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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降機及自動梯條例》 

 《升降機及自動梯條例》(香港法例第618章)已於2012年
12月17全面實施 (附屬規例 -《升降機及自動梯(一般)規
例》及《升降機及自動梯(收費)規例》)  

 已取代《升降機及自動
梯(安全)條例》(香港法例

第3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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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降機及自動梯條例》小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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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升降機及自動梯的負責人手冊 

 《升降機的負責人》及《自動梯的負責人》
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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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負責人的定義 

升降機/自動梯負責人是指： 

1. 升降機/自動梯的擁有人 

 (例如：業主、業主立案法團)  

2. 任何其他對該升降機/自動梯有管理或控制權的人 

 (例如：物業管理公司)  

 

註：如其中一名負責人遵從某規定，則其他負責人均被視為已遵從該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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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涵蓋的升降機種類 (一) 

客用升降機 油壓式升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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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涵蓋的升降機種類 (二) 

升降平台 梯級升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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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涵蓋的升降機種類 (三) 

載物升降機 載貨升降機 升降機平台 

機械化泊車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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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涵蓋的自動梯種類 

自動行人道 

梯級自動梯 

自動行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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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負責人的責任 

1. 確保升降機/自動梯及其所有相聯設備或機械保持
於妥善維修狀況及安全操作狀態  (《條例》第12 & 44 條) 

2. 確保升降機/自動梯在以下情況不被使用： 

 當進行安裝、主要更改、拆卸、或 

可能影響安全操作的工程 (《條例》第13 & 45 條(1)) 

 並無有效的「准用證」(《條例》第13 & 45 條(2)) 

 在進行主要更改工程後，沒有就該更改工程
獲發「復用證」(《條例》第13 & 45 條(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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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更改工程(升降機) (一) 

1. 增設用以操作升降通道的門或升降機機廂的門的自動裝置 

2. 為升降機增設輔助纜索固定裝置 

3. 為升降機增設機廂調平裝置 

4. 增設裝置，以令升降機可在其機廂頂部操作 

5. 為升降機增設升降機通道的門，或拆除或更換升降機通道門 

6. 為升降機通道門或升降機機廂門，增設電接點 

7. 為升降機通道門或升降機機廂門，增設聯鎖裝置 

8. 為升降機增設一組或多於一組滾輪導靴 

9. 為升降機增設一組或多於一組纜索平衡器 

10. 為升降機增設安全部件或安全設備 

11. 增設操控掣，以便進入升降機升降通道 

12. 支承升降機運載裝置的纜索，或支承升降機的對重裝置的纜索，在數目
或大小方面的任何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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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更改工程(升降機) (二) 

13. 改變升降機導軌的大小或種類 

14. 改變任何第(7)項所述的聯鎖裝置的種類 

15. 改變升降機的控制或操作方式 

16. 導致升降機運載裝置的自重增加的任何改裝 

17. 導致升降機運載裝置的升降行程減少或增加的任何改裝 

18. 導致升降機的額定負載增加的任何改裝 

19. 導致升降機的額定速度增加的任何改裝 

20. 更換升降機的控制器，包括其類型的任何變更 

21. 更換升降機的驅動機制動器，包括其類型的任何變更 

22. 更換升降機的驅動機，包括其類型的任何變更 

23. 更換為升降機而設的安全部件(包含任何電子部件的安全電路除外)或安
全設備，包括其類型的任何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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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更改工程(自動梯) 

1. 為自動梯增設安全部件或安全設備 

2. 改變自動梯的控制或操作方式 

3. 導致自動梯的速度增加的任何改裝 

4. 更換為自動梯而設的安全設備，包括其類型的任何變更 

5. 更換自動梯的驅動裝置，包括其類型的任何變更 

6. 更換自動梯的制動裝置，包括其類型的任何變更 

7. 更換自動梯的防逆轉裝置，包括其類型的任何變更 

8. 更換自動梯的限速保護裝置，包括其類型的任何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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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負責人的責任 

3. 確保載物升降機、載貨升降機、或機械化泊車系
統不被任何人用作載人，或超載 (《條例》第14條) 

 

 

載物升降機 載貨升降機 機械化泊車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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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負責人的責任 

4. 確保由註冊升降機/自動梯承
辦商進行安裝、主要更改、
拆卸、或可能影響升降機/自
動梯安全操作的工程 (《條例》第

15 & 46 條(1)) 

5. 確保註冊升降機/自動梯承辦
商為升降機/自動梯進行保養
工程，及每隔不超逾一個月
進行定期保養工程(《條例》第15 & 

46 條(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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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負責人的責任 

6. 安排註冊升降機/自動梯工程師： 

a) 在升降機*/自動梯投入使用及操作前，檢驗升
降機/自動梯，及徹底檢驗所有相聯設備或機
械 (《條例》第20 & 51 條) 

b) 在升降機/自動梯進行主要更改後，在恢復正
常使用及操作前，徹底檢驗升降機/自動梯及
其所有相聯設備或機械 (《條例》第21 & 52 條) 

