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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政 院 勞 工 委 員 會 

中 華 民 國 1 0 0 年 1 2 月 1 日（修正）

堆高機堆高機堆高機堆高機操作人員操作人員操作人員操作人員    

術科術科術科術科實習規範實習規範實習規範實習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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堆高機堆高機堆高機堆高機操作人員術科操作人員術科操作人員術科操作人員術科實習規範實習規範實習規範實習規範    

一、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為使參訓學員在堆高機訓練過程中能確實掌握堆高機檢查、行駛

及裝卸等操作技巧，培養良好安全操作習慣，以期在職場作業中達到

作業零災害之目標。 

二二二二、、、、    實施範圍實施範圍實施範圍實施範圍：：：：    

全國各辦理堆高機操作人員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單位、講師及學員。    

三三三三、、、、    基本基本基本基本規範規範規範規範：：：：    

（一） 場地：依照堆高機操作技術士技能檢定術科場地要求設置。 

（二） 機具及設備：依照堆高機操作技術士技能檢定術科要求之規格、

數量設置。 

（三） 實習總時數：至少 8小時。 

（四） 實習人數：每組至多 15 人。 

（五） 每人實際操作次數要求：如實習規範。 

四四四四、、、、    實習實習實習實習規範規範規範規範：：：：    

（（（（一一一一））））    個人服裝儀容個人服裝儀容個人服裝儀容個人服裝儀容及態度及態度及態度及態度：：：：    

1. 實習前，講師或是輔導員應行檢查學員服裝儀容，不得穿著拖

鞋、短褲，操作時應佩戴安全帽等個人防護具，為安全起見，

也不宜穿著太寬鬆之衣物。 

2. 操作堆高機時，不得飲食、嚼食檳榔或是吸煙。 

3. 操作堆高機時，不得撥打行動電話，注意力應集中，若有學員

過度疲勞或是飲酒，應禁止該學員操作堆高機。 

（（（（二二二二））））    堆高機作業前檢查堆高機作業前檢查堆高機作業前檢查堆高機作業前檢查：：：：    

1.1.1.1. 作業前作業前作業前作業前檢查講解檢查講解檢查講解檢查講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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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2. 檢查內容檢查內容檢查內容檢查內容（（（（如如如如所附測試性能檢查紀錄表所附測試性能檢查紀錄表所附測試性能檢查紀錄表所附測試性能檢查紀錄表））））：：：：    

(1) 冷卻液： 

確知堆高機水箱及副水箱位置，並能判斷水箱優劣狀態及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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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是否足夠？ 

(2) 引擎機油量： 

確知堆高機引擎機油油尺位置，並會測量及判斷油量是否足

夠？ 

(3) 電瓶液量與樁頭清潔： 

確知堆高機電瓶位置，並會判斷電瓶水量是否正確，樁頭是

否清潔？ 

(4) 煞車油量： 

確知堆高機煞車油油杯位置，並會判斷油量是否足夠？  

(5) 離合器油量： 

確知堆高機離合器油量測位置，並會測量及判斷油量是否足

夠。 

(6) 液壓油量： 

確知堆高機液壓油量測位置，並會測量及判斷油量是否足

夠。 

(7) 離合器踏板作動： 

判斷堆高機離合器踏板作動是否正常。 

(8) 煞車踏板作動： 

判斷堆高機煞車踏板作動是否正常。 

(9) 方向盤轉向作動 

判斷堆高機方向盤轉向作動是否正確。 

(10) 手煞車拉柄（踏板）狀況： 

判斷堆高機手煞車拉柄（踏板）狀態是否正常。 

(11) 目測輪胎胎壓： 

目測輪胎胎壓是否正常。 

(12) 輪胎固定螺絲： 

檢查鋼圈螺絲是否鎖緊、缺損或是安裝異常。 

(13) 喇叭狀況： 

能測試喇叭狀況是否良好。 

(14) 充電、機油指示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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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確知堆高機儀表板內之充電、機油指示燈意義，並能立即

判斷有無異常。 

(15) 前照燈： 

能判斷燈具是否正常，照射角度是否合適，照度是否足夠。 

(16) 方向燈、煞車燈、倒車燈、倒車警報： 

能檢查方向燈、煞車燈、倒車燈、倒車警報是否正常。 

(17) 液壓缸及液壓油管洩漏： 

能檢查液壓缸及液壓油管有無漏油，尤其在油壓缸作動後請

檢視油壓缸及油管接頭處是否有漏油。 

(18) 承載貨叉及貨叉固定銷： 

貨叉是否有變形、長短腳、下緣彎角及上端掛鈎處是否有裂

痕？定位銷之功能是否正常。 

3.3.3.3. 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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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三三三））））    堆高機基本行駛實習堆高機基本行駛實習堆高機基本行駛實習堆高機基本行駛實習：：：：    

