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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讀者，大家好！自去年12月創刊以來，《電梯快訊》一直得到各界的熱烈支持，

實在令人鼓舞，我們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謝。一如上期，今期《電梯快訊》的內容非常豐

富，當中分為專題和簡訊兩類文章。專題會為大家介紹「優質升降機服務認可計劃」頒獎典禮、優化升降

機去防止機廂不正常移動、機電工程署代表出席升降機及自動梯國際專家小組會議的情況，以及註冊升降

機/自動梯承辦商交接時須注意的事宜﹔而簡訊則會介紹優化自動梯指引，跟大家分享註冊升降機/自動梯

承辦商及工程師的表現評核制度和檢控及紀律審裁的最新數字，並提醒各註冊升降機/自動梯工程師及工程

人員註冊續期的資格及安排。我們希望大家會繼續支持《電梯快訊》，並提供寶貴意見及建議，好讓我們

能作出改善，務求為大家提供更多有用和有趣的升降機及自動梯資訊。

升降機安全與市民生活息息相關，為提升現有升降機

的安全水平及服務質素，機電工程署於2015年10

月推出「優質升降機服務認可計劃」，其頒獎典禮已於

2016年4月9日圓滿結束。頒獎典禮是「欣賞香港」運動

的活動之一，主禮嘉賓包括發展局常任秘書長（工務）韓

志強、機電工程署署長陳帆，以及升降機及自動梯安全諮

詢委員會主席潘樂陶博士。

　　是次「優質升降機服務認可計劃」是以先導形式推

出，對象是私人樓宇的升降機負責人，除了鼓勵負責人透

過優化措施，加強現有升降機的安全水平、可靠度和舒適

度外，亦希望提升負責人在管理升降機方面的能力，以滿

足使用者的要求。計劃根據負責人改善舊式升降機安全方

案的落實程度、管理升降機的水平和升降機因故障而停用

的時間進行評級。獲得認可資格的申請單位會得到評級證

書，予以嘉許。負責籌備認可

計劃及評審有關申請的籌備委

員會成員，均來自不同的專業

界別及學會，分別有機電工

程署、屋宇設備運行及維修

行政人員學會、香港物業管

理公司協會、香港測量師學

會、香港工程師學會、電梯

業協會、註冊電梯營造商聯

會有限公司，以及國際電

梯工程師協會（香港-中國

分會）。



　　今屆計劃共收到94份申請，涵蓋1230部升降

機、254座建築物，以及39個業主立案法團和物業管理公

司，反應踴躍。計劃共頒發了3個金獎評級，26個銀獎評

級和16個銅獎評級。機電工程署為了認可及嘉許獲獎升降

機負責人和註冊升降機承辦商所作出的努力和貢獻，舉行

頒獎典禮。頒獎典禮上，發展局常任秘書長（工務）韓志

強致辭時，呼籲負責人和承辦商繼續攜手努力推動優化升

降機，並做好對升降機運作的管理和維修保養工作，以提

供優質升降機服務。一同主禮的升降機及自動梯安全諮詢

委員會主席潘樂陶博士致辭時，感謝機電工程署在支援升

降機及自動梯負責人工作上所付出的努力，並希望在來年

繼續舉辦「優質升降機服務認可計劃」，以推動業界持續

提升升降機服務的水平。同場安排了眾得獎機構與主禮嘉

賓在儀式板上簽署，以示繼續齊心合力提供優質升降機服

務的決心，而金獎得主亦即場分享優質升降機管理工作及

得獎的心得，以便同業借鏡學習並持續改善。

p	發展局常任秘書長（工務）韓志强致歡迎

辭。

p	升降機及自動梯安全諮詢委員會主席潘樂陶

博士致閉幕辭。

p	頒獎典禮有大約250 位嘉賓及人士出席。

p	頒獎典禮大合照。

p	韓志强（右三）、陳帆（右二） 和潘樂陶博士（右

四）與金獎得主合照。

　　有關「優質升降機服務認可計劃」的資訊包括得獎名

單，可登入以下網址瀏覽:-

-  計劃詳情(機電工程署網頁):

