動訊息
 按照應變程序，作出相應的人力及資源調動
 按照應變程序作等級處理，如準備、停止運作或撤離等
 按照應變程序，與受影響人士、貨主、商業夥伴聯絡或匯報
情況
 進行記錄及文件傳遞
 按照法例、監管機構的要求和標準以及職安健的要求，執行
突發事件的應變程序
 有特殊情況，向上級匯報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按照不同突發事件的情況，按照法例、監管機構的要求和標準
以及職安健的要求，進行既定的應變程序

8. 備註

5-47

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營運管理」職能範疇 能力單元
1. 名稱

執行財務分析及成本控制

2. 編號

LOCUOM411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貨運及物流公司。具此能力者，能執行財務及成本分
析，以加強公司資金運用效率及提升公司的成本效益。

4. 級別

4

5. 學分

6(僅供參考)

6. 能力

7. 評核指引

表現要求
6.1

瞭解財務分析及成本控制相關知識
 財務報表的內容及數據的意義
 物流流程及成本結構
 物流的成本組成及類別，如固定成本、與貨運量有關的變動
成本、與航程有關的變動成本等
 物流行業的財務運轉特性
 財務比較分析的原理及技巧，如財務報表比較、趨勢分析等
 不同的比率分析，如流動比率、應收賬款周轉時間、資產負
債率等
 成本監控、標準成本制定、成本責任制等

6.2

執行財務分析及成本控制
 訂立公司財務報表的制度及流程，定期收集財務資料
 分析公司財務及經營情況
 計算及分析財務比率，如盈利能力、負債比率等
 監察不同成本的變化
 分析成本的構成及變化
 與有關運作的管理人員及財務控制人員商討成本控制措施
 與受影響單位人員，解釋成本控制目的及措施
 撰寫報告，闡釋成本控制措施的制定及執行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按照財務及會計資料，分析與物流及貨運有關的財務或成本
問題

(ii)

能與公司的財務及會計部門溝通及執行成本控制措施

(iii)

能撰寫報告，闡釋成本控制措施的制定及執行

8.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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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管理」職能範疇 能力單元
1. 名稱

考核及提升運輸效率

2. 編號

LOCUOM413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有關海運、空運及快遞的經營者。具此能力者，能利
用有效方法考核及提升運輸服務的效率。

4. 級別

4

5. 學分

6(僅供參考)

6. 能力

表現要求
6.1

瞭解運輸效率相關知識
 運輸效率的概念及量度方法
 運輸作業的主要工具及其運作，如載體、動力或燃料、起
卸、停泊等
 經濟學對成本的分析，如邊際成本、規模經濟等概念
 不同種類的運輸成本及分析
 會計成本、經濟成本及成本比率分析
 公司的運輸運作安排
 不同的關鍵績效指標，幫助管理運營效率，包括成本、工作
流程、人員和其他關鍵領域
 成本效益分析、收益管理
 運籌學及統計學的基本分析方法
 成本效益的概念
 建立考核運輸效率的原則、方法及技巧
 量度及計算運輸效率的原則、方法及技巧

6.2

考核及提升運輸效率
 搜集有關運輸效率的數據，如各類成本、空載率、閒置率等
 選取合適表現指標，作為量度或計算運輸效率的依 據
 利用不同方法，量度及計算運輸效率
 分析數據、報告、事故檢討等資料，評估有關運輸作業的效
率
 利用績效比較、操作標準、零回報點等概念，幫助評估及分
析
 評估改善空間及需要
 建議降低成本或增加效益的方案
 評估各方案的可行性
 填寫運輸效率的報告
 撰寫提升運輸效率的可行性報告
 制定關鍵績效指標報告以衡量運營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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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關鍵績效指標結果，確定在短期、中期和長期的問題領
域和改善領域
 使用關鍵績效指標報告開展運營重點培訓
7.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選擇合適及有效的表現指標，作為量度或計算運輸效率的依
據

(ii)

能分析數據、報告、事故檢討等資料評估公司的運輸效率

(iii)

撰寫報告，闡釋提升運輸效率的可行性

8.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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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營運管理」職能範疇 能力單元
1. 名稱

建立及保持與商業夥伴的關係

2. 編號

LOCUOM414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有關海運、空運及快遞的經營者。具此能力者，能 按
公司的營運方針與未來發展，建立及保持與商業夥伴的良好關係，共享
產生的協同效應。

4. 級別

4

5. 學分

6(僅供參考)

6. 能力

7. 評核指引

表現要求
6.1

瞭解商業夥伴的不同合作形式與類別
 對策論的概念及其運用
 商業夥伴的不同合作形式與類別
 與商業夥伴的長期與短期合作關係
 與商業夥伴溝通及共享情報的重要性
 業務合作夥伴在自己的位置和多個領域的能力和績效
 商業夥伴在物流及供應鏈的角色
 個別商業夥伴在其市場的競爭力和發展趨勢

6.2

建立商業夥伴的關係
 按公司的營運政策及長期發展，與提供服務或貨源的商業夥伴
訂立商業協議或合約
 向商業夥伴解釋公司的計劃或市場趨勢，以保持良好合作關係
 承諾各業務部門的服務質量和關鍵績效指標
 與業務合作夥伴的各級員工建立橋樑
 現場觀察和定期訪問，以確保各級員工符合要求
 定期審查和關鍵績效指標的設置，同意和遵守
 評估商業夥伴的合作及協同效應，作為長期合作的參考因素
 評估市場上或行業內潛在商業夥伴的優勢，作為參考
 建立良好的溝通渠道，與商業夥伴共享市場/公司訊息及情報
 參與商業夥伴的聯誼活動
 設計公司紀念品贈予商業夥伴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分析商業夥伴在物流或供應鏈的協同效應，評估與該商業夥伴
的合作關係，作為長期合作的參考因素

(ii)

能評估商業夥伴的合作及協同效應，並建立溝通渠道，與商業夥
伴定期溝通及共享市場/公司訊息及情報

8. 備註
5-51

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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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名稱

管理招標過程

2. 編號

LOCUOM415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有關海運、空運及快遞的經營者。具此能力者，能按
公司的營運方針及法例要求，管理招標過程。

4. 級別

4

5. 學分

6(僅供參考)

6. 能力

7. 評核指引

表現要求
6.1

瞭解招標的相關知識
 招標程序及要求
 招標文件的設計、撰寫方法及技巧
 與招標有關的法例
 招標的渠道，如邀請、公開方式等
 招標程序保密的重要性

6.2

管理招標過程
 向有興趣投標的承辦商、供應商發出招標文件及訊息
 回應有興趣投標的承辦商、供應商有關投標的問題
 分析個別項目的需求，並就公司在個別項目的特定工作範疇
需要，進行招標
 收集承辦商/供應商提交的標書
 進行評估招標的工序和評審機制
 執行招標的溝通、匯報機制
 發放有關招標或中標的消息
 撰寫文件，闡釋招標管理制度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正確及適當地回應有興趣投標人士的提問

(ii)

能按照公司既定的程序，進行招標工作及管理投標過程

8.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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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營運管理」職能範疇 能力單元
1. 名稱

與承辦商／供應商商議續約、解約及完約安排

2. 編號

LOCUOM416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海運、空運及快遞的經營者。具此能力者，能為公司
與其承辦商、供應商安排續約、解約及完約。

4. 級別

4

5. 學分

6(僅供參考)

6. 能力

7. 評核指引

表現要求
6.1

瞭解合約管理相關知識
 合約的法律概念、功能及訂立原則
 合約管理的概念
 變更與解除合約的條件
 辨識總結或量度合約執行情況的方法
 談判技巧
 基本統計學知識

6.2

與承辦商/供應商商議續約或完約的安排
 收集客觀資料及數據，進行總結或量度合約執行的情況
 評估合約執行的情況及服務質素
 進行約滿檢討會議
 撰寫完約報告
 按公司營運方針及發展策略，決定續約、重新招標或更換承
辦商、供應商的安排
 按公司營運方針及發展策略，進行續約商議，其中包括：條
文的一般更新、條文的特定修改、價格的商議、合約應用範
圍或規模的修改等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收集客觀資料及數據，進行總結或量度合約的執行情況

(ii)

能按公司營運方針及發展策略，安排與承辦商、供應商續約、
解約及完約

8.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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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管理」職能範疇 能力單元
1. 名稱

決定合適航機及貨物作付運

2. 編號

LOAFOM401 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航空公司/貨運代理。具此能力者，在配合不同機種
或選擇合適貨物付運時，要作出的判斷及決定，從而能夠依照公司營運
策略及航空業貨運標準的程序和要求，選擇合適組合的航機種類及貨物
作付運。

4. 級別

4

5. 學分

6(僅供參考)

6. 能力

表現要求
6.1

瞭解航空貨物處理相關知識
 貨物的分類，包括：
• 散件或併裝
• 貨物外觀及標示資料
• 危險、鮮活易腐及特殊貨品等
 航機相關知識，其中包括：
• 航機型號及特點
• 航機大小：廣體或窄體
• 客機、貨機或綜合客貨機
• 艙門大小
• 負載量、機艙地台承受力
• 貨物擺放位置要求
• 分艙形式及其位置
 需要處理貨物的相關資料
• 體積及重量
• 貨板及載具類型
• 數量
• 貨物類別及包裝
• 其他限制或條件
 貨物出發地、目的地、中轉所需轉運及預計到達時間

6.2

分析決定機種及貨物的配合
 以航線之出發地、目的地或中轉站作貨物分類
 評估不同貨物是否適合航機的載運要求
 評估不同機種所需的調度及運輸時間
 評估不同機種的合適性及相容性，如客機及危險品
 掌握貨物付運、存放、起卸及處理的要求
 調配貨物往合適機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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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管理」職能範疇 能力單元

7. 評核指引

決定用作付運的航機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
(i)

能夠依照公司營運策略、航空業貨運標準的相關法例及要求，
選擇合適的航機及貨源組合

(ii)

能夠選擇付運貨物相容的航機，並在處理付運的過程中，以符
合付運、存放、起卸及安全處理要求

8.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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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營運管理」職能範疇 能力單元
1. 名稱

處理因航班延誤或取消所引致的貨運問題

2. 編號

LOAFOM403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航空公司、空運貨運代理及快遞經營者。具此能力
者，能按公司營運指引，處理因航班延誤或取消所引致的貨運問題，減
少公司及客戶的損失。

4. 級別

4

5. 學分

6(僅供參考)

6. 能力

7. 評核指引

表現要求
6.1

瞭解航班延誤或取消的相關知識
 航班延誤或取消的一般原因
 航 班 延 誤 的 影 響 程 度 ， 例 如 ： 屬 偶 然 個 別 事 件 (如 故 障)、 短
暫(如天氣)或相對長期(如工潮)等
 航班延誤或取消的處理步驟及措施
 航空貨運的服務目標
 其他航班、航線等資料

6.2

處理航班延誤或取消所引致的貨運問題
 獲取事故的初步資料及影響程度
 分析航班延誤或取消的原因
 評估貨物可能到達時間
 按貨物的類別及資料，決定貨物暫存的地點，如機坪或貨站
 報告事故予決策層，建議調撥資源運送或使用其他方式運送
 獲取其他航班或路線、艙位等資料
 分析使用其他航班或路線完成貨物運送的可能性
 聯絡有關人士、空勤服務公司、中轉站、其他航空公司，作
出有關安排
 聯絡客戶及解釋處理方案
 按解決方案的建議，完成交件安排
 評估所引致損失及賠償
 記錄事故的處理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按照當時的實際情況及公司營運指引，有效地處理因航班延
誤或取消所引致的貨運問題，減少公司及客戶的損失

8.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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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營運管理」職能範疇 能力單元
1. 名稱

制定地區性營運策略

2. 編號

LOCUOM501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有關海運、空運及快遞及其相關經營者。從業員應能
全面地分析地區的特點，針對性地規劃 地區的營運策略。

4. 級別

5

5. 學分

9(僅供參考)

6. 能力

表現要求
6.1

瞭解地區性營運的相關知識
 公司的地區營運策略和市場慣例
 地區性的經濟規模及其服務特性的當前和未來變化
 地區的經濟發展及貨物處理需要的當前和未來變化
 地區的政治與社會文化的當前和未來變化
 當地和區域政府有關物流、基建、投資等政策的當前和未來變化
 地區的貨物來源、種類及價值和未來的趨勢
 地區的營商環境、對加入市場的限制
 地區的物流服務點、倉儲地點、生產或銷售點的位置、連接路線
及方法等資料
 地區的競爭者所提供的服務及市場佔有率
 物流方案及營運方針的關係
 航空公司、主要貿易商及相關監管部門和協會的未來計劃、趨勢
和發展
 該地區的技術變化及其對物流發展的潛在影響
 地區的交通運輸、碼頭倉儲、覆蓋網絡、資訊基建、人才培訓的
情況和不同地區的交叉影響
 區域內宏觀環境變化、客戶發展趨勢和競爭對手方向
 公司在地區的合作夥伴、代理、營辦商的連繫
 地區的時間、空間、成本計算
 如何應用統計學及運籌分析等分析工具
 品質改進工具和技術，不斷提高操作效率和有效性

6.2

制定地區性的營運策略
 搜集外部和內部經營環境因素的數據及資料
 分析數據及資料
 分析及評估公司的優點、缺點、機會及威脅
 分析及評估公司短、中及長期的發展方向
 分析及評估地區內政府在經營上的限制，如牌照、費用、環保等
 制定不同營運策略方向
 分析及評估不同營運策略的優勢及資源使用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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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7. 評核指引

8. 備註

分析公司及市場具體情況，制定適合公司發展的營運管理方針
評估現時提供的服務是否切合營運管理方針
建議新服務或改良現有服務，以切合營運管理方針

檢討地區性營運策略
 考慮客戶的發展方向，並在營運策略上予以配合
 若公司有環球或區域性的營運策略，在地區性營運策略上應予以
配合
 建立關鍵績效指標和報告，以衡量和評估結果並進行調整
 撰寫報告書，闡釋地區性營運策略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全面分析影響制定地區性營運策略的因素，及公司經營方
針，制定合適的地區性營運策略

(ii)

能夠建立關鍵績效指標和報告，檢討地區性營運策略

(iii)

能撰寫報告書，闡釋地區性營運策略

此能力單元參照物流業能力單元 LOCUOM501A 及 LOCUOM51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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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營運管理」職能範疇 能力單元
1. 名稱

制定區域性營運策略

2. 編號

LOCUOM502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有關海運、空運及快遞及其相關服務公司。從業員應
能夠全面地分析區域的特點，針對性地規劃區域性的營運策略。

4. 級別

5

5. 學分

9(僅供參考)

6. 能力

表現要求
6.1

瞭解制定區域性營運的相關知識
 公司的區域性營運策略、市場慣例及企業策略
 區域性的經濟規模及其服務特性的當前和未來的變化
 區域的經濟發展及貨物流通模式的當前和未來的變化
 區域的地緣政治與社會文化
 區域內政府有關物流、基建、投資等政策
 區域貨物來源、類型和價值及其產品
 區域對市場參與的商業環境和限制
 運營商、航空公司、主要貿易商的發展計劃和趨勢
 區域內主要港口、機場、關口、中轉站的物流服務點、倉儲地
點、生產或銷售點的位置、連接路線及方法等資料
 區域的競爭者所提供的服務及市場佔有率
 物流方案及營運方針的關係
 該地區的技術變化及其對物流發展的潛在影響
 區域的交通運輸、碼頭倉儲、覆蓋網絡、資訊基建、人才培訓的
情況
 公司在區域的合作夥伴、代理、營辦商的連繫
 地區的時間、空間、成本計算
 統計學及運籌分析等分析工具
 各國之間的貿易和其他相關協定和發展，如避免雙重課稅，投資
準入等措施
 該地區市場結構、入場門檻、競爭對手、替代品、新進入者和上
游/下游關係以及發展趨勢

6.2

制定區域性的營運策略
 搜集外部和內部經營環境因素的數據及資料
 分析數據及資料
 分析及評估公司的優點、缺點、機會及威脅
 分析及評估公司短、中及長期的發展方向
 分析及評估區域內各政府在經營上的限制，如牌照、費用、環保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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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7. 評核指引

8. 備註

分析及評估不同營運策略的優勢及資源使用情況
分析不同的營運策略及其優缺點
按公司及市場具體情況，制定適合公司發展的營運管理方針
制定關鍵績效指標和報告，以評估戰略的有效性和效率

檢討區域性營運策略
 評估現時提供的服務是否切合營運管理方針
 建議新服務或改良現有服務，以切合營運管理方針
 考慮客戶的發展方向，並在營運策略上予以配合
 若公司有環球或地域性的營運策略，在環球或區域性營運策略上
應予以配合
 應用關鍵效能指標和計量工具定期審查策略
 確定改善區域並進行調整
 撰寫報告書，闡釋區域性營運策略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全面分析影響制定區域性營運策略的因素，及公司經營方
針，制定合適的區域性營運策略

(ii)

能夠制定關鍵績效指標和報告，檢討區域性營運策略

(iii)

能撰寫報告書，闡釋區域性營運策略

此能力單元參照物流業能力單元 LOCUOM502A 及 LOCUOM51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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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營運管理」職能範疇 能力單元
1. 名稱

制定招聘策略

2. 編號

LOCUOM503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海運、空運及快遞業公司。具此能力者，能按個別公
司人力資源的需求，制定招聘策略。

4. 級別

5

5. 學分

6(僅供參考)

6. 能力

7. 評核指引

表現要求
6.1

瞭解人力資源與招聘相關知識
 人力資源與市場供求狀況
 招聘的概念、功能、方法及渠道
 公司日常物流作業的各個環節
 各個工作環節的特別技術要求，例如是否需要特定的專業資格或
牌照等
 各個工作環節的人力資源需求及市場情況
 與招聘相關的法例及指引，如平等機會條例
 人力資源轉移、公司發展計劃和技術、貨物來源、技能需求等方
面的市場轉變
 招聘的流程安排

6.2

制定招聘策略
 分析公司對不同職位短期及長期的需求
 分析招聘方法的合適性
 按照公司的要求、基本物流作業流程的技術要求，計算人力資源
的需求，如在技能及經驗方面的要求
 根據人力資源需求，比對現有公司的人力資源，以及人力資源市
場上的實際情況，制定相應的招聘策略
 選擇合適的招聘方法及渠道
 選擇合適的考核及甄選方法
 選擇外部行為測試以評估候選人的深層潛力
 選擇合適的薪酬及福利安排
 撰寫報告書或指引，闡釋招聘策略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按個別公司的發展和營運要求、法例要求、日常物流作業的
特別技術要求和人力資源的需求，制定相應的招聘策略

(ii)

能撰寫報告書或指引，闡釋招聘策略

8.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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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名稱

制定從業員在職訓練計劃

2. 編號

LOCUOM504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海運、空運及快遞公司。從業員應能按照公司的營運
方針、需求和人力資源狀況、監管機構及法例規定，制定從業員在職訓
練計劃。

4. 級別

5

5. 學分

6(僅供參考)

6. 能力

表現要求
6.1

瞭解從業員在職訓練計劃
 培訓的概念、形式及功能
 不同職級及不同職務的培訓需要
 培訓、個人進修、員工發展的關係
 公司的服務質素要求
 內部培訓與使用培訓服務提供者的利弊
 評估員工及其職業道路的重要性
 企業員工培訓的重要性
 新員工與原有員工的不同培訓需要
 監管機構、法例、行業需要對培訓的要求
 就業趨勢和培訓要求的發展，如戶外團隊建設、野戰遊戲
(wargame)、人格特質分析(DISC)、人格理論(MBTI)、神經語言
規劃(NLP)

6.2

制定物流業員工在職訓練
 分析及釐訂培訓需要的法定要求
 分析及釐訂業界機構對公司的培訓標準及要求
 分析及釐訂公司內部的培訓需要
 評估培訓要求及需要的共同部分、重要性、時間性及涉及資源
 評估公司的設備及人才是否適合作內部培訓
 評估不同方法、方式作培訓的可能性及其成本效益，並決定是否
提供資助予員工
 評估團隊建設、領導力提升、培訓師和其他潛在影響的內部培訓
 留意及評估監管機構、學院、學會等服務是否適合公司培訓目標
 選擇合適的培訓項目予不同職能的員工
 評估公司培訓、個人進修、員工發展等項目的替代性、互補性及
認受性
 判別不同培訓項目的先後次序及培訓密度
 評估不同培訓組合計劃對公司營運及財政的影響
 對具有預測試和後測試的員工進行評估，以確定公司分配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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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企業營運及發展方針，訂立合適的培訓計劃
6.3

7. 評核指引

8. 備註

進行檢討
 來自受訓者的反饋，以收集有關個人培訓的評論
 定期收取關於培訓計劃的回饋及意見
 找出改善培訓計劃的需要
 比較和評估內部和外部培訓的利弊
 促進獎勵制度和承認不同水準的成就和貢獻
 提出有效建議，以加強在職訓練計劃的操作及發展
 編制報告或指南，以說明在職培訓計劃
 制定基於教學和學習的培訓結果和成果的目標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按個別公司或單位的要求、日常物流作業的特別技術要求和
人力需求，制定相應的員工在職訓練及發展計劃

(ii)

能夠定期收取關於培訓計劃的回饋，檢討在職訓練計劃

(iii)

能撰寫報告書或指引，闡釋在職訓練計劃

此能力單元參照物流業能力單元 LOCUOM504A 及 LOCUOM52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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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名稱

策劃項目管理運作

2. 編號

LOCUOM505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海運、空運及快遞業公司的相關單位。具此能力者，
按個別項目的需求，公司的實際情況等，制定項目管理運作計劃。

4. 級別

5

5. 學分

9(僅供參考)

6. 能力

表現要求
6.1

瞭解物流作業和項目管理的相關知識
 個別物流業項目的各個環節、所需的特別技術要求、專業資格或
牌照等
 個別項目的客戶要求
 個別項目的時間和成本安排
 公司是否有能力完成該項目
 專案管理過程中的關鍵績效指標度量和工具
 關鍵績效指標需求和測量的市場狀況
 公司及其客戶的關鍵績效指標的開發技能和理念，以提升價值
 項目管理的方法及技巧
 甘特圖、工作分解結構、關鍵步驟分析等
 項目規劃與控制
 項目評估與檢討技巧
 項目管理軟件的應用

6.2

制定項目管理運作計劃
 分析物流業項目的運作流程及工序
 分析個別物流業項目運作及時序要求
 分析項目的運作步驟及其資源投入
 按個別物流業項目的特別技術或專業要求和客戶指定的特別要
求，制定一個符合時間和成本效益的項目管理計劃，包括：
• 項目各個環節的完成時間
• 是否需要外判商或顧問
• 定期檢討項目的進度
• 定期與客戶跟進項目的進度，並檢討和確認階段性的
成果是否合符客戶的需求
 撰寫項目管理運作計劃報告書的內部和外部關鍵績效指標報
告書
 使用關鍵績效指標結果管理和提高專案的效率和有效性
 在專案週期內開發並應用新的關鍵績效指標以提高完工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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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成本
7.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按個別項目的特別技術或專業要求以及客戶的指定要求，制定
完善的項目管理計劃，確保項目能在規定時間和成本下妥善地
完成

(ii)

能撰寫項目管理運作計劃報告書

8.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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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名稱

策劃投標

2. 編號

LOCUOM506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海運、空運及快遞經營者。具此能力者，能按個別項目的
需求和物流服務供應市場的實際情況，策劃投標。

4. 級別

5

5. 學分

6(僅供參考)

6. 能力

7. 評核指引

表現要求
6.1

瞭解競投物流及貨運服務相關知識
 公司的各種資源、能力及優勢
 日常物流作業的各個環節
 各個招標項目的工作環節的特別技術要求，例如是否需要特定的專業
資格或牌照等
 與相關物流服務範疇相應的服務提供者市場的實際情況
 關鍵領域績效指標的規劃、設置和重要性

6.2

策劃投標
 詳細閱讀個別項目招標文件的具體要求，分析及瞭解項目的特定技術
要求和其他特定的服務需求
 根據項目的特定要求，分析及評估公司是否有能力獨自完成該項目
 評估招標項目所需投入的資源
 評估是否需要與其他服務供應商合作，進行投標，以提高中標的機會
 若需要與其他公司合作，分析需要合作的技術範疇，以及在市場上可
選擇的合作對象，然後根據合作對象的以往業績和合作的經驗等，選
擇合適的服務供應商，以提高中標的機會
 與合作投標的公司商討主要的合作範 疇、人力資源分配等安排
 訂立標書撰寫的策略
 為關鍵領域制定關鍵績效指標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按個別項目的需求，尤其各相關的特定技術要求，分析公司是否有能
力獨自完成該項目或需要與其他公司合作投標

(ii)

若需要與其他公司合作，分析並選擇合適的公司，商討及跟進合作的
具體安排，以提高中標的機會

8.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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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管理」職能範疇 能力單元
1. 名稱

制定招標策略

2. 編號

LOCUOM507B

3. 應用範圍

此 能力 單 元 適 用 於海 運 、空 運 及 快 遞 經營 者 。具 此 能 力 者 ，能 按 公司 和
項目的需求及服務供應商市場的實際情況，制定招標策略。

4. 級別

5

5. 學分

6(僅供參考)

6. 能力

表現要求
6.1

瞭解物流及貨運服務招標相關知識
 各個工作環節的特別技術要求，例如是否需要特定的行業標準、
專業資格或牌照等
 識招標程序及要求
 公司在不同服務領域的政策、設備和工具、才能和能力
 招標、承辦的概念及其利弊
 公司/單位在日常物流作業的各個環節、工序及所需資源
 在相關服務提供者市場的實際情況
 招標文件的設計及撰寫方法及技巧
 與招標有關的法例
 不同系統的使用，以盡量減少文書工作的錯誤和時間
 招標的渠道，如邀請、公開方式

6.2

制定招標策略
 分析個別項目的需求，以及公司在那一個項目的特定工作範疇需
要進行招標
 評估需招標項目的規模
 評估中標承辦商的數目、分工及工作範疇
 按公司/個別單位的要求、個別項目的特別技術要求和其他特別需
求，確定個別項目需要進行招標的範疇及工作內容
 訂立投標的評估因素，羅列具體的招標服務要求
 訂立評估投標者的準則如：服務費、以往業績、公司整體實力、
投標者與公司以往的合作關係等方面的綜合表現
 設計評估招標的工序和評審機制
 設計招標的溝通、匯報機制
 就需要進行招標的範疇，制定具體的招標策略，撰寫招標文件
 根據個別公司的整體政策，建立一套完善的招標策略，對標書的
各個範疇進行綜合評價，從而選取最合適的服務供應商
 撰寫報告，闡釋招標策略的制定
 確定每個運營層面及其合規性的關鍵績效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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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管理」職能範疇 能力單元
7.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按公司和 個別項 目 的需求，尤其各相 關 的特定技術要 求 ， 建 立
一套能反映投標者綜合表現和能力的招標和評審機制

(ii)

能根據招標 和評審 機 制，選擇合適的服 務 供應商，以妥 善 完 成 個
別的項目

(iii)

能夠建立關鍵績效指標來衡量結果和回報

(iv)

能撰寫報告，闡釋招標策略的制定

8.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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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管理」職能範疇 能力單元
1. 名稱

評審合約承辦商標書

2. 編號

LOCUOM508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海運、空運及快遞經營者。具此能力者，能夠專業地
評審合約承辦商標書，確保評審符合程序及甄選準則，及公司制定的政
策，選出最適合的承辦商。

4. 級別

5

5. 學分

6(僅供參考)

6. 能力

表現要求
6.1

瞭解評審合約承辦商相關知識
 行業之業務經營及市場概況
 承辦合約的範疇、條款及細節
 招標的每一項要求，如同類型項目的經驗、最佳價格、價格成
本、最有效的工作程序及最理想的結果
 物流及貨運市場環境和趨勢
 公司營運方針及發展策略
 擬定的招標條文，包括服務要求、風險索償保障條款、付款安排
及終止合約條款等
 每個潛在分包商的實力和弱點, 以及他們在短期、中期和長期的
方向
 公司的對外承辦服務政策及指引，包括投標程序、評審標書及甄
選準則
 廉政公署防貪及相關指引

6.2

評審合約承辦商標書
 按公司策略、評審及甄選準則，選擇符合公司利益的標書
 審核標書內提供的資料及內容
 接見或聯絡各準承辦商，以瞭解標書內容
 評估準承辦商過去之經驗、表現等，作為評選參考
 聽取準承辦商對標書的陳述
 要求準承辦商提供補充資料或證明
 按招標書內容、評選準則或計分方法，甄選標書
 分析承辦商報價及成本資料，比較同類型項目的經驗、最佳價
格、價格成本、最有效的工作程序及最理想的結果
 因應承辦商之報價，作出議價
 制定適當的關鍵績效指標和衡量工具，以反映每個承包商的績效
 撰寫報告，闡釋有關評審承辦商標書的決定
 教育每個級別的員工履行承包商績效評估的道德和法律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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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評估標準和承包商的合規性，並實施到各級員工
7.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按公司策略、評審及甄選準則，分析承辦商的報價及成本資
料，審核標書提供的資料及內容

(ii)

按招標書內容、評選準則或計分方法，甄選標書，並撰寫報
告，闡釋有關評審承辦商標書的機制

(iii)

建立內部和外部合規性的關鍵績效指標和衡量工具

8.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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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名稱

制定人力資源策略

2. 編號

LOCUOM509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海運、空運及快遞的經營者。具此能力者，能分別貨
運及物流業的情況，及按公司的營運及發展策略，制定合適及有效的人
力資源策略。

4. 級別

5

5. 學分

6(僅供參考)

6. 能力

表現要求
6.1

瞭解人力資源相關知識
 人力資源管理的概念及功能，包括：人力資源規劃、職務設計及
安排、招聘及甄選、培訓及發展、激勵及績效評估、福利、勞資
關係、法例及保險等
 公司的營運方針及策略
 公司的短、中及長期發展計劃及方向
 行業及整體社會的教育及人力發展政策
 行業對新技術及知識的要求
 貨運及物流行業的流程及作業特性，如編更制、超時工作、假期
工作等
 行業及整體社會的人力市場及特徵

6.2

制定人力資源策略
 分析公司的短、中及長期發展計劃及營運策略
 分析公司內人員流失的情況
 分析人力市場的供求狀況
 評估公司在人員流失、退休、停職、休假、進修等因素影響下的
人手需求
 預計公司在未來的擴張或收縮，評估所增加或縮減職位的類別及
數目
 評估未來人力市場的薪酬及福利趨勢
 評估公司的招聘方針
 評估公司的獎賞制度的效用
 評估公司培訓及發展需要
 評估公司工作文化及凝聚力
 按公司的營運方針及發展策略，建議有關措施配合發展
 撰寫報告，闡釋人力資源策略及執行相關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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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全面分析公司各影響人力資源策略的因素，制定配合營運方
針及發展方向的人力資源策略

(ii)

能撰寫報告，闡釋所制定的人力資源策略

8.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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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管理」職能範疇 能力單元
1. 名稱

制定物流機械設備管理系統

2. 編號

LOCUOM510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管有機械設備的物流公司。具此能力者，能為所服務
的物流公司，制定有效的物流機械設備管理系統。

4. 級別

5

5. 學分

9(僅供參考)

6. 能力

表現要求
6.1

瞭解物流機械設備管理相關知識
 物流機械設備的種類、功能
 公司的營運方針
 物流機械設備在物流運作上的重要性及使用程度
 物流機械設備管理的概念及角色
 物流機械設備管理的特點及元素，如機械設備壽命週期、投資回
報、技術發展等
 物流機械設備技術指標的種類及計算方法
 操作及管有物流機械設備的各級人員的職責
 操作物流機械設備的要求，如牌照、法例、職安健、環保或行業
標準等
 使用測量工具記錄未來增強計劃 (如甘特圖、控制圖)的歷史等
 資料的使用方式，導致公司未來規劃問題的根本原因

6.2

制定物流機械設備管理系統
 訂立管理物流機械設備的組織架構，如監督、培訓、匯報、運作
等
 訂立物流機械設備的技術管理系統，如檢修、保養、安全及事故
處理等
 訂立物流機械設備的經濟管理系統，如規劃、投資、審計等
 規劃由物流機械設備選購、操作至報廢的過程及有關事宜
 與機械設備供應商作定期溝通
 與各使用機械設備單位作定期溝通
 訂立有效的匯報及監管制度，持續監控物流機械設備的使用
 根據公司的要求和目標，制定每個物流機械設備的關鍵績效指標
標準
 建立關鍵績效指標報告，以確定問題的領域和根源
 與有關各方溝通採取預防措施
 建議公司進行短期、中期和長期的改進計劃
 訂立有效的檢驗制度，減少對日常運作的影響
 設立物流機械設備技術指標作為客觀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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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營運管理」職能範疇 能力單元
 撰寫報告，闡釋物流機械設備管理系統的建立及運作
7.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按公司的物流機械設備及公司的營運方針，訂立物流機械設
備管理系統，有效地利用機械設備

(ii)

能撰寫報告，向有關人士或機構闡釋物流機械設備管理系統的
功能及運作

8.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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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營運管理」職能範疇 能力單元
1. 名稱

擬定資產性設備的配置方案

2. 編號

LOCUOM511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海運、空運及快遞公司。具此能力者，能夠建議有效
的方案，擬定公司資產性設備的配置，達致最佳的成本效益及切合公司
的長遠發展。

4. 級別

5

5. 學分

9(僅供參考)

6. 能力

7. 評核指引

表現要求
6.1

瞭解資產性設備配置相關知識
 一般具有資產性質的物流或貨運設備
 獲取有關設備的方法及途徑，如購買、租用、分期付款
 懂得管理短期或長期債項，以達致設備投資管理的成本效益
 當前和市場在技術和需求方面的發展
 設備的投資管理概念
 計算有關設備的成本及回報方法
 內部回報率、回本期等數據的計算方法

6.2

擬定資產性設備的配置方案
 按公司營運方針及業務發展，評估公司短期及長期的資產性設備
配置的需要
 把資產性設備的配置需要列出，並建議配置的先後緩急
 列舉獲取有關設備的可行方法及途徑
 計算有關設備的成本及回報
 設計有關設備配置的不同方案
 選取合適的準則，作為評估不同配置方案之用
 從技術變化、客戶需求和計劃，客戶/設備/輸出產品的生命週期
等不同角度評估投資回報
 評估不同配置方案對公司財務安排的影響
 評估不同配置方案對公司、客戶及對手的短期及長遠的影響
 撰寫報告，闡釋擬定資產性設備的配置方案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運用資產性設備配置，分析及計算不同資產性設備的投資成
本及回報

(ii)

能設計設備配置的不同方案，並評估不同配置方案對公司營
運、財務安排、客戶及對手的短期及長遠影響

(iii)

能撰寫報告，闡釋擬定資產性設備的配置方案

8.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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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營運管理」職能範疇 能力單元
1. 名稱

制定與商業夥伴的議價策略

2. 編號

LOCUOM512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海運、空運及快遞公司。具此能力者，能因應特定的
市場情況及公司經營方針，制定與商業夥伴的議價策略。

4. 級別

5

5. 學分

6(僅供參考)

6. 能力

7. 評核指引

表現要求
6.1

瞭解與商業夥伴議價的相關知識
 公司對每個業務夥伴的政策和立場
 策略的概念及其運用
 商業夥伴的不同合作形式與類別
 與商業夥伴的長期與短期合作關係
 商業夥伴在物流及供應鏈的角色
 商業夥伴的市場競爭力及價格水平等
 議價的概念及技巧和供求理論
 合約談判的方法及技巧

6.2

制定與商業夥伴的議價策略
 按公司的營運政策及長期發展，與提供服務或貨源的商業夥伴訂
立商業協議，以穩定價格
 向商業夥伴分析收費或價格改變的原因或市場趨勢
 向商業夥伴解釋收費或價格的優惠，以保持良好合作關係
 評估商業夥伴的合作及協同效應，作為議價策略的參考因素
 評估市場上潛在商業夥伴的優勢，作為議價策略的參考因素
 按市場形勢及公司營運政策，設計商業夥伴議價策略的建議
 評估不同建議的利弊，選取較佳的議價策略
 撰寫報告闡釋商業夥伴議價策略的制定
 為與商業夥伴的議價策略關鍵績效指標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分析合作商業夥伴在物流或供應鏈的協同效應，評估與該商
業夥伴的合作關係，作為議價策略的參考因素

(ii)

能按市場形勢及公司營運政策，評估與商業夥伴議價策略的建
議，選取較佳的議價策略，並撰寫報告

(iii)

能夠建立關鍵績效指標和衡量工具，以確保服務和收費水平符
合合理的補償方案

8.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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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營運管理」職能範疇 能力單元
1. 名稱

制定車隊管理策略

2. 編號

LOCUOM513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擁有車隊的海運、空運及快遞公司。具此能力者，能為
轄下車隊制定有效的車隊管理策略。

4. 級別

5

5. 學分

9(僅供參考)

6. 能力

表現要求
6.1

瞭解車隊管理相關知識
 購置或租賃貨運車輛的方法及利弊
 車隊運作成本的構成及計算方法
 外判與自行提供車隊作貨運服務的利弊
 車隊在公司營運的角色及作用
 車隊的運作流程
 不同行業和產品的客戶需求
 公司現有客戶的服務模式，如交貨時間框架、期限、貨物性質等
 不同類型的關鍵績效指標，可説明反映車隊性能的測量和管理
 車輛折舊、棄置、更換、變賣等安排

6.2

制定車隊管理策略
 分析財務及固定資產投資的風險
 分析車隊的營運成本
 分析車隊的使用量及未來需要
 分析車隊的營運考慮，其中包括：
 人力資源管理
 科技：如環球定位系統、地理訊息系統
 路線設計及班次管理
 環保及能源效益
 市場形象
 評估車輛價值、折舊及資產值
 按實際情況，計劃售出、購入，出租、租入、棄置車輛的安
排
 計劃車輛配置的不同方案
 評估不同配置方案對公司財務安排的影響
 評估由外部承辦或自營的成本效益
 根據公司和客戶的要求建立關鍵績效指標要求
 撰寫報告闡釋車隊管理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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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營運管理」職能範疇 能力單元
 制定關鍵績效指標報告，以反映業績並找出關鍵的問題領域，以
便將來改進
 定期檢討關鍵績效指標以提高公司的競爭力和成本效益
7.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應用車隊管理的知識，分析及評估車隊對公司營運及發展的
角色，以制定車隊管理策略

(ii)

定期檢討關鍵績效指標以提高公司的競爭力和成本效益

8.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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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營運管理」職能範疇 能力單元
1. 名稱

制定危機管理策略

2. 編號

LOCUOM514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有關海運、空運及快遞的公司。具此能力者，能為公
司的長遠發展及其經營管理，制定有效的危機管理策略。

4. 級別

5

5. 學分

9(僅供參考)

6. 能力

7. 評核指引

表現要求
6.1

瞭解危機管理相關知識
 危機管理的概念
 不同性質的危機對物流行業及其運作的影響
 危機的類別及性質，如突發性、迫切性、威嚇性、公開性、長
期、短期等
 處理危機的基本原則
 貨運及物流行業及相關公司的特質
 不同性質的突發危機，如金融風暴、流感、戰爭、天災等對行業
及公司的影響
 企業的社會責任及在危機時的目標及價值

6.2

制定危機管理策略
 就企業的管理政策與目標，制定危機管理策略
 建立制度化的溝通機制，使不同崗位的員工都能瞭解公司對危機
的處理
 建立危機管理團隊，訂立危機出現時各人的責任
 調查及評估公司潛在及可能出現的危機
 評估危機出現的機會及影響程度
 為員工提供適合的培訓及指引，增強員工危機意識
 收集員工對危機管理的意見
 撰寫報告闡釋危機管理策略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制定合適的危機管理策略

(ii)

能建立機制及危機管理團隊，並為員工提供適合的培訓及指
引，使員工瞭解公司對危機的處理方案

8.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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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營運管理」職能範疇 能力單元
1. 名稱

制定客戶關係管理策略

2. 編號

LOCUOM515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海運、空運及快遞公司。具此能力者，能制定客戶關
係管理策略，以維持公司與客戶的良好關係。

4. 級別

5

5. 學分

6(僅供參考)

6. 能力

表現要求
6.1

瞭解客戶關係管理相關知識
 公司的服務及營運使命
 顧客關係管理對公司經營之重要性
 市場控制的概念及技巧
 顧客關係管理的具體應用
 顧客關係管理系統對公司發展方向的影響
 公司與各客戶的關係及特性
 市場的趨勢及客戶分類的狀況
 客戶對公司的價值及客戶流失的代價
 公司在市場上的角色，如市場領導者或市場挑戰者
 市場上不同的客戶服務管理系統及其利弊
 量度營銷績效的方法與技巧
 分析客戶關係與市場佔有率的關係
 顧客滲透率
 顧客忠誠度
 顧客選擇性
 價格選擇性

6.2

制定客戶關係管理策略
 為市場重新定位及選定目標客戶群
 界定主要客戶及潛在客戶
 建立客戶資料庫
 按照公司的營運及發展方向，制定客戶關係管理的策略
 針對客戶的需要，擬定不同的銷售及服務策略
 善用客戶關係策略，以改善經營
 制定提高客戶忠誠度的策略
 建立關鍵的業績指標和衡量工具，確保客戶關係管理策略的效率
和有效性
 定期檢討客戶關係策略，提議改善方案
 與各相關部門，探討分享在客戶關係管理上所遇到的問題和應變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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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管理」職能範疇 能力單元
 分析不同客戶戶口管理情況
 撰寫報告，闡釋客戶關係管理策略
 檢討內部和外部各方，以確保現有策略的適用性和能力

7.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分析市場情報、公司客戶關係及經營方針，制定有利公司及
客戶關係的管理策略

(ii)

能撰寫報告，闡釋客戶關係管理策略

(iii)

能夠建立關鍵的業績指標和衡量工具，確保客戶關係管理策略
的效率和有效性

8.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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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管理」職能範疇 能力單元
1. 名稱

制定突發事件的應變程序

2. 編號

LOCUOM516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海運、空運及快遞公司及其相關公司。具此能力者，
能夠為公司制定突發事件的應變方案，有效地減低公司、客戶及商業夥
伴的損失，並盡速恢復正常運作。

4. 級別

5

5. 學分

9(僅供參考)

6. 能力

表現要求
6.1

瞭解物流運作中影響服務效率的突發 事件
 有關貨運服務的營運方式、環節、工序及其可能發生的突發事件
 各商業夥伴及相關政府部門的要求及運作模式
 下列各突發事件對營運的影響：颱風、爆炸、火災、停電、機件
及電腦故障、罷工、禁運、地震等
 各類突發事件的正確應變程序
 突發事件影響貨運運作及產生的連鎖性問題
 危機處理的概念及技巧
 危機處理過程中需要的人力及資源、組織及指引或指示的形式
 突發事件對公司經營所帶來的短期、長期的影響
 突發事件出現時，有效溝通的重要性

6.2

制定突發事件的應變方案
 分析突發事件的類別、出現機會及其對公司及貨運營運的影
響
 分析突發事件的影響範圍及程度
 訂立突發事件的角色分工、管理結構及溝通方式
 把必要行動，如法例、監管機構要求及標準、職安健要求
等，羅列於突發事件指引中
 制定突發事件的應變方案，包括：
 防止或減少突發事件對服務及營運效率帶來的影響
 對各受影響的商業夥伴及營運部門，提供適時而準確
的訊息
 有效地減少突發事件所帶來的損失
 因應各情況，制定一系列可行之補救方案
 定時檢討及改善各應變方案
 收集及分析受影響部門及人士的意見
 撰寫突發事件應變方案
 按照需要，計劃和安排相關演習或訓練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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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管理」職能範疇 能力單元
 收集及分析執行應變方案後的效果或意見，檢討及改善各應
變方案
7.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夠分析突發事件的類別及其對公司及貨運營運的影響，制定
一系列妥善而具效益的突發事件應變方案

(ii)

能夠定時檢討突發事件的應變方案的成效及可行性

8.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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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營運管理」職能範疇 能力單元
1. 名稱

發布行業相關資訊及業務報告

2. 編號

LOCUOM517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海運、空運及快遞的經營者。具此能力者，能夠代表
公司，向公司內部及外界（包括政府部門、客戶、傳媒及商會等）發放
與行業相關資訊、業務報告和公司發展策略，並確保有關資訊正確有效
地發放。

4. 級別

5

5. 學分

3(僅供參考)

6. 能力

7. 評核指引

表現要求
6.1

瞭解行業相關資訊及業務報告
 物流行業的業務經營情況及市場概況
 物流市場之推廣及銷售技巧等
 業務報告的形式、內容及功能
 公司整體業務發展，公司策略、方針及目標
 基本公關技巧，如語言運用、選擇發布場合及渠道的要訣及回應
問題的技巧
 良好溝通技巧及態度
 最具市場資源、行業條件的來源知識
 從市場獲取的細節，從而更好地為公司做出決策

6.2

發布行業相關資訊及業務報告等資料
 分析公司在行業的地位
 分析需要發布資料的類別、特性
 分析發布資料的目的及預期效果
 分析聽眾背景，如是否熟悉行業運作、是否有利益關係等
 分析發放渠道的特性，如報紙、網頁，並選取合適的渠道及方式
 按目標聽眾、渠道、發布的消息等特點，釐定發放的重點、編
排、設計等
 撰寫行業相關資訊及業務報告的內容
 確保有關資訊正確有效地發放
 分析獲取市場訊息的最佳和有效方法
 建立分析工具來解釋市場信息，以幫助公司做出決策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ii)

能分析需要發 布資料 的類別、目的 及預期 效果，以撰寫 行業相 關
資訊及業務報告的內容
能選取有效的 渠道， 按照公司的政 策，有 效地發放行業 相關資 訊
及業務報告

8.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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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營運管理」職能範疇 能力單元
1. 名稱

制定標準作業程序

2. 編號

LOCUOM518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海運、空運及快遞經營者。具此能力者，能把公司日
常有關物流及貨運的活動及工序，以標準作業程序的形式顯 示，並以
此作為運作標準的依據。

4. 級別

5

5. 學分

6(僅供參考)

6. 能力

7. 評核指引

表現要求
6.1

瞭解標準作業程序相關知識
 標準作業程序的概念、功能及應用
 標準作業程序的方法及技巧
 公司物流作業與實際流程
 不同參與者在運作流程的權責及角色
 貨物處理、文件處理、資料
 處理及資金處理的範疇
 運營的質量合規性及其對公司和客戶的影響
 物流業常用的一般行業用語、縮寫及專有名詞，並懂得與物流業
有關的法律詞彙
 工序流程的分析方法
 根據公司和客戶的要求瞭解關鍵績效指標的設置標準

6.2

制定標準作業程序
 分析有關物流或貨運作業的程序及步驟
 分析有關處理物流或貨運作業所涉及的職位及職務
 有系統地把工作流程分類或分成不同階段
 利用工序流程分析，把物流或貨運工序所涉及的決策、步驟、文
件處理等流程，用文字及/或圖表方式展示
 編寫工作流程手冊予有關人員參考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8. 備註

能為分析有關物流及貨運的活動及工序，制定標準作業程序，
並以此作為運作標準的依據

此能力單元參照物流業能力單元 LOCUOM412A，資歷級別由 4 級修訂
為第 5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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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營運管理」職能範疇 能力單元
1. 名稱

管理資金及財務事宜

2. 編號

LOCUOM519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海運、空運及快遞營運者。具此能力者，掌握財務管
理知識，能夠分析各種財務報表的問題，並以理據為基礎，制定財務管
理方案，使機構在經濟上得到最大的效益。

4. 級別

5

5. 學分

6(僅供參考)

6. 能力

表現要求
6.1

瞭解財務管理相關知識
 貨運及物流運作的流程及工序
 貨運及物流業的資金及財務管理事宜
 財務管理的概念，其中包括：
• 財務管理的目標
• 融資市場的功能
 掌握財務報表分析的概念、工具及方法，其中包括：
• 資產負債表
• 損益表
• 流量表及比率分析
• 預測報表
• 財務規劃與預測
 資產預算的概念及方法，其中包括：
• 投資法則
• 淨現值法
• 還本期間法
• 內部報酬率法
• 獲利能力指數
 項目現金流量的計算，其中包括：
• 相關現金流量
• 增額現金流量
• 營運現金流量
 風險與回報的概念及分析，其中包括：
• 系統風險與非系統風險
• 辨識風險和預期報酬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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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營運管理」職能範疇 能力單元
6.2

7.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8. 備註

制定財務管理方案
 應用財務報表分析
 制定資本預算
 評估及計算項目現金流量
 預計項目風險與回報
 瞭解公司財務政策，並按政策進行財務策劃
• 控制營業循環過程及現金流量
• 掌握現金預算
 制定營運資金管理
• 控制現金收入、支出
• 訂定信貸政策及分析

能夠運用財務管理相關知識，分析各種財務報表的內容，並能
以理據為基礎，制定有效的財務管理方案。

此能力單元參照物流業能力單元 LOCUOM409A，資歷級別由 4 級修訂
為第 5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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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營運管理」職能範疇 能力單元
1. 名稱

制定航空貨運收益管理

2. 編號

LOAFOM501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提供不同種類服務產品的航空貨運公司，其中包括航
空公司及貨運代理。具此能力者，能制定航空貨運收益管理系統，並按
公司營運策略管理公司收益。

4. 級別

5

5. 學分

9(僅供參考)

6. 能力

7. 評核指引

表現要求
6.1

瞭解航空貨運收益相關知識
 航空貨運服務的特性及其時限
 航空貨運服務市場結構及其預期性
 預訂艙位不足及過量預訂艙位對公司成本效益的影響
 收益管理的概念
 收益的分析方法，如保本點分析、利潤目標分析
 有備用艙位、配額控制、業績分配、自由市場、即售市場等
收益概念

6.2

制定航空貨運收益管理系統
 利用概率、統計預測或對策的概念，分析航空貨運收益
 分析公司不同貨運服務的市場價格、收益關係、市場比例以
及對公司盈利的影響
 分析公司在不同經濟環境、市場競爭程度等的變動因素
 分析市場、客戶、同行貨盤的情況及預測
 根據不同市場需求的假設，預計可能出現的情況
 利用概率計算不同情況的收益及盈利變化
 分析航空貨運收益管理系統的利弊，並建議合適的決策指引
 按照公司的營運及發展方向，制定航空貨運收益管理系統
 撰寫報告，闡釋決策指引的應用及其對收益管理的重要性
 定期收取回饋意見，改善收益管理系統及決策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分析影響航空貨運收益的因素，按照公司的營運及發展方
向，制定航空貨運收益管理系統

(ii)

能定期收取回饋意見，改善收益管理系統及決策指引

8.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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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營運管理」職能範疇 能力單元
1. 名稱

決定貨物空運路線及班期

2. 編號

LOAFOM502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貨運代理或托運人。具此能力者，能夠依照公司營運
策略及航空業貨運標準的程序和要求，選擇最具效力的空運路線及班次
作付運。

4. 級別

5

5. 學分

9(僅供參考)

6. 能力

表現要求
6.1

瞭解航空貨物處理相關知識
 貨物的特性，其中包括：
• 分類散件或併裝
• 危險品、特殊貨品或一般貨物
• 時間限制
• 航空貨物通關要求
 航空公司/承運商所提供的服務，其中包括：
• 航機型號及特點
• 航班密度及航程時間
• 中轉形式、地點及所需時間
 處理航空貨物的其他因素，例如：
• 航站的效率
• 海關的要求
• 時間限制
• 倉儲要求
• 其他國家工作時間及假期等限制
 計算時區的時間差異
 不同航線的特性，如航機限制、時間或季節性情況
 多站航班、直航、中轉、過境等概念
 航空業貨運標準及相關法例及要求

6.2

分析及決定採用的航線與班期
 根據貨物航線之出發地、目的地，加以分類
 分析出發地、目的地或中轉站，對貨物的限制及付運條件
 分析航線的特性，避免迂迴等不必要的運作
 分析公司與不同承運商的艙位合約、同業艙位及使用現價
市場安排的利弊
 客戶對特定航線與班期的要求
 計算不同組合的時間、成本及風險
 按公司營運方針及監管機構要求，選擇最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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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管理」職能範疇 能力單元
7.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依照公司營運策略、航空業貨運標準及法例要求，選擇合適
的路線及班期，在符合客戶要求下，有效地完成該項貨物的運
輸

(ii)

能選擇符合付運、存放、起卸及處理要求的路線及班期

8.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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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營運管理」職能範疇 能力單元
1. 名稱

預測未來貨量及處理貨物能力

2. 編號

LOAFOM503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航空公司、貨運代理、空運貨站。具此能力者，能在
規劃未來發展及改善管理或運作時，預測未來貨運處理量及處理貨物能
力。

4. 級別

5

5. 學分

9(僅供參考)

6. 能力

7. 評核指引

表現要求
6.1

瞭解空運處理相關知識
 過往公司空運處理量的數據
 現時公司資源所能應付的處理量
 影響空運貨物處理量的因素
 處理數據的統計方法
 預測方法及科學分析

6.2

預測未來貨量及處理貨物能力
 由不同的渠道收集空運處理量的資料
 有系統地把資料及情報儲存
 分析資料及情報的可靠性及功用
 分析公司資源及其可能承擔量
 利用合理方法，如增長率、回歸分析等統計方法，作出預測
 使用電腦及統計軟件輔助分析
 分析未來吞吐量，在運作及資源調配方面對不同部門及環節
的影響
 分析風險程度及不同情況下的應對方案
 撰寫報告，分析有關預測
 與公司內不同部門，解釋預算及進行溝通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根據分析過往公司空運處理量的數據，為公司預測未來的貨
運處理量及預計對不同部門及環節在運作及資源調配方面的影
響

(ii)

能分析影響貨運量預測的因素，提供貨運量預測時要合理及顧
及風險

(iii)

能撰寫影響貨運量預測的分析報告

8. 備註

5-91

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營運管理」職能範疇 能力單元
1. 名稱

制定航班艙位管理標準

2. 編號

LOAFOM504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提供不同種類服務產品的航空貨運公司，其中包括航
空公司及貨運代理等公司。具此能力者，能制定艙位管理系統標準，並
按公司營運策略管理獲取最佳效益。

4. 級別

5

5. 學分

9(僅供參考)

6. 能力

7. 評核指引

表現要求
6.1

瞭解航班艙位管理相關知識
 航班艙位管理的概念及其目的
 航班艙位管理的方法及技巧
 航班運載能力的計算方法
 貨運成本效益的分析方法
 航空貨運收益管理概念
 公司的航空貨運艙位銷售、噸位控制、貨物收運的運作及相
互關係
 航班超載與空載對公司的影響

6.2

制定航班艙位管理標準
 制定航班艙位管理的方法，如完全監控、配額控制及調撥、
自由出售或隨售隨報機制
 編製各航點的配額數目，艙位增加或減少的申請或通報流程
 制定控制各航點的貨量指引
 制定公司內部艙位需求溝通制度、調控機制、應變系統
 獲取航班運載能力的計算數據
 協調航機艙位分配，充分利用航班運載能力，提高載運率
 撰寫報告及指引，解釋艙位管理制度、流程、標準及運作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按照公司營運策略，制定航班艙位管理系統，使航班艙位得
以有效地運用，避免超運或空載

(ii)

能闡釋航班艙位管理系統的運作及其標準，使參與者明白航班
艙位管理運作

8. 備註

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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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管理」職能範疇 能力單元
1. 名稱

制定快遞標準合約條款

2. 編號

LOAFOM505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快遞公司。在處理一般非特定合約客戶的付運時，把
適用於一般速遞運作所附帶的法律責任，以文件形式顯示。具此能力
者，有系統地分析快遞運作的環節，以 制定快遞標準合約條款。

4. 級別

5

5. 學分

6(僅供參考)

6. 能力

7. 評核指引

表現要求
6.1

瞭解快遞標準合約條款相關知識
 標準合約條款的概念及用途
 標準合約條款的內容及元素
 成文法律、普通法、國際條約
 合約條款中各參與者的責任
 合約條款所適用的範圍
 一般快遞運作的流程

6.2

制定快遞標準合約條款
 參考其他有關標準合約條款的模式
 參考行業一般運作、行業慣例、商會條款、監管機構訂立的
條件與標準
 分析一般快遞運作的流程及客戶在各環節的責任及義務
 訂立條款的所需部分，其中包括：定義、適用範疇、文件及
通關、收費、付運條件及付運過程、接收貨物、承運責任、
索償、法律、豁免等
 撰寫條款內文
 摘取重要條文，要求客戶留意
 尋求律師、法律顧問及有關專業人士的意見
 以案例說明向公司有關員工闡釋合約條款內容及目 的
 根據公司機制，向公司內部及外界發放有關合約條款的內容
 通過適當的培訓和標準作業程序保持最新的貿易規則和法
規，以反映變化並確保合規性
 收集內部和外部聲音的反饋，並向有關協會和政府部門提供
建議和關注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有系統地分析快遞運作的各個環節及參與者的責任

5-93

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營運管理」職能範疇 能力單元
(ii)
(iii)
8. 備註

能制定快遞運作使用的標準合約條款
能定期獲取最新的貿易規則和法規，以確保合規性

此能力單元參照物流業能力單 元 LOAFOM402A，資歷級別由第 4 級修
訂為 5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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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營運管理」職能範疇 能力單元
1. 名稱

制定包機策略

2. 編號

LOAFOM506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空運貨運代理、物流公司。具此能力者，能在提供貨
運服務時，向航空公司租賃包機服務，並能評估是否使用包機服務，及
制定公司租賃包機服務的政策。

4. 級別

5

5. 學分

6(僅供參考)

6. 能力

7. 評核指引

表現要求
6.1

瞭解航空貨運包機運作相關知識
 航空貨物包機的概念、原因、營運方式及種類
 包機運輸貨物的優點及缺點
 包機運輸的種類及訂立合約過程
 包機運輸的責任及使用條件
 包機運輸所涉及的法律責任及保險安排
 包機運輸所涉降落點限制及入境安排
 各航空公司的包機供應、價格、機型、載運條件及調配能力

6.2

制定貨運包機策略
 分析包機運輸的成本效益
 分析包機運輸是否切合客戶或貨物的需要
 分析整包機與部分包機的適用性
 分析公司與其他機構共用包機的利弊及包機噸位或艙位是否
充分地被利用，如回程空載
 按貨運需要及營運策略，制定年度包機或個別包機安排
 評估及選用提供包機服務的公司，以配合客戶的要求
 評估包機公司的服務質素，對公司服務質素及風險的影響
 按貨運需要及營運策略，評估使用包機的需要及分配使用航
班與包機的比重
 與承租商商議起止點和中途停靠的機場
 制定策略指引，以輔助有關使用包機的決策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全面分析評包機運輸是否切合客戶或貨物的需要、成本效益
及使用包機對公司的利弊

(ii)

能制定有效的貨運包機策略，利用包機形式付運，增加效益

8. 備註

5-95

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營運管理」職能範疇 能力單元
1. 名稱

制定空運費用策略及水平

2. 編號

LOAFOM507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航空貨運代理、物流公司。具此能力者，能為公司訂
立合理的空運費用水平，並制定空運費用策略及水平，使公司達致最佳
收益。

4. 級別

5

5. 學分

9(僅供參考)

6. 能力

7. 評核指引

表現要求
6.1

瞭解空運費用相關知識
 空運費用的概念、收費的機構及其服務的功能
 行業、商會、服務提供者的收費有否施行公布價格制度
 競爭環境和特許飛行發展
 電子商務、快遞等替代產品對貨運策略的影響
 預付、到付或全費支付的概念
 各項有關收費的準則及計算方法
 提供空運收費服務的機構或公司，如：其市場結構及競爭情
況
 獲取最新收費方式和交易條款的渠道

6.2

制定空運費用策略及水平
 收集各提供空運貨運服務公司的收費資料
 分析各項有關收費分類，如必要收費及非必要收費、進出
口、大量與小量、懲罰性收費等
 評估與服務提供者商議價格水平
 比較不同服務提供者的價格
 根據公司的營運政策，制定空運費用策略及水平
 評估轉嫁貨運服務收費予客戶的情況
 評估及決定貨運服務收費是否納入運費或另收費用
 評估及決定是否免除某些貨運服務收費的，以增加競爭力
 撰寫報告予決策層，分析空運費用策略及水平的釐訂
 分析替代產品定價並向公司提出建議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ii)
(iii)

能分析及評估市場上所提供服務的收費內容、收費水平、收費
準則及計算方法
能按公司營運策略， 制定具競爭力的收費策略及水平
能撰寫報告予決策層，分析空運費用策略及水平的釐訂

8.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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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營運管理」職能範疇 能力單元
1. 名稱

制定空運流程管理標準

2. 編號

LOAFOM508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航空公司及貨運代理。具此能力者，能制定空運流程
管理標準，並符合航空業貨運標準及有關法例的要求。

4. 級別

5

5. 學分

9(僅供參考)

6. 能力

表現要求
6.1 瞭解航空貨運流程管理相關知識
 航空業貨運標準
 有關國家法例的條件及限制
 航空貨運的流程及各環節的表現
 設立標準的使用限制
 公司的作業流程
 標準訂立的原則及功能
 行業和不同市場/產品的關鍵績效指標要求
 評估標準的方法及技巧
6.2 制定航空貨運流程管理標準
 分析公司營運方式、操作環節及個別工序
 評估公司的營運方式、操作環節及個別工序能否達致航空業貨
運標準、有關國家法例的標準
 按公司營運策略及目標，分析改善工序、操作及管理系統，並
評估是否需要設立更高標準
 配合公司營運策略，制定航空貨運流程管理標準，在重點環節
或工序建議設立較高標準
 評估達致標準的可能性及其成本效益
 撰寫報告，向決策層及基層員工，解釋有關流程管理標準的內
容
 制定關鍵績效指標及其計量以反映公司業績
 使用關鍵績效指標結果來管理和增強公司的績效

7.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按照公司的營運方針，制定空運流程管理標準，並能符合航空業
貨運標準及有關法例的要求

(ii) 能制定關鍵績效指標及其計量以反映公司業績
8.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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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營運管理」職能範疇 能力單元
1. 名稱

制定航空貨運營運策略

2. 編號

LOAFOM509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有關航空貨運及快遞公司。具此能力者 ，能為公司制
定航空貨運營運策略，以達致公司的營運目標。

4. 級別

5

5. 學分

9(僅供參考)

6. 能力

7. 評核指引

表現要求
6.1

瞭解航空貨運營運策略的知識
 公司願景、短期、中期及長期目標
 航空貨運營運工作及範疇
 公司日常運作、工序環節
 如何運用關鍵績效指標和計量管理工具，以提高空運業績
 航空業貨運標準
 行業競爭對手的營運策略
 成本與財務分析
 如何運用流程分析工具，如統籌學

6.2

制定航空貨運營運策略
 分析公司的競爭優勢、弱點、機遇及威脅
 分析公司現時的營運模式、效率及服務水平，以制定航空 貨
運營運策略
 找出有需要改善的環節及工序
 按公司發展策略，針對性地提出改善營運的方向及方法
 建立針對公司發展目標的評估條件及原則
 按評估條件及原則，建議改善營運的方向及方法
 評估不同營運策略的成本與財務壓力
 運用對策論等工具，分析不同營運策略的預期後果，選取較
佳營運策略
 撰寫報告，闡釋營運策略的制定
 評估公司需要投放於營運管理的資源
 編寫運作指引予不同部門使用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ii)

能分析公司現時的營運模式及競爭優勢，為公司制定航空貨運
營運策略，以達致公 司的營運目標
能建立針對公司發展目標的評估條件及原則，以改善營運的方
向及方法

8.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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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營運管理」職能範疇 能力單元
1. 名稱

制定空運標準合約條款

2. 編號

LOAFOM510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有關航空貨運公司。在處理一般非特定合約客戶的付
運時，把適用於一般航空貨運運作所附帶的法律責任，以文件形式顯
示。具此能力者，能有系統地分析航空貨運運作的環節， 制定空運標準
合約條款。

4. 級別

5

5. 學分

6(僅供參考)

6. 能力

7. 評核指引

表現要求
6.1

瞭解航空貨運標準合約條款相關知識
 標準合約條款的概念及用途
 一般航空貨運運作的流程
 成文法律、普通法、國際條約
 有關的基本法律用語及詞彙與有關專業人士溝通
 標準合約條款的內容及元素
 合約條款中各參與者的責任
 合約條款所適用的範圍

