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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使用動力操作升降工作台

動力操作升降工作平台的使用日漸普遍。最常見的是用作載人以進行高處工

作，例如建築物外牆清潔、樹藝高處工作和室內天花維修等。該等機械均設

有可調校高度的工作台，按其操作形式可分為曲臂型、伸展型、交剪型及垂

直桅桿型；按推動形式，則包括車身安嵌式、自行式及非自行式。（圖1）

法例要求
雖然相關的職安健法例沒有明文提出

使用動力操作升降工作台的規範，但

根據《職業安全健康條例》第6條和

《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第6A條，僱

主仍有一般責任確保工友使用動力操

作升降工作台是安全和不會危害健

康。例如僱主及承建商須向該等機械

的操作員提供所需的資料、指示、訓

練及監督。此外，雖則動力操作升降

工作台並不屬於《工廠及工業經營

（起重機械及起重裝置）規例》的適用

範圍，但承建商多會借用該規例下的

法定表格，要求操作員每星期填寫起

重機械的每週檢查結果報告。除了每

周的檢查外，操作員更應該在每更使

用前，根據既定的檢查清單，作目測

及功能檢查，以確保升降工作台仍處

於安全操作狀態。
圖 1：常見的交剪型（左）及曲臂型動力操作升降	
工作台（右）



潛在危害

使用動力操作升降工作台的主要潛在危害包括人體從高處墮下、物件從高處墮下、工友或途

人被移動中的升降工作台撞到等。下表列出了相關的潛在危害及成因。

潛在危害 成因

1 人體從高處墮下

•	

•	

•	

•	

沒有正確地使用防墮裝備。

使用動力操作升降工作台不當，例如過份伸展身體出工作

台護欄外。

動力操作升降工作台翻側。

施工時需要使用的側力超出了操作手冊內的規定。

2 物件從高處墮下

•	

•	

•	

動力操作升降工作台的踢腳板不足，未能防止雜物從工作

台上墮下傷人。

動力操作升降工作台的護欄掛上施工物料或其他物件，

導致物件從工作台上墮下。

沒有使用工具繩。當未能握穩該工具，便造成物件從高處

墮下意外。

3

工 友 或途人被

移動中的升降工

作台碰撞

	
•	

•	

操作員在駕駛動力操作升降工作台時，因視線受阻或沒有

安排訊號員協助下行駛，而撞到工友或途人。

警告響號或閃燈未能正常運作，導致工友或途人因察覺不

到行駛中的機械而導致意外發生。

安全措施
在規劃使用動力操作升降工作台階段，管理層及督導員必須進行風險評估，識別操作的潛在危

害，制定消除或減低風險的方法，設立一套安全的工作系統，並切實執行及監督，確保工友在安

全的環境下工作。

由於動力操作升降工作台有多種不同的操作及推動形式，所以使用它時必須依照製造商操作手冊

的指引，切勿作其他非指定的用途。該等機械要有定期檢查和保養。此外，操作員必須完成該類

機械的操作訓練並已獲負責人授權操作。而操作員亦要注意以下要點：

•	 在每更使用前，運用「指差呼稱」方法，檢查動力操作升降工作台以確保機械運作正常。

•	 確保不會超出製造商指定的安全操作負荷。

•	 在工作台上，操作員必須佩戴安全帶及繫穩在製造商指明的位置。

•	 當傾斜儀警報響起時，必須將機械移至可靠平穩的地方；如在工作台上升過程中出現傾斜儀

警報，務必謹慎地將平台降低。



•	 部分動力操作升降工作台附設支重腳撐，需要確保支重腳撐能完全伸展，以穩定車身。	

（圖1：右）

•	 此外，部分動力操作升降工作台，

例如交剪型工作台，其底部設有底

座阻擋器裝置	(Pothole	guard)。當動

力操作升降工作台上升達指定高度

時，底座阻擋器裝置便會啟動。此

功能防止因動力操作升降工作台，

在駛過路面凹坑時翻側。（圖2）

•	 製造商操作手冊必須放在動力操作

升降工作台內。此外，地盤管理可

