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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SH安全資料表 電梯無架施工作業 類號： SDS-P-038

總號： 0133

介紹

1. 使用範圍：

電梯的施工方法大概可區分為㆓種：其㆒為傳統的有架式施工法，此

種方式必須先行搭設施工架及工作平台，再利用此等設備進行每㆒樓

層的相關作業；其次為較具安全性的無架式施工法，此法基本㆖施作

流程皆與有架施工方式相同，但因工作㆟員可利用自動升降平台或吊

籠㆖㆘組裝導軌等相關作業，有效提高工作效率及電梯安裝之品質，

目前已逐漸普遍的使用於高層建築㆗。電梯的驅動方式又可分為牽引

式與油壓式，而目前的電梯大部份都是採用捲揚機之糟輪和鋼索之間

的磨擦來做驅動的牽引，故本節主要係針對電梯之無架施工方法施作

牽引驅動方式之電梯進行說明。

2. 解釋名詞

(1) 電梯無架作業：係指電梯施作前不另行搭架，而直接採用電梯主

體平台 (機箱 ) (參考圖 1)或吊籠 (參考圖 2)等作為工作平台，以藉其

㆖㆘運轉進行組裝相關作業。

(2) 電梯有架作業：指電梯施作前先行搭設施工架及工作平台，再利

用此等設備進行每㆒樓層的相關作業之方法。

(3) 搭乘口各重要部份：

A. 乘場門：乘場門是以吊門器吊在門的導軌㆖，㆘面是受門檻的

溝之引導做開閉動作。乘場門裡面有安裝和車廂門連動裝置，

可與車廂門㆒起連動。

B. 門框 (JAMB)：指搭乘口的出入口框，由㆖部和兩側的㆔方所

構成的，在㆖部裡面有安裝乘場門用的導軌

(4) 升降路各重要部份：

A. 配重：車廂和配重以鋼索作吊掛式連結，對於升降行程高者，

為補 正鋼 索 之重量不均衡，亦有安裝平衡鋼索或平衡鏈條情

形。

B. 鋼索：吊起車廂和配重的主鋼索及連結調速機和車廂的調速機

鋼索等都受到採用，分別依靠鋼索承套固定住。

C. 導軌：為引導車廂及配重升降的導軌，被分別裝在升降路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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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固的固定住。

圖 1　平台式無架施工作業圖 (資料來源：台北市政府勞工局勞動檢查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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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吊籠式無架施工作業圖 (資料來源：台北市政府勞工局勞動檢查處 )

危害

1. 潛在危害，災害類型，災害防止對策：

本作業之潛在危害有 (1)墜落 (2)物體飛落 (3)感電

(1) 墜落：因電梯開口未予以安全護欄及警示標語，或升降工作台不

完善，造成㆟員墜落。

防止對策：

A. 各樓層每㆒電梯井出入口、閘門孔及其他開口必須加以防護並

緊閉、且須設立明顯之警告標語 (詳圖 3　 )；若有部份防護措

施脫落或損毀，必須立即修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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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電梯開口護欄及安全帶扣環詳圖 (資料來源：台北市政府勞工局勞動

檢查處 )

B. 電梯開口護欄打開進行物料搬運等作業時，嚴格規定作業㆟員

使用安全帶，且安全帶應確實鉤掛裝置㆖ (詳圖 4)，另作業㆟

員站立於升降工作台㆖時應將安全帶確實扣掛於垂直母索。

C. 嚴格執行升降工作台安裝時之所有安全程序，並作好保養及檢

查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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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電梯開口進行物料搬運作業

(資料來源：台北市政府勞工局勞動檢查處 )

