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講師：林樹達 老師 

荷重在一公噸以上堆高機操作人員 
特殊安全衛生教育訓練(107) 

在職教育訓練教材 



誰需要上在職教育訓練？ 

每日均需要使用堆高機(操作人員)作業? 

駕駛貨車，需使用堆高機裝卸貨？ 

偶爾使用堆高機，但非專職駕駛人員？ 

堆高機維修人員，需移動車輛測試？ 

不需使用堆高機，但公司仍派訓？ 

公司有3部堆高機，卻有10人來上課？ 

結業證書和技術士證，誰需要上課? 

 



你瞭解堆高機的相關法規嗎？ 

堆高機是不是危險性機械? 

檢查員會定期來做檢查？ 

堆高機需要做哪些自動檢查？ 

堆高機可以載人作業？ 

堆高機可以開上一般道路？ 

駕駛堆高機需要一般駕駛人資格？ 

你的證書可以開哪些種類的堆高機？ 

你的證書可以開到多大容量(幾噸)的堆高機? 



在職教育訓練課程目錄 

•技能檢定、職業安全衛生法、道路交通安全規則與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機

械設備器具安全標準、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 

新修堆高機相關法規 

•自動檢查項目內容         

自動檢查 

•職災案例探討與事故預防 

事故預防 

../教育訓練/堆高機第一站1040814.pptx


新修堆高機相關法規 

本課程係以國內堆高機相關法令規定為主
體，包括 

堆高機技能檢定、 

職業安全衛生法(6-55) 、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 

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4-39) 等 

相關規定，以加強堆高機操作從業人員法
制觀念。 



操作人員資格說明 

結業證書 

98.08.31停發 
期滿證明 

98.09.01啟
用 

技術士證 

90年開始辦理 

99.01.01唯一 



取証流程沿革 

欲 
取 
得 
堆 
高 
機 
駕 
駛 
資 
格 

舊制 
(98.08.31之前) 

98.09.01 
～98.12.31 

99.01.01起 
參加18小時 
教育訓練 

參加技 
能檢定 

正 
式 
取 
得 
堆 
高 
機 
駕 
駛 
人 
員 
資 
格 

2.參加18小時 
教育訓練 

參加技 
能檢定 

1.年滿18歲之國民，可 
直接參加技能檢定 

1.年滿18歲之國民，可 
直接參加技能檢定 

2.參加18小時 
教育訓練 

自辦術 
科考試 

99.01.01日起，唯一管道 
訓練期滿證書 

訓練期滿證書 

結業證書 

技術士證 

技術士證 

技術士證 

技術士證 

../../003影片/舊制堆高機實習 - YouTube.flv


操作人員資格說明 

初訓 
•十八歲以上 

•受訓時數18小時 

在職教
育訓練 

 

•在職操作人員 

•每3年受訓3小時 

技術士證 

技能檢定 

•學科測驗：80題選擇題(題庫942題) 

•術科測驗：3站 



堆高機檢定合格人數統計表 



合計159,404人至106年11月底 

16664

26026
28436 31748 32559 32173 31023 32090

3586

8876

15654
18415

21606 22825 22941
21227

24274

53% 60% 65% 68% 70% 71% 68%75%

報名人數

及格人數

合格比例



檢定類別  (附屬裝置介紹) 

本規範所稱堆高機涵蓋下列荷重1公噸以上各型堆高機： 

 1.配重平衡型堆高機（Counterblalance Lift Truck） 

 2.側舉型堆高機（Side Loading Lift Truck） 

 3.檢提型堆高機（Turret Lift Truck / Orderpickers Lift Truck） 

 4.桅桿伸縮型堆高機（Reach Lift Truck） 

 5.跨舉型堆高機（Straddle Lift Truck） 

 6.伸臂型堆高機（Telescopic Meterials Handler） 

 7.越野型堆高機（Rough Terrain Lift Truck） 

 8.桅桿轉動型堆高機（Swing Mast Truck） 

 9.動力托板車（Pedestrian Controlled Lift Truck / Low LiftPallet Truck） 

10.大型堆高機（Large Lift Truck） 

../A004參考投影片/002堆高機種類/002-001堆高機介紹.pptx
../A004參考投影片/006裝卸裝置/006-001堆高機裝卸裝置.pptx
../A004參考投影片/006裝卸裝置/006-001堆高機裝卸裝置.pptx
../A004參考投影片/006裝卸裝置/006-001堆高機裝卸裝置.pptx


