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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空工作車操作人員術科實習規範  

勞動部 110 年 8 月 31 日勞職授字第 1100204299 號函訂定  
勞動部 111 年 4 月 29 日勞職授字第 1110202343 號函第 1 次修正  
勞動部 111 年 12 月 22 日勞職授字第 1110207113 號函第 2 次修正  

一、目的  

為使參訓學員在高空工作車訓練過程中能確實掌握高空工作車檢查、走行 及

高空作業等操作技巧，培養良好安全操作習慣，以期於職場作業中達到作業零災

害之目標。 

二、依據  

本實習規範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 14 條第 4 項規定訂

定，以供訓練單位據以執行。  

三、實施範圍  

全國各辦理高空工作車操作人員特殊作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單位、講師及學

員。 

四、基本規範  

(一) 場地:依照實習場地要求設置。 

(二) 機具與設備:依照實習要求之規格、數量設置。 

(三) 實習總時數:至少 8小時。 

(四) 實習人數:每組最多 15人。 

(五) 每人實際操作次數要求:如實習規範。 

五、實習規範  

(一) 個人服裝儀容及態度 

1. 實習前，講師或是輔導員應先檢查學員服裝儀容，應穿著工作服，不得

穿著拖鞋、短褲，操作時應佩戴安全帽及背負式安全帶等個人防護具，

為安全起見，也不宜穿著太寬鬆之衣物。 

2. 操作高空工作車時，不得飲食、嚼食檳榔或是吸煙。 

3. 操作高空工作車時，不得撥打行動電話，注意力應集中，若有學員過度

疲勞或實習前、實習中飲酒，應禁止該學員操作高空工作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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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高空工作車作業前檢點暨高空作業實習 

1. 實習場地: 

(1) 車載式高空工作車之實習與測驗作業高度採上橫線 10公尺以上，下

橫線距上橫線 2公尺。 

(2) 自走式垂直升降型高空工作車之實習與測驗作業高度採上橫線 8公

尺以上，下橫線距上橫線 2公尺。 

(3) 針對前述車載式或自走式垂直升降型高空工作車之實習與測驗作業，

應於實習場地提供作業，上、下橫線設置高度應符合上述要求。橫

線應以鋼索為之，並固定於不妨礙實習與測驗作業之支撐結構物或

立柱。 

 

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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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實習流程 

----車載式高空工作車---- 

(1) 講師及學員應確實佩戴手套、安全帽、背負式安全帶等防護具。 

(2) 講師向學員統一說明本項實習內容、並示範給學員了解。 

(3) 依照順序逐一唱名上機操作。 

作業前檢點 

(4) 確認作業高度(8~10公尺)，指認呼喚確認。 

(5) 制動裝置及動力分導裝置: 

檢查駕駛室內排檔桿是否於中立位置，駐車煞車拉柄(或踏板)是否

於制動位置，動力分導裝置是否於關閉位置，指認呼喚確認。 

(6) 漏水或漏油檢查: 

繞行車體一周檢查地面上是否有漏水或漏油的痕跡及車體是否有油

水洩漏，指認呼喚確認。 

(7) 冷卻水: 

確認高空工作車水箱位置，檢查水箱狀態及水量，指認呼喚確認。 

(8) 引擎機油量: 

確認高空工作車引擎機油油尺位置，檢查油量是否足夠，指認呼喚

確認。 

(9) 電瓶液量及電氣配線: 

確認高空工作車電瓶位置，檢查電瓶水量是否正確，電瓶的端子是

否鬆動，指認呼喚確認。 

(10) 液壓系統: 

目視檢查液壓油是否足夠，各液壓缸構件、油管是否有液壓油洩漏，

指認呼喚確認。 

(11) 輪胎: 

檢查輪胎胎壓及外觀磨耗是否正常，並設置後輪輪擋，指認呼喚確

認。 

(12) 作業裝置: 

檢查旋轉台、伸臂、工作台有無損傷、鏽蝕或變形，指認呼喚確認。 

(13) 外伸撐座: 

