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四. 農機操作安全

肆. 農業機械

我國目前除了性能測定係由農業試驗所

負責外，有關農機、農具產品本身設計、結

構上的安全問題，概由廠商依相關法令研發

製造，你在使用這些機械時，應當先確認產

品本身是否合乎安全規範。

其次，如果是曳引機、搬運車等會行駛

公路的運輸機械，你應該具有合乎「道路交

通安全規則」的相關證照，並遵守道路交通

的號誌、標誌（圖 1）規則，共同維護行車
安全，否則一旦發生交通意外事故，除了保

險無法獲得理賠外，還要受到法律的制裁。

由於農業機械的普遍使用，因為機械操

作不當所造成的傷害也隨之增加，因此安全

的操作是每一個使用農機的人都必須重視的

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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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陳仲謀

圖1. 常見的道路交通的號誌、標誌

斑馬線閃光號誌 行人專用號誌

鐵路平交道閃光燈

及警鈴

三色燈光號誌



（一）安全的重要性

不安全的動作或行為，是發生意外事故

的主要原因。意外事故所造成的損失極為可

觀，時間就是金錢，每次意外事故的發生平

均需要費上 10天的功夫，才能復原。此 10
天的醫藥費用負擔要多少？田裡頭的作物又

有誰替你管理？農業機械或設備的修理費用

又需多少？更重要的是因意外事故而造成無

可彌補的損失－殘廢，甚至死亡！

意外事故是可以避免的，政府也極力倡

導農事作業的安全；新型的農機提供了比較

安全與健康的作業環境，其用意即在減少農

事作業的意外事故。但操作員或駕駛員本身

的小心與注意才是最重要的，所有的法律與

規定都無法避免意外事故的發生，而只有你

－操作人員才能避免，請仔細的體會其中的

道理。

（二）安全是對操作人員的挑戰

1. 瞭解你個人的極限

機器可在艱困的條件下無限時的工作，

但是人卻不行，要考慮你個人的體能限制並

做適當的休息，許多意外事故都是在操作人

員過度疲勞或體力過度損耗時所發生的。

2. 認識一般的機械危險性

避免在引擎運轉中拆裝或調整農具，因

為這樣的不正確操作將會導致意外事故的發

生。無論是室內各種修護機具的使用，或室

外各種機動車輛、作業機具的操作，你一定

要深深記住以下重要的安全原則：

會動、會旋轉、會發熱、有壓力、會噴

油的機件，最危險！

只要一不小心就會造成自己本身或其他

人的意外事故！

（三）做為你自己的安全指導員

一般工廠都設有安全指導員或安全工程

師來維護及指導工廠的安全，但是農事作業

並沒有安全指導員，你必須兼負安全指導員

的職責，從一開始就要學習安全的作業方

法，並且要依照機械的使用保養說明書上有

關的安全規定來操作、維護及保養。

要有參加安全講習或訓練之觀念。購買

農機及農具（尤其是曳引機或大型動力機具）

時，應參加廠商提供之安全講習（安全講習

應列入購買合約或購買條件），必要時可參

加農政單位或農會舉辦之安全訓練，以取得

相關機動車輛或動力機械之專業操作證照，

藉由安全訓練或講習導引初學者建立正確的

安全知識，才能讓使用者成為自己的安全指

導員。畢竟初學者如果按照操作手冊操作，

只能說是摸索安全，對簡單機械尚可如此學

習，但對動力機械或大型農機具而言，仍以

參加正式的安全訓練或安全講習為要。

（四）良好的訊息傳遞

大部分農機事故的發生與人為疏忽有

關，而人為疏忽又與訊息的傳遞不良有關，

農機駕駛員與助手、其他周圍人員甚至機械

本身，如有良好又清楚的訊息溝通，將可減

少許多意外事故的發生。

1. 人與機械間的訊息傳遞

機械能與其駕駛員溝通。不正常的異音

可能表示機械作用異常或有石頭、樹根或外

物進入機械；經常瀏覽機械上的儀表，你就

可知道機械的運轉情況。聽或看機械所表現

出來的性能，就知道機械的調整是否得當、

在特定田間作業條件下是否操作正確、以及

機械是否需做進一步的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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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人與人間的訊息傳遞

