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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電電電電」是今日工商業及家庭不可或缺的能源，
使用得當，則電能供照明、空調、轉換熱能，
還能轉動機械，使家庭、工商活動及生產事業
順利運轉。

電氣設備是否有「漏電漏電漏電漏電」情事，無法簡單的利
用人體所具有之視覺（眼）、聽覺（耳）、嗅
覺（鼻）、觸覺（皮膚）等方式測知。

常因不知「電電電電」之危險，過於接近或觸及帶電
物體，發生感電、觸電事故，造成人員受到傷
害。

作業場所必須使用電氣設備，現場四周即會存
有「電電電電」之危害。

如何辨識「電電電電」、避免及預防感電災害，是我
們必須明瞭且確實遵行，才能達成防災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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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氣安全防護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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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電電流流過人體的現象

痛覺

強烈痙攣

血壓上昇、呼吸困難、失神

心臟鼓動不規則

電流痕跡/組織灼傷→產生死肌→截肢

內部組織破壞

●壞死組織淤塞→急性腎不全→敗血

接觸高光度、高溫

●視覺神經傷害→嚴重者失明

●顏面、手腳燒傷→嚴重者敗血、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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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流之對人體之影響

電流通過心臟會引起心室纖維性顫

動，造成血液循環中斷而導致死亡。

電流會引致中樞神經失調而導致死

亡。

電流通過頭部會使人腦嚴重損壞，昏

迷而導致死亡。

電流通過脊椎會使人癱瘓。

由左手到前胸的電流途徑，經過心臟

且途徑最短，為最危險的電流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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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氣災害類型電氣災害類型電氣災害類型電氣災害類型

電擊感電災害電擊感電災害電擊感電災害電擊感電災害

電弧灼傷電弧灼傷電弧灼傷電弧灼傷

電氣火災電氣火災電氣火災電氣火災

靜電危害靜電危害靜電危害靜電危害

雷擊雷擊雷擊雷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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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擊

當人體同時接觸帶電導線和地面，或同
時接觸絕緣不良的機具和地面，會導致
電擊發生。

電擊可能造成疼痛、肌肉失調、體內出
血、神經肌肉細胞組織受傷、心跳停
止、死亡。

電擊受到傷害，視電流大小來決定。

接觸的時間愈久，電擊的程度愈嚴重。

其他的電氣危險：包括火災、爆炸及設
備損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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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體感電人體感電人體感電人體感電 1111

感電主要特徵感電主要特徵感電主要特徵感電主要特徵：：：：

為為為為應力性災害應力性災害應力性災害應力性災害，，，，感電災害發生常伴有爆感電災害發生常伴有爆感電災害發生常伴有爆感電災害發生常伴有爆

炸聲響炸聲響炸聲響炸聲響。。。。

感電罹災者身體上感電罹災者身體上感電罹災者身體上感電罹災者身體上（（（（頭頭頭頭顱顱顱顱、、、、身體身體身體身體、、、、手手手手

腳腳腳腳））））常留有電流出入點常留有電流出入點常留有電流出入點常留有電流出入點，，，，甚至會有電灼甚至會有電灼甚至會有電灼甚至會有電灼

傷傷傷傷等現象等現象等現象等現象。。。。

電流經罹災者身體進入大地構成迴路造電流經罹災者身體進入大地構成迴路造電流經罹災者身體進入大地構成迴路造電流經罹災者身體進入大地構成迴路造

成傷害成傷害成傷害成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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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氣災害 灼傷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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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體感電人體感電人體感電人體感電 2222

