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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大綱

法例對升降機的規管法例對升降機的規管

優化舊式升降機優化舊式升降機

升降機擁有人在升降機日常操作中的角色

建議修訂《升降機及自動梯（安全）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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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例對升降機的規管法例對升降機的規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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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例對升降機的規管 (續)法例對升降機的規管 (續)

 《升降機及自動梯(安全)條例》香港法例第

327 章327 章

 訂立標準，監管升降機之設計、建造、檢驗、

測試及維修保養。

 執行《升降機及自動梯(安全)條例》有關升降

機的違例事項。機的違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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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例對升降機的規管(續) - 機電工程署的職責法例對升降機的規管(續) 機電工程署的職責

 審批新升降機的使用 審批新升降機的使用

 規管安裝、測試、保養、修理及拆卸等各類升

降機工程

 登記「註冊升降機承建商 及「註冊升降機工 登記「註冊升降機承建商」及「註冊升降機工
程師」

 處理有關升降機的投訴及查詢

 調查升降機意外事故及違規個案 調查升降機意外事故及違規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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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例對升降機的規管(續) - 機電工程署的職責

數目

法例對升降機的規管(續) 機電工程署的職責

數目
(2011年1月)

升降機 (電梯) ~ 50,700 部

註冊升降機工程師 278人

註冊升降機承建商 48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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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例對升降機的規管(續) - 擁有人的職責

 為現有升降機僱用「註冊升降機承建商」及

( )

「註冊升降機工程師」進行定期保養、檢驗
及測試

 在升降機進行安裝工程或主要更改工程時：

 僱用「註冊升降機承建商」進行工程

 在工程完成後，安排「註冊升降機工程 在工程完成後 安排 註冊升降機工程
師」檢驗及測試升降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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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例對升降機的規管(續) - 擁有人的職責

由承建商向機電署提交嚴重的升降機事故報告

( )

 根據條例規定，升降機擁有人有責任就某些升降

機事故即時通知機電署機事故即時通知機電署。

 升降機擁有人可要求「註冊升降機承建商 通知 升降機擁有人可要求「註冊升降機承建商」通知

機電署有關升降機的嚴重事故。機電署在證實意

外後12小時內向外公布並將意外摘要定期在網站

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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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降機定期檢驗及測試的規管

法例規定升降機的定期維修保養、檢驗和測試包括：

註冊升降機承建商/工程師進行的工作 相隔時間

升降機的定期保養 不超過1個月

升降機的定期檢驗 不超過 年升降機的定期檢驗 不超過1年

升降機安全設備的定期測試 不超過1年

在升降機內有十足額定負載的情況下安全設備的
定期測試

不超過5年
定期測試

9

升降機定期檢驗及測試的規管（續）

 當收到註冊升降機承建商的檢

升降機定期檢驗及測試的規管（續）

 當收到註冊升降機承建商的檢

驗及測試證明書後，升降機擁

有人需於七日內送交機電工程有人需於七日內送交機電工程

署署長安排加簽。

把已加簽的檢驗及測試證明 把已加簽的檢驗及測試證明

書 (表格 11) 張貼於升降機內

顯眼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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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化舊式升降機安全優化舊式升降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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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化舊式升降機安全

為何要優化升降機為何要優化升降機

優化舊式升降機安全

 由於使用頻繁，升降機機件的損耗是無可避免由於使用頻繁，升降機機件的損耗是無可避免

 舊式升降機雖然達到當時的技術水平，但升降機未舊式升降機雖然達到當時的技術水平，但升降機未

必能與今天最先進的技術水平看齊必能與今天最先進的技術水平看齊必能與今天最先進的技術水平看齊。必能與今天最先進的技術水平看齊。

 與此同時，現有升降機也有很大的改善和優化空間，與此同時，現有升降機也有很大的改善和優化空間， 與此同時 現有升降機也有很大的改善和優化空間與此同時 現有升降機也有很大的改善和優化空間

使它更安全、可靠和舒適，以滿足不斷提高的社會使它更安全、可靠和舒適，以滿足不斷提高的社會

要求要求要求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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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化舊式升降機安全

7 類可加裝/改善7 類可加裝/改善
以提升安全標準的
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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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化舊式升降機安全

改善項目：機廂門鎖及門刀

 加裝在機廂門旁邊的保險門刀，當有乘

客進出機廂時，而升降機門正在關上，客進出機廂時，而升降機門正在關上，

乘客若撞擊保險門刀可把機廂門重開。

 機廂門鎖防止乘客從機廂內強行打開機

廂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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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化舊式升降機安全

改善項目: 對講機及閉路電視系統改善項目: 對講機及閉路電視系統

 若乘客被困升降機時，可按警鐘 若乘客被困升降機時，可按警鐘

求救，但經驗顯示警鐘並非最有

效的求救方法。如機廂安裝了對效的求救方法。如機廂安裝了對

講機，被困的乘客便能直接與管

理處人員溝通，管理處可馬上採理處人員溝通，管理處可馬上採

取拯救行動。有些較先進的對講

機系統更可讓乘客直接與24 小時機系統更可讓乘客直接與24 小時

服務中心聯絡，要求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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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化舊式升降機安全

