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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卸人員職能基準 
職能基準代碼 RTO4323-001 

職能基準名稱 
(擇一填寫) 

職類  

職業 裝卸人員 

所屬

類別 

職類別 物流運輸/運輸作業 職類別代碼 RTO 

職業別 運輸事務人員 職業別代碼 4323 

行業別 運輸及倉儲業/運輸輔助業 行業別代碼 H5249 

工作描述 進行貨物之裝載、拆卸、搬移等相關作業。 

基準級別 3 
 

工作任務 工作活動 工作產出 行為指標 
職能

級別 
職能內涵 

(K=knowledge知識) 
職能內涵 

(S=skills技能) 
T1捆綁/

鬆綁貨物

及貨櫃 

T1.1準備貨物及貨

櫃的捆綁/鬆綁 

 P1.1.1依國家標準、安全規範及現場

作業程序準備好作業區域及安

全區域 

P1.1.2在開始綁紮/鬆綁作業前，確認

作業區域的危害並採取改正行

動 

P1.1.3確定並取得相關資訊及文件 

P1.1.4選擇適當個人防護設備、綁紮

設備及配件 

P1.1.5確認作業圍欄及/或高空作業設

備的需求，並選擇適當的高空

作業設備 

P1.1.6使用標誌、編號和/或代碼以確

3 K1 貨物及貨櫃標示和編

號系統 

K2 疲勞管理技巧 

K3 貨物及貨櫃綁紮及鬆

綁作業系統、設備、管

理及現場操作系統的

操作重點 

K4 進行貨物及貨櫃綁紮

及鬆綁時可能遭遇的

問題，以及解決問題所

需採取的適當行動 

K5 相關職業安全衛生以

及環境的程序和法規 

S1 應用預防措施及需要的行動，以

排除、降低或控制危害 

S2 綁紮及鬆綁貨物及貨櫃時，與他

人進行有效溝通 

S3 綁紮及鬆綁貨物及貨櫃時識別、

選擇並使用相關的設備、流程及

程序 

S4 依不同的操作情境、風險情況及

環境，修改行動措施 

S5 依規劃之期程監控工作活動 

S6 依標準作業程序操作並適應不同

的貨物及貨櫃綁紮及鬆綁設備差

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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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任務 工作活動 工作產出 行為指標 
職能

級別 
職能內涵 

(K=knowledge知識) 
職能內涵 

(S=skills技能) 
認貨物及貨櫃 

P1.1.7依國家標準、安全規範及現場

作業程序，將貨物分類並堆疊

於正確位置 

P1.1.8依貨物裝載圖裝貨櫃，並依運

送程序、國家標準及安全規範

確認並連接冷凍貨櫃 

P1.1.9依現場作業程序確認、呈報及

處理損壞的貨物和貨櫃 

P1.1.10向適當人員呈報潛在的不安

全作業及/或設備 

K6 貨物及貨櫃綁紮及鬆

綁相關的工作場域程

序及政策 

S7 閱讀和與綁紮及鬆綁貨物及貨櫃

相關的說明、程序、資訊及符號 

S8 以適用的通訊設備接收、告知及

發送訊息 

S9 回應工作場域的文化差異，包括

行為模式及與他人的互動 

S10 選擇並使用所需的︰ 

 符合產業及職業安全衛生標

準的個人防護裝備 

 使用符合產業及職業安全衛

生標準的作業圍欄及/或高空

作業個人防護裝備 

S11 綁紮及鬆綁貨物及貨櫃時與他人

協同作業 

T1.2執行貨物及貨

櫃的綁紮/鬆綁程序 

 P1.2.1取得並閱讀貨物或貨櫃綁紮及

鬆綁計畫，並與主管釐清潛在

問題 

P1.2.2實施作業活動管理及控制危害

情況的程序 

P1.2.3依國家標準、安全規範及現場

作業程序，於移動設備及起重

機作業時依安全程序及安全區

域實施 

P1.2.4依產業標準、法令要求、安全

規範、現場作業要求、貨物及

貨櫃要求，進行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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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任務 工作活動 工作產出 行為指標 
職能

級別 
職能內涵 

(K=knowledge知識) 
職能內涵 

(S=skills技能) 
P1.2.5依國家標準、安全規範及現場

程序，完成作業圍欄及/或高空

作業 

P1.2.6在工作區域保持適當和有效的

溝通 

P1.2.7依現場程序綁紮及鬆綁貨物及

貨櫃，依綁紮及鬆綁計畫捆綁

及鬆綁貨物及貨櫃 

P1.2.8綁紮及鬆綁貨物及貨櫃時，運

用正確的手動處理技巧 

P1.2.9依法規要求及工作場域程序，

及時回報及/或改正發現的問

題、故障及機能失常 

P1.2.10視需要實施應變計畫 

T1.3完成貨物及貨

櫃綁紮及鬆綁的程

序 

O1.3.1作業

相關文件 

P1.3.1貨物和貨櫃以安全方式適當地

覆蓋及綁紮，或移除；不得傷

及作業區域人員或損及貨物、

貨櫃及設備 

P1.3.2 自作業區域清除綁紮設備及工

具，並置於指定的儲存區域 

P1.3.3 將所有安全設備及對講機返還

至指定區域 

P1.3.4 依現場作業程序完成相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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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任務 工作活動 工作產出 行為指標 
職能

