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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人    

 1. 歡迎諮詢委員會委員  

 1.1 主席歡迎各與會者出席第十四次升降機及自動梯安全諮詢委員會（諮

委會）會議。  

 

 2. 確認上次會議記錄（議程第 1 項）  

 2.1 各委員對第十三次會議的記錄沒有修訂建議。主席確認第十三次會議

的會議記錄正式通過。  

 

 3. 利益申報事宜（議程第 2 項）  

 3.1 主席請各委員首先申報利益。如果委員得悉討論的事宜與本身的利益

可能有衝突時，應作出利益申報；如討論的事宜只涉及界別的整體利

益，則無須作出申報。  

各與會者均表示與今次會議所討論的事項，並沒有利益衝突。  

 

 4. 行業意見調查報告（議程第 3 項）  

 

 

 

 

4.1 最新一輪的行業意見調查於本年三月完成，調查目的為瞭解升降機 /

自動梯行業從業員的薪酬趨勢及結構、工作環境及模式、業界遇到影

響維修服務質素的因素及困難等。秘書邀請珩峰市場研究有限公司的

代表匯報調查結果。  

委員普遍接納最新的行業意見調查結果，並提出以下意見供下一輪意

見調查作考慮 :  



 

 

機電署  

 

  優化收集註冊升降機及自動梯工程人員的薪酬津貼數據，以便

反映及比較實際收入情況 ;  

  就升降機及自動梯行業從業員的加班工時及相應補貼進行分

析。  

 

 5. 負責人事宜工作匯報（議程第 4 項）  

  「負責人事宜工作小組」召集人黃英傑先生匯報該小組的工作進展， 

會議亦就報告作出討論如下：  

 

 

機電署  

5.1 機電署自 2019 年 1 月至今舉辦 /進行了 31 場宣傳升降機 /自動梯安

全和負責人責任的講座及宣傳活動，出席人數超過 2 500 人。機電署

亦將於未來 3 個月內舉辦 /進行 19 場相類似的講座及宣傳活動，以加

強負責人管理升降機及自動梯的認知、推廣升降機及自動梯的安全、

推動優化升降機及自動梯工程，以及介紹優化升降機資助計劃等。  

機電署繼續定時與各主要的升降機 /自動梯負責人 (如港鐵、房屋署等 )  

緊密聯繫，推動提升升降機及自動梯的安全，包括商討加強安全使用

自動梯的宣傳推廣、優化升降機及自動梯工程等。  

機電署亦繼續發行《電梯快訊》，加强與業界、負責人和市民的溝通

及信息的交流。第 5 期將於今年年尾推出。  

在優化升降機方面，機電署已發出約 10 000 封信件，向舊式升降機

負責人建議優化升降機，特別是加裝防止機廂不正常移動的裝置。機

電署透過政府新聞處加強播放「優化升降機」的電視宣傳短片。  

在優化自動梯方面，機電署正製作「優化自動梯」的宣傳影片及籌備

製作新一輯有關自動梯安全的電視宣傳短片。  

 

 

機電署  

5.2 機電署於 2019 年 3 月完成最新一輪私人住宅及商業樓宇的升降機保

養價格調查 (即 2019 年第一輪的價格調查 )，而更新資料已於 2019

年 5 月上載至機電署「負責人天地」網頁。機電署會繼續每六個月更



新保養價格資料，下次調查結果暫定於本年 11 月公布。  

 

 

 

 

 

 

機電署  

 

5.3 「優質升降機服務認可計劃」是為了鼓勵升降機負責人透過優化措

施，提升現有升降機的安全水平，使其運作更為有效、可靠和舒適。

計劃亦有助提升私人樓宇升降機負責人 (包括物業管理公司 )在管理

升降機方面的能力，以滿足用家對升降機服務質素的要求。能夠達到

計劃所訂準則的升降機負責人，將獲發證書以示鼓勵。  

計劃現已進入最後籌備階段，所需工作包括聯絡相關物業管理公司或

機構，向其成員宣傳、訂定相關細則及報名文件、製作海報和小冊子

及其他宣傳物品，以及籌備培訓課程供合資格獨立專業人員報讀。  

 

機電署  5.4 

 

「優化升降機資助計劃」目的為加快推動樓宇業主籌組進行升降機優

化工程，以提升舊式升降機的安全水平，進一步保障公眾安全。首輪

申請預計批出優化 1 200 部升降機的名額，並按升降機風險指標訂定

申請的優先次序。首輪申請的結果將於 2019 年第四季公布。第二輪

申請暫定於 2019 年下半年展開。  

 

