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常見的動力升降台類型

垂直桅桿型

交剪型

曲臂型

伸展型

  動力操作升降工作台不用搭建，可因應不同的工作需要而選擇和調較合適的工作台
高度，一直廣泛應用於建築地盤、商場和物業管理、裝修維修工程及其他需要工人進行
高空工作的地方。雖然使用動力操作升降台好處多，但若不注意操作安全可導致嚴重後
果。近年香港發生過不少與動力升降工作台相關的意外，當中更涉及人命傷亡。為了加
強各行業對安全操作動力升降工作台的認識，本文分析了其使用的潛在危險，並介紹所
需的安全措施，以幫助工友預防相關意外。

動力操作升降工作台主要用途及常見種類
  動力操作升降工作台的主要用途是載人以進行離地工作，例如建築物外牆工程或清潔、室
內天花維修、樹木修剪工作和道路街燈維修等。動力操作升降工作台可在一定範圍內調校其工
作平台的高度，以便工友在不同的高度進行工作，有時甚至可低於地面的位置，例如橋底維
修。香港常見的動力操作升降工作台可因應其工作平台的升降形式而分為垂直桅桿型、交剪
型、曲臂型及伸展型。動力操作升降工作台的底盤推動形式則可大致分為車身安嵌式、自行式
或非自行式。

安全使用動力操作升降工作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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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2016至2018年動力操作升降工作台的意外種類統計 (資料來自：IP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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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力操作升降工作台的意外種類
  使用動力操作升降工作台工作的風險實在不容忽視。本港過往就曾發生動力操作升降工作台被
汽車撞倒、工作台的曲臂突然折斷等意外，造成工友嚴重受傷甚至是死亡。根據國際高空作業協會
（International Powered Access Federation, IPAF）於 2016 至 2018 年在全球 25 個國家所進行的統
計分析，發現動力操作升降工作台的四大意外種類包括從高處墮下、觸電、被困於工作台與物件之間
與及工作台翻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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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力操作升降工作台意外的常見成因
針對上文所述的四大意外種類，我們歸納了導致這些意外的成因：

工友從高處下墮的原因

‧動力操作升降工作台沒有合規格的護欄及踢腳板；

‧沒有配戴安全帶或沒有把安全帶扣於工作台的指定穩固點上；

‧不安全使用動力操作升降工作台，例如在工作台上過份伸展身體、站在護欄或加高物上；

‧不安全進出工作台，例如沒有三點接觸上落、在工作台升高後離開工作台範圍等；或

‧當動力操作升降工作台於不平坦地面移動時，工作台擺動而把工友拋出工作台外等。

不安全例子

動力操作升降工作台護欄及踢腳板不足

沒有使用安全帶或把安
全帶扣於指定穩固點

工友在動力操作升降工作台架設加高物
並站於其上

工友離開動力操作
升降工作台

觸電的原因

‧工友或動力操作升降工作台觸碰到架空電纜；

‧動力操作升降工作台出現破損令帶電部份外露；或

‧於維修工作台時沒有拔除電源等。

安全使用動力操作升降工作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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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力操作升降台上的物料擺放不當