1.1.1.1. 實習實習實習實習場地場地場地場地：：：：    

 
 

2.2.2.2. 實習實習實習實習流程流程流程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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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向學員統一說明本項實習內容、並示範給學員了解。 

(2) 依照順序逐一唱名上機操作。 

----------------作業前檢查作業前檢查作業前檢查作業前檢查----------------    

（（（（只需要在第一次練習實施即可））））    

(3) 啟動前先確認變速器之變速桿在空檔位置，手煞車在制動位

置後方予啟動。 

(4) 啟動後檢視儀表板上各種儀表（水溫、油壓、油溫、電流計

等）顯示是否正常及安全配件（前照燈、方向指示器、警報

器等）是否確實可用。 

(5) 試踩煞車、離合器等踏板是否正常，手剎車效果是否良好。 

(6) 檢查操作裝置、方向盤轉向遊隙是否恰當。 

(7) 開動前，操作升降桿，讓貨叉離地約 15~20公分，操作傾斜

桿使桅桿後傾至最後端，再依講師指示及操作要領動作。 

----------------ＳＳＳＳ形前進形前進形前進形前進----------------    

(8) 放手煞車，打低速檔，打前進檔，沿著實習路線，慢速前進，

行駛中不要碰撞障礙物或是壓線。 

(9) 到達折返點時，應放鬆油門，緩慢煞車，停車，車體要進入

折返點的駐車格內。 

----------------ＳＳＳＳ形倒車形倒車形倒車形倒車----------------    

(10) 堆高機停止後才可以打倒車檔，注意有無倒車警示燈號及倒

車警示音響，然後開始緩慢倒車。 

(11) 行駛中，操作動作流暢，盡量避免衝、頓現象。 

(12) 行駛時注意輪胎勿壓線，車體任何部位不要碰撞障礙物。 

(13) 順著曲線緩慢倒車至倒車終點（前進起點）。 

(14) 駛入倒車終點（前進起點）時，速度要慢，注意貨叉前端、

堆高機尾部及側邊有無超出界線。 

(15) 進入終點駐車格停車時，應打回空檔，拉好手剎車，將貨叉

降到地面並使其稍前傾著地，引擎熄火（鑰匙拔出），等待

講師指示後再行離開座位。 

3.3.3.3. 應應應應達到之技能標準達到之技能標準達到之技能標準達到之技能標準：：：：    

(1) 能正確啟動引擎。 

(2) 能正確及安全操作行駛裝置。 

(3) 能正確及安全操作轉向裝置。 

(4) 能正確及安全操作制動裝置。 

(5) 能以正確方法停駐在規定之安全位置。 

(6) 能在 8分鐘內完成所有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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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4. 應注意事項應注意事項應注意事項應注意事項：：：：    

(1) 原則上每人現場實作至少2次，並由講師視學員狀況調整之。 

(2) 講師對於可能發生危害之動作應該充分說明。 

(3) 操作行駛過程應平順，切勿有衝突現象。 

(4) 行走前，先確認周圍有無人員及障礙物。 

(5) 任何人員切勿站在堆高機前、後方。 

(6) 行駛時注意車身、貨叉或輪胎不要超出黃色標示線、欄杆及

交通錐。 

(7) 行駛速度不得超過 20km/h。 

(8) 禁止貨叉未離地即行駛。 

(9) 學員不可以跳躍方式下車。 

(10) 堆高機運行未完全靜止前不可以排檔方式強制改變行駛方

向。 

(11) 行駛前應確認已釋放手煞車。 

(12) 行駛中離合器踏板或吋動踏板應完全放開。 

（（（（四四四四））））    堆高機裝卸作業實習堆高機裝卸作業實習堆高機裝卸作業實習堆高機裝卸作業實習：：：：    

1.1.1.1. 實習實習實習實習場地場地場地場地：：：：    

    

2.2.2.2. 實習實習實習實習流程流程流程流程：：：：    

(1) 召集學員統一說明本項實習內容、並示範給學員了解。 

(2) 學員依照順序，逐一唱名上機操作。 

----------------作業前檢查作業前檢查作業前檢查作業前檢查----------------    

(3) 啟動前先確認變速器之操作桿在空檔位置，手煞車在制動位

置後方予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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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啟動後檢視儀表板上各種儀表（水溫、油壓、油溫、電流計