 

* 升降機須在有負載的情况下進行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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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負責人的責任 

6. 安排註冊升降機/自動梯工程師： 

c) 在每隔不超逾12個月/6個月徹底檢驗該升降機
/自動梯及其所有相聯設備或機械一次(定期檢
驗) * (《條例》第22 & 53 條) 

d) 在每隔不超逾5年，在負載的情況下，為升降
機及其所有相聯設備或機械進行徹底檢驗一
次(負載檢驗) (《條例》第23條) 

 

* 請安排於有效期屆滿前的2個月內完成檢驗，新有效期會由現有的
屆滿日期後開始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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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活安排定期檢驗(例子) 

LE11-Use_Permit_Lift_Continue_Used_Operated.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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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准用證 

 確保有足夠的時間完成檢驗及辦理申請手續 - 請預
留13工作天給機電署處理申請(過往例子 – (i) 遲進行檢驗 、 

(ii)完成檢驗後遲申請 及 (iii) 沒立即張貼) 

 如沒有屬有效的准用證，負責人須確保任何人不
得使用或操作該升降機或自動梯 

 在2013年4月2日起，在沒有合理辯解之下，違反
上述規定，可導致升降機/自動梯遭禁止使用和操
作、最高罰款十萬及監禁十二個月(《條例》第13 & 45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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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負責人的責任 

7. 確保有效的「准用證」時刻展示於升降機機廂內
的顯眼位置，及自動梯的層站毗鄰的顯眼位置  
(《條例》第39 & 69 條) 

  

* 現有證明書有效期至下一次定期檢驗到期日 

    *在2013年4月2日起，在沒有合理辯解之下，
沒有展示有效的准用證在升降機或自動梯，即
屬犯罪，一經定罪，最高罰款一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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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用證 

A5 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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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用 

 有關申請升降機「准用證」及「復用證」所需的
費用，已詳細列明於《升降機及自動梯(費用) 規
例》內 

 

 

 

 

            

 

准用證(首次) $755 

准用證(其後) 
 

$290 

復用證 $800 

復用證 
＋ 

准用證(其後) 

$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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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負責人的責任 

8. 當知悉有嚴重的升降機/自
動梯事故時，須在24小時
內，以指明表格形式將該
事故通知機電工程署及當
時負責該升降機/自動梯的
註冊承辦商(《條例》第40 & 70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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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重事故 (詳情見附表7) 

• 有人死亡或受傷 • 主驅動系統發生故障 

• 安全部件及安全設備發生故障 • 制動器發生故障 

• 升降機的纜索斷裂 • 升降機的超載裝置發生故障 

• 升降機的樓層門及機門的聯鎖裝
置發生故障 

• 自動梯的梯級鏈及驅動鏈發生故
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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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負責人的責任 

9. 免費提供機電工程署或執法人員為進行升降機及
自動梯事故調查而合理要求的任何協助或資料  
(《條例》第41 & 71 條) 

 

 

http://hk.image.search.yahoo.com/images/view;_ylt=A8tUwJttItdPEzcAj0K1ygt.;_ylu=X3oDMTBlMTQ4cGxyBHNlYwNzcgRzbGsDaW1n?back=http%3A%2F%2Fhk.image.search.yahoo.com%2Fsearch%2Fimages%3Fp%3Dinvestigation%26n%3D30%26ei%3Dutf-8%26tab%3Dorganic%26ri%3D6&w=400&h=400&imgurl=www.totalmortgage.com%2Fblog%2Fwp-content%2Fuploads%2F2011%2F10%2Fforeclosure-investigation.jpg&rurl=http%3A%2F%2Fwww.totalmortgage.com%2Fblog%2Fmortgage-rates%2Fcalifornia-investigation-into-mortgage-abuses-widens%2F14368&size=34.2+KB&name=California+Investigation+Into+Mortgage+Abuses+Widens+%7C+Mortgage+Rates+...&p=investigation&oid=1ef7bbd5ffde870be3f2bb8e86e3d4ae&fr2=&fr=&tt=California%2BInvestigation%2BInto%2BMortgage%2BAbuses%2BWidens%2B%257C%2BMortgage%2BRates%2B...&b=0&ni=128&no=6&tab=organic&ts=&sigr=13blr0e66&sigb=12tmt0528&sigi=12jbfi4bp&.crumb=iwSbtDKLorw


27 

4. 負責人的責任 

10. 備存不少於最近三年規例指明的「工作日誌」記錄 
(《一般規例》第2 & 17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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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人應怎樣管理工作日誌？(一) 