6.2

制定航空貨運標準合約條款
 參考其他有關標準合約條款的模式
 參考行業一般運作、行業慣例、商會條款、監管機構訂立條件
與標準
 分析一般航空貨運運作的流程及客戶在各環節的責任及義務
 制定航空貨運標準合約條款的所需部分，其中包括：定義、適
用範疇、文件、收費、付運條件、付運過程、接收貨物、承運
責任、索償、法律、豁免等
 撰寫條款內文
 摘取重要條文，要求客戶留意
 尋求律師、法律顧問及有關專業人士的意見
 向公司有關員工闡釋合約條款內容及目的
 根據公司機制，向公司內部及外界發放有關合約條款的內容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有系統地分析航空貨運運作的各個環節及參與者的責任

(ii)

能制定航空貨運的標準合約條款，並向專業人士查詢意見

8.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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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營運管理」職能範疇 能力單元
1. 名稱

制定快遞貨物定價策略及標準

2. 編號

LOAFOM511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快遞公司、貨運代理和物流公司。從業員應能夠為公
司制定遞貨物定價策略及標準 ，以達致公司的營運目標。

4. 級別

5

5. 學分

9(僅供參考)

6. 能力

7. 評估指引

表現要求
6.1

瞭解快遞收費的相關知識
 快遞收費的概念、收費機構及其服務
 不同部門之間的快遞費用，關稅/稅款
 並應用預付款、交貨付款和實際上全額款項
 每個項目的收費標準及其計算
 提供快遞收費服務的組織或公司，例如其市場結構和競爭狀
態
 獲取最新收費方式的渠道、不同收費水平和收費標準

6.2

制定快遞收費策略和標準
 分析客戶的付款方式和特性
 對收費項目進行分類，如強制收費、 非強制收費、進/出 口 收
費、大小容量收費、裝運頻率、關稅 /稅收等。
 談判和比較服務供應商的收費水準, 以達到公司的最佳利潤和
競爭力
 評估並判定怎樣包含/豁免或更改速遞費用以提高競爭力
 編制報告來分析快遞收費策略的公式和決策層面的水平
 運 用 工 具 來 分 析 和 提 高 整 個 運 營 流 程 的 生 產 力 並 建 立 /更 新
KPI 以反映市場需求及從不同的視角來增強競爭力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
(i)

能夠根據公司的運營策略，制定出具有競爭力的快遞計費策略
和標準

(ii)

能夠編制報告以分析快遞計費策略的制定和管理標準

8.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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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營運管理」職能範疇 能力單元
1. 名稱

制定快遞貨物的工作流程和管理標準

2. 編號

LOAFOM512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快遞公司、貨運代理和物流服務提供者。從業員應能
夠制定快遞貨物交易的工作流程和管理標準，以滿足客戶的要求，並根
據相關的法規規定。

4. 級別

5

5. 學分

9(僅供參考)

6. 能力

7. 評估指引

表現要求
6.1

瞭解快遞工作流程管理相關知識
 相關協會和政府部門所要求的相關立法機構規則和標準
 快遞和速遞業務在本地和環球的法律條件、限制和公司義務
 使用評估和制定新標準的工具、方法和技術
 快遞和速遞服務行業的業務流程、過程標準和業績要求的訣
竅
 制定快遞和速遞貨物交易的原則標準和職責的訣竅

6.2

制定快遞工作流程管理標準
 分析和評估公司的快遞公司的運作模式、工作流程和程序，
以確保符合相關立法機構規則和標準
 根據公司的營運政策，制定快遞工作流程管理標準，通過持
續改進理念對主要流程或程序提高標準以增加運營效用和效
率
 決策層根據公司的政策和計劃來建立關鍵績效指標和報告來
衡量工作流程管理標準
 設計和應用關鍵績效指標工具以衡量和改善操作表現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夠根據公司的營運政策及相關法規，制定快遞工作流程管理

(ii)

能夠建立關鍵績效指標和報告以衡量工作流程管理標準

8.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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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營運管理」職能範疇 能力單元
1. 名稱

制定快遞貨物的營運策略

2. 編號

LOAFOM513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快遞公司、貨運代理及物流服務經營者。 從業員應能
夠制定策略，以達到公司的計劃和目標。

4. 級別

5

5. 學分

5(僅供參考)

6. 能力

7. 評估指引

表現要求
6.1

瞭解快遞知識
 公司的使命、願景以及短期、中期和長期目標
 公司的策略，包括例行、標準和工作流程
 管理流程分析工具和其他改進工具，並將其應用於識別公司
改進的需求
 競爭對手的行業標準和策略
 公司的標準、工作和範圍
 管理成本和財務分析的知識
 如何設置和應用關鍵績效指標以實現持續運營改進，從而提
高效用和效率

6.2

制定快遞貨物運營策略
 利用強弱危機分析、大環境分析等技術工具對公司進行分析
 評估公司目前的運作模式的效用和效率以及標準
 鑒定公司的需求和領域，以開發持續的流程和程序改進
 制訂公司策略，介紹提高運營的方法和方式
 根據公司的目標制定評估原則和標準
 制定費用和財務方向的評估標準
 應用六西格碼等技術工具衡量不同操作策略的結果
 建立關鍵績效指標和報告，以反映公司的業績達到管理標準
 創建一些解決方案和選項讓公司選擇最佳運營策略
 建立快遞和速遞操作的流程管理標準
 根據公司預算計算運營管理所需的資源
 制定公司不同部門的操作指南 、標準和程序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
(i)

能根據公司計劃及目標，制定快遞運營策略

(ii)

能夠運用強弱危機分析、大環境分析及評估公司目前的運作模
式，制定合適的快遞貨物操作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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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能夠根據公司策略制定公司的指導方針、標準、程序和操作輸
出的測量

(iv)

能夠建立關鍵績效指標和報告，以確定和衡量達到公司目標的
機會

8.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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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管理」職能範疇 能力單元
1. 名稱

制定地區性的快遞營運策略

2. 編號

LOAFOM514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快遞公司及提供其有關快遞服務的物流供應商。具此能力
者，能夠全面地分析不同地區的特點，針對性地規劃地區性的快遞營運策略。

4. 級別

5

5. 學分

9(僅供參考)

6. 能力

表現要求
6.1

瞭解地區性快遞營運相關知識
 快遞營運策略的概念
 地區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發展與快遞關係
 地區內政府在快遞經營上的限制，如牌照、費用、環保等
 地區性的快遞服務特性及快遞貨物處理需要
 地區政府有關快遞、物流、基建、投資等政策
 地區的貨源、種類及價值
 地區的營商環境、對加入市場的限制
 地區的交通運輸、碼頭倉儲、覆蓋網絡、資訊基建、人才培
訓的情況和不同地區的相互影響
 區域內宏觀環境變化、客戶發展趨勢和競爭對手方向
 地區的快遞服務點、倉儲地點、生產或銷售點的位置、連接
路線及方法等資料
 地區的快遞競爭者所提供的服務及市場佔有率
 從不同方面瞭解鄰近地區快遞市場發展的影響
 公司在地區的合作夥伴、代理、營辦商的連繫及其在快遞營
運的能力及動向
 地區的時間、空間、成本計算
 如何應用統計學及運籌分析等分析工具

6.2

制定地區性的快遞營運策略
 搜集內部、外部經營環境因素的數據及資料
 分析及評估公司在快遞發展中的優點、缺點、機會及威脅
 分析及評估公司短、中及長期的發展方向
 考慮不同快遞營運策略方向
 分析及評估不同快遞營運策略的優勢及資源使用情況
 按公司及市場具體情況，制定適合公司發展的快遞營運管理
方針
 評估現時提供的服務是否切合快遞營運管理方針
 撰寫報告書，闡釋地區性快遞營運策略建立快遞和速遞操作
的流程管理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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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評估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
(i)

能全面分析影響制定地區性快遞營運策略的因素，及公司經營
方針，建議合適地區性的的快遞營運策略

(ii)

能撰寫報告書，闡釋地區性快遞營運策略

8.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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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管理」職能範疇 能力單元
1. 名稱

制定快遞費用策略及水平

2. 編號

LOAFOM515B

3. 應用範圍

此單元適用於快遞公司及提供相關服務的貨運代理和物流公司。具此能
力者，能夠分析快遞市場上的不同費用策略及水平，根據公司的快遞運
營策略制定相關準則，使公司獲得最佳利潤。

4. 級別

5

5. 學分

9(僅供參考)

6. 能力

表現要求
6.1

瞭解快遞費用的相關知識
 快遞費用的概念、收費的機構及其服務的功能
 預付、到付或全費支付
 各項有關收費的準則及計算方法
 提供快遞收費服務的機構或公司，如其市場結構及競爭情
況
 市場不同公司的快遞費用策略，包括各類型、量度 及 關 稅/
稅款等等，各項目的費用標準及其計算
 快遞在市場上的收費概念、收費機構及其服務及業界制定
之收費原則或規條
 並應用預付款、交貨付款和實際上全額款項
 獲取最快遞新收費方式的渠道、不同收費水平和收費標準
及市場動態
 公司及快遞市場上各項費用的成本及如何管理、制訂
 市場結構及其發展變化對定價的影響
 獲取最新收費方式和交易條款 的渠道

6.2

制定快遞費用策略及水平
 制定不同形式和特性的付款方式
 統一費用項目及進行分類，如強制收費、非強制收費、進 /
出口收費、大小容量收費、裝運頻率、關稅/稅收等
 評估和比較服務供應商的收費水準，以達到公司的最佳利
潤和競爭力
 評估並判定怎樣包含/豁免或更改快遞費用以提高競爭力
 編制報告來分析快遞費用策略的公式和決策層面的水平
 運用工具來分析和提高整個運營流程的生產力 ，並 建 立/更
新關鍵績效指標以反映市場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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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
(i)

能夠分析快遞費用內名項目、標準和能加以所提供服務的標準
及其計算對比

(ii)

能夠根據公司的快遞運營策略，制定出具有競爭力的快遞費用
策略和水平

(iii)

能夠編制報告以分析快遞費用策略的制定和管理標準

8.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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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管理」職能範疇 能力單元
1. 名稱

制定區域性的快遞營運策略

2. 編號

LOAFOM516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以快遞為主及其相關服務公司。具此能力者，能夠全
面地分析業內不同區域的特點、市場轉變及公司內、根據公司的目標去
制定區域性的快遞營運策略。

4. 級別

5

5. 學分

9(僅供參考)

6. 能力

表現要求
6.1

瞭解區域性快遞營運相關知識
 快遞在主要區域的經濟發展及貨物流通模式、地緣政治與社
會文化及其生產、貿易、貨源的種類及價值
 主要市場服務特性及發展變化趨勢
 快遞公司在區域上的營運策略概念和企業策略
 主要區域內政府有關物流、基建、投資等政策
 各國之間的快遞和其他相關協定和發展，如課稅、快遞清
關、公司投資準入等相關措施
 地區快遞市場結構、入場門檻、競爭對手、替代品、新進入
者和上游/下游關係以及發展趨勢
 區域內各政府在快遞營運經營及發展上的限制，如牌照、費
用、環保等
 區域內客戶的發展方向，並在營運策略上予以配合
 不同區域的分賬安排及其市場結構及其發展變化對定價的影
響
 交易中的財務問題，包括信貸設施的利率、人力、行政成本
等
 區域內有關快遞營運渠道，如主要機場、關口、中轉站的物
流服務點、倉儲地點、生產或銷售點的位置、人口分佈、連
接路線及方法等資料
 區域的競爭者所提供的快遞服務及市場佔有率
 辨識當地立法，工會和影響公司快遞戰略計劃的其他，包括
因素時間、空間、成本計算、統計學及運籌分析等分析工 具
 區域的快遞基本網絡、資訊基建、人才培訓的情況

6.2

制定區域性的快遞營運策略
 收集及分析內、外部經營環境因素的數據及資料
 分析及評估公司在區域性的快遞現有營運中的優點、缺點、
機會及威脅
 分析及評估公司在區域性的快遞現有營運中的短、中及長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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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評核指引

的發展方向
分析多方面收集的資料數據作為建議不同快遞營運策略方向
分析及評估不同區域性的快遞營運策略的優勢及資源使用情
況，建議新快遞服務或改良現有服務，以切合營運管理方針
按公司及市場具體情況，制定適合公司發展的 快遞營運管理
方針
若公司有環球或地域性的快遞營運策略，在環球或區域性快
遞營運策略上應予以配合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夠全面分析影響制定區域性的快遞營運策略的影響因素

(ii)

能分析多方面的資料及數據，制定出合適的區域性的快遞營運
策略，以配合公司經營方針

8.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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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管理」職能範疇 能力單元
1. 名稱

制定融資策略

2. 編號

LOCUOM602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各貨運及物流公司。具此能力者，能進行財務及融資
成本效益分析，以加強公司資金的運用效率。

4. 級別

6

5. 學分

9(僅供參考)

6. 能力

7. 評核指引

表現要求
6.1

瞭解融資相關知識
 融資概念與資金的時間價值和成本
 資金成本概念及主要的計算方法
 投資者投入資金及借貸的分別
 籌集資金的渠道及方式，如融資租賃
 資金籌措的原則及物流貨運業的集資情況
 銀行或融資顧問對物流業的看法

6.2

制定融資策略
 評估公司的信用狀況
 評估公司收入或盈利的情況及穩定性
 預計公司的融資需要及動用時間
 分析短期與長期融資的安排及比例
 收集及分析不同融資方法及安排
 制定不同融資方案選擇，如不同籌資方式的比例
 分析不同融資方案利弊
 評估不同融資方案的風險及靈活性
 撰寫報告闡釋建議的融資方案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應用融資相關知識，客觀地分析與物流及貨運有關的財務或
融資問題

(ii)

能分析及評估融資方案的利弊和風險，制定合適的融資方案

(iii)

能撰寫報告，闡釋融資方案的制定

8.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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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管理」職能範疇 能力單元
1. 名稱

制定航空貨運聯盟策略

2. 編號

LOAFOM601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航空及快遞公司。具此能力者，能全面分析影響航空
貨運聯盟策略的各種因素，制定合適的航空貨運聯盟策略。

4. 級別

6

5. 學分

9(僅供參考)

6. 能力

表現要求
6.1

瞭解航空貨運聯盟相關知識
 航空貨運聯盟的概念及運作
 協同效應
 航空貨運聯盟對參與公司的利弊
 共享市場技術、人力和資源等方面的模式
 航空貨運聯盟策略的個案研究
 航空貨運聯盟產生的有效物流方案及增值服務
 使用不同的關鍵性能指標和度量工具，以提高策略的效率和
有效性
 世界航空貨運聯盟的現況及發展
 對策論、運籌分析、財務分析的方法及技巧

6.2

制定航空貨運聯盟策略
 探究組織或加入航空貨運聯盟的可能性及條件
 分析加盟者與公司的強處及弱點
 分析加盟者的規模及各類資源
 分析聯盟帶來的規模經濟或規模不經濟因素
 分析聯盟帶來的威脅與機遇
 評估協同效應的因素及找出可能發揮作用的營運範疇
 利用對策論方法分析加盟者的數目及不同組合的影響
 分析聯盟在市場競爭及佔有率上升及壟斷覆蓋面擴大的可能
 分析聯盟對價格、安全、企業財務及資源安排、準時及服務
質素的影響
 評估是否組織或加入聯盟，如何合作、選取的形式等
 訂定公司組織或加入聯盟的目的、加盟方式等
 處理及平衡各聯盟參與者及持份者的利益問題
 撰寫報告，闡釋航空貨運聯盟策略
 建立關鍵績效指標，以衡量預算/預設結果和糾正行 動 計 劃的
策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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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管理」職能範疇 能力單元
7.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ii)

能全面分析組織或加入聯盟的可行性，並能制定公司組織或加
入聯盟的策略
能夠制定關鍵績效指標，以衡量和加強實現目標結果的戰略

8.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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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管理」職能範疇 能力單元
1. 名稱

規劃空運及快遞網絡

2. 編號

LOAFOM602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 於有 關空運及快遞的 公司 。具此能力者， 在發 展運輸網絡
時，能規劃合適的空運及快遞網絡，以配合公司的營運及市場拓展策略。

4. 級別

6

5. 學分

9(僅供參考)

6. 能力

7. 評核指引

表現要求
6.1

瞭解空運及快遞網絡相關知識
 軸輻、網絡概念以及樞紐的功能及特點
 連結點與覆蓋面的關係
 運籌學方法作網絡分析
 區域的時空覆蓋關係
 不同類別及形式的航線設計概念，如代碼共享航班、轉運、接
駁
 直航、轉運、接駁等特性
 擴大服務覆蓋面的方式，如拓展市場、開設分行、與地方夥伴
合作、聯盟或代理形式
 航線佈局的意義及原則
 以業務流程的效率和有效性去制定改進計 劃
 掌握環球網絡和系統的不繼變化，以滿足市場需求

6.2

規劃空運及快遞網
 評估建立代理、支部、合作夥伴，以加強網絡覆蓋的可能性
 分析各方案的成本、所需時間及時限、通關及過境安排、倉儲
及貨站服務及設備
 利用成本效益分析、評估各方案的可行性
 分析貨源、客戶的資料，評估航線網絡是否能開拓新市場、加
強服務效率及成本效益
 分析不同拓展網絡方案的成本效益
 審查並收集最新的競爭環境和發展，並為公司提供建議的解決
方案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ii)
(iii)

能為公司規劃空運及快遞網絡，並按公司經營方針，建議具成本效
益的空運及快遞網絡方案
能評估不同的空運及快遞網絡方案
能撰寫報告，闡釋空運及快遞網絡的規劃

8.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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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營運管理」職能範疇 能力單元
1. 名稱

制定環球性營運策略

2. 編號

LOCUOM701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 有關海運、空運及快遞及其相 關經營者 。從業員應 能 全
面地分析各因素，制定環球性營運策略。

4. 級別

7

5. 學分

9(僅供參考)

6. 能力

表現要求
6.1

瞭解環球性營運策略的相關知識
 環球營運策略的概念
 不同區域之間的貨物流通模式
 不同區域的地緣政治與社會文化
 環球空運、海運、陸運網絡、碼頭倉儲、覆蓋網絡、資訊基
建、人才培訓的情況和其他影響，例如市場的多樣化、轉移
性、新增的替代產品或服務
 不同區域的生產、貿易、貨源的種類及價值
 航空公司、運營商、主要客戶、目標客戶和主要 環球商業夥伴
的發展情況
 區域內主要港口、機場、關口、中轉站的物流服務點、倉儲地
點、生產或銷售點的位置、連接路線及方法等資料
 區域的競爭者所提供的服務及市場佔有率和其發展趨勢
 公司和客戶對業務的新動向及其價值創造
 環球性物流方案及營運方針的關係
 不同區域的合作夥伴、代理、營辦商的連繫
 不同主要城市機場、關口、中轉站的運輸時間及成本計算
 如何使用統計學及運籌分析等分析工具
 從大環境分析的不同方面瞭解每個國家的發展和 變化

6.2

制定環球性營運策略
 搜集外部和內部經營環境因素的數據及資料
 分析數據及資料
 分析公司的優點、缺點、機會及威脅
 分析公司短、中及長期的發展方向
 分析不同區域內各政府在經營上的限制，如牌照、費用、環保
等
 分析客戶的發展趨勢和最終使用者的購買行為和模式
 分析競爭氣候及其方向
 評估公司目前的資源和支援策略所需的額外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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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管理」職能範疇 能力單元
 估計每種新戰略的有形和無形回報，如儲蓄、效率和效益的提
高、競爭優勢
 建議不同營運策略方向
 分析及評估不同營運策略的優勢及資源使用
 按公司及市場具體情況，制定適合公司發展方向的有效營運管
理方針
 審慎評估現時提供的服務是否切合營運管理方針
 建議新服務或改良現有服務以切合營運管理方針
 評估主要客戶的發展方向，並在環球營運策略上予以配合
 若公司在地區或地域性有營運策略，在環球營運策略上應予以
配合
 建議營運方式及策略
 建立關鍵的性能指標和測量工具以確保目標結果的實現
 撰寫報告書，闡釋環球性營運策略
7. 評核指引

8. 備註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全面分析影響制定環球性營運策略的因素，及根據公司經營方
針，制定合適的環球性營運策略

(ii)

能撰寫報告書，闡釋環球性營運策略

此能力單元參照物流業能力單元 LOCUOM701A & LOSAOM70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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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方案規劃及設計」職能範疇能力單元
1. 名稱

處理快遞貨物交易的倉儲和貨物樞紐控制

2. 編號

LOAFPD201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貨運代理、快遞公司和物流服務提供者。 從業員應能
夠在適當的環境下處理快遞交易的倉儲和貨物樞紐控制，以盡可能減少
損失，並根據公司的要求處理交貨控制。

4. 級別

2

5. 學分

6 (僅供參考)

6. 能力

7. 評估指引

表現要求
6.1

瞭解在貨運樞紐中快遞貨物倉儲及裝卸的基本知識
 快遞貨物的不同類型和特點
 不同類型的快遞貨物的分類以及個別的相關存儲要求
 根據公司政策瞭解快遞貨物的包裝、標籤和標誌要求
 快遞和速遞貨物樞紐的程序、限制和要求，如貨物倉儲和
時間限制、航空業的貨運操作標準等
 不同協會和政府部門對安檢的相關立法和法規要求
 快遞貨物樞紐的裝卸、排序、設備要求及其限制

6.2

安排快遞貨物在樞紐的倉儲和搬運
 根據接收資料接收貨物，並根據文件檢查貨物狀況，發出
接收相關證明文件
 根據貨物規格準備存儲位置
 為特定貨物類別 (如通風儲存、冷凍物品貯存、危險品貯
存、貴重物品貯存等) 準備特別安排
 為排序目的提供存儲空間
 如果需要，準備和填寫文件，並在倉儲管理系統中輸入貨
物文件的資料
 根據航班時間安排散貨包裝和交付貨物
 根據公司的程式和政策，按照指導方針和關鍵績效指標執
行貨物排序、儲存、標籤和其他要求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夠管理在貨運樞紐的快遞倉儲管理

(ii)

能夠根據公司的程式和政策安排貨物在貨物中心的操作

8.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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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方案規劃及設計」職能範疇能力單元
1. 名稱

掌握不同進出口貿易模式的物流需要

2. 編號

LOCUPD401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經營物流方案的海運、空運及快遞公司。具此能力
者，能因應客戶的不同貿易模式，提供不同物流方案或服務，滿足客戶
的需要。

4. 級別

4

5. 學分

9(僅供參考)

6. 能力

7. 評核指引

表現要求
6.1

瞭解不同進出口貿易模式與物流的關係
 不同貿易模式的運作，如加工貿易、轉口貿易等
 不同貿易模式的特性、文件、稅項、清關、儲存等
 不同貿易模式的進口、出口、轉口、過境等流程
 保稅設施、海關監管、買家庫存管理服務、生產物流等物流
概念
 不同海關的清關、轉關及封關等安排
 出口/進口系統的變化和發展趨勢

6.2

掌握不同進出口貿易模式的物流需要
 分析客戶的貿易模式及貨物處理流程
 分析客戶所需的物流運作、附加服務、增值服務、存貨管理
等要求
 分析客戶對海關安排、運輸模式、倉儲安排、保稅安排、庫
存管理、資料網絡等方面的問題及提供相應服務的建議
 分析公司在客戶物流服務範圍的資源及限制
 分析市場變化和未來發展趨勢，並向公司反映現行制度/程
式的變化
 因應客戶所需及公司資源，提供合適的物流方案或服務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因應不同的貨物處理流程，建議合適的物流服務予客戶

(ii)

能夠分析貨物裝卸的發展趨勢，並提供相應解決方案

8.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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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方案規劃及設計」職能範疇能力單元
1. 名稱

計劃及設計地區性的物流方案

2. 編號

LOCUPD501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海運、空運及快遞公司。從業員應能按照公司擁有的
資源及網絡，為客戶計劃及設計地區性的物流方案。

4. 級別

5

5. 學分

9(僅供參考)

6. 能力

表現要求
6.1

瞭解地區性物流相關知識
 公司地區性的營運策略
 地區政府有關物流、運輸、倉儲、海關、保稅等要求
 地區的物流服務點、倉儲地點、生產或銷售點的位置、連接
路線及方法等資料
 地區競爭者的實力及服務範疇
 地區網絡的設計原則
 地區性物流/分配中心的功能
 地區性物流運作模式，如公路、鐵路及河道網絡的結構及使
用成本
 當地客戶的需求和未來的發展趨勢，以及最終使用者的購買
模式和行為
 區內新物流模式和服務的變化和發展
 當地市場的變化，如進出口偏差、倉庫和配送需求和供應等
 公司與地區合作夥伴、代理、營辦商的連繫
 運籌學、統計及成本效益分析等分析工具，及有關電腦軟件
的使用方法
 各地地區計算時間、空間及成本的方法
 聯運、起卸、倉儲的配合原則

6.2

計劃及設計地區性的物流方案
 設計地區性物流網絡及路線
 分析客戶的貨量資料(平均、最高、季節變化等)，路線佈局
(起點、中轉及目的地)
 分析貨品特性、重量、體積及價值
 分析客戶的分佈密度及距離
 分析使用不同運輸工具的利弊
 分析使用中央分配中心的利弊
 分析使用越庫處理方式的可行性及利弊
 分析使用中央倉庫或是分散倉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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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方案規劃及設計」職能範疇能力單元











6.3

7. 評核指引

8. 備註

 分析合適路線及班次
分析提供不同增值服務的可行性
建立關鍵效能指標和計量工具，確保物流解決方案的有效性和效
率
撰寫報告，闡釋物流方案的運作及其設計重點和原則
就公司網絡資源及合作夥伴的協同效應，進行協調及配合
設計資訊傳遞安排及設立控制點
設計最佳及具成本效益的運輸模式、行走網絡或路線、聯運安排
等
設計具成本效益的儲存、中轉及分配方式
分析各物流環節地區性承辦商或合作夥伴的服務及能力，就所提
供的服務物流方案，使用合適的承辦商或合作夥伴
計劃貨物、文件、資訊的處理及傳送流程和工序
撰寫物流方案
確定所有相關方的審核機制，以確保符合公司的要求

進行檢討
 在物流方案執行後檢討方案
 決定物流操作的理想成果
 根據公司的政策和目標，將關鍵績效指標和工具確定為定期審核
機制
 收集數據及資料，以評估物流方案的成效
 如有不足，找出績效差距
 提出調整建議，以達至理想成果
 提出建議，以執行已調整的物流方案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按照公司的營運方針及客戶需要，設計及規劃具成本效益及
務實的地區性物流方案

(ii)

能撰寫報告書予管理層，闡釋物流方案的內容及運作，並定期
檢討物流方案

此能力單元參照物流業能力單元 LOCUPD501A 及 LOSAPD50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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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方案規劃及設計」職能範疇能力單元
1. 名稱

分析航空貨運服務的市場結構

2. 編號

LOAFPD501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有關空運的物流行業。具此能力者，能在制定企業物
流方案或服務之前，有系統地分析航空貨運服務的市場結構。

4. 級別

5

5. 學分

9(僅供參考)

6. 能力

7. 評核指引

表現要求
6.1

瞭解航空貨運服務市場結構相關知識
 航空貨運服務的基本元素，如航線、貨品種類、增值服務等
 航空貨運業現有的服務供應商與承辦商所提供的服務
 影響航空貨運市場結構的外在或環境因素
 行業標準及客戶對航空貨運服務的要求
 市場對各類航空貨運服務的需求
 各類航空貨運服務的性質
 物流方案的概念及競爭對手的優勢
 包機運營的成本結構、運作和策略

6.2

分析航空貨運服務的市場結構
 利用統計方法收集資料及分析航空貨運服務市場
 收集不同市場情報，歸納貨運服務市場的結構
 預計未來航空貨運市場結構的轉變
 分析市場結構轉變對公司的影響
 利用市場管理學或經濟學的分析方法，有系統地分析空運服
務市場，並歸納結論，向企業提出建議或意見
 撰寫有關市場服務的報告書予決策者參考
 通過替代服務的響分析市場變化、機會和發展 - 郵政服務、
快遞、空運服務、電子商貿發展等
 分析並建議新系統和業務流程管理，以提高操作的效率和有
效性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全面分析影響航空貨運市場結構的外在或環境因素、及其未
來轉變，以及市場結構轉變對公司的影響

(ii)

能撰寫有關市場服務的報告書予決策者參考

8.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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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方案規劃及設計」職能範疇能力單元
1. 名稱

建立新航權的物流方案

2. 編號

LOAFPD502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空運及速遞企業。具此能力者，能分析航權變動及其
趨勢，為企業建立新航權的物流方案。

4. 級別

5

5. 學分

6(僅供參考)

6. 能力

7. 評核指引

表現要求
6.1

瞭解航權與物流方案相關知識
 航權的概念、由來及對航空貨運的重要性
 航權的類別及其內容
 航權與物流樞紐活動的關係
 航權變動對國際航班的影響
 環球性及區域性物流方案的概念
 軸輻樞紐概念與網絡覆蓋在航空貨運的關係
 在任何地區、區域、環球性的貿易禁運、限制和任何新制定
的規章、新的制度、牌照和許可證的適用性

6.2

應用航權概念建立新航權的物流方案
 收集航權的變動消息及評估其影響
 就有關新設立的航權所影響的航線發展，建立新航權的物流
方案
 收集及分析航權變動受影響地區的航空貨運資料、客戶意見
及需求
 分析航線發展及開拓新市場的可能性
 分析新航班、航點對現有物流方案的影響
 撰寫報告予企業決策層參考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按航權變化，分析對企業服務範圍及方向的影響

(ii)

能按新航權變動及客戶需求，建立新航權的物流方案

8.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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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方案規劃及設計」職能範疇能力單元
1. 名稱

設計空運航線網絡物流方案

2. 編號

LOAFPD503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航空公司、貨運代理、速遞及物流公司。具此能力
者，在設計企業的航線網絡時，能根據企業的經營方針，為企業找到最
佳的空運航線網絡物流方案。

4. 級別

5

5. 學分

9(僅供參考)

6. 能力

7. 評核指引

表現要求
6.1

瞭解空運航線網絡物流方案相關知識
 空運網絡、軸輻樞紐的概念
 不同類別及形式的航線設計概念，如代碼共享航班、轉運或
接駁
 直航、轉運或接駁等特性
 企業所擁有的航線網絡、服務覆蓋與物流方案的關係
 企業在建立物流網絡所採用的策略
 運用電腦分析工具以分析消費市場和貨物來源的轉變

6.2

設計空運航線網絡物流方案
 研究航空服務範圍的航班接駁方案
 分析各方案的成本、航程及服務時限、通關及過境安排、倉
儲及貨站服務及設備
 利用成本效益分析、評估各方案的可行性
 分析貨源、客戶的需要，評估航線網絡的可靠性，以及能否
開拓新市場、提升效率及可靠性和減低成本
 設計可行的航線網絡，以獲取最有效的航空貨物處理量
 設計其他可行的物流增值服務
 運用電腦分析工具，對競爭能力的提升
 撰寫分析報告予企業決策層，支持提出分析物流方案的利弊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有系統地分析企業的網絡聯繫及商業夥伴的支援，並就這方
面的資源設計合適的空運航線網絡物流方案，以支持相關的物
流方案或空運快遞服務

(ii)

能設計及建立有效的空運網絡，並撰寫有關報告予企業決策層
分析物流方案的利弊

8.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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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物流方案規劃及設計」職能範疇能力單元
1. 名稱

利用航空貨運聯盟策略設計空運物流方案

2. 編號

LOAFPD504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航空公司、貨運代理、速遞及物流公司。具此能力
者，在設計企業的空運物流方案時，能利用空貨運策略聯盟的概念並
在企業的經營方針下，找到共享的協同效應及具效益的方案。

4. 級別

5

5. 學分

9(僅供參考)

6. 能力

7. 評核指引

表現要求
6.1

瞭解航空貨運聯盟及物流方案相關知識
 航空貨運聯盟策略的概念
 空運網絡、軸輻樞紐的概念
 航空貨運市場的協同效應的成因及條件
 監管機構、各參與聯盟的企業的空運資源，如航線、網
絡、機種及機隊、使用機場等
 物流方案及使用航空貨運聯盟策的優點
 航空貨運聯盟各參與企業的權利與義務
 航空貨運聯盟各參與企業所擁有的航線網絡、服務覆蓋與
物流方案的關係
 航空貨運聯盟收益分攤及成本分擔等

6.2

利用航空貨運聯盟策略設計空運物流方案
 分析企業使用航空貨運聯盟資源時的共容性及對客戶的影
響
 利用運籌學或對策論分析聯盟策略下的物流方案對成本效
益、保持市場領導的影響
 研究不同的航空貨運聯盟參與企業的資源及網絡，以設計
新的物流方案
 評估新物流方案的成本效益及可行性
 撰寫報告予企業決策層，闡釋新物流方案的利弊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 系統 地 分 析 空貨 運 聯 盟各 參 與 企 業及 商 業 夥伴 的 支 援 ，並 就
這 方面 的 資 源 設計 合 適 的 空 運 物 流 方案 ， 以 支持 相 關 的 物流 方
案或空運快遞服務

(ii)

能 設計 有 效 的 空運 物 流 方案 ， 並 撰 寫有 關 報 告予 企 業 決 策層 闡
釋新物流方案的建議

8. 備註
5-123

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物流方案規劃及設計」職能範疇能力單元
1. 名稱

利用虛擬機場概念設計空運物流方案

2. 編號

LOAFPD505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航空公司、貨運代理、速遞及物流公司。具此能力
者，在設計企業的空運物流方案時，能利用虛擬機場概念及在企業經
營方針下，找到具效益的方案。

4. 級別

5

5. 學分

6(僅供參考)

6. 能力

7. 評核指引

表現要求
6.1

瞭解虛擬機場概念
 虛擬機場的概念
 航空公司在使用虛擬機場的操作程序及條件
 虛擬機場的因素，如：所屬城市、清關安排、貨源及物流
設施等
 虛擬機場與起降機場的接駁運輸工具、效率
 空運貨運單在虛擬機場的安排
 物流方案及使用虛擬機場的優點

6.2

應用虛擬機場概念設計空運物流方案
 收集虛擬機場的所屬城市、清關安排、貨源、接駁距離及
成本及物流設施
 評估企業與虛擬機場所屬城市的網絡關係
 分析自營及承辦接駁虛擬機場服務的成本效益
 分析使用虛擬機場的成本效益
 比較使用與不使用虛擬機場的利弊或市場佔有率的變化
 設計空運物流方案，使空運服務可伸延至更廣泛地區
 評估有關設計空運物流方案的可行性
 撰寫報告，分析有關虛擬機場服務的空運物流方案之利弊
 與相關部門和協會建立連接和資料相容性以獲取資料和資
訊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 有系 統 地 分 析企 業 使 用虛 擬 機 場 的利 弊 ， 並設 計 合 適 的 空 運
物流方案，以拓展新市場及擴大物流服務的覆蓋面

(ii)

能 設計 有 效 的 空運 物 流 方案 ， 並 撰 寫有 關 報 告予 企 業 決 策層 分
析有關虛擬機場服務的空運物流方案之利弊

8.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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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物流方案規劃及設計」職能範疇能力單元
1. 名稱

制定以快遞服務為基礎的物流網絡

2. 編號

LOAFPD506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貨運代理、快遞公司和物流服務提供者。 從業員應該
能夠制定以快遞服務為基礎的物流網絡，以滿足客戶的需要和市場需
求。

4. 級別

5

5. 學分

9(僅供參考)

6. 能力

7. 評估指引

表現要求
6.1

瞭解路線網絡物流解決方案的相關知識
 物流網絡知識與樞紐概念
 不同類型和形式的航班和相關的物流概念，如直接、延遲
服務、郵件/快件、國內卡車以及他們的組合和相互關係
 飛行路線、運輸方式、卡車和鐵路服務的不同特點及它們
的組合和相互關係
 公司目前的物流網絡和樞紐及其相互關係
 公司在快遞和速遞貨物操作網路上採取的策略
 如何應用測量和分析工具以採用持續改進計劃，尤其在貨
量、貨類、路線等

6.2

制定以快遞服務為基礎物流網絡
 以公司規模分析快遞貨物解決方案
 分析從本地設置、提貨、樞紐處理、服務、通關以及公司
所有相關操作中研究不同解決方案的成本
 按公司的營運政策，制定以快遞服務為基礎物流網絡
 利用運行研究和測量工具分析網絡化後競爭力的提升
 建立分析報告以支持提議的快遞物流網絡
 制定關鍵績效指標和定期審查制度，以提高網絡的有效性
和效率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夠有系統地分析公司當前的快遞貨物解決方案

(ii)

能夠按公司的營運政策，制定以快遞服務為基礎的快遞物流網
絡

(iii)

能夠制定關鍵績效指標和定期審查制度，以提高網絡的有效性
和效率

8.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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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物流方案規劃及設計」職能範疇能力單元
1. 名稱

計劃及設計區域性的物流方案 (物流設施)

2. 編號

LOCUPD601B

3. 應用範圍

此能 力 單元 適 用於 經 營物 流 方案 的 海運 、 空運 及 快遞 公 司 。 從 業員 應
能按 照 公司 所 有的 資 源及 網 絡， 為 客戶 計 劃及 設 計區 域 性的 物 流方 案
（物流設施）。

4. 級別

6

5. 學分

6(僅供參考)

6. 能力

表現要求
6.1

瞭解區域性物流運作的相關知識
 區內各政府有關物流、運輸、倉儲、海關、保稅等的要求
 區內港口、碼頭、機場等的處理能力及設施
 區內主要城市的佈局
 區內的物流服務點、倉儲地點、生產或銷售點的位置、連
接路線及方法等資料
 區內競爭者的實力及服務範疇
 區域網絡設計原則
 區與區之間的聯繫與「軸輻」概念
 區域性物流 /分配中心的功能及與地區性物流 /分配中心的
分工及配合
 區域性物流模式，如航空路線、海運、鐵路、公路、河道
網絡及使用成本
 公司環球航空公司、運營商和其他 環球承包商在市場競爭
中的發展趨勢和服務和產品的轉移
 環球客戶需求和未來發展趨勢以及最終使用者的購買模式
和行為
 區內新物流模式和服務的變化和發展
 環球市場的變化，如進出口偏差、倉庫和配送需求和供應
等
 公司與區內合作夥伴、代理、營辦商的連繫
 運籌學、統計及成本效益分析 等分析工具，及有關電腦軟
件的使用方法
 各區域計算時間、空間、成本的方法
 聯運、起卸、倉儲的配合原則

6.2

計劃及設計區域性物流方案
 設計區域性物流網絡及路線
• 分析貨品特性、重量、體積及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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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物流方案規劃及設計」職能範疇能力單元




6.3

7. 評核指引

8. 備註

• 分析使用不同運輸工具的利弊
• 分析使用區域性分配中心的利弊
• 分析使用越庫處理方式的可能及利弊
• 分析使用中央倉庫或是分散倉庫
• 分析合適路線及班次
設計資訊傳遞安排及設立控制點
設計最佳及具成本效益的運輸模式、行走網絡或路線、聯
運安排等
設計具成本效益的儲存、中轉及分配方式

檢討區域性物流方案
 審慎檢討物流方案實施後的成效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按照公司的營運方針及客戶需要，設計及規劃具成本效益及
務實的區域性物流方案 (物流設施)

(ii)

能撰寫報告書予管理層，闡釋區域性物流方案的內容及定期檢
討物流方案的執行

此能力單元是由物流業能力單元 LOSAPD601A 分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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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物流方案規劃及設計」職能範疇能力單元
1. 名稱

計劃及設計區域性的物流方案 (市場概況)

2. 編號

LOCUPD602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經營物流方案的海運、空運及快遞公司。從業員應能
按照公司所有的資源及網絡，為客戶計劃及設計區域性的物流方案 (市
場概況)。

4. 級別

6

5. 學分

9(僅供參考)

6. 能力

表現要求
6.1

瞭解區域性物流運作的相關知識
 公司區域性的營運策略
 區內合作夥伴、代理、營辦商的連繫
 區內競爭者的實力及服務範疇
 區域性物流模式，如航空路線、海運、鐵路、公路、河道
網絡及使用成本
 公司環球航空公司、運營商和其他環球承包商在市場競爭
中的發展趨勢和服務和產品的轉移
 分析環球客戶需求和未來發展趨勢以及最終使用者的購買
模式和行為
 區內新物流模式和服務的變化和發展
 環球市場的變化，如進出口偏差、倉庫和配送需求和供應
等
 聯運、起卸、倉儲的配合原則

6.2

計劃及設計區域性物流方案
 設計區域性物流網絡及路線
• 分析客戶的貨量資料(平均、最高、季節變化等 )，路線
佈局 (起點、中轉及目的地)
• 分析貨品特性、重量、體積及價值
• 分析客戶的分佈密度及距離
• 分析使用區域性分配中心的利弊
• 分析使用越庫處理方式的可能及利弊
• 分析使用中央倉庫或是分散倉庫
 分析提供不同增值服務的可行性
 建立關鍵效能指標和計量工具，確保物流解決方案的有效性
和效率
 撰寫報告，闡釋物流方案的運作及其設計重點和原則
 就公司網絡資源及合作夥伴的協同效應，進行協調及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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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物流方案規劃及設計」職能範疇能力單元
 分析各物流環節區域性承辦商或合作夥伴的服務及能力，就
所提供的服務物流方案，使用合適的承辦商或合作夥伴
 就各區域性承辦商 / 合作夥伴的服務及能力，協調各區域貨物
處理量，達致資源的充分利用
 計劃貨物、文件、資訊的處理和傳送流程及工序
 撰寫執行物流方案計劃
 確定所有相關方的審核機制，以確保符合公司的要求
6.3

7. 評核指引

8. 備註

檢討區域性物流方案
 審慎檢討物流方案實施後的成效
 根據公司的政策和目標，將關鍵績效指標和工具確定為定期
審核機制
 決定物流操作的理想成果
 收集數據和信息，以評估物流方案所取得的實際成果
 找出理想與實際結果之間的差距
 提出有效的調整建議，以達至理想成 果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按照公司的營運方針及客戶需要，設計及規劃具成本效益及
務實的區域性物流方案 (市場概況)

(ii)

能撰寫報告書予管理層，闡釋區域性物流方案的內容及定期檢
討物流方案的執行

此能力單元是由物流業能力單元 LOSAPD601A 分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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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物流方案規劃及設計」職能範疇能力單元
1. 名稱

制定與資金安排有關的物流方案

2. 編號

LOCUPD603B

3. 應用範圍

此能夠單元適用於經營物流方案的海運、空運及快遞公司。具此能力
者，能按客戶的要求，制定與資金安排有關的物流方案。

4. 級別

6

5. 學分

12(僅供參考)

6. 能力

7. 評核指引

表現要求
6.1

瞭解資金安排相關知識
 客戶貿易融資的需要
 銀行借貸與貿易的關係
 抵押概念及貨物的抵押監管服務
 以租代供的方式購買物流資產，如：船隻、倉庫等
 企業存貨對企業財務及現金週轉的影響
 貨物的抵押及融資作用
 掌握市場上借貸與融資的工具

6.2

制定與資金安排有關的物流方案
 分析客戶物流上的需要
 分析客戶的存貨安排對其企業財務的影響
 為客戶設計物流方案，使客戶的存貨安排有利於客戶的企業
財務及現金週轉
 分析客戶（除存貨外）其他的財務需求
 提供融資租賃等方式滿足貨主的要求
 分析與銀行合作或自己提供借貸與融資的可能
 考慮與銀行合作，提供貨物抵押服務或自行提供貨物抵押服
務
 撰寫有關報告，向客戶闡釋物流方案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全面分析客戶在物流、庫存及財務三方面的關係及影響

(ii)

能分析客戶的需要及財務情況，制定與資金安排有關的物流方
案

(iii)

能撰寫有效的報告，向客戶闡釋物流方案

8.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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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物流方案規劃及設計」職能範疇能力單元
1. 名稱

計劃及設計環球性的物流方案 (物流設施)

2. 編號

LOCUPD701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經營物流方案的海運、空運及快遞公司。從業員應能
按 照 公 司 所 有 的 資 源 及 網 絡 ， 為 客 戶 計 劃 及 設 計 環 球 性 的 物 流 方 案 (物
流設施）。

4. 級別

7

5. 學分

6(僅供參考)

6. 能力

表現要求
6.1

瞭解環球性物流方案的相關知識 （物流設施）
 各國政府有關物流、運輸、倉儲、海關、保稅等要求
 環球的港口、碼頭、機場等的處理能力及設施
 環球主要城市的佈局
 區域的物流服務點、倉儲地點、生產或銷售點的位置、連接
路線及方法等資料
 環球網絡設計原則
 區與區之間的聯繫與「軸輻」概念
 區 域 性 物 流 / 分 配 中 心 的 功 能 及 與 地 區 性 物 流/分 配 中 心 的 分
工及配合
 國際性物流模式，如航空路線、海運、鐵路、公路網絡及使
用成本
 物流標準化的運作，如包裝、文件、電子數據交換、國際化
訊息系統、海關、反恐保安安排等
 運籌學、統計及成本效益分析等分析工具及有關電腦軟件的
使用方法
 各區域計算時間、空間、成本的方法
 聯運、起卸、倉儲的配合原則

6.2

計劃及設計環球性物流方案
 設計環球性物流網絡及路線
•
分析貨品特性、重量、體積及價值
•
分析使用不同運輸工具的利弊
•
分析使用環球性分配中心的利弊
•
分析使用越庫處理方式的可能及利弊
•
分析使用中央倉庫或是分散倉庫
•
分析合適路線及班次，以計算各環球網絡點之間的貨
運成本及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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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物流方案規劃及設計」職能範疇能力單元
 就公司網絡資源及合作夥伴的協同效應，進行協調及配合
 設計最佳及具成本效益的運輸模式、行走網絡或路線、聯運
安排等
 設計具成本效益的儲存、中轉及分配方式
 計劃有效貨物、文件、資訊的處理和傳送流程及工序
7. 評核指引

8. 備註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按照公司的營運方針及客戶需要，設計及規劃具成本效益及
務實的環球性物流方案

(ii)

能撰寫報告書予管理層，闡釋物流方案的內容及運作，並定期
檢討物流方案的執行

此能力單元參照物流業能力單元 LOCUPD701A 及 LOSAPD70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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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物流方案規劃及設計」職能範疇能力單元
1. 名稱

計劃及設計環球性的物流方案 （市場概況）

2. 編號

LOCUPD702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經營物流方案的海運、空運及快遞公司。從業員應能
按照公司所有的資源及網絡，為客戶計劃及設計環球性的物流方案（市
場概況）。

4. 級別

7

5. 學分

6(僅供參考)

6. 能力

表現要求
6.1

瞭解環球性物流方案的相關知識 （市場概況）
 公司環球性的營運策略
 環球物流業務各方的法律要求和義務
 同類環球競爭者的實力及服務範疇
 國際貨物運輸的性質與特點
 各地自由貿易區及保稅區運作
 環球運營商、航空公司、分包商的優勢和劣勢、發展計劃和
環球戰略等
 環球客戶的戰略計劃、產品開發和資源轉移等
 公司與洲際及環球合作夥伴、代理、營辦商的連繫
 運籌學、統計及成本效益分析等分析工具及有關電腦軟件的
使用方法

6.2

計劃及設計環球性物流方案
 設計環球性物流網絡及路線
 分析客戶的貨量資料(平均、最高、季節變化等)、路線
佈局(起點、中轉及目的地)及他們未來的轉變策略
 分析貨品特性、重量、體積及價值
 分析客戶的分佈密度及距離
 分析使用越庫處理方式的可能及利弊
 為每個部門制定關鍵績效指標，以確保穩定性並為客
戶提供持續改進的服務水平
 設計最合適的信息技術解決方案以滿足客戶的需求
 分析/找出作業上的瓶頸
 分析提供不同增值服務的可行性
 撰寫報告闡釋物流方案的運作，及其設計重點和原則
 設計資訊傳遞安排及設立控制點
 設計最佳及具成本效益的運輸模式、行走網絡或路線、聯運
安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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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物流方案規劃及設計」職能範疇能力單元
 分析各物流環節環球性承辦商或合作夥伴的服務及能力，就
所提供的服務物流方案，使用合適的承辦商或合作夥伴
 就各區域性承辦商/合作夥伴的服務及能力，協調各區域貨物
處理量，達致資源的充分利用
 撰寫執行物流方案計劃
 確定潛在風險因素並制定應急計劃以糾正違規行為
 計 劃/設 計 資 訊 科 技 系 統 的 架 構 ， 能 有 效 電 子 訊 息 傳 送 、 儲
取、報表等
 審慎檢討物流方案的執行，安排各洲際的網絡資源
7. 評核指引

8. 備註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夠按照公司的營運方針及客戶需要，設計及規劃具成本效益
的環球性物流方案

(ii)

能撰寫報告書予管理層，闡釋物流方案的內容及運作，並定期
檢討物流方案的執行

此能力單元參照物流業能力單元 LOCUPD701A 及 LOSAPD70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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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營銷、市場推廣及客戶服務」職能範疇能力單元
1. 名稱

保存、處理及運用客戶資料

2. 編號

LOCUSM201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所有海運、空運及速遞公司。具此能力者，能夠適當
地保存、處理及運用客戶資料。

4. 級別

2

5. 學分

3(僅供參考)

6. 能力

7. 評核指引

表現要求
6.1

認識貨運客戶的特性、市場結構及資訊科技的運用
 貨運公司在營運過程中所接觸的資料，包括：客戶的聯絡資
料、特定要求、組織架構、載貨記錄、合約條文、相關運
費、報關資料等
 在貨運合約中付貨人、收貨人、承運人、托運人及報關公司
的關係
 下列公司在付運過程中所擔當的角色：製造商、貿易公司、
代理公司、貨運代理、運輸公司、報關公司、批發商、零售
商、銀行、總公司、分公司等
 各種資料記錄、保存、處理、提取及銷毁的方案
 使用電腦軟件幫助處理客戶資料
 客戶資料一旦外洩或不當運用對公司帶來的影響

6.2

保存、處理及運用客戶資料
 適時而妥善地記錄、保存、整理及修正所有相關客戶資料
 掌握有關資料使用的合理性及合法性
 根據特定要求，將資料及數據進行有效的分類
 執行特定程序以保障所有資料的安全
 運用電腦軟件有效地處理大量客戶數據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夠依照公司守則及法例要求，適當而安全地保存、處理及運
用客戶資料

(ii)

在有關守則及法例下，因應特定情況，掌握有關資料使用的合
理性及合法性

8.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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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營銷、市場推廣及客戶服務」職能範疇能力單元
1. 名稱

使用溝通技巧進行有關物流業事項討論

2. 編號

LOCUSM203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所有海運、空運及速遞 公司。具此能力者，能運用有
效的溝通技巧與對外人士進行有關物流業事項討論。

4. 級別

2

5. 學分

3(僅供參考)

6. 能力

7. 評核指引

表現要求
6.1

瞭解有效的溝通技巧
 對外及對內溝通的不同之處
 對外溝通對象，包括：其公司背景、架構、主要業務、公司
運作、業績及與公司業務上的往來等
 物流業的工作範疇、流程、各部門及各相關公司的功能
 掌握對外溝通者的資料及個人特點，包括：其職位、主要職
能、工作經驗、處事態度及其人際網絡等
 認識有效的溝通技巧，包括：說話技巧、聆聽技巧、回應技
巧、摘要技巧及人際技巧
 認識不同的溝通媒介/工具的功用、特性及其限制：
•
使用傳真
•
使用電郵
•
使用電話聯絡溝通
•
舉行會議
•
舉行視像會議
 認識物流業常用的一般行業用語、縮寫及專有名詞

6.2

運用有效的溝通技巧，進行有關物流業事項討論
 於進行溝通前，能有效地整理溝通內容及相關文件包括文
字、數據及圖像等
 按不同情況、溝通內容及與會人士之背景等，選取最合適的
媒介工具和語言作溝通之用，並能運用有效的溝通技巧，進
行交流及討論，達致交流意見和傳遞資料的目的
 進行溝通期間，如發現所需溝通的內容未能有效傳遞時，應
作出適當的回應並加以修正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使用有效的溝通技巧和業內一般的行業用語及專有名詞與對
外人士進行有關物流業事項討論

8. 備註
1. 名稱

使用溝通技巧進行內部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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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營銷、市場推廣及客戶服務」職能範疇能力單元
2. 編號

LOCUSM204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所有海運、空運及速遞 公司。具此能力者，能運用有
效的溝通技巧進行內部溝通及作出適當回應。

4. 級別

2

5. 學分

3(僅供參考)

6. 能力

7. 評核指引

表現要求
6.1

認識基本溝通技巧
 有效的溝通技巧，包括：說話技巧、聆聽技巧、回應技巧、
摘要技巧及人際技巧
 不同的溝通媒介/工具的功用、特性及其限制
• 使用傳真
• 使用電郵
• 使用電話聯絡溝通
• 舉行會議
• 舉行視像會議
 物流業常用的一般行業用語、縮寫及專有名詞
 公司會議程序、流程及技巧，並瞭解開會目標及用途
 瞭解物流業的工作範疇、流程、各部門及各相關公司的功能
 對公司文化、部門與部門之間的關係、溝通的模式及人際關
係等有一定的瞭解

6.2

內部溝通技巧的應用
 進行溝通前，能有效地整理溝通內容及相關文件，包括文
字、數據及圖像等
 按不同情況、溝通內容及與會人士之背景等，選取最合適的
媒介工具和語言作溝通之用，並能運用有效的溝通技巧，進
行交流及討論，達致交流意見和傳遞資料的目的
 能靈活運用文書技巧，如備忘錄、電郵及報告等，與公司內
不同部門從業員進行溝通
 能靈活運用會議技巧參與或進行內部會議，並與公司內不同
部門從業員進行溝通
 進行溝通期間，如發現所需溝通的內容未能有效傳遞時，應
作出適當的回應並加以修正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運用有效的溝通技巧進行內部溝通，使訊息能清晰及有效地
傳遞

8.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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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營銷、市場推廣及客戶服務」職能範疇能力單元
1. 名稱

接待顧客

2. 編號

LOCUSM209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所有海運、空運及速遞公司。具此能力者，在督導
下，按公司既定的程序和標準，明白客戶的要求，運用溝通技巧接待客
人

4. 級別

2

5. 學分

6(僅供參考)

6. 能力

7. 評核指引

表現要求
6.1

瞭解接待客戶的知識
 物流業運作
 對公司的業務運作有一定的瞭解，包括：業務範圍、運作、
流程、價格及各部門的分工等
 對物流業的市場現況及未來發展有一定的瞭解
 客戶業務、特性、對服務的需求、及與公司的業務關係等
 對市場競爭者有一定的瞭解，包括：其服務、價格及未來動
向等
 認識接待客戶的技巧，包括：電話禮貌、語言技巧、溝通技
巧、身體語言、衣服的配襯及人際關係等
 認識顧客滿意程度的概念及其調查方法

6.2

接待客戶
 按公司的既定程序，招呼客戶和自我介紹
 確定個人儀容打扮符合不同的場合
 運用良好的客戶溝通技巧，瞭解客戶需要並在可能的情況下
提供意見。若在此過程中遇有困難，應及時向上級匯報並尋
求協助
 以正確的客戶服務態度接待客戶，以友善的態度提供服務，
給客戶留下良好的印象。正確的客戶服務態度，包括：禮
貌、留心、尊重及熱誠等
 在接待客戶時，保持公司形象
 維繫與客戶的關係，能按公司的既定程序收集客戶的聯絡資
料並妥善存檔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夠掌握客戶對物流業服務的心理及要求，從而有助促成交易

(ii)

能夠依照公司的程序和要求，運用良好的溝通技巧接待客戶，
並能夠保持公司的形象

8.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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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營銷、市場推廣及客戶服務」職能範疇能力單元
1. 名稱

向客戶展示及闡述所提供的物流服務

2. 編號

LOCUSM210B

3. 應用範圍

此 能力 單 元 適用 於 所 有 海運 、 空 運及 速 遞 公 司。 具 此 能力 者 ， 能 明 白
物 流業 市 場 狀況 及 未 來 發展 ， 並 配 合 推 廣 策 略， 在 客 戶前 展 示 及 闡 述
所提供的物流業服務。

4. 級別

2

5. 學分

6(僅供參考)

6. 能力

7. 評核指引

表現要求
6.1

瞭解進行發佈的技巧
 物流業市況及未來發展
 對公司業務運作有一定的瞭解，包括：業務範圍、運作、流
程、價格及各部門的分工等
 客戶業務、特性、對服務的需求及與公司業務的關係等
 對市場競爭者有一定的瞭解
 推廣方法及其重點，並能處理客戶一般查詢
 掌握發佈技巧，如：選取內容、撰寫語言、字體的大小、時
間控制、聲量控制及身體語言等
 使用接待客戶的技巧，包括：談話技巧、溝通技巧、語言運
用技巧、身體語言及人際技巧等
 掌握發佈可能使用的器材及與環境、客戶的配合

6.2

向客戶展示及闡述所提供的物流服務
 按已定的推廣計劃，透過運用良好溝通及發佈技巧，將推廣
的內容及重點清晰地展示及闡述予客戶
 掌握發佈的流程、內容組織、結構及形式等
 按不同情況及客戶反應、選取合適的發佈內容，並適當地作
出刪減
 使用合適的器材輔助發佈
 能處理客戶就發佈所提出的疑問甚至質詢
 按情況，聯絡不同部門處理客戶的疑問或交由相關部門跟進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夠向客戶詳盡解說公司所提供的服務，以達到推廣效果

(ii)

能掌握發佈的內容、形式、重點及發佈方法

(iii)

能有效地使用器材，令客戶容易掌握發佈的內容及重點

8.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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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營銷、市場推廣及客戶服務」職能範疇能力單元
1. 名稱

向客戶闡述公司最新動向

2. 編號

LOCUSM211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所有海運、空運及速遞 公司。具此能力者，能 針對客
戶 的需要 透過有效的溝通渠 道，將公司最新動向發放給客戶，保持雙方
的有效溝通及良好關係，以助業務發展。

4. 級別

2

5. 學分

3(僅供參考)

6. 能力

表現要求
6.1

瞭解溝通的基本知識
 對物流業的運作有所認識
 公司的架構、不同部門的職能、流程及部門與部門之間的合
作模式等
 能掌握物流業常用的一般行業用語、縮寫、專有名詞及法律
詞彙
 公司與各客戶在商業上的關係、客戶的特性及物流服務上的
需要
 發放宣傳訊息及保存客戶資料的相關法例
 發展有效溝通的步驟
 物流業的市場現況及未來發展及公司最新動向
 能掌握物流業常用的一般行業用語、縮寫、專有名詞及法律
詞彙
 認識不同溝通渠道及有效地運用
 認識整理訊息的重要性

6.2

通知客戶最新動向
 決定訊息內容及期望所達至的溝通目標
 掌握現有或未來客戶對物流服務的需求，並發放訊息找出目
標客戶群
 選擇合宜並有效的溝通渠道
 整理訊息
 合法地運用客戶資料，經恰當的溝通渠道，在適當的時候將
公司最新動向的資訊發放予目標客戶群
 按情況聯絡相關的客戶，確保訊息能有效地傳送，並瞭解客
戶能否掌握相關內容
 在指導下，評估溝通效果並提出修正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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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營銷、市場推廣及客戶服務」職能範疇能力單元
7.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按上級指示，循有效的溝通渠道，針對要發放的內容及客戶
的需要，為客戶提供公司最新動向，保持雙方有效溝通及良好
關係，以助業務發展

8.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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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營銷、市場推廣及客戶服務」職能範疇能力單元
1. 名稱

維持客戶關係及處理其訴求

2. 編號

LOCUSM212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海運、空運及快遞的公司。具此能力者，能按公司的
營運方針，维持客戶關係及處理其訴求，以增加客戶的忠誠度。

4. 級別

2

5. 學分

6(僅供參考)

6. 能力

7. 評核指引

表現要求
6.1

瞭解維持客戶關係及處理訴求的基本知識
 對物流業的運作有所認識
 客戶服務的因素及其相對重要性
 公司的架構、不同部門的職能、流程及部門與部門之間的合
作模式等
 能掌握物流業常用的一般行業用語、縮寫、專有名詞及法律
詞彙
 公司與各客戶在商業上的關係、客戶的特性及物流服務上的
需要
 發展有效溝通的步驟
 掌握物流業的市場現況、未來發展及公司最新動向
 認識不同溝通渠道及有效地運用
 認識提高客戶忠誠度的重要性

6.2

維持客戶關係及處理其訴求
 分析現有或未來客戶對物流服務的需求
 選擇合適並有效的溝通管道
 掌握與客戶定期溝通的管道
 調查客戶對公司服務的滿意程度
 向個別重要客戶進行定期服務檢討會議
 設計紀念品贈予客戶
 參與重要客戶的聯誼活動
 重視客戶的訴求，在指定時間內作出回應及跟進
 瞭解客戶的訴求，把跟進事項及有關結果通知有關客戶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與客戶進行良好的溝通，增加客戶與公司的相互瞭解，以维
持客戶關係

(ii)

能瞭解客戶及處理其訴求，作出回應及跟進，並把跟進事項及
結果通知有關客戶

8.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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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營銷、市場推廣及客戶服務」職能範疇能力單元
1. 名稱

處理客戶貨物追蹤

2. 編號

LOCUSM213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所有海運、空運及快遞經營者。具此能力者，能利用
基本資訊系統或其他渠道，獲取資料，確定貨物在流程中的位置與狀
況，並利用不同渠道通知客戶。

4. 級別

2

5. 學分

3(僅供參考)

6. 能力

7. 評核指引

表現要求
6.1

認識追蹤貨物的基本知識
 追蹤貨物的概念、使用的科技、設備及流程
 提供貨物追蹤服務對公司及客戶的重要性
 有關貨運文件，如提單、空運單等
 與貨物辨識、環球定位等有關的科技
 與貨物追蹤有關的電腦軟硬件配合及要求
 與貨物追蹤有關的訊息傳遞方式及其利弊
 掌握運用電腦的基本知識
 瞭解貨物跟蹤及追蹤系統的最新發展，如移動應用、自動
化、警報系統等
 瞭解運用資訊系統作貨物追蹤的技術要求
 瞭解貨運及物流的運作流程及工序

6.2

處理貨物追蹤
 能夠獲取辨識貨物的資料，處理有關貨物的追蹤
 能夠輸入有關貨物追蹤的資料
 利用電腦軟件或作業系統，或其他溝通渠道追尋貨物位置及
狀況
 能準確回答客戶或把訊息傳遞給客戶
 若作業系統或其他溝通渠道無法追尋貨物位置時，能適時向
上級匯報，尋求指示。按照上級的指示，回應客戶
 能夠從市場上更新貨物跟蹤和追蹤系統的發展趨勢
 能夠增強現有公司的系統，使其在市場上更具競爭力和便利
性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在公司指引或監督下，有效地運用不同的方法及工具追蹤貨物
的位置及狀況，把訊息傳遞給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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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營銷、市場推廣及客戶服務」職能範疇能力單元
(ii)

於處理貨物追蹤出現困難或偏差時，能適時匯報有關問題予上
級，尋求指示

(iii)

能夠為公司提供更新、升級和增強的貨物跟蹤系統的應用及最
新發展

8.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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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營銷、市場推廣及客戶服務」職能範疇能力單元
1. 名稱

與顧客進行與業務有關的簡短 普通話溝通

2. 編號

LOCUSM214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所有海運、空運及速遞公司。具此能力者，能運用與
業務有關的基本普通話詞彙與客戶進行溝通。

4. 級別

2

5. 學分

6(僅供參考)

6. 能力

7. 評核指引

表現要求
6.1

認識物流業基本普通話詞彙及一般銷售用語
 物流業基本的運作
 公司的基本業務運作
 物流業常用的一般行業用語、縮寫及專有名詞的普通話詞彙
及其正確讀音
 一般銷售用語
 一般溝通及接待客戶的技巧

6.2

與客戶進行與業務有關的簡短普通話溝通
 運用簡單普通話，向客戶清楚介紹相關資料如：公司所提供
的服務範圍、收費標準、折扣及其他增值服務等。
 於處理業務時若發現溝通上有困難或遇到投訴，應按個別情
況處理客戶要求，並於適當時候向上級匯報及尋求協助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夠明白物流業基本普通話詞彙，運用與業務有關的簡短普通
話與客戶進行溝通，如在與客戶溝通時有困難，應立即向上級
匯報，並尋求適當的處理方法

