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香港，大部分市民於上班、上學或回家途中，都會使

用升降機上落樓宇或建築物。由此可見，升降機的安全

運作與市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在確保升降機安全方

面，除了政府、註冊升降機承辦商、註冊升降機工程師

及註冊升降機工程人員外，升降機的擁有人 ( 如大廈業

主和業主立案法團等 ) 和其他對升降機有控制權或管理

權的人 ( 如物業管理公司和工程顧問 ) 〈下稱升降機負

責人〉亦擔當重要的角色。升降機負責人須確保升降機

符合《升降機及自動梯條例》(第618章)(《條例》)的規

定，其中包括：

1.	 確保升降機及其所有相聯設備或機械保持於妥善維修

狀況及安全操作狀態。若得悉升降機運作不正常或有

任何損毀，應立即通知註冊升降機承辦商進行檢查及

維修；

2.		確保升降機在以下情況下不被使用：

●	 當進行安裝、主要更改、拆卸或可能影響安全操

作的工程時；	

●	 升降機並無有效的准用證；以及

●	 升降機在進行主要更改工程後，沒有就該更改工

	 程獲機電工程署(機電署)發出復用證。

3.	 確保所有涉及升降機的安裝工程、主要更改工程、拆

卸工程，以及可能影響升降機安全操作的升降機工

程，必須由註冊升降機承辦商進行。此外，須監察和

確保註冊升降機承辦商在進行升降機工

程時，是否已採取有效的安全措施，

防止其他人士進入施工範圍而造成

危險；

4.	 督促註冊升降機承辦商、註冊升降機工程師或註冊升

降機工程人員把所進行的升降機工程詳細記錄在工作

日誌內，並就此加簽以確認相關工程已完成，以及保

存不少於最近三年的記錄以備機電署查閱；

5.	 配合註冊升降機承辦商及註冊升降機工程師所編排的

時間表，以便進行定期保養／檢驗，包括：

● 由註冊升降機承辦商每隔不超逾一個月為升降機

最少進行一次定期保養，包括檢查、清潔、添油

及調校；

● 每隔不超逾一年，由註冊升降機工程師為升降機

及其所有相聯設備或機械進行徹底檢驗。如檢驗

妥當，註冊升降機工程師應發出安全證書，以協

助負責人為該升降機向機電署申請准用證；以及

● 每隔不超逾五年，由註冊升降機工程師當升降機

是在有負載的情況下，為升降機及其所有相聯設

備或機械進行徹底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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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知悉升降機事故後的24小時內，用指明表格以書

面形式，把該事故通知機電署及該升降機的註冊承辦

商。升降機負責人可於保養合約中列明註冊升降機承

辦商須代為執行上述《條例》要求。升降機負責人亦

可考慮與註冊升降機承辦商制定緊急聯絡方法，以便

有需要時可盡快聯絡相關的工作人員進行緊急維修及

救援工作；以及

7.	 保持機房、井道及井底清潔衞生，並提供良好的工作

環境和設備，以便註冊升降機承辦商進行保養工作，

確保升降機正常運作。

機電署在2019年5月印製了簡述升降機負責人主要責任

的資料卡，並會於進行升降機巡查時派發給升降機負責

人，以供參考。

為使升降機及自動梯負責人了解其在《條例》

下的責任及如何管理升降機及自動梯的維修保

養工作，機電署在部門網站設立了「負責人天

地」專頁(https://www.emsd.gov.hk/tc/

lifts_and_escalators_safety/responsible_

persons_corner/index.html)，提供一

站式的資訊平台，協助升降機負責

人妥善管理升降機和提升其安全水平。「負責人

天地」內容豐富，載有「升降機負責人手冊」、

「承辦商表現評級」、「安全使用升降機及自動

梯」、「升降機的保養合約價格數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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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如何管理升降機及自動梯的維修保養