級別 
職能內涵 

(K=knowledge知識) 
職能內涵 

(S=skills技能) 
並歸檔 

T2檢查

與評估設

備的作業

能力 

T2.1 檢查設備及作

業區域 

  P2.1.1依工作場域啟動前的功能安全

檢查程序及製造商規範，檢查

設備 

P2.1.2向指定人員回報設備及/作業區

域所發現之超出製造商及/或

工作場域規範的項目，以採取

適當行動 

3 K7 檢查與評估設備作業

能力的工作場域程序

及政策 

K8 檢查與評估設備作業

能力的作業系統、設

備、管理及現場操作系

統的操作重點 

K9 設備的特性、功能及限

制 

K10 檢查與評估設備作業

能力所使用的工具、物

料及設備，以及使用時

應遵守的安全注意事

項及程序 

K11 檢查與評估設備作業

能力時可能遭遇的問

題，以及解決問題所需

採取的適當行動 

K12 設備相關的操作安全

要求 

K13 工作場域要求的內務

S12 檢查與評估設備作業功能時，與

他人進行有效的溝通 

S13 閱讀和解釋與檢查與評估設備作

業能力相關的說明、程序及資訊

及標籤 

S14 完成與檢查與評估設備作業功能

相關的文件 

S15 檢查與評估設備作業功能時，與

他人協同作業 

S16 適應工作場域的文化差異，包括

行為模式及與他人的互動 

S17 依法規要求及工作場域程序，立

即回報及/或改正問題、故障或機

能失常 

S18 實施非預期情況之緊急計畫 

S19 應用安全注意事項及要求的行

動，來減少、控制或排除作業活

動過程中可能存在的危害 

S20 依規劃之期程監控工作活動 

S21 依不同的操作情境、風險情況及

環境，修改行動措施 

T2.2檢查設備的作

業能力 

 P2.2.1依製造商規範及工作場域程

序，測試設備及零件 

P2.2.2檢查所有警告系統的操作有效

性 

T2.3確定並評估故

障對作業需求的影

響 

 P2.3.1識別故障並評估該故障對於所

需作業之設備操作的潛在影響 

P2.3.2向適當人員回報影響設備安全

操作的故障，以進行改正 

T2.4記錄並回報檢

查及測試結果 

O2.4.1檢查/

測試紀錄 

P2.4.1依法規要求、工作場域政策及

產業準則，準確回報檢查及測

試的結果 

P2.4.2依工作場域政策，清晰、明確

並簡潔地保存紀錄 

P2.4.3明確指出可能在未來影響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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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任務 工作活動 工作產出 行為指標 
職能

級別 
職能內涵 

(K=knowledge知識) 
職能內涵 

(S=skills技能) 
安全的項目 管理標準程序 

K14 現場配置及障礙物 

S22 應用疲勞管理的知識和技術 

S23 在不傷及自身或他人，或損及貨

物及設備的條件下，有系統地處

理需要注意的細節 

S24 依標準作業程序操作並適應不同

的設備差異 

S25 選擇並使用符合產業及職業安全

衛生標準的個人防護裝備 

S26 檢查與評估設備作業時，選擇並

使用相關的設備及通訊技術 

S27 依維護期程及標準作業程序檢查

設備 

S28 在作業活動過程中檢查並補充油

料並進行潤滑流程 

T3操作

專業的貨

物移動設

備 

T3.1規劃當前工作

條件的作業 

 P3.1.1持續評估工作區域狀況並採取

安全操作措施，以確保不傷及

人員，或損及設備、貨物及設

施 

P3.1.2考量貨物特性，在適當情況下

運用適當的裝置運輸貨物 

P3.1.3向適當人員回報所有可能影響

工作區域中操作安全及效率的

事件 

3 K15 操作專業的貨物移動

設備之工作場域程序

及政策 

K16 操作專業的貨物移動

設備之目的、特性、功

能、要求及限制 

K17 所運送之物料的潛在

毒性、反應性、物料等

級、類型及目的 

S29 操作專業的貨物移動設備時，與

他人進行有效的溝通 

S30 閱讀和解釋與作業活動相關的說

明、程序、資訊及標誌 

S31 完成操作專業的貨物移動設備相

關的文件 

S32 依要求的協定操作電子通信設備 

S33 操作專業負載轉移設備時，與他

人協同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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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任務 工作活動 工作產出 行為指標 
職能