8. 備註

5-145

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營銷、市場推廣及客戶服務」職能範疇能力單元
1. 名稱

與顧客進行與業務有關的簡短英語溝通

2. 編號

LOCUSM215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所有海運、空運及速遞公司。具此能力者，能運用與
業務有關的基本英語會話詞彙與客戶進行溝通。

4. 級別

2

5. 學分

6(僅供參考)

6. 能力

7. 評核指引

表現要求
6.1

認識物流業基本英語會話詞彙及一般銷售用語
 物流業基本的運作
 公司的基本業務運作
 物流業常用的一般行業用語、縮寫及專有名詞的英語會話詞
彙及其正確讀音
 一般銷售用語
 一般溝通及接待客戶的技巧

6.2

與客戶進行與業務有關的簡短英語會話溝通
 運用簡單英語，向客戶清楚介紹相關資料如：公司所提供的
服務範圍、收費標準、折扣及其他增值服務等
 於處理業務時若發現溝通上有困難或遇到投訴，應按個別情
況處理客戶要求，並於適當時候向上級匯報及求助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夠明白物流業基本英語會話詞彙及一般銷售用語，並能運用
與業務有關的簡短英語與客戶進行溝通，如在與客戶溝通時有
困難，應立即向上級匯報，並尋求適當的處理方法

8.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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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營銷、市場推廣及客戶服務」職能範疇能力單元
1. 名稱

計算空運運費

2. 編號

LOAFSM203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航空公司、貨運代理、物流公司。具此能力者，能在
向客戶匯報空運貨物運費之前，以行業公佈的運費價格計算有關貨運運
費。

4. 級別

2

5. 學分

6(僅供參考)

6. 能力

表現要求
6.1

認識空運價格及其計算的基本知識
 掌握航空貨運監管機構的規條、價格分類、應用範圍及特別
處理條件
 掌握基本計算工具的使用
• 計算機、電腦
• 不同類型的對算表
 行業有關體積重量與實質重量的應用單位、對換要求或換算
方程
 瞭解貨物分類及價格類別
• 特種貨物運價
• 等級貨物運價
• 普通貨物運價
• 最低貨物運價
 瞭解客戶的貨運要求詳情，如體積、重量、件數、種類、價
值、特別安排等
 不同度量衡的名稱及縮寫
 不同國家貨幣的名稱及縮寫
 不同國家貨幣匯率的市場兌換
 行業有關小數位、化整數等量化規則與要求
 掌握行業有關體積重量與實質重量的應用單位、對換要求或
換算方程式
 瞭解市場競爭和主要競爭對手的氣候
 瞭解客戶關係和選擇標準

6.2

計算貨運運費
 使用航空貨運監管機構的條款及要求，計算客戶的貨運運費
 進行重量或體積的單位換算
 進行不同國家貨幣的單位換算
 進行體積重量與實質重量的對換，作為計算運費基礎
 能向客戶解釋有關運費計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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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營銷、市場推廣及客戶服務」職能範疇能力單元
7.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按照航空貨運監管機構的規條，清楚計算出不同情況下的運
費及解釋計算方法的理據

8.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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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營銷、市場推廣及客戶服務」職能範疇能力單元
1. 名稱

分類快遞服務

2. 編號

LOAFSM204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貨運代理，快遞公司以及物流服務提供商。從業員應
該能夠對不同類型的快遞服務進行分類。所有相關人員應運用此類知識
進行快遞交易，並根據公司政策為相關問題提供服務。

4. 級別

2

5. 學分

3 (僅供參考)

6. 能力

表現要求
6.1

瞭解快遞貨物的基礎知識
 如何根據公司政策分類快遞服務，包括：
• 直接/高級服務
• 延期服務
• 郵政服務
 每類服務的快遞費用
 每類服務的規格
 不同類別服務的名稱和縮寫

6.2

7. 評估指引

分類快遞服務
 根據預算和要求，有效地向客戶，對應方和同事解釋和提供
有關每項服務的內部和外部信息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
(i)

能夠根據公司的政策正確地分類不同類型的快遞服務

(ii)

能夠向客戶介紹最合適的服務

8.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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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營銷、市場推廣及客戶服務」職能範疇能力單元
1. 名稱

向客戶展示及闡述建議書

2. 編號

LOCUSM301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所有海運、空運及速遞公司。具此能力者，能夠清晰地向
客戶展示及闡述服務建議書。

4. 級別

3

5. 學分

6(僅供參考)

6. 能力

7. 評核指引

表現要求
6.1

瞭解不同顧客的要求
 對公司的業務運作有深入的瞭解，包括：業務範圍 、運作、流程、
價格及各部門的分工等
 掌握客戶業務、特性、對服務的需求、與公司業務的關係、現存或
將來作業上面對的挑戰及與公司發展夥伴關係的可能性等
 掌握發 佈技巧如：選取內容、撰寫語言、時間控制、聲量控制及身
體語言等
 瞭解建議書內容及其細節，並透過所建議的方案，掌握迎合客戶對
貨運/速遞服務的需要，包括：撰寫目的、建議內容、建議所帶出的
好處及不足之處以及解決方法等
 下列因素如何影響客戶對運輸服務的需求，包括：市場競爭、營運
模式、成本結構、政府政策、科技發展及公司文化等
 競爭對手，包括：所提供的服務、其優劣之處、收 費及新的動向等
 認識接待客戶的技巧，包括：談話技巧、溝通技巧、語言運用技
巧、身體語言及人際關係技巧等
 擁有處理客戶提問及質詢的能力

6.2

向客戶展示及闡述服務建議書
 按客戶對貨運/速遞服務的要求，透過良好溝通技巧及發佈表現技巧
的運用，將建議書內容及重點清晰地展示及闡述予客戶
 闡述各種承運方案及其優劣處
 考慮不同情況及不同的反應意見，選取合適的發 佈內容
 適當地回應客戶所提出的疑問及質詢，或就客戶提出的疑問及建
議，與有關部門商討並考慮作出修改的可行性
 獲取客戶的信任及承諾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按客戶對貨運/速 遞服務的需要，清晰 地向客戶展示及闡述 服務建
議書，以取得其信任及承諾

8.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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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營銷、市場推廣及客戶服務」職能範疇能力單元
1. 名稱

執行客戶服務管理

2. 編號

LOCUSM309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所有海運、空運及速遞 經營者。具此能力者，能掌握既
定的客戶服務管理策略，使客戶服務管理能有效地執行，並達致公司預期
的效果。

4. 級別

3

5. 學分

6(僅供參考)

6. 能力

表現要求
6.1

瞭解客戶服務的知識
 物流業相關的客戶服務，包括：接待、回應查詢、 處理投訴及
推廣業務等
 影響客戶對服務整體印象的因素，包括：接待處環境、接待處
地點、接待員的溝通技巧、處理問題所需的時間及提供解決 問
題的質素等
 認識客戶對公司的重要性及公司所定的客戶服務管理策略
 認識服務循環系統，包括：
•

客戶滿意與員工服務的關係

•

明白優良服務的要素，包括：工作效率、速度、知識、
熱誠、形象及禮貌等

6.2

執行客戶服務管理
 執行客戶服務管理，包括：
 管理員工的服務態度
 獲取客戶使用服務後的經驗
 執行客戶服務標準，包括：
•

跟從一套為前線員工而設的指引

•

向客戶提供符合標準及一致性的服務

• 確保員工瞭解公司要求，提高工作滿足感
 建立成功的團隊，包括：
•

組織員工成為隊員

•

恰當分配隊員到不同工作崗位

•

有效發揮各人所長

•

建立團隊默契和通力合作

•

進行定期檢討、糾正及改善客戶服務

•

對客戶服務水平進行量度及分析
5-151

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營銷、市場推廣及客戶服務」職能範疇能力單元
 建立關鍵績效指標，以衡量公司客戶關係管理系統的效率和有
效性
 定期與內部和外部各方進行審查，以達到共同目標
7.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夠掌握客戶服務知識

(ii)

能夠按照服務管理策略及員工服務指引，有效執行客戶服務管理

8.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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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營銷、市場推廣及客戶服務」職能範疇能力單元
1. 名稱

擬備營銷建議書

2. 編號

LOCUSM311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所 有海運、空運及快遞經營者。具此能力者， 能 按 客
戶要求、考慮公司利益及不同因素，擬備營銷建議書，達致推銷的目
的。

4. 級別

3

5. 學分

6(僅供參考)

6. 能力

7. 評核指引

表現要求
6.1

瞭解撰寫營銷建議書的基本知識
 有關貨運服務的流程、工序及特點
 客戶業務的運作
 營銷建議書的格式及內容重點
 競爭者的行為及對策分析
 認識不同形式的營銷策略及其目標
 認識商業法及相關法例
 掌握方法分析客戶的貨運需要
 掌握良好的書寫技巧及溝通技巧
 認識商業法及相關法例
 競爭者的行為及對策分析

6.2

撰寫營銷建議書
 從不同渠道瞭解客戶的貨運需要、運作流程、經營情況及困
難
 瞭解客戶的貨運需要
 瞭解市場上主要對手提供的服務及特點
 按客戶需求，針對性提出不同建議，並分析各建議的利弊
 就不同建議與公司相關部門商討其可行性
 與競爭者的服務作比較，建議競爭對策
 把客戶要求及相應競爭對策轉化為建議書的重點
 運用書寫技巧撰寫營銷建議書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瞭解客戶的貨運要求及客戶的經營情況

(ii)

能分析市場競爭者的服務並作出比較

(iii)

能就個別客戶情況，撰寫有針對性及有效的營銷建議書

8.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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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營銷、市場推廣及客戶服務」職能範疇能力單元
1. 名稱

處理及檢討客戶對服務質量的意見及投訴

2. 編號

LOCUSM312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所有海運、空運及速遞 經營者 。具此能力者， 能 瞭 解
客戶對服務質量的意見及投訴，並能適當地加以處理。

4. 級別

3

5. 學分

6(僅供參考)

6. 能力

7. 評核指引

表現要求
6.1

瞭解客戶投訴處理的要點
 客戶意見對公司發展的重要性
 不同客戶與公司的關係
 客戶對服務質量的要求
 競爭者，包括：所提供的服務、其 優劣之處、收費及新的動向
等
 認識處理客戶投訴的要點，包括：
• 公司的既定程序與守則
• 公司的運作模式
• 客戶的背景及行為
• 溝通及回應的方法
• 個案的調查及跟進
• 客戶關係的重建、維持及強化技巧
• 事件的檢討
 認識公司，包括：業務運作、部門之間的 合作及所提供服務的
優劣之處等

6.2

處理客戶的投訴
 根據公司的既定程序與守則，即時處理及回應一般 客戶投訴
 根據公司的既定程序與守則，對特別的投訴個案作出即時回
應，並進行調查及跟進
 能夠運用不同的溝通及回應方法，重建、維持以至強化公司與
客戶之間的關係
 在指導下，對投訴個案作出檢討，並提出適當的改善方案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夠根據 既定程 序與 守則，妥 善地處 理、 調查及回 應客戶 投訴 ，
重建、維持以至強化公司與客戶之間的關係

(ii)

能夠在指導下，對投訴個案作出檢討，並提出適當的改善方 案

8.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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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營銷、市場推廣及客戶服務」職能範疇能力單元
1. 名稱

能以英語與顧客進行與業務有關的溝通

2. 編號

LOCUSM313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 單元 適用 於所 有海運 、空 運及 速遞 公司。 具此 能力 者， 能運用
與業務 有關 的複 雜英 語，與 客戶 進行 溝通 ，清楚 瞭解 客戶 的要 求，有
效地執行有關職務。

4. 級別

3

5. 學分

6(僅供參考)

6. 能力

7. 評核指引

表現要求
6.1

掌握複雜英語溝通技巧
 對物流業的運作有較深入的瞭解
 物流業常用的行業用語、縮寫及專有名詞的英語會話詞彙及
正確讀音
 良好人際關係及銷售技巧
 瞭解公司的架構、不同部門的職能、流程、以及部門與部門
之間的合作模式及權責範圍
 瞭解公司與各客戶在商業上的關係及各客戶的特性
 擁有良好的溝通及接待客戶的技巧

6.2

能以英語與客戶進行與業務有關溝通
 能運用與業務有關的複雜英語，與客戶進行溝通並瞭解 其要
求，及有效地執行相關的職務
 若客戶要求對業務作更深入解釋時，應按個人能力處理客戶
要求並於適當時候向上級匯報及求助
 若與客戶溝通時遇到困難或遇到投訴，應立即向上級匯報並
尋求適當的處理方法
 於處理業務時若發現溝通上有困難，適時匯報上級加以處理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運用複雜英語，與客戶進行有效的業務溝通，並能清楚瞭解
客戶的要求，有效地執行有關職務

8.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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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營銷、市場推廣及客戶服務」職能範疇能力單元
1. 名稱

能以普通話與顧客進行與業務有關的溝通

2. 編號

LOCUSM314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所有海運、空運及速遞公司。具此能力者，能運用與
業務有關的複雜普通話，與客戶進行溝通，清楚瞭解客戶的要求，有效
地執行有關職務。

4. 級別

3

5. 學分

6(僅供參考)

6. 能力

7. 評核指引

表現要求
6.1

掌握複雜普通話溝通技巧
 對物流業的運作有較深入的瞭解
 物流業常用的行業用語、縮寫及專有名詞的普通話詞彙及正
確讀音
 良好人際關係及銷售技巧
 瞭解公司的架構、不同部門的職能、流程、以及部門與部門
之間的合作模式及權責範圍
 瞭解公司與各客戶在商業上的 關係及各客戶的特性
 擁有良好的溝通及接待客戶的技巧

6.2

能以普通話與客戶進行與業務有關的溝通
 能運用與業務有關的複雜普通話，與客戶進行溝通並瞭解其
要求，及有效地執行相關的職務
 若客戶要求對業務作更深入解釋時，應按個人能力處理客戶
要求並於適當時候向上級匯報及求助
 若與客戶溝通時遇到困難或遇到投訴，應立即向上級匯報並
尋求適當的處理方法
 於處理業務時若發現溝通上有困難，適時匯報上級加以處理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運用複雜普通話，與客戶進行有效的業務溝通，並能清楚瞭
解客戶的要求，有效地執行有關職務

8.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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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營銷、市場推廣及客戶服務」職能範疇能力單元
1. 名稱

處理空運貨物艙位預訂程序

2. 編號

LOAFSM302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空運承運商及航空公司。具此能力者，能夠依照機構
的程序和要求，正確地處理及回覆客戶有關貨物艙位預訂的程序。

4. 級別

3

5. 學分

6(僅供參考)

6. 能力

表現要求
6.1

瞭解處理艙位預訂基本知識

航空貨運的基本及特定知識，包括：
• 一般航空貨運運作流程
• 不同路線、區域及機場的特性
• 不同種類貨品的特性
• 不同客戶的要求

公司的艙位供應情況

各航空貨運承運人和航空公司的訂票程式和系統規格

認識承運人及其代理在承運貨物的一般責任

6.2

處理及回覆艙位預訂
 收集空運艙位預訂要求
 瞭解航機大致的負載情況，盡早作出適當的調整
 根據相關的要求或指引，與不同航機的負載規劃員作出緊密
溝通、交換意見，務求達致最佳效益或機構所定的政策目
標，考慮因素包括：
• 航機負載的政策要求
• 當時天氣及航程情況
• 監管機構及/或機構的安全指引
• 若涉及中轉，與有關中轉站的同事作緊密聯繫，以瞭
解各中轉站航機的艙位情況
• 在航機有艙位剩餘的情況下，決定是否優先確定其他
待定或預訂指示
• 清楚發出確定、未能確定、待定及拒絕的回覆
知會有關機構或人士
• 使用聯網系統、電子數據交換、傳真或雙方預定的傳
遞方式，答覆貨運代理或付貨人
• 要求貨運代理或付貨人作出相應的行動，如後補的資
料或作其他路線的付運等
• 整理不同預訂指示及知會航機負載規劃員有關預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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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營銷、市場推廣及客戶服務」職能範疇能力單元
•

•
•
•
•
•
•
7. 評核指引

如遇上特殊情況，匯報予上級
作出文件記錄
在電腦系統上或文件上正確記錄有關確定、未能確
定、待定及拒絕預訂的指示
利用電腦系統或人手訂立預訂回覆程序或系統以供上
級或其他有關人員閱覽
記錄有關特殊情況
與航空貨運承運人和航空公司發展自動化和資料相容
性
開發平台以獲取、共用和更新資料以提高效率
定期審查與主要業務夥伴的系統開發，並向公司介紹
趨勢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夠依照機構的程序和要求，處理及回覆客戶有關艙位預訂的
指示

(ii)

能夠完成空運貨物艙位預訂相關文件的發送及存檔

8.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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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營銷、市場推廣及客戶服務」職能範疇能力單元
1. 名稱

計算合約空運運費

2. 編號

LOAFSM303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航空公司及空運貨運代理。具此能力者，能計算承運
商與貨運代理或貨運代理與客戶之間的合約空運運費。

4. 級別

3

5. 學分

6(僅供參考)

6. 能力

7. 評核指引

表現要求
6.1

瞭解合約空運運費計算的基本知識
 不同計算運費的方法：定價計算、從價計算、加價買位、差
別訂價（如航線分別及淡旺季節）
 使用包機、航機的不同計算運費方式
 航空貨運合約重量計算原則，如基本裝載重量
 整盤/櫃計價的原則，如底價、超重費率、空放費等
 公司計算合約空運運費的原則及方法
 風險管理概念並在計算中應用
 合約內不同的計算原則，如基本配額、不同貨種等

6.2

計算合約空運運費
 根據貨物類別、貨運量、時間性、選用服務、彈性、到達時
間要求、航班及航線等因素，與客戶訂立運費計算原則
 按照實際市場供求及客戶關係等因素，訂立空運價格
 按銷售部門與客戶的合約內容，計算空運運費
 潛在風險分析和對管理層的損害，以評估風險因素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掌握客戶貨運合約的形式及條款，正確地計算空運訂單的運
費及收費

8.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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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營銷、市場推廣及客戶服務」職能範疇能力單元
1. 名稱

編製快遞收件時序表

2. 編號

LOAFSM304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速遞公司。具此能力者，能夠為公司編製快遞收件時
序表，有效地向客戶傳達快遞收件時序的時段、 形式及方法。

4. 級別

3

5. 學分

6(僅供參考)

6. 能力

7. 評核指引

表現要求
6.1

瞭解快遞收件時序的知識
 快遞收件時序表的概念、功能
 有關國家海關、航站、貨站運作時段的資料
 出發地與航站的航程時間
 出發地、中轉航站及目的地的機坪處理時間、清關時間及效
率等
 出發地航站航機往各國的預計起飛及到達時間
 清關後，快件運送到收件人手中所需要的時間

6.2

編製快遞收件時序表
 按公司營運策略及銷售方式，製作快遞收件時序表予客戶使
用
 計算各城市的快遞時間，決定收件及送件時間
 以表列形式列出各目的地的最後收件時間及保證送件時間
 把同地區相約收件時間編排成一組別
 為特別安排及額外送遞等加上適當的註釋
 利用圖表、字句、字體、大小及顏色等，把各地收件時序簡
單及有效地展示
 按公司指示，更改收件時序表內容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編製有效的快遞收件時序表，以提高快遞收件的效率

8.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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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營銷、市場推廣及客戶服務」職能範疇能力單元
1. 名稱

處理國際快件速遞預訂

2. 編號

LOAFSM305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速遞公司。具此能力者，能夠處理及回覆客戶的快件
速遞預訂要求。

4. 級別

3

5. 學分

3(僅供參考)

6. 能力

表現要求
6.1

掌握快件速遞的流程及客戶服務的知識
 瞭解快遞處理流程
 瞭解公司對客戶服務的方針及要求
 瞭解服務和路由以及收費圖表和資費之間的關係，以及如何
利用它們為客戶推薦最佳選擇
 客戶所提出的要求
 客戶服務原則的基本概念
 行業的術語
 電話應對步驟及基本禮貌
 認識電腦系統、客戶服務系統的操作

6.2

處理國際快件及包裹收件
 處理客戶國際快件及包裹收件的要求
•
聆聽或閱讀客戶的需求
•
分析客戶的需求是否屬於公司服務範圍
•
遵循公司設置的關鍵績效指標處理客戶預訂提前期和
要求
•
處理並記錄與客戶的所有交易和指示，以確保公司中
的其他部門可以遵循生產者的指示
•
向主管報告違規行為，並向客戶更新狀態和行動計劃
/解決方案
•
懂得向客戶提出適當問題，以獲取足夠資料，完成收
件及落單工序，如取件方式及地址、聯繫方法、快件
類別、目的地、付款方式等
•
回覆客戶所需的資料
•
向客戶解釋收件、包裝、文件預備、收費等要求
 在資訊系統或人手紀錄系統中輸入資料，以確保系統有預訂
的紀錄回覆及查閱預訂狀況
 按照公司操作指引，完成預訂處理工作
 解釋收件時限的重要性及其他重要須知
 從資訊系統中把客戶要求傳往收件部門或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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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公司程序，處理有關客戶更改、取消預訂的要求
 在資訊系統中把客戶要求的改動內容或取消指令傳往收件部
門或中心，並予以紀錄
7.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夠依照公司營運指引，處理客戶的快件及包裹速遞預訂

8.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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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名稱

處理航空貨運收費查詢

2. 編號

LOAFSM306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航空公司、空運貨運代理等公司。 具此能力者，能按公司
營運指引及銷售政策，處理有關航空貨運收費的查詢。

4. 級別

3

5. 學分

3(僅供參考)

6. 能力

7. 評核指引

表現要求
6.1

掌握航空貨運收費及客戶服務的基本知識
 航空業貨運標準下航空貨運收費的種類及其原則
 航空業貨運標準下運費的計算方法及原則
 物流行業的術語
 電話應對步驟及基本禮貌
 計算空運運費的方法
 認識電腦系統、客戶服務系統的操作
 認識其他非運費項目及其收費原則
 認識客戶服務原則的基本概念
 瞭解航空貨運的處理及流程
 瞭解客戶的要求
 瞭解公司客戶服務的方針及要求
 瞭解公司營運或銷售指引
 瞭解不同貿易規範下的基準測試系統
 瞭解不同行業、航空公司和客戶的服務水準與價位等級的差異

6.2

航空貨運收費查詢的處理
 聆聽及瞭解客戶的查詢及要求
 向客戶提出問題，以獲取足夠資料作出貨運收費計算
 按貨物的特性、數量等，選取合適運價
 使用電腦軟件或方程式，計算貨運運費
 按貨物的特性及載運要求，計算貨運運費及其他收費
 向客戶解釋運價、運費、收費的原則及計算結果
 使用不同渠道，如：電話、電郵、信件形式作回答或解釋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掌握航空貨運收費的計算原則及公司對客戶服務的要求

(ii)

能按公司營運指引及銷售政策，處理有關航空貨運收費的查詢

8.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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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銷、市場推廣及客戶服務」職能範疇能力單元
1. 名稱

計算佣金及優惠方案

2. 編號

LOAFSM307B

3. 應用範圍

此 能力 單 元 適用 於 航 空 公司 及 空 運貨 運 代 理 公司 。 具 此能 力 者 ， 能計
算 承運 商 與 貨運 代 理 或 貨運 代 理 與客 戶 之 間 的合 約 內 有關 空 運 運 費的
佣金及優惠。

4. 級別

3

5. 學分

6(僅供參考)

6. 能力

7. 評核指引

表現要求
6.1

瞭解佣金及優惠方案的基本知識
 佣金及優惠方案的概念
 合法與非法佣金及優惠的分別
 認識不同類別貨運代理的功能及運作
 航空公司與貨運代理、貨運代理之間及貨運代理與付貨人等
不同層次的市場運作
 不同營運模式下，佣金的計算方法及準則
 不同國家或地區對佣金或優惠方案的要求
 認識業內的優惠方案，如平衡集箱、折扣價格等

6.2

佣金及優惠方案的計算
 按行業慣例、商會指引、雙方合約的原則，計算代理與代理
之間的分賬或佣金
 按出口及入口代理的行規或合約內容，計算有關佣金、利潤
及收費
 按照體積重量計算低密度貨物的回扣
 按航空公司與貨代的合約，計算有關平衡集箱的優惠方式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按合約條款或行業慣例，計算不同形式的佣金及優惠

8.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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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銷、市場推廣及客戶服務」職能範疇能力單元
1. 名稱

制定參與物流業商務會議之整體策略

2. 編號

LOCUSM401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所有海運、空運及速遞經營者。具此能力者，能制定
參與商務會議之整體策略，以達致公司所預期的成效。

4. 級別

4

5. 學分

6(僅供參考)

6. 能力

表現要求
6.1

瞭解商務會議的知識
 舉辦商務會議的意義及目的
 公司業務，包括：物流業運作、業務範圍、運作及流程等，
並配合公司形象及公司業務發展，制定舉辦商務會議的方
針、目的及希望達致的成效等
 分析物流業的現況及未來發展，並能掌握業界的需要，從而
落實探討的議程
 協助舉辦商務會議相關公司提供的服務範圍、流程、服務收
費、合作模式、跟進及合約細則等
 舉辦商務會議的會場設計，包括：空間的運用、人流的操控
及座位的編排等
 會議參與的相關法規要求
 會議期間討論和發表的資訊的義務和限制

6.2

制定參與商務會議的整體策略
 確定管理層及客戶的取向及要求，聯絡不同部門，就透過商
務會議能達到的目的取得共識，例如：令客戶對公司留下鮮
明印象、推動公司品牌及建立公司形象等
 按照協助舉辦商務會議相關公司所提供的資料、服務質素、
場地、合約內容及價格等作出比較，並選取合適的協辦商
 掌握展覽會場設計過程，包括：
 瞭解設計圖
 與設計師、承建商及主辦公司技術員溝通
 進行時間管理及現場佈置
 監察商務會議會場設計進度，與管理層保持溝通，並作出適
當的修定
 檢討所舉辦的商務會議能否達致公司預期的效果
 準備和審查在會議之前共享和討論的信息，以確保合法合規
 準備並向公司高級職員分發有關與會員進行信息流動的法律
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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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運用商務會議相關知識，對各方面資料作出分析、檢討及整
合，有效地制定參與商務會議之整體策略及有關配套，以達致
公司所預期的成效

(ii)

能領導工作人員參與商務會議相關工作

(iii)

能檢討所舉辦的商務會議能否達致公司預期的效果

8.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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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銷、市場推廣及客戶服務」職能範疇能力單元
1. 名稱

管理客戶服務中心

2. 編號

LOCUSM402B

3. 應用範圍

此 能 力 單 元 適 用 於 所有 海 運 、 空 運 及 速 遞經 營 者 。 具 此 能 力 者， 能 應 用
客 戶 服 務 管 理 知 識 ，管 理 客 戶 服 務 中 心 ，對 員 工 作 出 清 晰 指 導， 有 效 地
執行客戶服務管理。

4. 級別

4

5. 學分

6(僅供參考)

6. 能力

7. 評核指引

表現要求
6.1

掌握客戶服務中心的知識
 客戶服務中心與公司主要業務的關係
 物流業實際的運作，掌握營銷的環境
 利用市場策略影響消費者行為的方法
 物流業客戶對客戶服務中心所要求的服務，包括：接待、查
詢、處理投訴及業務推廣等，並瞭解不同客戶對服務質素的要
求
 影響客戶對服務整體印象的因素，包括：接待處環境、接待處
地點、接待員的溝通技巧、處理問題所需的時間及提供解決問
題的方法
 與客戶服務中心運作相關的法例
 建立關鍵績效指標，以衡量客戶服務中心的效率和有效性
 審查績效並通過內部和外部各方加強合規性
 管理客戶服務中心的技巧

6.2

制定管理客戶服務中心
 明確界定公司服務的宗旨和目標，並制定服務的運作形式
 運用有效的方法，評估和滿足服務使用者的需要
 清楚界定職員及有關管理人員的職務及責任
 明確界定管理及控制服務質素水平所需的程序和指引
 聯絡相關部門，為客戶服務中心實施有效的人力資源政策
 制定措施使員工遵守相關的法律條例
 制定評估及收集意見政策，以檢討服務表現
 根據內部和外部要求和測量系統實施關鍵績效指標
 實施具有不同級別員工要求的測量系統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制定客戶 服務中心的政策及員工服務指引，使客戶服 務 中 心 有
效地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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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能夠建立關 鍵績效指標和測量系統，以維護和提高客戶 服 務 中 心
的績效

8.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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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名稱

執行整體市場推廣計劃

2. 編號

LOCUSM403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所有海運、空運及速遞經營者。具此能力者，能運用
市場學理論，探討市場導向，適當地分析及評估市場資料及未來需求，
有效地執行整體市場推廣計劃。

4. 級別

4

5. 學分

6(僅供參考)

6. 能力

7. 評核指引

表現要求
6.1

瞭解市場推廣的理論
 整體市場推廣計劃，包括：計劃的概念、推廣的對象、重點
及預期達到的效果等
 物流業的實際運作營銷環境
 消費者行為及使用服務的決策，掌握利用市場策略影響消費
者行為的方法
 網上商貿及電子市場推廣方式
 物流業營銷領域上的市場營銷概念、工具運用及策略性的應
用知識

6.2

執行整體市場推廣計劃
 分析市場及目標客戶群之特性，瞭解客戶使用服務的動機
 協助制定電子市場推廣及電子商業計劃，以控制推廣成效
 協助制定針對消費者行為的市場策略
 執行市場推廣計劃的策略，以配合公司的發展計劃及業務預
算，包括設計、推廣宣傳目的及方案等
 統籌及執行具體市場推廣計劃的工作
 評核各種改善及滿足顧客需求的方法，包括生產與服務設施
的地點、設計、裝備及員工配備，以迎合顧客需求及達至更
高的盈利
 建立測量以衡量市場計劃對未來規劃和重建目標的結果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運用市場學理論，分析及評估物流業市場營銷概念

(ii)

能分析市場及目標客戶群之特性，切實並有效地統籌及執行整
體市場的推廣工作

8.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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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銷、市場推廣及客戶服務」職能範疇能力單元
1. 名稱

評估整體市場推廣計劃及績效指標

2. 編號

LOCUSM404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所有海運、空運及速遞經營者。具此能力者，能對物
流業市況及整體市場推廣計劃進行分析及評估，並能制定及檢討績效指
標，以便公司能為未來制定推廣發展路向。

4. 級別

4

5. 學分

6(僅供參考)

6. 能力

7. 評核指引

表現要求
6.1

瞭解物流業市場情況
 公司所訂立的整體市場推廣策略，包括預期達至的目標、達
至目標的方式、推廣活動的形式、時間、所預期的市場反應
以及透過推廣活動所預期帶來的營業額
 透過收集市場數據分析市場推廣成效
 物流業市場現況及未來發展，包括：本地市場、中國內地市
場及各個目標海外市場等
 各個目標市場的發展潛力、市場銷售結構及現行市場導向等
 建立關鍵績效指標，以衡量行銷計劃的效率和有效性
 與內部和外部各方就遵守情況審查業績並加強系統

6.2

評估整體市場推廣計劃及績效指標
 按公司的推廣目標，評估各個目標市場推廣策略、計劃及績
效指標
 評估公司實施的推廣計劃，如成功吸引目標消費群、提高品
牌的整體市場覆蓋率及達至預期的營業額等
 按不同情況，包括：市場需要、市場推廣成效及競爭者的動
向，檢討推廣策略，並因應市場需求及變化，而調整有關推
廣計劃
 在實施營銷計劃後衡量效率和有效性，以達到公司的目標
 制定定期檢討報告以審查結果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夠分析及評估物流業市場推廣計劃，並制定及檢討績效指標

(ii)

能夠建立關鍵績效指標，以衡量市場計劃的結果並定期報告

8. 備註

5-170

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營銷、市場推廣及客戶服務」職能範疇能力單元
1. 名稱

分析物流業市場現況及趨勢

2. 編號

LOCUSM405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所有海運、空運及速遞 經營者。具此能力者，能準確地收
集相關市場資料，分析物流業市場現況及趨勢。

4. 級別

4

5. 學分

6(僅供參考)

6. 能力

7. 評核指引

表現要求
6.1

物流業市場資料收集及分析

收集物流業市場資料的不同途徑，並加以組織及整理，例如：
• 消費者/客戶調查
• 小組研究
• 市場資訊
• 行業訊息
• 統計數字

市場分析工具，如：
• 市場分割
• 市場定位圖
• 形勢預測
• 因果分析法
 分析物流業市場現況及未來發展，包括：本地市場、中國內地市
場及各個目標海外市場等
 分析各個目標市場的發展潛力、市場銷售結構及現行市場導向等

6.2

應用市場分析結果
 根據所得數據，分析市場對物流業服務的供求量、公司於市場上
的佔有率，並對市場環境、消費者及市場趨勢
 根據目標市場定位及形勢預測，針對現有及新開拓的目標消費
群，設計迎合消費者需要的服務
 提供市場分析資料，以協助撰寫物流業服務項目建議書
 與相關部門商討及分享分析結果，關鍵績效指標要求，並按情況
作出修訂
 根據預先設定的關鍵績效指標，按公司與客戶的關係策略，選取
合適的分析報告，發放予相關的客戶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搜集有關物流業市場資料，有系統地作出分析，預測物流業市場現
況及趨勢，靈活運用於嶄新的服務上

8.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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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銷、市場推廣及客戶服務」職能範疇能力單元
1. 名稱

評估銷售行情

2. 編號

LOCUSM406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所有海運、空運及快遞經營者。具此能力者，能準確
評估銷售行情，確保公司的有效經營。

4. 級別

4

5. 學分

6(僅供參考)

6. 能力

表現要求
6.1

瞭解銷售行情的工具及方法
 認識公司的營運方針及銷售目標
 行業市場現況
 公司的銷售策略、銷售方法及銷售渠道
 市場佔有率的計算方法
 獲取市場資訊、情報的渠道
 資訊和統計的來源
 新統計資料的發展情況及其可 用性
 各種分析銷售市場的方法，如市務成本分析
 計算數據走勢的方法，如移動平均、回歸分析等
 基本統計學知識

6.2

評估銷售行情
 獲取市場數據、資訊及情報
 以有效的方式開發新的資料和資訊採集管道
 資訊和統計資料在交付前的可靠性和有效性
 針對公司政策及銷售目標，評估實際銷售情況
 分析引致銷售績效變化的原因
 衡量銷售績效差距
 分析市場佔有率的變化
 分析銷售渠道及網絡的效能
 分析競爭對手的銷售策略
 提供建議或對策，強化有效的銷售策略
 評估不同建議的優劣及對公司的影響
 撰寫報告書及利用圖表闡釋評估銷售行情
 實行新系統有效地收集資訊、資料和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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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營銷、市場推廣及客戶服務」職能範疇能力單元
7.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有效地利用市場分析工具、市場數據及情報，準確評估銷售行
情

(ii)

能撰寫報告書闡釋評估行情結果，建議有效的銷售策略予管理層

8.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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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營銷、市場推廣及客戶服務」職能範疇能力單元
1. 名稱

分析客戶的貨運需要

2. 編號

LOCUSM407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所有海運、空運及快遞經營者。具此能力者，能分 析 客
戶的貨運需要，使公司所提供的服務能迎合客戶要求。

4. 級別

4

5. 學分

6(僅供參考)

6. 能力

7. 評核指引

表現要求
6.1

瞭解貨運相關知識
 貨運及物流運作
 相關法規要求
 宏觀貨運市場及影響市場需求的因素，如經濟、競爭環境、政
治、法規等
 競爭氣候的主管道
 建立及維持客戶關係的技巧
 與客戶溝通的技巧
 分析客戶需要的理論及方法
 基本統計學及分析數據的技巧

6.2

分析客戶的貨運需要
 獲取客戶的運作或銷售數據、資訊及情報
 分析客戶的業務狀況
 利用統計學及運籌學方法，預測客戶的未來貨運量
 到客戶公司作實地考察，評估客戶的貨運需要
 按客戶所提供的資料，分析客戶的貨運量模式、貨物類型、目的
地、時間季節等變化 因素
 利用不同渠道與客戶作有效的溝通，建立良好關係，以瞭解客戶
的要求
 分析客戶其他貨運的需要，如再包裝、併合
 撰寫報告闡釋客戶的貨運需要，有效地幫助決策層制定服務策略
 建立評估競爭環境的管道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有效地使用客戶提供的資料，為客戶的貨運需求作準確及全面的分
析，幫助公司提出合適服務予客戶

(ii)

能撰寫報告書闡釋評估客戶的貨運需求，有效地幫助決策層制定服務
策略

8. 備註

5-174

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營銷、市場推廣及客戶服務」職能範疇能力單元
1. 名稱

擬定客戶關係策略

2. 編號

LOCUSM408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 元適 用於所 有海運、 空運 及快遞 經營者。 具此 能力者 ，能擬定
一套以客 為本 的客戶 關係策略 ，務 求能鞏 固與客戶 之間 的關係 ，達致雙
贏。

4. 級別

4

5. 學分

6(僅供參考)

6. 能力

7. 評核指引

表現要求
6.1

瞭解客戶關係相關知識
 與客戶建立良好關係的重要性
 建立良好客戶關係在公司營運策略的角色
 現有及潛在客戶的貨運服務需求
 影響客戶選擇貨運服務公司的原因
 公司的資源及限制
 商業夥伴關係概念
 分析客戶與公司業績關係的工具，如 ABC 分析、主要客戶
群分析
 接觸客戶的不同渠道
 按不同客戶訂立關係策略的需要
 引致客戶不滿及客戶流失的原因

6.2

擬定客戶關係策略
 按公司營運策略，根據客戶的需求、特性、營業額等，加以
分類
 分析與客戶建立良好關係的可能性，以及給雙方帶來的利弊
 分析客戶的業務發展方向及貨運需求，擬定針對性的客戶關
係策略
 定期與客戶溝通，設計針對性及個性化服務
 建立客戶服務小組，分析及評估對主要客戶的服務表現
 撰寫報告書及指引予銷售部門，闡釋所制定的客戶關係策略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全面地分析公司客戶群的特性及其服務需要

(ii)

能建議使用不同及有效的渠道接觸客戶及與客戶溝通

(iii)

撰寫報告書，闡釋所制定的客戶關係策略

8.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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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營銷、市場推廣及客戶服務」職能範疇能力單元
1. 名稱

運用市場推廣方法

2. 編號

LOCUSM409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所有海運、空運及速遞 公司。具此能力者，於進行與 物
流業有關的市場推廣及銷售時，能運用市場推廣方法，將業務介紹 給客人

4. 級別

4

5. 學分

6(僅供參考)

6. 能力

7. 評核指引

表現要求
6.1

瞭解市場推廣及銷售的概念
 物流業運作
 公司的業務運作
 客戶業務、運作、特性、對服務的需求、與公司業務的關係
及營業額等
 不同的分銷渠道
 物流業的市場現況及能掌握未來發展
 市場競爭者的現況及動向
 市場推廣及銷售的概念
 本地市場推廣及銷售網概念及有關限制，包括本地及海外的
法律限制
 各種市場推廣及銷售的技巧
 良好溝通技巧及人際關係

6.2

運用市場推廣及銷售方法以幫助業務持續發展
 按不同情況選取及應用不同市場推廣及銷售方法，例如：一
般報章廣告、郵寄單張、專業廣告及公司對公司直接銷售等
 按照不同市場推廣方法評估所需人力資源
 安排市場推廣及銷售從業員的權限與責任
 建立市場推廣及銷售流程
 掌握推廣預算
 聯絡公司相關部門，商討推廣細節，以達致更有效的業務推
廣及銷售
 檢討市場推廣及銷售成效並加以修正
 建立衡量標準以評估每個渠道在未來戰略規劃中的效率和有
效性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夠配合整體推廣策略，運用市場推廣及銷售的方法，有效地
進行與物流業有關的推廣及銷售

8.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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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營銷、市場推廣及客戶服務」職能範疇能力單元
1. 名稱

運用互聯網推廣業務

2. 編號

LOCUSM410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所有海運、空運及速遞公司。具此能力者，於進行與
物流業有關的市場推廣及銷售時，能運用互聯網提高公司的知名度，達
到推廣業務及增加競爭力的目的。

4. 級別

4

5. 學分

6(僅供參考)

6. 能力

表現要求
6.1

瞭解互聯網推廣業務的概念
 公司的業務運作
 如何能建立網上品牌及有效接觸客戶
 資訊同步化的概念
 更新的法律應用和風險
 客戶業務、運作、特性、對服務的需求、與公司業務的關係
及營業額等
 市場競爭者的現況及動向
 物流業的市場現況及掌握未來發展
 網上交易要留意的細節守則及其法律效力
 互聯網相關的知識，包括：多媒體及網頁編寫、商業資訊系
統、互聯網絡技術、線上銷售及市場學、視覺傳意及資訊科
技專業操守等
 本地市場推廣及銷售網概念及有關限制，包括本地及海外的
法律限制
 與互聯網推廣業務相關的法律知識

6.2

運用互聯網推廣業務
 分析網上行銷的實際應用及捕捉商機
 透過資料搜集及市場分析，並運用互聯網分析顧客網上消費
模式
 運用最有效的互聯網廣告以提升公司形象
 吸引顧客再度瀏覽，提高公司於網上搜尋器的排名，增加網
上的曝光率
 加強電郵及電子報內容及設計，吸引收件者的注意
 設計簡單有效的網上顧客服務，並制定網上交易要留意的細
節以保障公司利益及盡量確保網上推廣及交易合法地運作
 檢討運用互聯網推廣業務的成效
 運用與互聯網推廣業務相關的法律知識，使業務能合法地推
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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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營銷、市場推廣及客戶服務」職能範疇能力單元
 運用電子系統加強資料保安能確保資料的保密性
 建立測量工具，以衡量互聯網推廣和重新評估行動計劃的效
率和有效性
7.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夠運用互聯網推廣業務，以提高公司知名度，並達致業務能
合法及有效地推廣

(ii)

能夠檢討運用互聯網推廣業務的成效，建立測量工具，以衡量
互聯網推廣的效率和有效性

8.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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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營銷、市場推廣及客戶服務」職能範疇能力單元
1. 名稱

分析客戶業務狀況

2. 編號

LOCUSM411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海運、空運及快遞的公司。具此能力者，能向客戶收
集資料、通過數據分析客戶業務狀況，使公司瞭解主要客戶的業務，作
為提供更適合的貨運及物流服務的基礎。

4. 級別

4

5. 學分

6(僅供參考)

6. 能力

7. 評核指引

表現要求
6.1

瞭解客戶業務作分析的基本知識
 客戶所屬行業的情況
 如何運用統計學基礎知識及統計學分析工具
 收集數據及情報的方法及工具
 良好的溝通技巧
 貨運及物流運作的流程及工序
 貨運及物流運作的衍生需求概念

6.2

分析客戶業務狀況
 向客戶訂立數據收集機制
 客戶的公司所提供的服務或銷售情況
 收集客戶的貨運數據，並進行統計分析
 定期向客戶獲取最新資訊
 分析公司佔客戶業務的貨物處理量
 分析增加貨物處理量的機會及可行性
 分析拓展處理其他貨物的機會及可行性
 分析公司未來的發展方向及在哪方面對客戶有利
 撰寫客戶業務分析報告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收集客戶的資料作出分析

(ii)

能就著客戶本身及公司兩者的發展，作出有效的分析，並撰寫
客戶業務分析報告

8. 備註

5-179

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營銷、市場推廣及客戶服務」職能範疇能力單元
1. 名稱

編製快遞收費表

2. 編號

LOAFSM401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速遞公司。具此能力者，能夠為公司編製快遞收費
表，有效地向客戶傳達收費形式及方法。

4. 級別

4

5. 學分

6(僅供參考)

6. 能力

7. 評核指引

表現要求
6.1

瞭解快遞收費的知識
 簡單快遞收費表的概念
 訂立簡單快遞收費表和貨物規格的原因
 快遞分區收費的概念及原因
 不同國家的送運及交收成本的差異
 公司的營運政策、快遞業貨運標準及收費政策
 送遞國家、距離、重量與收費的關係
 送遞國家或航站的特別安排
 一些國家在同一收費區內收取不同費用的原因
 公司關於收費發展、設置、修改和批准管道和流程的政策
 市場快報圖表的開發方法和機制

6.2

編製快遞收費表
 按公司營運策略及銷售方式，製作快遞收費表予客戶使用
 用簡單表列形式，按重量及地點，計算主要的價格
 為特別安排及額外收費等加上適當的註釋
 利用圖表、字句、字體、大小及顏色等，清楚列明收費內容
 設計收費表的編排
 按公司指示，更改收費表內容
 制定反饋機制並整合信息，以便公司制定新的定價策略
 記錄快遞收費市場的趨勢發展，以便公司制定未來預測的競
爭環境報告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8. 備註

能編製有效的快遞收費表，清楚地向客戶傳達有關快遞收費的
形式及方法

此能力單元參照物流業能力單元 LOAFSM301A，資歷級別由第 3 級修
訂為第 4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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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營銷、市場推廣及客戶服務」職能範疇能力單元
1. 名稱

處理空運貨運代理的同行貨盤交易

2. 編號

LOAFSM402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空運貨運代理公司。具此能力者，能分析公司承攬的
貨物，或預定的倉位，在供求差距下，向同行公司進行貨盤交易，增加
空運貨運代理貨物組合的靈活性，從而獲取更佳效益。

4. 級別

4

5. 學分

6(僅供參考)

6. 能力

7. 評核指引

表現要求
6.1

瞭解同行貨盤交易的基本知識
 空運貨物的種類及特性
 處理空運貨物的流程
 同行貨盤交易的概念及市場運作
 市場趨勢和發展，以建立有效的營銷計劃
 共同裝載者的法律義務和相關法規要求的遵守情況
 不同的貨運代理的經營模式及其營運責任
 市場內貨盤與艙位的配合過程
 市場不同類型貨物組合

6.2

處理同行貨盤交易
 與同業保持良好關係，發展有關同行貨盤的網絡
 搜集市場情報，留意不同貨物類別的同行貨盤供應及要求或
同行艙位過剩或不足的情況
 使用同行貨盤交易網站，進行同行貨盤資料交換、詢價及交
易
 處理同行貨盤交易的文件及責任轉移的問題
 建立訊息交換機制
 確保所有文件都包含更新的相關法規要求和條款，以提醒共
同裝載者遵守
 定期審查並通知共同裝載者，以確保遵守規則和條例
 定期對相關的管理部門和協會進行審查和更新，並向公司報
告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有效地利用同行貨盤交易方式，增加公司的利潤或減少公司
的損失

(ii)

能定期審查並通知共同裝載者，以確保遵守規則和條例

8.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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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營銷、市場推廣及客戶服務」職能範疇能力單元
1. 名稱

執行分區快遞市場推廣計劃

2. 編號

LOAFSM403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所有快遞公司及提供快遞相關服務的貨運及物流經營
者。具此能力者，能運用市場學理論，探討市場導向，適當地分析及評
估快遞市場資料及未來需求，有效地執行 分區快遞市場推廣計劃。

4. 級別

4

5. 學分

6(僅供參考)

6. 能力

7. 評核指引

表現要求
6.1

瞭解快遞市場推廣的理論
 基本市場推廣的理論
 分區市場推廣計劃，包括：計劃的概念、推廣對象及預期達
到的效果等
 快遞服務業的實際運作營銷環境
 分析消費者行為及使用快遞服務的因素，掌握利用市場策略
影響消費者行為的方法
 網上商貿及電子市場推廣方式
 快遞服務業營銷領域上的市場營銷概念、工具運用及策略性
的應用知識

6.2

執行分區快遞市場推廣計劃
 分析快遞市場及目標客戶群之特性，瞭解客戶使用服務的動
機
 執行電子市場推廣及電子商業計劃
 執行針對快遞客戶群行為的市場策略
 執行市場推廣計劃的策略，以配合公司的發展計劃及業務預
算，包括設計、推廣宣傳目的及方案等
 統籌及執行分區快遞市場推廣計劃的工作
 評核各種改善及滿足顧客需求的方法
 建立關鍵績效指標效益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夠運用市場推廣的理論，按公司目標執行分區快遞市場推廣
計劃

(ii)

能夠建立關鍵績效指標評估推廣計劃效益

8.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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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營銷、市場推廣及客戶服務」職能範疇能力單元
1. 名稱

處理快遞貨運代理的同行貨盤交易

2. 編號

LOAFSM404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所有快遞公司及提供快遞相關服務的貨運及物流經營
者。具此能力者，能分析公司承攬的同行貨物，或預定的倉位，在不同
供求情況下，處理快遞貨運代理的同行貨盤交易，增加快遞在不同大小
市場上的靈活性，從而獲取更佳效益。

4. 級別

4

5. 學分

6(僅供參考)

6. 能力

7. 評核指引

表現要求
6.1

瞭解同行貨盤交易的基本知識
 不同市場快遞貨物的種類及特性
 快遞市場在同行貨盤交易的概念及運作
 個別快遞市場趨勢和發展，以建立有效的同行貨盤交易營銷
方案
 共同裝載者的法律義務和相關法規要求的遵守情況
 市場不同類型同行貨盤交易組合
 與同業保持良好關係，發展有關同行同行貨盤交易的網絡

6.2

處理同行貨盤交易
 搜集市場情報，留意不同貨物類別的同行貨盤供應及要求
 處理同行貨盤交易的文件及責任轉移的問題
 建立訊息交換機制
 確保所有文件都符合相關法規要求和條款，以提醒共同裝載
者遵守
 定期審查並通知共同裝載者，以確保遵守規則和條例
 定期對相關的管理部門和協會進行審查和更新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有效地利用同行貨盤交易方式，增加公司的利潤或減少公司
的損失

(ii)

能有效地發佈及收集同行貨盤交易市場的訊息

8.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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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營銷、市場推廣及客戶服務」職能範疇能力單元
1. 名稱

執行快遞運費報價策略

2. 編號

LOAFSM405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快遞公司及提供快遞服務的貨運及物流公司。具此能
力者，能在向客戶提供快遞服務運費及費用報價時，有效地執行快遞運
費報價策略。

4. 級別

4

5. 學分

6(僅供參考)

6. 能力

7. 評核指引

表現要求
6.1

瞭解快遞運費報價相關知識
 快遞在市場上的收費概念、收費機構及其服務
 快遞市場不同公司的快遞費用策略，包括各類型、量度及關
稅/稅款等等，各項目的費用標準及其計算
 客戶對快遞運費報價的要求
 影響快遞運費報價的因素
 市場不同公司在快遞運費報價策略的優劣及其效益

6.2

執行快遞運費報價策略
 考慮各地區、貨物種類等特性來訂立不同執行報價策略
 以不同策略對收益或市場佔有率等目標的敏感度， 進行測試
 訂立指引予營銷部門
 向營銷部門解釋執行報價策略
 制定報表及公司指標
 定期收取回饋及成效作檢討，以修訂策略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訂立及執行快遞運費報價策略及指標

(ii)

能帶領銷售團隊推行相關的工作以達公司指標

(iii)

能按公司指標有效管理策略的效益，作出合適修訂

8.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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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營銷、市場推廣及客戶服務」職能範疇能力單元
1. 名稱

評估物流業服務需求及制定有關預算

2. 編號

LOCUSM501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所有海運、空運及速遞經營者。具此能力者，能通過
分析及評估影響銷售情況的各項因素，有效地評估銷售行情及制定有關
預算。

4. 級別

5

5. 學分

9(僅供參考)

6. 能力

表現要求
6.1

掌握銷售行情及預算
 數據分析的技巧，如統計學
 整體物流及快遞業，包括：需求、現況及未來趨勢等
 處理銷售評估需考慮的因素，包括：以往銷售數據、上一年
度銷售數據、銷售增長率及競爭對手的營業額等
 統計軟件之使用
 經濟大氣候，包括：環球經濟氣候、金融市場表現、物價升
跌及消費傾向等
 公司因素，包括：市場定位、市場推廣策略及市場佔有率等
 其他影響銷售的因素，包括：氣候及節日等
 環球貨物流量和銷售預算計劃的趨勢
 銷售傭金、激勵和其他激勵方案，最適合公司並能達到公司
的銷售預算
 以公司目標和目的為主的銷售預算開發知識
 可能影響銷售預算的交易中的財務問題、影響和關注事項

6.2

制定銷售預算
 運用數據分析的技巧，如統計學，並運用數據分析相關知識
於評估物流業服務需求及制定有關預算
 按不同考慮因素，制定銷售預算，包括：
 分析公司過往的營業狀況
 考慮今後市場的情況
 市場競爭者的動向
 配合公司經營方向、路向或策略
 與有關部門聯絡，並商討制定銷售預算要留意的地方
 按市況及其他變數，修正銷售預算，使其能合理地反映市場
狀況，並於修正後通知有關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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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營銷、市場推廣及客戶服務」職能範疇能力單元
 根據公司的結構或功能要求，按產品、行業和 其 他 組
合制訂預算並幫助分配正確收益
 與財務部門協調以了解並在交易中包括的財務 成 本 和
其他隱藏成本，作為銷售預算的考慮因素
7.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夠運用分析銷售行情及預算相關知識，有效地評估銷售行情

(ii)

能通過分析及評估影響銷售情況的各項因素，預計在指定期間
應能達致的銷售目標，並準確地制定有關預算

8.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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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營銷、市場推廣及客戶服務」職能範疇能力單元
1. 名稱

策劃業務發展策略及開拓新市場

2. 編號

LOCUSM503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所有海運、空運及速遞經營者。具此能力者，透過
分析物流業市場的概況，按不同市場狀況及需要，策劃公司業務發展
策略及開拓新市場。

4. 級別

5

5. 學分

9(僅供參考)

6. 能力

表現要求
6.1

瞭解物流業市場概況
 物流業市場及其競爭對手，包括：地理環境、政治環境、吸
引外資政策、吸引人才政策、環保政策、稅制、法制、基建
項目及配套、政府就物流業未來發展及投資策略和本土文化
等
 物流業的隱憂，包括：電子物流發展的阻力、市場競爭對象
及人才流失等問題
 物流業市場的機會，包括：香港作為中轉港的角式及與國內
合作的商機
 物流業市場面對的挑戰，尤其是中國內地及東南亞國家對本
地物流業的影響
 物流業市場的最新發展，尤其是電子物流的發展
 其他地區貨運的現況與發展，對物流業的短線、中線及長線
的需求及相關法制
 通過快遞、短期、中期和長期銷售策略和重點的郵政服務，
了解新的市場趨勢發展

6.2

策劃公司業務發展及開拓新市場
 透過不同國家有關物流業的資料及數據，分析物流業市場概
況，按不同環境因素，聯絡公司內部管理階層，策劃未來發
展方向，包括市場定位、業務範圍、業務的分銷渠道、人力
資源及財務等
 留意與物流業相關的國家現已推行或將會推行的政策，於策
劃未來發展方向時，作出適當的配合
 掌握快遞、電子物流的發展，並聯絡公司內部管理階層，分
析推行電子物流對業務發展的利弊
 分析及策劃推動電子物流的可行性，並評估當中的阻力
 分析各個目標市場的發展潛力及業務發展的可行性
 分析如清真物流、剩餘物流、冷凍/冷鍊及其他新興市場等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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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營銷、市場推廣及客戶服務」職能範疇能力單元
利基市場的需求和發展
7.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透過不同國家有關物流業的資料及數據，分析物流業市場的
概況及未來發展，精確地策劃公司業務發展策略及開拓新市場

8.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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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營銷、市場推廣及客戶服務」職能範疇能力單元
1. 名稱

制定價格策略

2. 編號

LOCUSM504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所有海運、空運及速遞公司。具此能力者，能針對
市場定位、因應物流業服務的供求量及競爭者 的價格策略等，制定價
格策略。

4. 級別

5

5. 學分

9(僅供參考)

6. 能力

表現要求
6.1

瞭解制定價格策略的相關知識
 物流業服務的供求量及公司的市場定位
 價格的構成、貨物運費的分類及計算，並能掌握價格 與 成 本
的關係
 於計算 聯運價格時，瞭解海陸空各運作模式的收費及運作成
本
 業界制定之收費原則或規條
 市場結構及其發展變化對定價的影響
 不同國家、地區或行業的分賬安排
 相關國家對價格管理的原則及法例
 交易中的財務問題，包括信貸設施的利率、人力、行政成本
 個人貿易、產品和客戶的價格競爭和盈利能力，作為 公 司 決
策的考慮因素
 市場價格分析方法及概念，如市場領導價格、對策論分析等
 不同價格策略，如：成本價格策略、彈性價格策略及 折 扣 價
格策略
 影響公司服務定價的主要環境因素，如：社會經濟狀 況 、 幣
值變動、消費者需求、市場結構及競爭者行為
 心理因素對制定價格策略的影響

6.2

制定價格策略
 按市場對物流業服務的供求量、公司的市場定位及其他因
素，選擇定價目標
 按照公司訂立的目標，考慮不同因素，釐訂公司的利 潤 成 本
及選擇定價的方法
 按照不同運輸模式，準確計算每項收費
 分析競爭者的價格與所提供的服務
 估計市場及競爭者對價格改變的反應
 評估心理因素對制定價格策略的影響
 釐訂提供價格折扣的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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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營銷、市場推廣及客戶服務」職能範疇能力單元
 與有關部門詳細討論，選擇最終的價格策略
 檢討定價策略是否能達至公司訂立的目標，並加以修正
 撰寫報告書或指引予銷售及客戶服務部門，闡釋公司 價 格 策
略
7.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夠依照公司的定價目標，並考慮市場因素，估計市場及競爭
者的反應，以公司最大利益為依歸，制定合適而有競爭力的價
格策略

(ii)

能撰寫報告書或指引，闡釋公司價格策略

8.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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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營銷、市場推廣及客戶服務」職能範疇能力單元
1. 名稱

制定市場策略

2. 編號

LOCUSM505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 單元 適用 於海 運、空 運及 快遞 的公 司。具 此能 力者 ，能 按照公
司的營運方針、發展方向，制定合適的市場策略。

4. 級別

5

5. 學分

9(僅供參考)

6. 能力

表現要求
6.1

瞭解市場策略的相關知識
 物流業運作、市場整體現況及未來趨勢
 市場推廣的概念，並掌握公司的現況及未來發展
 不同類型的客戶，包括其業務的狀況、未來的變動與發展、
業務的特性、對服務的需求、人事關係所帶來的營業額等
 市場競爭者，包括其業務的狀況、未來的變動與發展、所提
供的服務、人事關係、市場的佔有率等
 商業法及與市場推廣相關的法律條例
 基本市場學元素及概念，如推廣、市場研究、產品組合、銷
售管理
 物流與市場策略的界面，如客戶服務、價格、形象
 不同類別的市場策略，如主動/被動、出擊/防禦等
 主要市場參與者、市場領導者、關鍵分包商和客戶在短期、
中長期基礎上的未來趨勢和發展計劃
 市場分析資料，包括顧問報告，以及如何使用這些資料為公
司協助和制定最合適的行銷策略
 服務產品策略、市場分析技巧、市場營銷策略、公共關係技
巧、消費者行為、經濟學、會計和金融概念等
 市務營銷的最新動態和發展趨勢

6.2

制定市場策略
 評估公司發展的潛在風險及利益
 利用不同市場研究模型、外在及內在因素等，進行市場研究
 建議進入市場的發展策略，如投資、專營及聯營等
 選擇適合公司發展的市場策略
 選擇適合的市場推廣渠道
 列出整體市場的推廣策略，包括清晰的目標、詳細完 備的市
場調查、迎合市場需要的服務發展、宣傳活動、完善分銷渠
道、妥善的行政及準確的成效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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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營銷、市場推廣及客戶服務」職能範疇能力單元
 掌握一切推廣計劃後的結果及資訊，從而分析及訂定將來之
市場推廣策略
 利用物流與市場策略的界面，加強有關方面的優勢，如客戶
服務、產品組合等
 配合現有及未來的服務，設計推廣方案
 加入地區性元素
 設計適合公司發展的宣傳形象、口號及方向
 撰寫報告，闡釋市場策略的制定
 定期收集內部和外部客戶的意見重新制定市場策略，包括臨
時的、短期的、中期的和長期的基礎
 使用新推廣渠道，如應用媒體
7.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進行市場研究，按公司營運方針、發展方向，制定合適的市
場策略

(ii)

能夠對整體市場環境作出檢討及分析，發展出一套有系統的整
體市場推廣及銷售方法

8.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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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營銷、市場推廣及客戶服務」職能範疇能力單元
1. 名稱

進行合約談判

2. 編號

LOCUSM506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所有海運、空運及快遞公司。具此能力者，能應用合約
談判的技巧，使合約條款能清晰地確立，以保障公司利益，減少日後爭
議。

4. 級別

5

5. 學分

9(僅供參考)

6. 能力

7. 評核指引

表現要求
6.1

瞭解合約談判相關知識
 商業法、相關國際公約、規例及相關法例
 貨運及物流運作、流程及特性
 各種與客戶合作的模式及其特性
 標準合約條款的內容及訂立原則
 最新的相關法規要求
 談判及溝通技巧
 行業標準或監管機構的要求

6.2

進行合約談判
 分析有關合約所涉及的範疇及貨運或物流活動
 分析公司與客戶的合作模式以及與客戶的關係
 分析公司提供的服務範圍及其限制
 分析公司的營運風險
 就公司服務範圍及其限制及營運風險等，訂立談判的底線
 談判時能考慮不同的因素，包括法規及國際條約等
 與公司內不同部門溝通，掌握各作業程序在合約條款上的要求
 分析公司過往營運紀錄，使條款的訂立能配合公司的目標，並
減低公司面對的風險
 利用談判、溝通、運算及預測的技巧，為公司爭取有利的位置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透過良好的溝通技巧，清晰地確立雙方簽署合約所預期的目標或
底線

(ii)

能運用談判技巧，為公司爭取合理條款，保障公司利益

(iii)

能擬備合約條文，清晰扼要地表達雙方的意願

8.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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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營銷、市場推廣及客戶服務」職能範疇能力單元
1. 名稱

處理與貨運代理和物流公司的集運市場交易

2. 編號

LOCUSM507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快遞公司。從業員應具備與貨運代理和物流公司集運
市場交易的能力，以提高貨運代理服務組合的靈活性，達到更大的利
潤。

4. 級別

5

5. 學分

6 (僅供參考)

6. 能力

7. 評估指引

表現要求
6.1

瞭解集運市場交易的基本知識
 快遞貨物的不同類型和特點
 快遞貨物的處理過
 集運市場交易的概念和運作 (貨運代理和物流公司 )
 不同貨運代理的業務模式和業務運作中的義務和責任
 協調集運市場的流程和要求
 於直接零售商/消費者與聯合裝卸市場之間的不同處理程序

6.2

處理集運市場交易
 建立並保持與市場參與者的良好關係，包括貨運代理、物流
服務供應商，以建立一個集運市場網路
 獲取有關集運市場的資訊以及不同時段、貨物來源和目的地
的供求情況及其他相關資訊
 發展資訊和文件交換機制
 根據公司政策、相關法規和貨運代理的其他要求制定集運市
場合約條款
 制定關鍵績效指標和報告，衡量合作成果達到公司目標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
(i)

能夠運用快遞業務的知識開發新的商機 – 集運市場

(ii)

利用集運市場交易的方式來增加收入和/或市場份額

8.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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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營銷、市場推廣及客戶服務」職能範疇能力單元
1. 名稱

制定快遞價格策略

2. 編號

LOAFSM501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所有提供快遞服務的海運、空運及速遞公司。具此
能力單元者，能針對市場定位、因應快遞服務的供求量及競爭者 的價
格策略等，制定快遞價格策略。

4. 級別

5

5. 學分

9(僅供參考)

6. 能力

表現要求
6.1

瞭解快遞價格策略的相關知識
 市場不同公司的快遞費用策略，包括各類型、量度及 關稅/稅
款等等，各項目的費用標準及其計算
 快遞在市場上的收費概念、收費機構、其服務的種類 及 各 國
不同行業、產品和盈利能力的 環球客戶的成本/收入分配和平
衡
 快遞價 格的構成、貨物運費的分類及計算，並能掌握價格與
成本的關係
 於計算聯運價格時，瞭解海陸空各運作模式的收費及 運 作 成
本
 業界制定之收費原則或規條及法例
 市場價格分析方法及概念，如市場領導價格、對策論分析等
 不同價格策略 ，如：成本 價格策略、彈性價格策略及折扣價
格策略
 影響公司服務定價的主要環境因素，心理因素，如： 社 會 經
濟狀況、幣值變動、消費者需求、市場結構及競爭者行為