等）顯示是否正常及安全配件（前照燈、方向指示器、警報

器等）、喇叭是否確實可用。 

(5) 試踩煞車、離合器等踏板是否正常，手剎車效果是否良好。 

(6) 檢查方向盤轉向是否正常 

(7) 目視兩側升降鏈條之張緊度是否一致。 

(8) 空載狀態下，將貨叉上下升降，查看動作是否順暢，桅桿滾

輪是否轉動平順，並將桅桿前後傾斜，檢查動作是否順暢。 

(9) 開動前，操作升降桿，讓貨叉離地約 15~20公分，操作傾斜

桿，使桅桿後傾至最後端，再依講師指示及操作要領動作。 

----------------前進前進前進前進裝卸操作裝卸操作裝卸操作裝卸操作----------------    

(10) 講師下達開始命令。 

(11) 放手煞車，打前進檔，慢速前進。 

(12) 到達要搬運貨物前，行車速度要緩慢。 

(13) 緩慢前進至準備裝載之貨物前約 30公分處停車（如圖一，

動作 1）。 

(14) 目測貨物重量有無超過堆高機最大載重能量。 

(15) 查看貨物有無放置不穩或可能傾倒毀損等危險。 

(16) 確認貨叉間之寬度（通常以棧板寬度之二分之一以上，四分

之三以下較佳）足以平穩承載貨物。 

(17) 確定貨物重心位置，並使堆高機雙叉中心對準貨物重心。 

(18) 將貨叉前傾水平，叉面調整至適當高度，慢慢將貨叉對準棧

板平行駛入，使貨物重心與堆高機中心保持一致，過程中，

貨叉側邊不可以擦到棧板或以貨叉歪斜操作。 

(19) 貨叉插至適當位置，使貨物（棧板）輕接觸於貨叉垂直面前

面，或輕輕接觸後扶架。 

(20) 提起貨物時，先將貨物離地 5至 10公分高，確定貨物穩定

無偏心、異狀後，升到離地面 15 至 25公分位置，將桅桿後

傾 3～5 度，車子才起動倒車（如圖二，動作 2）。 

    
圖一                           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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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調整行駛方向，前進至貨架區（如圖二，動作 3）。 

(22) 行駛時應注意旁人、貨架、障礙物和路面。 

(23) 慢速行駛至第一倉儲架中間儲區前約 20-30公分暫停（如圖

三，動作 4）。 

(24) 先確認貨架強度足以承受貨物重量。 

(25) 將承載貨物之貨叉前傾水平，棧板底面升高至貨架適當高度

（上層如有貨物，學員應將所搬貨物放置下層；下層如有貨

物，學員應將所搬貨物放置上層），貨物頂面不要碰到貨架。

緩慢前進，前進至適當卸放位置後，將貨物緩慢放下，貨物

不能歪斜放置，棧板不要凸出貨架，貨物放妥後，貨叉緩慢

抽離貨架，不要碰擦到棧板。 

(26) 貨物擺放不正或位置深度不足時，不可利用雙叉頂端直接推

送貨物。若擺放深度不足，可再利用貨叉叉舉貨物慢速前

進、定位、卸放。 

(27) 離開貨架約 20~30公分，再將貨叉慢慢放至已置放有貨物層

之位置，目測貨物重量有無超過堆高機最大載重能量，確認

貨叉間距適當、確認貨物重心位置，使堆高機對準貨物重心

慢慢駛入（如圖四）。 

   
圖三                          圖四 

(28) 貨叉插入載有貨物之棧板，提起棧板約 5至 10公分，確定

貨物穩定無偏心、異狀後，把棧板拉出約 10 至 20公分，並

小心放下（本項可視實習堆高機之貨叉長度與貨架深度需要

而作）。 

(29) 把貨叉前進至適當深度，使貨物輕輕的接觸到雙叉之前垂直

面或後扶架，並使貨物重量平均放在兩貨叉上。 

(30) 緩慢舉起貨物離貨架稍許，不要碰撞到貨架上端，將堆高機

倒車至貨物完全離開貨架約 20~30公分，再將貨叉慢慢放至

離地約 15 至 25公分，貨叉盡量後傾，繼續依圖五路線前進

至第二倉儲架，將貨物輕輕擺放至第二倉儲架中間儲區上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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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下層位置（上層如有貨物，學員應將所搬貨物放置下層；

