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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今新建筑的楼宇同商场 

都附设升降机或自动梯设施 

根据《升降机及自动梯条例》(第 618 章) 

升降机及自动梯的负责人包括拥有人和管理人员 

都需要注意这些设施保持安全操作状态 

和确保有注册升降机及自动梯承办商 

为这些设施作定期保养 

 

另外 

条例亦规定升降机负责人在准用证的一年有效期届满前 

安排注册升降机工程师进行检验 

以证明该升降机处于安全操作状态 

得到署长再发出的准用证 

才可以继续使用或操作部升降机 

  

以下的故事就会向大家介绍升降机工程人员 

在保养升降机时的工作和升降机的负责人 

与管理人员有什么地方需要注意。 

 
 

去通知他 

 

你好  我们是来做升降机保养 

想填写工作日志 

好的 

 

梁师父 

你上两个礼拜才来过帮我们的升降机做保养 

 

是的     

 

根据合约上列明 

我们承办商每个月要来进行保养工程两次的 

 

那就辛苦两位了 

 

不辛苦   要确保升降机正常运作是我们的责任 

 

有梁师父在就放心了 

今天由你们两位负责 

 

对  介绍我徒弟阿图给你认识 

他也是来帮手做保养的 

 

你好 

 

良师出高徒  全靠两位了 

 

你放心  我们办事出了名妥当的 

 



谦虚点  请问近日升降机有出现异常状况吗 

 

有呀  就是升降机和楼层有高低不准的情况 

 

好   我们一定会详细检查清楚 

你放心交给我们吧 

 

可以做梁师父的助手 

又怎会差了 

我绝对放心 

这里就拜托两位了 

 

填好工作日志之后 

你就先去摆放好围栏 

是 

 

根据《升降机及自动梯(一般)规例》第 17 条的规定 

升降机的负责人须备存唔少于最近 3年的工作日志记录 

工作日志须记录由注册升降机承办商 

注册升降机工程师及注册升降机工程人员 

所进行的升降机工作 

处理事故 

故障及检验的详细资料。  

 

注册升降机工程人员 

或注册自动梯工程人员分为三个级别 

A 级注册工程人员在受雇于注册承办的情况下 

可亲自进行安装及拆卸工程 

B 级注册工程人员在受雇于注册承办的情况下 

可亲自进行保养工程 

至于 C 级注册工程人员在受雇于注册承办的情况下 

 可亲自进行检验工程 

 

承办商要根据法例同合约要求 

进行定期检查 

保养和维修工程  

承办商亦会将预计为升降机的定期保养工时 

填写落工作日志。  

而升降机定期保养一般称为「抹油」 

工作包括检查、清洁、润滑和调校。 

当工程人员到达时会填写到达时间 

工作内容及签名 

而当完成保养工作后会填写恢复操作时间 

这时管理员就需签署作实。 

 

升降机工程人员要跟从注册承办商制定的 

保养计划书执行保养工作。 

 

一般保养计划书是不单只只是编写一年的保养事项 

而会包括某特定工作或装置的保养频率。 

每次保养工作的内容 

是由检查、清洁、润滑和调校 



四种基本元素在不同形式的结合而组成 

而一般保养工作的内容 

就等梁师父两师徒向大家示范 

 

师父，安全措施已经准备好 

 

阿图，今天要为升降机进行保养 

记得我教过你要做什么吗 

当然记得 

首先是检查升降机槽底有否异常的地方 

例如水浸、垃圾、钢缆有没有过长等等 

检查过一切正常之后 

就轮到机厢内 

包括 

检查求救钟 

机厢内楼层按钮 

楼层指示灯 

有没有贴上载重牌 

火警标语 

检查准用证有没有过期 

地坎坑有没有垃圾积聚 

平楼层的精确度 

刚才管理员都说平楼层有问题 

我们要仔细检查清楚 

之后就上去机房 

知道 师父 

 