檢查外伸撐座液壓油是否有洩漏。啟動引擎及動力分導裝置(power 

take-off)，設置撐座墊板及外伸撐座，檢查外伸撐座設置妥當及車

身穩定狀況，指認呼喚確認。 

(14) 操作人員先行於工作台處掛妥背負式安全帶扣環後，逐階進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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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並再次確認安全帶扣環已掛妥。 

(15) 操作裝置: 

確認工作台控制器所有控制桿皆處於中立位置，緊急停止開關功能

是否正常，指認呼喚確認。 

高空作業 

(16) 屈折操作些微舉升大臂，接著起伏操作些微舉升塔臂，將工作台些

微上舉離開固定架。 

 

    

圖 2 

(17) 確認工作點 A點之方位，並觀察欲旋轉前進方向是否有障礙物，指

認呼喚確認。 

(18) 迴旋轉台，將工作台朝向工作點 A點，並確認上方無障礙物，指認

呼喚確認。 

 

圖 3 

(19) 屈折操作舉升大臂，起伏操作舉升塔臂，將工作台舉升至工作點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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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位置附近。 

(20) 伸出飛臂，將工作台伸出至工作點 A點位置正前方。 

(21) 微調工作台，工作台應進入 A點工作範圍，且工作台前端應水平超

出連桿 10～40cm。 

(22) 工作點 A點開始作業，將 A點所夾持之工作件與工作台所夾持之工

作件互換。 

 

圖 4 

(23) 微調工作台，工作台退出工作點A點工作範圍，確認下方無障礙物，

指認呼喚確認。 

(24) 縮回飛臂，將工作台遠離工作點 A點位置。 

(25) 起伏操作下降塔臂，屈折操作下降大臂，將工作台下降至工作點 A

點位置下方(離地面約 2~3公尺高)。 

 

圖 5 

(26) 確認工作點 B點之方位，指認呼喚確認。 

(27) 迴旋轉台，將工作台朝向工作點 B點，並確認上方無障礙物，指認

呼喚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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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28) 屈折操作舉升大臂，起伏操作舉升塔臂，將工作台舉升至工作點 B

點位置附近。 

(29) 伸出飛臂，將工作台伸出至工作點 B點位置正前方。 

(30) 微調工作台，工作台應進入 B點工作範圍，且工作台前端應水平超

出連桿 10～40cm。 

(31) 工作點 B點開始作業，將 B點所夾持之工作件與工作台所夾持之工

作件互換。 

 

 

圖 7 

(32) 微調工作台，工作台退出工作點B點工作範圍，確認下方無障礙物，

指認呼喚確認。 

(33) 縮回飛臂，將工作台遠離工作點 B點位置。 

(34) 起伏操作下降塔臂，屈折操作下降大臂，將工作台下降至工作點 B

點位置下方(離地面約 2~3公尺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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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35) 確認工作台起始位置之方位，指認呼喚確認。 

(36) 迴旋轉台，將工作台移動至起始位置，並屈折操作下降大臂。 

 

圖 9 

作業完畢 

(37) 確認工作台歸位及所有控制桿皆處於中立位置後，指認呼喚確認，

藉由固定梯離開工作台，解除安全帶扣環。 

(38) 外伸撐座收回，輪擋收起，指認呼喚確認。 

(39) 動力分導裝置關閉，引擎熄火，指認呼喚確認。等待講師指示後再

行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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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走式垂直升降型高空工作車---- 

(1) 講師及學員應確實佩戴手套、安全帽、背負式安全帶等防護具。 

(2) 講師向學員統一說明本項實習內容、並示範給學員了解。 

(3) 依照順序逐一唱名上機操作。 

作業前檢點 

(4) 確認作業高度(6~8公尺)，指認呼喚確認。 

(5) 漏油檢查: 

繞行車體一周檢查地面上是否有漏油的痕跡及車體是否有油洩漏，

指認呼喚確認。 

(6) 電瓶液量及電氣配線: 