工作」等資料，以供負責人參考。

然而，在一些樓齡較大的樓宇當中，不少升降機

的使用年期亦會較長，即使符合安全，但升降

機亦可能會比較殘舊、及有較多的耗損，或沒有

裝上嶄新的安全部件，未必能滿足今天巿民的期

望。隨著近年升降機的技術水平提升，業主可為

舊式升降機裝設較全面的安全保護裝置，優化其

運作及舒適度。

政府最近夥拍了市區重建局推出的「優化升降機

資助計劃」，旨在為有需要的樓宇業主提供資助

及技術支援，以鼓勵更多業主籌組升降機優化工

程，逐步提升舊式升降機的安全水平。資助計劃

涵蓋升降機資助計劃涵蓋「優化升降機指引」所

建議的七個安全裝置項目。升降機的負責人可參考

機電工程署網頁中「負責人天地」內的「優化升降

機指引」及「優化升降機資訊站」(https://www.emsd.gov.

hk/tc/lifts_and_escalators_safety/responsible_

persons_corner/lift_modernisation_resource_

corner/index.html)，以了解有關改善舊式升降

機安全的方案。

維修樓宇是業主的責任，而保養和維修升降機則是升降

機負責人的責任。適時優化升降機不但可為樓宇帶來好

處，亦可讓使用者上落時感到更安全、舒適和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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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電署已把特別保養及已改良的工作日誌格式的要

求納入《升降機工程及自動梯工程實務守則》(2018

年版)內。升降機承辦商及負責人必須於2019年2月1

日起全面執行以下措施：

(a) 承辦商須為未進行優化工程的舊式升降機的重

要保護裝置，包括制動器、曳引機及層站門，每

年進行最少兩次「特別保養」工作，並須把進行

特別保養的預定日期、時間和檢測結果，經網上

平台提交機電署，而機電署亦會加強相應的抽查

工作；以及

(b) 承辦商須採用已改良格式的工作日誌記錄保養工

作，列出每次維修工作所涉及的重要保護裝置或

部件，以便機電署及升降機負責人更有效監察承

辦商的保養工作。

特別保養及已改良的工作日誌格式

請 瀏 覽 h t t p s : / / w w w.e m s d .g o v.