堆高機技能檢定考試 

分為學科和術科兩部分： 

學科：自題庫(942題選擇題)中抽出80題，
每題1.25分，60分及格。 

術科：共計3站，每站均須通過才算及格。 

成績保留：術科成績可保留3年，學科不
保留。 

../../005技能檢定/A000檢定學術科/104版本/151004學科(104年).pdf
../../005技能檢定/A000檢定學術科/104版本/151004術科(104.08.11).pdf


（一）個人服裝儀容及態度： 

（二）堆高機作業前檢查：時間15分鐘 

1.作業前檢查講解： 

2.檢查內容（如附表一）： 

（三）堆高機基本行駛實習：時間8分鐘 

      1.S型駕駛前進、倒車 

（四）堆高機裝卸作業實習：時間15分鐘 

堆高機技能檢定規範 



1.作業前檢查講解： 

   (1)由講師向全體學員講解堆高機主要裝備，性能及
教導學員如何檢查，如何填表，檢查時應注意之
安全等，其全部講解時間約30分鐘。 

2.檢查內容（如附表一）： 

3.注意事項： 

   (1)本項檢查目的在教導學員如何執行操作前自動檢
點，故以講師現場講授為主，學員是否實作，由
各訓練單位視現況自行彈性調整安排。 

堆高機作業前檢查 



堆高機作業前性能檢查檢查表 

3.注意事項： 
(1)本項檢查目的在教導

學員如何執行操作前
自動檢點，故以講師
現場講授為主，學員
是否實作，由各訓練
單位視現況自行彈性
調整安排。 

../A004參考投影片/007術科/堆高機檢定第一站作業前性能檢查2016版本.pptx


1.依駕駛訓練單位所提供之無負載堆高機於規定
時間內完成起動、依規定路線前進與倒車及停車
等動作。 

2.完成時間：8分鐘 

3.實習場地： 

堆高機基本行駛 

堆高機訣竅 

../../003影片/堆高機自拍影片/VIDEO0011.3gp
../../003影片/堆高機自拍影片/堆高機檢定空拍 第二站-2.mp4
../../003影片/堆高機第二站(105).MOV
../../003影片/堆高機第二站(105).MOV


1.駕駛訓練單位所提供之堆高機於規定時間內依
實習規範之規定路線前進及倒車，完成起動、
裝載、卸貨及停車等動作。 

2.完成時間：15分鐘 

3.測驗場地： 

堆高機裝卸作業 

../../003影片/堆高機自拍影片/VIDEO0012.3gp
../../003影片/堆高機自拍影片/堆高機檢定空拍 第三站.mp4
../../003影片/第三站快速版.mp4


職業安全衛生法 
103年7月3日正式實施 

(102年6月18日通過) 

(102年7月3日總統府公告) 

勞工安全衛生法(63.4.16) 

../../../00001共用法規/001職業安全衛生法/001職業安全衛生法(母法).pptx


職業安全衛生法施行細則第25條 
主題：有立即發生危險之虞時之情形 
本法第十八條所稱有立即發生危險之虞時，係指有下列情形之一： 
一、自設備洩漏大量危險物或有害物，致有立即發生爆炸、火災或中毒等危