利用符號、圖示或簡訊來顯示機械的狀

況及警告。在任何地方看到這些訊息，你必

須知道它所代表的意義，一般農業機械使用

的訊息傳遞有以下幾種方式，你知道它們所

代表的意思嗎？試著指認每一符號，你是否

都認識？

(1) 安全警戒符號
安全警戒是特為農業機械設計的（圖

2）。它的意義是：注意！保特警戒！隨時會
有安全上的顧慮！

你可在新型的農機及其操作手冊上看到

這些符號。它是用來警告駕駛員一些可能造

成意外的潛在危險。

(2) 安全標識與其顏色
紅色與白色表示「危險」、黑色及黃色

表示「注意」、「小心」、或「警告」（圖

3）。
(3) 萬用安全符號

大部分的曳引機都會採用萬用符號來幫

助控制儀表或操控桿的標示。這些符號有如

通用的世界語言，全世界的農機駕駛操作人

員都必須熟悉這些符號（圖 4），認識了這
些符號以後，你就會對曳引機上或其他農機

的控制更容易瞭解。這些符號通常與顏色或

燈光結合使用，以指示其操作情況（圖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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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農機常見的安全警戒符號 圖3. 安全標識與其顏色

白色

WHITE

白色

WHITE

黑色

BLACK
（IN OPERATOR’S
MANUAL）

紅色

RED（IN FIELD）

1.將所有的保護裝置定位。
2.起動引擎或操作之前，確認機器周邊
沒有人。

3.下曳引機前，將引擎熄火，農具放
下，並拉上手煞車。要保養前必須等

待所有的機件完全停止。

4.保持手、腳及衣服遠離運動機件。
5.除非曳引機上備有學習座位或站立，
否則機上不可讓其他人員搭乘。

6.轉彎時或踩單邊煞車時，應降低車
速。

7.在公路上行駛時或使用閃光警示燈
時，應將兩煞車踏板串鎖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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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曳引機常用的萬用符號

正在充電 變速箱油溫 變速箱油濾清器 引擎機油壓力

燃料計

速度範圍

（遠光燈）（近光燈）

（煞車燈）（工作燈） 檔風玻璃雨刷

點煙器

喇叭 離合器接合 離合器分離 打黃油期限
潤滑油號數與換

油期限

加溫冷卻 風扇 新鮮空氣進入駕駛室 駕駛室空氣循環

除霧器

前進 後退 中立/空檔 煞車 外部油壓缸

（快）

（慢）

水溫 具有壓力小心打開 空氣濾清器 阻風門

（延伸）

（回縮）

（接合）

（舉升）

（下降）

搖臂軸
（分離）

動力分導(PTO)