hk /tc / lifts_and_escalators_safety /

responsible_persons_corner / faq_

enhancing_safety_of_aged_lifts_short_

term/index.html 以查詢關於特別保養

及已改良格式的工作日誌的常見問題及解答。

機電工程營運基金聘用獨立註冊工程師

現時，機電工程營運基金(營運基金)負責招標聘

請合資格的註冊升降機及自動梯承辦商為政府部

門及公營機構的升降機及自動梯提供維修保養服

務，並管理有關的保養合約。根據合約要求，承

辦商必須僱用註冊升降機／自動梯工程師為有關

升降機／自動梯進行定期檢驗，並代表升降機及

自動梯的負責人向機電署署長申請「准用證」。

為了進一步加強合約管理成效和提升升降機及自

動梯的安全水平，營運基金計劃採取改善措施以

確保定期檢驗的獨立性。營運基金將分階段推行

先導計劃，透過聘用獨立註冊工程師或在保養合

約中要求承辦商委任獨立註冊工程師，代替受僱

於承辦商的註冊工程師，為部分由承辦商負責維

修保養的升降機及自動梯進行定期檢驗，並向機

電署署長申請「准用證」。

與其他工程項目一樣，先導計劃旨在透過註冊升

降機及自動梯工程師以獨立身分執行定期檢驗的

工作，並對升降機及自動梯的狀況和安全運作作

出專業和獨立的判斷，從而有效提高負責人及公

眾對定期檢驗結果的認受性、減少公眾對升降機

及自動梯安全的疑慮，並提升註冊升降機及自動

梯工程師的專業形象。營運基金已陸續與各合約

承辦商聯絡和商討工作細則，以期相關工作可達

到雙贏局面。

同時，為協助升降機／自動梯負責人僱用獨立

註冊升降機／自動梯工程師以提供相關的專業

服務，機電署已於今年5月在「負責人天地」網

頁(https://www.emsd.gov.hk/tc/lifts_

and_escalators_safety/responsible_

persons_corner/index.html) 內的「其

他參考資料」一欄上載註冊升降機／

自動梯工程師的聯絡資料。有關資料會適時更

新。

https://www.emsd.gov.hk/tc/lifts_and_escalators_safety/responsible_persons_corner/faq_enhancing_safety_of_aged_lifts_short_term/index.html
https://www.emsd.gov.hk/tc/lifts_and_escalators_safety/responsible_persons_corner/faq_enhancing_safety_of_aged_lifts_short_term/index.html
https://www.emsd.gov.hk/tc/lifts_and_escalators_safety/responsible_persons_corner/faq_enhancing_safety_of_aged_lifts_short_term/index.html
https://www.emsd.gov.hk/tc/lifts_and_escalators_safety/responsible_persons_corner/index.html
https://www.emsd.gov.hk/tc/lifts_and_escalators_safety/responsible_persons_corner/index.html
https://www.emsd.gov.hk/tc/lifts_and_escalators_safety/responsible_persons_corner/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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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8年施政報告中，政府動用25億元推出「優化

升降機資助計劃」，向有需要的樓宇業主提供經濟

誘因及適切的專業支援，目標優化約5 000部舊

式升降機。「優化升降機資助計劃」在今年首季

推出，反應非常踴躍，共收到約1 200份申請，

涉及約5 000部合資格升降機。「優化升降機資

助計劃」的首輪申請結果已於2019年第四季通知

申請人士。

鑑於社會對「資助計劃」反應熱烈，政府計劃

動用20億元擴大計劃，在原訂優化5 000部升降

機的目標上，額外資助約3 000部舊式升降機。

換言之，擴大後的45億元「資助計劃」，總共

可優化約8 000部舊式升降機，讓更多有需要的

樓宇業主受惠之餘，更可加快舊式升降機的優化

工作，提升升降機安全。我們計劃在2020年初

至2020年中接受第二輪申請，並預期於2020年

第四季通知第二輪合資格申請人的

優先次序。詳情請參閱:（https: / /
brplatform.org.hk/tc /subsidy-and-

assistance/limss）。

此外，在進行升降機優化工程期間，難免會影響

住戶進出樓宇，特別是當樓宇只有一部升降機或

各樓層只有一部升降機能到達時，影響更大，因

而可能令業主對進行優化升降機工程卻步。有見

及此，政府建議強化「資助計劃」，針對有需要

的住戶，例如長者和殘疾人士，由市建局委聘社

福機構為這些住戶提供外展服務，例如送遞膳

食、代購日常生活用品、提供樓梯機服務等，以

減低優化工程對他們所帶來的不便。

同時，機電署會與建造業議會協作，將升降機行

業納入現時為建造業界而設立的「中級技工合作

培訓計劃」。機電署會與建造業議會商討有關升

降機行業培訓計劃的細節，並期望透過培訓計劃

吸引更多工友加入升降機行業，從而增加行業的

勞動力來處理額外的優化工程。

擴大及強化「優化升降機資助計劃」

https://brplatform.org.hk/tc/subsidy-and-assistance/limss
https://brplatform.org.hk/tc/subsidy-and-assistance/limss
https://brplatform.org.hk/tc/subsidy-and-assistance/lim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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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配合2012年實施的《升降機及自動梯條例》，

《升降機及自動梯設計及構造實務守則》(《實務守

則》) (2012年版)於同年推出，主要為業界從業員提

供參考，述明升降機及自動梯及其相聯設備或機械

的設計和構造須符合《條例》要求的技術細則、方

法、程序及安全要求。

歐洲標準化委員會於2017年9月正式以全新的EN81-

20/50標準取代舊有的EN81-1及EN81-2標準。新標

準旨在進一步提高升降機服務的可靠性、安全水平

和舒適度。為確保本地升降機的設計要求與最新的

國際標準接軌，機電署在修訂舊有的《實務守則》時

參考了上述新標準。新版《實務守則》(即2019年版)

主要以EN81-20新標準的大部分條文取代有關電動

和液壓升降機的設計和構造要求規範(即《實務守

則》的第1和第2部分)，以及保留本地的要求，並納入

過往的修訂和增編。

新版《實務守則》已於今年8月30日刊

憲，並將於2020年6月1日正式生效，

即設有約九個月的寬限期，讓業界有

充足時間作好準備。市民可於機電

署的一般法例部查閱新版《實務守

則》，亦可於北角政府合署的政府

新聞處刊物銷售小組購買。

《升降機及自動梯設計及構造實務守則》(2019年版)

