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頁 

升降機及自動梯安全諮詢委員會 
第七次會議記錄 

 
日期：  2016 年 1 月 22 日  (星期五 ) 
時間：  下午 2 時 30 分  
地點：  九龍灣啟成街 3 號機電工程署總部 7102 室  

出席：  潘樂陶博士  主席  

 鍾福維先生  委員  

 郭海生先生  委員  

 李君慈先生  委員  

 潘大徽先生  委員  

 謝景華先生  委員  

 阮巧儀女士  委員  

 黃啟漢先生  委員  

 黃英傑先生  委員  

 李文光先生  委員  

 鄭繼良先生  委員  

 周兆輝先生  委員  

 薛永恒先生  委員  

 蔡詠怡女士  委員  

列席：  李文豪先生  李文光先生同行代表  

 周國樑先生  發展局  

 彭耀雄先生  機電工程署  

 張劍清先生  機電工程署  

 岑毅安先生  機電工程署  

 李學賢先生  機電工程署

 黃賢傑先生  機電工程署

 徐嘉俊先生  機電工程署  

 雷家浩先生  機電工程署  

缺席：  鄭麗珍女士  委員  

 梁文廣先生  委員  

 徐振景先生  委員  

 祁麗媚女士  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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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負責人人     

  11.   歡歡迎諮諮詢詢委委員員會會委員   

 1.1 主席歡迎各與會者出席第七次升降機及自動梯安全諮詢委員會（諮委
會）會議。主席期望通過各委員的積極參與，以及知識和經驗的分享，

諮委會能夠就升降機及自動梯安全事宜作出有用的建議，及為業界長

遠發展提供寶貴的意見。  

  22.   委委員會成員、諮諮委委會的的職能範圍和運作安排（（議程第 11 項項）   

 2.1 

 

機電工程署介紹來自不同界別的委員，第二屆諮委會共有 17 位委員分
別代表電梯業界、專業團體、培訓機構、物業及設施管理業、升降機

及自動梯負責人、政府部門、消費者及公眾人士等。  

  2.2 機電工程署說明諮委會的職能範圍並簡介諮委會的運作安排重點，包
括諮委會是由 1 名主席、2 名官方委員及其他 15 名非官方委員組成，
委員是以個人身份參與會議，會議法定人數為 8 名非官方委員，主席
可訂立諮委會會議程序和規則等。此外，諮委會可設立工作小組，並

委任小組召集人，工作小組會議的法定人數為 3 名非官方委員。  

 2.3 此外，機電工程署亦說明根據上屆諮委會運作的公開資訊安排：  

(i)  諮委會的職能範圍、委員名單、會議日程及議題、以及會議記  
錄在機電工程署網頁上發布。  

(i i)  委員的發言以不記名的形式記錄。  

(i i i )  除姓名及所屬界別外，委員的其他個人資料將不會公開。  

(iv)  會議以閉門形式進行，以免影響委員就敏感議題發表意見。  

諮委會同意繼續以上有關的安排。  

  33.   確確認上次會議記記錄錄（（議程第 22 項項））   

  3.1 各委員對第六次會議的記錄沒有修訂建議。主席表示，第六次會議的
會議記錄正式通過。  

  44..   升升降機及自動梯的安全規管（（議程第 33 項項）   

  4.1 

  

機電工程署簡介《升降機及自動梯條例》(《條例》)的背景，並介紹《條
例》引入了一系列加強規管措施，包括強化升降機和自動梯承辦商、

工程師及工程人員的註冊制度，提高違例事項的最高罰則，擴大適用

範圍至對升降機及自動梯有管理權或控制權的負責人，以及其他規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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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例如授權機電工程署署長發出「改善令」及推行新「准用證」。  

機電工程署亦簡介升降機及自動梯的規管策略 -教育為先、巡查為本、
檢控為輔、風險管理及與各界溝通，並以以下 5 個層面確保升降機及
自動梯的安全：  
三重保障確保升降機／自動梯的安全；由註冊承辦商配合註冊工程

人員進行定期保養、註冊工程師進行定期檢驗及機電工程署以風險

評估為基礎進行抽樣巡查。  
所有升降機 /自動梯在安裝前，必須獲得機電工程署授予的相關種
類許可。  
升降機 /自動梯安裝後，必須由合資格人士定期進行保養及檢驗。  
加强溝通及為負責人提供支援，包括制定升降機／自動梯的負責人