險之虞時。 
二、從事河川工程、河堤、海堤或圍堰等作業，因強風、大雨或地震，致有

立即發生危險之虞時。 
三、從事隧道等營建工程或沉箱、沉筒、井筒等之開挖作業，因落磬、出水、

崩塌或流砂侵入等，致有立即發生危險之虞時。 
四、於作業場所有引火性液體之蒸氣或可燃性氣體滯留，達爆炸下限值之百

分之三十以上，致有立即發生爆炸、火災危險之虞時。 
五、於儲槽等內部或通風不充分之室內作業場所，從事有機溶劑作業，因換

氣裝置故障或作業場所內部受有機溶劑或其混存物污染，致有立即發生
有機溶劑中毒危險之虞時。 

六、從事缺氧危險作業，致有立即發生缺氧危險之虞時。 
七、於高度二公尺以上作業，未設置防墜設施及未使勞工使用適當之個人防

護具，致有發生墜落危險之虞時。八、於道路或鄰接道路從事作業，未
採取管制措施及未設置安全防護設施，致有發生危險之虞時。 

九、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有立即發生危險之虞時之情形。 

勞動檢查法之認定標準 

../002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001-07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pptx
../../15100堆高機操作/003影片/店家謊稱「沒繫安全帶」 摔癱員工判賠1427萬.mp4
../../15100堆高機操作/003影片/店家謊稱「沒繫安全帶」 摔癱員工判賠1427萬.mp4
../../15100堆高機操作/003影片/無交管！工地堆高機突竄出　騎士撞牙叉命危.mp4
../../15100堆高機操作/003影片/【中視新聞】堆高機牙叉撞機車 8旬老翁遭輾斃 20151009.mp4
../008勞動檢查法/001勞動檢查法.pptx


工作者的義務及權利 



工作者的義務 

1.接受體格檢查及健康檢查之義務。(職安法：二十條) 

2.接受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之義務。(職安法：三十二條) 

3.遵守安全衛生工作守則之規定。(職安法：三十四條) 



雇主、工作者的 
罰責(行政責任) 



雇主擔負之行政及刑事罰則 

1.行政責任： 

      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規定，行政機關得依違
反之條文予以限期改善、罰鍰、停用、停工等處
分。 

2.刑事責任： 

      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有關特別刑法規定最高得
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科或併科三十萬元
以下罰金。或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科或
併科十八萬元以下罰金。(職安第四十、四十一條)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43條重點 

主題：雇主行政責任 
有左列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
下罰鍰： 
一、違反第六條第一項(提供符合標準之必要安全衛生設備)或
第十六條(雇主不得設置不符中央主管機關所定防護標準之機械、器具，

供勞工使用)之規定，經通知限期改善而不如期改善。 
二、違反第十六條第一項(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具有危險性之機

械或設備，需檢查合格)、第十九條第一項(特殊工作場所)、第
二十四條(雇主應僱用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訓練或經技能檢定之合格

人員充任之)或第三十七條第一項(事業單位工作場所如發生職業

災害)之規定。   
三、拒絕、規避或阻撓依本法規定之檢查。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45條重點 

主題：雇主行政責任 

有左列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
罰鍰：   

1.未依規定實施堆高機自動檢查及未依規定紀錄者，經
通知限期改善而不如期改善者。 

2.堆高機操作人員未依勞工安全衛生訓練規則規定接受
規定訓練合格者，經通知限期改善而不如期改善者。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46條重點 

主題：工作者行政責任 

違反第二十條第六項(勞工應施行體格檢
查)、第三十二條第三項(勞工安全衛生教
育及訓練，有接受之義務)或第三十四條
第二項(勞工對於前項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應切實遵行)之規定者，處新臺幣三千元
以下之罰鍰。 

第五章  罰則(31-37)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與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00001共用法規/010道路交通安全規則/001-05道路交通安全規則.pptx
../../../00001共用法規/010道路交通安全規則/001-05道路交通安全規則.pptx
../../../00001共用法規/010道路交通安全規則/001-05道路交通安全規則.pptx


堆高機事故預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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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04參考投影片/004事故預防/004-002堆高機事故預防.pptx
../../003影片/推高機竄路中搬貨　騎士遭牙叉橫斬命危   即時新聞   20150703   蘋果日報.mp4
../../003影片/彰化堆高機撞老翁 監視器畫面 - YouTube.flv


堆高機事故的種類 

1.按車輛事故事態分： 

a.墜落、滾落     b.跌倒             c.衝撞 

d.物體飛落       e.物體倒塌、崩塌   f.被撞(案例2) 

g.被夾、被捲     h.物體破裂         i.火災 

j.其他交通事故(事業單位內) 