人體感電災害人體感電災害人體感電災害人體感電災害：：：：

感電造成人員心室細動感電造成人員心室細動感電造成人員心室細動感電造成人員心室細動、、、、心律不整導致心律不整導致心律不整導致心律不整導致

心跳停止心跳停止心跳停止心跳停止、、、、呼吸終止呼吸終止呼吸終止呼吸終止，，，，休克而死亡休克而死亡休克而死亡休克而死亡。。。。

電流流經罹災者之心臟而肇災電流流經罹災者之心臟而肇災電流流經罹災者之心臟而肇災電流流經罹災者之心臟而肇災（（（（約佔約佔約佔約佔90%90%90%90%

以上以上以上以上）。）。）。）。

作業人員身體處於潮濕狀態使用故障電作業人員身體處於潮濕狀態使用故障電作業人員身體處於潮濕狀態使用故障電作業人員身體處於潮濕狀態使用故障電

動工具或接觸帶電設備常易遭感電動工具或接觸帶電設備常易遭感電動工具或接觸帶電設備常易遭感電動工具或接觸帶電設備常易遭感電。。。。

當感電者其身體接觸帶電體當感電者其身體接觸帶電體當感電者其身體接觸帶電體當感電者其身體接觸帶電體（（（（或漏電之或漏電之或漏電之或漏電之

設備設備設備設備））））與與與與大地形成迴路大地形成迴路大地形成迴路大地形成迴路，，，，電流因而通過電流因而通過電流因而通過電流因而通過

人體而肇災人體而肇災人體而肇災人體而肇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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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擊感電災害電擊感電災害電擊感電災害電擊感電災害
感電災害為人體某一部位碰觸電感電災害為人體某一部位碰觸電感電災害為人體某一部位碰觸電感電災害為人體某一部位碰觸電
源或帶電部分源或帶電部分源或帶電部分源或帶電部分，，，，形成電氣回路所形成電氣回路所形成電氣回路所形成電氣回路所
造成的災害造成的災害造成的災害造成的災害。。。。

電源

帶電金屬部分

非帶電金屬部分

電源

帶電金屬部分

故障

非帶電金屬部分

直接觸電直接觸電直接觸電直接觸電 間接觸電間接觸電間接觸電間接觸電

帶電部分 帶電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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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觸高壓電系統引起感電誤觸高壓電系統引起感電誤觸高壓電系統引起感電誤觸高壓電系統引起感電

台電目前輸電系統供電交流電壓台電目前輸電系統供電交流電壓台電目前輸電系統供電交流電壓台電目前輸電系統供電交流電壓：：：：

345KV345KV345KV345KV、、、、161KV161KV161KV161KV、、、、69KV69KV69KV69KV、、、、22KV22KV22KV22KV、、、、11.4KV11.4KV11.4KV11.4KV。。。。

高鐵高鐵高鐵高鐵、、、、台鐵之電氣化鐵路供電系統為交流電台鐵之電氣化鐵路供電系統為交流電台鐵之電氣化鐵路供電系統為交流電台鐵之電氣化鐵路供電系統為交流電
壓壓壓壓：：：：25 KV25 KV25 KV25 KV。。。。
捷運系統為交流捷運系統為交流捷運系統為交流捷運系統為交流69KV69KV69KV69KV供電供電供電供電，，，，經降壓整流成直流經降壓整流成直流經降壓整流成直流經降壓整流成直流750750750750

伏特伏特伏特伏特，，，，以第三軌供電方式供捷運車輛使用以第三軌供電方式供捷運車輛使用以第三軌供電方式供捷運車輛使用以第三軌供電方式供捷運車輛使用。。。。

高壓電系統常以裸線方式輸配電高壓電系統常以裸線方式輸配電高壓電系統常以裸線方式輸配電高壓電系統常以裸線方式輸配電。。。。

誤觸高壓電線將引起觸電災害誤觸高壓電線將引起觸電災害誤觸高壓電線將引起觸電災害誤觸高壓電線將引起觸電災害。。。。

移動式起重機吊掛移動式起重機吊掛移動式起重機吊掛移動式起重機吊掛、、、、混凝土泵送等作業混凝土泵送等作業混凝土泵送等作業混凝土泵送等作業時時時時接接接接
近高壓電線常引起感電災害近高壓電線常引起感電災害近高壓電線常引起感電災害近高壓電線常引起感電災害。。。。

近接高壓電時因感應所生成之高電壓肇災近接高壓電時因感應所生成之高電壓肇災近接高壓電時因感應所生成之高電壓肇災近接高壓電時因感應所生成之高電壓肇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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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觸低壓電引起感電