為吸引更多年青人加入升降機及自動梯行業，機

電署於2018年製作了四段青雲路系列的宣傳短

片，並上載至機電署網頁作宣傳，讓更多人能

了解升降機及自動梯行業的工作性質、相關科技

發展、晉升階梯及業內成功人士對行業前景的觀

製作宣傳短片以吸引新血入行
感，藉此鼓勵有興趣的人士入行。此外，為了針

對年青人作宣傳推廣，機電署把該系列宣傳短片

重新製成一段30秒的廣告短片，並於2019年3月

至8月期間以網上社交平台播放。

青雲路	—	工程人員的一天、接觸新技術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OLp5aSais8

青雲路	—	晉升機會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xc4wyEL9W8

青雲路	—	工作性質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g8DlW0-YmA

青雲路	—	註冊制度、專業形象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u4MK-OENT0



升降機及自動梯業界事宜

6

機電署每兩年舉辦一次提升升降機／自動梯工作安全的比賽，從而

鼓勵升降機及自動梯行業相關機構的管理層、前線員工、會員或學

員主動提升和改善升降機／自動梯工作安全。機電署於2018/19年

度首次引入短片拍攝的比賽模式，希望可以加強前線人員的職安健

意識。有關比賽的頒獎典禮已於2019年3月舉行。

提升升降機／自動梯工作安全比賽

2019年11月　第5期

為了加強升降機維修保養人員的培訓，機電署與

電梯業協會和職業訓練局合作，為業界製作一套

虛擬實境安全訓練教材套。首批虛擬實境的培訓

單元已於2019年3月推出，內容包括進出升降機

機廂頂及在升降機機廂頂工作的正確程序，讓學

員在安全的環境下體驗這些情境和熟習必須遵守

的安全程序。

參賽隊伍向現場觀眾介紹其參賽作品。

決賽當晚，機電工程署署長與評判、嘉賓、參賽者和觀眾合照。

製作虛擬實境安全訓練教材套

機電工程署署長帶領升降機業界
的嘉賓了解虛擬實境安全訓練。

機電工程署署長與註冊升降機承辦商的代表和業界的嘉賓在
「升降機工作安全虛擬實境訓練啟動禮」上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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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一年，機電署共對八名涉嫌違反《升降機及自

動梯條例》的註冊人士作出檢控，違例事項涉及未

能確保升降機工程妥善和安全地進行；未能在指明

限期內提交事故的詳盡調查報告及就分包升降機的

保養工程一事提交通知；未能確保在獲得安全部件

的種類許可前沒有進行涉及該安全部件的升降機工

程；以及未能確保升降機由註冊升降機工程師徹底

檢驗。以下是部分案例：

 案例 1

機電署在2018年5月巡查大圍某屋苑的升降機時，

發現兩部升降機的限速器失效。機電署就涉事註冊

升降機承辦商未能確保升降機工程妥善和安全地進

行向其提出檢控。被告承認違反《升降機及自動梯

條例》，被裁定兩項控罪成立，共罰款港幣100,000

元。

 案例 2

2018年5月，上水某屋苑一部升降機在機門開啟的情

況下發生非預定上移事故，導致一名乘客死亡。機電

署分別向涉事註冊升降機承辦商、其總經理和保養

部經理提出檢控，當中涉及未能確保升降機工程妥

善和安全地進行及未能在指明限期內就分包升降機

的保養工程一事提交通知。三名被告均承認違反

《升降機及自動梯條例》，各被裁定罪名成立，分別

罰款港幣63,000元、33,000元及40,000元。

此外，紀律審裁委員會於今年3月完成對一間註冊升

降機承辦商的紀律聆訊。案情指該承辦商涉及兩項

違紀行為，包括作為負責保養深水埗某大廈升降機

的註冊升降機承辦商，沒有於控罪所述期間監督其

工程人員進行的曳引機齒輪箱保養工程，以確定有

關措施和指示已予落實和遵從；以及沒有為其工程

人員提供足夠培訓和指示，使他們能妥善地進行曳

引機齒輪箱保養工程。紀律審裁委員會裁定該承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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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予以紀律處分。該承辦商