引擎轉速



(4)安全手勢
由於曳引機作業時的噪音很大，又多半

處於有溫控的駕駛室內，大部分的農民都用

手勢來與農機駕駛員或其助手互通訊息，如

果大家都懂得這些手勢，那可是一項很好的

訊息傳遞工具。

美國農業工程學會公布了一套標準的農

機操作者安全手勢（圖 6），可將特定的訊
息直接傳送，試著去使用它並教導別人來共

同使用，可節省很多時間與避免誤解，尤其

是在噪音及遠距離無法用口語連絡時更為有

效。

（五）安全是大家共同的責任

每個參與農機作業的人都必須要有安全

的作業習慣。全家人及每一工作人員都應對

其自身及他人的作業安全貢獻心力。切記，

農業機械的意外事故，往往不是僅有駕駛員

一人受到傷害。

下列幾點將可助你維護到他人的安全：

1. 要小孩遠離機械。不要養成他們爬到
機械上玩耍的錯誤觀念。

2. 不要靠近
作業中的機械。

不要打擾或干涉

作業中的駕駛操

作員，必要時應

先以安全手勢通

知駕駛操作員把

機械停下來，然

後再接近他。

新的駕駛員

或第一次操作機

械時，應先熟悉

機械構造及其操

作方法，並注意

下列要點：

1.作業前應先研讀操作手冊。
2. 啟動引擎前，應先做好必要的保養與

調整。

3. 請熟練的人先指導操作步驟，以熟悉
操作要領。

4. 在空曠的地方先練習操作。
顧慮到別人的安全是不是比維護自身的

安全還要困難呢？答案是肯定的。舉個例來

說：如果你必須開著曳引機到田裡將另一輛

曳引機及兩個農具帶回來，此時你必須帶著

另外一個人和你一道到田裡去，這時候你怎

麼將他帶去呢？你是請他坐在你的曳引機上

與你同行？或是以其他的方法將他送到田裡

呢？在此你就要謹慎的考慮到許多有關生命

安全的問題，因為我們的曳引機上並沒有乘

客座椅，搭載乘客會有生命安全的顧慮。

關心別人的安全是不夠的，有時候駕駛

員往往忽略了自身的安全，例如：你在拆下

迴轉犁時，是否先將動力切離並將引擎熄

火？少說多做，安全是要把事情做得對，不

要光說不練。要把安全變成習慣。

下列提供一些曳引機操作的安全守則，

希望對你的作業安全能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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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儀表上符號顏色或燈光的結合使用

燃料計 引擎水溫計 引擎轉運計

充電警示燈

壓力不足時紅燈亮起 溫度過高時紅燈亮起 電量不足時紅燈亮起

變速箱機油溫度燈引擎機油壓力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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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機操作安全手勢之圖解

啟動引擎－在腰部的高度以手腕劃圓圈，就像

轉動引擎的樣子。

引擎熄火－將手臂平舉在頸前，然後從左右水

平移動，就像「割喉」的動作。

向我這邊移動（跟我來）－面向著要移動的人

或車子，一手向前平舉，手心向自己，前後揮

動手肘。

起步（移動）－面向著要移動的方向，手臂向

後伸直，越過頭向前揮動到你的前方，手心向

下。

請求支援（在緊急時表示求救的信號）－手臂

向上直舉，手心向前，以手臂水平地劃大圓

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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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農機操作標準安全手勢