2.按廠內道路分： 

有交叉路、彎道、直行道、坡道、鐵道路口及狹窄路面等。 

3.按傷害程度分： 

車損事故、人員輕傷事故、重傷事故及死亡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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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影片/INSANE and funny forklift fail compilation!.mp4
../../../003影片/Forklift Accident - Carpet Attachment.mp4
../../../003影片/男童突衝出車道 遭堆高機輾過幸無礙－民視新聞.mp4
../../../003影片/Warehouse shelves collapse.mp4
../../../003影片/2000啤酒瓶.flv
../../../003影片/Coca - Cola.mp4
../../../003影片/Forklift Incident In China.mp4
../../../003影片/Horrible Forklift Accident!.mp4
../../../003影片/Horrible Forklift Accident!.mp4
../../../003影片/堆高機載人壓人.mp4
../../../003影片/堆高機貨叉傷人 女童放學戳眼險失明.flv
../../../003影片/【中視新聞】堆高機牙叉撞機車 8旬老翁遭輾斃 20151009.mp4
../../../003影片/Fork Lift Accident 4.flv
../../../003影片/七人座堆高機 V.S 兩噸的機台.mp4
../../../003影片/Crashing Through Warehouse Door With Forklift.mp4
../../../003影片/堆高機「牙叉」成馬路凶器　騎士閃避慘犁田｜三立新聞網SETN.com.mp4
../../../003影片/2012.12.24-看到堆高機千萬要小心，罕見車禍意外參考，騎士不慎被絆倒慘摔.mp4


堆高機事故主要原因分析 

主要是人為因素(約佔70%以上)，道路環境因素及車輛設備因素
等。 

1.車輛機構、零件異常： 

   a.轉向、煞車裝置、蜂鳴器、照明、後視鏡及轉向操作指示
燈。 

   b.電池式堆高機的調速器失靈。 

2.違規駕駛： 

   a.酒後駕駛       b.超速行駛      c.違規超車、會車   

   d.違規裝載       e.爭道搶行      f.無照駕駛   

   g.逆向行駛       h.堆貨過高 

3.疏忽大意： (特殊用途)(趣味) 

   由於生理或心理方面的原因，未能作出正確判斷，造成失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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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影片/1000520堆高機意外翻 工人當場被壓死－民視新聞.flv
../../../003影片/[東森新聞]直擊！ 堆高機拖四輛車 馬路上亂竄.mp4
../../../003影片/[東森新聞]直擊！ 堆高機拖四輛車 馬路上亂竄.mp4
../../../003影片/[東森新聞]直擊！ 堆高機拖四輛車 馬路上亂竄.mp4
../../../003影片/大漁水產 堆高機氣爆-1.mp4
../../../003影片/堆高機抓小偷 笨賊受困求饒蘋果動新聞Apple Daily.mp4
../../../003影片/堆高機抓小偷 笨賊受困求饒蘋果動新聞Apple Daily.mp4
../../../003影片/堆高機抓小偷 笨賊受困求饒蘋果動新聞Apple Daily.mp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PRvrE8nLIQ
../../../003影片/叉車射擊 - YouTube.flv


3.疏忽大意： 
   由於生理或心理方面的原因，未能作出正確判斷，造成失誤。 

   a.車輛起步未注意四周環境，未按喇叭。 

   b.駕駛中或裝卸過程中和他人談話、嘻笑、操作不專心。 

   c.未按標準作業程序操作。 

   d.疲勞駕駛。 

   e.每天行駛同一路線，易產生輕忽熟路，致精神不集中。 

   f.駕駛員未依照信號、標誌或管理人員指揮駕駛。 

   g.高速行駛、迴轉或倒車時眼睛未注視後面路況小心駕駛。 

4.場內道路環境： 
   a.道路條件差： 

   b.視線不良。 

   c.由於環境變化致視線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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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影片/任3歲孫操作堆高機 暗藏危機卻當成玩具 - YouTube.flv
../../../003影片/堆高機撞斷7顆牙 判賠89萬.mp4
../../../003影片/堆高機載貨看嘸路　快車道「倒退嚕」嚇人 20150626.mp4
../../../003影片/[東森新聞HD]堆高機後輪控轉向！力道比轎車強 難控制.mp4
../../../003影片/堆高機出包合輯.mp4
../../../003影片/堆高機出包合輯.mp4


5.管理因素： 

a.車輛安全行車制度未建立或不落實。 

b.管理制度或標準作業程序不健全。 

c.指派不具駕駛資格人員駕駛堆高機。 

d.車輛未建立定期維修保養及檢驗制度。 

e.交通信號、標誌設施缺陷，未經常檢查、教育、督促駕駛員
確實遵守。  

f.堆高機鑰匙未妥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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