6.2

制定快遞價格策略
 按快遞市場對服務的供求量、公司的市場定位及其他 因 素 ，
選擇定價目標
 根據公司訂立的目標，考慮不同因素，釐訂公司的利 潤 成 本
及選擇定價的方法
 估計市場、分析競爭者及競爭者對價格改變的反應
 制定提供價格折扣的準則及方向
 分析涉及不同行業、產品和盈利能力的 環球客戶的成本/收入
分配和平衡
 定期檢討快遞定價策略是否能達至公司訂立的目標， 並 加 以
修正
 撰寫報告書或指引予公司不同部門，加以評估公司價 格 策 略
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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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營銷、市場推廣及客戶服務」職能範疇能力單元
7.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夠依照公司的快遞定價目標，並分析市場因素，評估市場及
競爭者的反應，制定合適的快遞價格策略及提供價格折扣的準
則及方向

(ii)

能夠定期檢討快遞定價策略，撰寫報告書評估公司的快遞價格
策略

8.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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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營銷、市場推廣及客戶服務」職能範疇能力單元
1. 名稱

制定快遞市場策略

2. 編號

LOAFSM502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快遞公司及提供快遞服務的海運、空運物流公司。具
此能力，能根據公司的快遞營運方針、發展方向，制定合適的快遞市場
策略。

4. 級別

5

5. 學分

9(僅供參考)

6. 能力

表現要求
6.1

瞭解快遞市場策略的相關知識
 不同公司的快遞市場策略
 影響公司服務要求的主要環境因素和心理因素，如：社會經
濟狀況、幣值變動、消費者需求、市場結構、競爭者行為 及
未來趨勢
 市場推廣的概念，並掌握公司的現況及未來發展
 不同類型的快遞客戶，包括其業務的狀況、未來的變動與發
展、業務的特性、對服務的需求、人事關係所帶來的營業額
等
 快遞市場競爭者，包括其業務的狀況、未來的變動與發展、
所提供的服務、人事關係、市場的佔有率等
 快遞相關的商業法及與市場推廣相關的法規要求
 基本市場學元素及概念，如推廣、市場研究、產品組合及銷
售管理
 快遞市場策略的界面，如客戶服務、價格、形象
 主要市場參與者、市場領導者、關鍵分包商和客戶在短期、
中長期基礎上的未來趨勢和發展計劃
 如何運用市場資料，包括顧問報告，為公司制定合適的快遞
市場策略
 服務產品策略、市場分析技巧、市場營銷策略、公共關係技
巧、消費者行為、經濟學、會計和金融概念等

6.2

制定快遞市場策略
 按快遞市場對服務的供求量、公司的市場定位及其他因素，
評估公司發展的潛在風險及利益
 選擇適合公司發展的市場策略及市場推廣渠道
 列出整體市場的推廣策略，包括清晰的目標、詳細完備的市
場調查、迎合市場需要的服務發展、宣傳活動、完善分銷渠
道、妥善的行政及準確的成效評估
 分析一切推廣計劃後的結果及資訊，從而分析及制定將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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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營銷、市場推廣及客戶服務」職能範疇能力單元





7. 評核指引

市場推廣策略，加入地區性元素
設計適合公司發展的宣傳形象、口號及方向
撰寫報告，闡釋市場策略的制定
與相關協會和政府機構及其他相關方協調，通過現有產品和
行銷策略的組合或多樣化來開發新的市場商機
定期收集內部和外部客戶的意見重新制定行銷策略，包括臨
時的、短期的、中期的和長期的基礎
應用新的技術(如應用媒體)推廣新的行銷工具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夠進行市場研究，按公司快遞營運方針、發展方向，制定合
適的快遞市場策略

(ii)

能夠分析及運用市場分析資料數據去建議進入市場的市埸策略

8.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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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營銷、市場推廣及客戶服務」職能範疇能力單元
1. 名稱

制定快遞運費報價策略

2. 編號

LOAFSM503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快遞公司及提供快服務的貨運物流公司。具此能力
者，能制定快遞運費報價策略，向客戶提供合適的報價方案。

4. 級別

5

5. 學分

6(僅供參考)

6. 能力

7. 評核指引

表現要求
6.1

瞭解快遞運費報價相關知識
 市場不同公司的快遞費用策略，包括各類型、量度及關稅 /稅
款等等，各項目的費用標準及其計算
 快遞在市場上的收費概念、收費機構及其服務
 快遞服務的供求量及公司的市場定位
 快遞價格的構成、貨物運費的分類及計算，並能掌握價格與
成本的關係
 於計算聯運價格時，瞭解海陸空各運作模式的收費、運作成
本及計算方法
 客戶對快遞服務的要求
 公司所提供的貨運服務及增值服務的優點
 影響快遞運費報價的因素

6.2

制定快遞運費報價策略
 訂立報價策略的目的
 按照不同地區、貨物種類等不同因素來制定報價策略
 測試不同策略對收益或市場佔有率等目標的敏感度
 訂立報價指引予營銷部門及有關部門
 提供相關培訓於有關部門
 收取定期回饋，以修訂報價策略
 進行定期會議檢討效益及修訂方案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夠分析影響快遞運費報價的因素，從而制定快遞運費報價策
略，以配合公司的營運方針

(ii)

能夠訂立報價指引並提供相關培訓予相關部門，確保快遞運費
報價工作有效地進行

(iii)

能夠定期收取回饋和檢討，建立機制管理快遞運費報價策略及
修訂

8.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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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營銷、市場推廣及客戶服務」職能範疇能力單元
1. 名稱

制定空運運費報價策略

2. 編號

LOAFSM504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貨運代理。具此能力者，能於貨運代理向客戶提供空運
運費報價時，制定空運運費報價策略。

4. 級別

5

5. 學分

6(僅供參考)

6. 能力

7. 評核指引

8. 備註

表現要求
6.1

瞭解空運運費報價相關知識
 航空貨運合約的訂立過程
 週期或季節、採取的路線、採用的航空公司、貨物類別、貨物
重量與體積比例、數量、代理與航空公司的合約
 客戶對空運服務的要求
 公司所提供的貨運服務及增值服務的優點
 航空貨運收費規定的規條
 空運運費報價的制定過程及計算方法
 影響空運運費報價的因素

6.2

制定空運運費報價策略
 訂立報價策略的目的
 考慮不同地區、貨物種類等因素來訂立報價策略
 以不同策略對收益或市場佔有率等目標的敏感度，進行測試
 訂立指引予營銷部門
 向營銷部門解釋報價策略
 定期收取回饋，以修訂報價策略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全面分析影響空運運費報價的因素，為公司制定合適的空運運費
報價策略

(ii)

能向營銷部門解釋報價策略並定期收取回饋，以修訂報價策略

此能力單元參照物流業能力單元 LOAFSM401A，資歷級別由第 4 級修訂
為第 5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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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貨物運輸及處理」之職能範疇 能力單元
1. 名稱

交收速遞快件

2. 編號

LOAFCT110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處理進出口的快件及包裹的快遞公司。具此能力者，
能夠依照企業營運指引及航空業監管機構的程序和要求，交收快件及包
裹。

4. 級別

1

5. 學分

6（僅供參考）

6. 能力

表現要求

7. 評核指引

6.1

瞭解快件/包裹的基本知識
 運送快件/包裹的工作環境及安全措施
 每個領域和測量管理的關鍵績效指標
 認識機場、國家名稱及簡稱、貨物名稱及地址等掌握辨識快
件/包裹的工具的操作及使用，如條碼閱讀器、射頻辨識工具
 分揀的方法及原則
• 快件/ 包裹分揀工序
• 快件/ 包裹分揀的類別
 掌握快件及包裹的基本知識
• 對處理快遞文件流程有基本認識
• 能閱讀一般物流文件上的英文

6.2

執行交收入口速遞快件
 利用辨識閱讀器，閱讀快件及包裹上的條碼或射頻電波
 把分揀出來的快件及包裹存放至指定地方 或容器
 據文件的目的地、送件地址等把貨件分成聯程貨件、機場留
取貨件和代理點提貨件
 按貨物分類交收單據或確認簽收
 發現有問題或有懷疑的快件及包裹，應向上級報告
 遵守公司要求，並滿足公司制定的關鍵績效指標
 向公司反映有關達到公司目標的增強指標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ii)

能夠依照企業營運指引，在合理時間內準確安全地完成 快件及包
裹交收工作
能夠遵守關鍵績效指標並反映給公司

8.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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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貨物運輸及處理」之職能範疇 能力單元
1. 名稱

處理暫准進口貨物

2. 編號

LOCUCT201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海運、空運及快遞的公司。具此能力者，能處理客戶
對付運暫准進口貨物的要求。

4. 級別

2

5. 學分

3(僅供參考)

6. 能力

7. 評核指引

表現要求
6.1

瞭解暫准進口概念及知識
 暫准進口貨物的概念及其功能
 不同國家或區域對暫准進口貨物的定義、不同要求、擔保、
檢查及進口期限
 不同國家或區域辦理暫准進口貨物的機關及其權責
 認識不同國家或區域辦理暫准進口貨物的報關所需的文件
 認識暫准進口貨物所需的報關程序
 認識不同國家或區域的監管貨倉、地點及入倉程序

6.2

處理暫准進口貨物的付運
 確定付運貨物是否屬於暫准進口貨物
 提醒托運人在該國家或地區辦理有關暫准進口貨物報關所需
的文件
 檢查付貨人是否備齊暫准進口貨物的報關文件
 辦理或協調暫准進口貨物的報關工作
 協調及安排運輸貨物到適合暫准進口貨物的貨倉貯存
 提醒托運人辦理暫准進口貨物的出口報關文件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按照海關及行業的程序及指引，辦理暫准進口貨物的報關及
出口手續

8. 備註

5-202

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貨物運輸及處理」之職能範疇 能力單元
1. 名稱

使用物流業一般搬運及起重裝置

2. 編號

LOCUCT202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各類擁有或使用搬運及起重裝置的物流公司。具此能
力者，能於物流業場所或需要搬運物件的工作地點，使用一般搬運及起
重裝置搬運貨物。

4. 級別

2

5. 學分

6(僅供參考)

6. 能力

7. 評核指引

表現要求
6.1

認識一般搬運起重機械和裝置的基本知識
 認識一般起重機械和裝置的種類、用途、性能、操作、使用
注意事項及基本維修保養
• 起重機械包括：起重機、起重滑車、絞車、捲揚機、
絞轆及吊重車輪
• 起重裝置包括：勾環、鏈索、纜索、吊環
 認識貨物搬運的安全守則及法例要求
• 認識搬運及起重機械和裝置的危險性
• 認識搬運時的安全視察要求
• 認識起重裝置及吊掛的安全操作知識及使用前的檢查
規定
• 認識使用起重機械的安全守則及使用前的檢查規定
• 貨車升降台的操作

6.2

使用一般搬運方法及起重裝置
 對工作環境進行安全視察，能於吊重及搬運工序前，清除對
搬運工作的障礙及潛在危險
 在清楚指導下，能夠正確使用一般搬運及起重機械和裝置
• 使用鏈條及繩索綑綁貨物
• 使用纜索、鏈條、吊環及勾環等起重裝置吊運貨物
• 使用不同起重機械(如油壓或電動)搬運重物
 正確使用一般搬運方法
•
正確進行基本體力處理操作
•
簡單的繩索使用方法，例如：打繩結和繩套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夠安全正確地使用一般起重機械及起重裝置進行搬運

8. 備註

5-203

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貨物運輸及處理」之職能範疇 能力單元
1. 名稱

擬備操作紀錄及數據

2. 編號

LOCUCT203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海運、空運及快遞公司。具此能力者，能擬備有關物
流操作紀錄及其數據。

4. 級別

2

5. 學分

3(僅供參考)

6. 能力

7. 評核指引

表現要求
6.1

瞭解操作紀錄及數據的基本知識
 有關操作的流程及工序、上游及下游工序的活動
 參與有關操作人員的權責
 記錄數據的工序及展示的形式
 數據的用途
 關鍵績效指標和計量管理
 認識有關操作所使用的專有名詞、術語及中英文縮寫等

6.2

擬備操作紀錄及數據
 找出記錄操作工序或數據的要點，如日期、時間、人員、數
字或文字記錄等
 選用合適的記錄方法、器材
 掌握記錄的步驟
 編製記錄表格，方便閱讀
 把數據及文字記錄作初步分析
 遵守公司設定的關鍵績效指標要求
 反映這些領域，以提高關鍵績效指標對公司的有效性
 整理數據，提供操作紀錄予上級參閱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按需要記錄工序的性質、活動及常規性等，記錄及整理相關
數據

(ii)

能提供有關操作紀錄予上級參閱

(iii)

能夠遵守公司設定的關鍵績效指標要求

8. 備註

5-204

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貨物運輸及處理」之職能範疇 能力單元
1. 名稱

交收一般空運貨物

2. 編號

LOAFCT201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所有有關物流的公司。公司與公司之間的空運貨物交
收活動，其前線工作人員能核實貨物資料、數量、文件及載運要求，以
符合預報之資料。具此能力者，能按照企業的程序和要求，正確地完成
接收及交付空運貨物程序。

4. 級別

2

5. 學分

3(僅供參考)

6. 能力

7. 評核指引

表現要求
6.1

瞭解接收空運貨物基本知識
 空運貨物的特定知識，包括：
• 空運貨物處理程序
• 一般包裝名稱及物料
• 標示及標籤
• 目的地機場名稱、所屬國家及代號
• 分辨普通貨物、特殊貨物及危險貨物
 所需出入口文件及記錄

6.2

接收空運貨物文件
 審閱艙位或貨運服務預訂記錄
 填寫貨物檢測表
 目測貨物外觀是否符合文件所載
 收取及記錄客戶提供的進出口文件
 收取客戶應付的運費、保管費及其他相關費用
 依照程序點收貨物、所需交收的文件、所需簽署或蓋章、或
所需的核實程序
 根據貨運提單，核對貨物標示及標籤、點件及對號交給收貨
人，請收貨人在提單或所需文件上簽收
 檢查文件所載與貨物是否相符
 遇上特殊情況時，能與上級及其他各有關人士溝通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按照企業的程序和要求，正確地核對點收貨物及所需文件，
以完成交收空運貨物程序

8.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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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貨物運輸及處理」之職能範疇 能力單元
1. 名稱

檢查空運載具

2. 編號

LOAFCT204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航空公司或使用空運載具的公司。具此能力者，在使
用空運載具時，能按企業營運方針及作業程序，檢查空運載具，使航空
貨運運作安全及暢順。

4. 級別

2

5. 學分

3(僅供參考)

6. 能力

7. 評核指引

表現要求
6.1

認識檢查空運載具的基本知識
 空運載具的概念及用途
 不同載具的形狀、大小、邊長、結構、載重及簡稱
 處理不同載具時需留意的事項，如開啟位置、繫緊方法、易
損位置等
 掌握檢查空運載具的程序及技巧
 掌握檢查空運載具的工具的使用方法
 瞭解工場職業安全的措施

6.2

檢查空運載具
 確保使用合適工具及方法搬動空運載具
 仔細檢查空運載具的外部及內部
 把載具內外的突出物（如釘、繩、扣等）清除
 仔細檢查空運載具的承受力
 確保檢查後載具的可用性
 提供合適及足夠的檢查工具
 記錄及不符安全及需要維修的載具
 處理檢查載具所需的文件
 安排維修載具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有效及安全地執行檢查載具的工作

8. 備註

5-206

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貨物運輸及處理」之職能範疇 能力單元
1. 名稱

安排儲存空運貨物

2. 編號

LOAFCT211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空運貨站、航空公司、貨運代理。具此能力者，能安
排個別航空貨物的儲存，使貨物安放於合適的環境，減少損失。

4. 級別

2

5. 學分

6(僅供參考)

6. 能力

7. 評核指引

表現要求
6.1

認識儲存航空貨物的基本知識
 瞭解航空貨物的種類及特性
 瞭解起卸及搬運貨物的工序，如：所需器材及限制
 不同類別的航空貨物及其儲存要求，如危險品、應課稅品等
 不同類別航空貨物的包裝、標籤或標示的要求
 海關清關的工作流程
 航空貨物儲存的限制，如時限、航空業貨運標準等

6.2

安排儲存航空貨物
 查核貨物清單內貨物是否需要儲存
 查核需儲存貨物是否有特別需要，如風倉、冷凍、危險品、
貴重貨物等
 預留儲存位置予有關空運貨物
 檢查貨物的包裝、標籤或標示等是否正確
 擬備及填寫空運貨物儲存所需的文件
 把貨物文件資料輸入倉儲管理系統
 記錄航空貨物的資料及儲存位置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掌握個別航空貨物的儲存需要

(ii)

能安排航空貨物前往指定儲存地點及處理相關文件工作

8. 備註

5-207

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貨物運輸及處理」之職能範疇 能力單元
1. 名稱

檢查空運貨物包裝、件數及外表狀況

2. 編號

LOAFCT213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貨運代理、物流公司、空運貨站及航空公司。具此能
力者，能在托運人或收貨人及其代理接收或交付空運貨物時，在督導
下，用目測方法檢查空運貨物包裝和外表狀況以及點算件數。

4. 級別

2

5. 學分

3(僅供參考)

6. 能力

7. 評核指引

表現要求
6.1

瞭解空運貨物基本知識
 認識空運貨物一般的包裝要求
 空運行業使用的代碼及縮寫
 對空運貨物種類有一般的認識
 空運托運書、航空貨運單或有關文件內容
 監管機構對貨物分類的編號制度
 監管機構對貨物標籤及標誌的要求
 公司交收貨物的程序及需要檢測的內容
 新的和更新的相關法規要求

6.2

目測空運貨物包裝及外表狀況
 核對貨物托運書所填寫資料是否與貨物包裝及外表相符，
如：貨物標籤、標示、托運人及收件人地址、航空運送標
籤、件數等
 核對貨物數量與貨物清單所載是否相符
 目測包裝是否有損毀、受潮、溢漏等異常情況
 目測貨物外觀與文件所述的貨物大小及種類是否有顯著不同
 目測貨物包裝是否完整或曾受干擾
 點算貨物件數
 記錄檢查結果於檢測表或所需文件上
 如遇到不正常情況，向上級匯報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按照企業的程序和要求，在督導下，檢查空運貨物包裝、件
數及外表狀況，並完成文件記錄

(ii)

能按照監管機構的保安管制要求，在督導下，檢查及指出包裝
是否受到干擾或出現不正常情 況，並向上級匯報

8. 備註
1. 名稱

量度空運貨物重量及尺寸
5-208

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貨物運輸及處理」之職能範疇 能力單元
2. 編號

LOAFCT214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貨運代理、物流公司、空勤服務、空運貨站及航空公
司。具此能力者，能在托運人或收貨人於付運或接收空運貨物時，在督
導下，量度空運貨物重量及尺寸。

4. 級別

2

5. 學分

3(僅供參考)

6. 能力

7. 評核指引

表現要求
6.1

瞭解空運貨物的基本知識
 認識空運貨物一般的包裝要求
 認識使用量度貨物重量及體積的工具
 認識量度貨物重量及體積的單位及不同單位的轉換
 空運行業使用的代碼及縮寫
 對貨物種類有一般的認識
 空運托運書或有關文件的內容
 公司的交收貨程序及檢測內容
 貨站安全措施及操作大型機械的安全指引
 懂得記錄或用電腦輸入貨物的重量及體積

6.2

量度空運貨物重量及尺寸
 確定所需檢查或點算的貨物與文件相符
 利用器材正確量度貨物重量及體積
 於文件上記錄貨物的重量及體積，並輸入電腦
 若有不符合的情況出現，報告上級
 運用測量工具，如閉路電視、照片、卡車司機背書等以盡量
減少糾紛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按照企業的程序和要求，在督導下，運用測量工具為托運或
收取的貨物量度重量及體積，並能正確地記錄

(ii)

若量度結果與文件所載不符，能立即報告上級

8. 備註

5-209

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貨物運輸及處理」之職能範疇 能力單元
1. 名稱

執行航空貨物拆箱拆板程序

2. 編號

LOAFCT215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空運貨運公司、空運貨站、空勤公司或物流公司。具
此能力者，能於空運貨物入口或轉口時，在監督下，執行航空貨物入
口、轉口拆箱、拆板工作。

4. 級別

2

5. 學分

3(僅供參考)

6. 能力

7. 評核指引

表現要求
6.1

瞭解航空貨物拆箱/拆板的基本知識
 入口/轉口航空貨物程序
 入口/轉口航空貨物在貨場存放位置
 基本航空貨物分類及特性
 載具和貨板的分類及結構
 載具和貨板的附助工具及組件的功能及特性
 載具和貨板的併拆工序
 個人安全防護設施及工場工作環境
 認識拆箱拆板文件，包括：集裝單、主/分航空貨運單及空運
艙單等

6.2

入口航空貨物拆箱/拆板的操作
 目測載具和貨板所屬種類及是否出現損毀或不正常情況
 瞭解航空貨運單所載內容及有關拆貨指示
 確認載具和貨板是否需要併拆
 能正確及安全地使用合適的工具
 按指引進行拆箱拆板工作
 安放載具和貨板的輔助工具及組件
 把航空貨物放至指定地點，作進一步處理
 確認所載貨物的件數
 將集裝單、航空貨運單、空運艙單及相關文件交給有關同事
 如有異常情況，按程序立刻向上級報告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按照企業的程序和要求，在監督下，安全地完成航空貨物入
口或轉口拆箱/拆板工作

8. 備註

5-210

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貨物運輸及處理」之職能範疇 能力單元
1. 名稱

執行裝卸貨物工序

2. 編號

LOAFCT216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 元適用 於 有 關空運物 流公司 。具 此能力者 ，能在 運送 航空貨物
時，根據 指引， 在督 導下，把 貨物放 上運 輸工具或 從運輸 工具 上卸下航
空貨物。

4. 級別

2

5. 學分

6(僅供參考)

6. 能力

7. 評核指引

表現要求
6.1

瞭解起卸航空貨物知識
 公司在航空貨物處理流程中的角色及責任
 運輸工具、機種、載具、貨板與空運起卸工具的配，如：不同
類型企業處理的貨量、使用的載具及工具亦不同
 天氣對工作的影響
 有關空運文件處理的步驟及流程
 起卸航空貨物的流程
 起卸航空貨物的工作環境及安全措施
 航空運貨物在包裝上的要求

6.2

執行航空貨物起卸
 駕駛或調動起卸及載運工具到指定物流場地或地點候命
 駕駛或調動載運工具或需載運的貨物
 檢查空運貨物的外觀、數量、 標籤、包裝標示等是否恰當
 利用起卸工具或人手起卸所需貨物
 安全地堆疊已卸下的散貨貨物
 核對起卸貨物清單，於文件及外觀上檢查是否屬於所需的起卸
貨物
 填寫所需表格或檢查表，以記錄起卸活動的內容
 運送卸下的貨物到暫存地方，如：貨站入口或機場貨物轉運
區，進行暫存或拆貨工作
 運送有關貨物的隨機或隨貨文件予有關人員處理
 若有懷疑，通知上級處理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在企業指引 及上級 督 導下，利用 合適起 卸 工具完成起 卸空運 貨 物
工作，並予以記錄

(ii)

在指引及監督下，安全有效地完成起卸空運貨物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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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若在停機坪起卸航班貨物，按航空公司的指引在指定時間內完
成，以減少航機在機坪的停留及延誤時間

8.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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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物運輸及處理」之職能範疇 能力單元
1. 名稱

執行空運貨物集運拼箱

2. 編號

LOAFCT217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空運代理、物流公司及空運貨站。具此能力者，能把
空運貨物裝拼成符合飛機運載標準的貨物組合。

4. 級別

2

5. 學分

3(僅供參考)

6. 能力

7. 評核指引

表現要求
6.1

瞭解拼裝空運貨物
 認識不同載具及貨板
 各類裝板及使用物料，如繩、網、膠布、帶、扣、貼等的性
質及使用方法
 不同空運貨物的類別及特性
 繫緊的方法、標準及限制
 貨板裝拼在堆疊及形狀上的需要
 拼裝貨物的工作環境及安全措施

6.2

進行空運貨物拼裝
 按指示，抽選需拼裝空運貨物及搬運至拼裝地台
 按指示，把指定散貨堆疊成所需形狀
 用所需的指定物料把堆疊貨物包好
 使用物料繫緊堆疊貨物
 指導理貨人員，運用各類裝板及使用物料繫緊堆疊貨物
 移動拼裝好的貨物往指定位置
 向上級報告完成的工序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按照企業的程序和要求，安全地執行拼裝工作

(ii)

能夠在監督下，把散貨拼裝成符合飛機運載標準的 貨物組合

8.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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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物運輸及處理」之職能範疇 能力單元
1. 名稱

執行空運貨物收貨送貨程序

2. 編號

LOAFCT218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有關空運的物流公司。具此能力者，能在主要承運人
或其代理手中收取貨物後，運送貨物到下一環節的收貨人；或安排運輸
工具，在托運人、其代理或上一環節的承運公司手中，收取貨物，並將
貨物運往下一環節的承運公司。

4. 級別

2

5. 學分

3(僅供參考)

6. 能力

表現要求
6.1

瞭解空運貨物收貨/送貨的基本知識
 空運貨物的特定知識，包括：
• 空運貨物處理的基本程序
• 一般包裝名稱及物料
• 瞭解標示及標籤
• 目的地機場名稱、所屬國家及代號
• 分辨普通貨物、特殊貨物及危險貨物
 所需進出口文件及記錄
 運輸工具的特性
 運送地點的佈局及通道、交通管制、起卸區、等候區、出入
口及車道、高度及重量限制等
 運送地點的交通管理、泊車管制、車類管制、停車場安排及
收費等
 運送地點的保安安排，及相關的證明文件等
 有關貨物收貨人或發貨人或其代理交付及接收憑證或程序
 運送及起卸貨物的工作環境及安全措施
 交易過程中發現和發生的違規情況的處理
 貨運代理運送貨物的法律義務

6.2

執行空運貨物收貨送貨
 按上級指示，取得執行空運貨物送運或接收的指示，及獲取
有關交件、所需程序及交收時限
 閱讀有關交件及指示，按送運或接收地點及貨量，掌握交通
情況、起卸及等候時間等
 瞭解所執行的送運或接收事項能否在一般的情況下按步完
成。若一般情況下未能完成，應事先告知上級
 安排或駕駛有關車輛或運輸工具到指定交收地點
 核對文件所載資料與貨物標示所載資料以及其件數是否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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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評核指引

目測空運貨物包裝及外觀有否異常
記錄有關載運的詳情及異常情況
進行有關空運貨物交收工作及文件送取
按企業所訂的操作指引，執行有關特別事故及錯誤出現時的
處理程序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按企業發出的操作指示，在指導下，執行貨物運送及有關文
件送取

(ii)

能在貨物起卸到運輸工具之前，指出出現的錯誤，在上級的指
示下，拒收或拒絕運送貨物，安排補救方法或等候上級指示

8.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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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物運輸及處理」之職能範疇 能力單元
1. 名稱

安排貨物往返空運貨站

2. 編號

LOAFCT219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空運貨運代理公司或付貨人公司。具此能力者，能妥
善地安排貨物往返空運貨站。

4. 級別

2

5. 學分

3(僅供參考)

6. 能力

7. 評核指引

表現要求
6.1

認識貨物往返空運貨站的操作知識
 航空貨運的基本流程及工序
 空運貨物交收的一般程序及注意事項
 影響貨物往返空運貨站時間的因素，如海關、不同國家或航
空公司的要求、保安檢查等
 影響貨物運送及處理方法的因素，如貨量、類別等
 瞭解運送及起卸貨物的工作環境及安全措施
 代表客戶理解作為合法方的法律義務

6.2

安排貨物往返空運貨站
 按程序與航空公司預約，取得到貨通知，以提取貨物
 準備合適及足夠的文件
 按貨物載運類別，如預裝或散貨，通知付貨人或其代理有關
送達貨站作檢查的時間及地點
 安排貨車載運貨物或預裝載具或貨板
 按不同貨量及貨物種類，送抵空運貨站指定地區
 按程序及指示，往有關航空公司辦理付運或收貨手續
 在作業分配前建立交叉核對系統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按不同貨運情況及公司操作程序，在指導下，妥善地安排貨
物送交貨站或從貨站收取貨物

8.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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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物運輸及處理」之職能範疇 能力單元
1. 名稱

執行空運載具的維修保養

2. 編號

LOAFCT220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航空公司或使用空運 載具的公司。具此能力者，能在
使用空運載具時，按企業營運方針及作業程序，執行維修保養空運載具
的程序，使航空貨運運作暢順。

4. 級別

2

5. 學分

3(僅供參考)

6. 能力

7. 評核指引

表現要求
6.1

瞭解空運載具維修保養的基本知識
 認識空運載具的概念及用途
 不同載具的形狀、大小、邊長、載重及簡稱
 處理不同 載具的 留意 事項，如 開啟位 置、 繫緊方法 、易損 位
置等
 工場的職業安全措施
 機器的規 格，如 機器 的聲音改 變、性 能的 變化、實 際與異 常
情況檢測
 檢查空運載具的程序及技巧
 掌握測試空運載具可用性的程序及技術

6.2

執行空運載具的維修保養
 確保使用合適工具及方法搬動空運載具
 提供合適 及足夠 的維 修工具及 物料， 及確 保維修後 載具的 可
用性
 記錄不合安全及需要維修的載具的詳情
 處理有關維修載具文件的編製及交收
 記錄及報銷無法修好的載具
 填寫維修後保養記錄及安排存放地點
 安排維修後的載具往指定地點存放
 安排棄置損毀載具
 基於經驗的預防性行動，預測機器生命週期的時間表
 與同事分享關於聯合國不尋常情況的經驗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安全地執行維修及保養空運載具的工作

8.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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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名稱

分類空運貨物

2. 編號

LOAFCT221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航空公司、機坪服務或空勤服務公司、空運貨站或快
遞公司。具此能力者，能進行分類不同類別空運貨物的工作，有效地完
成空運貨物的分流或交付程序。

4. 級別

2

5. 學分

3(僅供參考)

6. 能力

7. 評核指引

表現要求
6.1

瞭解分類空運貨物的基本知識
 進出口或轉口航空貨物的流程及工序
 過境航空貨物的流程及工序
 空運文件的用語、簡寫及縮寫
 貨物處理場地的安全知識
 不同設備處理不同類型貨物包裝的使用方式
 認識隨機航空貨運文件的種類、內容及功能
 認識貨物辨識的工具及使用指引
 認識貨物處理場地如停機坪、貨站、貨倉內貨物運輸的運作及
限制

6.2

執行分類空運貨物
 與上游貨物運送部門或公司聯絡，瞭解需處理貨物的詳情，如
件數、狀況、種類及標籤等
 瞭解所需貨物的區分類別及辨認方法，如條碼、文件、目的
地、貨物類別等
 安排運送貨件作辨認，如利用輸送帶或人手搬動
 利用有關方法辨別分類貨件，如條碼閱讀、射頻、文件內容或
外觀
 閱讀有關貨物的文件，按公司所發的指示把貨物歸類
 按照不同工序及工作範疇，根據轉運、目的地、文件、報關、
操作、儲存等不同需要，把所需貨物抽出或輸送到所需位置
 閱讀有關辨識系統的顯示及訊號
 檢查有關貨物是否屬於所需分類及與文件所載是否一致
 使用人力或適合工具安全地搬動及堆疊貨件
 如發現貨物所載資料、文件及外觀有所不符，能及時及準確地
向上級匯報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按公司的指示，正確地進行空運貨物分類工作

8.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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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物運輸及處理」之職能範疇 能力單元
1. 名稱

處理快遞貨物的收貨和送貨

2. 編號

LOAFCT222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處理快遞貨物交易的快遞公司以及物流服務提供商。
具此能力者，能夠根據公司的處理快遞貨物的操作程序，辦理快遞運輸
貨物的收貨和送貨。

4. 級別

2

5. 學分

3(僅供參考)

6. 能力

表現要求
6.1 瞭解快遞的基本知識
 快遞貨物的步驟，包括訂艙單、收貨、文件及送貨。
 能與其他部門和客戶進行內部和外部協調並按要求辦理收貨及
送貨。
 管理操作和應用設備來處理快遞和速遞交易，如查詢、線上預
訂、條碼閱讀器和射頻識別/手持設備，來追蹤和跟蹤及送貨
 快遞中心貨物流動的程序和原則的知識
 管理快遞交易的基本知識
 瞭解不同語言的主要代碼、縮寫和術語
 瞭解快遞貨物交易的工作環境和安全措施
6.2 收集及發送快遞物品
 運用程序的基本知識來處理快遞和速遞文件
 在快遞收貨和送貨過 程中，能夠處理射頻 識別/手持設備 和 軟 件
應用程序
 根據快遞類別和公司的要求進行文件的澄清和收集
 根據公司處理客戶問題的指引，幫助客戶解決問題
 理解快遞交易貨物的限制和要求，包括包裝、貨物種類、條款
和費用
 及時向上級報告任何可疑和任何違規行為，並尋求解決方案
 遵守公司的操作手則和關鍵績效指標要求

7.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ii)

能夠遵循公司在處理快遞貨物的收貨和送貨的指導方針 、步驟、關
鍵績效指標和其他相業務要求
能夠根據公司處理快遞貨物的指引，完成快遞物品的收貨和送貨

8.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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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名稱

校驗快遞貨物的操作設備

2. 編號

LOAFCT223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貨運代理，快遞公司以及物流服務提供商。 從業員應
該能夠對所有設備進行適當的校驗，以確保最準確和有效的操作工作。

4. 級別

2

5. 學分

3(僅供參考)

6. 能力

7. 評估指引

表現要求
6.1

瞭解掌握設備校準的相關知識
 快遞交易中使用的主要設備的類型和性能要求，包括測量員
的手持設備
 裝卸快遞操作的校準設備的標準和程式
 根據 行業 標 準和 相關 的法 規要 求 來建 立校 準的 標準 作 業程 序 /
關鍵績效指標
 適用的校準方法和標準

6.2

收集市場需求
 從市場獲取信息以鞏固市場需求，以確保在操作中獲得最新
的需求和方法
 根據市場趨勢評估設備的策略變化和預算
 運用分析和有系統方法來分析市場發展趨勢
 應用因素並提出建議以供公司考慮或參考
 為公司的最終決策建立報告和選項比較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
(i)

能夠收集校準要求的市場趨勢及其未來快遞和速遞裝卸設備的變
化

(ii)

能夠運用指導方針、關鍵績效指標和報告，以確保按照公司的要
求完成校準工作

(iii)

能夠遵循工作場所的指導方針，程 序和關鍵績效指標，以確保符
合公司的標準和要求以及相關的監管要求

8.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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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物運輸及處理」之職能範疇 能力單元
1. 名稱

使用和維護快遞貨物的裝卸設備

2. 編號

LOAFCT224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物流服務提供商和快遞公司。從業員應該有能力確保
在涉及操作的貨運樞紐內的物流區或工作場所對快遞貨物的裝卸設備進
行適當的使用、維護和修理。

4. 級別

2

5. 學分

3 (僅供參考)

6. 能力

7. 評估指引

表現要求
6.1

瞭解基本裝卸設備
 快遞貨物集散中心不同類型設備的用途、功能、操作和一般維
修及維護
 起重機械包括：起重機、滾輪、叉車
 起重設備包括：吊鈎、鏈條、繩索和高架輸送機
 儲設備包括：機架、托盤、盒子
 在貨運中心使用的其他設備，如網、工具
 貨物裝卸設備使用的安全慣例和法律問題的要求，如 :
 設備的危險
 安全檢驗要求
 每台設備的安全運行
 使用前檢查要求
 安全守則

6.2

使用快遞貨物處理設備
 進行檢查以確保工作環境的安全
 在操作前清理所有障礙物的同時妥善存放設備和消除對貨物裝
卸工作的潛在危險
 運用恰當和正確的設備使用方法
 按照設備基本操作手冊進行操作
 應用行業和設備使用指南的相關法規要求
 定期檢查設備，確保功能完好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
(i)

能夠正確使用所有設備處理快遞貨物

(ii)

能夠根據用戶指南和相關監管要求對設備進行維護和修理

8.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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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貨物運輸及處理」之職能範疇 能力單元
1. 名稱

檢查快遞貨物交易文件的有效性

2. 編號

LOAFCT225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貨運代理、快遞公司和物流服務提供者。從業員應能
夠檢查客戶提交的申請快遞貨物交易的文件的有效性，應確保這些文件
能夠符合進出口國的要求或政府部門和協會的相關法規要求及應按照公
司的程式正確處理相關文件。

4. 級別

2

5. 學分

6 (僅供參考)

6. 能力

表現要求
6.1

瞭解快遞貨物交易常用文件
 快遞操作的基本知識及工作流程
 所需文件，包括：
 裝箱單
 商業發票
 進/出口准許証(Import/export permit)
 進/出口配額文件
 原產地證書
 檢驗證書
 進口/出口所需的其他相關文件

6.2

檢查處理相關文件
 檢查以下相關文件的有效性：
 交易者資料
 選擇服務和目的地
 數量、重量和尺寸
 商品和產品價值
 所有文件的貿易條款
 針對其他文件的進口/出口許可證的確認和數量
 完整的收貨和送貨地址
 收件人名細
 任何信息和違規行為的嫌疑人
 按照公司程序進行內務管理
 創建交易記錄並收集貨物的文件
 向客戶提供航班詳細信息和運輸文件
 按照公司程序發放支付收據或信貸發票

7. 評估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
(i)

能按照公司的程序檢查快遞貨物交易文件的有效性

8.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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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貨物運輸及處理」之職能範疇 能力單元
1. 名稱

整合快遞貨物運輸

2. 編號

LOAFCT226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各類經營快遞服務業公司。具此能力者，能直接或通
過公司其他部門向客戶提供快遞貨物運輸服務。

4. 級別

2

5. 學分

3(僅供參考)

6. 能力

7. 評核指引

表現要求
6.1

瞭解快遞貨物運輸的基礎知識
 快遞貨物運輸的基本概念和程序
 如何運用快遞貨運的基本概念、點對點操作、不同的模式和
標準化等
 快遞文件和工作流程
 認識不同路徑、服務和樞紐系統操作等的標準業務模式
 認識快遞運輸中使用 於不同的服務應用，國家、城市運輸條
例

6.2

應用快遞貨物運輸的概念
 根據不同客戶的要求，運用快遞貨物運輸的概念來配合貨物
的服務
 利用概念提供服務的細節，以確保客戶了解公司的服務詳情
 指引客戶填寫快遞貨物運作的所需文件
 瞭 解 及 運 用 快 遞 貨 物 的 技 術 術 語 或 基 本 條 款 及 制 約 和 /或 合
同，並向客戶解釋他們的定位和公司義務
 運用現有快遞貨物模式，準備作提供客戶所需的資訊，讓客
戶更了解公司服務質素
 運用現有快遞貨物經驗，與客戶分享關於快遞服務的差異及
利弊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
(i)

能運用快遞貨物知識向客戶提供快遞貨物運輸服務

(ii)

能夠根據公司政策向客戶解釋和溝通有關快遞貨物運輸的差異
及利弊

8.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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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貨物運輸及處理」之職能範疇 能力單元
1. 名稱

量度快遞貨物重量及尺寸

2. 編號

LOAFCT227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快遞公司及提供快遞服務的貨運代理及物流公司。具
此能力者，能在處理快遞貨物流程中，在督導下，量度附運貨物重量及
尺寸。

4. 級別

2

5. 學分

3(僅供參考)

6. 能力

7. 評核指引

表現要求
6.1

瞭解快遞貨物的基本知識
 各類型快遞貨物的包裝要求
 使用量度貨物重量及體積的工具
 認識量度貨物重量及體積的單位及不同單位的轉換及相關器
材
 快遞行業使用的代碼及縮寫
 快遞運輸所需文件及有關文件的內容
 公司的交收貨及檢測程序
 快遞中心安全措施及操作大型機械的安全指引
 記錄或使用電腦輸入貨物的重量、體積及所需資料

6.2

量度快遞貨物重量及尺寸
 確定所需檢查或點算的貨物與文件相符
 利用器材正確量度貨物重量及體積
 於文件上記錄貨物的重量及體積，並輸入電腦
 若有不符合的情況出現，報告上級
 使用測量工具，例如閉路電視、照片、卡車司機背書等以盡
量減少糾紛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按照公司的程序和要求，在督導下，使用合適的器材，量度
重量及體積，並能正確地記錄

8.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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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貨物運輸及處理」之職能範疇 能力單元
1. 名稱

運用快遞概念及知識

2. 編號

LOAFCT228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各類經營快遞服務業公司。具此能力者，能提供快遞
服務時，運用快遞概念及知識。

4. 級別

2

5. 學分

3(僅供參考)

6. 能力

7. 評核指引

表現要求
6.1

瞭解國際快遞的基本知識
 國際快遞的概念及其演化
 國際快遞流程安排
 國際快遞的利弊
 認識國際快遞的不同方案的重要元素
 認識不同國際快遞的基本內容，如：設備、起卸、貨物及載
具的配合
 認識國際快遞的實例、模式及方案
 瞭解國際快遞的服務合約內的術語或基本條文
 瞭解最新的國際快遞解決方案

6.2

運用國際快遞的概念
 利用國際快遞的概念，幫助客戶安排及協調快遞事宜
 填寫合適文件處理國際快遞的服務
 應用現存國際快遞的模式，向客戶提供快遞服務的建議
 能向客戶闡述使用國際快遞與使用一般空運、郵遞服務模式
的不同及利弊
 應用跟蹤系統，以提供透明的貨物狀態和可視性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運用快遞概念及知識，有效地與行業人員進行溝通，幫助客
戶在安排上及協調上安排快遞事宜

8.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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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貨物運輸及處理」之職能範疇 能力單元
1. 名稱

進行與快遞有關的度量衡、貨幣及時間區域的運算

2. 編號

LOAFCT229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快遞公司及提供快遞服務的海運、空運、物流公
司。 具 此能 力 者， 能 運用 相 關知 識 進行 與 快遞 有 關的 度 量衡 、 貨幣 及
時間區域的運算。

4. 級別

2

5. 學分

3(僅供參考)

6. 能力

7. 評核指引

表現要求
6.1

瞭解應用基本單位計算知識
 如何從可靠的網站中搜索裝備和資訊
 如何使用不同類型的轉換表和矩陣系統
 認識如何使用計算機、電腦及其他計算裝置、內置程式
 認識快遞貨物交易有關的的基本計算技巧
 認識在快遞貨物交易中使用的代碼、縮寫和術語 ，如重量和
尺碼、貨幣、外幣匯率、國際時區和任何轉換需求等。

6.2

應用單位轉換的技能
 快遞操作中執行重量或容積單位、貨幣單位、時間和任何其
他轉換
 按照公司政策及準則執行所有類型的轉換
 應用可靠資訊來完成快遞文件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
(i)

能夠理解計算技巧，運用在日常操作中處理快遞文件

(ii)

能夠進行快遞貨物交易中使用所有類型的資訊轉換

(iii)

能夠根據公司政策與客戶協調和解釋計算的轉換，以完成快遞文件

8.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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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貨物運輸及處理」之職能範疇 能力單元
1. 名稱

檢查快遞貨物航期

2. 編號

LOAFCT230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快遞服務公司。具此能力者，能按照航空快遞業貨運
標準及公司營運政策，合適地檢查快遞貨物航期。

4. 級別

2

5. 學分

3(僅供參考)

6. 能力

7. 評核指引

表現要求
6.1

認識國際快遞航班裝載相關知識
 國際快遞的概念及其演化
 國際快遞的流程安排
 國際快遞的實例、模式及方案
 瞭解國際快遞的利弊
 瞭解各類型航班運載能力
 國際快遞航班裝載計劃的功能及其制 定步驟
 艙位分配原則
 不同形式的載具及貨板
 各型號航機的結構、分層及合適裝載的載具
 不同國際快遞的基本內容，如：設備、起卸、貨物及載具的
配合
 載具及貨板的體積、載重等限制
 危險品及特殊貨品在航班上的擺放要求

6.2

檢查快遞貨物航期
 獲取及瞭解影響運載能力的因素、數據及資料，例如燃料、
季節、天氣、機型、機場或貨站條件等
 配合其他貨運因素，如危險品、超重、過大體積
 按照航機擺放計劃，編排載具、貨板予不同位置或優先處理
貨物
 覆核有關裝載計劃是否符合航空業貨運標準及公司操作守則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按 航 空 業貨 運 標 準 及公 司 營 運政 策 ， 為 快遞 公 司 檢查 快 遞貨
物航期

8.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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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貨物運輸及處理」之職能範疇 能力單元
1. 名稱

安排快遞貨物的倉庫及儲存

2. 編號

LOAFCT231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貨運代理。具此能力者，應能夠在適當的環境下處理快
遞貨物的倉庫及儲存，以盡可能減少損失，並根據公司的要求去處理貨
物。

4. 級別

2

5. 學分

3 (僅供參考)

6. 能力

7. 評核指引

表現要求
6.1

瞭解快遞貨物倉儲及 儲存的基本知識
 快遞貨物的不同類型和特點
 不同類型的快遞貨物的分類以及個別的相關存儲要求
 根據公司政策瞭解快遞貨物的包裝、標籤和標誌要求
 快遞貨物倉儲和時間限制、航空業的貨運操作標準等
 不同協會和政府部門對安檢的相關立法和法規要求

6.2

安排快遞貨物在樞紐的倉儲和搬運
 根據接收資料接收貨物，並根據文件檢查貨物狀況，發出接收
相關證明文件
 根據貨物規格準備存儲位置
 準備和填寫文件，並在倉儲管理系統中輸入貨物文件的資料
 根據公司的程式和政策，按照指導方針和關鍵績效指標執行貨
物排序、儲存、標籤和其他要求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
(i)

能夠根據公司準則去安排快遞貨物的倉庫及儲存

(ii)

能夠根據公司的程式和政策安排貨物在貨物中心的操作

8.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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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貨物運輸及處理」之職能範疇 能力單元
1. 名稱

執行快遞貨物收貨及運輸程序

2. 編號

LOAFCT232B

3. 應用範圍

此單元適用於處理快遞公司以及提供有關快遞服務的物流服務公司。具
此能力者，能夠根據公司的指導方針 執行快遞貨物收貨及運輸程序。

4. 級別

2

5. 學分

3(僅供參考)

6. 能力

7. 評核指引

表現要求
6.1

瞭解快遞貨物的基本知識
 快遞的不同服務
 快遞貨物的步驟，包括訂艙單、收貨 、文件及送貨。
 快遞文件流程、工作流程
 不同語言的主要代碼、縮寫和術語
 快遞中心貨物流動的程序和原則
 理解快遞交易貨物的限制和要求，包括包裝、貨物種類、條款
和費用
 快遞交易的基本知識
 處理客戶面對面和解決問題解決技巧的知識

6.2

執行收集快遞物品的運輸程序
 根據公司的快遞運輸程序來處理快遞文件
 在 快 遞 收 貨 和 運 輸 過 程 中 ， 能 夠 處 理 射 頻 識 別/手 持 設 備 和 軟
件應用程序
 根據快遞類別和公司的要求進行文件的澄清和收集
 理解快遞交易貨物的限制和要求，包括包裝、貨物種類、條款
和費用
 能與其他部門和客戶進行內部和外部協調並按要求辦理收貨及
送貨
 管理操作和應用設備來處理快遞交易，例如查詢、線上預訂、
條碼閱讀器和射頻識別/手持設備，來追蹤和跟蹤及送貨
 執行快遞貨物交易的工作環境和安全措施
 及時向上級報告任何問題、可疑和任何違規行為，並尋求解決
方案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
(i)

能應用合適的技術、設備和相關資源進行快遞服務業務

(ii)

能夠遵循公司的操作程序、關鍵績效指標和其他業務要求

(iii)

能夠根據公司政策向公司報告違規情況

8.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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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貨物運輸及處理」之職能範疇 能力單元
1. 名稱

安排快遞貨物分類

2. 編號

LOAFCT233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快遞公司及提供快遞服務的海運、空運、物流公司。
具此能力者，能夠對不同類型的快遞貨物進行分類，並根據公司政策為
相關問題提供服務。

4. 級別

2

5. 學分

3 (僅供參考)

6. 能力

7. 評核指引

表現要求
6.1

瞭解快遞貨物的基礎知識
 如何根據公司政策分類快遞貨物，包括：
 直接/高級服務
 延期服務
 郵政服務
 其他
 每類貨物的速遞費用及規格
 不同類別服務的名稱和縮寫

6.2

安排快遞貨物分類
 根據公司政策、預算和要求，有效地向客戶對不同類型的快
遞貨物進行分類及相關問題提供服務
 對應方和同事解釋和提供有關每項服務的內部和外部信息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
(i)

能夠根據公司的政策正確理解和解釋不同類型的快遞服務

(ii)

能夠向客戶在相關問題提供服務

8.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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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貨物運輸及處理」之職能範疇 能力單元
1. 名稱

統籌空運貨物集運拼箱

2. 編號

LOAFCT301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貨運代理、空運貨站。具此能力者，能統籌散裝或
不同貨主的空運貨物，並能正確地裝拼成可上載飛機的貨物組合。

4. 級別

3

5. 學分

6(僅供參考)

6. 能力

表現要求
6.1

瞭解拼裝空運貨物相關知識
 認識不同載具及貨板的大小、負重、承受壓力、機種配合、
載重量及弧度等
 認識繫緊的方法、標準及使用限制
 認識拼裝空運貨物文件的內容
 認識繫緊的方法、標準及使用限制
 認識搬動載具及貨板的方法及器材，如叉車的使用
 監管機構、航空公司對裝板及載具的要求
 目的地國家對載運的特別要求
 各類裝板使用的物料，如：繩、網、膠布、帶、扣、貼等的
性質及使用方法
 拼裝空運貨物所需的人手

6.2

統籌拼裝空運貨物
 運用拼裝負載表上的資料，檢查所需拼裝貨物、貨板及載具
是否齊全
 檢查是否有特別貨物，如超長、超高
 檢查貨物是否使用墊板
 因應不同類別貨物，調度合適的載具或貨板
 掌握負載表內需拼裝的貨量
 安排拼裝貨物的先後次序與位置
 準備足夠的裝板及使用物料
 調度合適的器材，搬動貨物、貨板及載具
 指導理貨人員，按計劃進行拼裝
 指導理貨人員，使用各類裝板，並用物料繫緊
 檢查貨板是否符合安全標準
 執行拼箱安全視察
 向上級報告完成工序
 若不能按負載表完成拼裝工作，向上級匯報及建議可行之措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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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按照客戶要求，有效地統籌空運貨物的拼裝工作

(ii)

能安排及準備拼裝負載表等文件，估計人手、工具及併裝所需
時間

(ii)

能指導理貨人員，檢查拼裝符合標準要求的貨物組合

8.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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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名稱

計劃空運貨物集運拼裝

2. 編號

LOAFCT303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空運貨運代理、物流公司。具此能力者，能按照企業
的程序和要求，於接收空運貨物後，有效地進行空運貨物集運拼裝。

4. 級別

3

5. 學分

6(僅供參考)

6. 能力

表現要求
6.1

瞭解集貨拼箱基本知識
 根據艙位預訂情況、備註及訂位記錄摘要表，瞭解有關資
料：
• 主、分航空貨運單編號
• 付貨人和收貨人
• 中轉地、目的地機場的名稱及代碼
• 貨物件數、類別等
• 裝貨和文件的就緒時間
• 貨物預計到達時間
• 預計或實際之貨物重量和規格尺寸
• 所需的特殊處理（如有需要）
 不同貨板及空運載具的限制，例如：總載重、體積、負壓等
 不同機種的載具載運要求
 不同入口國家或機場的載具、載運及保安要求

6.2

擬備集貨拼箱計劃
 預計所需的艙位
 向個別的航空運輸商預訂艙位
 與航空運輸商確認艙位
 起草裝卸計劃工作表，並提交給上級核查和審批
 檢查所有的貨運計劃，因應貨運的數量、重量、尺寸等，作
出適當調整，並按照監管機構所發的指引，編製最佳集貨併
箱計劃
 檢查併裝計劃表的組合是否符合有關機場、機種、入口國家
及保安的要求
 編製併裝計劃表，以物流公司、貨運代理或空運貨站理貨員
進行集貨併裝工作
 能使用軟件輔助編製併箱計劃

6.3

集貨拼箱的專業處理
 併箱計劃不可超出載具物理承載限制，並充分利用載具的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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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及負重，以減低載運成本，或使貨物的重量及體積比例達
致最高的回報
7.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按照企業及監管機構的程序和要求，擬備集貨併箱計劃

(ii)

能在編製併箱計劃時，充分利用載具及貨板

8.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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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名稱

安排空運貨物集運文件及協調工作

2. 編號

LOAFCT304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貨運代理。具此能力者，安排不同托運人的空運貨物
付運時，能處理空運貨物集運文件以及相關的協調工作。

4. 級別

3

5. 學分

6(僅供參考)

6. 能力

7. 評核指引

表現要求
6.1

瞭解空運貨物集運知識
 集運的概念、特點、好處及限制
 集運所需的程序及文件安排
 不同企業及參與者在集運過程中的角 色及責任
 主航空貨運單及分航空貨運單的分別

6.2

安排空運貨物集運事宜
 為每票獨立空運貨物編製分航空貨運單
 為集運貨物編製主航空貨運單
 安排載運規劃人員，編排最佳的集運貨物組合，其中的考慮因
素有：
• 利用地區、到達時間及主要目的地等共同特徵
• 利用共同航班
• 載具使用率得以充分發揮
• 使貨物的重量及體積比例達致貨運代理最高的回報
 把貨物及所需文件送往空運貨站及完成交收程序
 貨到後，聯絡海外貨運代理，協調以空運單為單位，安排分拆
貨物
 貨到後，取得收貨人或海外貨運代理的回饋訊息
 記錄文件及存檔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有效地安排空運貨物集運文件及相關協調工作

(ii)

能確保所作出的安排符合航空公司的付運條件

8.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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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名稱

統籌空運載具的調度

2. 編號

LOAFCT305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航空公司或使用空運載具的企業。具此能力者，在使
用空運載具時，能按企業營運方針及作業程序，統籌空運載具的調度，
使航空貨運運作安全及暢順。

4. 級別

3

5. 學分

6(僅供參考)

6. 能力

7. 評核指引

表現要求
6.1

瞭解空運載具調度的基本知識
 空運載具的概念及用途
 不同載具的形狀、大小、邊長、載重及簡稱
 不同載具所屬航空公司或物流企業的標誌、辨識及編碼
 空運載具的運作，處理庫存量及安全庫存量
 向其他企業借入及歸還空運載具的安排
 其他機場的空運載具庫存量、運送量

6.2

統籌空運載具的調度
 提供合適的工具，搬運空運載具
 安排不同空運載具的數量，並確保載具的供應足夠應付未來所
需
 掌握空運載具的運作情況，並處理庫存量及安全庫存量
 編製庫存預測及計算存量
 確保載具的可用性
 調度需要維修或屬於不安全的載具前往指定地點
 製作調配記錄及安排存放地點
 掌握不同地點空運載具的數據及預計進入及調出時間
 編製空運載具進出存庫計劃，並作出安排
 管理空運載具，發放合適的載具予貨運代理或付貨人，以作貨
物併裝
 掌握空運載具的交收及文件處理的效率
 調撥從其他相關企業借來空運載具，並做記錄
 安排載具借給其他相關企業
 安排空運載具往其他機場及接收從外國機場來的載具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按照企業的經營方針，管理空運載具的接收、發放、儲存、維修
保養等，使載具的使用達致最佳的成本效益
5-236

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貨物運輸及處理」之職能範疇 能力單元
(ii)

能準確地預計載具的使用量及庫存量，以應 付各航班的載運需要

(iii)

能處理企業內部載具的調撥及與其他企業借還載具的工作

8.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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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名稱

記錄空運貨物運輸事故

2. 編號

LOAFCT306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與空運有關的貨運及物流公司。具此能力者，能記錄
空運貨物運輸事故，使承運人與付貨人能有效地處理保險及理賠事宜。

4. 級別

3

5. 學分

6(僅供參考)

6. 能力

7. 評核指引

表現要求
6.1

瞭解空運貨物運輸事故的基本知識
 空運貨物運作中出現運輸事故原因
 掌握運輸事故記錄方法及技巧
 記錄貨物運輸事故的重要性
 航空貨運流程與工序
 不同參與者，如:承運人、代理、付貨人的權責
 貨物保險及理賠的程序
 掌握運輸事故記錄方法及技巧

6.2

記錄空運貨物運輸事故
 使用公司有關貨物運輸事故記錄表
 詳細記錄貨物或其包裝的破損程度
 記錄貨物的狀況及處理方法
 若要繼續航程，記錄貨物重新包裝情況
 記錄發現事故的地點及過程
 記錄涉及的文件及其內容
 利用器材記錄當場的證據
 安排收貨人作共同檢查
 妥善保存記錄及交予上級或相關人士
 與運營、銷售和任何相關部門分享有關事故原因的經驗，以
盡量減少事故發生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正確地填寫貨物運輸事故記錄表

(ii)

能使用空運貨物的知識，描述及記錄事故的重點

(iii)

能使用合適器材，記錄及儲存事故的證據

8.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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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名稱

調配空運載具

2. 編號

LOAFCT307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航空公司或使用空運 載具的企業中處理空運載具的工
作人員。具此能力者，在使用 空運載具時，能按企業營運方針及作業程
序，調度空運載具，使航空貨運運作暢順。

4. 級別

3

5. 學分

3(僅供參考)

6. 能力

7. 評核指引

表現要求
6.1

認識空運載具調配的基本知識
 空運載具的概念及用途
 不同載具的形狀、大小、邊長、載重及簡稱
 不同載具本身所屬航空公司或物流企業的標誌、編碼等
 不同載具的使用限制
 處理不同載具時需留意的事項，如開啟位置、繫緊方法、易損
位置等
 空運載具的運作處理庫存量及安全庫存量

6.2

調配空運載具
 確保使用合適工具及方法搬動空運載具
 掌握不同載具的數量，並確保載具的供應足夠應付未來所需
 調度不合安全及需要維修的載具往指定地點
 製作調配記錄表及安排存放地點
 掌握在不同地點的空運載具的數據及預計進入及調出時間
 安排空運載具進出存庫
 執行管理空運載具，發放合適的載具予貨運代理或付貨人，進
行貨物併裝
 執行空運載具的交收及文件處理
 記錄及調配從其他相關企業借來的空運載具
 對借給其他相關企業的空運載具作出運送安排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有效地按照已訂計劃或指示，安排空運載具的調度

8.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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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名稱

交收空運危險品

2. 編號

LOAFCT308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空運貨運代理或空運貨站。當付貨人向空運貨運代理
或空運貨站交收出口空運危險品或各有關企業處理進出口空運危險品
時，所需的能力單元。具此能力者，能夠依照機構的程序和要求，安全
地執行檢視及交收空運危險品的程序。

4. 級別

3

5. 學分

6(僅供參考)

6. 能力

表現要求
6.1

瞭解危險品處理的基本知識
 空運貨物出口及入口程序
 危險品處理的安全知識
 參加並出席適當的培訓和講習班
 向公司報告並遵守定期更新的監管方法
 香港特區及有關協會的有關規管要求
 認識危險品處理的基本知識，包括：
• 危險品分類
• 危險品存放要求
• 不同危險品的特性
• 不同危險品所需的標示及標籤
• 運載及存放危險品所需的交件
 認識承運人及其代理在承運危險品上的責任

6.2

交收空運危險品
 確保所有相關人員都遵守所有監管要求，並獲得有效的許可
和/或認證
 根據監管要求制定的程序以及更新的表格和文件
 目測危險品包裝、標示及標籤
• 指出該項危險品在包裝及資料上的不足或錯誤
 檢查交收危險品所需文件
• 根據機構所提供的檢察表，在交收危險品時，檢查所
需的文件是否齊全及填寫妥當，如付貨人危險品聲明
書
• 指出該項危險品所需文件的內容是否有錯誤或遺漏
• 在上司的指示下，拒絕交收該危險品
 完成交接收危險品所需程序
• 在文件上正確記錄所接收或拒收的危險品及其相關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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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6.3

7. 評核指引

料
知會有關人士是否接收該項危險品的承運或交付
正確地指示員工將危險品送往應該存放地點，或從存
放地點提取
若在處理過程中，對該項危險品有懷疑，立刻知會上
級

危險品的專業處理
 能夠依照機構及法例要求，完成交收空運危險品的程序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夠根據機構既定的程序和要求，安全地執行檢視及交收空運
危險品的程序

(ii)

能夠從空運貨物的外觀，指出有問題的貨物在包裝及資料上的
不足或錯誤

(iii)

能正確地記錄所接收或拒收的危險品及其相關資料

8.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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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名稱

處理空運特殊貨物

2. 編號

LOAFCT309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 單元 適用 於航 空公司 、貨 運代 理或 空運貨 站。 具此 能力 者，能
按貨物的種類，有效地處理空運特殊貨物。

4. 級別

3

5. 學分

6(僅供參考)

6. 能力

表現要求
6.1

瞭解空運特殊貨物的基本知識
 特 殊 貨 物 的 類 型 及 特性 ， 如 過 大 、 工 程 貨物 、 遺 體 、 冷 凍 貨
物、貴重物品等
 各種特殊貨物的清關、進出口牌照及文件安排
 各種特殊貨物的保安、載運、起卸及儲存要求
 各種特殊貨物的處理時間要求、流程或工序
 各種特殊貨物的文件處理流程
 特殊貨物處理的安全知識
 認識有關特殊貨物載送的法例或條約
 認識有關特殊貨物載送的保險要求
 認識有關空運行業貨運標準對有關特殊貨物的要求及指引

6.2

處理空運特殊貨物
 查核有關空運行業貨運標準對有關特殊貨物的要求及指引
 使用合適的設備，及正確地起卸或搬動特殊貨物
 檢 查 特 殊 貨 物 是 否 附有 所 需 的 文 件 或 單 證， 如 遺 體 附 有 死 亡
證明、醫生或衛生證明
 檢查所附標籤、標示、文件、包裝或封條是否一致
 按 照 檢 察 表 及 公 司 營運 方 針 ， 在 上 司 的 指示 下 ， 收 取 或 送 運
特殊貨物
 正確地編製公司所發文件
 使用合適設備，進行運送、停放或儲存特殊空運貨物的工序
 安排合適的空間、位置及環境予特殊貨物
 安排適合的設備及器材，保持特殊貨物所需的環境，如冷
凍、環境或保安要求
 發出指引，提示收貨人或下一個服務環節所需預備的工具
 記錄或檢察處理過程及步驟
 向上級報告特殊情況及作文件存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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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貨物運輸及處理」之職能範疇 能力單元
7.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瞭解不同特殊貨物的處理流程及工序；

(ii)

能按照有關特殊貨物載送的法例或條約，檢查不同特殊貨物的
文件是否符合法規

(iii)

能安排適當的設備及器材，以保持特殊貨物所需的環境並有效
地處理空運特殊貨物

8.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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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貨物運輸及處理」之職能範疇 能力單元
1. 名稱

處理動物運輸及儲存

2. 編號

LOAFCT310 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航空公司或空運貨站。具此能力者，能按貨物的種
類，有效地處理空運動物的運輸及儲存程序。

4. 級別

3

5. 學分

6(僅供參考)

6. 能力

7. 評核指引

表現要求
6.1

瞭解空運動物的知識
 有關航空業貨運標準中處理空運動物的要求
 有關國家的動物進出口法例
 不同動物的共容性
 有關動物的載運、時間及空間的要求
 動物的起卸須知
 動物的保險要求
 動物載具的類別及特徵
 動物處理的安全知識
 所需的包裝、冷凍溫度、容器、載具

6.2

處理空運動物
 查核有關空運行業貨運標準對有關不同動物的要求及指引
 按航空業貨運標準的指引，選擇合適的載具運載動物
 訂立動物在運送中死亡的承運人責任
 提供合不同動物的適載運環境及活動空間
 收取及核查動物的健康證明文件
 安排合適的機型予以付運
 安排盡早交收動物
 準備載具的安排，如：
 檢查氣溫、氣壓、濕度
 電力供應
 提供氧氣
 有關記錄儀器
 有需要時，安排公證行查驗或獸醫檢查
 填寫文件或輸入電腦系統作記錄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按照貨物 的類別 、 航空業貨運標準及 公 司營運標準，有效 地 處
理動物的運輸及儲存程序

8.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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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貨物運輸及處理」之職能範疇 能力單元
1. 名稱

處理空運應課稅品

2. 編號

LOAFCT311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貨運代理、物流公司或空運貨站。具此能力者，能按
貨物種類，有效地處理空運應課稅品。