手冊、為負責人舉辦簡報會、進行親善訪問、向市民提供「優化升

降機指引」、於機電工程署網頁建立負責人天地、實行「註冊承辦

商表現評級」制度及公布升降機的保養價格調查結果。  
了解及照顧業界的需要，包括進行行業意見調查、籌劃合適的培訓

及課程、與業界不時作技術分享及提升有關業界職安健的水平。  

  55..   利利益申報事宜（（議程第 44 項項）   

 5.1 機電工程署向委員解釋有關利益申報的原因和機制，建議實施一層利
益申報制度。如委員察覺與討論事項可能有潛在的利益衝突，應盡早

向主席披露。主席須決定該委員可否就有關事項發言或參予表決、可

否留在席上旁聽或應否暫時避席。如主席就某事項有利益衝突，其主

席之職務可暫由其他委員代替執行。由於委員大多來自不同界別，如

商討的事宜只涉及界別的整體利益，則委員無須作出申報。如已申報

利益衝突，秘書可停止將有關文件分發給該成員，若成員已收到一份

討論文件，則必須立刻通知秘書，並將文件退回。所有關於利益申報

的個案必須記錄在會議記錄內。  

諮委會同意有關申報機制的建議。各與會者均表示與今次會議所討論

的事項，並沒有潛在利益衝突。  

 5.2  主席聲明他是一間機電工程集團主席，集團內的一間電梯有限公司是
註冊升降機及自動梯承辦商。由於他並不會參與該公司的日常運作，

故此應不會與諮委會主席的身份構成角色衝突。其他委員包括郭海生

先生、潘大徽先生及李君慈先生亦聲明本身於註冊升降機及自動梯承

辦商內任職，並承諾若在會議期間察覺與討論事項可能有潛在的利益

衝突，會立即向主席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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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成成立工作小組（（議程第 55 項項）   

 6.1  為了讓各委員能更深入討論升降機及自動梯業界和負責人分別較為關
注的事宜，諮委會同意成立兩個工作小組：   

(i)  業界事宜工作小組；及  

(i i)  負責人事宜工作小組。  

諮委會同意由鍾福維先生出任業界事宜工作小組的召集人，並由李文

光先生出任負責人事宜工作小組的召集人。各委員可自行選擇加入兩

個工作小組。  

 77..   負負責人事宜工作匯報（（議程第 66 項項）   

 7.1 就長遠提升升降機及自動梯安全，機電工程署於過去兩年舉辦了以下
一系列宣傳推廣：  

(i) 於 2013年至 2015年期間舉辦了 68場講座予全港的升降機 /自動
梯負責人參加 ;  

(i i) 於 2014 年及 2015 年已分階段完成給予香港區、九龍區及新界
區的負責人的講座及與主要升降機及自動梯負責人 (如港鐵、領
展等 )舉行會議，討論如何提升升降機及自動梯的安全 ;  

(i i i ) 製作短片澄清市民對升降機急墜的誤解及教育市民有關自動梯

的安全裝置 ;  

(iv) 於電視及電台節目中，介紹升降機及自動梯安全 ;  

(v) 製作《電梯快訊》，於 2015 年 12 月創刊，提供另一渠道加强機
電工程署與業界、負責人和市民的溝通及信息的交流。預計最少

每 12 個月發行 1 次。  

機電工

程署  

 

 

7.2 除宣傳推廣之外，機電工程署亦公布私人住宅及商廈升降機保養價格
數據，有關的調查結果亦於去年 11 月向諮委會的委員舉行簡介，而更
新資料已在去年 11 月 30 日上載於機電工程署網頁的「負責人天地」
專欄內。機電工程署會每 6 個月更新私人住宅及商廈升降機保養價格
數據一次，下次更新會於本年 5 月公布。  

機電工

程署  

  

7.3  另外，機電工程署已接納諮委會的建議，首次推行「優質升降機服務
認可計劃」，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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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運作更為有效、可靠和舒適；及提升私人樓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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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5頁 