其他意外的原因

‧動力操作升降工作台沒有合規格的踢腳板，未能防止物
料從地台上跌出；

‧工友在使用手工具時沒有使用工具繩，未能防止工具因
「跣手」而跌下；

‧工友在佩戴安全帽時沒有使用帽繩，因而未能防止安全
帽意外脫落；

‧動力操作升降工作台的上物料擺放不當而下墮；

‧操作動力操作升降工作台的人士沒有足夠安全訓練；

‧操作員在駕駛動力操作升降工作台時，視線受阻但在沒有訊號員的協助下行
駛，因而撞到他人；

‧身體部分觸及動力操作升降工作台的危險部分，例如是交剪型工作台升降架之
間的虛位，因而被夾倒；或

‧動力操作升降工作台沒有定期檢查及維修，以致使用時突然出現故障等。

被困於工作台與物件之間的原因

‧因為工作環境照明不足，錯誤判斷結構物之間距離而動力操作升降台過度
升高或轉動；

‧操作失誤或工作時不慎觸碰操控器，令升降台意外升高或轉動；

‧ 沒有把工作台降至安全位置而進行底盤移動。

工作台翻側的原因

‧動力操作升降工作台並非於穩固且能承受工作台及其負重之總重
量的地面上使用；

‧在超越生產商容許斜度之地面上使用動力操作升降台；

‧工作台上的負重超出動力操作升降工作台之安全操作負荷及可載
人數(尤其使用伸展型工作台時，若工作台與底盤之間的水平距離
越大，其安全操作負荷亦會隨之而下降)；

‧沒有按照生產商指示為動力操作升降工作台展開或安裝腳撐，或
沒有放置合規格墊板於腳撐下；

‧在工作台被升高的狀態下移動動力操作升降工作台；

‧在移動動力操作升降工作台時，路經之地面有凹位或突出物；

‧動力操作升降工作台被其他車輛或移動機械碰撞；或

‧工作位置之風力超過了生產商容許之限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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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力操作升降工作台的安全設備及要求
‧動力操作升降工作台應結構良好及有足夠強度；

‧工作台應設有符合要求的雙行圍欄及踢腳板(見下圖)；

‧應設有安全通道 / 方法供工友進出工作台；

‧工作台上應有防滑地面，並設置有效的排水裝置；

‧為動力操作升降工作台之危險部份，例如轉動的組件和夾口位置，安裝有效護罩；

‧動力操作升降工作台之控制器應設置於防止被意外操作的位置，並且清晰標示其功能；

‧動力操作升降工作台的當眼位置應設有緊急停機掣；除工作台之外，底盤位置亦應設有一套
控制器，以便在地面的人員可於緊急情況時將工作台降下；

‧動力操作升降工作台應裝有互鎖式安全裝置以確保安全操作，例如當地面斜度過大時限制工
作台的高度等；

‧動力操作升降工作台應裝有警報器，例如當工作台移動時可發出聲響警告附近的人，與及在
底盤過斜時發出聲響警告操作者；

‧在工作台的當眼位置清晰標明安全資料，包括安全操作負荷、負載人數上限、最大操作高度
及半徑等；

‧動力操作升降工作台的擁有人必須跟據生產商指示，定期檢查、測試及妥善保養其工作台，
以確保它能時刻處於安全操作狀態；檢查應由合資格的技術人員或操作員每星期進行；及

‧工作台在使用前和安排在定期或重大修理後由合資格檢驗員徹底檢驗及測試；而每年應最少
徹底檢驗一次。

安全動力操作升降工作台的例子

900 - 1150毫米的高護欄

標明安全操作負荷
及載人數上限

緊急停機掣

450 - 600毫米的中護欄

不低於200毫米的踢腳板

危險部份的護罩



動力操作升降工作台的額外安全設備

  為進一步加強使用動力操作升降工作台的安全性，有不少生產商或從業員發揮創意，為工
作台附加額外的安全設備，以下是一些好例子：
(註：於動力操作升降工作台上附加任何設備前，應先徵詢生產商意見。不應自行改裝任何動力
操作升降工作台。)

1

3 4

2

底盤阻擋器(收合狀態） 底盤阻擋器(張開狀態）

於工作台上加設額外護欄，以防因工作台過度
升高令工友頭部與上空結構物碰撞；及圍封升
降工作台的轉動組件和夾口等危險部份。

在 交 剪 型 工 作 台 底 部 加 上 「 底 盤 阻 擋 器 」
(Potholeguard)，主要作用為減低因工作地面不
平引致工作台翻側的機會。操作原理是當工作
台上升到一定高度時，阻擋器會由收合狀態變成
張開狀態，當阻擋器因地面不平而無法完全張開
時，工作台便不能再上升，底盤也不能被移動。

加裝於工作台上的物料承托架，讓工友暫時存放
工作時所需使用的物料，減底物料從高處墮下的
機會。

於工作台上加設高度偵測設備，一旦發現工作
台快將接近上空結構物，可發出警報甚至停止
操作。

物料承托架

當工作台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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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力操作升降工作台的安全操作
‧負責動力操作升降台作業的人應選擇合適的工作台進行工作。考慮的因素應包括所需的工