根据《建筑物 (建造 )规例》(第 123B 章 )第 9A 条规定， 

机房门前必须张贴符合规定的警告告示。 

 

此外，负责人应经常巡视升降机机房 

留意有无异常情况 

例如有红粉在机房的地面或机件上 

机器漏油至地上 

或者满布放置杂物等  

如发现这些情现 

应立即向注册升降机承办商反映及跟进 

 

而为免发生意外 

如果负责人需要进入升降机机房作巡查时 

最好有注册升降机工程人员陪同下进入机房 

 

五号机关机 

五号机关机 

知道 

五号机关 

 

梁师父 

 

巡楼吗 

 

是的  你们负责保养 



我就负责保安  轮到检查机房 

其实机房有什么地方需要注意和保养 

 

我知道  

爱现  说来听听吧 

 

我记得的 

在上机房时先要检查中途的路径有否阻塞及是否安全 

有需要时就要通知管处 

另外  到达机房门口就要检查门锁有否破坏 

自动门关装置是否正常操作 

 

那进入机房后呢 

 

  

 

要记住  机房重地   

要保养的地方有两方面 

第一方面是检查基本设备是否齐全及正常 

包括灯光照明系统 

紧急照明装置 

通风设备 

安全负载的吊重标语 

紧急放人工具和指导书张贴 

合适灭火筒和有否过期 

提防触电告示  

对讲机是否正常 

   

第二方面就是升降机的保养工作 

这部份我就记得了 

保养工作包括要检查 

牵引机器是否运作正常 

例如摩打  牙箱和缆辘 

 

 

另外要检查迫力器机械操作是否正常 

要定期为各类啤呤同悬吊缆加油 

检查控掣板内各接线点是否稳固 

以及各继电器和保险丝是否接触正常 

量度控掣板内的电压 

除此之外 

要定期清洁和润滑限速器的机械活动部份 

还有要检查悬吊缆及保险缆索的状态 

和清理选层器 

最后就是要定期检查机房各类安全装置 

是否能保持正常效用和接点良好 

不错 

果然没辜负我对你的期望 

当然  我立志要像师父一样 

做一个出色的专业升降机工程人员 

为全港的市民服务 

梁师父  果然名师出高徒 



 

在确保升降机安全方面 

升降机的负责人和管理人员 

在日常升降机管理中有好多地方需要注意 

 

在日常升降机管理中 

负责人应注意下列事项 

 

升降机机房门必须保持紧锁 

 

不可在机房内 

机房的出入口处及安全通道 

放置杂物妨碍通行 

 

机房内须备有适合电气火灾使用的灭火器具 

例如二氧化碳灭火筒 

 

保持升降机机厢的清洁及卫生 

日常清洁升降机机厢时 

应使用较干的洁具及无腐蚀性清洁剂 

机厢内切勿有湿水情况  

有需要搬运沉重对象而有可能导致升降机超载时 

请与注册升降机承办商联络 

代为考虑可行性 

避免发生意外 

 

升降机机房内和井道底不可以放置任何杂物及储有渍水 

并应保持清洁和卫生 

 

楼宇如有损坏而影响升降机的运作 

如漏水或石屎天花剥落 

应实时安排楼宇维修  

如有需要  请停止该升降机的运行. 

 

此外  负责人应提供合适地方给予升降机工程人员 

摆放当日保养时常用的安全设备  例如安备围栏 

 

听到   请说 

收到报告 

2 号升降机槽怀疑有物件跌落机厢顶发出响声 

麻烦通知承办商跟进 

 

好    知道   我去告诉梁师父 

梁师父 

 

听到了   这里都已经检查完 

我们现在去 2 号升降机 

阿图你先去 2 号升降机顶层设置安全措施 

我巡查一次机房就过来 

是  我立刻去 

 

阿图  这次给个机会你学习怎样打开升降机门 



记得看过周围没有其他人才打开门  

为什么    师父 

这是避免其他人尤其是小童 

有样学样走去开启升降机门造成意外 

要记得 

只有我们工程人员才可以开升降机门 

明白了    我会小心了 

 

 

我们现在会开始检查电梯井道. 