家對升降機高質素的要求。而對達至計劃所訂準則的升降機負責人，

將給予證書以示鼓勵認可。有關的評審準則包括改善舊式升降機安全

七大方案的落實程度、負責人管理升降機的水平及升降機因故障而停

用的時間。機電工程署亦介紹計劃的最新發展如下 :  

 機電工程署於 2015 年 9 月成立評審委員會並制定計劃細節；  

 於 2015 年 10-12 月接受報名，共收到 94 份申請，涉及 1230 部
升降機、254 幢大廈、39 個物業管理公司 /業主立案法團；  

評審團正進行審核，結果將於 4 月公布；以及  

預計於 4 月舉行頒獎典禮，頒獎典禮已被納入為「欣賞香港」運
動的其中一項活動。  

  88..   業業界事宜工作匯報（（議程第 77 項項）   

機電工

程署  

 

 

 

 

 

  

8.1 機電工程署匯報與業界事宜有關工作的進展：  

(i)  第一次「升降機及自動梯行業意見調查」已於 2014 年完成。機
電工程署會於 2016 年再進行同類型的行業意見調查，準備工作
已經展開，調查將會包括業界人士的薪酬待遇及行業所遇到的困

難等範疇。  

(i i)  職業訓練局 (職訓局 )正籌劃升降機及自動梯夜間證書課程予已入
行一段時間卻未有證書的人士報讀，預計開學時間會在 2016 年 5
月。  

(i i i )  機電工程署計劃於 2016 年年中舉辦第 3 次升降機及自動梯的新
科技講座，內容包括介紹升降機的遙距監察系統。  

(iv)  機電工程署已建議屋宇署修改《升降機及自動梯建築工程守則》
以加大井道通風開口的面積，機電工程署亦正在修改《升降機及

自動梯設計及構造實務守則》，為升降機機房加入最高温度及最

低換氣的要求。  

  99..   承承辦商表現記分制度檢討（（議程第 88 項項）   

機電工

程署  

  

9.1 機電工程署已完成「註冊承辦商 /工程師表現記分制度」修訂的初稿及
諮詢業界的意見，並於 2015 年 12 月完成最終的修訂版本。主要的修
訂包括 :  

更清晰地闡明Ａ類 (記 15 分 )有關纜索的記分項目；  

新增Ａ類 (記 15 分 ) 有關「升降機發生不正常移動」的記分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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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Ａ類 (記 15 分 ) 有關「升降機上行時制動系統失效」的記分項
目；  

更清晰地闡明 E 類 (記 2 分 ) 有關「未能更新工作日誌」的記分規
則；  

新增 E 類 (記 2 分 )有關「遲交表格」的記分項目；以及  

優化 X 類 (記 20 分 )的記分規則。  

諮委會確認支持有關修訂。修訂後的承辦商表現記分制度將於 2016 年
2 月 1 日起生效。  

  110..  註註冊工程師和註冊工程人員的最新進展（（議程第 9 項）  

 10.1  機電工程署滙報截至 2015 年 12 月，成功取得「註冊升降機／自動梯
工程人員」資格的人數共 5,311 人；而成功取得「註冊升降機／自動
梯工程師」註冊資格的人數共 332 人。機電工程署補充，過去一年註
冊升降機／自動梯工程人員及工程師的增加與新安裝的升降機及自動

梯的增長相若。另外機電工程署亦滙報職業訓練局於 2015 年的學徒收
生情况，總收生數目為 225 人，比往年有顯著增加。  

 11.  須報告事故的統計（議程第 10 項）  

機電工

程署  
11.1 機電工程署滙報由 2011 年至 2015 年內升降機及自動梯須報告事故的

統計，2015 年與 2014 年相比下，須報告事故的總數有輕微的跌幅。
大部分事故是由於乘客不當使用而造成，機電工程署會繼續詳細分析

事故成因，加强針對性的宣傳推廣工作。  

 12..  其他事項（（議程第 11 項項）  

 12.1  機電工程署回應委員的提問時，說明縱使外國領事館的升降機／自動
梯根據國際公約並不受《條例》規管，但現時所有在本港的外國領事

館安裝的升降機／自動梯都有依照《條例》的要求進行保養及年檢。  

 133.  下次會議日期  

 13.1  下次會議將於 2016 年 7 月舉行，確實日期另行通知。  

 13.2  會議於下午 4 時 30 分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