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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的常見危害及
相關的防護措施

■ 資料來源：職業安全健康局

各行各業、包括印刷業均會應用不同種類的機械設備協助工作，以

節省人力，大大提高生產效率。但機械本身潛藏著各樣的危害，如不

正確使用，就有機會釀成嚴重的意外，導致肢體受損甚至死亡。例如

近年在回收行業就發生了涉及機器的意外，一名工人在廢料回收廠

內看守一部毛絮運送機時，被捲入機器內的刺針滾筒並遭夾斃。香港

職業安全健康局為提升相關工作人員對機械安全的認識，透過本文

介紹機械的常見危害及相關的防護措施。

機械的危險部分及防護
操作機械潛在各類的危害，如不適當操作機械

可發生機械壓傷、刺傷、撞傷、切傷、絞傷、

夾傷、被飛射物件擊傷；使用者亦要面對噪音、

電力及熱力等危害。以下主要探討機械的危險

部分及相關的預防措施。

機械的危害源自機械本體或組件的運動部分，

當人體在沒有防護措施下觸及該等部分便很可

能釀成意外。根據《工廠及工業經營（機械的

防護及操作）規例》訂明，機械的危險部分可

分為17類，而按機械部分的運動方式，可歸納

為三大類。

轉動、捲動、旋

轉、滾動等運轉

的機械部分。

前後、上下、鉸剪開合

等往復運動的機械部分。

直線運動的機械部分。

■ 機械部分的運動方式，可歸納成三大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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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護罩
要減低使用機械時的風險，其中一個有效方法就是

在機械的危險部分加裝護罩。有效的機械護罩可防

止人體與機械危險部分直接接觸或被碎屑擊傷，並

能阻隔雜物進入運行中的機械。機械護罩一般可分

為五大類：

一、固定式護罩

二、互鎖式護罩

三、自動式護罩

四、觸覺式護罩

五、雙手控制設備

安裝時可採用一種或多種機械護罩，以達到保護身

體的目的。但是，每一種護罩本身均存在限制，在

選擇、安裝及使用時必須多加留意。

固定式護罩

例如回收行業常使用機械輔助打散或打碎物料，這

類機械大多數會有旋轉打臂或針刺滾筒等危險部

分。要有效避免身體接觸到這些危險部分，就要裝

上有效的固定式護罩。

固定式護罩是將機械的危險部分完全蓋上，在設計

與構造上可防止工人接觸到機械的危險部件。這種

護罩不會移動部件與裝上該護罩的機械相聯，或受

該機械控制。然而，其適用範圍只局限於防護原動

機、傳動機械及備有機械或特設的輪送設備，且自

動放入工件及抽離製成品的機械操作點，但如需

人手放入工件及抽離製成品時，固定式護罩的孔

口大小應有一定限制，並須與機械危險部件的距

離成比例。

使用固定式護罩時應注意事項：

一、	 可能影響操作員的視線；

二、	 可能局限工作範圍；

三、	 護罩在拆除進行維修或調校時，必須切斷電

源，避免機器突然啟動而導致意外。

互鎖式護罩

互鎖式護罩在設計上可使機械只有在護罩處於關

閉位置時方能操作，而在機械運行時，護罩不能

打開，或護罩一旦移離關閉位置，機械便會立刻

停止操作。互鎖性能通常是由一組電氣互鎖以控

制機械的操作，以及機械互鎖以控制護罩的開關。

互鎖式護罩最適宜用於防護在每個操作循環都需

用人手放入工件及抽離製成品的操作點，以及防

護需要經常接觸的機械沉重旋轉部件。互鎖裝置

在構造上及安裝的位置，以不易遭受干擾及弄壞

為佳。如互鎖系統內任何配件失靈，機械便應不

能開動。

回收行業用到的紙張壓捆機，必須預防身體部分

被壓捆機壓傷。所以，這類機械應裝上有效的互

鎖式護罩，以確保壓捆機所有閘門完全關上，而

其危險部分被完全隔離後才可操作壓捆機，其原

理就如洗衣機一樣，在機門關上後才可操作。

■ 固定式護罩

並未防護

已被防護

箭豬式打臂

清花機

■ 裝有互鎖式護罩的機械，只會
在護罩處於關閉位置時方能操作，
而在機械運作時，護罩不能打開，
或護罩一旦移離關閉位置，機械
便會立刻停止操作。

■ 紙張壓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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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互鎖式護罩時應注意事項：