 http: / /www.emsd.gov.hk/tc/ l i f ts_and_
escalators_safety/responsible_persons_

corner/qlsrs/index.html

-  頒獎典禮重溫(香港政府新聞網):

 h t t p : / / w w w . n e w s . g o v . h k /
t c / c a t e g o r i e s / i n f r a s t r u c t u r e /

html/2016/04/20160409_17454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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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emsd.gov.hk/tc/lifts_and_escalators_safety/responsible_persons_corner/qlsrs/index.html
http://www.news.gov.hk/tc/categories/infrastructure/html/2016/04/20160409_174549.shtml


升降機不正常移動

近年，中國內地、台灣及海外不時傳出因升降機不正

常移動而導致傷亡的個案！2016年4月，台北一名

男士在踏進升降機時疑因升降機故障，被上升的升降機機

廂絆倒，胸口以下捲入升降機機廂與升降機門之間的狹

小縫隙，導致失血休克死亡。另外，浙江省杭州市亦於

2015年7月發生升降機夾人的慘劇，一名年輕女子尚未完

全踏入升降機，升降機就突然關門運行，將其頸部卡住。

在美國紐約，2015年12月亦發生一宗因升降機不正常移

動而奪命的個案。

　　現時的升降機都有安全裝置，升降機機廂若沒有對準

樓面地板或未停定時，升降機門不會打開；以及升降機機

廂在升降機門未有完全關上的時候亦不會上升或下降；另

外，升降機門若遭異物阻擋或夾到物件，升降機機廂亦會

停止運作，夾人意外發生的機會率是非常低。雖然如此，

機件始終有可能發生故障而引致升降機機廂在升降機門剛

開啟或未有關上的情況下，作出不正常移動。輕者乘客有

機會會絆倒受傷，嚴重者可能身體或手腳被卡着，隨升降

機上升或下降，身體會被捲入機廂與樓層之間的縫隙，造

成傷亡。 

　　其實，上述升降機安全事故是可以避免的。要防止因

升降機不正常移動的意外出現只需要升降機保養承辦商、

升降機負責人以至升降機乘客一起努力便可以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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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妥善保養」- 升降機保養承辦商

　　升降機於不同年代安裝和啟用，安裝時雖已達到當時

的技術水平，但近年科技發展迅速，技術水平不斷提升，

早期的升降機未必能與今天最先進的技術水平看齊。必須

強調的是，只要有適當的保養維修和定期檢驗，可確保現

有升降機的安全。升降機不正常移動主要是因為某些機件

故障而發生，換言之，若升降機保養承辦商能對升降機作

出妥善保養，包括適時檢查制動器、曳引系統及有關連鎖

及監控系統等，確保他們正常運作以及在適當時候更換已

損耗零件以減少機件故障的發生，這樣便可大大減低升降

機不正常移動的出現機會。

「優化升降機」- 升降機負責人

　　妥善保養雖然可以大大減低升降機不正常移動的出現

機會，但要更全面防止機廂在乘客進出時不正常移動，使

乘客進出升降機時更為安全，則需要將舊式升降機的安

全系數再作出提升。所以，另一個比較直接的方案是考

慮加裝防止升降機不正常移動裝置，例如夾纜裝置等。

這類裝置可防止機廂偏離正確停定位置而出現不正常移

動，從而加強乘客安全。一般於2007年後安裝的升降機

均具備有關的裝置。機電工程署自2011年開始提倡優化

升降機的工程，建議舊式升降機擁有人加裝有關設備/裝



機電工程署獲
新加坡政府邀請加入

升降機及自動梯國際專家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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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加強升降機及自動梯安全，提升行業規管和進行

