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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車式    重機使用前檢查清單
1. 貨車式    重機（俗稱「貨吊」）的擁有人應以書面指定一名合資格的人（可以是具足夠能力執行該職責的    重

機操作員），在每更次或每個工作天開始吊運工作前  ，使用本檢查表為該貨吊進行使用前檢查  。該擁有人應

確保被指定的合資格的人（或操作員），已接受足夠的訓練及有足夠能力安全地執行其職責  。

2. 在每更或每個工作天開始吊運工作前 ，擁有人應確保已完成包含不少於檢查表上的各項檢查項目的使用前檢

查  ，並將相關的結果 記錄在檢查表上  。

3. 在任何情況下 ，如發現貨吊有任何故障（如電線扭曲／損壞 、液壓油洩漏等）或不正常情況  ，又或貨吊意

外損壞  ，便應停止使用該貨吊及立即向有關負責人報告  。

4. 故障或損壞的貨吊應暫停使用  ，直至出現問題的地方已修妥並經有關負責人確認為止  。

5. 除每日使用前檢查事項外 ，每星期至少須由一名合資格的人 ，根據工廠及工業經營（起重機械及起重裝置）

規例（第59J章），對貨吊進行一次全面檢查  。同時亦應參考由勞工處出版的相關工作守則和安全指引  。

6. 在檢查表內：

I.                      

     管理該貨吊的人  ，以及控制涉及使用該貨吊的任何建築工程的進行方式的承建商；如貨吊位於建築地盤 ， 

或用於建築地盤的工程方面  ，則亦包括負責該建築地盤的承建商  。

II.  承建商如在任何建築地盤進行建築工程  ，即為負責該地盤的承建商  ，凡在任何建築地盤進行建築工程的

承 建商多於一名  ，則在該建築地盤進行工程的總承建商即為負責該地盤的承建商  。

III.  

「擁有人」就任何貨吊而言 ，包括其承租人或租用人 ，以及該貨吊的任何監工 、管工  、代理人或主管／控制／

「合資格的人」 指由擁有人指定及因其所受的訓練及實際經驗而有足夠能力執行所指派職責的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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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駕駛室內

1.1 手動制動器操作是否正常?

1.2  是否齊備有效的起重機每週檢查報告及法定 
表格(即是 LALG-F1，3 及 5)?

 

1.3 是否持有有效的操作貨車吊機證明書?

1.4 有否起重機使用手冊及維修記錄?

2) 支重腳撐
2.1 支重腳撐（包括固定鎖）
      是否能夠操作正 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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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號碼：_________________/2016

吊機操作員名稱／合資格人士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吊機型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車牌號碼：_________________

吊機操作員／合資格人士需要檢查的項目    ，    或 N.A. (不適用)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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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吊機

3.1 輪胎的狀況以及氣壓是否正常?

3.2  機身的喉管和管道（包括支重腳撐）有沒有
洩漏?

3.3  吊機結構有沒有明顯損壞
（如裂㾗或螺絲鬆脫）?

3.4 吊鈎和安全鎖扣的狀況是否正常?

3.5 控制桿／遙控器是否操作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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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功能性測試結果 

3.7  安全負荷自動顯示器(ASLI) 是否根據製造商的
指示 操作正常?

 3.8  緊急停止掣、動作限位制停器及超載斷路器
是否操作正常（如配備）？

4)  輔助配件*(如有)
(抓斗／絞車／接臂／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如有)    
*  請選擇合適的選項

4.1 輔助配件的操作及狀況是否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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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 

5.1  有否足夠及狀況良好的底墊／木塊墊腳?

5.2  有否個人防護裝備（如附有帽帶的安全帽 、
反光衣等）?

結果
吊機是否可安全操作？  
是(全部項目   ／不適用)／否  ，有以下的故障：

吊機操作員／合資格人士*簽署及日期
*請删去不適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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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 修正日期及簽署 

1.

2.

3.

4.

5.

6.

7.

8.

備註：任何「    」的項目 ，請在以下詳細說明 ，以便即時作出修正 。

備註：

1.  如檢查表上出現「x」，操作員／合資格的人須立即停止使用該貨車式   重機（俗稱「貨吊」），並立即向負責
安全使用該貨吊的人員報告 。

2. 最新的兩份檢查表應備存在貨吊內 ，以供查閱 。

3.  遵守本檢查表 ，不應視為已全部包括有關安全法例所涉及的事項 ，用意也並非免除有關工作人員的法定責任 。 
更需注意的是 ，遵守本檢查表本身並不賦予任何人在法律責任方面的豁免權 。

4. 詳情請參考建造業議會安全提示第001/16號的第一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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