確認高空工作車電瓶位置，檢查電瓶水量，電瓶的端子是否鬆動，

指認呼喚確認。 

(7) 液壓系統: 

目視檢查液壓油是否足夠，各液壓缸構件、油管是否有液壓油洩漏，

指認呼喚確認。 

(8) 輪胎/履帶: 

檢查輪胎之胎壁及胎面磨耗及胎壓是否正常/檢查履帶張力及外觀

磨耗是否正常，指認呼喚確認。 

(9) 警示燈: 

檢查警示燈是否正常，指認呼喚確認。 

(10) 制動裝置: 

檢查輪胎或履帶是否為制動狀態，確認是否可被推動，指認呼喚確

認。 

(11) 作業裝置: 

檢查升降裝置、工作台有無損傷、鏽蝕或變形，指認呼喚確認。 

(12) 下部操作裝置: 

啟動車輛，於地面操作使工作台些微上升，檢查緊急手動下降裝置

及下降警報，完成確認後關閉電源或引擎，檢查工作台控制器所有

控制桿皆處於中立位置，指認呼喚確認。 

(13) 操作人員進入工作台，掛妥安全帶繩索扣環，並再次確認安全帶扣

環已掛妥。 

(14) 上部操作裝置:檢查工作台控制器所有控制桿皆處於中立位置，緊

急停止開關功能是否正常，指認呼喚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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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輛走行暨高空作業 

(15) 啟動高空工作車，確認工作點 A點之方位，並確認上方無障礙物，

指認呼喚確認。 

(16) 升起舉升裝置，將工作台升起至工作點 A點正前方，工作台前端應

離連桿水平距離 40cm內。 

(17) 工作點 A點開始作業，將 A點所夾持之工作件與工作台所夾持之工

作件互換。 

 

 

圖 10 

 

(18) 確認下方無障礙物，指認呼喚確認。 

(19) 下降舉升裝置，將工作台下降至最低。 

(20) 確認工作點 B點之方位，並觀察欲走行前進方向是否有障礙物，指

認呼喚確認。 

(21) 車輛走行，將車輛走行至作業點 B點後定點駐車。 

8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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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22) 確認工作點 B點之方位，並確認上方無障礙物，指認呼喚確認。 

(23) 升起舉升裝置，將工作台升起至工作點 B點正前方。 

(24) 微調工作台，使用延伸工作台進入 B點工作範圍，且工作台前端應

水平超出連桿 10～40cm。 

(25) 工作點 B點開始作業，將 B點所夾持之工作件與工作台所夾持之工

作件互換。 

 

 

圖 12 

(26) 縮回延伸工作台，確認下方無障礙物，指認呼喚確認。 

(27) 下降舉升裝置，將工作台下降至最低。 

6m 6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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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確認起始點之方位，並觀察欲走行前進方向是否有障礙物，指認呼

喚確認。 

(29) 車輛走行，將車輛走行至起始點後定點駐車。 

 

圖 13 

作業完畢 

(30) 確認所有控制桿皆處於中立位置，指認呼喚確認，關閉高空工作車

電源或引擎，解除安全帶扣環。 

(31) 操作人員離開工作台，等待講師指示後再行離開。 

 

3. 應達到之技能標準 

----車載式高空工作車---- 

(1) 能正確及安全實施作業前檢點。 

(2) 能正確判斷現場工作點高度。 

(3) 能正確解讀高空工作車工作台高度、額定荷重、作業範圍、作業限

制與注意事項。選擇高空工作車規格時，理解最大高度應至少大於

作業位置高度之 1.1倍。 

(4) 能正確及安全定點架設車載型高空工作車。 

(5) 能正確及安全實施高空作業。 

(6) 作業前能確實檢查作業環境，並實施適當之安全防護。 

(7) 作業中能確實注意周遭環境及人員，並作適當安全措施。 

(8) 作業後能確實判斷駐車周圍環境及人員安全，並實施適當之安全防

護。 

(9) 能在 26分鐘內完成所有動作(含作業前檢點及高空作業)。 

----自走式垂直升降型高空工作車---- 

(1) 能正確及安全實施作業前檢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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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能正確判斷現場工作點高度。 

