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鋸切鉋削的種類與功用 

由於工作材料和性質不同所需使用鋸切鉋削工具亦有不同 

兹分述其種類及安全注意事項 

美工刀 安全注意事項 

刀刃較薄使用前調整適當凸出長度 切割時由淺入深 切忌用

力過猛 手壓工件不要在刀片前進路線上 刀尖鈍化時用鉗子

夾斷更新刀尖 工件下方要鋪膠墊 

 
手鋸 木材鋸切分縱斷和橫斷 金屬和塑膠鋸切用弓型鋸 

安全注意事項 

使用前先用量尺在材料上畫線 將材料用夾具固定在工作桌

{架}上 以左手拇指甲頂住鋸片 保持鋸片與木材呈垂直及對

準鋸線 右手輕拉鋸子 鋸出鋸路線 應注意力量不能太猛 

否則鋸子易跳動傷及手指 往復推拉要按照鋸齒切割面決定

推或拉加壓力 推拉距離由短至長 節奏由慢至快 鋸切效率較

高 如手壓工件不要在鋸片前進路線上 圓棒鋸切時應準備一

V型墊木 其開口大小應配合圓棒直徑以免鋸切時滾動 

 
 
手押鉋機 用於鉋削木材基準平面 直角面和斜面 

安全注意事項 

進料台和出料台高低差為鉋削量 通常以 2mm以下為原則若

木材翹曲酌為增加 最大不宜超過 3mm 如工廠有調整好最適

當鉋削量 就依廠規不要調整 出料台與鉋刀刃口高度要相同 

檢查木材上是否有砂石 鐵釘等雜物 安全護罩功能是否正確 

靠板角度 位置是否適當 操作時務必使用安全推板組合押送

進料 如經費許可 可加購送料機 尤其長料輸送可提高鉋削效

率和安全 

不要鉋削長度不滿 200mm寬度不滿 30mm厚度不滿 10mm 

以免發生危險 

要選擇木材較平或凹曲之一面且順紋方向先行鉋削 如不易

看出時 可先輕輕試鉋 檢視即可知道木紋之順逆 

清除地面雜物 開動機器時 應站穩於一邊 操作時不可與他人



談話 更不可旁視或轉身看背後 

如果進料材料卡住時 禁止試圖掀開護罩徒手去排除 應先關

閉電源等待機器靜止後再排除卡料  

鉋刀已鈍時不可繼續使用 應更換磨利 檢視每片鉋刀重量是

否相同(+-3g以下)以免刀軸不平衡而產生振動 噪音 

進料時要材料與台面或靠板要密接 速度要穩定 

本機器為木工廠中事故比例較高 應特別注意操作安全 

 
 
 
 
 
 
 
 
 
 
 
 
 
 
 
 
平鉋機 安全注意事項 

調整台面高度 經過手壓鉋機鉋過之基準面或直角面朝下置

於平鉋機進料台 可鉋出相對於基準面之平行面 

不要鉋扭曲之木板 除非先用手壓鉋機鉋平一基準平面 

檢查木材上是否有砂石 鐵釘等雜物 以免損傷刀刃 

不要戴手套及領帶 衣袖要避免被機械捲入 

一次鉋削深度不要超過 3mm以免被夾住 

相同厚度的材料經一次調整台面高度 可同時鉋削 避免分次

調整產生誤差 如材料兩端厚度不一時 以較薄一端向前推進

為宜 最短鉋削材料必須比兩輸送滾輪的距離多出 50mm以

上 機器運轉中不可站在機器中央低下眼查看鉋削部位 以防



木屑噴出造成傷害 

送料時手只能送到進料台邊緣 進入台面就需要用輔助推板

以免手被捲入或壓傷 

鉋削中若材料被夾住 應立即關機 降低鉋台稍後取出木材查

看原因 

鉋長料時前後端應微微提起 必要時請人在出料口處幫忙接

取 

鉋削多量木材時 宜請人在出料口處幫忙接取 

鉋削薄於 9mm之木板時應加墊厚夾板防止木板斷裂 

鉋削短於兩輸送滾輪的距離之木板應準備一較長木板隨短

材推送鉋削 

 
 
 
 
 
 
 
 
 
 
 
 
 
 
 
 
 
 
 
 
 
 
 
 



 
 
 
 
 
 
 
 
 
 