下層如有貨物，學員應將所搬貨物放置上層），貨物不能歪

斜放置，棧板不要凸出貨架。 

    
圖五                           圖六 

(31) 貨物妥善擺放至第二倉儲架上後，再依前述作業要領，離開

貨架約 20~30公分，再將貨叉慢慢升或降至已置放有貨物層

之位置，目測貨物重量有無超過堆高機最大載重能量，確認

貨叉間距適當、確認貨物重心位置，使堆高機對準貨物重心

慢慢駛入，將貨架上之貨物叉離貨架，再將貨物慢慢放至離

地約 15 至 25公分，貨叉後傾（如圖六）。 

----------------倒車倒車倒車倒車裝卸操作裝卸操作裝卸操作裝卸操作----------------    

    
圖七                          圖八 

(32) 叉舉貨物離開貨架後，以倒車方式將貨物搬運至第一倉儲架

（如圖七）。 

(33) 依前述作業要領，將貨物堆放至第一倉儲架之上層或下層位

置上（如圖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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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                           圖十 

(34) 依前述作業要領，續升高或是下降貨叉至已置放有貨物層之

位置（如圖九）將貨架上之貨物叉離貨架（如圖十）。 

    
圖十一                      圖十二 

(35) 叉舉貨物離開第一倉儲架後，依前述作業要領以倒車方式緩

慢行駛（如圖十一），倒車至原載貨區暫停，倒車時要注意

貨叉端、尾部及側邊有無超出界線（如圖十二）。 

 
圖十三 

(36) 依照卸貨動作，將貨物卸在原載貨區（如圖十三）。 

------------------------作業完畢作業完畢作業完畢作業完畢------------------------    

(37) 緩慢倒車駛入駐車位置，注意貨叉端、尾部及側邊有無超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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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線（如圖十三）。 

(38) 打回空檔位置，貨叉前傾，慢慢放下，平貼地面。 

(39) 拉上手煞車，引擎熄火（鑰匙拔出），等待講師指示後再行

離開座位。 

3.3.3.3. 應應應應達到之技能標準達到之技能標準達到之技能標準達到之技能標準    

(1) 能正確及安全操作裝卸裝置。 

(2) 能正確及安全實施裝載與卸載作業。 

(3) 能正確及安全實施搬運與堆積作業。 

(4) 能防止貨物掉落、擦撞、傾斜之正確操作。 

(5) 能正確判斷貨物重量、重心，會看荷重曲線表。 

(6) 能正確解讀貨物包裝標示、限制與注意事項。 

(7) 作業前能確實檢查作業環境，並實施適當之安全防護。 

(8) 作業中能確實注意周遭環境及人員，並作適當安全措施。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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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能在 15 分鐘內完成所有動作。 

4.4.4.4. 應注意事項應注意事項應注意事項應注意事項：：：：    

(1) 原則上每人現場實作 2次，並由講師視學員狀況調整之。 

(2) 講師在整個實習過程中，應示範標準操作至少 2次，並重複

示範容易犯規的地方。 

(3) 實習過程中，貨架上之裝、卸貨位置可以由講師指定，自由

調整。 

(4) 叉貨時要注意貨物有無安定及安全的裝載在棧板上。 

(5) 叉貨時切勿速度過快，利用貨叉垂直面去衝撞貨物。 

(6) 貨物不小心往後傾倒時，不要將手腳伸入升降架中間推貨。 

(7) 貨叉前傾時，禁止將貨物升高。 

(8) 堆高作業時，要避免緊急起步及緊急煞車。 

(9) 叉貨行進中，堆高機前、後端不可有人。 

(10) 貨物要能均勻放在兩貨叉上，不許用單個貨叉挑物。 

(11) 不得過度升高貨物，或桅桿前傾狀態行駛。 

(12) 在雙叉或其所支撐有貨物下，不得有人員進入。 

(13) 卸貨過程中，不可以在雙叉升到很高的狀態下做大幅度前後

傾操作。 

(14) 若因學員身材較矮，相對載貨較大而顯著妨礙視野時，應令

其下車查看周圍之安全；或派其他學員隨車指揮，或反向行

進，或按喇叭示警慢行。 

(15)無負載行駛速度不得超過 20km/h，荷重行駛速度不得超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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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km/h）。 