(3) 能正確解讀高空工作車工作台高度、額定荷重、作業範圍、作業限

制與注意事項。選擇高空工作車規格時，理解最大高度應至少大於

作業位置高度之 1.1倍。 

(4) 能正確及安全實施走行作業。 

(5) 能正確及安全實施高空作業。 

(6) 作業前能確實檢查作業環境，並實施適當之安全防護。 

(7) 作業中能確實注意周遭環境及人員，並作適當安全措施。 

(8) 作業後能確實判斷駐車周圍環境及人員安全，並實施適當之安全防

護。 

(9) 能在 18分鐘內完成所有動作(含作業前檢點及走行暨高空作業)。 

 

4. 注意事項 

(1) 訓練單位應能提供自走式垂直升降型及車載型 2種型式高空工作車

之訓練車型。  

(2) 原則上每人現場實作每型式至少 1次，並由講師視學員狀況調整之。 

(3) 講師在整個實習過程中，應示範標準操作至少 1次，並重複示範容

易犯規的地方。 

(4) 定點架設車載型高空工作車應確保外撐伸座預定設置之地面平整且

堅硬，撐座墊板不可堆疊過高。 

(5) 外撐伸座設置作業、走行作業及高空作業進行時，作業區域不得有

人員進入。 

(6) 操作人員進出車載型高空工作車之工作台時，身姿應緩慢進入工作

桶內，不得跳躍進入。 

(7) 操作人員進出自走式高空工作車之工作台時，應面朝工作台方向保

持三點姿勢登上或離開工作台。 

(8) 操作自走式高空工作車進行走行作業應小心駕駛，不得有衝撞圍籬

及桿柱之行為。 

(9) 進行高空作業時，微調工作台動作不可過大，不得離工作點過遠進

行作業，工作件更換時不得掉落。 

(10) 工作台尚未回復至最低初始狀態前，操作人員不得提前離開工作

台。 

(11) 非經講師允許，任何人員不得進入實習場地內，以策安全。 

(12) 雷雨天氣不得於室外進行實習；如實習過程中遇雷雨，講師立即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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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操作人員下降至安全區域，並暫時停止室外實習。 

(13) 遇緊急狀況，如操作人員失去操作能力或設備失去動力等狀況，講

師應立即緊急停止設備動作，並透過緊急洩壓裝置使操作人員下降

至安全區域。 

 