須支付罰款總數港幣80,000元及紀律

聆訊程序的費用及開支共港幣132,061

元。

近期的檢控及紀律審裁個案

建造業議會(議會)於2019年8月發出《升降機槽工程

安全指引》(第3卷 — 整段樓宇佔用期間)(第二版)(

《指引》)，當中列舉了各項可提升升降機工程在整

段樓宇佔用期間的作業安全的預防措施，並建議業

界採用。此外，為進一步提高升降機工作的安全水

平，《指引》亦加入了一些安全措施，例如核實工作

點層站門聯鎖和緊急停機掣的有效性的措施等。

《指引》的內容檢視及修訂工作，由建造安全專責委

員會轄下升降機槽工作的工地安全專責小組所成立

的工作小組負責進行，其成員包括機電署、勞工處、

職業安全健康局、香港職業安全衞生協會、電梯業

協會、香港電梯業總工會及議會秘書處的代表。此

外，是次修訂已參考機電署所發出的《升降機工程

及自動梯工程實務守則》(2018年版)的內容。

《指引》所推薦的良好守則，旨在於整段樓宇佔用期

間，提升在升降機槽附近或升降機槽內工作的人員

的作業安全。議會期望所有業內人士採納《指引》的

建議，並時刻遵守《指引》所列標準或程序。

《指引》可於議會的網頁(http://www.

cic.hk)下載。

《升降機槽工程安全指引》	 ─	由建造業議會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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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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求為大家提供更多有用和有趣的資料。

如欲提出意見或查詢，請與我們聯絡。《電梯通訊》可於我們的網頁(www.emsd.gov.hk)內瀏覽。

機電工程署《電梯通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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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升降機及自動梯優質管理手冊》

宣傳海報上寫着「日日輕鬆行樓梯，健康快樂最實

際」，但大多數香港人每日都埋首工作，缺少運

動。有見及此，一有空餘時間，我就會響應這句口

號，嘗試由地面大堂步行至二十幾樓。每當我汗

流浹背，筋疲力竭時，便會幻想自己成為金像獎得

獎者，很想多謝一班勞苦功高的幕後英雄，包括升

降機工程師、設計師、註冊升降機承辦商、運行及

維修保養人員等。全賴他們默默耕耘，由研發、安

裝、設計以至保養工作，使升降機和自動梯能每日

運送乘客上上落落。香港約有三百多萬勞動人口，

每人每日使用升降機或自動梯上落的平均次數，估

計多達十次或以上。由此可見，升降機及自動梯是

香港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經常聽人說，人和機器其實沒有多大分別。兩者同

樣具有複雜的系統、需要休息和細心保養。不論機

器的設計是多麽先進和創新，恆常的檢查、保養維

修及測試，缺一不可。為加強規管升降機及自動梯

的安全，《升降機及自動梯條例》(第618章)已於

2012年12月全面實施，以取代《升降機及自動梯(安

全)條例》(第327章)。其中一項新條文便

是加入「負責人」的角色，藉以強化其管

理和控制升降機及自動梯的職責。

為幫助業界、社會及有關行業的負責人履

行其重要職責及任務，以及讓其更深入透

徹地了解當中所涵蓋的工作範疇及原則，

屋宇設備運行及維修行政人員學會成立了

一支二十多人的義工團隊，他們從事技

術、運行及維修工作，當中包括相關政府

部門、大學、工程顧問公司、製造商、承

建商和物業及設施管理公司的資深從業

員。團隊用了三年多的時間，進行和舉辦

不下數十次技術管理討論及工作坊，集合

眾多負責人及政府機構的意見，以專業和實用的知

識，融會貫通地把有關法例的規管及執行要求與實

際工作經驗和程序等，編寫成《升降機及自動梯優

質管理手冊》(《手冊》)。

該《手冊》已於今年10月面世。在

此，我想特別鳴謝機電署提供的技

術支援及在《手冊》編寫過程中提

出的寶貴意見。學會深信，《手

冊》必定能促使業界、從業員、

管理人員及註冊承辦商更有效

地溝通合作，為社會提供更優

質、安全和快捷的升降機及自

動梯服務。

屋宇設備運行及維修行政人員學會

優質管理手冊籌委會主席

李文光工程師、測量師

https://www.emsd.gov.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