(16)應小心駕駛，不可有衝撞倉儲架之行為。 

(17)應小心操作，不要使貨物墜落。 

(18)貨叉未離地前切勿行駛。 

(19)學員不可以跳躍方式下車。 

(20)堆高機運行未完全靜止前不可以排檔方式強制改變行駛方

向。 

(21)行駛前應確認已釋放手煞車。 

(22)行駛中離合器踏板或吋動踏板應完全放開。 

(23) 貨物上升之狀態下，絕對不可下車或離車。 

五五五五、、、、    實習場地實習場地實習場地實習場地安全防護安全防護安全防護安全防護    

((((一一一一)))) 一般安全要求一般安全要求一般安全要求一般安全要求    

1. 各實習場地應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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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習場地地面不要有油污。 

((((二二二二)))) 堆高堆高堆高堆高機具機具機具機具、、、、設備安全要求設備安全要求設備安全要求設備安全要求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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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備均不可短少或不設，車上不可有油污或放置不必要之雜

物、工具等，以致影響操作安全。 

2. 非經講師允許，學員不可私自操作堆高機。 

3. 操作堆高機前必須先了解操作方法、步驟以及安全防護事項。 

4. 操作堆高機應專心，勿與他人談笑。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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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堆高機實習完畢後，應將堆高機駛至定位，拉上手煞車，放下

貨叉使平貼地面，引擎熄火，鑰匙拔離後始可離去。 

六六六六、、、、    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    

(一) 對於學習較為緩慢之學員，可酌予增加實習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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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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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七七七、、、、測測測測                驗驗驗驗：：：：    

依據本會 98年 7月 23日勞安 1字第 0980145689號「公告「荷重在一

公噸以上之堆高機操作人員」之特殊作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職類，其測

驗採技術士技能檢定方式，並自中華民國九十八年九月一日生效」，其

相關測驗內容請參考附件「堆高機操作職類單一級技術士技能檢定術科

測試試題」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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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堆高機操作職類單一級技術士技能檢定術科測試試題」摘要 

堆高機操作單一級技術士技能檢定術科測驗第一站試題堆高機操作單一級技術士技能檢定術科測驗第一站試題堆高機操作單一級技術士技能檢定術科測驗第一站試題堆高機操作單一級技術士技能檢定術科測驗第一站試題    

一、檢定名稱：作業前堆高機性能檢查 

二、完成時間：15 分鐘 

三、試題說明： 

(一)請按辦理檢定單位所提供之 2.5噸以上配重平衡式手排檔柴油動力

充氣輪胎堆高機實施性能靜態檢查工作。 

(二)應檢人僅實施功能性檢查工作，不做故障排除、保養、調整、維護

之動作。 

(三)檢查完畢以後，必須將不良或故障之項目依規定於檢查紀錄表內（如

附表）之「正常」或「異常」欄內打ˇ表示；答案不明確者視同錯

誤。 

(四)各項檢查紀錄完成後，應確認已恢復檢查前之檢查項目原狀，再向

監評人員報告「檢查完成」，並繳交紀錄表。 

四、注意事項： 

(一)每項目檢查前，應檢人應清楚朗誦檢查項目，並確實指出要檢查之

部位，再實施檢查工作，唯不得報出檢查結果。檢查項目正確位置

可參考試場提供之隨車資料或技術手冊，不得詢問監評人員或其他

人員。 

(二)應檢人不得轉動啟動馬達，否則以不及格論處。 

(三)檢查步驟應正確。 

(四)檢查方法應正確。 

(五)異常或故障點檢查位置應正確。 

(六)工具儀器使用應正確。 

(七)性能檢查紀錄表，應檢人如有修正，請其於修正處簽名或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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堆高機操作堆高機操作堆高機操作堆高機操作單一級技術士技能檢定術科測驗第二站試題單一級技術士技能檢定術科測驗第二站試題單一級技術士技能檢定術科測驗第二站試題單一級技術士技能檢定術科測驗第二站試題    

一、檢定名稱：堆高機基本駕駛 

二、完成時間：8 分鐘 

三、試題說明： 

(一)請按辦理單位所提供之無負載堆高機（由應檢人自行選定手排或自

排檔），於規定時間內依規定路線前進、倒車及停車等動作。 

(二)前進與倒車路線，如附圖。 

四、注意事項： 

(一) 應檢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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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確起動堆高機，並將貨叉置放規定角度（後傾 3～5 度）及距地高