改善項目:雙重制停系統

 舊式升降機只有一組制停系統，採

用雙重制停的升降機，萬一制停系

統發生故障 車廂制停或會失效統發生故障, 車廂制停或會失效. 。
安裝雙重制停系統的好處，是有兩

組制停部件，因此即使其中一組失組制停部件，因此即使其中一組失

效，另一組也能確保升降機安全運

作。

 現代化的多重制停系統，都有兩組

獨立的制停系統。

16



優化舊式升降機安全

改善項目：制動系統-防止機廂移動裝置

 當升降機門打開、乘客正在進出機廂時，如機廂出現不正常

移動，可引致乘客受傷移動 可引致乘客受傷

 例如夾纜裝置可防止機廂離開正確停定位置的不正常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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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化舊式升降機安全 擁有人的職責優化舊式升降機安全 - 擁有人的職責

改善項目：防止機廂向上超速裝置改善項目：防止機廂向上超速裝置

若安裝有防止機廂向上超速裝置可 若安裝有防止機廂向上超速裝置可

減少因升降機高速向上撞向井道端，

令乘客受傷。若機廂向上超速時，

防止機廂向上超速裝置應立即制停

升降機，以免發生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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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化舊式升降機安全 擁有人的職責優化舊式升降機安全 - 擁有人的職責

改善項目：障礙開闢掣

懸吊纜索磨損是升降機事故的主要 懸吊纜索磨損是升降機事故的主要
原因之一。當機廂及對重的移動受
阻時，若驅動器繼續運行懸吊纜索阻時，若驅動器繼續運行懸吊纜索
與纜轆便會嚴重磨損。安裝障礙開
關掣時,可探察機廂或對重是否移
動，防止懸吊纜索與纜轆的過度損
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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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化舊式升降機安全優化舊式升降機安全

改善項目：更換懸掛纜索的要求

 當懸吊纜索的直徑縮減10%，應當懸吊纜索的直徑縮減10% 應

立即更換。若纜轆內任何一條纜

索需要更換，則該纜轆上所有纜索需要更換 則該纜轆上所有纜

索都需要更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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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化舊式升降機安全

改善項目： 自動拯救(放人)裝置

 當正常供電突然停止時，乘客便會被困，

此時需啟用手動放人程序 才可將被困此時需啟用手動放人程序，才可將被困

者放出。

 若升降機裝有自動拯救(放人)裝置時，自

動拯救裝置能探測到電壓下降，並會利

用電池供給升降機，驅動升降機往最近

的樓層並在正確位置開門，放出乘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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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降機主要更改的規管（續）

受聘進行工程的受聘進行工程的

升降機主要更改的規管（續）

受聘進行工程的
「註冊升降機承建商」

以書面通知機電工程署署長

受聘進行工程的
「註冊升降機承建商」

以書面通知機電工程署署長以書面通知機電工程署署長以書面通知機電工程署署長

進行工程進行工程

由「註冊升降機工程師由「註冊升降機工程師由「註冊升降機工程師」
進行必須的檢驗及測試
由「註冊升降機工程師」
進行必須的檢驗及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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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降機主要更改的規管（續）

如「註冊升降機工程師」如「註冊升降機工程師」

升降機主要更改的規管（續）

如 註冊升降機工程師」
信納該升降機處於安全操作狀態

如 註冊升降機工程師」
信納該升降機處於安全操作狀態

表格七

升降機擁有人升降機擁有人

機電工程署署長機電工程署署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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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降機擁有人在升降機日常操作升降機擁有人在升降機日常操作
中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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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人員和擁有人應注意

 如何選擇合適的升降機保養承建商？

升降機擁有人宜採用招標形式選擇合適的升降機承建商以提供
保養服務，或向升降機承建商要求報價，以作比較。另外，在
選擇時須要注意以下事項選擇時須要注意以下事項：

 承建商背景

 足夠的技術

 備用零件的供應 備用零件的供應

 緊急事故的應變能力

在保養合約內附加條文以防止經常性故障 在保養合約內附加條文以防止經常性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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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人員和擁有人應注意（續）

 如何選擇合適的保養承建商？

為向擁有人提供更多資料，以便選擇合適的保養承
建商，機電署已設立一套全新表現評分制度披露承建商，機電署已設立一套全新表現評分制度披露承
建商的表現：

在該制度下 承建商的表現將以平均記分點計算 即把記 在該制度下，承建商的表現將以平均記分點計算，即把記
分點除以巡查的次數。

 該制度於2009年6月設立，並已在去年9月開始定期向公眾

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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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人員和擁有人應注意（續）

簽署保養合約時須注意維修保養服務必須涵蓋的範圍簽署保養合約時須注意維修保養服務必須涵蓋的範圍

 合約期的長短，如終止合約須預早多久通知對方；

 定期保養抹油，是每星期、每兩星期還是每月一次；

年檢的服務範圍 是否包括遞交升降機證明書 表格 年檢的服務範圍，是否包括遞交升降機證明書(表格11)；

 更換及維修機件(例如纜索)的費用； 更換及維修機件(例如纜索)的費用；

 乘客被困升降機時，承建商承諾會在指定時間內到場作出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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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人員和擁有人應注意（續）