技術交流，新加坡建設局(譯名) (Building and Con-

struction Authority, BCA) 成立了一個升降機及自動梯的國

際專家小組。由於機電工程署與BCA一直在升降機及自動

梯、架空纜車及機動遊戲機等多個範疇上保持緊密交流，

署方早前獲BCA邀請加入上述的國際專家小組，並參與

了2016年9月14及15日在新加坡召開的首次專家小組會

議。

　　新加坡建設局(BCA)是國家發展部(譯名) (Ministry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屬下的一個機構，以倡導建築環境

的優良發展。“建築環境”泛指為社會提供不同活動而設

置的建築物、結構物和基礎設施。BCA的主要工作包括 (i) 

置。詳情可參閱『優化升降機指引』(http://

www.emsd.gov.hk/filemanager/tc/content_826/

Modernising_Lifts.pdf)。負責人可與其工程顧

問或升降機承建商商討有關優化其升降機的技

術可行性，逐步落實改善措施。

　　另外，負責人可透過由市區重建局管理的「樓宇維修

綜合支援計劃」申請公用地方維修津貼，以進行升降機優

化工程。負責人亦可向市區重建局遞交由香港房屋協會管

理的「長者維修自住物業津貼計劃」及由屋宇署管理的「

樓宇安全貸款計劃」的申請，再由市區重建局作適當的轉

介，以申請津貼或貸款為升降機進行優化工程。有關上述

三個計劃的詳情，可瀏覽以下網頁:-

「樓宇維修綜合支援計劃」(由市區重建局管理)

http://www.ura.org.hk/tc/schemes-and-policies/

rehabilitation/integrated-building-maintenance-

assistance-scheme.aspx

「長者維修自住物業津貼計劃」(由香港房屋

協會管理)

http://www.hkhs.com/chi/business/pm_bmgs.

asp

「樓宇安全貸款計劃」(由屋宇署管理)

http://www.bd.gov.hk/chineseT/services/index_

bsils.html

有關乘搭升降機注意事項:

u	先察看　

 升降機門開啟後，確認升降機廂停定後才

出入，以免踏空

u	勿分心　

 進出升降機時要留神，不要分心或使用手

機，以免無法看清楚升降機廂的操作狀況

u	牽幼童　

 帶幼童搭乘升降機時，要一起出入升降機

u	勿擋門　

 升降機開關門時，勿以手腳或其他外物阻

擋升降機門及避免在升降機門檻上逗留

「進出升降機要留心」 - 升降機乘客

　　除了為升降機作出妥善保養及提升升降機的安全系數

之外，升降機乘客亦需保障自己的安全以達致零意外。現

時有不少低頭族於平常行路以至出入升降機都忙於使用手

機，並沒有留意地面及周邊的情況。以進出升降機為例，

有些乘客邊使用手機邊進出升降機，當升降機門一開即往

內或外走，若遇上升降機機廂未對準樓面地板而停止或未

停定時，便很容易發生意外，所以升降機乘客一定要確認

升降機機廂停妥後才出入。

http://www.emsd.gov.hk/filemanager/tc/content_826/Modernising_Lifts.pdf
http://www.ura.org.hk/tc/schemes-and-policies/rehabilitation/integrated-building-maintenance-assistance-scheme.aspx
http://www.hkhs.com/chi/business/pm_bmgs.asp
http://www.bd.gov.hk/chineseT/services/index_bsil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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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工程及屋宇裝備的規劃與審批、(ii) 建造業的生產力和