一、	 互鎖式護罩需要高度保養及可靠的定期試

驗和檢查；

二、	 互鎖式裝置的設計應在損壞時仍能確保安

全。

自動式護罩

自動式護罩在設計上，可自動防止操作員或其

手部觸及運行中的機械危險部分。護罩的活動

部件受機械危險部件的運行所推動，將操作員

的手拉離危險區。自動式護罩適用於在操作循

環中需人手放入工件的機械，例如啤機及煅錘。

機械的操作必須能容許護罩有足夠時間將操作

員身體移離危險區，而護罩必須堅固地安裝在

機械上和不容易被拆除。

使用自動式護罩時應注意事項：

一、	 需要頻密的保養及調校位置，以確保護罩

的活動範圍及力度適中；

二、	 不適用於快速運作的機械，因為護罩的速

度過高，會令護罩本身具危險性；

三、	 限制操作員的活動；

四、	 可能阻礙操作員附近的工作空間。

觸覺式護罩

觸覺式護罩主要可分為機械式和光電幕（電眼）

式兩大類。運作原理是當工友進入或接近危險

區域時，觸覺式護罩可令機械停止操作。除非

工友離開危險區域，否則機械不能重新啟動。

觸覺式護罩的可靠性通常和剎掣有關。

機械式

護罩的主要部分是可轉動的柵或框架，當被外

物碰撞時，柵或框架可令機械制停，護罩未重

新裝妥前不能再度開動。

使用觸覺（機械）式護罩時應注意事項：

一、	 按實際情況可能需要制動器及其他設計輔

助；

二、	 設計上應使機械在護罩未重新裝妥前不能

再度開動；

三、	 只可保護操作員；

四、	 護罩須由人手按動，始能發揮作用；

五、護罩須裝置在操作員於危急時可觸及的位	

置。

掃手桿

牽引繩帶

■ 當機械開始運作
時，掃手桿橫掃工
作危險區域，將操
作員手臂撥開，以
消除危險。

■ 當機械開始
運作時，牽引繩
帶可將操作員雙
手拉開，確保脫
離危險區域。

■ 如操作員或任
何工友跌倒而失
去平衡，或被拖
進機械之內，只
要 按 下 安 全 桿，
即可停止機械。

安全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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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電幕（電眼）式

一條或多條光線在操作員與機械危險部分的空

間處形成屏幕。這光電設備經特別設計，當光

線受阻撓時，帶動連鎖裝置，阻止操作點開動

或繼續運行。

使用觸覺（光電幕）式護罩時應注意事項：

一、	 需要較頻密的保養及精密的檢查；

二、	 只適用於操作循環可被瞬時制停的機械設

備。

雙手控制裝置

雙手控制裝置在設計上，必須要操作員雙手連

續操縱控制器，方能完成操作循環，而假如操

作員單手或雙手停止操縱控制器，機械會立即

停止運作。雙手控制系統可分為氣動、油壓推

動、電動或機械推動。

使用雙手控制裝置時應注意事項：

一、	 只對操作員作出保護；

二、	 按鈕需與機械的危險部分維持一段安全距

離，令操作員離開按鈕後沒有足夠的時間

再進入危險區域。

其他輔助方法
警示柵欄或纜繩

可提醒員工注意勿接近危險區域，但未能提供

身體上的保護功能。

使用進出料輔助工具

以輔助工具代替人手進出工料，可讓手部與機

械的危險部分保持一定距離。但這類工具僅供

輔助之用，不能視為代替機械護罩或安全防護

裝置。

進出料裝置自動化

選購有半自動或全自動進出料裝置的機械或改

良現有機械的防護設計，避免操作員雙手直接

進入危險區域。

緊急停止裝置

在緊急情況時能切斷機械動力能源，並將運轉

中的各機件立即制動鎖住的裝置。必須安裝在

操作員工作區域附近，讓操作員在危急情況下

可即時停機。

安全掛鎖

防止機械因人為疏忽意外啟動或機械殘留的能

量使機件突然運動，將能量開關予以上鎖的安

全措施。在機械維修保養時應予以使用。

■ 五金軋刀的工作區前採用光電幕
式裝置，當人體觸及危險區域時，
因光線被手臂遮擋，使連鎖裝置啟
動，軋刀等機件立即停止運作。

■ 雙手控制裝置內應
安裝定時器，使操作
循環在各控制器同時
被按下時才能發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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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護罩的設計要求
要保障員工免遭機械性傷害，機械護罩除了具

備防止人體與機械危險部分接觸的基本要求外，

還須符合以下條件：

一、	 不致造成新的危害；

二、	 不致妨礙生產或造成不便；

三、	 便利檢查、調整、修護和潤滑；

四、	 符合有關的法例要求。

機械的安全管理
要有效防止因機械本身的不安全性，或因員工

操作不當所帶來的傷害，除了裝配合適的機械

護罩外，亦需要有完善的機械安全管理策略。

購買

購買機械時，應向供應商列明具體的安全防護

要求。

佈置

預先考慮機械的安全操作、物料進出、動力傳

送與危險隔離等問題，預留足夠的放置空間。

訓練

訓練員工（特別是新入職及不熟練的）使其了

解機械的危害及護罩的功能、使用方法及限制

等。

安裝

安裝時應依照相關規定設置符合標準的安全護

罩或設備。

安全規則

經評估危害後，制訂機械操作的安全規則，並

確保工友嚴格遵從。在危險部分上加以警告標

示，警惕工友。

工地整理

保持機械及其四周整潔，並有充足的照明，可

提高員工對危險部分的警覺性和減少誤觸開關

的意外。

保養

操作員應定期保養護罩，如潤滑、上緊鬆脫的

螺絲等。但護罩的修理或調整工作，則必須由

具備專業知識的技術員進行。

工作服飾及個人防護裝備

操作機械時應配戴認可及合適的個人防護裝備。

例如：啤機操作員應配戴合適的聽覺保護器。

應避免穿戴飾物（如頸鍊、手鍊、戒指等）、過

份鬆身的工作服及長髮，因這些都容易被轉動

的機件捲纏，造成意外。

巡查

操作員在使用機械前須檢查護罩性能良好，而

所有危險部分均應有適當的防護。應安排定期

檢查，禁止不安全操作或未經許可而擅自操作

機械的行為。

檢討

若工場有重大變化，如增添機械、改變工作流

程、更改廠房佈置或機件老化等，需再檢討機

械的防護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