作高度及水平距離、總負重量 (人員、工具及物料等)、工作位置的空間大小等；

‧操作員在開工前應為相關作業進行風險評估。評估時應特別留意工作位置的情況，包括地
面狀況及斜度、照明、風速、交通情況等，並執行風險控制措施以減低發生意外的風險；

‧操作員在使用動力操作升降工作台前應對其進行檢查。如發現有任何毛病，應立即停用工
作台、掛上「不准使用」警告牌並通知負責人安排維修；

‧動力操作升降工作台的使用位置應為平坦堅實、有足夠承托力及沒有交通的地面，而且其
斜度沒有超出生產商所建議的最大限值；

‧若不能避免於行車道上或附近使用動力操作升降工作台，應先獲有關部門批准，妥善圍封
工作範圍並且清晰指示駕駛者安全的行車方向及線道。所有人員亦必須要穿著反光衣；

‧動力操作升降工作台的操作範圍應有良好照明及通風，而且附近沒有潛在火種、爆炸性氣
體或微粒；

‧應避免在架空電纜及氣體喉管等設施附近使用動力操作升降工作台。若不能避免，應採取
有效措拖(例如，加設門架限制升降台可以上升的高度及明確指明離開架空電纜及氣體喉
管等設施的安全工作距離)以防止對操作員及附近的人造成危險(若須在架空電纜附近工
作，更必須獲得供電機構書面批准)；

‧應圍封動力操作升降工作台的操作範圍，並豎
立清晰警告標示，以防行人進入；

‧若動力操作升降工作台附有腳撐，操作員應在
使用工作台前確保所有腳撐已完全展開，並
在有需要時在腳撐下放置合適的支撐物料以
加強穩定性；

‧操作員應使用指定的安全進出通道上落動力操
作升降工作台，例如設於工作台出入口的梯
階，不可自行翻越護欄上落；

‧操作員應佩戴全身式安全帶，並且在登上工作
台後立即扣掛於指定的繫穩點；操作員亦應佩
戴安全帽並扣好帽帶及穿著安全鞋；

圍封動力操作升降工作台的操作範圍

工作台的指定安全帶繫穩點通常位
於中護欄或踢腳板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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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動力操作升降工作台是離地工作的好幫手，但若我們在使用時不注重安全，隨時可發生嚴重意
外。故此，工程的負責人及操作員必須共同合作，執行完善的安全工作制度，以保障作業安全。

‧操作員在開動工作台前應再三留意確保附近內沒有
人和設備；在升高及橫移工作台前亦要留意是否有
足夠空間，以防過度升高 / 移動；

‧操作應以安全速度進行，不應過快；

‧工作時操作員應保持其身體軀幹於工作台內；

‧若須使用手工具，應使用工具繩以防手工具墮下；

‧保持工作台之地台清潔，若必須要在其上放置物料
及工具，應平均分配它們的重量，並且妥善擺放以防它們從工作台墮下；

‧若要移動底盤以改變工作台的位置，操作員必須先將工作台完全降下；

‧在移動底盤前，先確保移動路線之地面為平坦堅實及有足夠承托力。移動時操作員應有清
晰視野，若視線受阻應有訊號員在安全位置協助指揮移動；

‧若天氣情況會對使用動力操作升降工作台的操作員及附近人員構成危險，應停止使用工作
台，將工作台收好並停泊於安全地方；

‧當動力操作升降工作台正在開動時，操作員不應離開；而在完成操作後，操作員應將動力
操作升降工作台停泊於安全位置，並且拔走控制匙，以防他人誤用；及

‧動力操作升降工作台之保養及維修只可由已受適當訓練並合資格之人員進行。保養及維修
應在已拔掉電源的情況下進行。

使用工具繩可防止
手工具意外墮下

操作員不應作出的危險行為

‧不可令工作台超重或超載

‧不可在工作台上過份伸展身體

‧不可在工作台升高的狀態下移動底盤

‧不可站在護欄上

‧不可自行加高工作台，例如在工作台上放置
梯具或在護欄上架上橋板

‧不可在護欄上掛物件

‧不可在工作台升高後離開工作台

‧不可從工作台上掉下任何物件、物料或垃圾

參考資料：
勞工處 — 安全使用動力升降工作台指引
International Powered Access Federation–Global MEWP Safety Report: Reported Incident Statistics 2016-2018

由合適人員操作動力操作升降工作台

根據勞工處《安全使用動力操作升降工作台指引》，
操作動力操作升降台的人士應該：

‧須最少年滿18歲；

‧體格健全和智力正常；

‧已完成該類動力操作升降工作台的操作訓練；及

‧已獲負責該工作台作業的人士授權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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