品質認證、 (iii) 建築環境的研究與科技發展、(iv) 綠化環境

及可持續發展的推廣及(v) 建造業的技術培訓與管理等。

　　這專家小組會議聚焦於新加坡、香港、日本及歐美各

地有關升降機及自動梯的行業發展及監管方針、升降機的

優化工程、升降機運作週期的專題研究、行業的人材培訓

及發展，以及升降機的採購、日常管理及監察等。機電工

程署委派了總機電工程師張劍清先生加入該專家小組並出

席有關會議。在會議中，張先生向各成員詳細介紹了香港

的升降機優化計劃。

　　目前國際專家小組共有19位成員。除了機電工程署

的代表外，還有5位來自美國及歐洲各國從事升降機及自

動梯行業的執法官員、工程顧問、技術專家及認證機構代

表。此外，新加坡亦派出10名本地專業人士加入小組，而

專家小組的主席會由 BCA 的局長姜錦賢博士擔任。

　　署方透過上述會議與各地的升降機及自動梯專家建立

相互合作的伙伴關係，並且在討論中交流了各項規管經

驗，對提升本港升降機及自動梯的安全水平和行業發展有

所裨益。

升降機及自動梯保養
承辦商交接時要注意的事宜

升降機/自動梯的負責人（負責人）可能因為各種

原因而更換註冊升降機/自動梯承辦商（註冊承辦

商），為其升降機/自動梯進行保養工作。在升降機/自動

梯的保養移交過程中，負責人和註冊承辦商需要注意些什

麼呢？以下是一個升降機/自動梯保養移交過程中所涉及

的程序及文件清單，謹供大家參考。

負責人應:-

R 聘請註冊升降機/自動梯承辦商為其升降機/自動梯進

行定期保養工作。註冊升降機/自動梯承辦商名冊可以在

以下機電工程署網頁瀏覽：

ht tp : / /www.emsd .gov.hk / t c / l i f t s _and_
escalators_safety/registers/registered_lift_and_

escalator_contractors/index.html

　　同時，負責人也可以瀏覽機電工程署網頁內的「負責

人天地」頁面，裡面包含了「承辦商表現評級」、「升降

機的保養合約價格數據」和「如何選擇合適的註冊升降機

及自動梯承辦商提供保養服務」等資料。負責人可以透過

這些資訊去選擇合適的註冊升降機/自動梯承辦商。負責

人天地的網頁為：

ht tp : / /www.emsd .gov.hk / t c / l i f t s _and_
escalators_safety/responsible_persons_corner/

index.html 

R 在移交保養工作時，需預留足夠時間提前為每部有關

升降機或自動梯安排徹底檢驗，以找出任何不正常的情況

或欠妥的地方及未完成的保養工作。負責人應該安排接管

的註冊承辦商在接管保養工作後的兩星期內就其接管保養

的每部升降機/自動梯安排徹底檢驗，釐清交出及接管保

p	新加坡國家發展部部長黃循財先生(右)與
機電工程署總機電工程師張劍清先生合
照。

t	機電工程署總機電

工程師張劍清先生

在會議中演說。

http://www.emsd.gov.hk/tc/lifts_and_escalators_safety/registers/registered_lift_and_escalator_contractors/index.html
http://www.emsd.gov.hk/tc/lifts_and_escalators_safety/responsible_persons_corner/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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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工作註冊承辦商的責任。負責人亦應該要求註冊承辦商

就每部升降機/自動梯於接管保養工作的日期起計一個月

內向機電工程署署長提交一份已妥善填寫的徹底檢驗報告

（見「升降機工程及自動梯工程實務守則」附錄XI），以

作紀錄，而負責人亦應妥善地將該報告的副本存檔。如註

冊承辦商不能在指明時限內提交檢驗報告，註冊承辦商應

向機電工程署署長說明原因和提交報告的估計時間。除非

升降機/自動梯須進行改裝或維修，否則檢驗報告不可於

接管保養工作的日期起計超過一個月後才提交。

R 在交出及接管保養工作註冊承辦商的協助下，填寫及

簽署「升降機或自動梯保養工作移交事宜核對表」。負責

人及雙方的註冊承辦商應各自保存一份已妥為填寫及簽署

的核對表副本，並因應機電工程署的要求交出該核對表以

作檢查。核對表可以在以下超連結下載：

http://www.emsd.gov.hk/f i lemanager/tc/
content_803/Chcklst_hndvr_tkvr_le_mntnnc.
pdf