級別 
職能內涵 

(K=knowledge知識) 
職能內涵 

(S=skills技能) 
T3.2運用控制及設

備操作系統，管理元

件的移動及輔助裝

置操作 

 P3.2.1準備設備並裝配適當的輔助裝

置 

P3.2.2檢查齒輪及操作桿，確保其在

啟動引擎前位於空檔 

P3.2.3依製造商準則啟動引擎並加速

到要求之速度 

P3.2.4於啟動及操作過程中監控儀表

及儀表器，以確保操作符合製

造商規範及企業安全的要求範

圍 

P3.2.5 在製造商指定的扭力範圍內操

作設備 

P3.2.6 向適當人員回報設備的各種故

障或損壞狀況 

K18 操作專業的貨物移動

設備時可能遭遇的問

題，以及解決問題所需

採取的適當行動 

K19 專業貨物移動設備相

關的操作安全要求及

注意事項 

K20 文件及紀錄要求 

K21 工作場域要求的內務

管理標準程序 

K22 現場配置及障礙物 

K23 相關的許可及證照要

求 

S34 適應工作場域的文化差異，包括

行為模式及與他人的互動 

S35 依法規要求及工作場域程序，及

時回報及/或改正操作專業負載

轉移設備時可能發生的問題、故

障或機能失常 

S36 操作專業的貨物移動設備時，實

施可能的意外事件之緊急計畫 

S37 依警告標誌及要求的行動，來減

少、控制或排除專業負載轉移設

備操作過程中可能存在的危害 

S38 依規劃之期程監控工作活動 

S39 依不同的操作情境、風險情況及

環境，修改行動措施 

S40 應用疲勞管理的知識和技術 

S41 在不傷及自身或他人，或損及貨

物及設備的條件下，有系統地處

理需要注意的細節 

S42 操作專業的貨物移動設備時，選

擇並使用相關裝備及輔助裝置 

S43 依標準作業程序操作並適應不同

的設備差異 

S44 選擇並使用符合產業及職業安全

T3.3定位貨物並確

認貨物特性 

 P3.3.1依說明定位並確認貨物特性 

P3.3.2遵守裝卸計畫，以確保操作的

效率與安全 

P3.3.3考量貨物特性，以遵循適當的

裝卸程序 

P3.3.4規劃及進行作業時，確認危害

貨物並考量相關程序 

P3.3.5確認貨物重量及尺寸符合設備

之能力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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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任務 工作活動 工作產出 行為指標 
職能

級別 
職能內涵 

(K=knowledge知識) 
職能內涵 

(S=skills技能) 
T3.4移動物料與貨

物 

 P3.4.1以平穩及受控的移動，操縱並

定位設備 

P3.4.2設備的操縱符合設備限制，並

與製造商規範一致 

P3.4.3在不傷及人員或損及設備或產

品之狀況下，移動物料 

衛生標準的個人防護裝備 

S45 監控貨物移動設備的性能，並於

需要時採取適當的措施 

S46 依維護期程及標準作業程序檢查

設備 

S47 在作業活動過程中檢查與補充油

料，並進行潤滑流程 T3.5監控與操作控

制器 
 

 P3.5.1依製造商之操作說明，控制及

監控設備 

P3.5.2瞭解控制系統，並依法規、製

造商準則及現場操作程序進行

操作 

P3.5.3依製造商說明及工作場域準

則，確認並回報控制器的故障 

T3.6停止、停放並

固定設備 

 P3.6.1在製造商準則範圍內，使設備

在受控的情況下暫停 

P3.6.2依公司程序，在不傷及人員或

損及設備、貨物或設施的條件

下，停放設備 

P3.6.3依適當的設備安全程序，將設

備固定於平整、平穩的表面，

且不靠近走道、進出通道或死

角 

T4使用 T4.1選擇貨物移動  P4.1.1依貨物特性選擇並使用機械化 3 K24 使用自動化設備移動 S48 使用自動化設備移動貨物時，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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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任務 工作活動 工作產出 行為指標 
職能

級別 
職能內涵 

(K=knowledge知識) 
職能內涵 

(S=skills技能) 
自動化設

備移動物

料 

設備 的處理設備，並採取合宜的路

線與程序 

P4.1.2依作業規範、職業安全衛生要

求及工作場域程序，確認並處

理危險物品及危害物料 

物料的相關法規 

K25 相關的職業安全衛生

及環境保護的程序及

準則 

K26 使用自動化設備移動

物料的工作場域程序

及政策 

K27 使用自動化設備移動

物料作業系統、設備、

管理及現場操作系統

的操作重點 

K28 自動化物料移動設備

的目的、特性、功能、

要求及限制 

K29 執行使用自動化設備

移動物料過程中可能

遭遇問題，以及解決問

題所需採取的適當行

動 

K30 使用自動化設備移動

物料的風險，以及控制

風險相關的注意事項 

K31 文件及紀錄要求 

他人進行有效溝通 

S49 閱讀和解釋與使用自動化設備移

動物料相關的說明、程序、資訊

及標誌 

S50 完成使用自動化設備移動物料相

關的文件 

S51 依要求的協定操作電子通信設備 

S52 使用自動化設備移動物料時，與

他人協同作業 

S53 適應工作場域的文化差異，包括

行為模式及與他人的互動 

S54 依法規要求及工作場域程序，及

時回報及/或改正於使用自動化

設備移動物料時可能發生的問

題、故障或機能失常 

S55 執行非預期事件的應變計畫 

S56 應用安全注意事項及要求的行

動，來減少、控制或排除作業活

動過程中可能存在的危害 

S57 依規劃之期程監控工作活動 

S58 依不同的操作情境、風險情況及

環境，修改行動措施 

S59 在不傷及自身或他人，或損及貨

T4.2移動貨物  P4.2.1依職業安全衛生法規、製造商

說明及公司程序，使用貨物搬

運設備移動商品 

P4.2.2依工作場域程序使用自動化設

備，識別並回報商品及貨物移

動所產生的問題 

T4.3檢查商品並完

成文件 

O4.3.1作業

相關文件 

P4.3.1檢查移動商品有無轉移/移動過

程中的損壞，並採取適當的措

施 

P4.3.2依公司要求完成所有追蹤商品

移動所需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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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任務 工作活動 工作產出 行為指標 
職能