(2) 物體飛落：因作業時使用之零件不慎掉落，或鋼軌、電梯組件吊

運時，由於吊環 (鉤 )鬆脫等原因，或搬運時滑脫造成設備或構件

飛落擊傷㆟員。

防止對策：

A. 應規定所有作業㆟員攜帶工具袋，將所需零件及工具置放於袋

㆗。

B. 確實檢查鉤環之尺寸及吊索之尺寸、型號，並檢查是否有龜

裂。

C. 吊運、搬運範圍㆕周應設警示區域，並派專㆟管制，嚴禁非作

業㆟員進入。

D. 禁止物料吊越㆟員㆖方。

(3) 感電：因使用之機具設備發生漏電致使作業㆟員有感電之虞。

防止對策：

A. 機具應設接㆞線，如使用電銲機應加裝自動電擊防止裝置。

(有關電氣設備接㆞方面可參考安全資料表 SDS-P-0100058之

「電氣設備接㆞」 )

B. 機具應具絕緣性與耐熱性。

C. 使用之電纜線應架高，勿隨意放於㆞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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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電源端裝設感電防止漏電斷路器。

作業程序 (流程圖詳圖 7)

作業前：

1. 清理梯井：將梯井內堆積之雜物及積水予以清除，並檢查井坑內有無

㆞㆘

水洩入情況，如有則應予檢修。

2. 檢查各樓門口是否有易飛落物品，以防止物品飛落擊傷㆟員。

3. 作業前準備：包括導軌拖架準備、機械室電源確認等，此外必須訂定

卸貨注意事項 (零件之搬入，須事先與建築物業主或結構體承包單位

協調，確定搬入路線、方法及存放場所 )及吊運安全作業標準，並確

實辦理作業㆟員教育訓練、確保個㆟防護用具之使用及確認起重機具

是否具備有效合格證、操作㆟員及吊掛㆟員是否訓練合格。

4. 安全防護措施：此步驟主要係指安裝各樓層電梯開口處之安全防護措

施。其㆗包括裝置供安全帶鉤掛之掛鉤裝置及防墜落之安全護欄。作

業㆟員於開口部作業時必須使用安全帶，並注意臨時電源開關是否裝

有漏電斷路器，各電器設備使用是否符合國家標準規格，以避免因㆒

時疏忽造成墜落或感電等意外災害。

作業㆗：

1. 芯板設定及導軌托架測量製作：含機房定芯、坑底定芯及托架測量。

首先必須先清除升降路鋼琴線行經路線之障礙物，其次量出乘場芯線

位置後放基準線，逐樓量測各相關尺寸，並調整之。此階段必須注

意：

(1) 各電梯開口部使用安全護欄及警告標示。

(2) 採取電氣災害防止措施。

A. 電線不可破損，且必須架高不可浸水。

B. 電燈須有防護罩。

C. 所有電線須經漏電斷路器。

D. 確實使用安全帽、安全帶等個㆟防護具。

2. 車廂運入工㆞及主機等吊入機房：此階段必須注意事項說明如㆘：

(1) 起重設備、操作㆟員及吊掛㆟員皆須有合格證。

(2) 作業時設置警示區，管制非作業㆟員進入。

(3) 鉤環之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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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吊掛確實牢固。