度（15～25cm）行駛。 

(三)以適當速度行駛堆高機，並於規定時間內連續性完成指定路線前

進、倒車及停車動作。 

(四)行駛途中禁止停車、引擎熄火及壓線。 

(五)不可有危險動作（貨叉未離地即行駛、應檢人以跳躍方式下車）。 

(六)不可損壞機具、機件或具有損壞機具之行為（堆高機運行未完全靜

止即以排檔方式強制改變行駛方向、行駛中未釋放手煞車、行駛中

離合器踏板或吋動踏板未完全釋放等）。 

(七)不可高速行駛（行駛速度不得超過 20km/h）。 

(八)不可撞毀欄竿或交通錐。 

(九)前進（倒車）時有壓線或碰撞之事實，應檢人應於時間內自前進（倒

車）起點重新駕駛一次（重回起點時間及過程不列評審範圍）。 

(十)車身、貨叉或輪胎有超出或觸及「黃色標示線」、「欄竿」、「交通錐」

者，均視為碰撞或壓線（黃色標示線視為實體牆）。 

(十一)正式測試前應檢人經監評人員同意，得自起點直線行駛至轉彎處

（如第二站基本駕駛前進及倒車路線圖示 A點）進行堆高機操控性

能試動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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堆高機操作單一級技術士技能檢定術科測驗第二站堆高機操作單一級技術士技能檢定術科測驗第二站堆高機操作單一級技術士技能檢定術科測驗第二站堆高機操作單一級技術士技能檢定術科測驗第二站評審表評審表評審表評審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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堆高機操作人員術科實習堆高機操作人員術科實習堆高機操作人員術科實習堆高機操作人員術科實習（（（（基本行駛基本行駛基本行駛基本行駛））））評審紀錄表評審紀錄表評審紀錄表評審紀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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堆高機操作單一級技術士技能檢定術科測驗第三站試題堆高機操作單一級技術士技能檢定術科測驗第三站試題堆高機操作單一級技術士技能檢定術科測驗第三站試題堆高機操作單一級技術士技能檢定術科測驗第三站試題    

一、檢定名稱：堆高機倉儲裝卸作業 

二、完成時間：15 分鐘 

三、試題說明： 

(一)請按辦理單位所提供之無負載堆高機（可自行選定手排或自排檔），

於規定時間內依下述規定路線分別以前進及倒車方式，完成起動、裝

載、卸貨及停車等動作。 

1.自起點停車區以前進方式行駛至地面貨物區，先將地面貨物（含棧

板與立式容器）運送至第一倉儲架中間儲區（上層或下層）置放，

續將同儲區內另一層貨物取出，以前進方式行駛運搬至第二倉儲架

（上層或下層）置放，再將同儲區內另一層貨物取出。 

2.再以倒車方式行駛，將已取出之貨物運回第一倉儲架中間儲區（上

層或下層）置放，續將同儲區內另一層貨物取出，再以倒車方式運

搬至地面貨物區置放，並將堆高機退回至停車區。 

(二)前進與倒車裝卸操作路線，如附圖。 

四、注意事項： 

(一) 應檢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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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正確及安全的操作堆高機，並完成指定位置（首次裝卸倉儲架中

間儲區上層如有貨物，應檢人應將所搬貨物放置下層；下層如有貨

物，應檢人應將所搬貨物放置上層）裝載、卸放貨物的動作。 

(三)應以適當行駛速度，並將貨叉置放規定角度（後傾 3～5 度）及距地

高度（15～25cm），駕駛堆高機完成指定路線之前進及倒車動作。 

(四)堆高機行駛中不能有引擎熄火、壓線、碰撞等狀況。 

(五)裝卸貨物不能有歪斜放置（棧板端面與倉儲架端面斜差小於 10 度）、

掉落、碰撞、拖曳（貨叉傾斜角度錯誤與棧板未完全分離產生拖曳

現象者）、棧板與後扶架距離超過 10cm或棧板超出倉儲架範圍之狀

況 

(六)不可有危險動作（衝撞倉儲架、貨物墜落、荷載貨物運行棧板底部

距地高度超過 50cm、貨叉未離地即行駛、、應檢人以跳躍方式下車）。 

(七) 不可損壞機具、機件或具有損壞機具之行為（堆高機運行未完全靜

止即以排檔方式強制改變行駛方向、行駛中未釋放手煞車、行駛中

離合器踏板或吋動踏板未完全釋放等）。 

(八)不可高速行駛（無負載行駛速度不得超過 20km/h，荷重行駛速度不

得超過 10km/h）。 

(九)不可撞毀欄竿或交通錐。 

(十)正式測試前應檢人經監評人員同意，得自起點停車區至地面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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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進行堆高機操控性能試動一次（禁止試動裝卸地面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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堆高機操作單一級技術士技能檢定術科測驗第三站評審表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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