級別 
職能內涵 

(K=knowledge知識) 
職能內涵 

(S=skills技能) 
K32 工作場域要求的內務

管理標準程序 

K33 現場配置及障礙物 

物及設備的條件下，有系統地處

理需要注意的細節 

S60 依標準作業程序操作並適應不同

的設備差異 

S61 選擇並使用符合行業及職業安全

衛生標準的個人防護裝備 

S62 監控自動化設備性能，並於需要

時採取適當的措施 

S63 依維護期程及標準作業程序，保

養自動化設備 

S64 在作業活動過程中檢查並補充油

料並進行潤滑流程 

T5 準備

以吊索移

動貨物 

T5.1準備貨物移動  P5.1.1依國家標準、安全規範及現場

作業程序，準備並維持作業區

域 

P5.1.2依公司程序回報不安全的實務

作業及/或故障設備 

P5.1.3確認並穿載正確的防護裝備 

3 K34 相關職業安全衛生及

環境保護的程序及準

則 

K35 以吊索移動貨物的工

作場域程序及政策 

K36 以吊索移動貨物之作

業系統、設備、管理及

現場操作系統的操作

重點 

K37 貨物的潛在毒性、反應

性、物料等級、類型及

S65 準備以吊索移動貨物時，與他人

行有效溝通 

S66 閱讀和解釋與以吊索移動貨物相

關的說明、程序及資訊及標籤 

S67 完成以吊索移動貨物相關的文件 

S68 依要求的協定操作電子通訊設備 

S69 準備以吊索移動貨物時與他人協

同作業 

S70 適應工作場域的文化差異，包括

行為模式及與他人的互動 

S71 依法規要求及工作場域程序，及

T5.2計算安全負

荷，或吊索及貨物的

負荷限制 

 P5.2.1使用標準化的公式，計算不同

類型起重纜繩的安全工作負荷

或工作負荷限制 

P5.2.2檢查起重設備，以確定安全的

使用負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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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任務 工作活動 工作產出 行為指標 
職能

級別 
職能內涵 

(K=knowledge知識) 
職能內涵 

(S=skills技能) 
P5.2.3檢查吊索裝備，以符合安全設

備要求 

目的 

K38 以吊索移動貨物過程

中使用的裝備及設

備，及使用時應遵守的

預防措施及程序 

K39 準備以吊索移動貨物

時可能遭遇的問題，以

及解決問題所需採取

的適當行動 

K40 文件及紀錄要求 

K41 工作場域要求的內務

管理標準程序 

K42 現場配置及障礙物 

時回報及/或改正準備以吊索移

動貨物時可能出現的問題 

S72 以吊索移動貨物時，實施非預期

情況之緊急計畫 

S73 應用安全注意事項及要求的行

動，來減少、控制或排除以吊索

移動貨物準備過程中可能存在的

危害 

S74 依規劃之期程監控工作活動 

S75 依不同的操作情境、風險情況及

環境，修改行動措施 

S76 在不傷及自身或他人，或損及貨

物及設備的條件下，有系統地處

理需要注意的細節 

S77 準備以吊索移動貨物時，選擇使

用適當的裝備及設備 

S78 設定需移動的負載時，使用平衡

點及預估重量 

S79 依標準作業程序操作並適應不同

的設備差異 

S80 選擇並使用符合產業及職業安全

衛生標準的個人防護裝備 

T5.3將貨物上吊索

及解吊索 

 P5.3.1依國家標準、安全規範及現場

作業程序，進行貨物的吊/解索 

P5.3.2確認並使用正確的固定裝置 

P5.3.3視需求使用標記線穩固貨物 

P5.3.4依公司程序確認並回報受損的

貨物 

P5.3.5在確保不傷及人員或損及機械

或貨物條件下，自貨物鬆開吊

索配件 

T5.4捆綁及卸下貨

物 

 P5.4.1依國家標準、安全規範及現場

作業程序，捆綁/卸下貨物 

P5.4.2依製造商說明，使用機械捆綁

設備 

P5.4.3依公司呈報程序，確認並呈報

受損的貨物 

P5.4.4在確保不傷及人員或損及機械

或貨物條件下，在貨物上固定/

解開捆綁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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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任務 工作活動 工作產出 行為指標 
職能