4. 級別

3

5. 學分

3(僅供參考)

6. 能力

7. 評核指引

表現要求
6.1

瞭解空運應課稅品的基本知識
 課稅的概念及原則保稅倉豁免的要求
 保稅倉的運作
 保稅倉及應課稅品的儲存時限
 開放式保稅倉的運作
 認識有關應課稅品條例
 認識有關應課稅品條例要求及相關的更新
 認識應課稅品的類別、處理流程及步驟
 認識應課稅品處理過程中所需的文件、進出口許可證及商業
單證

6.2

處理空運應課稅品
 把應課稅品與其他貨品分隔處理
 遞交應課稅品的搬運許可證
 存放應課稅品於海關監管的保稅倉或保稅地點
 記錄有關應課稅品的進出及存放量
 知會海關應課稅品的進出存放情況
 與海關聯絡，檢查有關保稅倉
 正確地填寫所需的文件
 與海關聯絡，處理有關貨物的重新包裝、標籤
 向海關申報有關存放量與記錄出現不 一致的情況
 提供有關記錄予海關查詢
 有任何懷疑，應匯報上級
 建立違規記錄並與各部門共用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按有關海關程序，安排應課稅品進出保稅倉

(ii)

能按有關海關程序，正確地填寫及處理文件，並作記錄

8.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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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貨物運輸及處理」之職能範疇 能力單元
1. 名稱

處理空運貨物撤銷程序

2. 編號

LOAFCT312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航空公司及空運代理公司。具此能力者，能因應托運
人的指示，妥善地處理貨物撤銷載運程序。

4. 級別

3

5. 學分

3(僅供參考)

6. 能力

7. 評核指引

表現要求
6.1

瞭解空運貨物撤銷的基本知識
 空運貨物流程及工序
 空運貨物流程中不同參與者的權責
 空運貨物載運撤銷的原因
 貨物載運撤銷的程序及文件安排
 有關國家的海關運作
 認識有關國家的海關運作

6.2

空運貨物撤銷的處理
 掌握貨物撤銷載運的指示
 追蹤涉及貨物的位置及查探貨物現時的情況，如貨物尚未交
付、付運中、貨站儲存中等
 通知管有有關空運貨物的公司，作出扣貨及不作付運的安排
 若空運貨物已運往禁區或上機待運，考慮能否拆箱取回
 若空運貨物已運往外地，考慮能否運回始發地
 按指定程序與各有關單位（如海關、航空公司等）處理空運
貨物回取
 聯絡托運人商討有關費用及安排
 按指示，安排貨物作暫存、送回托運人或棄置
 記錄事故資料及有關文件存檔等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就托運人撤銷空運貨物的要求，執行處理撤銷空運貨物的程
序

8.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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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貨物運輸及處理」之職能範疇 能力單元
1. 名稱

核實空運貨物達致付運要求

2. 編號

LOAFCT313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航空公司及空運代理公司。具此能力者，能按航空業
貨運標準，覆核空運貨物是否符合付運要求。

4. 級別

3

5. 學分

6(僅供參考)

6. 能力

7. 評核指引

表現要求
6.1

瞭解空運貨物付運要求的基本知識
 空運貨物付運條件
 航空業貨運標準
 所需文件及空運單的功能
 空運貨物包裝的要求
 空運貨物標籤與標示的要求
 危險品及特殊貨品的文件及付運要求
 主、副空運提單的功能
 法例及承運人在付運上的要求

6.2

覆核空運貨物
 根據法律和承運人的要求更新了監管文件和表格
 按公司指引及檢察表，覆核貨物的文件、外觀及申報內容是否
適合付運
 目測空運貨物的包裝、標籤及標示是否合適
 檢查貨物的隨機文件內容是否與貨物的包裝、標籤及標示一致
 檢查空運貨物的空運提單內容
 檢查空運貨物所需的進出口文件
 檢查空運貨物的重量、體積、大小、負壓等是否與運載的飛機
配合，例如：機門的大小等
 檢查是否已提供空運貨物所需的特別處理措施或設備
 能夠遵循和遵守政府部門和協會的相關監管要求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 按航空業貨運標準及有關要求，正確地 檢查空運貨物是 否 符 合
是否

8.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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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貨物運輸及處理」之職能範疇 能力單元
1. 名稱

處理無人提取空運貨物

2. 編號

LOAFCT314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航空公司及空運代理公司。具此能力者，能因應托運
人的指示，妥善地執行貨物無人提取程序。

4. 級別

3

5. 學分

3(僅供參考)

6. 能力

7. 評核指引

表現要求
6.1

瞭解處理無人提取航空貨物的基本知識
 航空貨物的提貨程序
 海關清關程序
 貨物無人提取的原因，例如：
 拒絕提取
 貨運單掛失
 法律或公司對提貨限期的要求
 無人認領貨物對公司的潛在損害和風險
 認識處理無人提取貨物的方法及程序
 認識運費收取的程序及權責
 根據公司指南了解處理無人認領貨物的時間表

6.2

處理無人提取航空貨物
 向有關人士瞭解無人提取的原因
 向托運人或必要時代理徵求意見，瞭解處理方法及程序
 進行清點、登記、保管工作
 若有可疑，通知海關或執法機構作調查
 按公司的運作程序及貨物的類別，採取合適的處理方法，如
棄置、移交政府部門或機構等
 計算有關費用，向有關人士收取
 交予會計部門處理
 加快處理無人認領貨物的知識和技能
 溝通和談判技巧，有助於加快解決速度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夠按托運人的指示，有效地處理無人提取的空運貨物

8.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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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貨物運輸及處理」之職能範疇 能力單元
1. 名稱

檢查處理快遞運輸的機械

2. 編號

LOAFCT315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快遞公司或使用快遞運輸的機械的快遞服務營運者。
具此能力者，在使用快遞運輸的機械時，能按公司營運方針及作業程
序，檢查處理快遞運輸的機械，使運作安全及暢順。

4. 級別

3

5. 學分

6(僅供參考)

6. 能力

7. 評核指引

表現要求
6.1

瞭解快遞運輸的機械調度的基本知識
 快遞運輸的機械的概念及用途
 各類型機械的形狀、大小、邊長、載重、簡稱及基本營運保
養指引
 各類型快遞運輸的機械在所屬航空公司或物流企業的標誌、
辨識及編碼
 各類型機械的運作、處理庫存量、安全、保養及維修等認識
 瞭解其他機場在這項目的相關指引、程序及準則

6.2

檢查處理快遞運輸的機械及調度
 提供合適的工具，搬運機械
 運用不同機械的數量，並確保供應足夠應付市場上所需
 掌握各類型機械的運作情況，並按照指引、程序及準則要求
 確保機械的可用性
 按調配記錄及安排存放地點
 按照安全指引使用不同機械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按照公司及市場的經營準則，管理快遞運輸的機械的接收、
發放、儲存、維修保養等，使載具的使用達致最佳的成本效益

(ii)

能準確地記錄機械的使用量及庫存量，以應付日常營運的 指標
及需要

(iii)

能處理公司內部機械需求作調撥及管理以達最高效益

8. 備註

5-249

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貨物運輸及處理」之職能範疇 能力單元
1. 名稱

協調點對點貨物的銜接

2. 編號

LOCUCT401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 適用於各 物流、海運 、空運及 快遞公司 。 具此能力 者，能夠
獨立處理及協調各國際貨運線路中點對點的無縫銜接。

4. 級別

4

5. 學分

6(僅供參考)

6. 能力

表現要求
6.1

瞭解點對點貨物運輸的無縫銜接當中所牽涉的要點
 聯運、多式聯運、接駁、過境等不同運輸概念
 集裝箱及貨物裝卸及充填設施的運作及特 點
 區域和地區運營相關的規章制度，包括海關、禁運情況
 市場領導者及其各自市場所涉及的關鍵成功因素
 點對點無縫銜接當中所牽涉的要點，包括：
• 海運與陸運交接的技術問題
• 空運與陸運交接的技術問題
• 空運與海運交接的技術問題
• 各交接點的營運環境、情況及時間掌握
• 各交接點海關對貨物轉運、進出口的要求
• 各交接點的起卸及儲存要求
• 各交接點的包裝、標示要求
• 各交接點的制度、政治及文化差異所引致的問題
• 可能發生的突發事件及應變措施

6.2

處理及協調各點對點貨物運輸無縫銜接
 根據客戶的特定要求及公司的營運模式，處理各線路點 對點的
無縫銜接
 在貨物的起卸、儲存及運輸途中，能協調各點對點線路的無縫
銜接
 在突發事件發生的時候，能有效解決各種困難及減少對客戶及
公司所造成之損失
 制定標準 操作程序並更新任何貿易/海關/監管要求以及 隨 後 的
操作表格
 為團隊建立數據記錄和關鍵績效指標
 定期審查合規率和行動計劃，以實現公司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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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貨物運輸及處理」之職能範疇 能力單元
7.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適當地處理各點對點貨物運輸的無縫銜接，以符合客戶的要
求，增加運作效率及控制相關成本

(ii)

能有效 地協調各點對點貨物運輸的無縫銜接，解決當中所遇到的
困難及提供適當的方法

8.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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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貨物運輸及處理」之職能範疇 能力單元
1. 名稱

評估及計算貨運工作量

2. 編號

LOCUCT402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各 類海運、空運及快遞 公司。具此能力者， 能在 獲 知
貨量及服務工作要求後，評估有關工作量，使公司資源能有效地利用。

4. 級別

4

5. 學分

6(僅供參考)

6. 能力

7. 評核指引

表現要求
6.1

瞭解評估及計算貨運工作量的基本知識
 處理貨物的工作類別
 處理貨物的方法，如人手或機械輔助
 處理貨物的流程及工序
 行業標準 、職安健、 行業慣例、行規或法 例對工作人 手 、 工
時等要求
 公司的工作人手調配指引
 貨 物 裝 卸 過 程 中 的 工 作 規 範 和 閒 置 時 間 以 及 任 何 困 難/障 礙/
潛在限制
 每個工序處理步驟的提前時間以及它們之間的相互關係
 影響工作效率的因素，如天氣環境、貨物類別、團隊結構等

6.2

評估及計算貨運工作量
 收取處理貨物的數量、種類、完成時限等資料
 按工作流程及各環節的難度，評估各工序時間
 按貨量、 工作點數目 、設備及輔助機械的 供應，制定 工 作 計
劃
 評估人手供應及其限制
 建立過程能力和測量管理系統
 按工作計劃，評估所需的工作人數、員工類別等
 若估計不能按時完成有關工作，與管理層商討
 提供回 饋機制，使跨 職能部門和級別的意 見能夠得到有效的
收集和分析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按照所需要處理的貨量及要求的物流服務，計算有關工作量

(ii)

能提供數據評估人力及設備的使用，以完成所需要處理的貨量
及要求的物流服務

(iii)

能提供回饋機制，使跨職能部門和級別的意見能夠得到有效的
收集和分析

8.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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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貨物運輸及處理」之職能範疇 能力單元
1. 名稱

運算航機載重平衡

2. 編號

LOAFCT402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航空公司或空運承運人。具此能力者，能按照實際貨
物的情況及公司操作指引，正確地計算航機載重平衡。

4. 級別

4

5. 學分

6(僅供參考)

6. 能力

7. 評核指引

表現要求
6.1

瞭解航機載重平衡的基本知識
 機型及其艙位結構及位置，如：前或後艙、上層或下層等
 航機物理狀態、物理平衡的概念
 飛機載重的組成元素，如燃料、貨物、郵件等
 飛機載重限制、艙位載重限制等
 各類載具、貨板的載重限制
 飛機載重許可重量的概念及其計算方法

6.2

運算航機載重平衡
 獲取航機的貨物載運清單
 獲取特殊貨物或情況的指示，如超重、非一般貨物、指定裝
載位置的貨物等
 使用航機載重平衡表及平衡圖，按程序進行運算
 若有電腦軟件及程式，用軟件進行運算
 分析運算結果，判斷調度貨物的需要及可能性
 把計算結果編製成載運指示予機坪處理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按照實際貨物的情況及公司操作指引，正確地計算航機載重
平衡

8.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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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貨物運輸及處理」之職能範疇 能力單元
1. 名稱

統籌起卸空運貨物

2. 編號

LOAFCT403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航空公司、空勤公司或空運貨站。具此能力者，能就
貨量、機種、及其他實際情況，聯絡有關部門及公司，統籌起卸空運貨
物事宜。

4. 級別

4

5. 學分

6(僅供參考)

6. 能力

7. 評核指引

表現要求
6.1

瞭解起卸空運貨物相關知識
 企業在有關貨物起卸或處理流程中的角色及責任
 貨物在起卸環節中，有關運輸工具、起卸工具、空運載具及
貨板、輔助工具的配合
 天氣或工作環境對貨物起卸的影響
 所需空運文件的處理步驟及流程
 起卸貨物的流程
 工作環境及安全措施
 調度資源的方法
 空運貨物的包裝、標示、標誌等要求
 空運載具及貨板的種類及處理的限制
 起卸工序的人力、時間、設備數量、成本等計算

6.2

統籌起卸空運貨物
 安排或調度有關起卸工具、載運工具及有關貨物到指定地點
 評估及安排足夠及合適的起卸工具或人手，起卸所需貨物，
並編製工作程序及流程表
 若屬長期工作，須安排長期人手編配、工作時間表及準備足
夠的起卸工具
 監察起卸工作的進度
 調度資源，以應付不時之需
 若未能按時完成起卸工作，通知有關機構
 核對起卸貨物清單，在文件及外觀上檢查是否屬於需起卸的
貨物
 填寫所需表格或檢察表，以記錄起卸活動的內容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有系統地統籌起卸所需的資源、人力及協調工作，並能安全
及有效地完成起卸空運貨物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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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物運輸及處理」之職能範疇 能力單元
(ii)

能編製 起卸流 程表及 工序表 予有關 工作人 員跟隨 並監察 起卸工
作的進度

8. 備註

5-255

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貨物運輸及處理」之職能範疇 能力單元
1. 名稱

處理航空貨運失誤事故

2. 編號

LOAFCT404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有關空運的公司。具此能力者，能按公司程序，處理
航空貨運失誤，減低貨物的延誤及損失。

4. 級別

4

5. 學分

3(僅供參考)

6. 能力

7. 評核指引

表現要求
6.1

瞭解航空貨運失誤事故的基本知識
 空運貨運流程及工序
 空運貨運流程所涉及的參與者及其權責
 空運貨運失誤普遍的成因
 空運貨運失誤的補救程序

6.2

處理航空貨運失誤事故
 從前線工作人員或其他合作夥伴，獲取航空貨運事故的資料
 分析事故涉及的層面、嚴重性及迫切性
 按公司對一般航空貨運事故的指引及補救措施，進行補救工
作
 評估補救方法的成效及所產生的影響
 聯絡托運人或其代理交代有關事故的處理情況、或徵詢其意
見
 動用公司內部資源，統籌及處理相關事宜
 統籌及聯絡其他公司及有關機構處理航空貨運失誤事故
 記錄有關事故的處理方法及過程
 撰寫簡單的事故處理報告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就不同的航空貨運失誤情況及原因，建議有效的解決方案，
減少損失及減低影響

(ii)

能按公司及航空業貨運標準，妥善地處理貨運失誤事故

8.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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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貨物運輸及處理」之職能範疇 能力單元
1. 名稱
2. 編號
3. 應用範圍

4. 級別
5. 學分
6. 能力

管理快遞貨物中心及設施
LOCUCT512B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物流服務提供者。具此能力者，能夠應用設施管理知識來
設計和管理快遞貨物中心及設施，以達目標上最佳空間要求和分配的快遞貨
物中心。
5
6 (僅供參考)
表現要求
6.1

瞭解快遞操作設施管理知識
 管理快遞設施的原則
 公司的營運政策
 快遞交易的流程和要求

6.2

確定空間分配
 根據法律要求和公司的業務計劃，計算中長期空間要求和分配
 建立公司速遞貨物處理方法，並確定設備使用、設施類型和尺
寸
 根據公司的業務計劃，確定設施內的貨物流量和處理要求
 根據公司的業務紀錄和中長期業務計劃/預算/目標評估數量要求
 計算總空間要求，以制定空間利用計劃
 根據大小、重量、類型來評估單個貨物包裝的規格，以計算空
間分配

6.3

制定安全和保安需要
 根據相關監管要求、 評估潛在風險和任何 其他風險因 素 ， 以 確 保
設施的安全性
 建立貨物裝卸和儲存的安全和 保安程序
 根據相關監管要求建立防火和消防系統
 根據公司的政策和程序制定疏散計劃

6.4

建立紀錄和系統
 開發系統記錄和追蹤每批貨物的狀況，以滿足公司的報告、品
質保證和所需的報告制度
 開發系統以記錄與客戶的溝通，以確保運營的有效性和效率，
並建立數據和紀錄以增強服務和未來的爭議/投訴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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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貨物運輸及處理」之職能範疇 能力單元

7. 評核指引

6.5

設計存儲區和分配
 根據公司的業務計劃和市場，制定倉庫區域和分配
 評估使用率並審查未來的增長
 根據規劃過程確定存儲區域和分配
 根據相關法規要求提供維護、清潔和其他要求的空間

6.6

檢討設施的使用及運作效率
 制定定期檢討和報審查制度
 根據操作輸出評估和檢查存儲區域和系統的運行效率
 檢查存儲和處理系統的運行效率及其是否符合人體工程學原理
 審查包括損失、遲延、失蹤、損害和其他不遵守約定情況在內
的違規行為
 提供設施佈局的靈活性，以應對市場和公司計劃的不斷變化
 開發有效的紀錄和報告系統，收集設施和系統改進的資料以達
到公司的目標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ii)
(iii)
(iv)
(v)

能夠應用設施管理知識，設計快遞及貨物中心的空間中長期要求和分配，
以符合安全和保安要求
能夠開發系統記錄、跟蹤和管理貨物流量和設施要求
能夠定期檢討和審查制度，檢討設施的使用及運作效率
能夠定期檢查及檢討設施的使用及運作效率
能夠運用有效的貨物追蹤數據和紀錄，檢討和優化設施計劃，增強客戶服
務和處理潛在的爭議

8.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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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貨物運輸及處理」之職能範疇 能力單元
1. 名稱

制定航班裝載計劃

2. 編號

LOAFCT501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航空公司。具此能力者，能按照航空業貨運標準及公
司營運政策，有效地制定合適的航班裝載計劃。

4. 級別

5

5. 學分

6(僅供參考)

6. 能力

7. 評核指引

表現要求
6.1

瞭解航班裝載相關知識
 航班裝載計劃的功能及其制定步驟
 艙位分配原則
 不同形式載具及貨板
 各型號航機的結構、分層及合適裝載的載具
 載具及貨板的體積、載重等限制
 載具及貨板的編碼及其所述的特性
 危險品及特殊貨品在機上的擺放要求

6.2

制定航班裝載計劃
 獲取航行、機務、客運等部門的意見及資料
 獲取影響運載能力的因素、數據及資料，如燃料、季節、天
氣、機型、機場或貨站條件等
 計算航班運載能力
 考慮其他貨運因素，如危險品、超重、過大
 航班所用的貨盤類型、各航站配額、必須或優先處理貨物、
併裝貨物、候補貨物、特殊貨物等
 按照航機擺放計劃，編排載具、貨板予不同位置
 覆核有關裝載計劃是否符合航空業貨運標準及公司操作守則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8. 備註

能按航空業貨運標準及公司營運政策，為航空公司制定有效的
航班裝載計劃

此能力單元參照物流業能力單元 LOAFCT401A，資歷級別由第 4 級修
訂為 5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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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貨物安全及保安」職能範疇能力單元
1. 名稱

認識及分辨危險品及其特性

2. 編號

LOCUSS201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需要處理危險品運送的各類物流及貨運公司。從業員
應能瞭解危險品及其特性，以提高運輸及處理危險品的安全程度。

4. 級別

2

5. 學分

6(僅供參考)

6. 能力

表現要求
6.1

認識危險品的基本知識
 不同危險品在不同國際標準制度下所屬的編碼
 不同危險品在不同運輸方式下，應採用的包裝類別及要求
 運載危險品船隻在事故時所採用應急措施的載運危險貨物船舶
緊 急 應 變 程 序(EmS)及 用 於 涉 及 危 險 品 意 外 的 醫 療 急 救 指 南
（MFAG）
 不同危險品在不同貯運地點的處理方法，如艙面及艙內
 不同危險品在事故時的醫療急救處理
 不同危險品的儲存方式及要求
 不同危險品的標籤及標示
 不同危險品的化學、物理特性及對健康的影響
 不同危險品在事故時採用的應急措施表編碼
 不同危險品在醫療急救指南上的編碼
 運輸及處理危險品的文件要求
 根 據 國 際 民 用 航 空 組 織 （ ICAO） 及 國 際 海 事 組 織 （ IMO） 認
識及分辨危險品的分類
 瞭解物料安全數據表（MSDS）的使用
 瞭解相關的管理要求、證書的確認、文件步驟的應用以及相關
的內部培訓指導方針

6.2

認識危險品及其特性的應用
 根據相關監管要求/規則申請所需的許可證/證書
 合法維護團隊成員的有效證書/許可證
 協助處理危險品，例如：核實危險品的種類、檢查危險品的事
故 （ 例 如 ：《 載 運 危 險 貨 物 船 舶 緊 急 應 變 程 序 編 號 》 EMS
No.） 的 緊 急應 變 程 序 ，並 檢 查 危 險 品事 故 的急 救 措 施 （ 如：
《醫療急救指南編號》MFAG No.）
 確保以正確分類、包裝、標誌、標籤及記錄危險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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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貨物安全及保安」職能範疇能力單元
7. 評核指引

8. 備註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認識危險品類別及指出其特性

(ii)

能夠維護和應用有效證書，合法處理危險貨物

此能力單元參照物流業能力單元 LOCUSS202A 及 LOCUSS20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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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貨物安全及保安」職能範疇能力單元
1. 名稱

執行空運貨物的保安儀器檢查

2. 編號

LOAFSS201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航空公司、貨運站、貨運代理公司或提供貨物檢查服
務的保安公司。具此能力者，能執行監管機構對空運貨物保安要求的程
序。

4. 級別

2

5. 學分

6(僅供參考)

6. 能力

7. 評核指引

表現要求
6.1

瞭解航空貨運保安檢查知識
 貨運保安的運作
 有關空運貨物保安的管制措施及程序
 有關監管空運貨物保安的制度及要求
 檢查空運貨物儀器的使用方法及特性
 檢查空運貨物儀器發出的訊息、顯示
 使用檢查儀器的職業安全知識
 環球需求和發展以及對當地業務的影響
 儀器的維護和校準知識

6.2

執行空運貨物的保安儀器檢查
 使用合適儀器檢查空運貨物
 讀取儀器的訊息、顯示或指示，以判別貨物是否屬管制品、
可疑物品、不符合監管機構要求或受到不法干擾
 按照指示及檢查結果，把結論報告予有關人員
 填寫有關文件或輸入電腦資料，以作檢查記錄
 貨物出現異常情況，執行應變措施，如通知上級及監管機
構、防護或隔離等
 運用公司的歷史數據以衡量績效並確保滿足相關監管要求
 向公司提供最新的資訊，以瞭解空運貨物的短期、中期和長
期計劃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正確及安全地使用 合適的儀器檢查空運貨物

(ii)

能讀取儀器的訊息、顯示或指示，判別空運貨物是否有問題

(iii)

能在空運貨物出現異常的情況下，根據機構的指引或上司的指
示，執行應變措施

8.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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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貨物安全及保安」職能範疇能力單元
1. 名稱

運用保安科技協助處理貨運保安事宜

2. 編號

LOCUSS301B

3. 應用範圍

此能 力 單元 適 用於 各 類物 流 及貨 運 公司 。 具此 能 力者 ， 能應 用 保安 科
技協助保安承辦商執行貨運保安工作。

4. 級別

3

5. 學分

6(僅供參考)

6. 能力

7. 評核指引

表現要求
6.1

瞭解保安科技的基本知識
 認識一般用於物流的保安科技的基本設備
 高科技貨品所要求的倉儲保安需要
 閉路電視、出入控制、感應器的功能及特性
 場地出入口的保安系統
 由監管機構、認證機構、行業貨運標準及相關法例所要求
的保安標準、措施及設備

6.2

運用保安科技
 按實際物流場地及環境，收集保安系統記錄的日常數據
 掌握公司物流作業及貨物的特性，協助建議使用合適的保
安設備
 建議保安服務承辦商 /供應商安裝閉路電視、出入控制及定
位追蹤等保安設施，其位置及所需注意事項
 使用保安監察系統，協助保安服務承辦商建 /供應商進行保
安監察的日常運作
 協助保安服務承辦商 /供應商建議安裝防盜設備及相關電子
系統，如不同方式的感應器、貨物辨識設備、倉儲管理系
統
 協助保安服務承辦商 /供應商建議安裝的工作人員身份辨識
及登記系統
 按公司營運政策提供符合保安標準的設施，儲存貴重貨物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按公司營 運政策及行業標準，在公司指引下，協助保 安 服 務
承辦商/供應商建議進行保安工作，及運用合適保安科技，使物
流運作更加安全

8.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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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貨物安全及保安」職能範疇能力單元
1. 名稱

執行空運保安管制程序

2. 編號

LOAFSS301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物流公司、航空公司、貨運站、貨運代理公司。具此
能力者，能執行空運保安管制程序。

4. 級別

3

5. 學分

6(僅供參考)

6. 能力
1. 名稱

7. 評核指引

表現要求
6.1

瞭解航空貨運保安知識
 貨運保安計劃的運作
 有關處理航空貨物進出口或轉口的流程
 有關空運貨物保安的管制措施或程序
 有關監管空運貨物保安的制度及要求
 有關文件的內容及格式
 有關豁免空運貨物的種類

6.2

執行空運保安管制
 目測空運貨物的外觀，判斷是否有人為干擾
 目測空運貨物包裝上所載的資料是否與貨運文件內容相符
 按照指示及檢查結果，填寫有關文件或輸入電腦，以作記錄
 妥善保存空運保安管制的紀錄
 執行應變措施，如通知上級及監管機構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按照企業及監管機構訂立的程序和要求，檢查空運貨物，並
進行空運保安工作

(ii)

能目測貨物及指出資料的錯漏或所受到的人為干擾，並妥善保
存空運保安管制的紀錄

8. 備註

5-264

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貨物安全及保安」職能範疇能力單元
1. 名稱

執行監管空運付貨人的保安程序

2. 編號

LOAFSS302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航空公司或貨運代理。具此能力者，能執行監管空運
付貨人的保安程序。

4. 級別

3

5. 學分

2(僅供參考)

6. 能力

7. 評核指引

表現要求
6.1

瞭解空運保安監管制度
 空運保安監管制度
 國際空運安全系統的標準和要求
 認識 監管 機構 所訂 立 的空 運保 安監 管制 度 ，如 管理 代理 人制
度
 認識有關的本地法例及國際條約
 空運保安監管制度的功能及概念
 管理代理人、已知托運人及監管機構的權責
 空運保安監管制度功能及程序
 掌握獲取所需文件樣本作參考的方法

6.2

執行監管托運人的制度
 確定托運人的身分，並予以登記
 確保與托運人訂立商業合約時，托運人要作出保安聲明
 撰寫有關聲明及文件予托運人使用
 向有關機構登記托運人的身分及通知有關托運人所編配的編號
 確保裝運單據或其他文件註明已知的托運人編號
 妥善保存有關文件及記錄
 定期執行重新確定已知托運人的工作
 根據法規要求，記錄進行公司基本搜索
 根據法規要求，建立妥善檔案和系統維護所有已知的托運人記
錄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按照監管機構所訂立的空運保安監管制度，完成確認托 運 人 的
工作

(ii)

能檢查來往文件及加以妥善保存，並提供給監管機構查照。

8.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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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貨物安全及保安」職能範疇能力單元
1. 名稱

執行快遞貨物操作的安全策略

2. 編號

LOAFSS401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貨運代理、快遞、速遞公司和物流服務提供者。從業
員應能根據有關的法例規定及有關協會及政府部門的要求， 執行快遞及
速遞貨運的安全策略。

4. 級別

4

5. 學分

6 (僅供參考)

6. 能力

7. 評估指引

8. 備註

表現要求
6.1

瞭解快遞貨物操作安全策略的基本知識
 公司、相關協會和政府部門的法規、安全政策和程式
 公司的政策、業務環境和風險能力及其相互關係
 相關的形成成本保障體系
 相關行業標準的安全系統，並對每個現有承包商進行比較
 安全系統對公司的重要性
 安全系統與公司員工的關係及其遵守情況

6.2

執行快遞貨物操作安全策略
 執行安全系統包括操作模式、標準操作程式、訂約形式和合
同許可證標準和儀器
 為員工建立職權、職責、監督和報告程式
 與相關工作人員一起審查，以確保妥善處理、糾正和其他用
於改進調整相關問題
 與相關人員進行審查以確保適當的處理、違規行為和其他相
關的關注以改善調整
 監控系統運行並決定是否需要進行策略調整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
(i)

能執行為快遞業務執行合適有效的安 全策略和制度

(ii)

能夠監控安全策略的有效性

此能力單元資歷級別由第 5 級修訂為第 4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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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貨物安全及保安」職能範疇能力單元
1. 名稱

處理航空貨運事故及申報

2. 編號

LOAFSS402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從事空運的公司。具此能力者，能按公司程序及航空
業貨運標準，妥善地處理航空貨運事故及向公司或監管機構申報。

4. 級別

4

5. 學分

6(僅供參考)

6. 能力

7. 評核指引

表現要求
6.1

瞭解航空貨運事故的基本知識
 空運事故的一般原因
 事故的通報或申報程序
 需要向監管機構申報的事故類 別
 需要立刻通報監管機構的事故類別
 記錄事故的指引、形式、重點及技巧
 事故的處理程序

6.2

處理航空貨運事故
 獲取前線工作人員匯報有關航空貨運事故的資料
 評估航空貨運事故的影響範圍及嚴重性
 若非公司處理的事項，聯絡有關部門處理（如消防處、警方
等）
 決定是否需要向監管機構申報
 查核受航空貨運事故影響的公司、機構或人士
 聯絡有關公司、機構或人士
 按照公司程序及航空業貨運標準，執行有關事故的處理
 按照公司程序及監管機構指引，記錄事故
 能匯報航空貨運事故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評估航空貨運事故的嚴重性，按程序作出處理

(ii)

能 按照公司程序 及監 管機構指引，記 錄事 故並 匯報有關事 故予 監
管機構或管理層

8.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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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貨物安全及保安」職能範疇能力單元
1. 名稱

執行空運危險品的安全標準

2. 編號

LOAFSS403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航空公司、空運貨站及空運貨運代理。具此能力者，
能按照航空業貨運標準及法例要求，執行空運危險品的安全事宜。

4. 級別

4

5. 學分

6(僅供參考)

6. 能力

7. 評核指引

表現要求
6.1

瞭解空運危險品的安全標準相關知識
 空運危險品的種類及特性
 空運業有關處理危險品的貨運標準
 隱藏危險品的概念及知識
 法例對貨物及工作人員的要求及規定
 基本審計的功能及工序
 不跟隨危險品安全標準的後果及其嚴重性
 公司對危險品的操作指引

6.2

執行空運危險品的安全標準
 提供危險品的付運要求及需知予付貨人或其代理
 建立單據檢查程序，留意隱藏危險品的付運
 安排前線員工的培訓，其中包括：
 目測空運危險品包裝、標籤及標示
 檢查危險品付運文件、進出口牌照、證書
 填寫危險品的付運檢察表
 存放文件及記錄
 危險品存放
 與監管機構作定期溝通
 處理監管機構的例行檢查
 執行公司對空運業危險品標準的內部審計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按航空業貨運標準、法例要求及公司指引，執行有關空運危
險品的安全標準，以確保員工之安全及減低公司負上法律責任
的風險

8.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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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貨物安全及保安」職能範疇能力單元
1. 名稱

監督保安服務水平

2. 編號

LOCUSS501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各類物流及貨運公司。具此能力者，能按照公司營
運方針，監督公司的保安服務水平，以達致所需的標準。

4. 級別

5

5. 學分

9(僅供參考)

6. 能力

7. 評核指引

表現要求
6.1

瞭解保安服務及其管理相關知識
 由監管機構、認證機構、行業貨運標準及相關法例所 要 求 的
保安標準、措施及設備
 國際機構或各地政府對貨運保安的要求
 與當地和國際協會定期更新安全要求的變更，並向公 司 彙 報
戰略規劃以應付這些需求

6.2

監督保安服務
 按公司營運政策訂立保安服務的標準、指標及指引
 按公司營運政策或合約要求，審閱保安服務承辦商或 公 司 保
安部門的報告及數據
 按公司營運政策或合約要求，執行對保安服務承辦商 的 賞 罰
安排
 執行公司運營政策的即時變更或未來變更，以應對當 地 或 國
際協會的新安全要求
 按程序定期作實地審核
 按程序進行不定期審核
 安排監管機構或認證機構作定期審視
 安排閉路電視、出入控制及定位追蹤等保安設施及其位置
 核查防盜設備及相關電子系統的功能，如不同方式的感應
器、貨物辨識設備及倉儲管理系統等
 測試工作人員身份辨識及登記系統
 查核保安設施，如儲存貴重貨物設施是否符合標準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按公司營運政策及行業標準，有效地監管保安服務水平

8.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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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貨物安全及保安」職能範疇能力單元
1. 名稱

制定對危險品處理的培訓計劃

2. 編號

LOCUSS504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需要處理危險品運送的各類物流及貨運公司。具此能
力者，能瞭解處理危險品的培訓要求，使公司能符合監管機構或行業標
準的要求。

4. 級別

5

5. 學分

6(僅供參考)

6. 能力

7. 評核指引

表現要求
6.1

瞭解危險品處理培訓的基本知識
 由監管機構及相關法例對危險品運輸的要求
 危險品運輸及處理的重要性
 危險品種類及事故發生的嚴重性
 不同物流崗位須擁有不同程度的危險品處理知識
 危險品運輸及處理在不同運輸模式如海運及空運有不同要
求。海運：國際海運危險品準則、船舶裝載危險品緊急程
序；空運：危險品安全空運技術指令、危險品規例手冊
 監管機構或行業標準在認可及審計方面的程序及安排
 法例對新入職人士、在職人士的培訓要求

6.2

制定品處理培訓計劃
 分析公司的員工崗位及所需的危險品處理知識
 選擇培訓模式、方式及服務提供者
 分析公司自行培訓、外判或報讀培訓服務機構課程的利弊
 分析採用面授、函授、網上授課等渠道的利弊
 與監管機構及政府部門定期接觸或溝通，獲取培訓的新資訊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8. 備註

能分析監管機構或行業標準的要求及公司對危險品的培訓需
求，制定危險品處理的培訓計劃，使公司能符合監管機構或行
業標準的要求

此能力單元參照物流業能力單元 LOCUSS401A，資歷級別由 4 級修訂
為第 5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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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貨物安全及保安」職能範疇能力單元
1. 名稱

制定空運保安策略

2. 編號

LOAFSS501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航空公司、貨運站、貨運代理公司。具此能力者，能
制定空運保安策略，以符合航空業貨運標準及企業營運方針。

4. 級別

5

5. 學分

9(僅供參考)

6. 能力

7. 評核指引

表現要求
6.1

瞭解企業空運保安相關知識
 國際民航組織，及本地監管機構的保安政策及程序
 企業的營運政策、經營情況、風險承受
 保安系統的成本效益
 航空貨運標準對保安系統的要求及對承辦商資格的要求
 保安系統對企業營運的重要性
 保安系統對企業部門運作的連繫
 保安系統與航空貨運流程中有關不同企業的運作連繫
 安全和更新的法律要求

6.2

制定航空貨運保安策略
 在長期規劃戰略中納入立法變更
 制定企業貨運保安政策的方針及目標
 制定貨運保安系統運作模式，系統的標準作業程序、承辦方
式、承辦商牌照、儀器等標準
 分析不同模式的成本效益
 選用配合企業整體經營策略的保安系統運作模式
 分析所訂立的系統是否已包括航空業貨運標準及監管機構對
空運保安要求的程序
 分析所訂立的系統是否已包括監管機構對空運保安要求的設
施，如照明、圍牆、感應器等
 分析企業內的貨運保安系統與企業外的貨運保安系統的共融
性、替代性或共用性
 制定保安系統內人員的權責、督導及匯報的安排
 制定貨運保安系統作業標準、目標、審計安排
 監察系統運作及決定需否調整策略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制定適合及有效的航貨運保安策略，以符合航空業貨運標
準、監管機構的要求及企業營運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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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貨物安全及保安」職能範疇能力單元
(ii)

能全面地分析企業內的貨運保安系統，並監察系統運作

8.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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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貨物安全及保安」職能範疇能力單元
1. 名稱

制定快遞貨物操作的安全策略

2. 編號

LOAFSS502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貨運代理、快遞、速遞公司和物流服務提供者。從業
員應能根據有關的法例規定及有關協會及政府部門的要求，制訂快遞及
速遞貨運的安全性原則。

4. 級別

5

5. 學分

6 (僅供參考)

6. 能力

7. 評估指引

表現要求
6.1

瞭解快遞貨物操作安全策略的基本知識
 公司、相關協會和政府部門的法規、安全政策和程式
 公司的政策、業務環境和風險能力及其相互關係
 相關的形成成本保障體系
 相關行業標準的安全系統，並對每個現有承包商進行比較
 安全系統對公司的重要性
 安全系統與公司員工的關係及其遵守情況

6.2

制定快遞貨物操作安全策略
 根據公司的營運方針制定快遞貨物操作安全政策
 研究和評估不同安全系統模式的成本效益
 確保建立的系統符合行業標準和相關法規要求
 評估公司安全系統的相容性、替代或共用能力
 制定標準作業程序和關鍵績效指標和報告，以確保嚴密監測
安全系統的有效性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
(i)

能夠根據公司的營運方針制定快遞貨物操作安全政策

(ii)

能夠評估公司安全系統的相容性或共用能力，並確保建立的系
統符合行業標準和相關法規要求

(iii)

能夠建立關鍵績效指標和報告，以確保嚴密監測安全系統的有
效性

8.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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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物安全及保安」職能範疇能力單元
1. 名稱

制定航空貨運保安標準

2. 編號

LOAFSS503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航空公司、貨運站、貨運代理公司。按照有關企業的
保安政策及監管機構對航空貨運保安要求的程序，制定航空貨運保安標
準。

4. 級別

5

5. 學分

6(僅供參考)

6. 能力

7. 評核指引

8. 備註

表現要求
6.1

瞭解航空貨運保安相關知識
 監管機構及法例對航空貨運的保安要求
 保安對航空貨運的重要性
 遵守航空貨運相關法規要求的有效許可和意識培訓記錄規則
 訂立保安標準的原則及技巧
 航空貨運的流程及工序
 保安服務的元素、工作及特性

6.2

制定航空貨運保安標準
 分析保安工作、設施、出入控制等重要元素
 檢查貨物單據程序、檢查隱藏危險品程序及緊急應變程序等
 編製檢察表及確立檢察內容
 參考航空貨運標準、國際航空組織或國家標準
 為檢查貨物單據及有關航空貨運程序，訂立保安標準
 把保安標準應用於內部及外部審計
 與保險公司商討有關保安標準的訂立
 撰寫報告，解釋航空貨運保安標準的制定
 根據航空貨運業協會的監管要求，保持完整的貨運安全流程
記錄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制定適合及有效的航空貨運保安標準，以符合航空業貨運標
準及監管機構的要求及企業營運方針

(ii)

能撰寫報告，向管理層解釋航空貨運保安標準

此能力單元參照物流業能力單元 LOAFSS401A，資歷級別由第 4 級修
訂為 5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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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入口文件處理」職能範疇能力單元
1. 名稱

處理貿易貨款交收程序及文件

2. 編號

LOCUIE201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不同物流公司。具此能力者，能處理貿易貨款交收程
序及文件的安排，有效地處理有關文件及程序，使貨運流程更為暢順。

4. 級別

2

5. 學分

6(僅供參考)

6. 能力

7. 評核指引

表現要求
6.1

瞭解貿易貨款交收程序及文件的基本知識
 認識不同貿易貨款交收的模式，如信用證、托收等
 運輸文件在貿易貨款交收的重要性，如清潔提單、裝貨單
 不同貿易貨款交收模式的交單條件
 船務文件、財務文件、商業文件及官方文件的種類、功能及
相互的關係
 貿易貨款交收的流程、參與人士的角色
 銀行在物流運作的角色及銀行作為收貨人的運作及其與貨物
買家的關係
 因物流運作上的延誤可能引致的財務問題
 各締約方在物流運作和每項交易義務之間的連鎖行動
 公司政策和客戶的財務狀況和/或付款歷史

6.2

應用貨款交收程序及文件基本知識
 獲取及閱覽財務文件，如信用證的副本作參考
 檢查文件、進出口或轉口許可證、其他文件是否符合信用證
所要求
 若物流安排上出現改動，與信用證所述不符合，應按程序通
知付貨人，作出相應補救措施
 檢查信用證或其他財務文件的有效期，提供合適的運輸服務
 處理有關無提單放貨、與付貨人或其代理聯絡，處理非常規
放貨，如變換收貨人或電放程序
 若未能出示正本提單，處理有公司擔保或銀行擔保的放貨程
序
 因應財務文件的要求，簽發合適及足夠的運輸文件
 回應客戶有關貨物運輸與貨款交收相關事宜
 建立報告制度和管道，以保護公司的利益，以及交易中涉及
的任何一方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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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入口文件處理」職能範疇能力單元
(i)

能配合客戶的財務安排或貨款交收形式，使客戶獲取合適的貨
運服務

8.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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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入口文件處理」職能範疇能力單元
1. 名稱

按貨運需要核查所需證明及文件

2. 編號

LOCUIE202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與海運及空運有關的貨運代理及物流公司。從業員應
能按照貨運需要，核查所需的證明及文件。

4. 級別

2

5. 學分

6(僅供參考)

6. 能力

7. 評核指引

表現要求
6.1

瞭解核查文件的基本知識
 所需文件的種類
 影響所需文件種類的因素，如目的地國家、中轉站、貨物種
類等
 文件的提供者及資料來源
 由付貨人提交的文件類別
 提供準確資料的重要性
 文件簽發人的責任
 公司對文件要求和核查要求的政策和程式

6.2

證明及文件的核查
 檢查單證及文件是否足夠
 找尋單證內資料來源，如落貨紙、訂貨單
 檢查單證文件內容的一致性或相容性
 核查簽發單證人士是否正確
 核查有關單證是否有付貨人的簽署、背書或確認
 留意一些特別條款及指示，如所收取的運費
 如涉及信用狀，查核信用狀內所要求的文件類別及數量是否
足夠
 查核貨運文件內容是否符合信用狀內要求
 查核文件內的時限，是否影響財務安排

6.3

報告和審查
 根據公司的政策和法律要求，使用文件的歸檔系統
 瞭解托運人、合作裝載人等責任方的違規和不遵守情況的報
告管道
 定期審核外部各方的遵守情況，並向公司報告需求變更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5-277

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出入口文件處理」職能範疇能力單元

8. 備註

(i)

能正確地執行有關危險品、管制貨物及應課稅品文件安排的流
程

(ii)

能在有關危險品、管制貨物及應課稅品文件安排的流程中，按
程序處理錯漏，有效地執行補救程序及知會相關人士

此能力單元參照物流業能力單元 LOCUIE202A 及 LOCUIE20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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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出入口文件處理」職能範疇能力單元
1. 名稱

處理危險品、管制貨物及應課稅品文件安排

2. 編號

LOCUIE203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各海運、空運及快遞經營者。從業員應認識非一般進
出或轉口貨物的處理流程(如危險品、管 制貨物及應課稅品等)， 並 能 按
照相關監管規定(《危險品條例》（香港法例第 295 章）及其附屬規例)有
效地處理該等貨物及其文件安排。

4. 級別

2

5. 學分

6(僅供參考)

6. 能力

表現要求
6.1

認識處理危險品、管制貨物及應課稅品的基本知識
 各類管制貨物進出或轉口的負責部門及相關法例
 各類危險品、管制貨物及應課稅品進出或轉口的文件流程
 各類危險品、管制貨物及應課稅品進出或轉口的文件類別、
功能、填寫內容等
 海關、空運貨站、碼頭、保稅倉的處理安排及文件需要
 疏忽或錯漏可能引致的後果
 在管制貨物進出或轉口的處理流程中，各參與者的權責
 危險品分類、特性、名稱及縮寫
 管制貨品的類別
 應課稅品的類別
 海運、空運及陸運在處理各類管制貨物進出或轉口文件的不
同之處
 瞭解各管理部門和協會更新的資訊來源和要求
 瞭解管制貨物進出或轉口的目的
 瞭解各類危險品、管制貨物及應課稅品進出或轉口的處理流
程
 瞭解相關監管要求的更新和變更

6.2

執行處理危險品、管制貨物及應課稅品文件安排
 向付貨人催收各類管制貨物所需文件或資料
 按監管規定(《危險品條例》（香港法例第 295 章）及其附屬
規例)，向有關部門申請許可證或所需單證
 檢查貨物與運輸文件所載資料是否一致
 檢查文件內容與貨物包裝及標籤等顯示是否一致
 使用檢察表核實
 按所需程序（例如：提供裝載證書、提交危險貨物申報及安
全數據表）把文件送交有關機構或人士，或把文件存檔作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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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入口文件處理」職能範疇能力單元






6.3

7. 評核指引

8. 備註

錄
通知理貨、運輸、儲存等有關部門或承辦商有關危險品、管
制貨物及應課稅品的處理
製作危險品貨物清單予有關人士或機構，如機長、船長、海
關、港務局等
向管制機構獲取證明文件
把文件送交海關、空運貨站、碼頭、保稅倉或公司有關人員
處理
若有文件或內容錯漏時，認識補救程序及有效地向適當人士
查詢或通知有關人士作出應變
根據新的相關監管要求和關鍵績效指標建立標準作業程序
(SOP)變更，以衡量運營的合規性

報告和審查
 根據公司的政策和相關監管要求，提供適當的備案系統和期
限
 向公司報告文件不合規的事故，如船舶延誤、許可證到期等
 向公司提供有效管理文件和檢查的建議，以避免和盡量減少
相關監管部門和協會的處罰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正確地執行有關危險品、管制貨物及應課稅品文件安排的流
程

(ii)

能在有關危險品、管制貨物及應課稅品文件安排的流程中，按
程序處理錯漏，有效地執行補救程序及知會相關人士

此能力單元參照物流業能力單元 LOCUIE203A 及 LOCUIE20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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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入口文件處理」職能範疇能力單元
1. 名稱

安排海關申報

2. 編號

LOCUIE204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物流公司，貨 運代理及船公司。從業員應能認識海關
的 申 報 程 序 及 安 排 報 關 事 宜 （ 例 如 ：《 進 出 口 條 例 》（ 香 港 法 例 第 60
章）及其附屬規例）。

4. 級別

2

5. 學分

3(僅供參考)

6. 能力

表現要求
6.1

認識海關申報程序的基本知識
 一般及特殊進出口貨物的報關程序，如戰略物資、應課稅品
 溢卸、誤卸、短卸貨物的報關程序
 有關過境、轉運、通運（貿易單一窗口）的報關程序
 有關轉關的程序
 報關文件的類別及安排
 以電子數據交換方式或電子平台進行報關
 瞭解海關的功能，需要報關的原因、報關程序、收費及延報
罰款
 瞭解海關申報的內容，如貨物統計編號、描述重點及數目
 瞭解違規的風險和後果
 瞭解報關人員資格、申報時間及時限、機構及地點、申報程
序及所需文件
 瞭解不同類別報關的系統和操作(例如:貿易單一窗口)

6.2

安排海關申報
 按照當地海關架構，確保貨物進出時，能按時限向有關機關
和有關當局申報
 準備足夠及適當的報關單證與文件
 出示有效的牌照/許可證和所需文件，以證明客戶進出香港的
特定貨物的進出口權
 在 採 取 行 動 之 前 ， 向 相 關 機 構 提 交 信 息 和 /或 有 效 的 牌 照/許
可證和所需文件
 按照當地海關要求，填寫所需文件或輸入所需資料
 按報關程序及要求、申報時間、方式及渠道，遞交申報表
 向有關單位作出詢問及跟進
 確保原始文檔存在且有效，並具有適當的存儲位置和顯示

5-281

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出入口文件處理」職能範疇能力單元
7.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8. 備註

能夠依照監管規定（例如：《進出口條例》（香港法例第 60 章）
及其附屬規例）正確地完成海關申報程序

此能力單元參照物流業能力單元 LOCUIE204A 及 LOCUIE21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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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入口文件處理」職能範疇能力單元
1. 名稱

處理海關清關程序

2. 編號

LOCUIE205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物流公司及貨運代理等公司。從業員應能按照相關政
府部門的程序及要求（例如：《進出口條例》（香港法例第 60 章）及其
附屬規例）處理海關清關事宜 。

4. 級別

2

5. 學分

6(僅供參考)

6. 能力

表現要求
6.1

瞭解海關清關的基本知識
 不同類型貨物的一般要求和最新清關信息，如普通貨物、應
課稅品、戰略物資等等
 海關清關及查驗貨物的目的和相關人員的職責
 海運貨物運輸的處理程序
 海關查驗貨物的形式，如抽查、外形查驗等
 進出口或轉口貨物的徵稅、監管費用等
 查驗時有關賠償損失的處理
 特殊貨物，如暫時進口貨物的清關程序
 如何從海關部門獲取最新的資訊、代碼、關稅、程式和要求
 不同交易的時間要求和期限
 許可證/牌照等存儲要求，以確保貨物可以通過適當的設置進
行存儲
 懂得使用互聯網預約查驗被扣押的海運貨物
 認識海關、付貨人或承運人的權責，及認識海關查驗的地點
及查驗工序
 認識應課稅品及管制貨品的清關程序
 道 路 貨 物 資 料 系 統(ROCARS)、 貿 易 單 一 窗 口 等 系 統 的 新 開
發

6.2

處理海關清關程序
 準備清關所需的文件
 註冊線上帳戶和系統訪問程式
 進行網上預約申請、更改、取消和查詢
 通知貨主及其代理派員到場監督查驗貨物
 根據海關要求，從客戶那裡獲取和核實正確的文件
 根據系統要求提交所要求的文件
 若作為貨主代表，需指導工作人員搬移、開拆或重封貨物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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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8. 備註

裝
監察海關的貨物檢驗工作
若有損毀事故，填寫報告書以作記錄
獲取清關放行文件
記錄有關查驗貨物及清關事宜
應用不同方面的新技術和系統來提高工作流程效率 (例如：貿
易單一窗口)

能夠依照政府部門程序及要求，完成清關手續

此能力單元參照物流業能力單元 LOCUIE205A 及 LOCUIE21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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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入口文件處理」職能範疇能力單元
1. 名稱

處理進出口或轉口貿易文件

2. 編號

LOCUIE206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各類與海運、空運有關的貨運代理及物流公司。從業
員 應 能 符 合 進/出 口 國 家 或 有 關 機 構 的 規 定 處 理 進/出 口 或 轉 口 貿 易 文
件，並能正確地處理相關文件。

4. 級別

2

5. 學分

3(僅供參考)

6. 能力

表現要求
6.1

瞭解進出口或轉口貿易文件的基本知識
 貿易文件的類別、功能
 相關的法規要求和公司政策
 特殊貨物裝卸要求及公司要求及監管要求
 市場中常用的國際貿易術語、代碼、縮寫和術語及其含義
 處理進出口或轉口貿易文件所需的時間及收費
 擁有航空貨運運作及流程的基本知識
 認識多方面系統的更新(例如: 貿易單一窗口)

6.2
6.2.1

處理相關文件
出口
 參照交貨程序取得並核實所需的出口文件（例如：商業發
票、進/出口許可證及進/出口牌照）
 核實空運文件（例如：目的地、貨物數量、貨物的重量和尺
寸、商品及產品的價值和付款條件）
 處理預訂要求，並發出相關文件（例如：預訂確認或收貨通
知）
 確 保 與 出 口 商/收 貨 人/客 戶 簽 訂 標 準 作 業 程 序/報 價 和 有 效 協
議
 參照交貨程序及操作指引填寫或輸入所需的信息，並向相關
各方或政府代理就出口報關提交文件（或電子文件）
 發出相關運輸單據（例如：空運提單）
 發送、收取並完成相關文件（以電子格式或印刷本）
 為收款送出發票，並向托運人發出相關運輸文件（例如：空
運提單）
 完成 及 輸入 有 關系 統 所需 資料 (例如: 貿 易 通 、 一 路通 、 貿 易
單一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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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評核指引

8. 備註

6.2.2

進口
 從起運港代理商/辦事處接收資料、發貨通知和其他通知
 向收貨人發送到貨通知或通知所涉及的各方或標準作業程序
的任何一方
 檢查和驗證由客戶提交所有進口單據是否已準備就緒
 相應安排交貨並報告違規情況（如有）
 收集並檢查相關進口文件及安排放貨
 完成及 輸入 有關 系統 所需資 料 (例 如 : 貿易 通 、一 路通 、貿 易
單一窗口)

6.2.3

轉口
 根據公司的政策和程序，與出口代理 /辦事處協調安排通過香
港出口
 相應地執行進出口單據
 按照相關監管要求申報正常的進出口交易
 完成及 輸入 有關 系統 所需資 料 (例 如 : 貿易 通 、一 路通 、貿 易
單一窗口)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瞭解貨運訂單所需要的貿易文件

(ii)

能正確地完成進出口或轉口貿易文件的收發工序

(iii)

能準確地指出進出口或轉口貿易文件的錯漏及作出更正

此能力單元參照物流業能力單元 LOCUIE206A, LOAFIE201A, LOSAIE201A
及 LOSAIE20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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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名稱

編製航空貨運單

2. 編號

LOAFIE202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空運貨運公司。具此能力者，於處理空運貨物出口
時，能按照企業的程序和要求，正確地編製航空貨運單。

4. 級別

2

5. 學分

3(僅供參考)

6. 能力

7. 評核指引

表現要求
6.1

瞭解編製航空貨運單基本知識
 根據航空貨運文件，檢查資料是否正確，包括：
• 貨物接收日期
• 發貨人和托運人
• 貨物件數、重量及體積
• 包裝方式、載具或貨板
• 最終目的地機場或地點
• 付款方式、運費、貨物安檢、本地服務收費等
• 貨品說明
• 航班編號和日期
 航空貨運單流程
 監管機構對填寫航空貨運單的特別用詞、縮寫及要求
 認識航空貨運單分類、正副本及不同分聯的使用，包括：
• 不同正副本的功能
• 不同正副本分發予相關的人士及部門

6.2

編製航空貨運單
 填寫或輸入航空貨運單所需的資料
 核對填寫或輸入的資料
 印發所需的航空貨運單
 利用企業資訊系統將所有主或分航空貨運單檔案存檔及轉變
成證明條款，用作檢查、預報和存檔
 把航空貨運單檔案連同文件副本、托運說明、托運記錄、接
收清單副本以及文件檢查清單一起存檔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按照企業的程序和要求，正確地完成編製航空貨運單程序

(ii)

能按照企業的程序和要求，正確地將航空運貨單檔案連同其他
所需文件一起存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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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能按照企業的程序和要求，以電子方式填寫、印發、存放、分
發航空貨運單

8.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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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名稱

處理快遞運輸文件

2. 編號

LOAFIE203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各類經營快遞服務業公司。具此能力者，能夠處理客
戶提交的申請快遞貨物交易的文件及確保這些文件能夠符合進出口國的
要求或政府部門和協會的相關法規要求。

4. 級別

2

5. 學分

6 (僅供參考)

6. 能力

7. 評核指引

表現要求
6.1

瞭解快遞運輸文件的工作流程
 快遞操作的基本知識及工作流程
 所需文件，包括：
• 裝箱單
• 商業發票(如有)
• 進/出口準許証 Import/export permit (如需要)
• 原產地證書(如需要)
• 檢驗證書(如需要)
• 進口/出口所需的其他相關文件

6.2

處理相關文件
 檢查相關文件的正確性包括：
• 付運人資料
• 選擇服務和目的地
• 報稱數量、重量和尺寸
• 報稱商品詳細內容和產品價值
• 文件的貿易條款
• 文件與進口/出口許可證的確認和數量 (如有)
• 詳細的收貨和送貨地址
• 收件人名稱及聯絡電話
• 按照公司程序進行內務管理
 創建交易記錄並收集貨物的文件
 向客戶提供航班詳細信息和運輸文件
 按照公司程序發放支付收據或信貸發票
 確認文件及安排收/發貨操作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
(i)

能按照公司的程序，準確地處理快遞貨物交易的 正確進出口文件

(ii)

能確保快遞文件能夠符合進出口國的要求或政府部門和協 會 的 相
關法規要

8.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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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名稱

瞭解不同貿易模式及其進出口或轉口文件需要

2. 編號

LOCUIE301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各類物流公司。具此能力者，能就不同的貿易模
式，瞭解不同進出口或轉口文件需要。

4. 級別

3

5. 學分

6(僅供參考)

6. 能力

7. 評核指引

表現要求
6.1

瞭解不同貿易模式的基本知識
 不同形式的貿易概念，其中包括：進出口、轉口貿易、各類
加工貿易、補償貿易、兩岸貿 易、電子貿易等
 涉及內地貿易模式及其報關制度
 不同形式貿易所涉及的機構及政府部門
 不同形式的貿易所涉及的特定物流環節，如海關監管、儲存
安排、保稅安排、轉關安排、封關、聯檢等
 不同形式貿易所涉及的貨物流程及文件處理

6.2

處理不同貿易模式的文件
 向付貨人或其代理收集所需的文件，如買賣或加工合約、商
業單據、進出口或轉口許可證及文件等
 擬備公司簽發的有關貨運文件
 按檢察表檢查所需文件
 要求收貨單位或公司發出合適及具效力的貨物收據
 擬備及處理清關及報關文件
 按機關或部門需要，制定合適的文件，以貯存、提存、運送
受監管貨物
 根據相關的法規要求，在規定的時間內向客戶及其他公司或
部門獲取所需文件
 向機關或部門呈送所需文件
 建立檢查清單和操作標準作業程序，以跟蹤時間欄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就不同的貿易需要，正確地處理進出口或轉口文件

8.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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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名稱

核實保險證書、保單或相關文件

2. 編號

LOCULC301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所有海運、空運及速遞公司。從業員應能在指導下合
法及妥善地核實保險證書、保單或相關文件事宜。

4. 級別

3

5. 學分

6(僅供參考)

6. 能力

7. 評估指引

表現要求
6.1

瞭解法例規定及保險業運作的知識
 保險證書、保單或相關文件其不同之處、法律效力及重要性
 最新法例對在展示保險證書正本或相關文件的要求，並明白若
違反相關法例所產生的影響
 對各類保險行業運作、投保人、保險中介人及保險公司角色上
的分別及一般保險條款有初步瞭解
 能處理一般文書及檔案儲存工作
 操作一般電腦軟件/公司所應用的軟件

6.2

合法及妥善地處理保險證書、保單或相關文件事宜
 根據與保險中介人或保險公司之間的往來文件，核實保險證
書、保單或相關文件的內容
 執行實施後的程序
 儲存檔案
 向相關人士配送文件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8. 備註

能按照法例要求，合法及妥善地核實保險證書、保單或相關文件

(i) 此能力單元參照物流業能力單元 LOCULC301A
(ii) 職 能 範 疇 「 保 險 及 法 律 事 務 」 已 修 訂 為 「 保 險 、 法 律 事 務 及 遵 守 法
規」。此能力單元編號原定為 LOCUIE305A，現改為 LOCULC30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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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名稱

執行風險管理方案

2. 編號

LOCULC401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所有海運、空運及速遞經營者。從業員應能夠運用風
險評估的知識和技巧，透過對運輸工序的瞭解，為該工序執行風險管理
方案。

4. 級別

4

5. 學分

6(僅供參考)

6. 能力

7. 評核指引

8. 備註

表現要求
6.1

瞭解風險管理相關知識
 不同的風險評估技術
 行業特性、工序運作及其轉變
 所制定的風險管理方案及其細則
 與風險有關之因素，如：管理體系、職安健及經營條例等
 風險的定義、不同種類的風險及其影響

6.2

執行風險管理
 根據所制定的風險控制方案及其細則，按時間表落實執行風
險管理
 按時作出調查分析，包括審視意外報告、分析意外成因、意
外所帶來的損失及可接受的風險程度等
 與各部門商討及跟進日常運作的需要，以檢討所制定的風險
管理方案是否合適，並在有需要時提出修訂
 與保險中介商討並跟進日常的操作需要

6.3

進行檢討
 定期檢討所制定的風險管理方案是否合適
 在有需要時提出修訂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夠按海運、空運及速遞的運作及其業務性質，進行風險鑑別

(ii)

能夠根據所制定的風險控制方案、細則及其他考慮因素，有效
地執行風險管理

(iii)

能夠與各部門及保險公司檢討所制定的風險轉移方案是否合
適，並在有需要時提出修訂

(i) 此能力單元參照物流業能力單元 LOCUIL401A 及 LOCULC401A。
(ii) 職能範疇「保險及法律事務」已修訂為「保險、法律事務及遵守法
規 」。 此 能 力 單 元 編 號 原 定 為 LOCUIL401A， 現 改 為
LOCULC40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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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名稱

撰寫索償報告

2. 編號

LOCULC403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所有海運、空運及速遞經營者 。從業員應能準確地分
析個別案件及整體的索償情況，以撰寫索償報告。

4. 級別

4

5. 學分

6(僅供參考)

6. 能力

7. 評核指引

表現要求
6.1

瞭解撰寫索償報告的相關知識
 保險行業運作、保險中介人、保險公司、公證人、理算師及
律師角色上的分別
 相關的保險條款
 相關的國際公約及法例對處理貨損索償所產生的影響
 專家就事故所發出的報告及建議
 不同索償性質，包括：部分損失、實際全損及推定全損等
 保險公司的索償程序與要求
 索償報告的內容重點及目的
 索償報告格式及常用理賠詞彙

6.2

撰寫索償報告
 採用正確的報告格式，撰寫索償報告
 在索償報告中準確地反映出損失發生的日期、申索性質、已
賠金額及未償付的金額等，並按照不同的索償階段，在索償
報告中清晰地表達當時索償的情況
 核對索償報告並將報告發放予有關部門、同事及其他人士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8. 備註

能透過撰寫索償報告，準確地反映個別案件及整体的索償及情
況

(i) 此能力單元參照物流業能力單元 LOCUIL403A 及 LOCULC403A
(ii) 職能 範疇 「保險 及法律事 務」已 修訂 為「保險 、法律 事務 及遵守法
規」。此能力單元編號原定為 LOCUIL403A，現改為 LOCULC40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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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名稱

處理物流及運輸經營者責任索償

2. 編號

LOCULC407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物流服務供應商。從業員應能瞭解事故發生的過程、保險
法及相關保險合約條款內容。按保險索償程序，選取並提供相關索償文件及
資料予保險公司或中介人，並處理物流及運輸經營者責任索償及跟進索償事
宜，以保障公司利益。

4. 級別

4

5. 學分

6(僅供參考)

6. 能力

表現要求
6.1

瞭解物流及運輸經營者責任保險條款、保險索償相關法則及保
險公司索償程序與要求的相關知識
 保險法的基本原則，包括：最大誠信原則、告知義務、保險
利益原則、損害補償原則等
 違反保險法基本原則，對保險契約效力所產生的影響
 貨運代理對客戶或委託人所提供的服務細則及相關的合約內
容，包括：雙方的權利與責任，標準經營條件之內容
 物流及運輸經營者責任保險條款，包括：貨物責任、第三者
責任、錯誤及遺漏、罰款及關稅、成本及費用等
 專家就事故所發出的報告及建議
 侵權行為及於運作時的錯漏所帶來法律上的責任及相關的法
例對處理物流及運輸經營者責任所產生的影響
 保險公司的索償程序與要求，包括通知期限、提交有關證
據、安排貨損檢驗等