 負責人須備存不少於最近三年的工作日誌記錄 

 記錄由註冊承辦商、註冊工程師 

及註冊工程人員所進行的升降機 

/自動梯工作，處理事故、故障 

及檢驗的詳細資料 

 註冊承辦商可為升降機/自動梯的 
負責人提供一本認可格式的工作 
日誌 

http://hk.image.search.yahoo.com/images/view;_ylt=A8tUwJppjd5PCyYAuAW1ygt.;_ylu=X3oDMTBlMTQ4cGxyBHNlYwNzcgRzbGsDaW1n?back=http%3A%2F%2Fhk.image.search.yahoo.com%2Fsearch%2Fimages%3Fp%3Dwrite%26fr%3DFP-tab-web-t%26fr2%3Dxpl%26tab%3Dorganic%26ri%3D27&w=353&h=448&imgurl=writelikecrazy.files.wordpress.com%2F2008%2F09%2Fcartoon_pen-and-paper2.jpg&rurl=http%3A%2F%2Fwritelikecrazy.wordpress.com%2Fcategory%2Forganizing%2F&size=18+KB&name=Organizing+%C2%AB+Write+Like+CRAZY%3A+where+young+writers+gather&p=write&oid=ed734fbb979e64927e165c181c448650&fr2=xpl&fr=FP-tab-web-t&tt=Organizing%2B%25C2%25AB%2BWrite%2BLike%2BCRAZY%253A%2Bwhere%2Byoung%2Bwriters%2Bgather&b=0&ni=84&no=27&tab=organic&ts=&sigr=11omfc3lv&sigb=130uubhbl&sigi=125i67tcv&.crumb=iwSbtDKLor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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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人應怎樣管理工作日誌？(二) 

 升降機/自動梯及承辦商的基本資料 

 升降機/自動梯的安裝地址及日期 

 升降機/自動梯的編號及規格 

 安裝升降機/自動梯的承辦商名稱 

 開始保養的日期 

 定期保養時間表 

 分判承辦商的名稱(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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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人應怎樣管理工作日誌？(三) 

 有關進行升降機/自動工程的資料 
負責進行工程的合資格人士姓名及註冊
編號 

開始及完成工程的日期及時間 
工程類別，如安裝、維修、檢驗、例行
保養等 

處理故障召喚記錄，包括故障原因、發
生日期、時間及恢復運作之日期及時間 

意外記錄、發生日期及時間，救出被困
者的時間，及恢復操作的日期及時間 

負責人或其代表的姓名、簽署及聯絡方
法 

承辦商預計保養的工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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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負責人的責任 

11. 不可妨礙註冊承辦商張貼升降
機/自動梯暫停運作告示，或在
升降機/自動梯運作恢復正常前
移除有關告示 (《一般規例》第69條) 

 當升降機/自動梯因涉及嚴重事故，而
運作未能在該註冊承辦商獲悉有關事
故後4小時內恢復時，負責的註冊承
辦商須在升降機/自動梯的當眼處展示
以指明表格填寫的告示通報使用者，
載明事故類別包括暫停運作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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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降機的緊急裝置 

機廂抽氣扇 
緊急照明系統 

警鐘 對講機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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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負責人的責任 

12. 如升降機的緊急裝置(即警鐘、對講機系統、緊急
照明系統及機廂抽氣扇) 發生故障，應盡快通知註
冊承辦商進行維修，同時應派員在現場加強監控
升降機的運作，否則負責人應暫停該升降機的運
作以等候註冊承辦商派員維修 

 註冊承辦商在接到負責人通知後，承
辦商須於4小時內派員到場處理出現問
題的緊急裝置 

承辦商若發現受影響的緊急裝置並不
能於24小時內修復，承辦商須以指明表
格通知機電工程署，並須在表格填上有
關裝置的預計修復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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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罰則 

 在沒有合理辯解之下，違反有關規定，可導致升
降機/自動梯遭禁止使用和操作、罰款及監禁 

 
事項  條例  罰則  

(1) 第 12、 44 條  最高罰款第五級 (五萬元 ) 

(2) 第 13、 45 條  最高罰款第六級 (十萬元 )及監禁十二個月  

(3) 第 14 條  最高罰款第六級 (十萬元 )及監禁十二個月  

(4) 第 15、46 條 (1) 最高罰款第五級 (五萬元 ) 

(5) 第 15、46 條 (2) 最高罰款第五級 (五萬元 ) 

(6) 第 20、21、22、

23、 51、 52 及

53 條  

最高罰款為第三級 (一萬元 ) 

(7) 第 39、 69 條  最高罰款為第三級 (一萬元 ) 

(8) 第 40、 70 條  最高罰款為第三級 (一萬元 ) 

(9) 第 41、 71 條  最高罰款為第三級 (一萬元 ) 

 一般規例  罰則  

(10) 第 2、 17 條  最高罰款為第三級 (一萬元 ) 

(11) 第 69 條  最高罰款為第三級 (一萬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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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查詢 

 《升降機及自動梯條例》及 2條附屬規例
的內容，可瀏覽機電工程署網頁  

(www.emsd.gov.hk) 

 

 如有查詢，請致電機電工程署1823 ，或電
郵 (info@emsd.gov.hk) 

 

 
 



多謝 

問答時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