六、實習場地安全防護  

(一) 一般安全要求 

1. 各實習場地應備有緊急災害應變計畫，並宣導給學員週知。 

2. 讓學員了解廁所位置，盥洗用水不要濺灑地面，以免濕滑，造成危險。 

3. 非輪到實習之學員行走動線應予規範，避免人員進入實習場地內造成危

險。 

4. 不可在實習現場追逐嬉戲。 

5. 實習現場人員均應熟悉安全逃生路線及逃生設備位置。 

6. 實習現場人員均應熟悉消防設備位置。 

7. 實習現場人員均應熟悉急救箱位置。 

8. 若場地內存有油料及易燃物儲存區，該區附近不可逗留、吸煙，更不可以

有任何火星產生。 

9. 實習場地地面不能有油污，並應考慮順暢排水，避免積水。 

10. 實習場地應參考國家標準 CNS 16368高空車靜態安定度相關規定，地面需

堅硬且平整，平整度應設置在±2° 以內。 

11. 選擇高空工作車規格時，理解最大高度應至少大於作業位置高度之 1.1

倍。 

(二) 實習場地安全要求 

1. 相鄰之實習場地，應不得將其場地之實習演練作業開口設置於相鄰之側邊，

且固定橫線鋼索用之支撐結構物或立柱，應採取不同場地不得共用之設置

原則，以避免不同場地學員操作相互干擾而致機具碰撞之可能風險。 

2. 相鄰之實習場地，場地相互間應預留至少 2公尺的安全間隔，且應設置避

免學員操作失誤而碰撞之安全設施。 

3. 實習場地設置於具有屋頂構造但無牆面之結構物內部，應使演練之上橫線

綱索，與結構物屋頂構造之最低點高度之高度差距保有至少 2公尺之安全

距離，且左右淨空區域之安全間隔至少 1公尺寬度，保留足夠之安全距離

或淨空區，避免車輛機具碰撞，危及現場人員。 

4. 實習場地設置於具屋頂構造且任一側面為牆面之結構物內部，應符合前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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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之要求，並應採取必要之通風換氣設施，確保空氣品質，避免對人體造

成健康危害，且實習區域之場地界線應距離牆面至少 1公尺之安全距離，

保留足夠之安全距離，避免車輛機具碰撞危及現場人員。 

(三) 高空工作車機具、設備安全要求 

1. 車載型高空工作車應選用工作台離地高度至少為 9.5公尺(最大作業高度

至少為 11公尺)，車寬(含外伸撐座伸出)不得超過 5公尺，車長不得超過

8公尺。工作桶應至少可承載 200kg。 

2. 自走式垂直升降型高空工作車應選用工作台離地高度至少為 7.5公尺(最

大作業高度至少為 9公尺)，車寬不得超過 90公分。工作台應至少可承載

200kg。 

3. 機具設備在實習前，一定要經過確實的檢查，各項安全設備及配備均不能

短少或未設置，高空工作車上不能有油污或放置不必要之雜物、工具等，

以致影響操作安全。 

4. 非經講師允許，學員不可私自操作高空工作車。 

5. 操作高空工作車前必須先了解操作方法、步驟及安全防護事項。 

6. 操作高空工作車應專心，勿與他人談笑。 

7. 實習外時間，除有講師在場，否則不許學員私下自行操作練習。 

8. 車載型高空工作車實習完畢後，應將外撐伸座完全收回並設置後輪輪擋，

關閉動力分導裝置及引擎後始可離去。 

9. 自走式高空工作車實習完畢後，應將高空工作車駛至定位，關閉電源或引

擎後始可離去。 

七、其他事項  

(一) 對於學習較為緩慢之學員，可酌予增加實習次數。 

(二) 實習時，講師一定要在旁指導，並矯正學員不良之操作習慣。 

(三) 講師應隨時注意、叮嚀學員，避免在作業中可能產生之誤動作或危險動作。 

 

八、測驗  

測驗內容請參考附件「高空工作車操作人員術科實習測驗」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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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空工作車操作人員術科實習測驗」摘要 

高空工作車操作人員術科實習測驗 

一、測驗名稱：高空工作車作業檢點暨高空作業 

二、完成時間：26 分鐘(車載型)/18 分鐘(自走式垂直升降型) 