6.2

處理物流及運輸經營者責任索償
 配合保險公司的索償程序：如按指定時間內通知保險公司或
索償代理人有關意外事故或索償，並按情況委派合適的檢驗
師為事故作出調查分析，並對索償者提出適當的抗辯
 聯絡相關部門及員工，瞭解事故發生的詳情及原因，收集索
償文件及資料作為索償之用，並採取合理措施以盡量減低公
司損失
 按情況通知第三者，包括承運人、倉儲服務商及其他分包商
相關之意外事故內容或索償金額，並提出保留日後追討權利
 找出最可能的因果關係和專家意見，並向公司和保險公司報
告
 提供相關索償文件及資料予保險公司，包括：索賠通知書、
索賠清單、提單、損毀檢驗報告、標準經營條件、投保人與
第三者與索償事宜有關的往來文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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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索賠者的要求作出適當的回應，包括在承擔責任、提供財
務承擔、保證或作出賠償等方面
 與保險公司或中介人跟進索償進度，包括共同與索償者商討
及爭取最佳之賠償方案及共同委派律師處理可能引伸之法律
訴訟
 覆核保險公司最終之賠償額，並直接或經其他部門向保險公
司或中介人收取賠償金
 處理索賠人、公司和保險公司之間的談判和結算
6.3

7. 評核指引

8. 備註

物流及運輸經營者責任索償的專業處理
 以謹慎和公平態度處理索償事宜
 若以代理身份處理相關索償事宜，則需根據委託人之指示 處
理
 避免利益衝突
 遵守保密及披露責任
 能根據物流及運輸經營者責任保險條款、索償相關的法則及
保險公司的索償程序與要求，處理索償
 制定時間表、行動計劃並同意所有各方的關注
 評估情況並確定選項和考慮因素中的最佳和可能的行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運用物流及運輸經營者責任保險條款、索償相關法則，分析
事故發生的詳情及原因

(ii)

能按保險索償程序，提供相關的索償文件及資料予保險公司，
以便處理物流及運輸經營者責任索償

(iii)

以謹慎和公平態度處理索償事宜，避免利 益衝突

職能範疇「保險及法律事務」已修訂為「保險、法律事務及遵守法
規」。此能力單元編號原定為 LOCUIL407A，現改為 LOCULC40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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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名稱

應用物流業相關的環保法例及國際公約

2. 編號

LOCULC408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物流服務供應商。從業員應能瞭解環保的重要性，瞭
解物流業相關的環保法例及國際公約，協助公司制定合適及相關的員工
指引，並對員工作出適當指引。

4. 級別

4

5. 學分

3(僅供參考)

6. 能力

7. 評核指引

表現要求
6.1

瞭解物流業相關的環保法例及國際公約
 物流業相關的環保法例及國際公約
 違反法例/國際公約所帶來的法律責任
 政府環保部門的架構及職責
 推行與不推行環境保護策略對公司帶來的正面及負面影響
 推行環境保護的重要性
 行業特性、工序運作及與客戶之間的合作與關係等

6.2

協助制定與環保相關的守則
 瞭解行業特性、工序運作及與客戶之間的合作與關係等，從
而分析有可能導致違例的情況
 配合相關部門運作，擬備與環保相關的實務指引 /守則以確保
公司合法地運作
 向各部門及同事解釋環保的重要性、相關法例及國際公約的
要求及違例所帶來的法律責任 及影響
 在適切的情況下，通知各部門與同事關於物流業相關的環保
法例及國際公約上的修改及影響

6.3

應用物流業相關的環保法例及國際公約的專業處理
 能配合物流業相關的環保法例及國際公約，協助公司制定員
工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8. 備註

能運用對物流業相關的環保法例及國際公約的知識，配合公司
的營運需要，謹慎地協助公司制定合適及相關的的環保法例指
引予員工，以推動公司及員工著重環境保護，並符合環保法例
要求

(i) 此能力單元參照物流業能力單 LOCUIL408 及 LOCULC408A
(ii) 職能範疇「保險及法律事務」已修訂為「保險、法律事務及遵守法
規」。此能力單元編號原定為 LOCUIL408A，現改為 LOCULC40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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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名稱

應用物流業相關的職業安全及健康法例

2. 編號

LOCULC409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所有海運、空運及速遞公司。從業員應能瞭解物流業
相關的職業安全及健康法例，明白職業安全及健康之重要性，並運用相
關知識為公司制定清楚安全作業指引。

4. 級別

4

5. 學分

6(僅供參考)

6. 能力

7. 評核指引

表現要求
6.1

瞭解物流業相關的職業安全及健康法例
 職業安全健康局的架構及其職責
 相關法例及其管制內容，包括：職安健法例、僱傭相關的法
例及與工商經營有關的法例等
 違例所帶來的法律責任及影響
 行業特性、工序運作及與客戶之間的合作關係等
 初步瞭解職安健防護產品或裝置

6.2

推動公司或員工著重職業安全及健康
 瞭解行業特性、工序運作及與客戶之間的合作關係等，從而
掌握容易導致意外的情況
 配合相關部門運作，擬備實務指引或守則，以確保公司合法
地運作及保障員工的健康及安全
 向各部門及同事詳述職業健康及安全的重要性、相關法例要
求及違例所帶來的法律責任及影響
 在適切的情況下，通知各部門與同事關於物流業相關的職業
安全及健康法例上的修改及其影響

6.3

應用職業安全及健康法例的專業處理
 瞭解並配合職業安全及健康法例，協助公司制定職業安全及
健康措施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8. 備註

根據對物流業相關職業安全及健康法例的認知，能配合公司營
運需要，謹慎地協助公司制定合適及相關的員工指引，以推動
員工著重職業安全及健康

(i) 此能力單元參照物流業能力單 LOCUIL409A 及 LOCULC409A
(ii) 職能範疇「保險及法律事務」已修訂為「保險、法律事務及遵守法
規」。此能力單元編號原定為 LOCUIL409A，現改為
LOCULC40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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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名稱

應用防止貪污及賄賂條例

2. 編號

LOCULC410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所有海運、空運及速遞公司。具此能力者，能應用防
止貪污及賄賂條例，協助公司制定相關的員工指引，並對員工作出清楚
指導，以確保其行為合符法例。

4. 級別

4

5. 學分

3(僅供參考)

6. 能力

7. 評核指引

表現要求
6.1

瞭解防止貪污及賄賂條例的知識
 廉政公署(ICAC)的組織架構及其職責
 廉政公署條例及防止貪污及賄賂條例，包括：索取或接受利
益、賄賂、串謀的意義及罪行的罰則
 行業特性、工序運作及與客戶之間的合作與關係
 容易導致貪污舞弊行為的情況及舉報貪污的途徑

6.2

應用防止貪污及賄賂條例
 聯絡相關部門以瞭解行業特性、工序運作及與客戶之間的合作
與關係，從而界定較容易導致貪污舞弊行為的情況
 配 合 相 關 部 門 運 作 擬 備 實 務 指 引/紀 律 守 則 ， 以 確 保 公 司 合 法
地運作，並盡量避免不必要的訴訟及損失
 向各部門及同事詳述恪守商業道德的重要性、法例要求及操守
標準
 執行防貪措施
 檢視內部舉報貪污的機制
 在適切的情況下，通知相關的部門與同事關於勞工法例及其相
關法例上的修改和影響

6.3

應用防止貪污及賄賂條例的專業處理
 能配合防止貪污及賄賂條例，協助公司制定相關的 員工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8. 備註

能透過對防止貪污及賄賂條例的認知，配合公司的營運需 要 ， 謹
慎地協助公司制定合適及相關的員工指引，以推動員工著 重 防 貪
意識

(i) 此能力單元參照物流業能力單元 LOCUIL410A 及 LOCULC410A
(ii) 職能範疇「保險及法律事務」已修訂為「 保險、法律事務及遵守法
規」。此能力單元編號原定為 LOCUIL410A，現改為
LOCULC41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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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名稱

認識知識產權及避免侵權行為

2. 編號

LOCULC411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所有海運、空運及速遞公司。從業員應能檢視與認識
知識產權相關的條例及避免侵權行為，如版權條例及商品說明條例，明
白知識產權之重要性，對員工作出清晰指引，並能加強尊重創意工業意
識，避免侵權行為。

4. 級別

4

5. 學分

3(僅供參考)

6. 能力

表現要求
6.1

瞭解知識產權的分類與特性
 版權、註冊外觀設計、專利及商標在法律上的定義、保障範
圍及侵權行為所帶來的責任
 知識產權署的組織架構及其職責
 行業特性、工序運作及與客戶之間的合作關係等，從而掌握
容易導致侵權行為的情況
 電子申請、書面、培訓文件等不同形式和領域的法律要求和
侵權行為
 政府部門和協會的最新和修訂的相關管理要求

6.2

避免侵權行為
 聯絡相關部門，以瞭解行業特性、工序運作及與客戶之間的
合作關係，從而界定較容易導致侵權行為的情況
 配合相關部門運作，擬備實務指引或保障知識產權守則，以
確保公司合法地運作，並盡量避免不必要的訴訟及 損失
 徵求法律部門或外部顧問的意見和建議
 向各部門及同事詳述尊重知識產權的重要性及法例要求
 建立員工進入公司財產的標準和管道
 在適切的情況下，通知相關的部門與同事關於與知識產權相
關的條例，如版權條例及商品說明條例上的修改及其影響
 針對違規行為採取適當的懲戒行動
 為所有級別的工作人員定期培訓和更新有關知識產權的規定
和條例
 確保所有即將到期的官方文件在日常操作中使用前均由適當
級別的員工進行註冊和認可

6.3

應用與知識產權相關的條例，如版權條例及商品說明條例 的專
業處理
 能配合與知識產權相關的條例，如版權條例及商品說明條
例，協助公司制定相關的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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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定並列入公司手冊和/或任何業務手冊
7. 評核指引

8. 備註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根據與知識產權相關的條例，如版權條例及商品說明條例，
配合公司營運需要，謹慎地協助公司制定相關的指引，以推動
員工著重知識產權的意識，並達至公司合法營運

(ii)

能為所有級別的工作人員定期培訓和和更新有關知識產權的規
定和條例

(i) 此能力單元參照物流業能力單元 LOCUIL411A 及 LOCULC411A
(ii) 職能範疇「保險及法律事務」已修訂為「保險、法律事務及遵守法規」。
此能力單元編號原定為 LOCUIL411A，現改為 LOCULC41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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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名稱

應用人力資源管理相關的勞工法例

2. 編號

LOCULC412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所有海運、空運及速遞經營者。從業員應能應用與人
力資源管理相關的勞工法例，以確保公司合法地運作。

4. 級別

4

5. 學分

6(僅供參考)

6. 能力

表現要求
6.1

瞭解與人力資源管理相關的勞工法例
 香港勞工處及與勞工處工作有關的法定機構的作用及其運作
 主要勞工法例及其相關法例，包括：僱傭條例、破產欠薪保
障條例、僱員補償條例、往香港以外地區就業合約條例及職
業安全及健康條例等
 就不同範疇的法律定義有深入瞭解，包括：僱員及僱主的定
義、連續性合約、工資、有薪假期、病假、工傷假、生育保
障假期、遣散費、長期服務金的計算及領取資格及終止僱傭
合約等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以及香港特區及其他協會的其他強制性規
定
 其他法定機構，包括：「香港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平等
機 會 委 員 會 」、「 香 港 廉 政 公 署 」 的 作 用 及 其 運 作 並 認 識 相 關
法例

6.2

應用人力資源管理相關的勞工法例
 聯絡相關部門以瞭解行業特性、工序運作，並擬備僱傭合約
以確保公司營運能符合勞工法例及其相關法例
 能對員工作出清楚指引及監督，以確保其行為合符法例
 根據法律要求創建和維護員工手冊的更新，並確保所有員工
瞭解所有條款和條件
 能合法地處理勞資糾紛，並盡量避免不必要的訴訟及損失
 在適切的情況下，通知相關的部門與同事關於勞工法例及其
相關法例上的修改及其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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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7.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8. 備註

應用與人力資源管理相關的勞工法例的專業處理
 能配合與人力資源管理相關的勞工法例，協助公司制定相關
的員工指引
 協助公司確保提供最恰當和適當的人力資源管理，例如分
配、培訓、招聘和其他相關人力資源問題
 根據法律要求，如備案、保密、個人權利等保持人力資源問
題的良好紀錄
 對個人進行評估，促進公司中個人的平等機會和發展

能應用與人力資源管理相關的勞工法例，配合公司營運需要，
謹慎地協助公司制定相關的員工指引，以妥善地處理人力資源
管理事宜

(i) 此能力單元參照物流業能力單元 LOCUIL413A 及 LOCULC412A
(ii) 職能範疇「保險及法律事務」已修訂為「保險、法律事務及遵守法
規 」 。 此 能 力 單 元 編 號 原 定 為 LOCUIL413A， 現 改 為
LOCULC41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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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名稱

更改保險條款

2. 編號

LOCULC413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所有海運、空運及速遞經營者。具此能力者，能準確
地更改保險合約內容，以保障公司的利益 。

4. 級別

4

5. 學分

6(僅供參考)

6. 能力

7. 評核指引

8. 備註

表現要求
6.1

瞭解保險條款相關知識
 行業特性、工序運作及與客戶之間的合作與關係等
 保險條款
 更改保險條款會否對公司與客戶之間合約產生抵觸
 相 關 法 瞭 解 例/國 際 公 約/國 際 守 則 對 日 常 營 運 或 對 保 險 條 款
所帶來的影響
 遺漏、錯誤更改保險條款所帶來的影響

6.2

處理更改保險條款
 配合相關部門運作，於適當時候通知保險中介人或保險公司
更改保險條款
 向各部門及同事解釋更改保險條款的重要性，指出保險條款
的遺漏、錯誤更改保險條款所帶來的影響
 清楚告知保險中介人/保險公司需要修改的部份及理由，並為
公司爭取最合理的保障
 通知相關部門更改保險條款的進展，並計算所帶來保費上的
增減
 核實保險中介人/保險公司所發出的更改保險條款文件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分析更改保險條款所帶來的影響

(ii)

能清楚告知保險中介人或保險公司保險條款需要修改的部份及
理由，並為公司爭取最合理的保障

職能範疇「保險及法律事務」已修訂為「保險、法律事務及遵守法
規」。此能力單元編號原定為 LOCUIL402A，現改為 LOCULC41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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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保險、法律事務及遵守法規」職能範疇能力單元
1. 名稱

處理勞工保險索償

2. 編號

LOCULC414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所有海運、空運及速遞經營者。具此能力者，能檢視
相關的保險合約條款，提供索償文件及資料予保險公司，並跟進勞工保
險索償事宜。

4. 級別

4

5. 學分

6(僅供參考)

6. 能力

表現要求
6.1

瞭解勞工保險條款、索償相關知識
 保險法的基本原則，包括：最大誠信原則、告知義務、保險
利益原則、損害補償原則等
 違反保險法基本原則，對保險契約效力的影響
 勞工處及相關法定機構的作用及其運作
 勞工法例及相關法例對處理勞工保險所產生的影響
 勞工保險條款
 僱傭合約條款
 商業法，包括合同法、侵權法及相關法例對處理勞工保險索
償的影響
 如何辨識專家就意外事故/傷亡所發出的報告及建議
 保險公司的索償程序與要求

6.2

處理勞工保險索償
 能配合保險公司的索償程序，如在指定時間內通知索償代 理
人，按情況需要委派合適的檢驗代理人，為意外事故作出調
查分析
 分析員工索償的原因、意外或事故發生的細節、員工身體狀
況及醫療的處理等
 採取合理措施將損失盡量減低
 計算索償金額並評估事態發展
 收集、選取並提供相關索償文件及資料予保險公司，包括：
索賠通知書、索賠清單、醫生證明書及醫生診症報告等
 與保險公司或中介人跟進索償進度，並將信息發放予相關部
門及員工，直至索償完結
 如保險合約中有提及自負額，能準確地計算出保險公司的賠
償額
 直接或經其他部門向保險公司或中介人收取賠償金，處理所
有相關文件
5-304

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保險、法律事務及遵守法規」職能範疇能力單元
6.3

7. 評核指引

8. 備註

勞工保險索償的專業處理
 以謹慎態度處理索償事宜
 避免利益衝突，能根據承租人責任保險條款、索償相關的法
則及保險公司的索償程序與要求，處理勞工保險索償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運用勞工保險條款、索償相關知識，分析員工索償的原因、
意外或事故發生的細節

(ii)

能適時和按保險索償程序，提供相關的索償文件及資料予保險
公司，以便處理勞工保險索償

(iii)

以謹慎態度處理索償事宜，避免利益衝突

職能範疇「保險及法律事務」已修訂為「保險、法律事務及遵守法
規」。此能力單元編號原定為 LOCUIL404A，現改為 LOCULC414B

5-305

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保險、法律事務及遵守法規」職能範疇能力單元
1. 名稱

處理公眾責任保險索償

2. 編號

LOCULC415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所有海運、空運及速遞經營者。具此能力者，能檢視
相關的保險合約條款，選取並提供索償文件及資料予保險公司，並跟進
公眾責任索償事宜。

4. 級別

4

5. 學分

6(僅供參考)

6. 能力

表現要求
6.1

瞭解公眾責任索償條款、索償相關知識
 保險法的基本原則，包括：最大誠信原則、告知義務、保險
利益原則、損害補償原則等
 違反保險法基本原則，對保險契約效力所產生的影響
 公眾責任保險條款
 侵權行為及於運作時的錯漏所帶來的法律責任及相關法例對
處理物流及運輸經營者責任所產生的影響
 如何辨識專家就意外事故/傷亡所發出的報告及建議
 保險公司的索償程序與要求

6.2

處理公眾責任保險索償
 能配合保險公司的索償程序，如在指定時間內通知索償代理
人，按情況需要委派合適的檢驗代理人，為意外事故作出調
查分析
 分析意外/事故細節，如：第三者索償的原因、意外或事故發
生的經過、是否涉及分包商、報警詳情及對第三者的影響等
 採取合理措施將損失盡量減低
 計算索償金額並評估事態發展
 收集、選取並提供相關索償文件及資料予保險公司，包括：
索賠通知書、索賠清單、醫生診症報告、報警紀錄及公司與
第三者就索償事宜有關的往來文件等
 與保險公司或中介人跟進索償事宜，並按情況共同委派專
家，包括律師、檢驗師及專家以處理索償
 與保險公司或中介人跟進索償進度，並將信息發放予相關部
門及員工，直至索償完結
 如保險合約中有提及自負額，能準確地計算出保險公司的賠
償額
 直接或經其他部門向保險公司或中介人收取賠償金及處理所
有相關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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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保險、法律事務及遵守法規」職能範疇能力單元
6.3

7. 評核指引

8. 備註

公眾責任索償的專業處理
 以謹慎態度處理索償事宜
 避免利益衝突
 能根據公眾責任保險條款、索償相關的法則及保險公司的索
償程序與要求，處理公眾責任索償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 運 用 公 眾 責 任 索 償 條 款 、 索 償 相 關 知 識 ， 分 析 意 外 /事 故 細
節，如：第三者索償的原因、意外或事故發生的經過

(ii)

能適時和按保險索償程序，提供相關的索償文件及資料予保險
公司，以便處理公眾責任索償

(iii)

以謹慎態度處理索償事宜，避免利益衝突

職能範疇「保險及法律事務」已修訂為「保險、法律事務及遵守法
規」。此能力單元編號原定為 LOCUIL405A，現改為 LOCULC41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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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保險、法律事務及遵守法規」職能範疇能力單元
1. 名稱

運用保險法之基本原則處理保險事宜

2. 編號

LOCULC416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所有海運、空運及速遞公司。具此能力者，能夠運用保險
合約之基本原則，透過對運輸工序的瞭解和貨物的特性，處理有關保險事
宜。

4. 級別

4

5. 學分

6(僅供參考)

6. 能力

7. 評核指引

表現要求
6.1

瞭解保險合約之基本原則
 保險業監理處的架構
 保險業監理處對保險公司或保險中介人的監管
 違例所帶來的法律責任及影響
 一般商業上的刑事及民事責任
 保險法之基本原則，包括最大誠信原則、告知義務、保險利益原
則及損害補償原則等的法律定義
 香港及其他國家之相關保險法例的應用
 行業特性、工序運作及與客戶之間的合作關係等

6.2

運用保險合約之基本原則處理保險事宜
 安排投保時，留意若違反最大誠信要求，對保險合約效力的影響
 能評估何為重要或不重要因素，以決定是否告知保險公司營運
上、保險標準上或其他改變
 運用可保權益的定義，並界定公司對保險標的是否具有法律上承
認的利益，以達致成立有效的保險合約
 在適當時間為保險標的安排投保
 損害補償原則，從而定出適當的投保金額，並能在索償時加以追
討
 對於不足額保險的情況，分析保險人應如何決定賠償額度
 運用與索償相關的保險法之基本原則，處理索償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8. 備註

能依照保險原則，在有需要時候，運用與索償相關的保險法之基本原
則，處理索償

職能範疇「保險及法律事務」已修訂為「保險、法律事務及遵守法規」 。此
能力單元編號原定為 LOCUIL412A，現改為 LOCULC41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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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保險、法律事務及遵守法規」職能範疇能力單元
1. 名稱

處理飛機損毀索償

2. 編號

LOAFLC401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航空公司。具此能力者，能夠透過分析發生事故的過
程、保險法及相關保險合約條款，按保險索償程序，提供合宜的索償文
件及資料予保險公司 或中介人，並跟進索償事宜，以保障公司利益。

4. 級別

4

5. 學分

6(僅供參考)

6. 能力

表現要求
6.1

瞭解飛機保險合約條款、索償相關法則及保險公司索償程序的
相關知識
 保險法的基本原則，包括：最大誠信原則、告知義務、保險
利益原則、損害補償原則等
 違反保險法基本原則，對保險契約效力所產生的影響
 飛機保險條款，包括保險責任範圍、除外責任、索賠條款及
拆卸、運輸及維修條款等
 專家就事故所發出的報告及建議
 保險公司的索償程序與要求，其中包括通知期限、提交有關
證據及索償文件等
 在整個索賠過程中所需的公司陳述、記錄、採取行動和跟進
的時間限制

6.2

處理飛機損毀索償
 配合保險公司的索償程序：如盡快或在指定時間內，通知保
險公司或索償代理人有關事故或索償。按情況需要，委派合
適的專家為意外事故，作出調查分析
 聯絡相關部門或從業員，瞭解事故發生詳情及原因。蒐集相
關索償文件及資料作索償之用，並採取合理措施，以盡量減
低公司之過失或損失
 能選取並提供相關的索償文件及資料予保險公司，包括：索
賠通知書、索賠清單、檢驗調查報告及投保人和第三者與索
償事宜有關的往來文件等
 與保險公司或中介人跟進索償進度
 覆核保險公司最終之賠償額，並處理所有相關的文件
 對任何有關方面採取的初步行動以及針對第三方履行其職責
權利的任何充分行動
 記錄和所有相關文件的處理和歸檔順序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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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保險、法律事務及遵守法規」職能範疇能力單元
6.3

7. 評核指引

8. 備註

飛機損毀索償的專業處理
 以謹慎態度處理索償事宜
 避免利益衝突
 能根據保險條款、索償相關法則及保險公司的索償程序與要
求，處理飛機損毀索償事宜
 充分的備案和記錄、支援和要求有關事件的相關檔並予以確
認
 與法律顧問或保險承銷商就所採取的適當行動進行合作或同
意或達成協議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按保險索償程序，提供相關索償文件及資料予保險公司，以
便處理飛機損毀索償

(ii)

謹慎態度處理索償事宜，避免利益衝突

職能範疇「保險及法律事務」已修訂為「保險、法律事務及遵守法
規」。此能力單元編號原定為 LOAFIL401A，現改為 LOAFLC40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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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保險、法律事務及遵守法規」職能範疇能力單元
1. 名稱

處理空運貨物損毀索償

2. 編號

LOAFLC402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空運及相關運輸經營者。具此能力者，能夠透過瞭解
發生事故的過程、保險法及相關的保險合約條款，按保險索償程序，提
供索償文件及資料予保險公司或中介人，並跟進索償事宜，以保障公司
利益。

4. 級別

4

5. 學分

6(僅供參考)

6. 能力

表現要求
6.1

瞭 解 保 險 條 款 、 保 險公 司 的 索 償 程 序 及 有關 法 例 /國 際 公 約 相 關
知識
 空運行業運作及於運作時對貨物造成的損毀、遺失及延誤
 空運貨物保險條款
 保險公司的索償程序與要求
 所 有 員 工 在 處 理 索 賠 電 子 郵 件/信 函/電 話 查 詢 時 的 初 步 索 賠
程式和認識
 保險法的基本原則，包括：最大誠信原則、告知義務、保險
利益原則、損害補償原則等
 違反保險法基本原則，對保險契約效力所產生的影響
 空運貨物相關的法例/國際公約對處理索償所產生的影響

6.2

處理空運貨物損毀索償
 從不同渠道瞭解發生事故的過程，蒐集相關索償文件及資料
作索償之用，並採取合理措施，將公司損失盡量減低
 透過瞭解空運貨物保險條款、保險公司的索償程序與要求及
有關法例/國際公約，處理索償
 評估損失總值，並計算索償金額
 提供合適的索償文件及資料予保險公司，例如：主空運單、
分空運單、索賠通知書及檢驗報告書等
 分析專家就事故所發出的報告 及建議
 按情況需要，委派合適的專家代為處理索償
 與保險公司或中介人跟進索償進度，並將訊息發放予相關部
門，直至索償完結
 按公司程序向保險公司或中介人收取賠償金及處理所有相關
文件
 為未來的策略計劃，運營審查或任何預防措施設置索賠歷史
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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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保險、法律事務及遵守法規」職能範疇能力單元
6.3

7.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8. 備註

空運貨物損毀索償的專業處理
 根據保險法、保險條款、索償相關法例/國際公約、保險公司
的索償程序與要求，處理空運貨物損毀索償
 以謹慎態度處理索償事宜
 避免利益衝突

能按保險公司索償程序，處理索償，並提供相關的索償文件及
資料予保險公司或中介人，跟進索償事宜，以保障公司利 益

職能範疇「保險及法律事務」已修訂為「保險、法律事務及遵守法
規」。此能力單元編號原定為 LOAFIL402A，現改為 LOAFLC40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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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保險、法律事務及遵守法規」職能範疇能力單元
1. 名稱

處理空運貨物責任保險索償

2. 編號

LOAFLC403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空運及相關運輸經營者。具此能力者，能夠透過瞭解
事故發生的過程、保險法及相關的保險合約條款，按保險索償程序，提
供合適的索償文件及資料予保險公司或中介人，並跟進索償事宜，以保
障公司利益。

4. 級別

4

5. 學分

6(僅供參考)

6. 能力

表現要求
6.1

瞭解空運貨物責任保險條款、索償相關法則及保險公司的索償
程序相關知識
 保險法的基本原則，包括：最大誠信原則、告知義務、保險
利益原則、損害補償原則等
 違反保險法基本原則，對保險契約效力所產生的影響
 於提供空運服務時，可能觸犯的侵權行為及於運作時造成的
疏忽錯漏所帶來的法律責任、訴訟費用及相關法例
 公司與客戶的合作關係及相關的合約內容，包括：雙方的權
利與責任
 空運貨物責任保險條款
 保險公司的索償程序與要求，包括通知期限、提交有關證據
及索償文件等
 專家就事故所發出的報告及建議
 於提供空運服務時，可能觸犯的侵權行為及於運作時造成的
疏忽錯漏所帶來的法律責任、訴訟費用及相關法例

6.2

處理空運貨物責任保險索償
 配合保險公司的索償程序：如盡快或在指定時間內，通知保
險公司或索償代理人有關事故或索償。按情況需要，委派合
適的專家為意外事故作出調查分析，並對索償者提出適當的
抗辯
 聯絡相關部門或從業員，瞭解事故發生詳情及原因，蒐集相
關索償文件及資料作索償之用，並採取合理措施，以盡量減
低公司之過失或損失
 有效地運用國際公約，保障公司利益
 能提供相關索償文件及資料予保險公司，包括：索賠通知
書、索賠清單、檢驗調查報告、相關的合約、投保人與第三
者於索償事宜有關的往來文件 等
 於第三者要求公司作出各項回應時，如承擔責任、提供財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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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擔/保證 或作出賠償等，聯絡 保險公司 或中介人以聽取其專
業意見，並作出恰當的回應
 與保險公司或中介人跟進索償進度，並共同與索償者商討及
爭取最佳之賠償方案、或共同委派律師處理可能引致之法律
訴訟
 覆核保險公司最終之賠償額，並處理所有相關文件
6.3

7.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8. 備註

空運貨物責任保險索償的專業處理
 以謹慎態度處理索償事宜
 避免利益衝突
 能根據空運貨物責任保險條款、索償相關的法則及保險公司
的索償程序與要求，處理空運貨物責任保險索償

能按保險索償程序，並提供相關的索償文件及資料予保險公
司，以便處理空運貨物責任保險索償

職能範疇「保險及法律事務」已修訂為「保險、法律事務及遵守法
規」。此能力單元編號原定為 LOAFIL403A，現改為 LOAFLC40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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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名稱

為運輸工序進行風險評估及編寫報告

2. 編號

LOCULC501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所有海運、空運及速遞經營者。從業員應能夠運用風
險評估的知識和技巧，透過對運輸工序的瞭解，為該運輸工序進行風險
評估及編寫報告。

4. 級別

5

5. 學分

9(僅供參考)

6. 能力

表現要求
6.1

瞭解工序和風險評估的知識
 風險的定義、風險的種類及其所帶來的影響和各類賠償
 不同的風險評估技術
 行業特性及工序運作
 海運、空運和快遞業務所需的主要績效指標
 客戶需要的運輸操作的關鍵績效指標
 根據工序的指示、實地觀察及意外報告等，掌握各工序於營
運時所帶來的潛在風險與危害，包括：
•
體力處理操作
•
機械處理操作
•
密閉空間工作等

6.2

進行風險評估
 應用風險評估技術為工序進行風險評估
 評估影響從業員的健康與安全的風險，例如錯誤分析。掌握
在不同情況下工具的運用、危險物品的處理等
 為運輸工序編寫風險評估報告，包括：
• 將工作活動歸類
• 鑑別風險
• 計算和評估風險
• 估計受影響的員工
• 建議減低或清除風險的方法
• 總結及建議
 確定關鍵績效指標並符合要求
 向公司報告主要業績指標報告的結果，以便採取行動

6.3

進行檢討
 收集最新資訊以便作出分析，以找出內、外因素可能造成的
風險及虧損
 評估各種風險管理工具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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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評核指引

8. 備註

提出有效的風險管理建議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夠運用風險評估的知識，有效地為工序和工作環境進行風險
評估，並編寫報告

(ii)

能夠檢討並提出有效的風險管理建議

(iii)

能夠建立關鍵績效指標和計量管理機制

(i) 此能力單元參照物流業能力單元 LOCUIL501A 及 LOCULC501A
(ii) 職能範疇「保險及法律事務」已修訂為「保險、法律事務及遵守法
規 」 。 此 能 力 單 元 編 號 原 定 為 LOCUIL501A， 現 改 為
LOCULC50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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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名稱

評估損失總值及計算索償金額

2. 編號

LOCULC502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所有海運、空運及速遞 經營者。從業員應能於意外發生
後，能夠透過分析和評估損失總值及計算索償金額。

4. 級別

5

5. 學分

9(僅供參考)

6. 能力

7. 評核指引

表現要求
6.1

瞭解保險條款、專業從業員的意外調查報告及國際公約的知識
 公司與客戶之間的付運合約條款及關係
 保險條款，尤其對於索償的條款更需有較深入的瞭解
 一般海運、空運及速遞文件的作用及內容，包括：裝櫃清單、
發票、提單、及分空運單等
 公證人、海損理算師及律師經調查意外事故後所發出的報告及
建議
 相關國際公約的條款對計算索償金額

6.2

評估損失總值及計算索償金額
 分析公司與客戶之間的付運合約細則、意外發生的地點、時間
及其原因、保險標的現況、專業從業員的意外調查報告、相關
國際公約的條款、公司與客戶之間的商業關係等，評估損失總
值
 按不同情況及考慮因素，若有需要委派公證人、海損理算師或
律師以代理人身份處理索償事宜，除評估損失總值及計算索償
金額外，亦可能需要將其費用包括在內
 於評估損失總值及計算索償金額後，聯絡各相關部門的同事，
妥善地處理與客戶之間的關係和賠償事宜等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8. 備註

能運用保險條款、專業從業員的意外調查報告及國際公約的知識，
於意外發生後，分析公司與客戶之間的付運合約細則，準確地評估
損失總值及計算索償金額

(i) 此能力單元參照物流業能力單元 LOCUIL502 及 LOCULC502A
(ii) 職 能 範 疇 「 保 險 及 法 律 事 務 」 已 修 訂 為 「 保 險 、 法 律 事 務 及 遵 守 法
規」。此能力單元編號原定為 LOCUIL502A，現改為 LOCULC50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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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名稱

應用商業法律知識擬備合約

2. 編號

LOCULC503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所有海運、空運及速遞經營者。從業員在擬備合約
時，應能應用商業法律知識，以保障公司的利益。

4. 級別

5

5. 學分

9(僅供參考)

6. 能力

7. 評核指引

表現要求
6.1

瞭解商業法律知識
 相關的法律知識，包括：香港的法律制度及其法制的根
源、商業組織模式、合同法、民事侵權法、知識產權法、
代理法等
 中國法律，包括：民商法、知識產權法仲裁法等
 行業特性、工序運作及與客戶之間的合作關係等

6.2

擬備合約
 視乎情況及合約的類別，聯絡相關的律師，以提供法律上
的支援
 聯絡相關部門，以瞭解行業特性、工序運作及與客戶之間
的合作關係，並在擬備合約時清晰地界定合約雙方的責任
及權利等
 擬備合約條款，應盡量避免不必要的訴訟及損失
 分析合約無效的原因、合約的解除及違反合約的補償、處
理方法及所適用的法律等
 能就不同類別的合約附加適切的條款，以保障公司利益
 聯絡相關部門，並歸納各部門對草擬合約的意見，加以修
正

6.3

擬備合約的專業處理
 瞭解商業法律，並運用相關知識擬備合約
 以謹慎態度擬備合約
 避免利益衝突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8. 備註

能運用商業法律知識擬備合約，以保障公司的利益

(i) 此能力單元參照物流業能力單元 LOCUIL506A 及 LOCULC503A
(ii) 職能範疇「保險及法律事務」已修訂為「保險、法律事務及遵守法
規 」 。 此 能 力 單 元 編 號 原 定 為 LOCUIL503A， 現 改 為
LOCULC50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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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名稱

以投標方式安排保險

2. 編號

LOCULC506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所有海運、空運及速遞經營者。具此能力者，能按公
司需求，以投標方式安排保險。

4. 級別

5

5. 學分

9(僅供參考)

6. 能力

表現要求
6.1

瞭解營運所面對的風險及保險條款
 保險法的基本原則，包括：最大誠信原則、告知義務、保險
利益原則、損害補償原則等
 違反保險法基本原則，對保險契約效力所產生的影響
 行業特性、工序運作及與客戶之間的合作關係
 營運時所面對的風險
 相關保險條款
 相關保險市場現況及趨勢
 按公司狀況，訂出適當的投保額、免賠額或條款的上限等
 香港商業法及公司法的基本法律知識，包括：香港的法律制
度及其法制的根源、合同法、民事侵權法及代理法等
 招標程序及相關的策略
 能擬備投標要求，以保障公司 利益

6.2

以投標方式安排保險
 根據不同保險公司或中介人的背景、財務狀況、信譽及承保
能力等，選擇合適的保險公司或中介人
 在招標期間，能合法地處理與保險公司或中介人的關係
 比較及分析保險公司或中介人的報價，並選取最適當的保障
範圍、投保額、免賠額或條款的上限及保費
 聯絡符合條件的保險公司或中介人，並落實細節
 通知相關部門關於保險安排上的進展
 核實保險公司或中介人所發出的保險文件

6.3

以投標方式安排保險的專業處理
 按保險法安排保險事宜
 以謹慎態度，處理以投標方式為保險標作出合適的投保決
定，以保障公司利益
 避免利益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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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8. 備註

能分析營運所面對的風險及保險條款的原則，以投標方式安排
保險事宜，並為保險標作出合適的投保決定，以保障公司利益

職能範疇「保險及法律事務」已修訂為「保險、法律事務及遵守法
規」。此能力單元編號原定為 LOCUIL503A，現改為 LOCULC50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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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名稱

安排勞工保險合約

2. 編號

LOCULC507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所有海運、空運及速遞經營者。具此能力者，能夠評
估營運風險，並按不同考慮因素，運用保險法知識，為公司安排勞工保
險合約，以達致風險轉移。

4. 級別

5

5. 學分

6(僅供參考)

6. 能力

表現要求
6.1

瞭解公司營運對人力資源帶來的風險及相關保險條款 的知識
 公司運作及人力資源的運用
 物流運輸工序的性質、工作的環境及對員工所帶來的風險
 購買勞工保險，對公司能合法營運的重要性
 勞工法例及相關法例於強制性工傷補償保險的規定，並清楚
若違反條例給公司所帶來法律的責任
 分辨僱員身分的考慮因素
 公司與分包商的關係及雙方的權責
 保險法的基本原則，包括：最大誠信原則、 告知義務、保險
利益原則、損害補償原則等
 違反保險法基本原則，對保險契約效力所產生的影響
 勞工保險條款，包括：醫療費用、永久傷殘和死亡賠償、每
次最高賠償及地域上的限制
 勞工保險市場現況及趨勢

6.2

安排勞工保險合約
 與不同部門商討並分析過往賠償記錄，以評估公司營運時所
面對的風險
 根據市場上提供勞工保險產品/服務的不同保險公司或保險
中介人的背景、財務狀況、信譽及承保能力等，為公司選擇
合適的保險公司或中介人
 提供僱員資料予保險公司作受保考慮，包括：公司的業務性
質、僱員的工作種類、性質、人數、工資及工作地 點等，並
有效地將公司對保險產品的需求向保險公司陳述
 在與保險公司或中介人商討報價單過程中，為公司爭取最適
當的保險條款
 核實保險公司或中介人發出的保險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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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7. 評核指引

8. 備註

安排保險合約的專業處理
 按勞工法例及其他相關的法例，安排保險事宜
 避免利益衝突
 以謹慎態度為保險標作出合適的投保決定，以保障公司利益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按不同的因素包括工種的特性、過往的賠償記錄、公司的需
求等，安排勞工保險合約，以達致公司的合法營運及風險的轉
移

(ii)

按 公 司 要 求 及 不 同 考慮 因 素 ， 選 擇 適 合 的保 險 公 司/保 險 中 介 人
處理勞工保險事宜

職能範疇「保險及法律事務」已修訂為「保險、法律事務及遵守法
規」。此能力單元編號原定為 LOCUIL507A，現改為 LOCULC50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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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保險、法律事務及遵守法規」職能範疇能力單元
1. 名稱

安排公眾責任險保險合約

2. 編號

LOCULC508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海運、空運及相關運輸經營者。具此能力者，能評估
營運風險，並按不同考慮因素，運用保險法知識，為公司安排公眾責任
險保險合約，以達致風險轉移。

4. 級別

5

5. 學分

6(僅供參考)

6. 能力

表現要求
6.1

瞭解公司營運帶來公眾責任及相關保險法的知識
 公司運作
 法律，明白第三者的定義
 相關的物流運輸工序的性質、工作的環境及對第三者所帶來
的風險與責任
 商業法及相關法例對公司營運所帶來的影響
 公司與分包商的關係及雙方的權責
 保險法的基本原則，包括：最大誠信原則、告知義務、保險
利益原則、損害補償原則等
 違反保險法基本原則，對保險契約效力所產生的影響
 公眾責任險保險條款，包括提供保障予公司因業務而導致他
人受傷、死亡或財物損毀的法律責任、除外責任條款及最高
保障額等
 公眾責任險保險市場現況及趨勢

6.2

安排公眾責任保險合約
 按公司與客戶訂立之合約內容，及本身之標準經營條件內容
等，評估公司有可能面對的第三者責任，並訂出適當的最高
保障額、免賠額、保障要求等
 選取並提供適當資料予保險公司作受保考慮，包括：業務性
質、作業範圍、相關的營運資料及數據及索賠記錄等，並有
效地將公司對保險產品的需求向保險公司陳述
 分析過往法律訴訟及索賠記錄
 根據保險公司或保險中介人的背景、財務狀況、信譽及承保
能力等，為公司選擇合適的保險公司或中介人
 掌握公眾責任險保險合約條款及相關保險市場情況 ，在與保
險公司或中介人商討報價單過程中，為公司爭取最適當的保
障範圍及最合理的保費
 核實保險公司或中介人發出的保險文件
 與其他部門處理保費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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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保險、法律事務及遵守法規」職能範疇能力單元
6.3

7. 評核指引

8. 備註

安排保險合約的專業處理
 按保險法及其他相關的法例，安排保險事宜
 避免利益衝突
 以謹慎態度為保險標作出合適的投保決定，以保障公司利益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按不同的因素包括工種的特性、過往的賠償記錄、公司的需
求等，處理投保公眾責任險保險合約事宜，以達致風險轉移

(ii)

按 公 司 要 求 及 不 同 考慮 因 素 ， 選 擇 適 合 的保 險 公 司/保 險 中 介 人
處理公眾責任保險事宜

職能範疇「保險及法律事務」已修訂為「保險、法律事務及遵守法
規」。此能力單元編號原定為 LOCUIL508A，現改為 LOCULC50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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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保險、法律事務及遵守法規」職能範疇能力單元
1. 名稱

安排物流及運輸經營者責任保險合約

2. 編號

LOCULC509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 海運、空運及相關運輸經營者 。從業員應能評估營運風
險，並按不同考慮因素，運用保險法知識，為公司安排物流及運輸經營者
責任保險合約，以達致風險轉移。

4. 級別

5

5. 學分

9(僅供參考)

6. 能力

表現要求
6.1

瞭解物流及運輸公司於營運時產生的責任及相關保險條款的知識
 公司運作
 作為貨運代理代所提供的服務及其面對的營運風險與責任
 貨運代理人與客戶/委託人所訂立相關的合約內容，包括：雙
方的權責
 貨運代理與客戶/委託人所訂立的標準經營條件之內容
 保險法的基本原則，包括：最大誠信原則、告知義務、保險利
益原則、損害補償原則等
 違反保險法基本原則，對保險契約效力所產生的影響
 物流及運輸經營者責任保險條款，包括：貨物責任、第三者責
任、錯誤及遺漏、罰款及關稅、成本及費用等
 物流及運輸經營者責任保險市場現況及趨勢

6.2

安排物流及運輸經營者責任保險合約
 按公司與客戶/委託人訂立之合約內容，及本身之標準經營條
件內容等，評估作為貨運代理對客戶/委託人及第三者所面對
之風險與責任，並訂出適當的投保額、免賠額或保障要求等
 選取並提供適當資料予保險公司作受保考慮，包括：年總運費
收入、業務範圍、貨量(標準箱/公噸數目)及其地區分佈、貨
物種類、貨運提單、標準經營條件、分包商服務詳情、索賠記
錄等，並有效地將公司對保險產品的需求，向保險公司陳述
 分析過往的法律訴訟及索賠記錄
 根據保險公司或保險中介人的背景、財務狀況、信譽及承保能
力等，為公司選擇合適的保險公司或中介人
 掌握物流及運輸經營者責任保險合約條款及相關保險市場情
況，在與保險公司或中介人商討報價單過程中，為公司爭取最
適當的保障範圍及最合理的保費
 核實保險公司或中介人發出的保險文件
 與其他部門處理保費上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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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保險、法律事務及遵守法規」職能範疇能力單元
6.3

7. 評核指引

8. 備註

安排保險合約的專業處理
 按保險法及其他相關法例，安排保險事宜
 避免利益衝突
 以謹慎態度為保險標作出合適的投保決定，以保障公司利益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按不同的因素包括工種的特性、過往的賠償記錄、公司的需求
等，處理投保物流及運輸經營者責任保險 事宜，以達致風險轉移

(ii)

按 公 司 要 求 及 不 同 考 慮 因 素 ， 選 擇 適 合 的 保 險 公 司/保 險 中 介 人 處
理物流及運輸經營者責任保險事宜

(i) 此能力單元參照物流業能力單元 LOCUIL509A 及 LOSALC502A
(ii) 職 能 範 疇 「 保 險 及 法 律 事 務 」 已 修 訂 為 「 保 險 、 法 律 事 務 及 遵 守 法
規」。此能力單元編號原定為 LOCUIL509A，現改為 LOCULC50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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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保險、法律事務及遵守法規」職能範疇能力單元
1. 名稱

運用爭議解決替代方法處理糾紛

2. 編號

LOCULC510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所有海運、空運及速遞經營 者。具此能力者，於發
生業務糾紛而訴訟並非理想的解 決方法時，能透過爭議解決替代方法
處理相關的問題。

4. 級別

5

5. 學分

9(僅供參考)

6. 能力

7. 評核指引

表現要求
6.1

瞭解 爭 議解決 替代 方 法與訴 訟之間 的分 別 及選取 時的考 慮因
素
 訴訟與爭議解決替代方法在處理索償時的不同之處
 爭議解決替代方法的 模式，包括：協商、 調解及仲 裁 等
及其利弊
 運用爭議解決替代方 法處理海運及空運糾 紛時要考 慮 的
因素，包括：糾紛的 成因、爭議的金額、 不同國家 的 法
例、國際規則、合約 上的條款、標準貿易 條款及與 發 生
糾紛的客戶的關係等
 運用爭議解決替代方 法處理海運及空運糾 紛時的程序及
對追討賠償金額時所帶來的影響
 提供爭議解決替代方法，以處理糾紛的組織及其服務

6.2

運用爭議解決替代方法處理物流業糾紛
 聯絡 相 關部 門 ，瞭 解 發生 糾 紛的 成 因， 並 評估 雙 方應 負
的責任
 評估糾紛對給公司帶來的各項損失及影響
 聯絡 相 關部 門 深入 探 討， 並 選取 較 有效 益 的方 法 處理 糾
紛
 通知各相關部門糾紛處理的進展
 聯絡 提 供爭 議 解決 替 代方 法 以處 理 糾紛 的 組織 ， 以作 支
援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8. 備註

能於發生業務糾紛，而訴訟並非理想的解決方法時，有效地
安排並運用爭議解決替代方法處理糾紛

職能範疇「保險及法律事務」已修訂為「保險、法律事務及遵守法
規」。此能力單元編號原定為 LOCUIL504A，現改為 LOCULC51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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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保險、法律事務及遵守法規」職能範疇能力單元
1. 名稱

運用仲裁處理糾紛

2. 編號

LOCULC511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所有海運、空運及速遞經營者。具此能力者，於發生
業務糾紛，而訴訟並非理想的解決方法時，能透過仲裁處理相關的問
題。

4. 級別

5

5. 學分

9(僅供參考)

6. 能力

7. 評核指引

表現要求
6.1

瞭解仲裁與訴訟之間的分別及選取時的考慮因素
 訴訟與仲裁的定義及在處理糾紛時的不同之處
 運用仲裁處理海運及空運糾紛時的程序
 國際仲裁及本地仲裁規則
 運用仲裁方式處理海運及空運糾紛時要考慮的因素，包
括： 糾紛 的成 因、 爭 議的 金額 、不 同國 家 的法 例、 國際 規
則、 合約 上的 條款 、 標準 貿易 條款 及與 發 生糾 紛的 客戶 的
關係等

6.2

運用仲裁處理物流業糾紛
 聯絡 相關 部門 ，瞭 解 發生 糾紛 的成 因， 並 評估 雙方 應負 的
責任
 評估糾紛給公司帶來的各項可能的損失及影響
 聯絡相關部門深入探討，並選取較有效益的方法處理糾紛
 通知各相關部門糾紛處理的進展
 聯絡 有關 仲裁 機構 或 仲裁 中心 以作 支援 ， 包括 ：仲 裁員 的
選擇、仲裁費用的資料以及仲裁的相關法律及程序等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8. 備註

能於發生業務糾紛，而訴訟並非理想的解決方法時，有效地運
用仲裁處理糾紛

職能範疇「保險及法律事務」已修訂為「保險、法律事務及遵守法
規」。此能力單元編號原定為 LOCUIL505A，現改為 LOCULC51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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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保險、法律事務及遵守法規」職能範疇能力單元
1. 名稱

安排飛機保險合約

2. 編號

LOAFLC501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航空公司。具此能力者，能評估營運對飛機帶來的風
險，並按不同考慮因素，運用保險法相關知識，為公司安排飛機保險合
約，以達致風險轉移。

4. 級別

5

5. 學分

6(僅供參考)

6. 能力

表現要求
6.1

瞭解保險法基本原則及飛機保險條款相關知識
 保險法的基本原則，包括：最大誠信原則、告知義務、保險
利益原則、損害補償原則等
 違反保險法基本原則，對保險契約效力所產生的影響
 飛機保險條款，包括保險責任範圍、除外責任、索賠條款及
拆卸、運輸及維修條款等
 飛機營運時所面對的風險
 飛機保險市場現況及趨勢

6.2

安排飛機保險合約
 與不同部門商討 (包括分析過往賠償記錄 )，以評估不同機種
於運作時對飛機所帶來的風險，並定出適當的投保額、免賠
額或保障要求等
 提供適當資料予保險公司作受保考慮，包括：飛機類別、機
種型號、生產公司、生產年份、引擎資料、載貨量及航程
等，並將公司對保險產品的需求，向保險公司陳述
 根據保險公司或保險中介人的背景、財務狀況、信譽及承保
能力等，為公司選擇合適的保險公司或中介人
 分析飛機保險合約條款及相關保險市場的情況，在與保險公
司或中介人商討報價單過程中，為公司爭取最適當的保障範
圍及最合理的保費
 核實保險公司或中介人所發出的保險文件
 與其他部門處理保費的安排

6.3

安排飛機保險合約的專業處理
 按保險法安排保險事宜
 避免利益衝突
 以謹慎態度為保險標的作出合適的投保決定，以保障公司利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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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保險、法律事務及遵守法規」職能範疇能力單元
7. 評核指引

8. 備註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按不同的因素包括飛機的特性、貨物運輸的安排、公司的需
求等，處理投保飛機保險事宜，以達致風險轉移

(ii)

按 公 司 要 求 及 不 同 考慮 因 素 ， 選 擇 適 合 的保 險 公 司/保 險 中 介 人
處理飛機保險合約

職能範疇「保險及法律事務」已修訂為「保險、法律事務及遵守法
規」。此能力單元編號原定為 LOAFIL501A，現改為 LOAFLC50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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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保險、法律事務及遵守法規」職能範疇能力單元
1. 名稱

安排空運貨物保險合約

2. 編號

LOAFLC502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付貨人、航空貨運代理及相關空運經營者。具此能力
者，能夠評估空運的營運風險，並按不同考慮因素，運用保險法相關知
識，為公司安排空運貨物運輸保險合約，以達致風險轉移。

4. 級別

5

5. 學分

9(僅供參考)

6. 能力

表現要求
6.1

瞭解營運風險，並對保險法的基本原則及保險條款具相關 的知
識
 空運貨物行業運作
 公司運作及貨物於空運時所面對的風險
 空運貨物保險條款包括：空運承保風險、保險期限、除外責
任、被保險人的意務及索賠細則等
 空運貨物保險市場現況及趨勢
 保險法的基本原則，包括：最大誠信原則、告知義務、保險
利益原則、損害補償原則等
 違反保險法基本原則，對保險契約效力所產生的影響
 與空運貨物運輸相關的國際公約
 商業法

6.2

安排空運貨物保險合約
 與不同部門商討並分析過往賠償記錄，以評估貨物透過飛機
運輸時對貨物造成的風險
 提供適當資料予保險公司作受保考慮，包括：貨物的種類、
特性、包裝、數量、飛機班次、航班時間及日期、航班往來
地點及投保額等，並有效地將公司對保險產品的需求向保險
公司陳述
 根據市場上提供空運貨物保險合約服務的不同保險公司或保
險中介人的背景、財務狀況、信譽及承保能力等，為公司選
擇合適的保險公司或中介人
 按不同因素，為公司定出適當的投保額、免賠額、條款的上
限等，並有效地將公司對保險產品的需求向保險公司或中介
人陳述
 在與保險公司或中介人商討報價單過程中，為公司爭取最適
當的保險條款
 核實保險公司或中介人所發出的保險文件
 與其他部門處理保費上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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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7. 評核指引

8. 備註

安排保險合約的專業處理
 按保險法安排保險事宜
 避免利益衝突
 以謹慎態度為保險標的作出合適的投保決定，以保障公司利
益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按不同的因素包括貨物的資料、貨物運輸的安排及公司的需
求等，處理投保空運貨物保險事宜，以達致風險轉移

(ii)

按 公 司 要 求 及 不 同 考慮 因 素 ， 選 擇 適 合 的保 險 公 司/保 險 中 介 人
處理空運貨物保險事宜

職能範疇「保險及法律事務」已修訂為「保險、法律事務及遵守法
規」。此能力單元編號原定為 LOAFIL502A，現改為 LOAFLC50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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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名稱

安排空運貨物責任保險合約

2. 編號

LOAFLC503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空運及相關運輸經營者。具此能力者，能評估營運風
險，並按不同考慮因素，運用保險法的知識，為公司安排空運貨物責任
保險合約，以達致風險轉移。

4. 級別

5

5. 學分

6(僅供參考)

6. 能力

表現要求
6.1

瞭解營運風險，並對保險法的基本原則及保險條款具相關知識
 公司運作
 公司所提供的服務及其所面對的營運風險與責任
 空運貨 物責 任保 險合 約條款 包括 ：貨 物責 任、飛 機責 任及除
外責任等
 空運貨物責任保險市場現況及趨勢
 公司與客戶所訂立相關的合約內容，包括： 雙方的權責
 與空運貨物運輸相關的國際公約
 商業法
 保險法 的基 本原 則， 包括： 最大 誠信 原則 、告知 義務 、保險
利益原則、損害補償原則等
 違反保險法基本原則，對保險契約效力所產生的影響

6.2

安排空運貨物責任保險合約
 按不同 考慮 因素 ，如 公司與 客戶 訂立 之合 約內容 及與 空運貨
物運輸 相關 的國 際公 約等， 評估 公司 對客 戶所面 對的 風險與
責任，並定出適當的賠償上限、免賠額或保障要求等
 選取並 提供 適當 資料 予保險 公司 作受 保考 慮，包 括： 貨物資
料、航 班資 料及 索賠 記錄等 ，並 有效 地將 公司對 保險 產品的
需求向保險公司陳述
 分析過往法律訴訟及索賠記錄
 根據保 險公 司或 保險 中介人 的背 景、 財務 狀況、 信譽 及承保
能力等，為公司選擇合適的保險公司或中介人
 掌握空 運貨 物責 任保 險合約 條款 相關 保險 市場的 情況 ，在與
保險公 司或 中介 人商 討報價 單過 程中 ，為 公司爭 取最 適當的
保障範圍及最合理的保費
 核實保險公司或中介人所發出的保險文件
 與其他部門處理保費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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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7. 評核指引

8. 備註

安排空運貨物責任保險合約的專業處 理
 按保險法及其他相關的法例安排保險事宜
 避免利益衝突
 以謹慎 態度 為保 險標 的作出 合適 的投 保決 定，以 保障 公司利
益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按不同的因素 包括 貨物的資料、相 關保 險市場的現況、 過往 的
賠償記錄、公司的需求等，處理投保空運貨物責任保險合約事
宜，以達致風險轉移

(ii)

按公司要求及不同考慮因素，選擇適合的保險公司/保險中介人處
理空運貨物保險事宜

職能範疇「保險及法律事務」已修訂為「保險、法律事務及遵守法
規」。此能力單元編號原定為 LOAFIL503A，現改為 LOAFLC50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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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名稱

制定風險管理方案

2. 編號

LOCULC601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所有海運、空運及速遞經營者。從業員應能夠運用風
險管理知識和技巧，透過對運輸工序的掌握，為不同工序制定風險管理
方案。

4. 級別

6

5. 學分

9(僅供參考)

6. 能力

表現要求
6.1

瞭解風險管理的知識
 風險管理的定義，包括：
• 風險管理的重要性
• 風險管理的理論
• 迴避風險
• 避免損失
• 減低損失程度
• 風險轉移
• 風險保留
 現代風險管理模式，包括：
• 風險管理發展現況
• 危機過程的處理方法
• 危機後的風險管理策略
 如何評估風險，包括：
• 風險損失度的重要性
• 風險量度
 如何控制風險，包括：
• 風險控制的重要性
• 預先評估風險
• 事前風險控制和事後財務性補償

6.2

制定風險管理方案
 掌握海運、空運或速遞的各項工序和特性，並運用風險管理
的知識及技巧，制定風險管理方案，包括：成立風險管理委
員會、制定風險監察計劃、分析風險管理工具、檢討機制等
 分析意外的代價及安全作業的好處
 評估各控制風險方案的利與弊
 與各部門商討日常運作的需要以制定合適及有效的風險管理
方案
 與保險中介人或保險公司商討日常運作的需要，以制定合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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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的風險轉移方案
 在制定風險管理方案時，需全面考慮職業安全、健康及環保
等因素
6.3

7. 評核指引

8. 備註

檢討風險管理計劃
 確定績效指標，以評估風險管理計劃
 收集信息以評估風險管理計劃的成效
 進行形勢情分析，以確定影響表現的內部及外在因素
 提出有效建議，調整績效指標和/或風險管理計劃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夠運用與風險管理相關的知識，對海運、空運或速遞業的運
作，作客觀分析，評估各項風險對公司營運所帶來的影響，以
制定有效的風險管理方案

(ii)

能在制定風險管理方案時，需全面考慮職業安全、健康及環保
等因素

(iii)

能夠檢討風險管理計劃

(i) 此能力單元參照物流業能力單元 LOCUIL601A 及 LOCULC601A
(ii) 職能範疇「保險及法律事務」已修訂為「保險、法律事務及遵守法
規」。此能力單元編號原定為 LOCUIL601A，現改為 LOCULC60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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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名稱

處理各類貨運電腦報表

2. 編號

LOCUEL101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各物流業相關公司。具此能力者，能於各物流業相關
單位進行日常物流作業時，處理各類所 需的電腦報表。

4. 級別

1

5. 學分

3(僅供參考)

6. 能力

7. 評核指引

表現要求
6.1

瞭解物流作業相關電腦報表的基本知識
 公司在日常物流作業時所需處理的電腦報表的類別（例如：
庫存量報表）
 完成相關電腦報表所需的資料
 處理相關電腦報表的流程
 懂得公司所採用作為處理相關電腦報表的電腦軟件的基本操
作

6.2

處理物流作業常用的電腦報表
 按公司的要求，利用相關的電腦報表模版，準備個別物流作
業程序所需的相關電腦報表
 按日常的物流作業流程，處理相關電腦報表，並存檔或發送
到其他相關單位
 輸入相關的資料及數據，完成報表資料的輸入程序
 按程序把報表傳予有關人員參閱或分析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按公司的要求，以及不同電腦報表的處理流程，處理物流作業
常用的電腦報

8.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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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名稱

執行電子物流作業網頁保養

2. 編號

LOCUEL201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各使用 電子物流作業網頁的物流公司。具此能力者，
能在網上電子物流作業方面，掌握個別公司的電子物流作業網頁的功能
及提供網頁保養服務。

4. 級別

2

5. 學分

6(僅供參考)

6. 能力

表現要求
6.1 瞭解網上物流作業的基本知識及常用相關技術
 公司的物流作業程序
 網上物流的角色及趨勢
 相關網上物流網頁作業程序
• 網上物流作業的功能及流程
• 網上物流作業的保安程序和要求
• 網上物流作業的相關法律責任和風險
 評估網頁成本效益的要求
 網頁在運作、客戶服務及資訊管理的功能
 認識網頁使用者的需要
 每個利益相關者的電子物流解決方案及其潛力和發展
 個人資料收集、數據備份、付款方法
6.2 執行物流網頁運作保養
 獲取網頁使用者、客戶及商業夥伴的意見及需要
 執行物流網頁運作保養
 按公司營運要求，更新物流網頁
• 進行使用者滿意度調查
• 測試物流網頁的穩定性及保安程度
• 進行網頁試行測試
 為公司提供新的和先進的技術建議，例如物聯網 (IoT)、大數據
(Big Data)、區塊鏈(Blockchain) ，以增強電子物流產品
 提供 並建 議新 的和 先 進的 存取 方法 ，並 添 置更 方便 使用 和簡 單
的電子物流系統
 定期 改進 方法 ，通 過 新的 或增 強的 功能 、 軟體 或解 決方 案來 自
動提高效率和效果等

7.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根據公司的實際情況和各相關商業夥伴的特定要求，執行物流
網頁運作保養，更新公司物流作業網頁

8.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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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名稱

處理貨運電子文件

2. 編號

LOCUEL202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物流服務供應商。從業員應能在進行日常物流作業
時，能處理所需的電子文件。

4. 級別

2

5. 學分

6(僅供參考)

6. 能力

表現要求
6.1

瞭解物流作業電子文件的基本知識
 個別公司/單位在日常物流作業時所需處理的電子文件，包
括下列文件類別：
• 採購及貨物相關文件（例如：採購訂單、發票等）
• 安排 托運 程序 文件 （ 例如 ：提 單、 空運 主 /副 運單 、海
運單等）
• 本地運輸文件（例如：到貨通知、送貨指示、接收記
錄等）
• 檢查、保險及跟單信用證（例如：檢驗安排通知、保
單等）
• 本地貿易服務發票及付款文件（例如：付款指示、付
款確認書等）
 完成相關文件所需的資料及資料來源
 處理相關電子文件的流程
 應用各類電子文件的相關法律責任
 如何與航空公司、人才招聘、承包商和其他相關的管理機構
等商務夥伴進行電子文檔的傳輸
 認識所需處理的文件的作用
 認識操作公司所採用的處理相關電子文件的電腦軟件 (例如：
貿易單一窗口)

6.2

處理物流作業常用的電子文件
 定期創建和更新密碼
 按個別公司和相應單位的要求，利用相關的電子文件模版，
準備個別物流作業程序所需的相關電子文件
 把準備妥的電子文件發送到相關單位
 接收並處理來自相關單位的電子文件
 為所需處理文件輸入合適的數據
 記錄及儲存所需處理文件
 根據公司政策建立適當的備案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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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物流」職能範疇 能力單元

7.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8. 備註

向公司報告違規情況以確保系統的穩定性和安全性

能按個別公司和相應單位的要求，以及電子文件的處理流程，
處理物流作業常用的電子文件

此能力單元參照物流業能力單元 LOCUEL202A 及 LOCUEL21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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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物流」職能範疇 能力單元
1. 名稱

應用貨物電子識別技術

2. 編號

LOCUEL203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物流服務供應商。從業員應能於公司物流運作上應用
貨物電子識別技術，有效地進行物流運作。

4. 級別

2

5. 學分

6(僅供參考)

6. 能力

表現要求
6.1

認識貨物電子識別技術的基本知識
 貨物電子識別技術的概念
 貨物電子識別技術的類別，如條碼、射頻辨識等
 不 限 制 於 識 別 技 術 ， 最 新 物 流 科 技 : Big data, Io T, AI,
Robotic, AGV, ASRA 等
 貨物電子識別技術的設備，如閱讀器、感應器、天線等
 貨物電子識別技術的限制、可能誤差及誤讀情況
 不能使用電子識別技術時的應變措施
 瞭解用於將資料捕獲和轉換為資訊、報告和其他自動化的系
統
 瞭解機器人物流在操作效率、安全性和有效性方面的發展和
應用
 瞭解服務提供者和公司對系統和設備應用的相關監管要求
 瞭解工作環境及處理貨物的工序
 瞭解電子識別貨物在物流操作上的重要性

6.2

執行/運用智慧物流科技
 選取營運時使用智慧物流科技系統
•
倉 儲 科 技 運 用 (入 庫 、 倉 儲 、 分 揀 、 出 庫 、 裝 卸)
(Warehouse)
•
運輸科技運用 (Transportation)
•
配送科技運用 (Distribution)
•
庫存管理科技運用 (Inventory Management )
•
物料搬運科技 (Material Handling)
•
包裝科技運用 (Packaging)

根據公司和客戶的要求確定系統的需求和要求

選取合適的貨物電子識別設備及器材

按步驟及程序，操作有關設備及器材進行貨物識別工作

辨別有關設備及器材是否有效運作

閱讀有關設備及器材的顯示及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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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評核指引

8. 備註

輸入、記錄、傳遞有關數據
根據職安健的建議，使用有關貨物電子識別設備及器材
定期檢查、校準和維護設備的合規性和準確性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安全地使用貨物電子識別設備及器材

(ii)