加速（加油）－握住拳頭，彎曲手臂於肩部的

高度，然後上下移動手臂數次。

減速－手臂側向水平伸直，手心向下，保持手

臂於伸直的狀態，上下擺動數次。

舉升農具－以右手食指向上，同時將手臂保持

在頭部的高度水平劃圓圈。

移動距離－兩手手心相向舉於面前，以兩手之

間的距離來指示車輛所需移動距離。

停車－手臂向上舉，手心向前。

降低農具－以右手食指指向地面，同時水平劃

圓圈。



（六）曳引機作業安全守則

我們無法預知可能發生的每一項潛在的

危險，因此本守則所列的各項警告、注意與

安全建議也無法涵蓋所有的一切。如果你所

採用的操作、維護或工作方法並不是我們所

推薦的，你必須充分的考慮到它是否安全﹖

對你自己、他人乃至於曳引機本身是否會造

成傷害或損壞﹖

1. 行駛作業的安全守則

通則

(1)操作曳引機前應熟悉操作手冊中所
規定的有關安全、控制桿與保養資料。

(2)加油時，要在遠離火花的安全地
方、將引擎熄火且不得抽菸。

(3)手腳及衣物均要遠離轉動中的機
件。

(4)所有的安全保護罩都要在定位，以
確保人員及機件的安全。

(5)在低淨空的高壓線作業時，要特別
小心。在靠近高壓線作業時，要把收音機的

天線收下來。

(6)窄輪距、高速率行車將會增加翻車
的機率。因此在坡地操作時最好前後輪都裝

用雙車輪。曳引機如裝有防翻架及駕駛座的

安全帶，可降低因操作不當所造成的意外傷

害及死亡率。

警告：經過改造、結構損壞或翻過車的

安全車架（ROPS），其安全保護性能將會減
弱。因此曳引機一旦翻過車，安全車架或駕

駛室必須換新。

(7) 不可讓其他人搭乘在曳引機上。曳
引機在操作中僅能有一個人－駕駛員，坐在

車上。

(8) 附掛的農具在不用時，不可停放在
舉升位置。保養與調整之前應先把農具放下

來。

(9) 駕駛員要離開曳引機時，得先把引
擎熄火。調整或保養曳引機、農具之前，要

先把引擎熄火，並讓所有的轉動機件完全停

止後，才可進行工作。

(10) 引擎運轉中，不可讓任何人接近曳
引機中間鉸接的部位。

注意：如有任何人停留在農具及曳引機

中間的連接部位時，不可打動方向盤，否則

會造成農具的擺動，尤其是關節式曳引機。

(11) 必須經常保持駕駛室四周玻璃及後
視鏡的清潔，以保持良好的視線。

(12) 曳引機的車輪、鋼圈或輪轂鬆動時
都不得操作。

引擎啟動前

(1) 上下曳引機時都要面對著曳引機，
拉住扶手，以免滑腳而造成傷害。

(2) 駕駛員進入駕駛座之前應先確認曳
引機前後左右均無他人，才可入座啟動引

擎。

(3) 先把座椅調整好，使你能夠靈活的
控制，除非坐在駕駛座上並繫好安全帶，否

則不得起動或操作曳引機。

(4) 啟動引擎或操作曳引機之前，要先
確認車上及所掛農具上沒有其他的人。

(5) 適當的調整安全帶並扣好。安全帶
具有非鎖式回縮裝置，先要將帶子完全拉

伸，繫好後要把多餘的帶子拉緊。不可鬆鬆

的繫著安全帶。

(6) 不可在密閉的室內運轉曳引機，除
非有適當的通風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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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駕駛室空氣濾清器並不能濾除有