考慮製作圖文並茂的簡易指南，讓

操作員易於查閱。

•	 嚴禁將動力操作升降工作台當作起重機使用，或用作推動其他物件。

•	 切勿在工作台上堆積物料或雜物。

•	 切勿在動力操作升降工作台升起後，從工作平台上攀下，或在移動工作平台時，將身體

任何部份伸出護欄外。

圖2：交剪型動力操作升降工作台的底座阻擋
器裝置

冷知識
1. 安全帶應扣在哪裡 ?
工友常被發現在使用動力操作升降工作台時，將安全帶扣在工作台的護欄上。這不是一個

正確的做法。因為安全帶扣在護欄上，工友仍有機會將身體伸展出工作台外而墮下，其衝

力有可能繼而令整部升降工作台翻倒，嚴重危害操作員及周邊工友的安全。因此，應將安

全帶扣在製造商指明的位置，一般是中欄的位置、近踢腳板的位置或操作按鈕的下方等

（不同型號的動力操作升降工作台有不同的繫穩點，可參閱製造商操作手冊）。這個穩固

點確保工友不會把身體伸展出工作台外。一般的「高掛低用」原則並不適用。（圖3╱圖4）

圖3：一般動力操作升降工作台的安全帶繫穩點
（工作台的中欄位置）

圖4：一般動力操作升降工
作台的安全帶繫穩點（工作
台近踢腳板的位置）



2. 如何量度斜坡的角度 ?
操作員在接受使用動力操作升降工作台訓練時，應得知在斜坡上驅動時的最大角度等重要技

術規格。如忘記了細節，應學會查閱製造商操作手冊，以找出該最大斜坡度。例如，一部動

力操作升降工作台的最大斜坡度是17
。
，即代表該部機械不可駛往超過17

。
的斜坡。但當嚴

禁依靠傾斜儀警報來探知斜坡的角度是否適宜行駛，而又不應依靠直覺來判斷斜度，那麼，

如何評估呢？方法很簡單，可使用水平尺及一塊木板來量度斜坡的角度。先將一塊約1米長

的木板置於斜坡上，然後將水平尺放置在木板上，確保木板水平。接著，量度木板底部到地

面的垂直距離，從而計算出斜坡的角度，以便作出應否駛上該斜坡的決定。例如木板長1米

而木板底部離地0.2米，斜度便是11.3
。
如一部動力操作升降工作台的最大斜坡度數是17

。
，

該機械可以安全地在此斜坡上驅動。（圖5）

圖5：以木板及水平尺來計算斜坡角度

小結
動力操作升降工作平台是常用的高處工作設備，其工作風險影響到操作員及其他在場人

士。僱主及承建商必須提供足夠的資料、指示、訓練及監督。操作員應該透過訓練，學會

重要的技術規格，掌握安全的操作技巧，並不斷求進，達至快捷、有效又安全的專業水

平，以確保每個人的工作安全。

預防工作時中暑
工友如果長時間在酷熱或潮濕的環境下工作，身體可能無法有效地藉出汗以幫助散熱而調

節體溫，便容易出現中暑的現象。工地負責人應按需要採取以下的控制措施：

•	 提供足夠飲用水。讓員工能夠於戶外隨時飲用，並鼓勵員工多飲水補充身體水分。

•	 提供穿通爽質料（例如棉質）並且淺色寬身的工作服，以幫助工友身體散熱、減少熱能吸

收，以及汗水揮發；

•	 提供及確保工友使用合適的個人防護設備，例如：闊邊帽、太陽擋及冷凍背心等等；

•	 在酷熱時段，增加工友的休息時間及盡可能安排僱員採取輪班制度，以縮減僱員在酷熱

環境下工作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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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工友休息區；

•	 增加空氣流通量，在適當情況下加強通風或加設空調設施；

•	 提供有關中暑的資料和訓練，例如預防措施及急救常識。

避免被蚊子叮咬
為了避免被蚊子叮咬，於戶外工作時要做足以下預防措施：

•	 應穿著寬鬆、淺色長袖上衣及長褲，	並於外露的皮膚及衣服上塗上含避蚊胺	 (DEET)	成

份的有效蚊怕水或蚊怕膏，	在有需要時重覆使用。

•	 避免使用有香味的護膚品或化妝品。

•	 清除工作場所中載積水的器皿。

•	 施用蚊油或除害劑將蚊的幼蟲殺死。

職安健訓練課程推介
高空工作安全 (WHT)