觸及低壓電災害主要原因觸及低壓電災害主要原因觸及低壓電災害主要原因觸及低壓電災害主要原因：：：：

裝拆作業接觸低壓電引起感電裝拆作業接觸低壓電引起感電裝拆作業接觸低壓電引起感電裝拆作業接觸低壓電引起感電。。。。

作業中誤觸低壓裸電線或帶電體作業中誤觸低壓裸電線或帶電體作業中誤觸低壓裸電線或帶電體作業中誤觸低壓裸電線或帶電體。。。。

碰觸電力設備低壓帶電部分碰觸電力設備低壓帶電部分碰觸電力設備低壓帶電部分碰觸電力設備低壓帶電部分。。。。

操作電源開關或插頭時碰觸帶電體操作電源開關或插頭時碰觸帶電體操作電源開關或插頭時碰觸帶電體操作電源開關或插頭時碰觸帶電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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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弧灼傷電弧灼傷電弧灼傷電弧灼傷

電路或電氣設備發生電路或電氣設備發生電路或電氣設備發生電路或電氣設備發生短路短路短路短路、、、、接地故接地故接地故接地故

障障障障、、、、閃絡閃絡閃絡閃絡現象時現象時現象時現象時，，，，皆會產生電弧而皆會產生電弧而皆會產生電弧而皆會產生電弧而

使人體遭受灼傷使人體遭受灼傷使人體遭受灼傷使人體遭受灼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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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氣火災電氣火災電氣火災電氣火災

線線線線路或電氣設備發生過載路或電氣設備發生過載路或電氣設備發生過載路或電氣設備發生過載、、、、短路短路短路短路、、、、

接觸不良或漏電等產生高溫高熱而接觸不良或漏電等產生高溫高熱而接觸不良或漏電等產生高溫高熱而接觸不良或漏電等產生高溫高熱而

引燃可燃物引燃可燃物引燃可燃物引燃可燃物。。。。

用電設備靠近易燃物而引起火災用電設備靠近易燃物而引起火災用電設備靠近易燃物而引起火災用電設備靠近易燃物而引起火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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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雷雷雷 擊擊擊擊

雷擊具有很大破壞力雷擊具有很大破壞力雷擊具有很大破壞力雷擊具有很大破壞力((((包括電包括電包括電包括電、、、、熱熱熱熱

及機械能及機械能及機械能及機械能))))。。。。

雷擊不僅會造成電氣設備毀損雷擊不僅會造成電氣設備毀損雷擊不僅會造成電氣設備毀損雷擊不僅會造成電氣設備毀損，，，，甚甚甚甚

而危及人員生命安全而危及人員生命安全而危及人員生命安全而危及人員生命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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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瞭解瞭解瞭解雷雷雷雷擊災害擊災害擊災害擊災害

電電電電力力力力系統因受系統因受系統因受系統因受雷雷雷雷擊而導擊而導擊而導擊而導

致跳電致跳電致跳電致跳電、、、、設備損壞設備損壞設備損壞設備損壞。。。。

建築物受建築物受建築物受建築物受雷雷雷雷擊而損壞甚擊而損壞甚擊而損壞甚擊而損壞甚

而引起火災而引起火災而引起火災而引起火災。。。。

人身受人身受人身受人身受雷雷雷雷擊而傷亡擊而傷亡擊而傷亡擊而傷亡。。。。

雷雷雷雷擊所感應的電壓突波擊所感應的電壓突波擊所感應的電壓突波擊所感應的電壓突波

由直接由直接由直接由直接雷雷雷雷擊點擊點擊點擊點輻輻輻輻射方式射方式射方式射方式

出去出去出去出去，，，，範圍可涵蓋約範圍可涵蓋約範圍可涵蓋約範圍可涵蓋約1111公公公公

里里里里以上之區域以上之區域以上之區域以上之區域，，，，造成相造成相造成相造成相

當大的破壞當大的破壞當大的破壞當大的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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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電導引毛髮豎立

這位女士站在美國加州之

美 洲 杉 國 家 公 園

(Sequoia National Park) 

的觀景平台時，頭髮忽然

豎立起來，當時周圍的遊

客都覺得很有趣，她的弟

弟拍下了這張照片，當這

對姐弟離開後，該觀景平

台遭閃電雷擊擊中，造成

1人死亡 、 7 人受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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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雷雷雷擊災害之預防擊災害之預防擊災害之預防擊災害之預防