害人體健康的化學藥劑，因此在施用化學藥

劑時，應遵照農具公司或藥劑公司的安全規

定。

(7) 不可以短路方式接通安全啟動開
關。如果起動馬達在變速桿於空檔位置時無

法啟動，或在空檔以外的任何排檔位置都能

啟動時，就應該要修理。起動馬達能在空檔

以外的任何位置啟動時，對駕駛員就有潛在

危險。

車輛行駛中

(1)依照路況控制行車速率，以能安全
駕駛及完全控制為原則，特別是經過崎嶇不

平的路面、十字路口或沿著溝邊及坡地駕駛

時。

(2)操作曳引機要平穩，避免急速轉
彎、急速起動及急速煞車。

(3)駕駛員應隨時注意儀表，如有異常
之顯示，應即停機檢視並排除之，以免造成

意外。

(4)不可在曳引機行進中從車上跳下
來。上下車時一定要穩住手把。

(5)曳引機轉彎時不可踩差速鎖，否則
將會影響轉彎的動作。曳引機行駛於公路上

或高速行駛時都不可踩差速鎖。

(6)曳引機的左右煞車踏板，應經常保
持同樣的自由行程間隙，否則在公路行駛而

兩踏板串接在一起時，不同的間隙會使煞車

偏向而造成意外。

(7)要使用引擎煞車。曳引機下陡坡前
要排入低速檔。煞車應經常保養與調整。

(8)駕駛員下車前要把引擎熄火，並拉
上手煞車。

農事作業中

(1) 如果作業時會產生很大的噪音（大

於 85分貝），應配戴耳塞、耳罩等噪音防護
器具，以免耳膜長時間在噪音環境中受到傷

害。

(2) 曳引機要與農具連接時，任何人不
得站立在曳引機的正前、正後方或農具上

面。連接農具時，引擎要設定在惰速空轉轉

速。待曳引機倒正後，要把引擎熄火，拉上

手煞車後再插入連接銷。如有任何疏失，將

會造成人員的傷害。

(3) 不得從拖桿、三點連接及其他設計
的拉點以外的任何部位拖拉農具。

2. 操作動力分導（PTO）的安全守則

(1) 手、腳及衣物必須遠離POT及其他
轉動的機件。

(2) 保養曳引機、農具或連接、分離農
具前，都要把POT切離並引擎熄火。

(3) 保持所有安全護罩於定位，以確保
安全。

(4) 啟動引擎或操作曳引機之前，必先
確認曳引機及農具四周沒有其他的人。

(5) 當PTO不用時，要把出力軸的安全
罩蓋住。

(6) 要清潔PTO驅動的農具、調整或連
接農具前，要先確認曳引機引擎已經熄火、

PTO已切離及PTO驅動農具已停止轉動。
(7) 操作PTO前，必先確認萬向接頭總

成的護罩是否裝好。

(8) PTO煞車僅為煞住PTO軸而設計，
並不是用來煞住所連接的農具，因此當停止

轉動慣量大的農具如聯合收穫機或攪拌機

時，要先把引擎轉速降到低速空轉後再切離

PTO離合器。
(9) 如曳引機的 PTO轉速為 1,000轉的

系統，農具要裝用時，請先確認其轉速是否

配合。為了安全，不要裝用540轉的農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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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維修保養的安全守則

警告：不正確的維修與保養方法，將會

導致傷害與死亡，要做潤滑與保養之前，請

先研讀操作手冊內有關潤滑與保養所規定的

步驟與方法。

通則

(1) 除了平時的一般維修保養外，大型
機件或機電配件應定期送原廠商或特約保養

場檢修維護，以確保機械或車輛在安全狀

態。

(2) 除非你有特種工具與熟知作業安全
，不可試圖去修理你所不瞭解的機件部位。

(3) 要使用與先前相同零件號碼的繫結
元件（如：螺栓、螺帽等），如需換新零件

時，不得使用較低品質的材料。

(4) 不可僅靠千斤頂或吊車頂住曳引
機，應適當的使用木塊或支架，把機體架穩

後再進行保養或修護。

(5) 曳引機保養或調整時，要注意油及
機件的溫度，以免燙傷。

(6) 如修護或保養而須拆下護罩時，在
修護完成後，要確實的記得把護罩裝回去。

(7) 檢修發熱或有噴油之虞的機件，要
採用妥適之防護具如隔熱防護手套、防護面

罩、防護衣等，以免被發熱之機件、油液傷

及身體。

引擎

(1) 在引擎運轉中，任何人不得接近曳
引機中間鉸接部位。要在該中間部位做保養

時，先要把引擎熄火，取下鑰匙後再進行保

養。

(2) 引擎熱時不得打開水箱蓋。僅能在
引擎熄火及完全冷時才可檢視或添加冷卻

液，因為引擎熱時打開水箱蓋，具有壓力的

水蒸氣會噴出而造成嚴重的燙傷。

(3) 除非引擎在熄火狀態，否則不可把

引擎護罩打開。打開引擎護罩時，要把支撐

銷插入閂孔內，以防掉下而傷人。

壓力

(1) 在分解與液壓及彈簧有關的機件
時，都要注意壓力及彈力。所有管路、接頭

及其他配件，包括空氣、油路及冷卻系統，

要拆下或修理之前，都要先把壓力洩放掉。

(2) 檢查油壓系統管路的漏油時，要用
木頭或紙板，不可用手直接觸摸。具有壓力

的液壓油噴出時，會射入皮膚內而造成嚴重

的傷害。

(3) 要拆油壓管路時，必先確認管路內
的壓力是否已洩放掉，萬一被液壓油噴到皮

膚，要馬上送醫處理。

(4) 不可在冷氣壓縮機運轉中檢查壓縮
機油面。具有壓力的冷媒可能會造成嚴重的

傷害與凍傷，特別是眼睛。

(5) 使用壓縮空氣時，要戴上適當的護
目鏡，壓力不得超過 30psi（約 2公斤/平方
公分），以避免受到傷害。

電系

(1) 電瓶充電、保養或更換時，都要載
上護目鏡。

(2) 銲接曳引機或農具時，必須先把電
瓶的負極拆掉。

(3) 在修護電系機件前也應把負極先行
拆掉，以避免機件受損及人員受傷。

輪胎

(1) 除非你有特種工具與熟知作業安
全，否則不要試圖把輪胎從鋼圈上拆下來。

因輪胎具有爆炸性，如果操作不正確，將會

導致人員的傷害。輪胎的修理應由專業的輪

胎行來處理。

(2) 輪胎氣壓不可充得超過最高規定壓
力。充氣時要使用安全罩及護目鏡，並離輪

胎遠一點，以免高壓氣體噴出時受傷。

(3) 不得對具有壓力的輪胎鋼圈做銲接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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