級別 
職能內涵 

(K=knowledge知識) 
職能內涵 

(S=skills技能) 
T6 操作

專業的輕

型貨物移

動設備 

T6.1規劃當前工作

條件的作業 

 P6.1.1持續評估工作區域狀況並採取

安全操作措施，以確保不傷及

人員，或損及設備、貨物及設

施 

P6.1.2考量貨物特性，在適當情況下

運用適當的裝置運輸貨物 

P6.1.3向適當人員回報所有可能影響

工作區域中操作安全及效率的

事件 

3 K43 操作專業的輕型貨物

移動設備之工作場域

程序及政策 

K44 專業的輕型貨物移動

設備之目的、特性、功

能、要求及限制 

K45 運送物料的潛在毒

性、反應性、等級、類

型及目的 

K46 操作專業的輕型貨物

移動設備時可能遭遇

的問題，以及解決問題

所需採取的適當行動 

K47 專業的輕型貨物移動

設備相關的操作安全

要求及注意事項 

K48 文件及紀錄要求 

K49 工作場域要求的內務

管理標準程序 

K50 現場配置及障礙物 

K51 相關的許可及證照要

求 
 

S81 操作專業輕型貨物移動設備時，

與他人進行有效溝通 

S82 閱讀和解釋與操作專業輕型貨物

移動設備相關的說明、程序及資

訊及標籤 

S83 完成專業輕型貨物移動設備操作

相關的文件 

S84 依要求的協定操作電子通信設備 

S85 操作專業輕型貨物移動設備時，

與他人協同作業 

S86 適應工作場域的文化差異，包括

行為模式及與他人的互動 

S87 依法規要求及工作場域程序，及

時回報及/或改正操作專業輕型

貨物移動設備時可能發生的問

題、故障或機能失常 

S88 操作專業輕型貨物移動設備時，

實施可能的意外事件之緊急計畫 

S89 應用安全注意事項及要求行動，

來減少、控制或排除專業輕型貨

物移動設備操作過程中可能存在

危害 

S90 依規劃之期程監控工作活動 

T6.2運用控制及設

備操作系統，管理元

件的移動及輔助裝

置操作 

 P6.2.1準備輕型貨物移動設備並裝配

適當的輔助裝置 

P6.2.2檢查齒輪及操作桿，確保其在

啟動引擎前位於中間位置 

P6.2.3依製造商準則啟動引擎並加速

到要求之速度 

P6.2.4於啟動及操作過程中監控儀表

及儀表器，以確保操作符合製

造商規範及企業安全的要求範

圍 

P6.2.5在製造商指定的扭力範圍內操

作設備 

P6.2.6向適當人員回報設備的各種故

障或損壞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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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任務 工作活動 工作產出 行為指標 
職能

級別 
職能內涵 

(K=knowledge知識) 
職能內涵 

(S=skills技能) 
T6.3定位貨物並確

認貨物特性 

 P6.3.1依說明定位並確認貨物特性 

P6.3.2遵守裝卸計畫，以確保操作的

效率與安全 

P6.3.3考量貨物特性，以遵循適當的

裝卸程序 

P6.3.4規劃及進行作業時，確認危害

貨物並考量相關程序 

P6.3.5確認貨物重量及尺吋符合設備

之能力範圍 

S91 依不同的操作情境、風險情況及

環境，修改行動措施 

S92 應用疲勞管理的知識和技術 

S93 在不傷及自身或他人，或損及貨

物及設備條件下，有系統地處理

需要注意的細節 

S94 依標準作業程序，操作並適應不

同的設備差異 

S95 操作專業輕型貨物移動設備時，

選擇並使用相關裝備及配件 

S96 選擇並使用符合產業及職業安全

衛生標準的個人防護裝備 

S97 監控設備性能，並於需要時採取

適當的措施 

S98 依維護期程及標準作業程序檢

查設備 

T6.4移動物料與貨

物 

 P6.4.1以平穩及受控的移動，操縱並

定位設備 

P6.4.2設備的操縱符合設備限制，並

與製造商規範一致 

P6.4.3在不傷及人員或損及設備或產

品之狀況下，移動物料 

T6.5監控與操作控

制項目 

 P6.5.1依製造商之操作說明，控制及

監控設備 

P6.5.2瞭解控制系統，並依法規、製

造商準則及現場操作程序進行

操作 

P6.5.3依製造商說明及工作場域準

則，確認並回報控制器的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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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任務 工作活動 工作產出 行為指標 
職能

級別 
職能內涵 

(K=knowledge知識) 
職能內涵 

(S=skills技能) 
T6.6停止、停放並

固定輕型貨物移動

設備 

 P6.6.1在製造商準則範圍內，使輕型

貨物移動設備在受控的情況下

暫停 

P6.6.2依公司程序，在不傷及人員或

損及設備、貨物或設施的條件

下，停放輕型貨物移動設備 

P6.6.3依適當的設備安全程序，將輕

型貨物移動設備固定於平整、

平穩的表面，且不靠近門邊、

進出通道或死角 

T7 控制

起重機的

起重與移

動 

T7.1提供起重說明  P7.1.1依符合適當之國家標準、作業

規範、準則及製造商規範的危

害預防及控制措施，執行貨物

移動 

P7.1.2運用商定的通訊和信號方法，

協調貨物安全移動 

P7.1.3確認口頭通訊及信號明確、準

確並簡潔，利於理解 

P7.1.4說明須考量所有相關要素，以

確保起重作業安全、穩定且順

利 

3 K52 相關的職業安全衛生

及環境程序及法規 

K53 移動式起重機的應

用、能力、配置、安全

危害及控制機制 

K54 移動式起動機操作涉

及的風險和危害，以及

排除或降低風險及危

害可採取的相關措施 

K55 起重控制及移動式起

重機移動相關的工作

場域程序 

K56 起重過程中可能遭遇

S99 指揮和控制起重機的起重與移

動時，與他人進行有效的溝通 

S100 閱讀和解釋與起重機的起重與

移動相關的說明、程序、資訊、

技術資料、手冊及信號 

S101 完成起重機的起重與移動相關

的文件 

S102 依要求的協定操作電子通訊設

備 

S103 控制起重機的起重與移動，與

他人協同作業 

S104 適應工作場域的文化差異，包

括行為模式及與他人的互動 
T7.2監控起重  P7.2.1持續監控貨物，確保其穩定性 

P7.2.2確認並監控可能影響貨物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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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任務 工作活動 工作產出 行為指標 
職能