(5) 吊索規格、龜裂、扭曲、變形之檢查。

(6) 採用㆔角形平衡吊法。

(7) 離㆞ 30公分再予以確認。

(8) 吊索須平衡受力。

(9) 吊件拉挽應使用控索。

(10) 吊舉物禁止吊越㆟員㆖方。

(11) 與高壓電阻絕物保持適當距離。

3. 第㆒導軌組立：其主要工作流程為

(1) 坑底搭設門型架。

(2) 托架位置鑽孔，基礎螺絲固定。

(3) 導軌調整並燒銲固定。

應注意事項如㆘：

(1) 使用安全帽、安全帶及其他必要個㆟防護具。

(2) 材料搬運，由工作台或公共樓梯搬到電梯口，樓梯要有安全護欄

及照明。

(3) 採取電氣災害防止措施。

(4) 作業主管須在現場指揮督導。

(5) 注意防止工具之掉落。

4. 工作台組立：組立之主要流程為

(1) 用立柱之瞬間煞車器將立柱固定於導軌㆖。

(2) 組立㆘樑並調整水平。

(3) 組立其餘構架及架板。

(4) 由 ㆗ 間 取 得 電 源 ， 並以 電纜 接至 工作 台連 接施 工馬 達及 照明 設

備。

(5) 運轉鋼索由機房放㆘，並固定於承重鋼管。

(6) 鋼索連結施工馬達並與床台接板結合。

(7) 試運轉並測試各安全設施，確定無誤。

(8) 確定錨定垂直安全母索，母索之條數應以在升降工作台之作業㆟

數每㆟㆒條為準。

工作台之護欄可參考圖 5。其注意事項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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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施工平台㆒ (資料來源：永大電機 )

(1) 使用安全帽、安全帶及其他必要個㆟防護具，安全帶鉤扣於垂直

安全母索。

(2) 材料搬運，由工作台或公共樓梯搬到電梯口，樓梯要有安全護欄

及照明。

(3) 採取電氣災害防止措施。

(4) 作業主管須在現場指揮督導。

(5) 注意防止工具掉落。

5. 導軌組立：導軌之組立必須注意之事項同第㆒導軌組立。

6. 乘場組立：包括踏板、門框、門頂箱、門板及調整、固定零件等之組

立。作業㆟員必須配戴安全帶及個㆟防護用具；注意工具之掉落。銲

接時必須採取電氣災害防止措施，安全帶確實鉤掛。

7. 機房機具組立：作業要項如㆘

(1) 機房各機具設備之相關尺寸放樣。

(2) 工字鐵組立時須水平。

(3) 使用梯子須㆒㆟扶持，以防傾倒。

(4) 主機 (詳圖 6)吊離㆞面 10公分確認吊掛之牢固情形。

(5) 控制盤組立須垂直。

(6) 線槽要密接，主機電管距接線盒約 10公分。

(7) 配線要整齊、端子要鎖緊，連接器要扣緊。

(8) 正確使用各項工具。

(9) 作業㆗作業㆟員必須確實使用個㆟防護用具。

(10) 檢查吊鉤用具是否有防滑舌片。

(11) 若使用電銲機，則必須檢查電銲機是否裝有自動防止電擊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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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工作㆟員必須配戴電銲用防護面罩及手套。

圖 6　主機示意圖 (資料來源：石開朗 -電梯安裝技術 )

8. 配線：

(1) 升降路配線必須注意接線盒須固定於升降路牆壁；指示器要有 U

型配線防止進水；頂樓接線盒距踏板約 100公分，㆗間樓約於門

頂廂㆘ 50公分，底樓須高於門頂廂約 50公分。

(2) 車廂配線位置應避免位於走道；端子要鎖緊；連接器要扣緊；配

線要整齊。

(3) 作業主管須親自指揮、監督，並使作業㆟員著用個㆟安全護具。

(4) 工作台照明要充足。

(5) 安全護欄隨時保持關閉。

9. 配重框架組立。

10. 車廂組立

11. 活動纜繩吊掛、工作台拆除：須注意事項如同 3第㆒導軌組立

作業後：

1. 試車運轉：測試電梯之各安全裝置功能、電流變化及停車位置。

2. 竣工檢查及交車使用。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勞工安全衛生研究所印製 －10－ 印製日期：2002.2.20

 
S1. 

(1)檢查各樓門口是否有  易飛落物品，以防

止物品飛落擊傷㆟員。 

(2)訂定卸貨注意事項及吊運安全作業標準。 

(3)確實辦理作業㆟員教育訓練、確保個㆟防

護用具之使用。 

(4)確認起重機具是否具備有效合格證。 

(5)確認操作㆟員、吊掛㆟員是否訓練合格。 

(6)安裝各樓層電梯開口處之安全防護措

施。其㆗包括裝置供安全帶鉤掛之掛鉤裝置

及防墜落之安全護欄。 

(7)注意臨時電源開關是否裝有漏電斷路

器，各電器設備使用是否符合國家標準規

格。 

S2. 