三、試題說明： 

(一) 應試人員請依訓練單位所提供之車載型高空工作車，於規定時間內依下述規

定之車輛定點設置及高空作業方式，完成作業前檢點、車輛啟動、外撐伸座

架設、高空作業、收回外撐伸座及關閉引擎等動作。 

1. 於車輛設置區域內，操作人員完成車輛各部位作業前檢點。 

2. 操作人員啟動車載型高空工作車引擎及動力分導裝置，架設外伸撐座。 

3. 操作人員進入工作台，伸臂水平旋轉至工作點 A點，舉升伸臂並伸出飛

臂微調工座平台進入A點與平台內之工作件互換，縮回飛臂並下降伸臂，

伸臂水平旋轉至工作點 B點，舉升伸臂並伸出飛臂微調工座平台進入 B

點與平台內之工作件互換，縮回飛臂並下降伸臂，水平旋轉至起始點，

操作人員離開工作台，收回外伸撐座，關閉動力分導裝置及引擎。 

(二) 應試人員請依訓練單位所提供之自走式垂直升降型高空工作車，於規定時間

內依下述規定之車輛走行及高空作業方式，完成作業前檢點、起動、走行、

高空作業、走行及停車等動作。 

1. 於車輛設置區域內，操作人員完成車輛各部位作業前檢點。 

2. 操作人員進入工作台，工作台上升至工作點A點與平台內之工作件互換，

工作台下降至最低。 

3. 完成 A點作業後，以前進方式途經 U字型跑道走行至工作點 B點下方。 

4. 工作台上升至工作點 B點與平台內之工作件互換，工作台下降至最低。 

5. 完成 B點作業後，以倒退方式途經 U字型跑道走行至起始點，操作人員

關閉電源或引擎，離開工作台。 

(三) 作業前檢點項目，如附表。 

(四) 前進、倒退路線及高空作業區域，如附圖。 

四、注意事項： 

(一) 應試人員須依監評人員哨音訊號起始操作；一長聲表示「開始」，二短聲表

示「停止」。 

(二) 自走式車輛走行時，應適當操作，避免車速過快。 

(三) 應正確及安全地操作高空工作車，並完成指定位置（工作點 A點先作業，工

作點 B點接續作業）高空作業等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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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進入工作點作業時，應避免撞擊掛線及交通錐連桿(障礙物)。 

(五) 於工作點 A、B點更換工作件時，應確實夾緊工作件，避免工作件掉落至工

作台或地面。 

(六) 高空工作車走行中不能有引擎熄火/關閉電源、壓線、碰撞等狀況。 

(七) 不可有危險動作（衝撞桿柱或圍籬、工作件飛落、應試人員腳踏欄杆高空作

業、應試人員身軀離開工作台高空作業、舉升裝置升高情況走行、應試人員

以跳躍方式下車）。 

(八) 不可損壞機具、機件或發生損壞機具之行為（車輛撞擊障礙物、重摔控制器、

撞擊欄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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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空工作車作業檢點表格(車載型) 

檢查者姓名  檢查年分  檢查結果 

項次 檢查內容 檢查方法、要領、措施等 / (月/日)… 

1 確認作業高度 目視及評估預定作業位置高度。  … 

2 
制動裝置及動力分

導裝置 

檢查駕駛室內排檔桿是否於中立位置，駐車

煞車拉柄(或踏板)是否於制動位置，動力分

導裝置是否於關閉位置。 

 … 

3 漏水或漏油檢查 
繞行車體一周檢查地面上是否有漏水或漏

油的痕跡及車體是否有油水洩漏。 
 … 

4 冷卻水 
確認高空工作車水箱位置，檢查水箱狀態及

水量。 
 … 

5 引擎機油量 
確認高空工作車引擎機油油尺位置，檢查油

量是否足夠。 
 … 

6 
電瓶液量及電氣配

線 

確認高空工作車電瓶位置，檢查電瓶水量是

否正確，電瓶的端子是否鬆動。 
 … 

7 液壓油量 
確認高空工作車液壓油箱位置，檢查油量及

顏色是否正常。 
 … 

8 輪胎 
檢查輪胎胎壓及外觀磨耗是否正常，並設置

後輪輪擋。 
 … 

9 作業裝置 
檢查旋轉台、伸臂、工作台有無損傷、鏽蝕

或變形。 
 … 

10 外伸撐座 

檢查外伸撐座液壓油是否有洩漏。啟動引擎

及動力分導裝置(power take-off)，設置撐

座墊板及外伸撐座，檢查外伸撐座設置妥當

及車身穩定狀況。 

 … 

11 操作裝置 
確認工作台控制器所有控制桿皆處於中立

位置，緊急停止開關功能是否正常。 
 … 

 本檢點紀錄僅供應試人員參考使用，本檢點紀錄不計入測驗評分。 

 檢點結果:○正常、╳異常、─不適用。 

 

  



18 

高空工作車作業檢點表格(自走式垂直升降型) 