級別 
職能內涵 

(K=knowledge知識) 
職能內涵 

(S=skills技能) 
的狀況 

P7.2.3維持所有的臨時支護及/或貨物

支撐裝置，直至持續穩定 

P7.2.4依工作場域程序，降低人員及

設備風險以回應意外狀況 

P7.2.5遵守現場緊急程序 

的問題，以及解決問題

所需採取的適當行動 

K57 起重過程中使用的通

訊系統 

K58 作業系統及設備的操

作重點 

S105 依法規要求及工作場域程序，

及時回報及/或改正指揮和控

制起重機的起重與移動時可能

出現的問題 

S106 控制起重機的起重與移動時，

實施非預期情況之緊急計畫 

S107 應用安全注意事項及要求行

動，來減少、控制或排除指揮

和控制起重機的起重與移動過

程中可能存在的危害 

S108 依規劃之期程監控工作活動 

S109 依不同的操作情境、風險情況

及環境，修改行動措施 

S110 應用疲勞管理的知識和技術 

S111 在不傷及自身或他人，或損及

貨物及設備條件下，有系統地

處理需要注意的細節 

S112 確認並正確使用設備、流程及

程序 

S113 依標準作業程序操作並適應不

同的設備差異 

S114 選擇並使用符合產業及職業安

全衛生標準的個人防護裝備 

T7.3放置及固定貨

物 

O7.3.1臨時

防護裝置 

P7.3.1依製造商規範，檢查並選用固

定及繫留貨物的適用物料 

P7.3.2依製造商規範及準則，使用合

宜方式固定貨物 

P7.3.3貨物移動期間，安裝臨時防護

裝置，以因應危害及天氣情況

可能產生變化的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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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任務 工作活動 工作產出 行為指標 
職能

級別 
職能內涵 

(K=knowledge知識) 
職能內涵 

(S=skills技能) 
T8 使用

通訊系統 

T8.1確認系統特性  P8.1.1確認系統特性及控制功能 

P8.1.2監控相關的電力及信號程度 

P8.1.3設定行動設備以優化通訊 

P8.1.4選用適用的通訊頻道 

2 K59 相關的職業安全衛生

職責 

K60 各種通訊系統的特性 

K61 基本通訊技術，包括有

效通訊的障礙及其克

服方法 

K62 有效通訊的基本原則 

K63 通訊系統及設備的啟

動前檢查 

K64 通訊設備的日常維護

程序 

K65 使用通訊系統時可能

發生的典型問題，及所

需採取的適當措施及

解決方案 

S115 運用適用的通訊系統時，與他

人進行有效的溝通 

S116 確認並運用所需的通訊技術 

S117 適應工作場域的文化差異，包

括行為模式及與他人的互動 

S118 依工作場域程序及時回報及/

或改正使用通訊系統時可能發

生的問題、故障或機能失常 

S119 使用通訊系統時，實施非預期

情況之應變計畫 

S120 應用安全注意事項及要求行

動，來減少、控制或排除通訊

系統使用過程中可能存在的危

害 

T8.2運用通訊技術

進行通訊 

 P8.2.1依製造商說明及工作場域程

序，進行系統檢查以確認通訊

系統的操作性 

P8.2.2依製造商說明、工作場域程序

及法規要求，安全操作通訊系

統 

P8.2.3依工作場域程序，維持電話與

無線電安全 

P8.2.4依通訊地點與類型，選用適當

的頻道 

P8.2.5遵守使用倫理及協定，清晰且

準確的傳達訊息 

T8.3維持通訊設備

操作狀態 

 P8.3.1依工作場域程序依序檢查並維

護設備 

P8.3.2依工作場域程序及時確認、診

斷及修理或回報通訊系統的小

錯誤 

T8.4完成文件 O8.4.1通訊

紀錄 

P8.4.1依工作場域程序，維持適當的

通訊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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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任務 工作活動 工作產出 行為指標 
職能

級別 
職能內涵 

(K=knowledge知識) 
職能內涵 

(S=skills技能) 
T9 合法

操作橋式

與門式起

重機 

T9.1進行例行檢查 O9.1.1檢查

紀錄 

P9.1.1根據程序，在作業區採用適當

的危險預防/管控措施 

P9.1.2以安全方式操作起重機 

P9.1.3目視檢查起重機是否有任何損

壞或故障 

P9.1.4根據適當標準，確認所有招牌

與標誌均清晰易讀 

P9.1.5根據程序，進行起重機操作前

的例行檢查 

P9.1.6找出並確認所有之控制功能 

P9.1.7檢查起重機的保養紀錄簿 

P9.1.8根據程序，啟動起重機並檢查

有無任何異常噪音 

P9.1.9根據程序，測試起重機的安全

裝置 

P9.1.10根據程序，進行啟動後的操作

檢查 

P9.1.11檢查所有通訊設備是否功能

正常 

P9.1.12根據程序，報告與記錄所有損

壞與故障，並且採取適當的行

動 

2 K66 計算載重量的適當數

學式 

K67 橋式與門式起重機的

特性 

K68 與起重機等級相關的

職業安全衛生法規、規

範與慣例 

K69 緊急程序，包含逃生路

線 

K70 閱讀與理解製造商指

示、程序與安全符號的

識讀能力 

K71 危險的辨識與管控 

K72 起重機操作的組織與

工作場域規範、要求、

政策與程序 

K73 工作場域記錄、報告、

保養的程序與資訊 

K74 起重機與設備之操作

和調整常見的典型例

行問題 

S121 精確記錄及保留與橋式與門式

起重起操作相關的資訊 

S122 在工作場域使用溝通技術，包

含手勢信號、警笛與雙向無線

電 

S123 使用溝通技巧以跟現場其他人

員溝通 

S124 操作橋式與門式起重機時，包

含吊掛與移動最重貨物，並與

其他相關人員進行配合 

S125 進行風險評估與危險管控策

略，包含起重機安全操作的管

控制度(尤其須瞭解與高架電

源線/電纜線、進出駕駛艙、車

輛與移動安全空間的風險) 