 如何選擇及採購合適的升降機保養服務？

機電署就升降機保養服務的採購提供了一些建議：

 升降機保養服務採購的招標文件規格樣本，以及

選擇合適保養服務承建商的指引，已上載機電署選擇合適保養服務承建商的指引 已上載機電署

網站，供公眾參考。
htt // d hk/ d/ hi/ /l b l ht lhttp://www.emsd.gov.hk/emsd/chi/pps/le_pub_plem.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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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人員和擁有人應注意（續）

 如何選擇及採購合適的升降機保養服務？

 全包式保養服務合約 ─ 這是常用的升降機保養服務合約形
式。

 為提升升降機安全，機電署建議業主可考慮將昂貴的備
用零件及替換配件（如吊纜）包含在招標文件內，作為
必須或可選擇進行的保養項目必須或可選擇進行的保養項目。

 機電署在網站上載一份範本供公眾參考。 機電署在網站上載一份範本供公眾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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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人員和擁有人應注意（續）

 『工作日誌』應包括升降機及承建商的基本細節，例如

升降機安裝資料、主要更改或更換內容、保養、檢驗或

測試工作及所有發生的故障與事故的詳情。升降機承建

商能夠提供一本認可格式的『工作日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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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人員和擁有人應注意（續）

 保養工作所需時間 ─ 註冊承建商須把每部升降機的預計一般定

期保養工作所需時間通知相關升降機擁有人

升降機『工作日誌 已加入新的

期保養工作所需時間通知相關升降機擁有人

 升降機『工作日誌』已加入新的

指定格式，讓升降機擁有人或樓

宇管理人監察維修升降機所用的

時間，並與原擬時間作比較

 這項新安排已於2009年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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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人員和擁有人應注意（續）

突擊檢查的安排

 為確保承建商及工程師有足夠警覺性，機電署在2009
年推出電子平台，規定所有「註冊承建商」預先提交年推出電子平台 規定所有 註冊承建商」預先提交

升降機定期檢測時間表，以便進行實地突擊檢查。此

舉有助機電署人員在承建商及工程師進行定期檢測時舉有助機電署人員在承建商及工程師進行定期檢測時

作突擊檢查，實地核實工程師的出勤率、工具的合適

及足夠程度、人手的調配，以及升降機測試和檢驗所及足夠程度 人手的調配 以及升降機測試和檢驗所

需設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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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人員和擁有人應注意（續）

 留意事項：機廂內和各樓層上的樓層顯示器及／或操作按

鈕均操作正常 其面板沒有因鬆脫或損毀而令帶電部份外露鈕均操作正常，其面板沒有因鬆脫或損毀而令帶電部份外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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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人員和擁有人應注意（續）

 留意事項：升降機到達樓層時，機廂地台與層站地留意事項

面之間的水平差距不會比平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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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人員和擁有人應注意（續）

 進行例行保養檢查時，承建商會將影響升降機的 進行例行保養檢查時 承建商會將影響升降機的

問題通知大廈管理人員或升降機擁有人跟進，例

如如：

 機房內設備損壞，如照明、抽氣扇、滅火器過期和牆身 機房內設備損壞 如照明 抽氣扇 滅火器過期和牆身

滲漏等

機房通道被雜物阻礙 機房通道被雜物阻礙

 業主擅自在升降機門前加設閘門業主擅自在升降機門前加設閘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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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修訂建議修訂《《升降機及自動梯（安全）條例升降機及自動梯（安全）條例》》
（第（第327327章）章）（第（第327327章）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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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自自20082008年底年底發生的一連串升降機事故，令市民更加發生的一連串升降機事故，令市民更加
關注升降機安全。關注升降機安全。政府落實一系列的措施，以改善政府落實一系列的措施，以改善
本港的升降機安全，當中包括本港的升降機安全，當中包括建議修訂建議修訂《《升降機及升降機及
自動梯（安全）條例自動梯（安全）條例》》，第，第327327章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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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修訂建議修訂《《升降機及自動梯（安全）條例升降機及自動梯（安全）條例》》

目的

以改善執法工作的效率以改善執法工作的效率

加強監管保養工作

配合最新的技術發展配合最新的技術發展

滿足公眾對升降機及自動梯安全不斷提高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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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修訂建議修訂《《升降機及自動梯（安全）條例升降機及自動梯（安全）條例》》建議修訂建議修訂《《升降機及自動梯（安全）條例升降機及自動梯（安全）條例》》

加強規管架構的研究範疇加強規管架構的研究範疇

作進一步研究及探討切實可行方案的六個範疇：

1. 檢討對公共屋邨及政府建築物的規管制度；

2. 提高升降機及自動梯工程師註冊的資歷要求；

3. 引入升降機及自動梯工人註冊制度；

4. 提高升降機及自動梯承建商註冊及引入續牌的要求

5. 精簡現有的規管程序；及

6. 加重《條例》下違例事項的罰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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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多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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