 

 

 

 

機電署  

 

5.5 為協助負責人聘請註冊升降機 /自動梯工程師提供相關專業服務，如

升降機 /自動梯檢驗、保養工作審核及工程顧問服務，機電署於上半

年諮詢了註冊升降機 /自動梯工程師，當中有 40 多名註冊工程師同意

公布其聯絡資料，供公眾查閱。機電署於今年 5 月在「負責人天地」

網頁上載了註冊升降機 /自動梯工程師的聯絡資料，當中包括中英文

姓名、註冊編號、聯絡電話號碼和電郵地址，以及是否受僱於註冊升

降機 /自動梯承辦商。機電署亦會按時更新名單供公眾參考。  

 

 

機電署  

 

5.6 為優化「註冊升降機及自動梯承辦商表現評級」制度，機電署在檢討

制度的過程中，收集和研究了立法會議員、區議員、傳媒、公眾及業

界的意見。機電署向諮委會報告所收集到的意見及署方的回應，並表

示將會進一步檢討及擬訂改善方案。  



   

 

機電署  

5.7 鑑於惡劣天氣可能會導致升降機損壞及增加乘客被困的風險，機電署

已於今年 5 月推出「升降機負責人應對惡劣天氣的指引」，並上載到

「負責人天地」。指引共分四個階段的準備工作，分別為颱風季節來

臨前、颱風移近時、颱風吹襲期間及惡劣天氣下，以及颱風遠離及惡

劣天氣後。機電署已透過電郵將指引發送至負責人代表，並會透過承

辦商派發指引給升降機負責人。升降機負責人可與升降機保養承辦商

商討，檢視可行的改善工程，並考慮在承辦商的協助下，實施相關的

準備工作 /措施。  

 

 6. 業界事宜工作匯報（議程第 5 項）  

 

「業界事宜工作小組」召集人高志偉先生匯報該小組的工作進展， 會

議亦就報告作出討論如下：  

 

 

 

 

機電署  

6.1 機電署透過與業界的協作，於 2018 年 10 月完成了檢視和修訂《升

降機及自動梯設計及構造實務守則》的工作，定稿已於 2019 年 1 月

交予業界及相關部門審閱，預計新版的守則可於今年年中推出。  

 

在改善工程人員的工作環境方面，屋宇署已將工作小組就井道及機房

通風設計作出改善的建議納入《升降機及自動梯建築工程守則》，並

已於 2019 年 2 月向「屋宇建設小組委員會」作最後諮詢。更改內容

包括：  

  加大井道通風開口的面積，由以往的 0.15 平方米增至 0.30 平

方米 ;  

  須在超逾指定深度 (2 米 )的槽底設置一道由合適樓梯連接的通

道門，讓工程人員安全進出槽底 ;以及  

  須在超逾指定深度 (3.5 米 )的槽底，設置合適的永久工作平

台，讓工程人員進行升降機的工程。  

 

 



 

 

 

 

 

 

機電署  

6.2 為加強工程人員的安全訓練，機電署聯同電梯業協會及職業訓練局

（職訓局）組成工作小組，完成製作「進出機廂頂」和「機廂頂工作」

的虛擬實境安全訓練課程，並將課程開放予註冊承辦商以培訓工程人

員。小組現正製作「進出井道底」和「機房工作風險評估」的培訓課

程。職訓局亦計劃於本年中開辦相關的訓練課程，利用虛擬實境技術

讓工程人員在安全環境下作不同處境的模擬演練。  

虛擬實境安全訓練課程是認可的升降機及自動梯安全工作培訓課

程，承辦商可自行選擇為其工程人員安排相關訓練。機電署建議就往

後的新申請及續牌申請設下申請者須接受不少於六小時的升降機工

作安全培訓的要求。機電署將於今年內公布詳情及推行這項建議，並

設立約半年寛限期，讓業界作好準備。  

 

 

機電署  

 

6.3 為鼓勵有關電梯業機構的管理層、前線員工、會員或學員主動提升升

降機 /自動梯工作安全，並提供交流學習的機會，機電署舉辦了

2018/2019 升降機 /自動梯工作安全短片拍攝比賽。比賽的決賽及頒

獎典禮已於 2019 年 3 月 6 日舉行，約有 180 名業內人士參與。得獎

短片已上載網頁供業界分享觀看。  

 