課程資料

在安全的考慮上，要盡可能去避免高空工作，因為當中涉及的危害，可以引

至極嚴重的後果。本課程的主旨，是介紹有關高空工作的法例要求，並解釋

如何進行高空如工作的風險評估，從而明白到所需的安全措施，使到高空工

作的意外得以減低。如欲索取更多有關職安健課程資料，請致電3106	 2000	

與職安局訓練中心聯絡。

中小型企業資助計劃
中小型企業安全帽連Y型帽帶資助計劃

工友正確配戴附有帽帶的安全帽能防止鬆脫，有效發揮其保護頭部的作用。職

安局及勞工處推出「中小型企業安全帽連Y型帽帶資助計劃」，提供資助予建造

業的中小企購買符合安全標準的安全帽連Y型帽帶，以提升工地工作安全。

報名表格

計劃詳情

建造業職安健海報設計比賽2017
建造業安全及健康委員會舉辦建造業職安健海報設計比賽2017現正接受報

名，比賽設有小學組、中學組及公開組，鼓勵學生及普羅大眾透過海報設計

向大眾及業內人士傳遞建造業職安健意識，提升安全及健康文化。截止遞交

作品及報名表格日期為2017年9月18日 (星期一)，詳情可參閱報名表格。

職安熱線 OSH Hotline：2739 9000



有獎問答遊戲：

第49期建造業安全健康通訊 
答案︰ 1. C 2. A 3.B
得獎者︰譚潔英、王樹興、丁有靖、符史健及譚美勝

恭喜以上各得獎者，得獎者已獲專函通知領獎事宜。

請 3 出正確答案及填妥下列表格，郵寄或傳真回2739 9779
本局總辦事處，信封面請註明「建造業安全健康通訊問答遊

戲」。截止日期：2017年9月15日。

中文姓名 香港身份證號碼
只須填寫首四個號碼，

必須與香港身份證姓名相同 例如：A123XXX(X)

地址

聯絡電話 

  所有資料將於活動結束後銷毀。

1. 以下哪一項是使用動力操作升降工作台的
主要潛在危害？

 A. 被手工具所傷
 B. 物件從高處墮下
 C. 觸及灼熱表面或物質

2. 使用動力操作升降工作台時，安全帶應扣
在哪裡？

 A. 最高的護欄
 B. 製造商指明的位置
 C. 只要有足夠護欄，便無須扣上安全帶

3. 以下哪一項描述關於動力操作升降工作台是正
確的？

 A. 在每更使用前，作目測及功能檢查
 B. 使用動力操作升降工作台作吊運之用
 C. 利用動力操作升降工作台作電焊接地之用

參加細則
1.	歡迎年滿15	歲或以上的香港居民參加，每人只限參加一次。

2.	得獎者的姓名必須與香港身份證上的姓名相同，否則將被取消得獎資格。

3.	參加者有機會贏得價值$150	超市禮券。

4.	主辦機構之員工及其直系家屬均一律不得參加。

5.	得獎結果以主辦機構的決定為準，各得獎者將獲專函個別通知。

6.	主辦機構保留更改有關是項活動事宜的權利，恕不另行通知。

7.	倘有任何爭議，一切以主辦機構的決定為最終決定。

8.	歡迎複印參加表格。

免費訂閱表格 本人對建造業安全健康通訊感興趣，並希望以電子郵件索取：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電話

傳真 電子郵件

填妥後請將表格傳真至  2739 9779 職業安全健康局  

收集個人資料聲明
1. 你向職業安全健康局〔「本局」〕所提供的資料，包括《個人資料〔私隱〕條例》所指的個人資料，只會用於相關活動。 
2. 為讓你得知最新的本局活動，本局將使用你的個人資料，包括你的姓名、電話號碼、郵寄和電郵地址，將有關職業
安全健康訓練課程、活動、服務及資訊提供給你。你的個人資料亦可能被用作本局之研究及統計用途。 

3. 你可選擇是否同意接收上述資訊。若不同意的話，請於下列拒收資訊一欄之空格內加上「3」號*。 
4. 你有權要求查閱及修正你的個人資料。有關申請須以書面向本局提出，地址為香港北角馬寶道28號華滙中心19樓。 

本人不同意日後接收由職業安全健康局發出其活動和相關的資訊。 

簽署 日期 

2017 Occupational Safety & Health Council 職業安全健康局7/2017

地址：香港北角馬寶道28號華匯中心19樓
電話 ：2739 9377
傳真 ：2739 9779
電郵 ：oshc@oshc.org.hk
網址 ：www.oshc.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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