 
帶鋸機 依鋸切材料分類有木材和金屬(塑膠)兩種 鋸條也一

樣 

除能用來鋸切縱橫向之直線外 也能夠鋸切曲線與圓弧 

安全注意事項 

確認安全護罩高度調整緊固無誤後打開電源須等運轉達到

正常切削速度後才可進料 

操作時不可將手置於鋸切線上 應放於鋸條之兩側 必要時使

用輔助安全推板 

鋸切時材料應置於鋸台上不要懸空 鋸切角度時應將鋸台傾

斜 

圓棒鋸切時應準備一 V型墊木 其開口大小應配合圓棒直徑

以免鋸切時滾動 較大圓柱型工件可在底部墊一契形塊防滾

動 材料滾動易造成鋸條扭曲變形斷裂 

鋸切曲線與圓弧須注意鋸條寬度和曲線弧度尺寸大小關係 

如彎不過去 可採切線鋸切 以免鋸條扭曲變形斷裂 

操作帶鋸機時鋸條側邊須清空不能有人站立 

鋸條斷裂時 不可立即打開護罩檢修 應先關掉電源 

待完全靜止後才可檢修 

不要使用鈍鋸條 鈍鋸條可能會使鋸條斷裂 也不能鋸直工件 

帶鋸機運轉時 如果鋸條有左右偏擺狀況時 須立即關機待完

全靜止後檢查鋸條是否有裂痕 

 
 



 
 
 
 
 
 
 
 
 
 
 
 
 
 
圓鋸機  用於木材縱向及橫向之鋸切 對於不同的工作 得使用

不同種類鋸片 

安全注意事項 

檢視機器檯面 安全護具及周圍 確保工作場所之安全 

如有需要 請戴上頭部面罩 

首先調整鋸片高度 高於所要加工材料厚度約 3mm  

太高會擴大摩擦面增加進料阻力 鋸片高速旋轉看不見鋸齒

高度容易誤判產生傷害 

使用圓鋸機不可徒手進料 進料速度要穩定 太快材料會推升 

操作者和旁人不可站在和鋸片成一直線地方 要站在鋸片的

稍左方或右方 

縱鋸使用導板 導板須與鋸片平行用以導引工作物做縱切 

尺寸較窄縱切 必要時使用輔助安全推具協助進料 安全推具

施力方向須與鋸片平行 材料必須完全脫離鋸片方能鬆手以

防木材反彈  

橫鋸使用推板(台) 橫斷推板可以調整角度 用以導引工作物

做橫切 窄長材料不要使用靠導板切斷 以防材料反彈 使用推

板橫鋸如用導板設定鋸切尺寸 須在導板進料端預墊夾一木

塊以防鋸切時材料夾在鋸片與導板間 造成反彈危害 

除了鋸切榫槽之外 要使用安全護罩 



不要使用不銳之鋸片 以免發熱損壞鋸片和木材 

要捲起袖口 解除領帶和手套 以防被捲入機器中 

操作機器時 不可和他人談話或轉頭看背後 

機器運轉時 不可調整機器 

不可把手伸過鋸片去撿拾鋸過的木塊 

鋸長木料時 如果沒有延伸滾動平台 必須請人在對面接應 協

助接料者要保持直線接料 

機器不用時 應立即關閉電源 檯面清空 

鋸台下方不能累積太多粉塵 須隨時清淨 以防止上揚傷害眼

睛 另外也會塞在升降和傾斜傳動機構中 造成調整不順暢 

 
 
 
 
 
 
 
線鋸機 用於鋸切細小之內 外曲線或內孔 不同材質 形狀的鋸

條可切割木材 金屬或塑膠 

安全注意事項 

安裝鋸條時 鋸齒要朝下 鬆緊要適當 不可使用鉗子來鎖緊鋸

條夾頭上之翼形螺絲 

手指不可對向鋸條鋸切 以免傷害 

切削速度須與進料速度配合洽當 進料太快易扭曲斷裂鋸條 

鋸條斷裂時 腳立即放開傳動離合器踏板 關電源 才能更換鋸

條 

工件畫線要明確 頭不要離跳桿太近 

使用完畢須關閉電源方可離開 以免馬達空轉過熱損毀 

 
 
 
 
 
 



 
 