接管升降機/自動梯保養工作的註冊承辦商
應:-

R 確保具備所需技術、資源及取得備用零件的

能力，以為該升降機/自動梯進行定期保養。

R 在保養展開首日的7日前，以指明表格LE3

將該承辦保養一事通知機電工程署署長（署

長）；或即使屬於極為特殊的情況，亦須在保

養工作展開的日期前，將該承辦保養一事通知

署長。

R 在接管保養工作後應就有關升降機/自動

梯進行檢查，以確定升降機/自動梯是否有

任何異常情況。將所發現不正常的情況或欠

妥的地方通知負責人，並採取適當的補救

行動，以令升降機/自動梯保持於妥善維修

狀況及安全操作狀態。 

　　如註冊升降機/自動梯工程師進行檢驗後，認為有關

升降機/自動梯或其相聯設備或機械並非處於安全操作狀

態，即需要在緊接檢驗完成後的24小時內，以表格LE4通

知負責人及署長。而該升降機/自動梯亦需要暫停使用，

以策安全。

R 就每部升降機/自動梯於接管保養工作的日期起計一個

月內向署長提交一份已妥善填寫的徹底檢驗報告。

交出升降機/自動梯保養工作的註冊承辦商應:-

R 在停止承辦該保養工作的日期後的14日內，以指明表

格LE10將停止承辦該保養工作及日期通知署長。

R 跟進在與接管保養工作註冊承辦商一同進行的巡視中

發現而需由其負責的項目。

http://www.emsd.gov.hk/filemanager/tc/content_803/Chcklst_hndvr_tkvr_le_mntnn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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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評核制度」檢討

　　機電工程署於2010年引入「表現評核制度」，

以提供一個公平及透明的機制反映註冊升降機/自

動梯承辦商及註冊升降機/自動梯工程師的工作表

現。機電工程署會定期檢討有關制度，務求持續改

善其適用性。機電工程署於2015年為修訂制度分

別諮詢了註冊電梯營造商聯會及電梯業協會，並在

2016年1月22日經升降機及自動梯安全諮詢委員會

同意有關修訂後，於2016年2月實施「表現評核制

優化自動梯指引

　　不同年代啟用的自動梯，安裝時雖已達到當時

的技術水平，但近年科技發展迅速，技術水平不斷

提升，早期的自動梯未必能與今天最先進的技術水

平看齊，但只要有適當的保養維修和定期檢驗，可

確保自動梯的安全。與此同時，舊式自動梯也有改

善和優化的空間，使運作更安全、可靠和舒適。

　　機電工程署已於2016年9月向所有註冊自動梯

承辦商發出自動梯優化指引，有關指引旨在推動自

動梯負責人/擁有人加裝現代化安全裝置，提升現

有自動梯的安全水平，自動梯負責人/擁有人可向

自動梯承辦商討如何優化現有的自動梯。署方亦正

在製作自動梯優化指引小冊子，將會透過相關組織

向自動梯負責人/擁有人派發。有關自動梯優化指

引所建議安裝的安全裝置可參考下列附圖。

度」的修訂版本。 有關修訂包括對違規事項列表進

行修正，以增加涵蓋範圍。

　　「表現評核制度」的最新英文版本可於以下機

電工程署網頁下載：

http://www.emsd.gov.hk/filemanager/
en/content_806/Circular%20No.%20
2_2016%20(WCAG2AA%20version).
pdf

扶手帶

防護擋板

梯級

樓板
外壁板

梯級鏈

梯級輪

驅動器

主制動器

緊急止動裝置裙邊安全裝置及

偏傳裝置（塑膠硬毛刷）

附加制動器

梯級缺掉
安全裝置

緊急止動裝置

梯級缺掉安全裝置

樓板安全裝置

裙邊安全裝置及

偏傳裝置（塑膠硬毛刷） 梯級下陷安全裝置

http://www.emsd.gov.hk/filemanager/en/content_806/Circular%20No.%202_2016%20(WCAG2AA%20versio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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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控及紀律審裁
　　自《升降機及自動梯條例》(第618章) (《條