S126 使用起重機製造商規格與資

料，包含最大載重，以確保起

重機不會過載 

S127 確認問題與設備故障，並展現

適當的回應程序 

T9.2搬移貨品  P9.2.1依照相關人員的指示固定絞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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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任務 工作活動 工作產出 行為指標 
職能

級別 
職能內涵 

(K=knowledge知識) 
職能內涵 

(S=skills技能) 
滑輪 

P9.2.2根據程序，進行搬抬測試 

P9.2.3根據程序與適當標準，使用所

有相關的起重機動作搬移貨物 

P9.2.4根據程序與適當標準，正確說

明所有必要的溝通信號 

P9.2.5根據程序操作起重機 

P9.2.6持續監控貨物移動，以確保人

員與貨物之安全和結構穩定 

P9.2.7依程序回應非預期與/或不安全

情況 

T9.3停機與固定起

重機 

O9.3.1故障

紀錄 

P9.3.1根據程序，進行起重機的停機

作業 

P9.3.2根據程序與適當標準，裝載與

固定起重機和設備 

P9.3.3使用所有相關的移動鎖定與煞

車(如適用) 

P9.3.4根據程序，進行起重機關機作

業 

P9.3.5根據程序，進行起重機操作後

的例行檢查 

P9.3.6移除危險預防/控制措施(如適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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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任務 工作活動 工作產出 行為指標 
職能

級別 
職能內涵 

(K=knowledge知識) 
職能內涵 

(S=skills技能) 
P9.3.7根據程序，報告與記錄所有損

壞和故障，並且採取適當的行

動 

T10 合法

操作吊桿

式起重機 

T10.1進行例行檢查 O10.1.1檢查

紀錄 

P10.1.1檢查地面穩定度 

P10.1.2目視檢查起重機是否有任何

損壞或故障 

P10.1.3根據適當標準，確認所有標示

牌與標誌均清晰易讀 

P10.1.4根據程序，判定適當的起重機

組態 

P10.1.5根據程序，進行起重機操作前

的例行檢查 

P10.1.6找出並確認所有之控制功能 

P10.1.7檢查起重機的保養工作日誌 

P10.1.8根據程序，啟動起重機並檢查

有無任何異常噪音 

P10.1.9根據程序，測試所有起重機的

安全裝置 

P10.1.10根據程序，進行啟動後的操

作檢查 

P10.1.11檢查所有通訊設備是否功能

正常 

P10.1.12根據程序，報告與記錄所有

2 K75 計算載重量的適當數

學式 

K76 與起重機等級相關的

職業安全衛生法規、規

範與慣例 

K77 吊桿式起重機的特性

與功能，可承受之載重

範圍 

K78 閱讀與理解製造商指

示、程序與安全標示的

識讀能力 

K79 起重機操作的組織與

工作場域規範、要求、

政策與程序 

K80 吊桿式起重機的操作

技術 

K81 不同層級危險因子的

辨識與管控 

K82 工作場域記錄、報告、

保養的程序與資訊 

S128 精確記錄及保留與起重機操作

相關的資訊 

S129 在工作場域使用溝通技術，包

含手勢信號、警笛與雙向無線

電 

S130 使用溝通技巧以跟現場其他人

員溝通 

S131 操作吊桿式起重機時，包含吊

掛與移動最重貨物，並與其他

相關人員進行配合 

S132 進進行風險評估與危險管控策

略，包含起重機安全操作的管

控制度(尤其須瞭解與高架電

源線/電纜線、進出駕駛艙、車

輛與移動安全空間的風險) 

S133 使用起重機製造商規格與資

料，或工程規格、評估或設計，

包含載重圖或不同半徑的載重

限制，讓起重機能夠針對載重

進行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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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任務 工作活動 工作產出 行為指標 
職能

級別 
職能內涵 

(K=knowledge知識) 
職能內涵 

(S=skills技能) 
損壞與故障，並且採取適當的

行動 

K83 額定容量與作業載重

限制(包含使用起重機

載重圖) 

K84 起重機與設備之操作

和調整常見的典型例

行問題 

S134 確認問題與設備故障，並展現

適當的回應程序 

T10.2搬移貨品  P10.2.1在起重機承載範圍內進行搬

抬 

P10.2.2根據程序，在作業區使用適當

的危險預防/管控措施 

P10.2.3依照相關人員的指示，固定

支臂/鐵臂與絞車滑輪 

P10.2.4根據程序，進行搬抬測試 

P10.2.5根據程序與適當標準，使用

所有相關的起重機動作搬

移貨物 

P10.2.6根據程序與適當標準，正確

說明所有必要的溝通信號 

P10.2.7根據程序操作起重機 
P10.2.8持續監控貨物移動，以確保人

員與貨物之安全和結構穩定 

P10.2.9依程序回應非預期與/或不安

全情況 

T10.3停機與固定起

重機 

O10.3.1故障

紀錄 

P10.3.1使用所有相關的移動鎖定與

煞車(如適用) 