砂輪機 用於研磨各種刀具 鑽頭等 

安全注意事項 

依研磨角度調整托架高度及與砂輪之安全間隙 3mm以內 

檢查護鏡是否裝配妥當 如無就必須配戴安全眼鏡 

不要站立於砂輪之正前方研磨 

先試轉 1—2分鐘觀察是否有異常震動或噪音 確認安全性 

避免使用砂輪側面研磨刀刃 

選擇適當粒度 材質之砂輪 方有效率研磨                   研磨時應

注意移位及冷卻 勿施力過猛 

不可在刀具砂輪上研磨塑膠 木材或如錫 鋁 鉛等軟金屬 

砂輪面不平時 應使用石虎或砂輪修整器修正 

托架上之磨屑應經常清除 保持平整 冷卻水應經常更換 

 
 
 
 
 
 
 
砂光機 有盤式 帶式 軸式等多種 盤式用於砂磨小平面 斜角

和外曲面 帶適用於砂磨平面和邊緣 軸式用於砂磨圓孔  及不

規則曲面 

安全注意事項 

選擇適當粒度 材質之砂布(帶)以維持良好研磨效果 

安裝砂布帶應注意接口方向應與砂磨方向配合 鬆緊度要適

當 尖銳工件特別注意施力力度 以免斷裂破損 盤式須注意使

用向下旋轉半邊研磨 一台只許單人操作旁邊不要站人 檯面

不要放置其他工件 以免工件飛出傷害 

檯面與砂布間隙要調整適 當避免工件陷入 

平台角度調整正確並固定妥當 工件貼緊檯面 切忌徒手懸空

研磨(鼓 刷研磨機例外) 

工件在砂磨中應移位 施力勿太大 時常放鬆工件與砂布之接



觸 以利粉末排洩 如砂布黏附太多雜物 應適時以專用膠條清

除 避免砂布焦黑降低研磨效率  

砂光是屬於表面最後加工  砂光前工件切削應盡量接近加工

線 節省研磨時間 

不可在運轉中調整機械或轉向 以免危險 

木材潮濕或附有金屬 砂石 不可砂磨 

砂布受潮軟化時 應視實際情況烘乾 否則研磨料容易脫落 

 
 
 
 
 
 
 
 
 
 
 
 
 
 
 
 
 
 
鑽孔機 依加工方向可分為垂直和水平兩種 用於工件之鑽孔

亦可用於鑽鑿方形榫槽 研磨 等用 視所裝備配件而有所不同 

安全注意事項 

機器應牢牢固定住 傳動部分應有護罩 運轉中不可打開 更換

皮帶 地面周邊淨空 依工件材料 使用研磨過銳利鑽頭 配合適

當轉速 金屬鑽削應使用冷卻液 

操作者離開或完工後應立即關閉電源 

操作者不可戴手套 頭髮須束好 衣袖扣好 忌穿寬鬆衣物 領帶 

以防捲入事故 



不可用手直接清除切屑 應使用刷子 吸塵機等工具 

操作時應專心一致 不可開玩笑或分心 旁人勿干擾 

鑽木材或塑膠時 檯面應加墊一保護平板 除保護檯面外鑽頭

穿出時材料不會破裂 

須視工件大小調整台面高度與鑽孔行程 檯面固定螺絲鎖緊

時請勿強行調整高度以免損壞齒輪及牙條 

工件必要時須用夾具固定以免被鑽頭拉起 

使用可調尺寸鑽頭要確實鎖緊 

鑽床虎鉗用完後要收好以免掉落砸傷腳 

木工車床 用於車削圓棍形及盤形工件 

安全注意事項 

操作者不可戴手套 頭髮須束好 衣袖扣好 忌穿寬鬆衣物 領帶 

以防捲入事故 

工件使用床頭爪 尾座頂針 法蘭盤 木螺釘 活動夾頭等牢固於

機器上 

膠合工件 應注意膠合狀況是否良好 以防旋轉車削時裂開 

必要時工件要粗削成近似圓形 再裝到車床車削 

調整刀架高度 及刀架與工件間隙是否視當 依工件大小選用

適當刀具和轉速 車削進刀量不要太大 應循序漸進 

機器完全靜止後 才可用卡尺測量尺寸或調整刀架 刀架與工

件間隙及位置 應隨成形時調整 保持正確 

用砂光研磨時 須先取下刀架 防止纏繞工件 

車削中 工件如產生振動 應立即停機 查明原因 

車削時 刀具 量具 應置於工具架上以防掉落傷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