檢查者姓名  檢查年分  檢查結果 

項次 檢查內容 檢查方法、要領、措施等 / (月/日)… 

1 確認作業高度 目視及評估預定作業位置高度。  … 

2 漏油檢查 
繞行車體一周檢查地面上是否有漏油的痕

跡及車體是否有油洩漏。 
 … 

3 
電瓶液量及電氣配

線 

確認高空工作車電瓶位置，檢查電瓶水量，

電瓶的端子是否鬆動。 
 … 

4 液壓系統 
目視檢查各液壓缸構件、油管是否有液壓油

洩漏。 
 … 

5 輪胎/履帶 
檢查輪胎之胎壁及胎面磨耗及胎壓是否正

常/檢查履帶張力及外觀磨耗是否正常。 
 … 

6 警示燈 檢查警示燈是否正常。  … 

7 制動裝置 
檢查輪胎或履帶是否為制動狀態，確認是否

可被推動。 
 … 

8 作業裝置 
檢查升降裝置、工作台有無損傷、鏽蝕或變

形。 
 … 

9 下部操作裝置 

啟動車輛，於地面操作使工作台些微上升，

檢查緊急手動下降裝置及下降警報，完成確

認後關閉電源或引擎，檢查工作台控制器所

有控制桿皆處於中立位置。 

 … 

10 上部操作裝置 
檢查工作台控制器所有控制桿皆處於中立

位置，緊急停止開關功能是否正常。 
 … 

 本檢點紀錄僅供應試人員參考使用，本檢點紀錄不計入測驗評分。 

 檢點結果:○正常、╳異常、─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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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空工作車設置區域/走行暨高空作業及路線圖 

 
  

A點 

B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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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空工作車操作人員術科實習測驗評審表 

應試

編號 
 評審結果 □及格      □不及格      □缺考 

姓名  應試場次 □上午          □下午 

應試

日期 
    年    月    日 標準時間 

□26 分鐘(車載型) 

□18 分鐘(自走式垂直升降型) 

實測 

時間 
   分   秒 

項目 評審項目 事實說明 

1 □缺考 □中途棄權 □規定時間內未完成 

 

2 □不會操作高空工作車 

3 □重大錯誤或造成不安全事故，經監評人員登記具體事實者 

4 □不遵守試場規則或應試態度不佳，經勸導無效者。 

5 □冒名頂替應試者。 

6 □未考慮工作安全，造成災害者。 

7 □損壞機具設備者。 

8 □操作人員未配戴手套、安全帽及安全帶(含未勾掛錨定點)。 

9 □高空作業，工作件或其他物件飛落至地面。 

10 □危險動作。 

11 作業檢點，應檢未檢次數。             □一次 □二次□三次 

12 作業檢點，檢查方法錯誤。             □一次 □二次□三次 

13 走行作業，前進走行壓線。             □一次 □二次□三次 

14 走行作業，倒退走行壓線。             □一次 □二次□三次 

15 走行作業，未依前進或倒退方向走行。   □一次 □二次□三次 

16 走行作業，工作台尚未降低進行走行。   □一次 □二次□三次 

17 高空作業，飛臂未完全縮回進行旋轉。   □一次 □二次□三次 

18 
高空作業，工作台碰撞工作點掛線或連桿等障礙物。 

                                     □一次 □二次□三次 

19 高空作業，工作件掉落至工作台。              □一次□二次 

20 
高空作業，工作台前緣未超出 10~40cm或距離工作點 40cm內。 

   □一次 □二次 

21 各關鍵動作未實施指認呼喚。     □一次 □二次□三次□四次 

說明: 

(1) 凡應試人員有以上 1-10項內任 1(含以上)項者，本站即為不及格。(請分別在該項□處欄

內打 v表示之) 

(2) 凡應試人員有以上 11-18項內 3(含以上)項者，本站即為不及格。 (請分別在該項□處欄

內打 v表示之) 

(3) 凡應試人員有以上 19-20項內 2(含以上)項者，本站即為不及格。 (請分別在該項□處欄

內打 v表示之) 

(4) 凡應試人員有第 21項內 4(含以上)項者，本站即為不及格。 (請分別在該項□處欄內打

v表示之) 