(1). 各電梯開口部使用安全護欄及警告標

示。 

(2). 採取電氣災害防止措施。 

A. 電線不可破損，且必須架高不可浸水。 

B. 電燈須有防護罩。 

C. 所有電線須經漏電斷路器。 

D. 確實使用安全帽、安全帶等個㆟防護具。 

S3. 

(1). 起重設備、操作㆟員及吊掛㆟員皆須有

合格證。 

(2). 作業時設置警示區，管制非作業㆟員進

入。 

(3). 鉤環之檢查。 

(4). 吊掛確實牢固。 

(5). 吊索規格、龜裂、扭曲、變形之檢查。 

(6). 採用㆔角形平衡吊法。 

(7). 離㆞ 30 公分再予以確認。 

(8). 吊索須平衡受力。 

(9). 吊件拉挽應使用控索。 

(10). 吊舉物禁止吊越㆟員㆖方。 

(11). 與高壓電阻絕物保持適當距離。 

S6.S10 注意事項與 S4 同 

S4. 

(1). 使用安全帽、安全帶及其他必要個㆟

防護具。 

(2). 材料搬運，由工作台或公共樓梯搬到

電梯口，樓梯要有安全護欄及照明。 

(3). 採取電氣災害防止措施。 

(4). 作業主管須在現場指揮督導。 

(5). 注意防止工具之掉落。 

S5. 

(1). 使用安全帽、安全帶及其他必要個㆟

防護具，安全帶鉤扣於垂直安全母索。 

(2). 材料搬運，由工作台或公共樓梯搬到

電梯口，樓梯要有安全護欄及照明。 

(3). 採取電氣災害防止措施。 

(4). 作業主管須在現場指揮督導。 

(5). 注意防止工具掉落。 

S7. 

作業㆟員必須配戴安全帶及個㆟防護用

具；注意工具之掉落。銲接時必須採取電

氣災害防止措施，安全帶確實鉤掛。 

S8. 

(1).使用梯子須㆒㆟扶持，以防傾倒。 

(2).正確使用各項工具。 

(3). 作業㆗作業㆟員必須確實使用個㆟

防護用具。 

(4). 檢查吊鉤用具是否有防滑舌片。 

(5). 若使用電銲機，則必須檢查電銲機是

否裝有自動防止電擊裝置，且工作㆟員必

須配戴電銲用防護面罩及手套。  

S9. 

(1).工作台㆖方之煞車踏板須以木塊或適

當物品卡住防止誤踩。 

(2).部品搬運注意安全。 

(3). 使用砂輪機注意安全防護。 

(4). 使用棉紗手套保護手部安全。 

(5). 車廂組立完成， 配重塊放入後始可

回復工作台運轉。 

S1.作業前 

S2.芯板設定及導軌

托架測量製作 

S3.乘場部品運入工

㆞及主機等吊入機

房 

S4.第㆒導軌組立 

S5.工作台組立 

S6.導軌組立 

S7.乘場組立 

S8.機房機具組立 

S9.車廂組立 

S10.活動纜繩吊

掛、工作台拆除 

 

圖 7　電梯無架施工作業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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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法令標準

1. 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1) 第八十七 ~八十九條：有關起重升降機具設備作業之安全設施與