梁师父  刚才的是什么声音 

可能是油壶没油了 

要检查过才知道 

我们顺道进行保养工作 

井道保养要做什么的 

井道保养工作需要做的是 

所有保护网 

例如    井道侧隔离网 

井道壁的隔离网 

保养时需要检查所有固定码及螺丝是否稳固 

以防因保护网松脱 

令到工程人员有机会因不小心碰到郁动的机件而受伤 

 

平衡锤铊是为用作平衡升降机的额定重量嚟减轻摩打的负载 

正因为锤铊会和升降机一样会在升降机槽上落 

检查锤铊顶的固定码    螺丝   保护冚 

弹弓及缆索接口是否稳固 

以及铊砖有否出现松脱现象 

是必要的保养工作 

慎防有组件从高处堕下 

 

井道照明是提供足够光线给工程人员在升降机槽内工作 

如发觉有照明灯具损毁   应尽快修复 

 

机厢顶清理  

保养人员必须将油污 

尘埃或垃圾等污物全部清洁及清理 

因为这些油污会引致在机顶站立滑脚造成意外 

而尘埃及垃圾可能引致机件活动不良及故障发生 

 

机身同铊的导靴 是确保升降机和铊可以畅顺地在路轨上落 

所以要确保油盅的油是足够可以润滑导靴同路轨的接触面 

使其运作畅顺 

 

同样    路轨方面 

当然要注意佢嘅驳口位置是否顺滑 

同驳口板螺丝是否稳固 

 

而固定路轨的支持码 

如果松脱会引致升降机运行不畅顺或者出现故障 

所以要定期检查其支持码固定螺丝或焊接位 

 



悬吊缆索连系住机厢同平衡锤铊 

缆索张力不平衡会影响它的牵引力 

对缆索本身及缆辘槽的耐用性亦有影响 

所以悬吊缆索张力平衡测试是非常重要的 

若发现平衡不一致时 

可调校缆索的张力弹弓 

 

补偿链连系在机厢底和平衡锤铊底 

因机厢在升降机槽不同位置时 

补偿链可以减轻摩打的负载力。 

保养时要注意它的固定螺丝及固定码是否稳固 

补偿链最低的浪位点不应接触到槽底 

而机厢运行时   保偿链亦应随着机厢畅顺运行. 

 

平层装置设是升降机槽内 

主要功用在使到机厢准确地停系各楼层  

所以电梯平层不准确 

就要调校井道平层讯号刀的位置 

 

所有安全开关  

井道内有许多不同形式的安全开关 

例如机顶紧急停止制 

救生窗的安全开关制 

井道顶端及终端撞制等等 

都必须在保养时定期测试相关功能是否正常运作 

 

随行电缆 

是提供机厢的照明及所有讯号的电源 

随行电缆的一端接驳到机房 

而另一端接驳到机厢 

所以保养时必须检查在机厢的固定码及其螺丝是否稳固 

而机厢运行时 

随行电缆是否畅顺运行 

 

所有层站门同机厢门装置 

每一层站门都安装有机械勾及电器联锁接点 

要每一层站门系完全关贴上锁 

再加上机厢门亦完全关贴 

电梯才可以开始运行 

所以要确保每个联锁接点正常及合乎标准要求。  

 

门嘅重开装置包括保险门刀 

电眼   机厢的开门扲掣等 

保养人员必须检查 

调校及测试确保这些装置能正常运作 

以防关机厢门时夹到乘客 

 

松缆制安装是井底保险缆锤铊的位置 

它监察保险缆是否在合适的张力状况下 

以便在需要情况下发挥效用 

例如电梯向下超速 



它在限速器配合下可以拉动机底的安全钳剎停机厢 

所以检查同测试松缆制亦系保养时必需的。 

 