例》)於2012年12月17日實施至2016年7月31日為

止，有關《條例》的檢控及紀律審裁個案數字表列

如下:

檢控

(案件數目/

控罪數目)

紀律審裁

(案件數目)

註冊升降機及自動梯承辦商 7/20 3

註冊升降機及自動梯工程師 3/5 2

註冊升降機及自動梯工程人

員

5/8 0

升降機及自動梯負責人及其

他人士

3/6 不適用

　　大部份對註冊升降機及自動梯承辦商、工程師

及工程人員所作出的檢控及紀律審裁，主要涉及沒

有確保該工程妥善和安全地進行，及採取充分的安

全措施，以防止在該工程進行時有任何人受傷或任

何財產受損。其次是交出屬虛假或具誤導性的文

件，或提供虛假或具誤導性的資料，及沒有遵從《

升降機及自動梯(一般)規例》下有關提交資料及通

知，以及填寫工作日誌的要求。而對升降機及自動

梯負責人及其他人士所作出的檢控，則涉及沒有確

保升降機在沒有屬有效的准用證情況下不被任何人

使用或操作、在升降機沒有屬有效的准用證情況下

使用或操作該升降機、以及在升降機有禁止令的情

況下使用或操作該升降機。

　　另外，紀律審裁委員會近期完成對一註冊升降

機承辦商的紀律聆訊，裁定該承辦商有失當和疏忽

行為，違反《升降機及自動梯條例》的相關規定。

案情指該承辦商先後四次為升降機進行包括升降機

井道底坑內的維修工程時，沒有確保工程由兩名或

以上的升降機工程人員進行，重複違反

《升降機工程及自動梯工程實務守則》

有關的規定。委員會裁定對該承辦

商罰款18萬元，並須支付13萬6

千多元的相關審裁程序費用。

註冊升降機/自動梯工程師及工程
人員的註冊續期資格

　　《升降機及自動梯條例》訂定註冊升降機/自

動梯承辦商、工程師及工程人員須每5年為註冊續

期，以確保能繼續符合註冊的要求。首批註冊升降

機/自動梯承辦商、工程師及工程人員的註冊會在

2017年12月16日到期。

　　續牌申請人須於續期前的5年期間內，取得

最少一年的相關工作經驗，及於上述的5年期間

內，註冊工程師須完成最少90小時的相關持續

進修訓練，而註冊工程人員則須完成最少30小

時的相關持續進修訓練。欲知詳細註冊續期的

相關要求，請參閱「註冊工程師申

請辦法」(http://www.emsd.gov.hk/
filemanager/en/content_814/How_
to_Apply-Registered_Engineer.pdf) 及

「註冊工程人員申請辦法」 (http://
www.emsd .gov.hk / f i l emanager /
t c / content_814 /How_to_App l y -

Registered_Worker.pdf) 。

意見欄
歡迎讀者就版面或內容提出寶貴意見及建議，使我們能作出改善，務東海大家提供更多有用和有趣的資料。

如欲提出意見、查詢或索取《電梯快訊》，請與我們聯絡。《電梯快訊》可於我們的網頁(www.emsd.gov.hk)內瀏覽。

機電工程署《電梯快訊》編輯
九龍啟成街3號
電話 Tel: 1823 (電話中心 Call Centre)
傳真 Fax: 2504 5970
電郵 Email: info@emsd.gov.hk

http://www.emsd.gov.hk/filemanager/en/content_814/How_to_Apply-Registered_Engineer.pdf
http://www.emsd.gov.hk/filemanager/tc/content_814/How_to_Apply-Registered_Worker.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