能正確地閱讀有關設備及器材的顯示及訊息，並把訊息輸入、
記錄及傳遞。

此能力單元參照物流業能力單元 LOCUEL209A 及 LOCUEL21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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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物流」職能範疇 能力單元
1. 名稱

執行電子文件保安工作

2. 編號

LOCUEL204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物流服務供應商。從業員應能於各物流業相關單位，
在處理和交換電子文件或日常作業時進行所需的電子保安工作，執行電
子文件的安全性和保密性。

4. 級別

2

5. 學分

3(僅供參考)

6. 能力

7. 評核指引

表現要求
6.1

瞭解電子文件保安的基本知識
 公司內所需進行電子保安工作的文件和資料
 物流作業內需作電子保安處理的數據文件
 處理各類電子文件的相關法律責任
 保安漏洞可能帶來的後果及損失
 公司的安全系統
 資訊安全培訓的必要性
 公司的電子訊息保安程序，例如：
• 是否完整地接收到相關單位所發出的電子訊息或文件
• 是否從發件單位接收到正確的電子訊息或文件
• 是否需要確認已收到該電子訊息或文件
• 是否需要進行電子訊息加密工作
• 是否把電子訊息或文件安全地儲存好
• 是否安全地進行電子訊息交換或分享

6.2

執行電子文件保安工作
 能按照公司的電子文件保安程序，在處理電子文件和數據
時、或進行電子文件交換時，執行所需的電子文件保安工作
 確保執行所需電子文件的保安工作人員是獲授權人士
 確保所有員工都遵守電子檔/設備的應用和使用程式
 定期檢查及更新防火牆和安全系統，確保是最新版本
 在發現不規則時進行緊急系統保護、檢查和預防
 為公司提供應急備份計劃以降低風險
 定期更新密碼或保安編碼計算程式
 定期閱讀電子文件保安更新程序
 定期進行電子保安和應急測試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8. 備註

能在處理電子文件和數據時，確保電子文件的安全和保密性

此能力單元參照物流業能力單元 LOCUEL206A 及 LOCUEL21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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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物流」職能範疇 能力單元
1. 名稱

執行電子作業平台操作

2. 編號

LOCUEL205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物流服務供應商。從業員應能對物流業有關的電子作
業平台有一定程度的認識，並應用相關知識於執行一般物流業務上。

4. 級別

2

5. 學分

6(僅供參考)

6. 能力

7. 評核指引

8. 備註

表現要求
6.1

瞭解物流電子作業平台的基本知識
 電子作業平台的概念
 現有電子作業平台在物流運作所能提供的服務及功能
 電子作業平台在物流運作的新發展
 電子作業平台的服務收費模式及水平
 電子作業平台在不同訊息交換的制式及共容性
 掌握公司合作夥伴及客戶使用電子作業平台服務的趨勢
 認識電子作業平台與政府部門、其他機構及其他國家的聯繫
及共容性
 認識提供電子作業平台服務的公司及其背景

6.2

應用物流電子作業平台於一般物流業務上
 使用電子作業平台作一般物流文件編製、更改及傳遞
 利用電子作業平台上載或下載資料
 在電子作業平台發放資料
 利用電子作業平台查核及傳遞資訊
 向客戶闡釋公司利用電子作業平台對客戶的好處
 闡述公司利用電子作業平台運作完成部分物流工序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 效要求為：
(i)

能闡述物流業電子作業平台的功能及運作方式

(ii)

能向客戶解釋使用物流業電子作業平台進行相關的物流操作

此能力單元參照物流業能力單元 LOCUEL208A 及 LOCUEL21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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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物流」職能範疇 能力單元
1. 名稱

以電子方式提交貨物艙單

2. 編號

LOCUEL207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各物流業相關公司。具此能力者，能使用電子服務向
政府提交貨物艙單及收發相關文件。

4. 級別

2

5. 學分

6(僅供參考)

6. 能力

表現要求
6.1

瞭解電子艙單的基本知識
 認識貨物艙單的功能及所載內容
 認識輸入電子艙單及相關文件的主要資料時所用的縮寫及代
碼及填寫須知
 認識以電子提交艙單方式
 認識操作相關電子文件的電腦軟件
 海關在清關與文件處理的作業程序
 電子艙單服務和收發相關文件的程序，其中包括提交資料、
修訂、確認
 申報辦理電子艙單及相關文件所需的資料
 認識輸入電子艙單及相關文件的主要資料時所用的縮寫及代
碼及填寫須知
 瞭解電子艙單運作的渠道
 應用各類電子文件的相關法律責任
 不同操作系統的數據兼容性及其開發

6.2

執行以電子方式提交貨物艙單的作業 程序
 按海關要求及程序，及公司在貨運運作的角色 (如承運人或托
運人等)，擬備有關貨運艙單資料，及提交公司資料
 使用服務提供者的電子平台、互聯網及電腦軟件呈交艙單
 按公司在貨運運作的角色收集主提單、托運及貨物處理的修
訂指示，修訂或補充艙單資料
 能夠回應政府部門的查詢
 審核艙單內容並傳送給有關機構
 按程序處理欠交艙單通知
 按程序收取海關指示文件，如扣留通知與放行通知等
 把艙單、提交通知、欠交通知、收訖通知存檔
 定期收取填寫及呈交電子艙單的最新指示
 參與有關填寫及呈交電子艙單的培訓
 與具有法律約束力和要求的業務合作夥伴建立資料轉移，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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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物流」職能範疇 能力單元
支援資料的可靠性和全面性
 根據客戶資料的不同性質，開發不同的資料傳輸可能性
 向公司報告與主要商業夥伴建立電子資料交換的好處、風險
和操作流程
7.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通過使用政府或其他服務商所提供的電子服務，確保向政府提
交正確的貨物艙單及收發相關文件

8.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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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智慧物流」職能範疇 能力單元
1. 名稱

檢查快件付貨人填寫的快遞運單

2. 編號

LOAFEL201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快遞公司。具此能力者，能按照公司程序或檢測表，
檢查快遞運單的內容及事項，使快遞流 程得以暢順完成。

4. 級別

2

5. 學分

3(僅供參考)

6. 能力

7. 評核指引

表現要求
6.1

瞭解快遞運單的基本知識
 快遞運單的功能、內容及形式
 寄件人、快遞公司及收件人的責任及義務
 進出口關稅及手續
 運件發票的功能及內容
 違禁、受限制或不接受貨品的類別
 認識快件與包裹的定義及出口原因
 認識貨物的協調制度編號

6.2

檢查及核對快遞運單
 核對寄件人戶口資料
 檢查貨品類別、額外保險要求或許可證等
 檢查付貨人是否填妥足夠資料
 檢查付款方式及是否由他人支付
 核查運件體積、重量、大小及數量
 核查目的地及其郵區編號、地址
 核查付貨人發出的發票或預備運件發票、發票份數、其他出
口證明文件等
 核查付貨人發出發票上所填寫的資料是否與快遞運單上的相
符
 檢查有關進出口稅項及保險要求
 目測包裹及快件並檢查與填寫內容是否一致
 把快遞運單資料輸入資訊系統
 把文件記錄及存檔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瞭解快遞運單內每項填報資料的意思及快遞運單處理流程

(ii)

能檢查快遞運單及其附帶文件內有明顯錯誤、不清晰及不一致
或資料不足的地方

8.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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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智慧物流」職能範疇 能力單元
1. 名稱

檢查空運托運書

2. 編號

LOAFEL202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空運貨運代理或航空公司。具此能力者，能核查付貨
人或其代理所填寫的空運托運書內容及處理有關付運事宜。

4. 級別

2

5. 學分

3(僅供參考)

6. 能力

7. 評核指引

表現要求
6.1

瞭解空運托運書的基本知識
 空運托運書的形式及其功能
 航空貨物的特點
 航空貨物運輸流程及程序
 認識空運托運書內每項填寫內容須知
 認識航空貨物流程所使用的文件
 認識更改空運托運書的程序

6.2

檢查空運托運書
 查核付貨人或其代理所填寫的空運托運書的內容是否正確
 查核付貨人或其代理所填寫的空運托運書的內容是否與其他
文件所載的一致
 查核有關貨物聲明價值、申報海關價值、保險及其他付運指
示的內容
 查核有關貨物與所填寫的貨物內容是否相符
 查核有否其他附加文件，如付貨人危險品聲明書
 輸入及記錄有關資料
 按公司操作指引及營運要求，就有關貨物是否符合付運的基
本條件，向上級報告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瞭解空運托運書內每項填報資料的意思及空運托運書的處理
流程

(ii)

能查核空運托運書內明顯錯誤、不清晰及不一致或資料不足的
地方

8.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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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智慧物流」職能範疇 能力單元
1. 名稱

處理快遞交付憑證簽發

2. 編號

LOAFEL203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快遞公司。具此能力者，能處理快遞交付憑證的簽
發，以證明貨件已交付收件人。

4. 級別

2

5. 學分

3(僅供參考)

6. 能力

7. 評核指引

表現要求
6.1

瞭解快遞交付憑證的基本知識
 快遞交付憑證的功能、形式
 處理快遞的流程及工序
 處理快遞交付憑證的流程
 快遞交付憑證正、副本的功能

6.2

處理快遞交付憑證
 按不同的快遞服務，發出訊息予收件人到指定地點取貨或送交
指定地點予收貨人
 核對收件人的身分及其公司的憑證
 核對交付憑證上的資料與包裹或快件的內容是否相符
 在收件人取貨時，預備合適的快遞交付憑證並要求在交付憑證
上簽署或作電子簽署
 輸入收貨訊息予付貨人
 輸入快遞交付憑證的資料以作結算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在交付包裹或快件時，正確地完成包裹或快件的簽發

8.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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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智慧物流」職能範疇 能力單元
1. 名稱

進行業內及客戶間的電子訊息交換

2. 編號

LOCUEL302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物流服務供應商。從業員應能於各物流業相關單位，
在進行物流作業相關的文件交換時，以電子訊息的方式與相關單位進行
訊息交換。

4. 級別

3

5. 學分

6(僅供參考)

6. 能力

表現要求
6.1

瞭解電子訊息交換(EDI)的基本知識
 公司及內部和外部的其相關單位之間的日常物流作業程序
 公司或其他相關單位的網頁在網上物流及電子訊息處理的功
能及角色
 公司及內部和外部的其相關單位的電子文件或訊息的適當格
式
 公司與內部和外部的相關單位之間進行網上物流作業的流
程、電子文件或訊息發送、接收或交換方式和所採用的技
術、保安程序和要求
 公司及內部和外部各方其相關單位之間進行網上物流作業的
相關法律責任和風險
 物流業常用的電子訊息交換的標準、格式和技術和相關行業 /
政府部門，例如：
 電子訊息交換 (EDI)
 可擴展標示語言(XML)
 數碼貿易運輸網絡(DTTN)
 公司和其他相關單位所採用的電子訊息交換標準、格式和技
術的共容
 掌握操作公司所採用的處理電子文件交換的電腦軟件
 公司和外部市場對系統安全的要求
 環球變化和新興技術

6.2

與相關單位進行電子訊息交換
 根據公司的目標，研究相關單位的數據格式的能 力和可用性
 與每個系統規範和設計處理計劃的雙方（發送和接收）進行
比較
 確定電子物流運營流程的潛在風險，如防火牆功能和其他安
全問題等
 能按公司的要求及程序，適當地處理網上物流作業所需的電
子文件或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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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按公司及其相關單位的需求、電子保安程序和電子文件或
訊息交換和儲存程序，執行網上物流作業的相關程序 (例如：
處理經公司網頁接收到的網上訂單 )
 按照網上物流作業程序，輸入、轉移、傳遞、儲存及發放文
件或訊息
 根據公司的要求進行測試數據和報告
 發送電子訊息到相關單位
 利用公司的專用電腦軟件，把公司需要與其他相關單位進
行訊息交換的文件或資料，轉換為適當的電子訊息交換標
準和格式，然後把轉換後的電子文件發送到相關單位
 按照網上物流作業程序進行電子保安程序，如輸入保安編
碼、登入身分考查等
 接收來自相關單位所發出的電子訊息
 根據發出電子訊息的單位所採用的不同電子訊息交換標
準，利用公司的專用電腦軟件，把該電子訊息轉換為公司
內部所採用的格式
 處理不共容的訊息發放，如聯絡發件人、轉換解讀軟件、尋
求技術支援
 計劃下一階段的電子訊息交換，以確保根據運營和市場需求
的需要和變化，持續改進進度
 根據現有的環境不斷提高應付安全要求，以盡量減少公司在
資訊保安範疇的風險
 定期更新程式和關鍵績效指標，以反映新的技術變化
 撰寫報告以反映用戶的合規性，並向公司報告違規行為以及
採取的行動，如重新培訓、重新設置安全級別或阻截等
7. 評核指引

8. 備註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根據公司和不同單位所採用的電子訊息交換標準、格式和技
術，正確地使用公司的專用軟件完成電子訊息的發送、接收和
傳譯

(ii)

能夠撰寫報告以反映用戶的合規性，並向公司報告違規行為以
及採取的行動

此能力單元參照物流業能力單元 LOCUEL302A 及 LOCUEL30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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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物流」職能範疇 能力單元
1. 名稱

設計貨運電腦報表

2. 編號

LOCUEL303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物流服務供應商。從業員應能就各物流業相關運作流
程，設計各流程使用的貨運電腦報表，以提高運作效率。

4. 級別

3

5. 學分

6(僅供參考)

6. 能力

表現要求
6.1

瞭解物流作業及相關電腦報表的基本知識
 公司或單位在日常物流作業時所需處理的電腦報表（例如：
庫存量報表）的功能
 完成相關電腦報表的所需的資料
 不同電腦化文檔與內部和外部各方的相互關係
 處理相關電腦報表的流程，以及與公司相關的資訊系統之間
的關係
 公司所採用的電腦報表及相關的電腦軟件，以及其功能和限
制
 物流交易中涉及的各方採取的不同電腦化文檔的法律責任
 公司現有系統與市場上其他通用系統的相容性，以及如何建
立它們之間的聯繫
 香港特區在數據兼容方面的要求和發展（例如 :貿易通 、一 路
通、貿易單一窗口）

6.2

設計物流作業常用的電腦報表模版
 按個別公司和相應單位的需求，分析建立電腦報表的需要及
其成本效益
 按個別公司和相應單位的需要，設計各物流作業程序所需的
相關電腦報表模版
 編寫、填寫及簽發電腦報表的指引及步驟
 分析所需輸入的資料與其他報表的相關性及共用性
 深入瞭解用戶及輸入資料人員對電腦報表的使用及有效性的
意見
 分析其他因素，包括環境保護、法律義務、電子數據交換能
力
 根據關鍵績效指標的結果自動化和消除重複設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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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8. 備註

能按個別公司和相應單位的要求，以及不同電腦報表的處理流
程，設計各物流作業常用的貨運電腦報表

此能力單元參照物流業能力單元 LOCUEL303A 及 LOCUEL30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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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物流」職能範疇 能力單元
1. 名稱

執行物流業內相關的電子商貿作業程序

2. 編號

LOCUEL304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物流服務供應商。從業員應能於物流業內相關公司或
單位之間，執行物流業內相關的電子商貿作業程序

4. 級別

3

5. 學分

6(僅供參考)

6. 能力

表現要求
6.1

瞭解電子商貿作業的基本知識
 電子商貿的種類，包括：
• 公司和消費者之間的電子商貿
• 公司和公司之間的電子商貿
• 消費者和消費者之間的電子商貿
• 離線商務模式(O2O)
• 跨境電子商務
• 其他新興的電子商務形式
 公司及其相關單位和/或個人之間的電子商貿關係
 瞭解進行各類電子商貿作業時，公司與不同單位之間的相關
法律責任和風險
 認識不同類型的公司物流運作中那些環節可採用或適用於電
子商貿運作
 認識公司的電子商貿作業程序，其中包括：
• 客戶連線和保安
• 客戶資料處理
• 搜尋管理
• 內容和產品/服務目錄管理
• 新產品/功能/銷售通知管理
• 訂單管理
• 付款管理
• 貨物追蹤
• 作業流程管理
• 特別事件/訊息通報等
• 大數據管理、物聯網 (Internet of Things)、人工智能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 區塊鏈科技（Blockchain
Technology）等
 認識公司及其相關單位之間的電子商貿作業所採用的資訊科
技技術
 貿易合規性和相關的監管要求和限制
5-354

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智慧物流」職能範疇 能力單元
 不同的服務模式和類型，以便根據客戶要求提供高靈活性服
務
 不同類型電子商務的文件要求
 各國對電子商務貿易的要求
6.2

7.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8. 備註

執行物流業內相關單位之間的電子商貿作業
 根據公司與其不同的相關單位之間的電子商貿關係，採用相
應和適當的技術，進行電子商貿作業
 確保負責員工的級別可進行電子商貿作業
 按電子商貿作業指示，進行電子訊息及文件交換
 保留電子商貿作業的補充記錄
 生成關鍵績效指標和報告，以管理每項交易的績效
 將大數據信息提供給公司，以便制定未來的營銷計劃
 通 過 數 據 向 公 司 提 供 增 強 建 議 ， 物 聯 網 (Internet of
Things)、 人 工 智 能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 區 塊 鏈 科 技
（Blockchain Technology）等
 管理描述、包裝和貨物性質，以符合公司要求和相關監管要
求
 監控裝運狀態，確保可以根據公司和客戶要求設計的關鍵績
效指標要求執行
 跟蹤貨運狀態並向公司報告違規行為以尋求解決方案。然後
相應地告知客戶狀態
 根據出貨條件和市場慣例，按照公司政策進行電子支付程式

在與個別單位進行電子商貿作業時，能按照與該單位之間的電
子商貿關係，採用相應和適當的技術，確保與該單位正確地執
行物流業內相關的電子商貿作業程序

此能力單元參照物流業能力單元 LOCUEL304A 及 LOCUEL30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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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物流」職能範疇 能力單元
1. 名稱

運用空運服務網絡平台

2. 編號

LOAFEL301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有關空運的企業。具此能力者，在物流運作時，運用
已有的公營、私營、商業夥伴或自行發展的網絡平台，加強物流運作的
效益及可靠性。

4. 級別

3

5. 學分

6(僅供參考)

6. 能力

7. 評核指引

表現要求
6.1

瞭解物流業網絡平台相關知識
 網絡平台的概念
 企業的貨運流程及運作
 網絡平台在貨運流程上發揮的作用
 網絡平台的功能及使用說明
 網絡平台的電子保密功能及文件和資料的公開程度

6.2

運用物流業網絡平台進行物流操作
 運用物流業網絡平台功能，編製日常文件，進行文件傳遞、
公開資訊、資料傳遞（上載、下載、儲存等）工作
 運用物流業網絡平台，進行貨物追蹤及行內市場交易
 揀選及確認適合網絡運作需要的特性，如網絡的公開程度、
接收及處理人員的身份及訊息保密度
 記錄及儲存網絡平台進行的操作活動
 把作業完成的訊息、結果或反饋伸延至企業內部運作
 參加物流業網絡平台服務提供者的培訓、工作坊
 定期接收網絡平台服務提供者的更新訊息，並掌握其對日常
運作的影響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有效地運用網絡平台服務有關的功能及掌握網絡平台服務軟
件的使用程序

(ii)

能按照企業的操作需要，處理、傳遞、分析網絡平台完成物流
運作的訊息等

(iii)

能按照企業的操作需要，把網絡平台上完成的操作記錄伸延至
企業內部運作

8.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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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物流」職能範疇 能力單元
1. 名稱

設計物流業內電子商 貿作業程序

2. 編號

LOCUEL401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物流服務供應商。從業員應能就業內相關企業或單位
之間進行任何形式的電子商貿作業，設計物流業內電子商貿作業程序。

4. 級別

4

5. 學分

6(僅供參考)

6. 能力

表現要求
6.1

瞭解物流業內相關單位之間電子商貿作業的基本知識及不同技
術的優缺點
 電子商務的基本知識
 大數據及其發展
 大數據 (Big Data)、物聯網 (Internet of Things)、人工智能
(Artificial Intelligence)、區塊鏈科技 (Blockchain Technology)等及
其發展
 與外部當事人的電子商務交易的法律要求和義務
 電子商貿與物流公司運作的關係
 不同公司或單位之間的電子商貿作業關係和流程
 進行電子商貿作業時，不同公司或單位之間的相關法律責任和風
險
 貿易合規性以及相關的監管要求和限制
 能分辨物流業常用的電子商貿技術的優缺點，例如：

網絡技術方面：互聯網、內聯網和外聯網等基礎設施

客戶方面：資訊保安、市場推廣、交易處理和付款服務等

貿易和企業夥伴方面：以互聯網或內聯網等技術交換資訊
和進行安全的交易

公司員工方面：通過互聯網或內聯網等技術進行溝通和合
作，以完成相關的電子商貿作業

資訊系統專業人士和用戶方面：採用適當的軟件開發工
具，建立、管理和操作公司的電子商貿作業系統等
 評估智慧物流的優劣、計算成本、成效及帶來的改善
 分析智慧物流的風險及應急計劃
 規劃或優化物流供應鏈的作業程序
 不同的服務模式和類型，以便根據客戶要求提供高靈活性服務
 不同類型電子商務的文件要求
 各國對電子商務貿易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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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評核指引

8. 備註

6.2

分析及設計相關單位之間的電子訊息流程
 根據公司日常物流作業的情況，評估與各公司或單位之間的關係
及進行不同形式的電子商貿作業對公司整體業務上的影響
 根據評估的結論，分析與各公司或單位之間進行電子商貿的需求
及與現行的電子商貿流程的關係
 根據與各公司或單位之間進行電子商貿的需求，以及各相關商業
夥伴的特定需求、評估不同電子商貿作業形式和技術的方案，從
而設計企業的電子商貿形式和流程
 根據當前數據創建新的關鍵績效指標，以便將來提升服務水平
 根據當前數據轉換為公司信息，以分析銷售/運營和相關部門的
有效性和效率
 根據物流科技以進行物流、決策、數據分享、網絡規劃、消費者
預測、庫存計劃、智能數據計算分析、圖樣識別、決策輔助
 應用物流科技如自動化設備和智能設備
 根據相關監管要求，分析並確保符合描述、包裝和貨物性質的貿
易要求
 分析貨物狀態數據並向公司和客戶建議關鍵績效指標選項
 分析並建立額外的貨運狀態跟蹤，並向公司和客戶報告違規選項
 分析電子支付選項和程序以及新技術應用，以滿足新的市場發展

6.3

檢討電子商貿作業程序
 檢討電子商貿作業程序以確保信息流的成效
 通過新應用提出改善數據流成效及效率的建議
 建立和審查影響電子商務流量的因素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根據公司的實際情況和各相關商業夥伴的特定要求，分析進行
電子商貿的需求，設計物流業內電子商貿作業程序

(ii)

運用電子商貿作有效地伸延企業物流運作至其他環節

此能力單元參照物流業能力單元 LOCUEL401A 及 LOCUEL40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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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物流」職能範疇 能力單元
1. 名稱

設計物流業電子文件保安系統和程序

2. 編號

LOCUEL402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物流服務供應商。從業員應能按個別公司需要和相關
商業夥伴的特定要求，設計物流業電子文件保安系統和程序，分析及設
計在處理和交換電子文件或日常作業時所需進行的電子保安工作。

4. 級別

4

5. 學分

6(僅供參考)

6. 能力

表現要求
6.1

瞭解電子文件保安技術相關知識
 應用各類電子文件/資料的相關法律責任
 系統和趨勢的新發展
 公司的系統規範
 常用電子文件/資料保安技術優缺點和他們的更新，例如：
• 不同類型的電子文件加密技術
• 辦公室內部網絡保安技術
• 遙距存取和虛擬私人網絡保安技術
• 用戶使用互聯網的保安技術
• 電腦病毒防護技術
• 電子文件、伺服器備份及復原技術
• 安全問題和新興病毒的最新發展
 物流工作流程以及所涉及的資料傳送及保密要求
 公司運作中各類電子文件/資料需要保護的程度和範疇：
• 機密性─數據資產的內容不容許未獲受權用戶接觸
• 完整性─數據資產的內容應該保持原貌而且不可以被
修改
• 可用性─資訊資產要經常維持可被即時使用的形式
 分析新的開發技術及其優缺點，如區塊鏈等
 電子商務交易中的電子檔要求 及各行各業的法律義務

6.2

設計電子文件保安系統和程序
 確定公司的保安要求
 根據企業日常物流作業的情況，評估各類電子數據資產對企
業整體業務上的風險和影響
 根據風險評估的結論，分析各類電子文件/資料的保安需求
 根據各類 電子文件/資料的保安要求，以及各相關商業夥伴的
特定保安要求、評估各類電子保安技術的適用性，設計公司
的電子文件/資料保安程序和電子保安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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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公司的政策，預設內部和外部各方員工的權限級別
根據公司的政策，開展員工對安全問題的培訓和意識
制定應急計劃並備份以應對緊急情況
為公司提供最新的潛在風險以進行預防性設置
基於新出現的病毒和攻擊，通過新技術應用建立新的安全規
則和程序
 分析公司面臨的潛在風險，並提出預防措施和程序建議
 對環球形勢和技術變化定期審查目前的安全性水平
6.3

7. 評核指引

8. 備註

檢討電子文件保安系統及程序
 檢討電子文件保安程序，以確保程序能符合保安要求
 定期評估不斷變化的營商環境，並找出新的保安要求
 評估並採取新的保安技術，以確保系統安全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根據企業的實際情況和各相關商業夥伴的特定要求，設計各
類 電子 文 件 /資 料 的 保 安程 序 ， 使在 處 理 電 子文 件 和 資料 時 ， 能
確保電子文件的機密性、完整性和可用性

(ii)

能評估各類電子數據資產對企業整體業務上的風險和影響 ，分
析各類電子文件/資料的保安需求

(iii)

能根據各類電子文件 /資料的保安需求，設計公司的電子文件/資
料保安程序和電子保安系統

此能力單元參照物流業能力單元 LOCUEL402A 及 LOCUEL40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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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名稱

制定物流資訊系統的更新需求

2. 編號

LOCUEL403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各類利用資訊系統的物流業經營者。具此能力者，能
制定公司的電腦物流資訊系統的更生需求，以優化公司的電腦物流作業
資訊系統的功能。

4. 級別

4

5. 學分

6(僅供參考)

6. 能力

表現要求
6.1

瞭解物流資訊系統相關知識
 公司及其相關單位之間的日常物流作業程序
 公司與相關單位之間進行電子物流作業的保安程序和要求
 公司及其相關單位之間進行電子物流作業的相關法律責任和
風險
 公司或其他相關單位在日常物流作業上的功能及角色
 進行物流作業所採用的資訊技術及其優缺點
 公司的物流作業資訊系統軟件
 物流作業資訊系統的新發展

6.2

制定資訊系統的更新需求
 根據公司的日常物流作業的情況，評估物流作業資訊系統對
公司整體業務上的影響
 根據評估的結論，分析公司的物流作業資訊系統與各單位之
間進行物流作業的需求，以及與公司網上物流作業資訊系統
的關係
 設立工作小組，處理資訊系統技術、物流操作及客戶服務的
要求
 根據與各單位之間進行網上物流的需求，以及各相關客戶和
商業夥伴的特定要求，評估更新公司物流作業資訊系統功能
的不同方案
 按需求，提供指引及方向，使工程部門或顧問公司能設計公
司物流作業資訊系統功能的更新方案
 設立溝通機制，使技術人員與物流管理人員能共同商討更新
方案事宜
 分析物流作業資訊系統更新的成本效益
 撰寫計劃書，闡述物流作業資訊系統更新方案的制定程序
 撰寫報告書闡釋所選取的物流作業資訊系統更新方案
 開發自己的團隊，為公司的業務模式和客戶規範量身定制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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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
 與所有營業單位和相關部門協調，研究並找到現有系統改進
的空間
 與銷售部門協調市場發展和客戶趨勢，作為外部力量變化的
輸入
 識別參與外部的新來源和發展洞察力
7.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檢視公司的物流資訊系統實際情況和物流資訊系統相關商業
夥伴的特定要求，制訂公司物流作業資訊系統的功能更新需求

(ii)

能撰寫計劃書，闡述物流作業資訊系統更新方案的制定程序

(iii)

能寫報告書，闡釋所選取的物流作業資訊系統更新方案

8.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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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物流」職能範疇 能力單元
1. 名稱

設計電子物流作業網頁

2. 編號

LOCUEL404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物流服務供應商。從業員應能於物流業內的網上物流作業
方面，設計電子物流作業網頁，優化公司的電子物流作業網頁的功能。

4. 級別

4

5. 學分

6(僅供參考)

6. 能力

表現要求
6.1

瞭解網上物流作業的基本知識及相關 技術
 公司與相關單位之間的日常物流作業程序
 公司與相關單位之間進行網上物流作業的流程
 公司與相關單位之間進行網上物流作業的保安程序和要求
 公司及其相關單位之間進行網上物流作業的相關法律責任和
風險
 公司的網頁在網上物流方面的功能及角色
 行業內使用網頁的情況及趨勢
 電子平台的版權和侵權行為
 個人資料收集及儲存紀錄的管理原則
 智慧型電話通訊、安卓(android)、電子支付等行業的需求
 物流業常用的資訊科技的優缺點

6.2

分析及評估網上物流網頁的需要
 根據公司的日常物流作業的情況，評估與各單位之間的關係
及進行不同形式的網上物流作業對公司整體業務上的影響
 根據評估的結論，分析公司與各單位之間進行網上物流作業
的需求
 根據公司與各單位之間進行網上物流的需求，以及各相關客
戶和商業夥伴的特定需求，評估公司網上物流網頁功能的不
同方案，從而設計及更新公司網頁的功能
 運用網頁內的功能，發揮訊息發放、傳遞、儲存與展示的作
用
 運用網頁的功能，與客戶及商業夥伴作有效溝通及進行關係
管理
 使用網站開發和探索機會
 利用網站宣傳形象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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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物流」職能範疇 能力單元
6.3

7.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8. 備註

設計優質網頁
 設計優質網頁，吸引更多客戶使用，提高瀏覽次數，增加效
益
 設計優質網頁，使用戶更容易利用網頁進行較複雜的物流作
業
 設計高質量的網站，透過大數據分析、喜好設定追蹤功能
等，以促進銷售活動和新產品
 根據高質量的網站評估標準，設計網站

根據公司的實際情況和各相關商業夥伴的特定要求，分析進行
網上物流作業網頁的需求，設計網上物流作業網頁

此能力單元參照物流業能力單元 LOCUEL405A 及 LOCUEL41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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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物流」職能範疇 能力單元
1. 名稱

制定貨物的電子辨識技術應用策略

2. 編號

LOCUEL501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物流服務供應商。從業員應能根據個別企業的需求，
制定合適的貨物電子辨識技術應用策略。

4. 級別

5

5. 學分

9(僅供參考)

6. 能力

表現要求
6.1

瞭解貨物電子辨識技術相關知識
 物流業常用的貨物電子辨識技術，包括：
• 產品電子代碼
• 無線射頻識別技術(RFID)
• 條碼識別技術
• 不同識別技術或標準所需採用的相應配套設備（例
如：不同射頻識別標籤和相應的閱讀器組合）
 不同貨物電子辨識技術的優缺點，包括：
• 不同標籤或條碼的編碼標準所能儲存的數據類型和容
量
• 標籤或條碼和閱讀器之間的有效距離
• 標籤或條碼閱讀器等設備的成本效益
 應用各類電子物流技術的相關法律責任和風險
 新技術開發和更新的來源
 公司及其客戶的需求，以創建自己的技術
 關鍵市場參與者、市場領導者、關鍵分包商和客戶在短期，
中期和長期基礎，如：人工智能、大數據等的未來趨勢和發
展計劃
 不同利益相關者觀點及其受益者的關注和需求

6.2

制定電子辨識技術的應用策略
 能根據個別企業的物流作業流程和作業的電子化程度，分析
其企業的需要
 確定操作中的關鍵區域，並根據信息開發電子設備的需求
 識別當前和歷史上的問題，電子設備可以用來消除它們，如
後期資料輸入、不正確的資料輸入
 能根據不同電子辨識技術的優缺點，分析不同電子辨識技術
是否適合公司使用
 制定符合成本效益的電子辨識技術應用策略
 確定資訊的存取層級及其能力，以考慮多語言、使用的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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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7. 評核指引

8. 備註

性
分析新技術資訊的來源並開發整合的可能性
分析當前數據源的機會以及內部和外部的連接，重用和報告
的集成選項
使用公司現有的設置分析外部技術集成來源
分析開發自己的研發團隊，以進行長期技術開發和發明

評估電子辨識技術應用策略
 建立關鍵的業績指標和計量，以評估產出
 分析不同貨物電子辨識技術應用策略的效益
 提出調整建議，以確保能制定有效的策略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根據企業的物流作業情況和需要，以及不同電子識別技術的優
缺點和適用性，制定適用和具成本效益的電子識辨別技術的應
用策略

(ii)

能夠評估不同貨物電子辨識技術應用策略的效率及成效

此能力單元參照物流業能力單元 LOCUEL501A 及 LOCUEL50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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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智慧物流」職能範疇 能力單元
1. 名稱

制定物流業內相關單位電子訊息處理流程

2. 編號

Loafel504
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物流服務供應商。從業員應能就業內相關單位之間在
運送貨物的作業程序方面，制定及優化物流業內相關單位電子訊息處理
流程。

4. 級別

5

5. 學分

6(僅供參考)

6. 能力

表現要求
6.1

瞭解貨物運送作業訊息流程的基本知識及電子文件交換技術的優缺點
 貨 物 運 送 作 業 時 不 同 單 位 之 間 相 關 文 件/訊 息 的 流 程 ， 包 括 下
列文件類別：
• 採購及貨物相關文件（例如：採購訂單、發票等）
• 安排托運程序文件（例如：提單、空運主 /分運單等）
• 本地運輸文件（例如：到貨通知、送貨指示、接收 紀錄
等）
• 檢查、保險及跟單信用證（例如：檢驗安排通知、保單
等）
• 本地貿易服務發票及付款文件（例如：付款指示、付款
確認書等）
 公司系統的規格及其與市場上常用的不同系統的相容性和存取
層級
 公司系統的選擇和通用語言，以便與市場上常用的不同系統配
合使用
 各類電子文件和技術的相關法律責任和風險
 物 流 業 常 用 的 電 子 文 件/訊 息 交 換 標 準 、 格 式 和 技 術 的 優 缺
點，例如
• 電子數據交換
• 可擴展標示語言(XML)
• 數碼貿易運輸網絡等(DTTN)

6.2

制定相關單位之間的電子訊息處理流程
 根 據 企 業 日 常 物 流 作 業 的 情 況 ， 評 估 各 類 相 關 文 件 /訊 息 的 電
子化對公司整體業務上的影響
 根 據 評 估 的 結 論 ， 分 析 各 類 文 件/訊 息 的 電 子 化 需 求 及 與 現 行
的電子文件/訊息流程的關係
 根 據 各 類 文 件/訊 息 的 電 子 化 需 求 ， 以 及 各 相 關 商 業 夥 伴 的 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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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7. 評核指引

8. 備註

定 需 求 ， 評 估 各 類 電 子 文 件/訊 息 流 程 方 案 的 適 用 性 ， 從 而 設
計公司的電子文件/訊息處理流程
推廣一站式系統，提高整體效率及避免跨 部門工作重複
使用一個資料庫和數據以達到資料的一致性
分析與不同公共運輸系統的資料交換的可選解決方案
為 不 同 類 型 的 資 料 和 公 司 的 性 質/規 模 建 立 多 種 解 決 方 案 和 選
項
設置適當的保護系統並計劃盡量減少從開放到多個目的地的風
險

檢討數據流的成效
 檢討數據流的成效
 建立關鍵績效指標來衡量結果
 找出能影響相關單位之間數據流成效的因素
 建立快速修復系統和長期發展以糾正這種情況
 提出能改善相關單位之間數據流成效及效率的建議
 設置並定期進行定期審查，以確保資料的一致性和效率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根據公司的實際 情況 和各相關商業夥 伴的 特定要求，分析 各類 文
件 / 訊 息 的 電 子 化 需 求 ， 設 計 相 應 的 電 子 文 件/訊 息 處 理 流 程 ， 提
高物流作業和處理各類相關文件/訊息流程的效率

(ii)

能夠根據關鍵績效指標檢討數據流的成效，並提出改善的建議

此能力單元參照物流業能力單元 LOCUEL404A 及 LOCUEL409A ，資
歷級別由第 4 級修訂為第 5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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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物流」職能範疇 能力單元
1. 名稱

建立以空運服務為基礎的第四方物流網絡 (行業發展及需要)

2. 編號

LOAFEL501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有關空運的企業或第四方物流服務企業。具此能力
者，能在網絡上提供連結不同商業夥伴及客戶的服務，並建立電子網絡
平台作第四方物流服務(行業發展及需要)。

4. 級別

5

5. 學分

6(僅供參考)

6. 能力

表現要求
6.1

瞭解建立第四方物流相關知識
 第四方物流的概念及功能
 商業夥伴、客戶及未來客戶在電子商貿及電子物流運作的需
要
 商業夥伴、客戶及未來客戶所使用的軟件、訊息傳遷模式、
報表及文件形式的共容性
 監管機構在航空貨運業務運作的標準及程序
 資訊科技及電子商貿的發展
 能評估不同方案的可行性
 網絡平台作為競爭工具、保留及增加客戶的功能等

6.2

制定第四方物流的服務平台
 評估不同方案對商業夥伴、客戶及未來客戶所使用的軟件、
訊息傳遷模式、報表及文件形式的共容性
 建立工作小組促進各成員對物流需要與溝通
 為所有利益相關者建立持續回饋機制，以收集最新的需求的
市場變化
 評估不同方案對商業夥伴、客戶及未來客戶所使用的軟件、
訊息傳遷模式、報表及文件形式的共容性
 建立工作小組促進各成員對物流需要與技術支援的溝通
 建立渠道把客戶的需要與網絡設計工程師溝通
 按發展策略所定立要求，執行及監管建立物流 網絡平台計劃
 為所有利益相關者建立持續回饋機制，以收集最新的需求和
市場變化
 根據公司和客戶的需求建立關鍵績效指標，並向相關的利益
相關者制定新的 關鍵績效指標建議
 開發自動化以提高第四方物流事務的效率
 開發數據集成，以實現事務和狀態的可見性和透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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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物流」職能範疇 能力單元

7.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8. 備註

能按發展策略所定立要求，統籌企業內或顧問公司的資訊科技
及物流專業人士，建立可行及適合市場發展的第四方物流平
台，並提供合適的服務及連繫，保持商業夥伴關係或提供具價
值的增值服務

此能力單元是由物流業能力單元 LOAFEL501A 分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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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智慧物流」職能範疇 能力單元
1. 名稱

建立以空運服務為基礎的第四方物流網絡 (資訊科技)

2. 編號

LOAFEL502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有關空運的企業或第四方物流服務企業。具此能力
者，能在網絡上提供連結不同商業夥伴及客戶的服務，並建立電子網絡
平台作第四方物流服務。

4. 級別

5

5. 學分

6(僅供參考)

6. 能力

7. 評核指引

表現要求
6.1

瞭解建立第四方物流相關知識
 第四方物流的概念及功能
 第四方物流發展的體制及技術的需要
 硬體的要求及第四方物流行業軟體需求應用
 交易中其他利益相關方的資訊科技需求，以進一步加強系統
和集成
 行業、商業夥伴、監管機構及客戶的需要
 資訊科技及電子商貿的發展
 評估不同方案的可行性
 不同方案網絡平台的利弊
 第四方物流網絡所需的軟件、硬件、聯繫方法、保安、技術
及管理模式

6.2

制定第四方物流的服務平台
 建立工作小組促進各持份者對物流需要的溝通
 建立渠道把客戶的需要與網絡設計工程師溝通
 按發展 策略 所定 立要 求，執 行及 監管 建立 物流網 絡平 台計
劃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8. 備註

能按發展 策略所定立要求，統籌企業內或顧問公司的資訊科技
及物流專業人士，建立可行及適合市場發展的第四方物流平
台，並提供合適的服務及連繫，保持商業夥伴關係或提供 具 價
值的增值服務

此能力單元是由物流業能力單元 LOAFEL501A 分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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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物流」職能範疇 能力單元
1. 名稱

建立以空運服務為基礎的第四方物流網絡 (集成行業需要和科技發展)

2. 編號

LOAFEL503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有關空運的企業或第四方物流服務企業。具此能力
者，能在網絡上提供連結不同商業夥伴及客戶的服務，並建立電子網絡
平台作第四方物流服 務。

4. 級別

5

5. 學分

6(僅供參考)

6. 能力

7. 評核指引

表現要求
6.1

瞭解建立第四方物流相關知識
 資訊科技及電子商貿的發展
 監管機構在航空貨運業務運作的標準及程序
 第四方物流服務的關鍵績效指標要求，與當前或新技術集成
 可能或直接有益於第四方物流服務集成的市場更新和新技術
開發的來源

6.2

制定第四方物流的服務平台
 建議建立第四方物流網絡平台的不同方案，配合當行行業發
展需要
 建立工作小組促進行業持份者對物流需要與技術專家的溝通
 建立渠道把客戶的需要與網絡設計工程師溝通
 按發展策略所定立要求，執行及監管建立物流網絡平台計劃
 根據行業最新發展向相關的行業制定新的關鍵績效指標建議
 開發自動化以提高第四方物流商業流程
 開發數據集成，以實施流程的可見性和透明性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8. 備註

能按發展策略所定立要求，統籌企業內或顧問公司的資訊科技
及物流專業人士，建立可行及適合市場發展的第四方物流平
台，並提供合適的服務及連繫，保持商業夥伴關係或提供具價
值的增值服務

此能力單元是由物流業能力單元 LOAFEL501A 分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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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智慧物流」職能範疇 能力單元
1. 名稱

評估航空貨運流程全程訊息化的可行性

2. 編號

LOAFEL504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有關空運的企業。具此能力者，在以現代電子訊息系
統管理方式監控物流運作時，由企業管理人員制定作業控制計劃；並在
物流運作中，有效地掌握有關訊息，以配合企業的營運政策。

4. 級別

5

5. 學分

6(僅供參考)

6. 能力

表現要求
6.1

瞭解航空貨運業訊息化控制的相關知識
 企業航空貨運的流程
 行業及監管機構對訊息化的推動及趨勢
 企業的合作夥伴、客戶、同業、監管機構、官檢方機構等處
理電子訊息的能力及方式
 流程中企業內部各單位及各級別員工的訊息發放、接收、交
換、存有、轉化等操作
 流程中企業外部各機構及客戶的訊息發放、接收、交換、存
有、轉化等操作
 有關訊息傳遞及處理的電子訊息系統的功能，如內聯網、互
聯網、電話網絡等
 網絡平台的概念
 基本電子訊息系統的保安概念
 利用不同方式傳遞作業訊息的成本效益
 管理學中訊息控制的概念

6.2

制定航空貨運運作全程訊息化計劃
 評估各程序的訊息處理電子化的可行性
 與企業內部或承辦的電子工程人員溝通，並成立專責小組處
理，以獲取技術支援
 評估各程序的訊息對航空貨運運作監控的重要性，並列出次
序，制定優先或重點處理安排
 評估各程序的訊息處理電子化的成本效益
 撰寫計劃書，推行航空貨運流程全程訊息化控制
 評估各程序的訊息處理電子化的成本效益
 制定各運作環節在訊息處理電子化的標準運作程序
 撰寫計劃書，推行航空貨運流程全程訊息化控制
 設計合適的培訓予企業員工
 提供合適的發佈及工作坊予客戶及有關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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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物流」職能範疇 能力單元
7. 評核指引

8. 備註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為空運有關的企業，進行流程上的分析，並掌握其中的訊息
收放及處理的環節及流程

(ii)

能建立有效的訊息收放及處理電子化系統，並能編組各訊息的
收放及處理流程

此能力單元是由物流業能力單元 LOAFEL502A 分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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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智慧物流」職能範疇 能力單元
1. 名稱

制定航空貨運流程全程訊息化控制計劃

2. 編號

LOAFEL505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有關空運的企業。具此能力者，在以現代電子訊息系統
管理方式監控物流運作時，由企業管理人員制定作業控制計劃；並在物流
運作中，有效地掌握有關訊息，以配合企業的營運政策。

4. 級別

5

5. 學分

6(僅供參考)

6. 能力

7. 評核指引

8. 備註

表現要求
6.1

瞭解航空貨運業訊息化控制的相關知識
 企業航空貨運的流程
 行業及監管機構對訊息化的推動及趨勢
 企業的合作夥伴、客戶、同業、監管機構、官方機構等處理電
子訊息的能力及方式
 流程中企業內部各單位及各級別員工的訊息發放、接收、交
換、存有、轉化等操作
 流程中企業外部各機構及客戶的訊息發放、接收、交換、存
有、轉化等操作
 有關訊息傳遞及處理的電子訊息系統的功能，如內聯網、互聯
網、電話網絡等
 網絡平台的概念
 基本電子訊息系統的保安概念
 管理學中訊息控制的概念

6.2

制定航空貨運運作全程訊息化計劃
 把企業航空貨運運作程序的訊息傳遞編成流程圖表
 與企業內部或承辦的電子工程人員溝通，並成立專責小組，共
同商討訊息化計劃
 制定各運作環節在訊息處理電子化的標準運作程序
 撰寫計劃書，推行航空貨運流程全程訊息化控制
 設計合適的培訓予企業員工
 提供合適的發佈及工作坊予客戶及有關機構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為空運有關的企業，進行流程上的分析，並掌握其中的訊息收放
及處理的環節及流程

(ii)

能建立有效的訊息收放及處理電子化系統，並能編組各訊息的收放
及處理流程

此能力單元是由物流業能力單元 LOAFEL502A 分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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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智慧物流」職能範疇 能力單元
1. 名稱

制定以空運為基礎的第四方物流策略

2. 編號

LOAFEL601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有關空運的企業。具此能力者，在網絡上提供連結不
同商業夥伴及客戶的服務時，能制定發展及提升自己為第四方物流服務
的策略。

4. 級別

6

5. 學分

9(僅供參考)

6. 能力

表現要求
6.1

瞭解建立第四方物流相關知識
 第四方物流的概念及功能
 行業、商業夥伴及客戶的需要
 資訊科技及電子商貿的發展
 資訊科技、網絡平台及電子商貿的電子保安發展
 商業夥伴、客戶及未來客戶所使用的軟件、訊息傳遷模式、
報表及文件形式的共容性
 客戶與其他行業、機構及政府部門的聯繫及活動
 發展第四方物流，人才、資金、體制及技術等的需要
 第四方物流服務的成本結構和銷售策略
 第四方物流如何降低成本和整合資源以提供服務
 第四方物流服務客戶的好處和其他有形和無形的節約
 其他管理工具，包括公司針對市場競爭的第四方物流服務 、
信息資源、管理資源和資本規模
 資訊科技設施外包和公司所有權發展的利弊

6.2

制定第四方物流的策略
 評估第四方物流網絡平台的可行性
 企業建立網絡平台的利弊
 網絡平台作為競爭工具、保留及增加客戶的功能
 建立各類與業內及業外聯繫的服務運作流程
 評估客戶應用的傾向及一些特定服務的需要
 評估第四方物流網絡平台對主要空運業務的收益、擴大市場
佔有率及市場領導能力的成本效益分析
 決定策略及選取可行方案
 制定落實執行的計劃及時間表，組織工作小組，尋求技術支
援
 分析引入參與夥伴的可能性
 撰寫計劃書，闡釋發展第四方物流平台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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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智慧物流」職能範疇 能力單元
 開發新的工作流程和技術，以提高精益應用、機器人物流等
效率和成本
 所有利益相關方之間的數據和系統集成選項，以最大限度地
實現數據整合和沒因共享一個數據庫而產生的錯誤
 通過關鍵績效指標管理開發第四方物流交易的自動化，以確
保合規性並密切監控績效
7.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為空運有關企業，建立可行及適合市場發展的第四方物流平
台，並提供合適的服務及連繫，保持商業夥伴關係或提供具價
值的增值服務

(ii)

能建立第四方物流平台作為有效的市場競爭工具，以使企業擁
有市場的領導地位

(iii)

能撰寫計劃書，闡釋及分析有關建立第四方物流平台的可行性

8.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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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職業安全及健康」職能範疇能力單元
1. 名稱

搬運散貨

2. 編號

LOCUSH106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不同的物流公司。具此能力者，能於物流業工作地
點，正確應用人力提舉及搬運的方法。

4. 級別

1

5. 學分

3(僅供參考)

6. 能力

7. 評核指引

表現要求
6.1

瞭解人力搬運安全的基本知識
 體力處理操作指引的內容
 體力與適當休息的關係
 明白人力提舉及搬運的正確方法
 認識不正確提舉及搬運的影響
• 對腰背及身體的影響
• 人力提舉受傷的成因
 認識能幫助處理及提舉貨物的機械或工具如何使用並瞭解使
用不當所帶來的影響

6.2

進行人力搬運散貨
 檢查貨物的類型、大小及重量
 檢查貨物外部情況是否適合人力搬運
 掌握合適的移動路線
 掌握所需要輔助工具或防護裝備
 正確地應用人力提舉及搬運的方法
 穿著合適的工作衣服及配戴防護裝備提舉及移送貨物
 運送時把貨物重心放近身體
 執行貨物交傳、搬運轉向、提舉放下等動作的正確步驟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正確及安全地運用人力、機器或工具搬運散貨

8.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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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職業安全及健康」職能範疇能力單元
1. 名稱

執行體力處理操作的安全步驟

2. 編號

LOCUSH201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各類物流公司的操作人員。具此能力者，於物流業工
作地點，能作出評估並正確地進行體力處理操作，如應用人力提舉搬運
方法，從而避免對身體造成傷害。

4. 級別

2

5. 學分

3(僅供參考)

6. 能力

7. 評核指引

表現要求
6.1

認識體力處理操作的知識
 認識有關體力處理操作及人力提舉及搬運的正確姿勢和方法
 不正確體力處理操作的影響
• 對腰背及身體的影響
• 對精神健康的影響
• 人力提舉受傷的成因
• 基本腰背護理知識
 如何使用機械或工具幫助體力處理操作，如處理及提舉貨物
 瞭解體力處理操作的方法及重點
 瞭解體力處理操作指引的內容
 瞭解體力操作與適當休息的關係

6.2

體力處理操作安全方法的應用
 瞭解體力處理操作的姿勢及動作，如力度、重複性
 如要提舉重物：
• 檢查貨物的類型、大小及其重量
• 檢查貨物的外觀是否可以安全地提舉
• 正確地應用人力提舉及搬運方法
 掌握輔助工具或防護裝備的需要
 瞭解個人身體狀況、身上衣服及工作環境是否適合進行體力處
理操作
 評估個人體質是否適合進行體力處理操作
 能掌握個人體力處理操作所存在的風險
 應用合適的防護裝備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夠明白應 體力處 理 操作 方法 的重要， 能 正確地檢查貨物， 選 用
合適的工具及裝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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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及健康」職能範疇能力單元
(ii)

能夠正確應 用 體力 處 理操作評估 方法， 評 估 操作 風險， 避免 對 身
體造成傷害

8.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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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職業安全及健康」職能範疇能力單元
1. 名稱

執行物流業職業安全及健康的預防措施

2. 編號

LOCUSH202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各有關物流的公司。具此能力者，能明白工地的特點
和限制，實施關於職業安全及健康的預防方法，以保障職業安全及避免
意外發生。

4. 級別

2

5. 學分

3(僅供參考)

6. 能力

表現要求
6.1

認識一般物流業的職業安全及健康預防的基本知識
 物流業內各級人員的安全責任，包括在法律方 面的責任
 物流工作的安全程序
 一般物流工作常用的個人保護設備的正確使用方法，例
如：
• 安全帽/安全頭盔
• 護眼用具
• 聽覺保護用具
• 手部防護用具
• 安全帶
• 安全鞋
• 防護工作服
• 反光衣等
 職業安全及健康的預防方法，瞭解當中的潛在危險及可能出
現的事故
 物流業工作地點的環境及限制，其中包括：
• 高空工作
• 處理危險品
• 高噪音
• 生物性危害
• 高濕度及溫度等

6.2

執行職業安全及健康的預防措施
 識別工作地點的職安健風險及危害
 按安全法例要求及工作指引，執行一般職業健康及安全的預
防方法，使進行物流業有關工作時，能保障職業安全及健
康，避免意外發生。預防措施例如：使用合適的個人防護裝
備或安全設備，佩帶合適安全帶、危險品處理、環境衛生等
 對工作地點安全措施提供意見及參與安全小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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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及健康」職能範疇能力單元



7. 評核指引

在授權下使用機械及器材
若發覺風險過高，適時向上級匯報
若有危害情況，向上級及其他工作人員報告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夠按法例要求及安全工作指引，執行一般職業安全及健康的
預防措施，以保障職業安全及健康

8.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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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職業安全及健康」職能範疇能力單元
1. 名稱

執行密閉空間的安全操作

2. 編號

LOCUSH203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物流業內涉及密閉空間工作地點的公司。具此能力者
能掌握密閉空間內的安全操作程序和措施，確保在密閉空間內的工作安
全及健康。

4. 級別

2

5. 學分

3(僅供參考)

6. 能力

7. 評核指引

表現要求
6.1

認識密閉空間的安全操作基本知識
 物流業內各級人員的安全責任
 物流業內的主要密閉空間工作地點，即任何被圍封的地方，
而基於其被圍封的性質，會產生危險，例如：密室、船艙、
機艙、躉船、壓力容器、貨櫃/載具
 在不同密閉空間進行工作時的風險，以及其相應所需的個人
保護設備和安全操作措施
 在特定的密閉空間工作所需要的工作許可證
 若出現意外時的相應應變計劃/措施

6.2

執行密閉空間的安全操作
 懂得在物流業內的密閉空間進行工作前，因應個別工作類型
的密閉空間的情況，掌握在該密閉空間的安全情況和風險
 懂得因應風險評估的結果，決定是否適合在該密閉空間內工
作，或選擇足夠和合適的保護設備
 在密閉空間內進行工作的人員，必須與外面的工作人員保持
聯繫，確保在密閉空間內人員的安全
 若遇上意外時，執行特定的拯救程序，在安全的情況下，採
取相應的應變措施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夠按個別的物流業密閉工作空間，掌握其風險，執行密閉空
間安全操作

8.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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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職業安全及健康」職能範疇能力單元
1. 名稱

使用叉式剷車搬運的安全步驟

2. 編號

LOCUSH204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使用叉式剷車的物流公司及工作的相關單位。具此能
力者，在使用叉式剷車搬運貨物時，確保搬運的安全。

4. 級別

2

5. 學分

6(僅供參考)

6. 能力

7. 評核指引

表現要求
6.1

認識叉式剷車操作的基本知識
 操作叉式剷車的相關法例要求
 有關叉式剷車的特性，如最高伸延、轉向半徑、避震、負
重、重心等
 安全操作叉式剷車的基本原理 和步驟
 叉式剷車作業範圍的潛在危險
 叉式剷車的操作前檢查、駕駛、堆卸、泊車及能源補充或充
電程序
 操作叉式剷車的場地的特性、安全要求，如船上、躉船、貨
站等

6.2

安全操作叉式剷車作搬運工作
 確保叉式剷車由受過訓練和合資格的人員操作
 確保所有附加配件必須依照廠商的指示裝配及正確使用
 在操作機械設備前，操作員應依照檢查清單進行檢查，以確
保該設備在良好工作狀態，如發現故障，應立刻向主管報告
 調校合適的叉剷角度
 在載貨前估計貨物重量及負重重心，切勿超載
 留意在平路和坡道操作叉式剷車的安全須知
 駕駛叉式剷車時，應留意場地的交通、行人、設施及其他作
業情況
 掌握操作叉式剷車的交通指示及警告標示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夠確保叉式剷車由合資格的人員操作，並嚴格遵守安全操作
步驟，確保搬運工作時的安全

8. 備註

5-384

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職業安全及健康」職能範疇能力單元
1. 名稱

執行車輛載貨守則

2. 編號

LOCUSH205B

3. 應用範圍

此 能力 單 元 適用 於 各 進 行車 輛 載 貨的 物 流 公 司、 貨 運 公司 等 。 具 此能
力者，能於陸路貨車運輸時，執行車輛載貨守則。

4. 級別

2

5. 學分

6(僅供參考)

6. 能力

7. 評核指引

表現要求
6.1

瞭解貨車運輸的基本知識
 公司、貨車車主和貨車司機等單位的相關法律責任
 有關貨車的載重計算方法和限制
 有關當局所制定的相關貨車載貨守則及內容指引
 認識貨車超載可能構成的危險

6.2

執行車輛載貨守則
 確保由合資格人士操控貨車
 確保貨車沒有超載、超重或超出載貨高度限制
 確保貨物能按有關指引均勻地分佈在貨車上，以免在運送途
中發生意外
 若 運 送 特 別 的 貨 物 時 （ 例 如 ： 特 大 的 貨 物 ）， 必 須 由 合 適 和
特別設計的貨車運送，要附加設施或警告，並按法例要求預
先取得相關許可證，方可運送
 按照有關載貨守則，把貨物安全穩固地放置或繫緊於貨車
上，以免在運送途中意外鬆脫或跌出
 若運送貨櫃，必須確保貨櫃安全及穩固地放置在貨櫃車上，
加以上鎖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確保嚴格遵守有關當局制定的貨車載貨指引，把貨物安 全 穩
固地放置在貨車上，並確保貨車沒有超重或超高，保障運 送 過
程的安全

8.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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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職業安全及健康」職能範疇能力單元
1. 名稱

執行貨物安全堆疊守則

2. 編號

LOCUSH206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各物流公司。具此能力者，能於各貨品堆疊作業時，
嚴格遵守安全作業守則，確保作業安全。

4. 級別

2

5. 學分

3(僅供參考)

6. 能力

7. 評核指引

表現要求
6.1

認識貨品堆疊的基本知識
 不同類型貨品（例如：危險品）的堆疊要求
 在不同環境下（例如：貨櫃內、貨車上等），貨品堆疊的要求
 職業安全及健康有關的人力勞動指引
 使用機械或工具幫助處理及堆疊貨物
 堆疊貨物工序及注意事項，如重貨與輕貨的堆疊安排、同樣
大小貨物的堆疊
 堆疊及分隔貨物的輔助器具，如木板、綑繩、墊料等

6.2

執行貨品安全堆疊守則
 因應不同物流場地或貨物類別，選用合適的堆疊方式，如貨
櫃盡可能保持橫放在躉船上，並能按貨物重量、大小等特
性，安排貨物堆疊位置及先後次序
 留意工作環境是否適合堆疊貨物
 因應貨物包裝及其承受力，考慮堆疊的層數
 裝載貨櫃時，貨物須盡量堆放緊密或穩固，貨物各部份都要
用適當的綑繩繫緊在貨櫃或貨車內的固定點，以防止移動
 危險品貨櫃應存放於特定區域，並且避免互不相容的危險物
質混合堆放
 使用適合的工具幫助堆疊貨物
 執行適當的職業安全措施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在堆疊貨品時，嚴格遵守在不同情況下，堆疊不同類型貨品時
的安全作業守則，確保作業安全

8.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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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職業安全及健康」職能範疇能力單元
1. 名稱

執行車輛安全起卸貨物守則

2. 編號

LOCUSH207B

3. 應用範圍

此 能力 單 元 適用 於 各 使 用貨 車 作 貨物 起 卸 的 物流 公 司 或貨 運 公 司 。具
此 能力 者 ， 能按 安 全 守 則及 運 作 指引 ， 安 全 地執 行 車 輛起 卸 貨 物 的工
作。

4. 級別

2

5. 學分

6(僅供參考)

6. 能力

7. 評核指引

表現要求
6.1

認識車輛安全起卸貨物的基本知識
 瞭解物流工作地點的起卸區安排
 瞭解使用的貨車類別、載重、特性及所附起卸工具
 起卸貨物的安全守則及工序
 所起卸貨物的類別及特性
 各類別貨物於起卸時應注意的事項
 起卸貨物所潛在的風險

6.2

車輛安全起卸貨物的執行
 按安全守則及運作指引，執行車輛安全起卸貨物工作
 留意工作環境如斜坡、行人道或狹窄環境等，並執行相應措
施
 執行安全措施，保持車輛在起卸時的穩定性，如手掣、楔子
的使用等
 按程序及安全指引操控起卸工具，如吊臂、起重機
 留意途人或其他作業工人的安全
 留意起卸後貨物的堆疊情況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按公司運作程序及安全守則，安全地執行車輛起卸貨物工
作，使物流運作安全及有效地進行

8.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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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職業安全及健康」職能範疇能力單元
1. 名稱

執行貨場內的車輛運輸及交通安全工作

2. 編號

LOCUSH208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 單元 適用 於各 物流公 司。 具此 能力 者，能 按照 公司 的指 引及法
例要求，執行有關工作場所的車輛運輸及交通安全工作。

4. 級別

2

5. 學分

6(僅供參考)

6. 能力

7. 評核指引

表現要求
6.1

認識工作場所車輛運輸及交通安全的基本知識
 瞭解由監管機構發出的工作場所車輛運輸及交通安全工作守
則或指引及相關法例
 瞭解物流場地車輛運輸所帶來的潛在風險
 工作場所進行的物流工作及其工序
 交通規則及不同形式的交通安排

6.2

工作場所車輛運輸及交通安全的執行
 掌握工作場地的使用，如分隔重道與其他作業區及有關物流
作業流程
 掌握日常物流及車輛運作，安排適當的措施，如利用警告
牌、交通指示、分隔作業區、限制進出等
 提供足夠照明及空間予車輛運作
 根據上級的指示，安排人手進行交通指揮
 執行交通指揮及進出限制
 能因應交通情況，按指引使用不同方法控制場內交通
 記錄交通數據，如車輛流量、停留時間、排隊情況等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按公司運作程序，有效地執行物流場所的車輛運輸及交通安
全措施，使物流運作安全地進行

(ii)

能因應交通情況，根 據上級的指示，作出相應的交通安排或指
揮操控

8.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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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職業安全及健康」職能範疇能力單元
1. 名稱

處理一般工業意外

2. 編號

LOCUSH302B

3. 應用範圍

此 能力 單 元 適合 於 不 同 的物 流 公 司。 具 此 能 力者 ， 於 有關 物 流 業 的工
作 地點 ， 當 意外 發 生 時 ，根 據 公 司定 下 的 守 則及 應 變 措施 ， 按 意 外的
嚴重性及即時風險作出適當的處理及支援。

4. 級別

3

5. 學分

6(僅供參考)

6. 能力

7. 評核指引

表現要求
6.1

瞭解物流業常見的工業意外
 一般工業意外的類別及成因，工業意外類別包括：人體下
墮、壓傷、觸電、火警、灼傷、氣體中毒 、爆炸、撞擊受傷
及體力處理操作受傷等
 物流業工作流程中，較高出現的意外及其成因
 一般工業意外的相應處理及預防方法，例如：防護措施、工
作指引、工作許可證制度、緊急處理措施、安全管理制度、
職業健康及安全計劃、個人防護設施等
 公司定下的緊急應變措施，如：消防設備及急救箱位置、緊
急逃生路徑

6.2

處理一般工業意外
 在意外發生時，能蒐集相關資訊，瞭解意外嚴重性及即時風
險，夠根據公司定下的守則作出適當的決定
 懂得在現場處理一般工業意外，包括一些簡單應變措施，並
向管理層作適時匯報
• 即時內部處理
• 送院求醫
• 報警處理
• 緊急疏散等
 根據公司定下的指引，處理現場事項，如 實呈報、填寫紀錄
等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夠瞭解一般工業意外的類別及物流業工作流程中較高出 現 的
意外及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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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職業安全及健康」職能範疇能力單元
(ii)

能夠在熟悉的工作環境下，當意外發生時，根據根據公司 定 下
的守則及應變措施，按意外的嚴重性及即時風險，作出適 當 的
處理及安排

8.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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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職業安全及健康」職能範疇能力單元
1. 名稱

執行物流業職業安全及健康的管理系統

2. 編號

LOCUSH303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各物流業企業及單位。具此能力者，在執行職業安全
工作方面，能有效地執行企業的職業安全及健康管理系統。

4. 級別

3

5. 學分

6(僅供參考)

6. 能力

表現要求
6.1

瞭解職業安全、健康系統的基本知識
 基本職安健知識及其應用
 物流業內各級人員的安全責任，包括在法律方面的責任
 物流業場地潛在的職安風險及提出補救措施
 公司物流運作有關環節及工作地點
 公司的職業安全及健康管理系統及提出改善建議
 物流運作的有關環節及工作地點，所需執行的職安健事宜