就之前所讲 

安全钳会当电梯失速向下堕落时会启动将机厢锁定在导轨上 

为确保安全钳起动前断离摩打电源 

所以安装安全钳开关掣 

保养时可以手动拉动保险缆测试其功能 

 

另外  保养时亦要检查同量度机厢同后铊打桩位尺寸 

机厢打桩尺寸意思是机厢位置在最低楼层时 

机厢底的机械部份与井底缓冲器的距离尺寸 

相反地机厢在最高楼层时 

平衡锤铊的底部与井底缓冲器的距离尺寸 

确定该尺寸在安全范围之内 

 

载重检出装置是确保电梯不会在超载的情况下运作 

当超载时电梯门不能关上 

响起警号及有指示灯亮着 

而保养时   工程人员会进行相关的功能测试  

 

井底缓冲器是当机厢因机件问题而运行超过最低楼层时 

用以减轻对机厢的冲力 

保养时要检查相关的固定码或座螺丝是否稳固 

如部件有否出现严重生锈及损餂 

否则必须安排修理或更换 

 

当安装两部或以上的电梯而设计是共通式井道 

这样就要安装井底隔离网 

将每部电梯的槽底分隔从而保护在槽底工作中的工程人员 

保养时必须检查其固定码及螺丝是否稳固 

隔离网有否出现严重生锈或损坏 

安装及幅盖的位置是否正确等 . 

 

以上项目都完成才算是完成井道保养工作 

 

师父   刚才的声音真的是油盅没油了 

那添回油就没问题了 

 

师父   那我去填工作日志 

我们工作还未完成的 

升降机槽  机厢  机房   连井道都检查过了 

没有遗漏 

 

大头虾   就是欠检查 

主楼层有否贴出电梯机号 

有没有贴出承办商名称和紧急维修电话号码 

消防电梯标示同中英楼层服务牌 

检查消防掣功能是否正常 

和各楼层及机厢的如遇火警警告标语 

 

还说有温习   怎可以遗漏的 



我会记住了师父 

 

升降机的负责人同大厦管理人员 

在日常升降机运作如果发觉有异常地方 

  

包括以下的情况 

 

升降机门的开关是否平稳及有否发出异常声音 

 

机厢门的保险门刀是否操作正常 

 

升降机的起动、停动及运行是否正常 

 

乘客使用的紧急装置如对话机、 

警钟   机厢抽气扇   

紧急照明灯及闭路电视系统等是否有效 

 

升降机平层时 

机厢地台与楼层地面的高低水平是否过大 

可引致乘客容易绊倒 ?  

 

各按钮运作是否正常及有效 ?  

 

如发觉升降机的运作有实时危险 

管理员应实时停止升降机运作及设置围栏 

防止其他人使用及接近. 

 

机厢内的电灯及楼层显示 

以及在各层站上的楼层显示 

及电气装置是否操作正常等等 

 

梁师父   检查完成了? 

是的   我们尝试过运行升降机 

巳经没有问题了 

现在可以开放升降机给其他人使用了 

而且平楼层已经维修好 

调较至平衡了 

那等我去检查和确认一次  

好   在管理处等吧 

梁师父   我确认过没问题了 

辛苦两位了    你们可以离开了 

还未   还有一样东西很重要 

就是要签写工作日志 

证明我们今天保养工程完成的时间 

而且要你签名作实 

好的 

 

两位师父辛苦了 

如果升降机之后有什么问题就随时通知我们 

好的 我先签名作实 

 

看过以上例子 



升降机的负责人或代理管理人员 

都应该对升降机的职责 

和维修保养工程人员的工作有所了解. 

 

而最要紧的是大家在进行维修和保养工程时 

依足条例同实务守则里面的指示去做 

那工作的时候就会妥善又安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