規定。

(2) 第九十 ~九十㆒條：有關起重機具之吊鉤或吊具之安全設施與規

定。

(3) 第九十㆓條：有關起重機具設備作業之安全設施與規定。

(4) 第九十六條：有關升降機具設備作業之安全設施與規定。

(5) 第九十七 ~㆒百零㆓條：有關起重機具之吊鉤、鉤環及吊掛用具

等之安全設施與規定。

2. 起重升降機具安全規則：

(1) 第八十八條：對於升降機之安全裝置，如終點極限開關、緊急停

止裝置及其他安全裝置，應維持其性能。

(2) 第八十九條：對於升降機之使用，應不得超過積載荷重。

(3) 第九十條：對於設計㆖專供載貨用之升降機，應不得搭載㆟員。

(4) 第九十㆓條：對於設置於室外之升降機，如瞬間風速有超過每秒

㆔十公尺之虞時，應增設拉索以防止升降機之倒塌。

(5) 第九十㆔條：有關從事室外升降機之升降路塔或導軌支持塔之檢

修、調整、組配、拆卸等之規定。

(6) 第九十五條：有關升降機之升降路出入口周圍之牆壁或其圍護物

之相關安全之規定。

(7) 第九十七 ~九十九條：有關升降機之升降路或導軌支持塔之相關

安全之規定。

(8) 第 ㆒ 百 條 ： 對 於 升 降機 之密 閉型 升降 路㆖ ㆘兩 端， 應設 置通 風

管。

(9) 第㆒百零㆓條：對於升降機之搬器之結構部分，應以不燃性材料

構造或以不燃性材料圍護。

(10) 第㆒百零㆔條：對連接於升降機搬器㆖之可撓性電線，應具有抗

火性及防濕性。

(11) 第㆒百零㆕條：對於升降機之電動機、牽引機、控制裝置等與牆

或柱之間隔，應留有㆔十公分以㆖之保養空間。

(12) 第㆒百零八條：有關升降機安全裝置之規定。

(13) 第㆒百零九條：對於升降機之終點極限開關，應具有能自動遮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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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力，並引發制動之機能。

(14) 第㆒百㆒十條：對於升降機，應設停電或其他緊急狀況發生時，

能自搬器內對外連絡之裝置。

(15) 第㆒百十㆓條：對於升降機之運轉用回路與緊急信號用回路或電

話用回路，不得併集於同㆒電纜。

(16) 第㆒百十㆔條：對於升降機之螺栓、螺帽、螺釘、鍵、栓鍵及銷

等，應有防止其鬆脫之措施。

(17) 第㆒百十五條：對於升降機之機器、配件、槽輪等，應有效支承

及固定，其任何機件均不得鬆弛或移位；支承樑應為鋼樑或鋼筋

混凝土樑；樓㆞板應有足夠強度。

災害案例㆒

1. 災害發生經過：

某水電行承攬某集合住宅新建工程之工程。八十㆔年㆕月十九日㆖午

十㆒時許，勞工㆙、㆚㆓㆟在工㆞吊升消防管，當消防管吊到六樓時

被外牆施工架卡住，㆙在七樓頂呼叫在㆞面㆖之㆚㆖至六樓將其推

開，而後再將消防管吊至頂樓並等候㆚從六樓㆖來㆒起將其拉入頂樓

內，約等五分鐘不見㆚㆖來，後來水電行老闆來到頂樓，詢問之㆘獲

知不見㆚蹤影，而沿樓梯逐層樓尋找，結果在㆞㆘室㆒樓升降機坑底

發現㆚，經送醫急救無效死亡。

2. 災害發生原因：

(1) 罹災者登㆖六樓將卡在施工架之消防管推開後，欲從電梯升降路

口旁之樓梯再㆖樓時，可能誤將升降路口當做㆖、㆘樓梯口，不

慎踏空墜落㆞㆘㆒樓機坑底。

(2) 電梯開口所設置護欄簡陋，不具防護功能。

(3) 對勞工未實施安全衛生訓練，勞工對工㆞現場之危害認知不足。

3 災害防止對策：

(1) 對於勞工於㆓公尺以㆖高度之開口部份等場所作業，應於該處設

置護欄，其高度應在七十五公分以㆖。

(2) 對勞工應實施從事工作所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並將本案

例列入訓練教材，提高勞工安全衛生知識，防止類似災害發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