6.2

執行職業健康、安全管理系統
 按職業健康安全管理系統所訂下的程序及指引，進行不同 方
面的措施，如安全視察、個人防護、預防措施，以提供安全
工作環境
 給員工提供足夠資源、資訊及訓練
 按不同職級，進行不同層次的工作，如操作、督導、檢查、
記錄、處理危急事情等
 執行公司的職業安全及健康管理系統，其中包括：
• 貫徹管理系統的目標
• 組織管理委員會進行定期的檢討
• 執行管理系統機制
• 執行監管機制
• 提供回應制度
• 為新入職的員工提供職業健康及安全管理系統方面的
培訓
• 支援安全委員會與工作小組工作
 能運用基本職業安全管理知識，在場地上進行職業安全及健
康管理工作，以減少意外發生，管理事項包括：
 巡查工地安全
 檢查防護措施
 評估基本風險
 跟進意外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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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職業安全及健康」職能範疇能力單元
 協助推行安全推廣項目
 執行工作危害分析
 組織相關小組會議等
7.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按照公司的職業安全及健康管理系統的目標及程序，進行不
同的工作，確保符合職安健相關法例的要求，以及員工在進行
工作時的健康和安全

8.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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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職業安全及健康」職能範疇能力單元
1. 名稱

執行危險品的安全運輸

2. 編號

LOCUSH304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各與危險品付運有關的物流公司。具此能力者，在進
行危險品的安全運輸時，確保危險品運輸的安全性。

4. 級別

3

5. 學分

6(僅供參考)

6. 能力

7. 評核指引

8. 備註

表現要求
6.1

瞭解危險品安全運輸的基本知識
 認識危險品的分類、特性
 認識國際認可的各類危險物品的符號、標籤、標示
 認識運輸各類危險品所需的相關程序
 運輸各類危險品所需的相關文件和法例要求
 在運輸危險品時，若出現意外的相應應變計劃及措施
 運輸各類危險品的考慮因素，其中包括：運載時間、地理環
境、岸上支援等
 運輸各類危險品的安全措施、設施及事故處理步驟
 運輸危險品的培訓及所具備的資格及牌照

6.2

執行危險品的安全運輸及儲存管理
 以國際海運危險貨物規則為基礎，選擇載運工具及其類型、
路線及人員
 選擇危險貨櫃或貨物在運輸工具的積載位置（例如：船艙底
部、甲板）所能放置的危險品類型及不能放置在一起的危險
品等
 選擇危險貨櫃或貨物在儲存地點的積載位置，如放射物料倉
 處理危險品的文件及記錄危險品的運輸
 遵守運輸危險品場所的安全守則，例如不准吸煙等
 若遇上意外時，向上級通報，並採取有關的應變措施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
(i)

能嚴格遵守運輸危險品的程序和守則，確保危險品在運輸和存
放時的安全

(ii)

若遇上意外時，懂得執行相應的應變計劃/措施

此能力單元是由物流業能力單元 LOCUSH305A 分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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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職業安全及健康」職能範疇能力單元
1. 名稱

執行危險品的儲存管理

2. 編號

LOCUSH305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各與危險品付運有關的物流公司。具此能力者，在進
行危險品的儲存管理工作時，確保危險品貯存的安全性。

4. 級別

3

5. 學分

6(僅供參考)

6. 能力

7. 評核指引

8. 備註

表現要求
6.1

瞭解危險品儲存的基本知識
 認識危險品的分類、特性
 認識國際認可的各類危險物品的符號、標籤、標示
 認識存各類危險品所需的相關程序
 儲存各類危險品所需的相關文件和法例要求
 在儲存危險品時，若出現意外的相應應變計劃及措施
 儲存各類危險品的考慮因素，其中包括：地理環境、岸上支
援等
 儲存各類危險品的安全措施、設施及事故處理步驟
 儲存危險品的培訓及所具備的資格及牌照

6.2

執行危險品的安全運輸及儲存管理
 以國際海運危險貨物規則為基礎，選擇載運工具及其類型、
路線及人員
 選擇危險貨櫃或貨物在運輸工具的積載位置（例如：船艙底
部、甲板）所能放置的危險品類型及不能放置在一起的危險
品等
 選擇危險貨櫃或貨物在儲存地點的積載位置，如放射物料倉
 處理危險品的文件及記錄危險品的存放
 遵守存放危險品場所的安全守則，例如不准吸煙等
 若遇上意外時，向上級通報，並採取有關的應變措施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
(i)

能嚴格遵守儲存危險品的程序和守則，確保危險品在運輸和存
放時的安全

(ii)

若遇上意外時，懂得執行相應的應變計劃/措施

此能力單元是由物流業能力單元 LOCUSH305A 分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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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職業安全及健康」職能範疇能力單元
1. 名稱

執行定期保養物流裝置設備的要求

2. 編號

LOCUSH306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資產性物流公司。具此能力者，在貨運及物流服務工
作上，能按照設備保養計劃，執行設備管理以確保貨運及物流服務質
素。

4. 級別

3

5. 學分

6(僅供參考)

6. 能力

7. 評核指引

表現要求
6.1

瞭解貨運及物流裝置設備的保養的知識
 認識保養對裝置設備的重要性
 認識貨運及物流主要設備的使用與保養及有關法規的要求
 瞭解主要設備，例如搬運、量度、倉儲等設備對貨運及物流
服務質素的影響
 設備採購及其維修保養服務僱用及合約管理的程序及技巧
 制定程序、日程表、工作指引、維修保養紀錄等技巧
 基本統計技術及數據分析

6.2

執行貨運及物流裝置設備保養計劃
 根據設備的維修及保養管理計劃的要求
• 編製維修保養程序及日程表
• 調遣適當的人員及資源進行維修保養工作
• 建立檔案系統，保存維修保養紀錄
 根據使用與保養指引、標準及技術的要求、設備的安全使用
及環保指引等
• 制定工作步驟、記錄格式或表格
• 督導維修保養工作的進行
 管理損壞及故障設備
• 進行損壞及故障調查
• 評估對貨運及物流服務質素的影響
• 根據計劃進行應變或業務恢復措施
 協助修訂維修及保養管理計劃
 協助收集適當的數據，包括維修成本、損壞及故障頻率、服
務質素的影響及公司人員的能力等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夠掌握各貨運及物流設備對服務質素的影響及有關法規的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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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職業安全及健康」職能範疇能力單元
(ii)

能夠有系統地進行維修及保養，以確保貨運及物流服務質素

(iii)

能夠撰寫程序及日程表、工作步驟、記錄格式或表格

(iv)

能夠管理設備損壞及故障，以確保服務持續

8.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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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職業安全及健康」職能範疇能力單元
1. 名稱

執行物流業職業安全及健康的督導工作

2. 編號

LOCUSH402B

3. 應用範圍

此 能力 單 元 適 用 於各 物 流企 業 。 具 此 能力 者 ，能 應 用 安 全 管理 技 巧及
職 業安 全 和 健 康 知識 ， 於物 流 業 工 作 地點 ， 進行 職 安 健 督 導工 作 ，以
符合有關安全法例及工程合約的要求。

4. 級別

4

5. 學分

6(僅供參考)

6. 能力

表現要求
6.1

掌握職業安全及健康督導的概念及技巧
 各級員工在職安健方面的責任
 安全管理的概念及技巧，配合安全督導的工作，其中包
括：
• 一般物流工作場所的施工安全要求
• 意外調查
• 安全審核
• 工地整潔及衛生
• 安全推廣
• 風險評估
• 安全委員會
• 獲取最新的安全法例的渠道及方法等

6.2

執行職業安全及健康督導工作
 評估物流工作場所的職安健風險，找出危害的元素
 協助實施安全政策、措施及程序
 觀察工作人員是否跟隨法例及指引作業
 調查工作意外及事故，進行危害分析
 組織管理委員會進行定期的檢討
 回應其他人士提供的安全及健康意見
 獲取最新資訊及法例改動的內容
 即時糾正錯誤作業及作出補救
 闡釋不跟隨所產生的可能事故及其嚴重程度
 記錄巡查工作及觀察結果
 向工作人員提供有效訊息
 進行有效的職安健諮詢工作
 定期提供職安健報告及意外事故數據
 與安全委員會及工作小組合作
 按公司訂立的職權安排，對違規的員工予以警告或懲處、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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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及健康」職能範疇能力單元
議或安排培訓
 記錄及獎勵遵守職安健守則的員工
7.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夠按有關 安全法例及合約要求，運用安全管理技巧及 職 安 健
知識，執行職安健督導工作

8.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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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職業安全及健康」職能範疇能力單元
1. 名稱

執行工作場所安全管理

2. 編號

LOCUSH403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各物流企業。具此能力者，能於物流工作場所內進行安
全管理工作，使工業意外及工作場所的風險減低。

4. 級別

4

5. 學分

6(僅供參考)

6. 能力

7. 評核指引

表現要求
6.1

瞭解工作場所安全管理相關知識
 工作場所安全管理的概念
 有關職安健法例、監管機構指引及行業標準
 工作場所所進行的物流活動及工序
 工序所使用的物料、機械、設施、設備及工具等
 工作場所各員工的責任
 工作場所安全管理的方法，如五常法、風險管理等

6.2

執行工作場所安全管理
 安排適當數量的安全主任或工作人員
 安排適當數量能施行急救的人員在工作場地
 安排適當及足夠的防護裝備及設施
 進行工作前後的集體匯報
 巡查工作地點的環境是否安全，如照明、空氣流通
 巡查工作地點的警告牌、走火指示是否足夠
 巡查工作地點的安全設施及設備是否適當，如圍欄、扶梯等
 進行一般安全檢視
 訂立標準工序，讓員工跟隨
 按公司運作程序或指引，進行整頓及整理的工作
 建立工作場所員工的安全文化
 規劃及執行有關的安全演習
 收集員工在職安健方面所提供的日常數據及意見
 撰寫日常安全管理工作指引或程序，使員工能有效地執行工作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安排足夠的人力、設備及設施，按有關職安健法例、監管機構指
引，有效地執行工作場所安全管理

(ii)

能撰寫日常安全管理工作指引或程序，使員工能安全及有效地執行
工作

8.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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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職業安全及健康」職能範疇能力單元
1. 名稱

評估及執行物流職業安全及健康的管理系統

2. 編號

LOCUSH404B

3. 應用範圍

此 能力 單 元 適 用 於各 物 流業 企 業 及 單 位。 具 此能 力 者 ， 能 評估 及 執行 物
流企業的職業安全及健康管理系統。

4. 級別

4

5. 學分

6 (僅供參考)

6. 能力

7. 評估指引

表現要求
6.1

瞭解職業安全及健康系統的基本知識
 公司的職業安全及健康管理系統
 物流運作的有關環節及工作地點，所需執行的職安健事宜
 在物流業場地上的職安健系統及其應用
 認識物流業場地潛在的職安風險

6.2

評估職業安全及健康的管理系統
 執行公司的職業安全及健康管理系統，其中包括：
 貫徹管理系統的目標
 組織管理委員會進行定期的檢討
 執行管理系統機制
 執行監管機制
 提供回應制度
 為新入職的員工提供職業健康及安全管理 系統方面的培訓
 支援安全委員會與工作小組工作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
(i)

能分析物流企業的職業安全及健康的管理系統

(ii)

能評估及執行物流企業的職業安全及健康的管理系統

8.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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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職業安全及健康」職能範疇能力單元
1. 名稱

改善物流職業安全及健康的管理系統

2. 編號

LOCUSH405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各物流業企業及單位。具此能力者，在執行職業安
全工作方面，能有效地改善企業的職業安全及健康管理系統。

4. 級別

4

5. 學分

6 (僅供參考)

6. 能力

7. 評估指引

表現要求
6.1

瞭解職業安全及健康系統的基本知識
 公司的職業安全及健康管理系統
 物流運作的有關環節及工作地點，所需執行的職安健事宜
 在物流業場地上的職安健系統及其應用
 物流業場地潛在的職安風險

6.2

改善職業安全及健康的管理系統
 改善公司的職業安全及健康管理系統，其中包括：
 定期檢討管理系統的機制和目標
 檢討及改善監管機制
 檢討回應制度
 為新入職的員工提供職業健康及安全管理系統方面的培訓
 支援安全委員會與工作小組工 作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
(i)

能 運 用 職 業 安 全 及 健康 系 統 的 基 本 知 識 ，能 改 善 職 業 安 全 及 健
康的管理系統，並定期檢討及改善管理系統

8.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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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職業安全及健康」職能範疇能力單元
1. 名稱

制定物流業職業安全及健康的管理系統

2. 編號

LOCUSH501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物流企業的管理人員。具此能力者，能應用職業安全
及健康知識，制定物流業的職業安全及健康管理系統。

4. 級別

5

5. 學分

9(僅供參考)

6. 能力

7. 評核指引

表現要求
6.1

瞭解職業安全及健康管理相關知識
 物流業內各級人員的安全責任，包括在法律方面的責任
 職業安全及健康管理系統的元素、關連及系統運作方式，包
括：
• 管理系統目標
• 監管機制
• 訓練方式
• 緊急應變措施
• 檢討措施等

6.2

制定職業安全及健康管理系統
 按照職安健法例要求，制定職業安全及健康管理系統，工作
包括：
• 撰寫合適的管理系統目標
• 組織管理委員會及訂定職能範圍
• 編製管理系統運作程序
• 設計監管機制
• 編製訓練計劃
• 編製工地危急事項處理措施
• 制定檢討措施

6.3

制定物流業職安健系統的專業處理
 按照有關法例要求及行業特色，有效地制定物流業職業安全
及健康的管理系統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按職安健法例及守則的要求，能夠制定適用於個別物流企業及
工作場所的職業安全及健康管理系統

8.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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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職業安全及健康」職能範疇能力單元
1. 名稱

評估職員安全風險

2. 編號

LOCUSH502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 單元 適用 於各 物流企 業。 具此 能力 者，於 職業 安全 健康 管理工
作上， 能夠 評估 職業 安全風 險； 就未 符合 安全健 康管 理標 準的 工序、
機械保 護和 系統 ，並 能就檢 討安 全健 康政 策及管 理系 統過 程中 產生的
意見。

4. 級別

5

5. 學分

9(僅供參考)

6. 能力

7. 評核指引

表現要求
6.1

瞭解職業安全健康政策及管理系統相關知識
 企業或單位內的職業安全健康政策及管理系統
 職業安全健康風險的管理，例如風險界定、風險評估
 職業安全健康風險評估方法，危害程度及出現機率
 職業安全健康風險的種類及程度
 職業安全健康風險的減滅方法
 企業職安健的承諾及安全政策
 企業各物流環節的工序及其風險

6.2

評估安全風險
 執行職業安全健康風險的評估步驟
 分析職業安全健康風險的程度及所帶來的影響
 分析發生職業安全健康事故的原因
 根據意外調查和稽核發現， 評估未符合安全健康標 準 的 工
序、機械保護和系統的安全風險
 檢討安全健康政策及管理系統所產生的意見及建議
 鑑別及確認需要改善的項目或系統運作方式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8. 備註

檢討未符合安全健康的工序、機械保護和管理系統，評估職員
安全風險

此能力單元是由物流業能力單元 LOCUSH502A 分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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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職業安全及健康」職能範疇能力單元
1. 名稱

制定職業安全及健康的改善方案

2. 編號

LOCUSH503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各物流企業。具此能力者，於職業安全健康管理工作
上，制定改善方案，並能就檢討安全健康政策及管理系統過程中產生的
意見及改善建議，制定持續改善安全健康管理系統的方案。

4. 級別

5

5. 學分

9(僅供參考)

6. 能力

7. 評核指引

8. 備註

表現要求
6.1

瞭解職業安全健康政策及管理系統相關知識
 企業或單位內的職業安全健康政策及管理系統
 職業安全健康風險的管理，例如風險界定、風險評估
 職業安全健康風險評估方法，危害程度及出現機率
 職業安全健康風險的種類及程度
 職業安全健康風險的減滅方法
 企業職安健的承諾及安全政策
 企業各物流環節的工序及其風險

6.2

制定職業安全健康改善方案
 制 定 改 善 方 案 內 容 ， 包 括:目 標 、 運 作 方 式 、 培 訓 、 執 行
及監察
 制定管理系統更須包括整體系統、財政預算、成效量度及
檢討、流程及推行時間表
 鑑別及確認需要改善的項目或系統運作方式
 制定整體的管理系統的改善方案
 就基準借鑒例子，制定安全健康管理系統改善方案
 在制定改善方案時，推行足夠的諮詢及溝通
 在制定安全健康管理改善方案的過程中，廣泛諮詢員工及
有關人士，並與他們建立良好的溝通渠道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根據評估職員安全風險，制定改善方案

(ii)

能在制定安全健康管理改善方案的過程中，廣泛諮詢 員 工 及 有
關人士，並推行足夠的諮詢及溝通

此能力單元是由物流業能力單元 LOCUSH503A 分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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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職業安全及健康」職能範疇能力單元
1. 名稱

制定物流業各級人員的安全守則

2. 編號

LOCUSH504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各物流企業及單位。具此能力者，能在職業安全及健
康方面，按個別的工作環境和工作類型，制定相應各級人員的安全守
則。

4. 級別

5

5. 學分

6(僅供參考)

6. 能力

表現要求
6.1

瞭解職業安全及健康知識
 物流業內各級人員的安全責任，包括在法律方面的責任
 物流業內的職業安全及健康的相關指引
 物流業內的一般作業規劃，例如：
• 瞭解工作環境
• 熟知工作步驟
• 穿著合宜的工作服和配戴個人防護設備等
 物流業各個環節的工作和相應的潛在危機，特別是以下範疇
的工作
• 貨櫃裝卸散貨工人的相關工作
• 掛鈎員的相關工作
• 訊號員的相關工作
• 絞車及起重機控制員的相關工作
• 剷車操作員的相關工作
• 貨櫃車司機的相關工作

6.2

制定物流業各級人員的安全守則
 參考國際組織、推動職業安全及健康組織的指引或守則
 參考有關職業安全及健康的法例
 評估物流運作工序及場地可能出現的危險及意外
 分析相關的風險評估報告
 就個別企業可能出現危機的工作，參考相關的職業安全及 健
康指引以及法例的要求，制定相關的職業安全守則、健康守
則、法定工作守則及機械操作守則等
 評估員工瞭解守則的能力
 運用不同渠道及方法，發佈及解釋守則內容
 編寫適合個別職位人員的安全守則指引
 更新安全守則內容及評估其適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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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職業安全及健康」職能範疇能力單元
7. 評核指引

8. 備註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按個別企業的作業類型，制定相應的職業安全及健康守則，確
保員工工作時的安全和健康，並符合相關法例的要求

(ii)

能編寫員工瞭解的職業安全及健康守則，以便員工跟從

此能力單元參照物流業能力單元 LOCUSH401A，資歷級別由第 4 級修
訂為 5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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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品質管理」職能範疇 能力單元
1. 名稱

處理貨運及物流服務質素問題

2. 編號

LOCUQM301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物流服務供應商。從業員應能在品質管理工作上，處
理貨運及物流服務質素問題。

4. 級別

3

5. 學分

6(僅供參考)

6. 能力

表現要求
6.1

瞭解貨運及物流服務品質檢定報告的格式及內容重點
 品質管理的概念
 公司所制定的品質管理計劃，其中包括：
• 品質管理系統、政策及目標
• 品質管理委員會的事務工作
• 品質管理教育訓練
• 其他職能如管理代表、審計員、部門主管等。
 貨運及物流服務質素的量度、檢定及記錄方法
 貨運及物流服務品質檢定報告的格式及內容重點
 掌握基本統計及數據處理技巧
 掌握分析服務質素的方法及工具，如排列圖、因果分析圖
 掌握管理理念在服務質量控制的應用
 執行貨運及物流服務的程序及方法
 執行貨運及物流服務各環節中各員工的權責及溝通模式
 客戶對質素的回饋渠道及方式

6.2

處理各種服務質素情況及問題
 與公司的主要成員確定質量管理計劃的目標和要求
 根據品質管理計劃，執行質素保證系統，掌握檢定規格，嚴
格檢查每個服務程序的品管監控要點，記錄各種服務質素情
況及問題，例如：各執行質素水平、違規、出錯、疏漏、偏
差、過多、過少及各項原因等
 量化品質管理情況及問題，以提供足夠數據或資料，制定品
質管理報告
 協助主要成員分析報告，以確定要採取的糾正和預防措施
 編寫品檢報告及分析出現品質問題的原因
 決定服務質素情況是否到達需要處理水平
 提供建議作出服務補救措施
 根據新標準程序和要求改進品質，修訂品質管理計劃
 執行內部和外部品質管理審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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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品質管理」職能範疇 能力單元


7. 評核指引

8. 備註

根據公司、客戶的要求和其他特定的運營績效衡量標準，建
立關鍵績效指標
報告和審查主要業績指標對公司的遵守情況結果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夠根據品質管理計劃，檢查每個服務程序的品管監控要點，
記錄各種服務質素情況

(ii)

能夠檢查每個服務執行程序，量化品質管理情況及問題，以提
供足夠數據或資料，給管理層制定品檢報告

此能力單元參照物流業能力單元 LOCUQM301A 及 LOCUQM30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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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品質管理」職能範疇 能力單元
1. 名稱

執行環境管理程序

2. 編號

LOCUQM303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各物流公司。具此能力者，在貨運及物流服務質量管理
系統上執行環境管理工作，協助控制及監管環境管理工作程序，監測及記
錄環境績效。

4. 級別

3

5. 學分

6(僅供參考)

6. 能力

7. 評核指引

表現要求
6.1

瞭解環境管理系統及環境檢定的知識
 認識環境管理的概念
 認識物流公司所制定的環境管理系統
 認識環境管理工作程序對環境影響的 重要性
 認識貨運及物流服務環境績效記錄的格式及內容重點
 貨運及物流服務的作業流程及有關的環保要求，包括國際、國家
及地方性的法律規管、作業守則、標準、規範等
 新的和即將出臺的環保政策 ，為公司在這一特定領域制定短期、
中期和長期策略和預算提供依據
 掌握貨運及物流業常用的環境監測儀器的使用
 掌握基本統計及數據處理技巧

6.2

執行環境管理工作及監察程序
 依據公司的指示及有關國際標準，在指導下，進行有關貨運及物
流服務的環境管理工作及監察程序
 按照程序及要求進行環境績效檢測及記錄結果
 按照程序及要求填寫檢測報告
 建立文件紀錄管理及控制系統
 如發現環境績效上的問題，懂得適時滙報上級及各有關單位
 參加有關部門和協會組織的會議，以獲得最新的環保政策和未來
的發展趨勢
 建立內部機制以加強各級工作人員對需求的認識和遵 守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夠正 確地 依據公 司 的指示 及有 關國際 標 準，執 行環 境管理 工 作及
監察程序

(ii)

能夠按照程序及要求進行環境績效檢測，記 錄結果及填寫檢測報告

(iii)

能夠有系統地保存環境管理系統的文件及記錄

8.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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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品質管理」職能範疇 能力單元
1. 名稱

檢查及校準量度設備

2. 編號

LOCUQM305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合於各擁有量度設備的物流企業。具此能力者，在貨運及
物流服務工作上，對影響貨運及物流服務質素的主要量度設備進行檢驗
及校準。

4. 級別

3

5. 學分

6(僅供參考)

6. 能力

7. 評核指引

表現要求
6.1

瞭解貨運及物流服務品質管理及量度設備管理的知識
 品質管理的概念
 公司的品質管理系統、政策及目標
 貨運及物流的主要量度設備的有關檢驗、校準、調整等的標
準及有關法規的要求
 主要量度設備，例如重量、長度、温度、時間、方向、速度
等設備對貨運及物流服務質素的影響
 各種量度設備的檢驗及校準的地方及國際標準及方法
 掌握統計技術、量度不確定度分析及表達方式

6.2

檢驗及校準量度設備
 根據貨運及物流的主要量度設備對服務質素的影響，確定檢
驗及校準的目標
 根據國際認可的檢驗及校準方法及標準，協助建立檢驗及校
準計劃
• 採用適當的測量儀器及資源
• 訓練或僱用適當或合資格的人員或聘用符合資格的承
辦商
• 編定檢驗及校準的時間及頻次
• 建立檔案系統，保存檢驗及校準紀錄
• 評估檢驗及校準結果及該設備的適用性
 協助制定量度設備的採購規格及標準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夠清楚闡述各貨運及物流量度設備對服務質素的影響

(ii)

能夠根據國際認可的檢驗及校準方法及標準，協助建立檢驗及
校準計劃

(iii)

能夠有系統地進行量度設備的 檢驗及校準工作

8.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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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品質管理」職能範疇 能力單元
1. 名稱

執行品質管理審核

2. 編號

LOCUQM401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各提供物流服務企業。具此能力者，在貨運及物流服
務品質管理工作上，依據制定的品質管理系統、政策及目標，對品質管
理系統進行審核。

4. 級別

4

5. 學分

6(僅供參考)

6. 能力

表現要求
6.1

瞭解貨運及物流服務品質審核
 明白品質管理的概念
 各類審核的目的、作用及價值，其中包括：
• 品管系統審核
• 工作流程審核
• 工作績效審核
• 符合性審核
• 法規性審核
 貨運及物流服務的營運流程
 行業組織訂立的服務及運作標準
 與服務及運作標準有關的法例要求及政府部門指引
 服務涉及的國家、國際條約、國際組織或相關監管機構的要
求及其衍生的作業標準及模式等
 個別企業的品質管理系統、政策及目標
 品質管理審核的要求
 公司、客戶及其他具體操作需求所需的關鍵績效指標
 應用品質系統審核的方法及技巧，其中包括：
• 計劃及準備
• 觀察、抽樣調查及線索尋找
• 與管理層和基層員工溝通
• 審核報告的編製
• 審核程序的管埋
• 審核結果的跟進

6.2

執行品質管理審核
 計劃及準備品質系統審核
 編寫物流服務流程，訂定需審 核的環節
 組織審核隊伍及釐訂內部權責
 編製審核用的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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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品質管理」職能範疇 能力單元







7. 評核指引

進行品質管理手冊或計劃書審核
執行實地審核
編寫審核報告及不符合項目報告
跟進審核結果及糾正措施
提議持續改善審核方法
創建定期報告系統以識別問題區域
在各級員工之間建立回饋機制，以獲得所有可能的投入以達
到公司的目標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應用品質系統審核的方法及技巧，有效地計劃、執行及編寫
品質審核報告

(ii)

能建立各級員工之間的回饋機制，有效地利用審核令品質管理
系統持續得到改善

8.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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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品質管理」職能範疇 能力單元
1. 名稱

推廣基層品質管理文化

2. 編號

LOCUQM402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不同的物流公司。具此能力者，在貨運及物流服務品
質管理工作上，推廣及培養基層品質管理文化，並能處理各方面品質改
善的建議。

4. 級別

4

5. 學分

6(僅供參考)

6. 能力

7. 評核指引

表現要求
6.1

掌握品質管理概念及推廣技巧
 品質管理的概念
 企業文化對推行品質管理的重要性
 貨運及物流行業的人力市場特性
 貨運及物 流的性 質、 從業員的 特性以 及企 業文化， 以便推 行品
質管理文化及培訓
 公司內部及外部可使用的資源
 企業文化推廣及溝通技巧
 推廣活動的項目管理技巧

6.2

推行及培育基層品質管理文化
 分析公司基層員工的構成、溝通渠道及凝聚力
 推廣基層品質管理文化，工作包括：
• 為基層員工，安排品質認知在職訓練
• 成立基層員工品質監察小組，培養基層品質管理文化
• 設立渠道推廣基層品質管理文化
• 舉行品質管理文化推廣活動，例如：問答比賽、品質
圈、參觀、座談會
 選取適合基層員工的推廣方法
 處理各方的品質改善建議
 在各個不 同服務 環節 ，舉行品 質監察 小組 討論會， 收集員 工的
品管改善建議
 分析各個 品管改 善建 議 獎勵方 法 ，根 據溝 通機制， 向公司 管理
層匯報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8. 備註

能夠應用品質管理概念及推廣技巧，有效地推廣基層品質管理文
化，並促進整個單位對服務品質的承諾

此能力單元是由物流業能力單元 LOCUQM402A 分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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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品質管理」職能範疇 能力單元
1. 名稱

編寫品質保證程序

2. 編號

LOCUQM403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各提供物流服務公司。具此能力者，在貨運及物流服
務工作上，針對指定服務工序，編寫品質保證程序。

4. 級別

4

5. 學分

6(僅供參考)

6. 能力

7. 評核指引

表現要求
6.1

瞭解服務品質保證相關知識
 品質管理的概念
 編寫服務品質保證程序所用的格式、內容重點及所需注意的事
項
 個別公司的品質管理系統、政策及目標
 指定服務工序對貨運及物流服務質素的影響
 指定服務工序的執行方法，其中包括：
• 步驟、資源、人力及技術
• 有關法律、作業守則及國際標準等的要求
• 與上游及下游工序的關係

6.2

品質保證程序編寫
 針對指定服務工序，編寫貨運及物流服務之品質保證程序，包
括：
• 服務標準及技術要求
• 人員的能力要求及責任
• 資源安排
• 貨運及物流服務工序之品質監控點
• 驗證及查核的標準及指引
• 確定品質驗證、檢驗的方法等
• 品質偏差糾正措施
• 內部品質稽核
• 文件紀錄管理系統
 向執行該工序及進行品質檢定的人員闡述服務品質保證程序
 定時對品質保證計劃進行檢討，並因應情況的改變 加以修訂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夠運用品質保證相關知識，撰寫符合規格的服務品質保證程序

(ii)

能夠向有關的工作人員清楚地說明該程序的要點及注意事項

8.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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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品質管理」職能範疇 能力單元
1. 名稱

處理基層改善品質建議

2. 編號

LOCUQM405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不同的物流公司。具此能力者，在貨運及物流服務品
質管理工作上，能處理各方面品質改善的建議。

4. 級別

4

5. 學分

3(僅供參考)

6. 能力

7. 評核指引

表現要求
6.1

掌握品質管理概念及推廣技巧
 品質管理的概念
 企業文化對推行品質管理的重要性
 貨運及物流行業的人力市場特性
 貨運及物流的性質、從業員的特性以及企業文化，以便推行
品質管理文化及培訓
 公司內部及外部可使用的資源
 企業文化推廣及溝通技巧
 推廣活動的項目管理技巧

6.2

處理基層改善品質建議
 分析公司基層員工的構成、溝通渠道及凝聚力
 處理基層的品質改善建議
 在各個不同服務環節，舉行品質監察小組討論會，收集員工
的品管改善建議
 分析各個品管改善建議，根據溝通機制，向公司管理層匯報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8. 備註

能夠有效地處理基層員工的服務品質改善建議

此能力單元是由物流業能力單元 LOCUQM402A 分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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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管理」職能範疇 能力單元
1. 名稱

評估工序對環境的影響

2. 編號

LOCUQM407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各物流企業。具此能力者，能在貨運及物流服務項目
進行環境影響評估時，對各工序進行評估，以確保項目合符公司的環保
政策。

4. 級別

4

5. 學分

6(僅供參考)

6. 能力

7. 評核指引

表現要求
6.1

瞭解貨運及物流服務項目及環境影響評估相關知識
 企業的環境管理承諾、政策及目標
 貨運及物流服務有關的環保法律、作業守則、標準、規範
等，包括國際、國家及地方性的要求
 各種影響環境的因素及環境轉變所造成的影響
 各種環境影響的紓解措施
 環境監察及審核技術
 貨運及物流服務項目的設計、策劃及推行經驗
 影響環境要素的評估方法和技巧，其中包括空氣、噪音、用
電、水污染、廢物管理、生態、景觀和視覺、文化遺產等
 與環境評估有關的統計技術、數據收集及分析、趨勢預測等

6.2

評估貨運及物流服務項目對環境的影響
 分析貨運及物流服務項目的設計方案及其運作時對環境的影
響
 選定適當的標準及評估方法
 與受項目影響的持份者商討，制定可接受程度
 確定可能受項目影響的環境要素
 分析污染的排放源及其數量，並確定其對環境要素的影響
 評估資源使用的情況，並評估其效能及損耗
 探究可行的紓解措施，並評估或預測其對環境要素的影響及
累積效應
 協助項目經理設計紓解措施或對項目設計方案作適當修改，
使影響減至標準及可接受的程度
 設計環境績效的測量方法及檢討成效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夠掌握貨運及物流服務項目的設計方案及分析其對環境的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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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管理」職能範疇 能力單元
(ii)

能夠協調項目經理及受項目影響的持份者，協助項目經理制定
可行的紓解措施

(iii)

能夠協助項目經理推行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的建議及環境績效
測量。

8.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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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品質管理」職能範疇 能力單元
1. 名稱

提升員工保護環境意識

2. 編號

LOCUQM408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各物流公司。具此能力者，在貨運及物流服務環境管
理工作上，能夠分析員工在環境管理意識上需要增強的地方，並制定相
關計劃及組織推廣活動，以提升員工的環境保護意識。

4. 級別

4

5. 學分

6(僅供參考)

6. 能力

7. 評核指引

表現要求
6.1

瞭解環境管理及推廣管理相關知識
 環境保護的概念及其重要性
 企業的環境管理承諾、政策及目標
 貨運及物流服務對環境的影響
 貨運及物流服務的營運流程及有關的環保法律、作業守則、
標準、規範等，包括國際、國家及地方性的要求
 企業文化推廣及溝通技巧
 推廣活動的項目管理技巧

6.2

籌劃提升員工在環境保護方面的意識，並檢討計劃的成效
 收集及評估員工對環境保護的意見
 評估在環境保護方面，企業的目標和員工水平之間的差距
 制定提升員工環境保護意識的計劃，包括：計劃的目標、推
行方式和時序、預期效果、獎勵計劃、財政預算、量度成效
的方法等
 草擬提升計劃的方式及組織推廣活動，例如：訓練課程及研
討會等
 處理各方有關環境改善的建議
 舉行環境監察小組討論會，收集員工有關 環境改善的建議
 分析每個環境改善的建議，根據溝通機制，向企業管理層匯
報
 在推行計劃後，量度及檢討計劃的成效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夠運用環境管理方面的相關知識，有效地進行收集及分析企
業的目標和員工之間的環保意識差距

(ii)

能制定提升員工環境保護意識的計劃

(iii)

能夠策劃及有系統地推行有關提升員工環保意識的培訓

8. 備註
5-418

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品質管理」職能範疇 能力單元
1. 名稱

執行品質管理培訓項目

2. 編號

LOCUQM409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物流服務供應商。從業員應能在貨運及物流服務品質
管理工作上，協助執行品質管理課程及培訓項目，確保貨運及物流服務
從業員的質素。

4. 級別

4

5. 學分

6(僅供參考)

6. 能力

表現要求
6.1

掌握人力資源管理及課程項目管理技巧
 品質管理的概念
 人力資源及人力質素在品質管理系統上的重要性
 公司在品質管理系統上的人力資源政策
 貨運及物流業的能力標準
 對公司員工的培訓需求
 一般培訓和量身定制的培訓要求和概念
 公司的物流運作
 有關監管機構及法例對現有員工及新加入員工的培訓要求
 掌握執行培訓及課程項目所需要的管理技巧
 根據公司的政策，促進培訓文化和持續改進的理念
 提升服務質量及其對公司和所有利益相關者的重要性

6.2

執行課程及培訓項目
 根據個別公司所制定的品質管理系統上，在人力資源管理發
展方面的計劃，執行基本品質管理課程及培訓項目，確保貨
運及物流服務的質素
• 協助構思及設計基本品質培訓課程
• 協助訂立培訓程序及時限
• 協助製作培訓材料
• 執行基本品質管理課程
• 執行培訓課程評核
• 審查評估結果並設計下一個培訓要求
 根據個別公司所制定的品質管理系統，在人力資源管理發展
方面的計劃，找尋合適的培訓機構提供相關的品質管理課程
及培訓項目
• 協助找尋合適的培訓機構
• 協助找尋合適的課程或訓練計劃
• 與培訓機構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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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管理」職能範疇 能力單元







7. 評核指引

8. 備註

•
協助評審合適的培訓機構
•
協助部門主管對改進意見的評估
確定具體的培訓需求和目標

協助制定關鍵效能指標來衡量培訓前的績效指標

確定 每 個 團隊 的 培 訓 要求 、 功 能、 個 人 和 排名 ， 以 達到
公司的目標

部門主管對改進意見的評估
檢討課程成效
• 能夠利用問卷，收集學員對課程的意見
• 能夠協助部門主管核對學員在接受課程訓練後的進展
建立檔案系統，有條理地保存培訓、技能和經驗方面的適當
紀錄
向監管機構呈報培訓資料及紀錄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夠瞭解品質管理、人力資源的概念及貨運及物流業的能力標
準

(ii)

能夠協助構思及設計基本品質培訓課程

(iii)

能夠有效地執行基本品質管理課程及培訓項目

(iv)

能夠有條理地保存培訓、技能和經驗方面的適當 紀錄

此能力單元參照物流業能力單元 LOCUQM302A 及 LOCUQM306A ，
資歷級別由第 3 級修訂為第 4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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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管理」職能範疇 能力單元
1. 名稱

制定品質管理系統

2. 編號

LOCUQM502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各物流公司。具此能力者，能於貨運及物流服務工作
地點，依據個別公司的品質管理政策建立目標，並制定及建立品質管理
系統。

4. 級別

5

5. 學分

9(僅供參考)

6. 能力

表現要求
6.1

瞭解貨運及物流服務品質管理相關知識
 企業的品質管理政策及目標
 貨運及物流服務的營運流程、法律規管、作業守則、國際標
準、規範等
 行業組織訂立的服務及運作標準
 與服務及運作標準有關的法例要求及政府部門指引
 服務涉及的國家、國際條約、國際組織或相關監管機構的要
求及其衍生的作業標準及模式等
 制定品質管理目標技巧，其中包括：
• 水平對比(Benchmarking) 、競爭者分析
• 關鍵績效指標
• 服務承諾
• 平衡計分卡
• 服務表現差距分析
• 掌握一些推動優秀品質管理獎項的理念
 統計技術、數據分析、績效考核、評估及溝通等技巧
 全面掌握品質管理系統的元素，包括：
• 行業用語和定義
• 過程管理方法
• 「策劃、實踐、監察、改進」的循環管理模式
• 文件、紀錄及存檔的管理及控制
• 資源管理
• 服務質素的紀錄控制
 品質管理手冊或計劃書的編製、發佈、修訂等技巧
 管理評審的方法及技巧
 確保企業內相關單位依從品質管理系統運作
 定時進行管理評審及需要時修訂品質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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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7. 評核指引

制定品質管理系統
 制定品質管理目標
 分析影響貨運及物流服務質素 的主要程序
 量度目前流程績效
 調查客戶期望及競爭者水平
 編寫品質管理目標，包括量度方法、評估標準、時間等
 評估達至目標所需的資源
 向公司內相關單位及管理階層，闡釋及推行品質管理目標
 制定品質管理系統
 根據品質管理政策及目標制定品質管理系統
 建立系統框架
 與企業內各相關單位商討影響貨運及物流服務質素的主要程
序以確定品質管理步驟及改進方法
 編寫品質管理手冊或計劃書
 向企業內各相關單位闡釋及推行品質管理系統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夠運用貨運及物流服務品質管理相關編寫合適的品質管理目
標

(ii)

能夠清楚說明良好的品質管理系統應有的條件

(iii)

能夠編寫清楚及認可的品質管理手冊或計劃書

(iv)

能夠有效地成立品質管理系統及持續發展

8.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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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管理」職能範疇 能力單元
1. 名稱

制定環境管理系統

2. 編號

LOCUQM503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 單元 適用 於不 同的物 流企 業。 具此 能力者 ，於 貨運 及物 流服 務
工作地點，依據企業的環境管理方針，制定及建立環境管理系統。

4. 級別

5

5. 學分

9(僅供參考)

6. 能力

表現要求
6.1

瞭解貨運及物流服務環境管理相關知識
 貨運及物流服務的工作流程
 企業在貨運及物流服務的不同環節帶給環境的具體影響
 個別企業的環保承諾、政策及目標
 貨運及物流服務的作業流程及有關的環保要求，其中包括國
際、國家及地方性的法律規管、作業守則、標準、規範等
 能辨識環保科技，其中包括環境監測儀器、污 染排放減滅技
術及收費、資源再生等
 環境管理系統的元素，包括：
•
行業用語和定義
•
環境因素的識別
•
過程管理方法
•
「策劃、實踐、監察、改進」的循環管理模式
•
文件、紀錄及存檔的管理及控制
•
檢查及監測
•
意外事故應變方法等
 環境管理手冊或計劃書的編製、發佈、修訂等技巧
 管理評審的方法及技巧

6.2

制定環境管理系統
 根據環境管理的承諾、政策及目標制定環境管理系統
 識別對環境有重大影響的貨運及物流活動
 與企業內各單位商討、組織及建立適當的程序，以確定環境
管理步驟及改進方法
 編寫環境管理手冊或計劃書
 向企業內各單位闡釋及推行環境管理系統
 確保企業內各單位依從環境管理系統運作
 定時進行管理評審及需要時修訂環境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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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夠貨運及物流服務環境管理知識，制定環境管理系統

(ii)

能夠編寫清楚及認可的環境管理手冊或計劃書

(iii)

能夠有效地成立環境管理系統及持續發展

8.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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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管理」職能範疇 能力單元
1. 名稱

制定品質管理政策

2. 編號

LOCUQM504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不同的物流企業。具此能力者，能夠全面分析品質管
理的知識和技巧及企業的營運策略和品質管理文化，能夠具前瞻性地制
定品質管理政策，並應用於貨運及物流服務行業。

4. 級別

5

5. 學分

9(僅供參考)

6. 能力

7. 評核指引

表現要求
6.1

瞭解貨運及物流服務品質管理 相關知識
 不同性質的品質管理政策及其發展趨勢
 物流業有關的國際標準、管制系統、統一運作、標準化程序
等
 貨運及物流服務的競爭優勢、行業需求及期望、市場競爭及
機會、法律法規要求、職業道德、發展方向等
 公司的營運策略、品質管理文化、主要程序及綜合運作、資
源、技能和知識等
 趨勢分析、政策制定、策略選擇、推行及溝通等技巧

6.2

制定品質管理政策
 建立業界的溝通及關係網絡
 制定品質管理政策
 向持份者諮詢對貨運及物流服務的品質需求及期望
 對公司進行策略分析
 選定品質管理標準或體系
 編寫品質管理政策
 向不同的人士闡釋及推廣品質管理政策
 確保品質管理目標及系統是根據品質管理政策而建立及推行
 審查品質管理政策的持續適用性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夠運用品質管理的知識及企業的營運策略，制定品質管理政
策

(ii)

能夠策略性地向相關人士闡釋及推廣品質管理政策

8.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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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名稱

制定企業社會責任政策

2. 編號

LOCUQM505B

3. 應用範圍

此 能力 單 元 適用 於 物 流 服務 供 應 商。 從 業 員 應能 按 照 企業 營 運 時 對社
會的影響，制定企業社會責任方針，成為企業公民。

4. 級別

5

5. 學分

6(僅供參考)

6. 能力

7. 評核指引

8. 備註

表現要求
6.1

瞭解企業社會責任的相關知識
 企業公民及社會責任的概念
 企業文化及社會責任的關係
 企業對社會的影響，如公平交易、 廉潔、平等機會、社會或
社區投資、家庭文化建立、環 境保護等
 提供物流或貨運服務時，所引起的社會問題
 增強社會責任對物流公司的好處
 物流公司的社會責任
 公司的願景，使命和優質目標

6.2

制定企業社會責任方針
 安排或設計活動，鼓勵員工及管理層參與社會責任的活動
 編寫企業社會責任的目標及方針
 根據公司的願景和使命，制定企業社會責任政策
 獲取公司決策層對企業社會責任的支持及參與
 建立關心及建設社區的企業文化
 設立企業社會責任審計機制及獎勵計劃
 撰寫報告，闡釋企業社會責任的方針及未來計劃

6.3

設立審計機制
 設立企業社會責任審計機制
 制定關鍵效能指標及衡量遵守情況
 撰寫報告，闡釋企業社會責任的方針及未來計劃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按公司的願景和使命，制定合適的社會責任方針

(ii)

能夠設立審計機制，制定關鍵效能指標及衡量遵守情況

(iii)

能夠撰寫報告，闡釋有關社會責任的方針及工作計劃

此能力單元參照物流業能力單元 LOCUQM505A 及 LOCUQM50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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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品質管理」職能範疇 能力單元
1. 名稱

制定環境意外事故緊急應變程序

2. 編號

LOCUQM506B

3. 應用範圍

此 能力 單 元 適用 於 各 物 流公 司 。 具此 能 力 者 ，能 制 定 外事 故 緊 急 應變
程序，以處理有關環境意外事故。

4. 級別

5

5. 學分

9(僅供參考)

6. 能力

表現要求
6.1

掌握環境意外事故的知識及處理技巧
 環境意外事故的原因、可能影響範圍及時間
 處理突發事故的程序
 在貨運及物流服務工作地點常用但對環境可能有 不良影響的
物質及方法，其中包括：
• 其物理及化學特性
• 對環境因素的影響
• 洩漏或溢散監察方法及其行動水平或極限水平的釐定
• 大量洩漏或溢散的應變方法
• 污染之清除及補救技術
• 國際、國家及地方法律的規管
 環境風險的溝通方法
 環境風險減滅的方法
 編寫緊急應變程序的技巧
 組織緊急應變演練的技巧
 與公眾及媒體溝通及發佈的技巧

6.2

環境意外事故緊急應變程序的制定及演練
 分析公司的貨運及物流服務程序
 確定各種有害物質在流程中的位置及數量
 預測可能發生的環境意外事故
 設計監察方案
 編寫緊急應變程序書，包括
• 緊急應變的管理組織及權責
• 緊急通報機制
• 各種有害物質洩漏或溢散的處理程序
• 緊急應變設備的管理
 安排環境意外事故演練
 能力訓練及突發事故演習
 記錄環境意外事故及檢討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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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品質管理」職能範疇 能力單元
 進行事故分析及應變計劃檢討
7.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
(i)

能夠應用環境意外事故的知識及處理技巧，制定環境意外 事 故
緊急應變程序，處理突發事故

(ii)

能夠編寫緊急應變程序書，並安排環境意外事故演練

(iii)

能夠記錄及檢討環境意外事故

8.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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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品質管理」職能範疇 能力單元
1. 名稱

制定提升員工品質管理文化及水平的措施

2. 編號

LOCUQM508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各物流公司。具此能力者，在貨運及物流服務品質管
理工作上，能夠分析員工在品質管理意識上需要增強的地方，並能制定
措施，以提升員工對品質管理意識及企業的品質管理文化。

4. 級別

5

5. 學分

6(僅供參考)

6. 能力

7. 評核指引

8. 備註

表現要求
6.1

瞭解品質管理文化相關知識
 品質管理的概念
 個別公司的品質管理政策及目標
 貨運及物流企業的性質、從業員的特性，以及企業的文化，
以便策劃品質管理意識及文化的培訓計劃
 策劃及推行企業文化變革的管理技巧

6.2

籌劃及制定提升員工品質管理文化及水平
 評估員工對品質管理的認識
 收集員工對品質管理的意見
 鑑別企業的目標和員工在物流服務品質管理方面的差距
 分析企業的品質管理文化
 收集員工對提升品質計劃的意見
 推行品質圈、改善圈
 制定合適的措施，提升員工對品質管理的意識，其中包括制
定計劃的目標、推行方式和時序、預期效果、獎勵計劃、財
政預算、量度成效方法等
 草擬提升計劃的方式，例如：訓練課程及研討會等
 在推行計劃後，量度及檢討計劃的成效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夠應用品質管理文化相關知識，評估員工對品質管理的認識

(ii)

能夠按分析員工在品質管理意識上需要增強的地方，制定提升
企業員工品質管理意識的措施

(iii)

能夠策劃及有系統地推行有關提升員工品質管理意識的培訓

此能力單元參照物流業能力單元 LOCUQM406A，資歷級別由第 4 級修
訂為第 5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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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品質管理」職能範疇 能力單元
1. 名稱

制定環境管理方針

2. 編號

LOCUQM509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各種不同的物流企業。具此能力者，於貨運及物流服
務工作地點，能全面應用貨運及物流服務管理的知識和技巧，制定具前
瞻性的環境管理方針。

4. 級別

5

5. 學分

6(僅供參考)

6. 能力

表現要求
6.1

掌握貨運及物流服務環境管理方針
 貨運及物流服務管理知識
 貨運及物流服務的環境因素
 貨運及物流服務對環境的影響
 企業環境保護概念，其中包括：
• 綠色運動的興起和開展
• 內在及外在環境成本分析
• 環境保護的成本效益分析
• 壽命周期成本分析
• 可持續性
• 企業社會責任
• 企業環境報告
 貨運及物流業的污染預防、資源使用、逆向物流、廢物管理收
費等的環境管理概念
 貨運及物流服務業常用的環境管理系統及標準
 貨運及物流服務業有關的環境保護法規
 貨運及物流服務的持份者對環境保護的需求及期望
 公司的營運策略、管理文化、主要程序及綜合運作、資源、管
理等

6.2

制定環境管理方針
 建立與貨運及物流業持份者的溝通及 關係網絡
 建立獲取環境保護有關的資訊的渠道，包括法規、技術、教育
等
 制定環境管理方針
• 向持份者諮詢對環境保護的需求及期望
• 制定公司對環境保護的承諾
• 選定環境管理標準或體系
• 確立環境管理政策及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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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品質管理」職能範疇 能力單元





7. 評核指引

8. 備註

• 編寫環境管理方案
• 向持份者闡釋及推廣企業的環保承諾、政策及目標
確保 環 境 管理 系 統政 策的 成 立 及 推 行 ，須 依從 公 司 的環 保方
針
審查品質管理政策的持續適用性
進行對所有級別的員工之合規性定期培訓和更新規則和法則
制定並列入公司手冊和/或任何業務手冊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夠與貨運及物流業持份者建立良好的溝通及關係網絡

(ii)

能夠制定持份者所認同的公司環保承諾、政策及目標

(iii)

能夠策略性地與不同持份者闡釋及推廣公司的環保政策

此能力單元參照物流業能力單元 LOCUQM404A，資歷級別由第 4 級修
訂為第 5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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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品質管理」職能範疇 能力單元
1. 名稱

制定品質管理系統標準

2. 編號

LOCUQM510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物流服務供應商。從業員應能為公司制定品質管理系
統標準。

4. 級別

5

5. 學分

9(僅供參考)

6. 能力

表現要求
6.1

瞭解品質管理系統標準相關知識
 品質管理的概念
 行業組織訂立的服務及運作標準
 與服務及運作標準有關的法例要求及政府部門指引
 服務 涉及的國家、國際條約、國際組織或相關監管機構的要求及
其衍生的作業標準及模式等
 個別企業所制定的品質管理計劃，包括：
• 品質管理系統、政策及目標
• 品質管理委員會的工作
• 品質管理教育訓練及獎勵
 貨運及物流有關的品質檢定程序及服務要求
 公司以外的標準設定
• 有關程序標準化的組織
• 有關不同範 疇的標 準 化，如產品 服務、 環 保、職安健 、社
會責任、公平貿易等
• 有關行業運 作的標 準 ，如監管機 構、專 業 學會、商會 、工
會、政府等
• 有關法規對行業運作的所訂下的標準
 公司內部的標準設定
 品質檢定在品質管理系統的功能
 品質檢定對貨運及物流服務質素的重要性

6.2

制定品質管理系統標準
 分析貨運及物流有關的品質檢定程序、要求及有關國際標準
 評估公司使用外部標準的必要性、適用性及對公司的成本效益
 評估自行制定品質管理系統或採用專業顧問服務的可行性
 分析公司管理系統標準的制定方法
• 水平對比
• 關鍵績效指標(KP I)
• 服務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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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品質管理」職能範疇 能力單元
 評估品質管理系統標準對管理層、員工及客戶的影響
 分析品質管理系統標準與商業夥伴採用的品質管理系統標準的共
容性及認受性
 決定使用的品質管理系統標準
 撰寫品質管理系統標準報告
 向公司各部門，闡釋企業採用品質管理系統標準的原因
6.3

7. 評核指引

8. 備註

檢討品質管理系統
 收集及分析各有關方面對品質管理系統標準的回饋及意見
 定期檢討標準的實用性及可達致性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全面 地考 慮品 質管 理系統 標準 的設 立， 並就有 關建 議進 行詳 盡分
析

(ii)

能撰寫品質管理系統標準報告，闡釋訂立的原因及功能

此能力單元參照物流業能力單元 LOCUQM410A 及 LOCUQM413A，資
歷級別由第 4 級修訂為第 5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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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空運及快遞 《能力標準說明》
「品質管理」職能範疇 能力單元
1. 名稱

制定公司服務承諾

2. 編號

LOCUQM511B

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物流服務供應商。從業員應能按照公司的營運方向，
制定公司不同環節的服務承諾。

4. 級別

5

5. 學分

6(僅供參考)

6. 能力

7. 評核指引

8. 備註

表現要求
6.1

瞭解服務承諾相關知識
 服務承諾的概念及相關撰寫技巧
 優質服務的定義及實行
 公司日常物流服務的流程及運作
 客戶對不同服務的要求
 行業對服務的要求，如水平對比、關鍵績效指標等
 制定服務承諾的障礙及困難
 服務承諾應用的限制
 工序分析或工序模擬測試的概 念、方法及技巧

6.2

制定服務承諾
 利用分析工具分析服務所需時間、資源及服務水平
 利用合適的方法及分析工具，分析客戶對優質服務的要求
 探討公司的標準與客戶要求之間的差距
 分析公司提高服務水平，為公司所帶來的成本及資源的壓力
 分析制定不同程序的服務承諾方案的成本效益
 選取合適的服務承諾方案
 為公司決策層撰寫報告，並闡釋所制定服務承諾方案

6.3

進行定期檢討
 設立機制收集數據及個案量度服務水平
 設立機制檢討服務承諾的標準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能按公司的規模、工序及營運方針，制定合適的服務承諾

(ii)

能利用不同分析工具，獲取客觀數據及資料， 分析制定不同程序
的服務承諾方案的成本效益

(iii)

能夠為公司決策層撰寫報告，並闡釋所制定的服務承諾方案

此能力單元參照物流業能力單元 LOCUQM411A 及 LOCUQM414A，資
歷級別由第 4 級修訂為第 5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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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資歷級別通用指標(2018年修訂版)

資歷級別通用指標
( 按級別編排 )

資歷級別 1
知識及智能
展現並／或應用一般和基礎知識於有限度範圍之內的學習或工作領域中
在熟悉、個人及／或日常環境下，運用基本智能
憑藉他人的構思，牢記並展現對事實的理解
接收並傳遞資訊

過程
在清楚界定和高度規範的環境下，從事有限度的常規及重覆的工作
在督導或提示下，使用基本工具和材料
應用學習得來的應對能力，解決問題
在提示下，顧及已識別的工作後果

自主性及問責性
在緊密督導下，按指令工作
工作成果的質量，由外部全面監控
與他人互動溝通，以完成工作

溝通、資訊及通訊科技及運算
在熟悉及慣常的環境和協助下，運用有限而簡單的技能
以有限而簡單的書面及口頭形式，作溝通回應，並就簡單直接的話題，參與部份討論
執行有限範圍的簡單工序，處理數據及取得資訊
運用有限範圍內簡單而熟悉的數字及圖像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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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資歷級別通用指標
( 按級別編排 )

資歷級別 2
知識及智能
展現並／或應用基礎事實知識或實務知識於所選範圍之學習或工作領域中
在熟悉、個人及／或日常環境下，運用各種智能
經初步考慮後作比較，並詮釋現有資訊

過程
在可預計及規範的環境下，從事各種工作
應用基本的工具和材料，完成例行程序
使用演習式的方法，解決問題
顧及可識別的工作後果

自主性及問責性
具一定程度的自主，惟仍須按指令工作
對自己的工作成果的質量負清楚界定的責任，並須受外部核查
與他人協調，以達成共同目標

溝通、資訊及通訊科技及運算
在熟悉及慣常的環境和協助下，運用各種常用技能
從文件中指出重點及意思，並在其它情況下複述出來
以指定的書面及口頭形式，作溝通回應，並就已知課題主動參與討論
執行清楚界定的工序，處理數據及取得資訊
運用各種熟悉的數字及圖像數據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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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歷級別通用指標
( 按級別編排 )

資歷級別 3
知識及智能
展現並／或應用廣泛的實務及理論知識於某學習或工作領域中
在熟悉但偶然陌生的環境下，運用各類智能
獨立地取得、組織及評估資訊，並作出合理的結論

過程
在熟悉及若干陌生的環境下，運用已知範圍內的技術性技能，從事各類工作
對清楚界定但有時是不熟悉或未能預計的問題，作出各類回應
在熟悉的環境下，作概論和預測

自主性及問責性
在指導／評估下，從事自主工作
對自己工作成果的質量負責，包括符合現行慣例之規定
對他人工作成果的質量負清楚界定而有限的責任
與他人合作時，調節自己的行為

溝通、資訊及通訊科技及運算
在熟悉及若干陌生的環境下，運用多類常用並操練純熟的技能
以詳細和複雜的書面及口語形式，作溝通回應，並運用適當的表達方式及
風格，向對象作出陳述
運用各類標準資訊及通訊科技應用程式，取得、處理及整合資訊
運用各類數字和圖像數據，支援工作或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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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歷級別通用指標
( 按級別編排 )

資歷級別 4
知識及智能
展現並／或應用廣泛的知識根柢及若干專門知識於某學習或工作領域中
運用與某科目／學科／界別有關的多類智能，包括常用及若干專門能力
呈報及評估資訊，以作今後開展行動的有用依據

過程
在不同的環境下，從事技術工作，當中涉及若干需酌情及創意處理的手法
以邏輯推理和論證方法，進行常規的資料搜集和數據分析，作為處理與專業
水平有關的議題和問題的憑據
在規劃、篩選或呈報資訊、方法或資源等方面，作恰當的判斷

自主性及問責性
從事自主工作，若干為督導他人的工作
根據廣泛及通行的指引工作，並符合指定的質素標準
對自己工作成果的質量負責
督導他人，並對其工作成果的質量負若干責任，包括符合現行慣例之規定
對團體的表現作出貢獻

溝通、資訊及通訊科技及運算
在熟悉的及若干新環境下，運用與某科目／學科／界別有關的常用和若干高階
技能
以條理清晰的手法，組織、整合和呈報資訊，並以結構嚴謹的模式，傳達複雜
的構思
運用各類標準資訊及通訊科技應用程式，支援及提高工作效能
運用及評估數字和圖像數據，衡量工作進度，以達到目的及 ／或目標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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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歷級別通用指標
( 按級別編排 )

資歷級別 5
知識及智能
展現並／或應用深層專門技術或理論知識於某學習或工作領域中
運用多類專門智能，輔助某科目／學科／界別的既定工作
根據廣泛的資訊來源，批判分析、評估及／或整合構思、概念、資訊及議題

過程
將知識和技能應用於不同種類之技術、專業或管理工作
識別及分析常規和抽象的技術／專業問題和議題，並制訂有據可依的回應
當執行與產品、服務、運作或流程相關的規劃、設計、技術及／或管理等職能時，
作恰當的判斷

自主性及問責性
在大概範疇下，承擔責任及責任追究問題，以決定並達至個人及／或小組的工作
成效
在合資格的資深從業員的指導下工作
處理道德議題，並適時尋求指導

溝通、資訊及通訊科技及運算
運用若干高階及專門技能，輔助某科目／學科／界別的既定工作
積極參與小組討論，並向不同對象，就某科目／學科／界別的一般／主流課題，
作正式及非正式的表述
運用資訊及通訊科技應用程式的若干高級功能，支援及提高工作效能
詮釋、運用及評估數字和圖像數據，以設定及達到目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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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歷級別通用指標
( 按級別編排 )

資歷級別 6
知識及智能
展現對系統化及連貫的知識體系的駕馭能力，部分涉及某學習或專業實踐領域
之前沿
在某研究領域，善用高度專門技術、研究或學術能力
以批判角度，檢討、整合及擴展某科目／學科／界別的知識、技能、 實踐及
思考方式

過程
將知識及技能應用於廣泛範圍內專門的技術、專業或管理工作
善用分析能力和創造力，執行與產品、服務、營運或流程有關的複雜規劃、
設計、技術及／或管理等職能，當中包括資源配置和評估的工作
設計並應用適當的方法，進行研究及／或參與高技術或專業工作
從某範圍的資料來源， 審慎評估新的資訊、概念及證據，並在應對常規及抽象的
專業問題和議題時，作出具創意的回應
在缺乏完整或一致的數據／資訊的情況下，處理複雜的議題，並作出有根據的判斷

自主性及問責性
行使重大的自主權，以決定並達至個人及／或團體的工作成果
對取得有關成果的決策負責
展現領導才能，並就變革、發展等方面，作出明顯的貢獻
處理複雜的道德和專業議題

溝通、資訊及通訊科技及運算
運用高階和專門技能，輔助某科目／學科／界別的學術和專業工作
運用適當的方法，與不同對象溝通，包括同輩、資深同僚及專家等
運用資訊及通訊科技應用程式的高級功能，支援及提高工作效能；並識別優化
方法及／ 或新的規格，從而提高效益
以批判角度，評估數字和圖像數據，以作決策之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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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歷級別通用指標
( 按級別編排 )

資歷級別 7
知識及智能
以批判角度，展現對某學習或專業實踐領域之前沿知識體系及其相關理論和概念的
整體理解，並明暸及判斷該體系與其它學科之間的廣泛關係
對某專門研究領域或跨學科的更廣泛關係，作出重大而具原創性的貢獻
識別並提出具原創性和創意的見解，將之概念化，並轉化為嶄新、複雜和抽象的
構思及資訊

過程
將知識及技能應用於高度專門技術、專業或管理環境中廣泛範圍內複雜的工作
展現對研究及運用方法策略的駕馭能力，並參與「批判性對話」
在應對新情況出現的問題及議題時，作出具創意及原創性的回應
在缺乏完整或一致的數據／資訊下，處理非常複雜及／或嶄新的議題，並作出有
根據的判斷

自主性及問責性
高度自主，對自身的工作負全部責任，並對他人的工作負重大責任
在應對嶄新和不可預見的情況時，展現領導才能和原創性，並對有關決策負責
處理非常複雜的道德和專業議題

溝通、資訊及通訊科技及運算
運用高階和專門技能，輔助某科目／學科／界別中前沿和重要的學術和專業工作
以發表學術著作及／或參與「批判性對話」的標準，策略性地運用溝通技巧，
並因應不同對象和處境，調節內容和目的
運用資訊及通訊科技應用程式的高級功能，並就預期的需要，指明要求規格
以批判角度，評估數字和圖像數據，並廣泛運用之，以作開發新知識和創新做法
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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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編號的準則
附錄二

門類

編碼

(i)

空運及快遞

AF

行業編碼

門類編碼

級別

(ii)

海運

SG

“LO” 代表
物流業

“AF” 代表
空運及快遞

“5” 代表資歷
級別第五級

(iii)

陸運運輸及分發

LT

(iv)

貨運站、倉庫及物流中心

TW

(v)

支援及輔助服務

SA

共通能力
代表某能力單元橫跨多於一個門類，例如：
LOCUCN101B、LOCUOM101B

CU

職能範疇

編碼

(i)

營運管理

OM

版本

(ii)

物流方案規劃及設計

PD

“B” 代表第二
版，而 “A” 代
表第一版

(iii)

營銷、市場推廣及客戶服務

SM

(iv)

貨物運輸及處理

CT

(v)

貨物安全及保安

SS

(vi)

出入口文件處理

IE

(vii)

保險、法律事務及遵守法規*

LC

(i)

LO AF OM 508 B
職能範疇
“OM” 代表
「營運管理」
職能範疇

次序編號
“08” 代表某職能
範疇某級別的第
八個能力單元

#
(viii) 智慧物流

* 《 能力標準說明》 第一版的職能範疇「保險及法律事務」已修訂為「保險、法
律事務及遵守法規」，職能範疇編號由「IL」修訂為「LC」
#《 能力標準說明》 第一版的職能範疇「電子物流」已修訂為 「智慧物流」

(ix)

職業安全及健康

SH

(x)

品質管理

QM

共通能力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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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

代表某能力單元橫跨多於一個職能範疇，例
如：LOAFCN101B

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