建築物最高處及必要之處裝設避建築物最高處及必要之處裝設避建築物最高處及必要之處裝設避建築物最高處及必要之處裝設避雷雷雷雷針針針針，，，，將將將將雷雷雷雷

電攔截經由避電攔截經由避電攔截經由避電攔截經由避雷雷雷雷針傳送至大地針傳送至大地針傳送至大地針傳送至大地。。。。

於於於於可能發生可能發生可能發生可能發生雷雷雷雷擊災害之地點從事工作擊災害之地點從事工作擊災害之地點從事工作擊災害之地點從事工作，，，，勿站勿站勿站勿站

在建築物最高處或靠近避在建築物最高處或靠近避在建築物最高處或靠近避在建築物最高處或靠近避雷雷雷雷針針針針。。。。

應保持最低姿勢尋找低窪之躲避場所應保持最低姿勢尋找低窪之躲避場所應保持最低姿勢尋找低窪之躲避場所應保持最低姿勢尋找低窪之躲避場所，，，，切切切切莫莫莫莫

躲至大樹底下躲至大樹底下躲至大樹底下躲至大樹底下。。。。

平坦平坦平坦平坦、、、、空曠處空曠處空曠處空曠處，，，，發生發生發生發生雷雷雷雷雨時避免攜帶尖銳雨時避免攜帶尖銳雨時避免攜帶尖銳雨時避免攜帶尖銳金金金金

屬物屬物屬物屬物((((如雨傘如雨傘如雨傘如雨傘) ) ) ) 。。。。

電信電信電信電信、、、、電電電電力力力力等設備安裝避等設備安裝避等設備安裝避等設備安裝避雷雷雷雷器器器器，，，，儀器設備電儀器設備電儀器設備電儀器設備電

源安裝突波吸收器源安裝突波吸收器源安裝突波吸收器源安裝突波吸收器。。。。



21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靜電危害靜電危害靜電危害靜電危害

• 靜電為一種帶電現象靜電為一種帶電現象靜電為一種帶電現象靜電為一種帶電現象，，，，當物質大面積的摩當物質大面積的摩當物質大面積的摩當物質大面積的摩

擦擦擦擦、、、、粉碎攪拌等過程皆易產生靜電粉碎攪拌等過程皆易產生靜電粉碎攪拌等過程皆易產生靜電粉碎攪拌等過程皆易產生靜電。。。。

• 靜電會破壞產品靜電會破壞產品靜電會破壞產品靜電會破壞產品，，，，能引起火災能引起火災能引起火災能引起火災、、、、爆炸等災爆炸等災爆炸等災爆炸等災

害害害害。。。。

• 易燃性氣體易燃性氣體易燃性氣體易燃性氣體（（（（液化石油氣液化石油氣液化石油氣液化石油氣））））、、、、液體液體液體液體（（（（汽汽汽汽

油油油油）、）、）、）、粉塵等粉塵等粉塵等粉塵等，，，，易因靜電引燃而發生火災易因靜電引燃而發生火災易因靜電引燃而發生火災易因靜電引燃而發生火災、、、、

爆炸爆炸爆炸爆炸。。。。



22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電氣災害防止



23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電路之定義電路之定義電路之定義電路之定義

電路組成三要素電路組成三要素電路組成三要素電路組成三要素：：：：

電源電源電源電源。。。。

導線導線導線導線。。。。

負載負載負載負載。。。。
電電電電

源源源源
負負負負

載載載載

導線導線導線導線



24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開開開開 路路路路

電電電電

源源源源
負負負負

載載載載

開關開關開關開關

電路電路電路電路 開路開路開路開路OffOffOffOff

OffOffOffOff



25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閉閉閉閉 路路路路

電電電電

源源源源
負負負負

載載載載

開關 開關 開關 開關 ((((閉閉閉閉合合合合))))

