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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今年7月，澳門發生了一宗升降機換纜工程的意外，事件導
致一名電梯維修技工死亡，引起業界廣泛關注。升降機更改
工程包括升降機換纜工程的工序有其繁複及高危之處，升降
機承辦商應作出工地風險評估，並就風險評估內可預期之風
險，採取必要監控措施。電梯業協會將透過本期安全通訊與
各位重溫建造業議會出版之 《 升降機槽工程安全指引(第3
卷)- 整段樓宇佔用期間 》中升降機纜索更換工程的安全須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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纜索更換工程的工程安全規劃
進行纜索更換工程前，升降機承辦商應實施下列安全措施:
(a) 進行風險評估;
(b) 制定及落實一個包含適當監控措施
的施工方案; 及
(c) 如有需要，採取工作許可證制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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纜索更換工程進行中之安全措施

➢ 纜索更換工程進行時，採取充足措施，確保升
降機機廂利用適當錨固方法固定在工作位置。
➢ 關掉升降機的主開關，並上鎖掛牌，並在當眼
處張貼適當「升降機停止服務」的警告標語，
以避免受建築物內欲使用升降機的人打擾工
程。

➢ 最低樓層或地下樓層層站應擁有足夠的空間，並以圍欄圍着以作臨時
儲存纜索之用及方便進出。同時，工作場所也需要提供充足照明。
➢ 應良好地保存好新纜索。應妥善地保護每
條纜索的末端，避免在運送過程中受污染
或磨損。
➢ 禁止一次過更換全部殘舊的主纜索。以安
全為考慮，在纜索更換工程期間，需耍有
足夠及最少大約有一半的纜索仍然在懸吊
升降機機廂。
➢ 如對重裝置放在接近升降機機槽最低部，應確保有穩固及充足的承
托，以免它在更換工程中移動。
➢ 如升降機機廂處於最高的層站, 應確保機廂得到穩固及充足的承托，以
免它在更換工程中移動。就無機房升降機方面，應使用特定的機廂上
鎖裝置以防止機廂在過程中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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纜索更換工程進行中之安全措施 (續)
➢ 由於巴氏合金含有鉛，當使用它來接駁纜索
時，需特別注意通風系統。要在工地為工程人
員提供足夠的機動通風系統，以除去有害煙
氣。工程人員亦應配戴適當的防護面罩、保護
手套及呼吸防護裝備。
➢ 盡量避免使用明火將巴氏合金加熱及熔融。否
則，須做足防火安全措施，如使用明火的地方
應移走所有易燃物品。在傾注巴氏合金前，應
留意先將巴氏合金杯加熱，以免巴氏合金與凍
金屬接觸。升降機工程人員應配戴適當的個人防護裝備，包括眼罩，
工作地方亦應配置手提滅火筒，以備不時之需。
➢ 應做足一切防範措施，消除由會產生高溫的工作所引致的危害。
➢ 如以樹脂代替巴氏合金來接駁電纜，應只採用由樹脂生產商建議的加
熱器為樹脂加熱。
➢ 應採取一切防範措施以防止纜索在拆開或拆除時意外下墜。
➢ 升降機承辦商應確保纜索在安全情況下吊起
或放下。舊有纜索應妥善運送至地面，以便
移離工地。在收放或懸吊纜索過程中，升降
機工程人員不應留在升降機機槽底。如不能
避免，應則採取足夠安全措施以防止工程人
員受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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纜索更換工程進行中之安全措施 (續)
➢ 在使用“纜索絞接” (俗稱“豬腸”)
時，應考慮全新纜索的重量及最
高負載量，以便符合廠商之使用
規定，亦須遵照廠商說明書的各
項指引，包括有關重叠的規定。
禁止重覆使用“纜索絞接”。
纜索絞接

➢ 升降機承辦商應為工地提供安全的出入口，並採取足夠的措施避免升
降機工程人員從高處墮下。工程期間，禁止工程人員以長梯從升降機
層站門跨越升降機機槽底位置。
➢ 須安排足夠升降機工程人員數目，負責纜索更換工程。更換升降機主
纜索，通常需要至少4 位升降機工程人員。
➢ 升降機承辦商應檢查及確保纜索在滑輪坑槽的位置正確，而所有纜索
所承受的壓力亦應平均分佈，亦應在升降機恢復正常運作前作詳細檢
查及重置保護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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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訓練是提高施工安全水平重要一環，很多意外發生之原因是工人不了解施工安全要
點、工作中潛在之危害及事故之嚴重性和發生後處理方法。本期安全通訊中會向各工友
介紹一些安全訓練課程供大家參考。
課程名稱

課程內容
1.
2.

升降機及
自動電梯安 3.
裝和維修的 4.
安全
5.
6.
7.
8.
1.
升降機及 2.
自動電梯安 3.
裝和維修的
基本安全
4.
1.
2.
升降機
現代化及
加建工程
工作安全

3.
4.
5.
6.
7.

主辦機構 開課日期及
地點

鑑別升降機及自動電梯安裝、維修
及保養等工作的一般危害安全
升降機及自動電梯工程的風險評
估
控制措施的執行
職安局
檢查技巧及意外報告
工作安全系統
熱加工工序
防火措施
緊急應變程序
安裝、維修升降機及自動電梯的一
般意外成因
認識工作時的危害
風險較高工序的意外預防與控制
職安局
措施（如高空作業、熱加工、機械
操作及電動工具等。）
介紹升降機及自動電梯工作安全
守則
升降機現代化電梯加建工程概況
相關現行法例、規例、實務守則及
作業指引
升降機現代化及加建工程的常見
潛在危害
升降機的現代化及加建工程的風
職安局
險評估
風險控制及防護措施
業界的良好做法及常見的不良做
法行為
個案分析

費用

21/11/2017
&
22/11/2017
HK$320
18:30 – 21:30
職安局北角
訓練中心

5/12/2017
18:30 – 22:00
HK$160
職安局北角
訓練中心

21/11/2017
09:00-17:30
HK$420
職安局北角
訓練中心

詳情及報名表格可登上 http://www.labour.gov.hk 勞工處或 www.oshc.org.hk 職安局網
頁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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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通訊繼續設有有獎問答遊戲，藉此來提高大家對工作安全的警覺性，希望讀者 們
踴躍參加。若能答中下列 3 條問題，便可參加抽獎，有機會獲得超級市場禮券， 名額
共 10 個。
1.

根據《升降機槽工程安全指引(第3 卷)》，更換升降機主纜索，通常需要至少多少
位升降機工程人員?
a) 三位

2.

b) 四位

以安全為考慮，在纜索更換工程期間，需要有足夠及最少大約多少數量的纜索仍然
在懸吊升降機機廂?
a) 1/2數量

3.

c) 五位

b) 1/4數量

c)3/4數量

以下哪項並非傾注巴氏合金的安全措施？
a) 使用足夠的通風系統

b) 配戴適當的個人防護裝 c) 提供安全網
備，包括眼罩、口罩等

請圈出正確答案及填妥下列表格，交回各成員公司安全部的負責人。
截止日期：2017 年 11 月 10 日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

部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

＊ 以上問題答案及得獎者名單會刊登於下期安全通訊。
＊ 每人只限遞交一份參加表格。
--------------------------------------------------------------------------------------------------------------上期答案：1) b, 2) c, 3) c

編輯委員會
其士、安力、富士達、星瑪、日立、通力、
奧的斯、三菱、迅達、長安、蒂森克虜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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