(5) 作業檢點指認呼喚使否實施及檢查方法是否正確，請在附表處分別記錄之。 

(6) 如有壓線或碰撞處(點)，請在附圖處(點)分別以記號表示之。 

註:本項評定如為不及格時，請監評人員將事實記錄於「事實說明」欄內，以備查核。 

監評人員簽名:               (請勿於測驗結束前先行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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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線或碰撞處(點)紀錄符號說明: 

「V」前進壓線 

「X」前進碰撞 

「○」倒車壓線 

「※」倒車碰撞 

「◇」高空作業距離過遠或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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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空工作車作業檢點表格評分紀錄(車載型) 

 
項次 

檢查內容 檢查方法、要領、措施等 
指認 

呼喚 

檢查 

方法 

1 確認作業高度 目視及評估預定作業位置高度。   

2 
制動裝置及動力分

導裝置 

檢查駕駛室內排檔桿是否於中立位置，駐車

煞車拉柄(或踏板)是否於制動位置，動力分

導裝置是否於關閉位置。 

  

3 漏水或漏油檢查 
繞行車體一周檢查地面上是否有漏水或漏

油的痕跡及車體是否有油水洩漏。 
  

4 冷卻水 
確認高空工作車水箱位置，檢查水箱狀態及

水量。 
  

5 引擎機油量 
確認高空工作車引擎機油油尺位置，檢查油

量是否足夠。 
  

6 
電瓶液量及電氣配

線 

確認高空工作車電瓶位置，檢查電瓶水量是

否正確，電瓶的端子是否鬆動。 
  

7 液壓油量 
確認高空工作車液壓油箱位置，檢查油量及

顏色是否正常。 
  

8 輪胎 
檢查輪胎胎壓及外觀磨耗是否正常，並設置

後輪輪擋。 
  

9 作業裝置 
檢查旋轉台、伸臂、工作台有無損傷、鏽蝕

或變形。 
  

10 外伸撐座 

檢查外伸撐座液壓油是否有洩漏。啟動引擎

及動力分導裝置(power take-off)，設置撐

座墊板及外伸撐座，檢查外伸撐座設置妥當

及車身穩定狀況。 

  

11 操作裝置 
確認工作台控制器所有控制桿皆處於中立

位置，緊急停止開關功能是否正常。 
  

 指認呼喚實施 : ○已實施、╳未實施。 

 檢查方法 : ○正確、╳錯誤、─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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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空工作車作業檢點表格評分紀錄(自走式垂直升降型) 
 

項次 
檢查內容 檢查方法、要領、措施等 

指認 

呼喚 

檢查 

方法 

1 確認作業高度 目視及評估預定作業位置高度。   

2 漏油檢查 
繞行車體一周檢查地面上是否有漏油的痕

跡及車體是否有油洩漏。 
  

3 
電瓶液量及電氣配

線 

確認高空工作車電瓶位置，檢查電瓶水量，

電瓶的端子是否鬆動。 
  

4 液壓系統 
目視檢查各液壓缸構件、油管是否有液壓油

洩漏。 
  

5 輪胎/履帶 
檢查輪胎之胎壁及胎面磨耗及胎壓是否正

常/檢查履帶張力及外觀磨耗是否正常。 
  

6 警示燈 檢查警示燈是否正常。   

7 制動裝置 
檢查輪胎或履帶是否為制動狀態，確認是否

可被推動。 
  

8 作業裝置 
檢查升降裝置、工作台有無損傷、鏽蝕或變

形。 
  

9 下部操作裝置 

啟動車輛，於地面操作使工作台些微上升，

檢查緊急手動下降裝置及下降警報，完成確

認後關閉電源或引擎，檢查工作台控制器所

有控制桿皆處於中立位置。 

  

10 上部操作裝置 
檢查工作台控制器所有控制桿皆處於中立

位置，緊急停止開關功能是否正常。 
  

 指認呼喚實施 : ○已實施、╳未實施。 

 檢查方法 : ○正確、╳錯誤、─不適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