P10.3.2根據程序與適當標準，裝載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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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任務 工作活動 工作產出 行為指標 
職能

級別 
職能內涵 

(K=knowledge知識) 
職能內涵 

(S=skills技能) 
固定起重機和設備 

P10.3.3根據程序，進行起重機關機 

P10.3.4根據程序，進行起重機操作後

的例行檢查 

P10.3.5根據程序，報告與記錄所有損

壞和故障，並且採取適當的行

動 

T11 進行

船舶裝卸

業的高空

作業 

T11.1應用高空作業

法規及程序 

 P11.1.1解讀並應用高空作業相關之

標準及法規 

P11.1.2解讀並應用相關安全作業說

明、程序及風險評估政策及程

序  

3 K85 相關的職業安全衛生

程序及準則 

K86 高空作業安全作業說

明及程序 

K87 風險評估的政策及程

序 

K88 高空作業設備檢查表 

K89 高空作業的救援程序 

K90 進行高空作業時使用

可攜帶式梯架程序 

K91 高空作業的風險及危

害，及控制風險和危害

的相關預防措施 

K92 高空作業的手動處理

方法 
 

S135 執行高空作業時，與他人進行

有效溝通 

S136 閱讀並解釋高空作業相關的資

訊，包括安全高空作業說明、

工作場域程序及適用標準及作

業規範 

S137 完成高空作業相關的文件 

S138 依要求的協定操作電子通訊設

備 

S139 執行高空作業時，與他人協同

作業 

S140 適應工作場域的文化差異，包

括行為模式及與他人的互動 

S141 依法規要求及工作場域程序，

及時回報及/或改正高空作業

時可能發生的問題、故障或機

T11.2選擇並檢查高

空作業設備 

O11.2.1檢查

紀錄 

P11.2.1依法規要求及標準作業程

序，選擇船舶裝卸業高空作業

所需的高空作業設備 

P11.2.2依法規要求及標準作業程

序，檢查高空作業設備 

T11.3在船舶裝卸業

使用高空作業設備 

 P11.3.1依法規要求及標準作業程

序，解讀並實施船舶業高空作

業時的安全要求，採取需要措

施以確保作業區域安全 

P11.3.2執行高空作業時，修正並使用

正確的手動處理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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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任務 工作活動 工作產出 行為指標 
職能

級別 
職能內涵 

(K=knowledge知識) 
職能內涵 

(S=skills技能) 
P11.3.3採取符合高空作業的現場安

全作業說明及標準作業程序

措施 

P11.3.4依法規要求及標準作業程序

使用高空作業設備 

P11.3.5依法規要求及標準作業程序

使用高空作業設備的工作平

台 

P11.3.6依法規要求及標準作業程序

使用固定點 

P11.3.7理解高空作業的緊急程序，並

於需要時實施 

P11.3.8檢查高空作業救援包，並校正

或更換有瑕疵配件 

P11.3.9依法規要求及標準作業程序

使用高空作業救援包 

P11.3.10於救援行動過程中遵守高空

作業程序 
 

能失常 

S142 針對高空作業時可能發生的意

外情況，實施應變計劃 

S143 應用安全注意事項及要求的行

動，來減少、控制或排除高空

作業過程中可能存在的危害 

S144 依規劃之期程監控工作活動 

S145 依不同的操作情境、風險情況

及環境，修改行動措施 

S146 應用疲勞管理的知識和技術 

S147 在不傷及自身或他人，或損及

貨物及設備條件下，有系統地

處理需要注意的細節 

S148 依標準作業程序操作並適應不

同的設備差異 

S149 確認、選擇並使用相關高空作

業設備 

S150 檢查高空作業設備 

S151 使用高空作業的輔助設備 

S152 執行高空作業時，使用作業護

欄 

S153 運用正確的手動處理技術 

S154 選擇並使用符合行業及職業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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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任務 工作活動 工作產出 行為指標 
職能

級別 
職能內涵 

(K=knowledge知識) 
職能內涵 

(S=skills技能) 
全衛生標準的個人防護裝備 

 
職能內涵（A=attitude態度） 

A01自我管理：設立定義明確且實際可行的個人目標；對於及時完成任務展現高度進取、努力、承諾及負責任的行為 

A02壓力容忍：冷靜且有效地應對及處理高度緊張的情況或壓力，如緊迫的時間、不友善的人、各類突發事件及危急狀況，並能以適當的方式紓解自身壓力。 

A03謹慎細心：對於任務的執行過程，能謹慎考量及處理所有細節，精確地檢視每個程序，並持續對其保持高度關注。 

A04彈性：能夠敞開心胸，調整行為或工作方法以適應新資訊、變化的外在環境或突如其來的阻礙。 

A05應對不明狀況：當狀況不明或問題不夠具體的情況下，能在必要時採取行動，以有效釐清模糊不清的態勢，完成任務。 
 

說明與補充事項 

 此項職能基準乃參考國外職能資料發展並經國內專家本土化及檢視完成。 

 入門水準建議：高中以上學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