 

 

 

 

 

 

 

 

 

 

6.4 機電署已於 2018 年 8 月 10 日刊憲，發布《升降機工程及自動梯工

程實務守則》（2018 年版）及更新工作日誌的格式。新版本的實務守

則列明了「特別保養」的要求，規定承辦商須為所有未安裝上行超速

保護裝置、不正常移動保護裝置或雙重制動系統的舊式升降機，每年

進行兩次「特別保養」或採用升降機生產商建議的其他方案，以確保

升降機安全運作。引入有關要求，旨在提升舊式升降機的保養及安全

水平。  

承辦商須採用已改良的工作日誌格式記錄保養工作，列出每次維修工

作牽涉的重要保護部件，並利用電腦平台將特別保養的預定日期、時

間、檢測結果及數據，經網上提交，以便署方加強相應的抽查工作。 

為令業界與各持份者有充分時間準備及協商，機電署已就有關措施設

立了約六個月的寬限期，並於 2019 年 2 月 1 日全面落實。截至 2019

年 3 月，機電署就「特別保養」工作進行了 200 多次巡查，就改良



機電署  

 

格式的工作日誌進行了約 4 000 次檢查，發現運行情況大致良好。署

方會繼續留意巡查的情況，作出適時的跟進及檢討。  

 

 

機電署  

 

6.5 為進一步推動優化工程，機電署現正着手研究強制進行優化升降機工

程的可行性。機電署會參考其他國家的相關經驗、本地類似法例的實

施及執行情況，以及考慮社會及業界的承受力。就此，機電署會適時

諮詢公眾、委員及業界的意見，並提交建議。  

 

 

 

 

 

 

機電署  

 

 

 

 

機電署  

 

6.6 近年升降機及自動梯相關的學徒、證書及文憑課程的收生情況都有改

善。據職訓局的資料顯示，在 2015 年，就有關升降機及自動梯的訓

練課程，職訓局成功招收了超過 200 名新生，而 2016 年至 2018 年

更招收超過 250 名新生。另外，職訓局於 2016 年開辦的新升降機及

自動梯夜間證書課程，先後有 170 多名人士報讀，當中已有 43 名人

士成功畢業。  

為吸引新血入行，機電署已把 2018 年製成並上載到署方網頁的四段

青雲路宣傳短片重新製成一段 30 秒廣告短片，該短片會於 2019 年 3

月至 8 月間以 YouTube 廣告方式針對青年人作宣傳推廣。  

職訓局開放日已於 2019 年 3 月 8 日在 VTC 葵涌青年學院舉行。當

日安排了簡短的會談，向大約 100 名年輕學生介紹升降機及自動梯

行業及相關新科技，並分享行業的晉升階梯。  

機電署現已開展新一期的「合作培訓技術員先導計劃」聘請學徒，並

派送他們到參加此計劃的承辦商進行培訓，為期 4 年，讓學員獲得足

夠經驗及資歷以申請成為註冊升降機及自動梯工程人員。  

電梯業協會亦計劃聯絡學校的職業輔導員，尋求向年輕人介紹電梯業

的發展機會。  

 

 

 

 



 7.  註冊工程師和註冊工程人員的最新進展（議程第 6 項）  

機電署匯報截至 2019 年 5 月，「註冊升降機／自動梯工程人員」的

人數為 5 682 人，而「註冊升降機／自動梯工程師」的人數則為 356

人。  

 

 

 

 

機電署  

 

8. 須報告事故的統計（議程第 7 項）  

機電署匯報由 2015 至 2019 年 4 月期間每千部升降機及自動梯須報

告事故的統計，升降機及自動梯事故總數大致平穩。  

針對過往平層不準及機廂不正常移動事故的上升趨勢，機電署已推行

特別保養及增加有關巡查，2019 年已有明顯改善。而涉及自動梯機

件故障的事故比率則較往年有所上升，機電署會加強有關巡查。  

 

 9. 

9.1  

其他事項（議程第 8 項）  

今次是第三屆諮委會的最後一次會議，主席感謝各委員的參與及提出

寶貴意見，協助機電署不斷提升本港升降機及自動梯的安全水平。主

席寄望新一屆的委員會繼續協助機電署處理新的挑戰。  

 

 10. 

10.1 

10.2 

下次會議日期  

下次會議將於 2020 年 1 月舉行，確實日期另行通知。  

會議於下午 4 時 30 分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