電路閉合電路閉合電路閉合電路閉合 ONONONON
ONONONON



26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短短短短 路路路路

電電電電

源源源源
負負負負

載載載載

短路短路短路短路

短路短路短路短路：：：：電路之電路之電路之電路之異常異常異常異常

不可以發生不可以發生不可以發生不可以發生



27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絕緣

電氣設備、開關、電線、電纜外層設有絕緣

層，防護直接接觸有電的導體。

必須依電壓、溫度、溼度等條件選用適合之
絕緣體。

絕緣之材料包括氣態（空氣、COCOCOCO2222、 SFSFSFSF6666、、、、氟

氯烷 ）、固態（塑膠、橡膠、紙張、大理

石、雲母）、液態（絕緣油）等。

作業前應先檢查確認絕緣體是否完好無缺。

電氣作業人員使用絕緣用防護具。



28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電氣測定之儀表電氣測定之儀表電氣測定之儀表電氣測定之儀表

絕緣電阻計絕緣電阻計絕緣電阻計絕緣電阻計

洩漏電流檢測計洩漏電流檢測計洩漏電流檢測計洩漏電流檢測計

接地電阻計接地電阻計接地電阻計接地電阻計



29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電路、電氣機具絕緣測定及耐壓測試

低壓電路低壓電路低壓電路低壓電路、、、、電氣機具絕緣測試電氣機具絕緣測試電氣機具絕緣測試電氣機具絕緣測試：
使用500V級之絕緣電阻測定器（高阻計，單位
為百萬歐姆MΩ）檢測。

電氣機具之金屬製外殼與連接電源之導電處
（如插頭、接線端子、線圈等）間之絕緣電阻
（0～∞∞∞∞MΩ）。

所量測之數值愈低，趨近於0MΩ值為絕緣情形
不良、絕緣破壞或有漏電情事。

絕緣電阻值愈高趨近於無限大（∞∞∞∞）））） MΩ，為
絕緣情形良好。

高壓電路高壓電路高壓電路高壓電路、、、、電氣機具之絕緣需經耐壓試驗電氣機具之絕緣需經耐壓試驗電氣機具之絕緣需經耐壓試驗電氣機具之絕緣需經耐壓試驗：
耐壓試驗係以1.5倍之最大使用電壓（須視電
路、電氣機具之種類，選擇使用直流或交流電
壓）予以耐壓測試，應能耐10分鐘。



30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低壓電路之最低絕緣電阻

0.40.40.40.4超過超過超過超過300V300V300V300V

0.20.20.20.2對地電壓超對地電壓超對地電壓超對地電壓超

過過過過150V150V150V150V

0.10.10.10.1對地電壓對地電壓對地電壓對地電壓

150V150V150V150V

以下以下以下以下300V300V300V300V

以下以下以下以下

絕緣電阻絕緣電阻絕緣電阻絕緣電阻

（（（（百萬歐姆百萬歐姆百萬歐姆百萬歐姆MMMMΩΩΩΩ））））

電路電壓電路電壓電路電壓電路電壓



31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從事高壓電路活線作業確實戴用絕緣用防護具
及使用活線作業用器具



32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從事低壓電路活線作業確實戴用絕緣用防

護具及使用活線作業用器具



33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從事接近電路或電路支持物從事敷設、檢查、修理、

油漆等作業及其附屬性作業時，使用絕緣用防護裝備



34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配電箱、機具金屬製外殼及電動機具金屬製
外殼非帶電部分，應依規定予以接地。

配電箱框架及支持固定開關設備之構架
等均應接地。

接地極使用接地用銅棒、銅板及接地
網，應充分埋設於地下，確實與大地連
接。

接地時應採取防止接地連接裝置與電氣
線路連接裝置混淆，及防止接地端子與
電氣線路端子混淆之措施。

接地線應使用全綠色或綠色加黃色線條
之絕緣外皮。避雷器、變壓器、電動機
等設備之接地線以使用裸銅绞線為佳。



35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量測接地電阻

量測接地電阻值特寫

以接地電阻計量測接地電阻以接地電阻計量測接地電阻以接地電阻計量測接地電阻以接地電阻計量測接地電阻



36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接地裝置接地裝置接地裝置接地裝置

接地裝置為避免人員因電氣設備或線路絕緣劣接地裝置為避免人員因電氣設備或線路絕緣劣接地裝置為避免人員因電氣設備或線路絕緣劣接地裝置為避免人員因電氣設備或線路絕緣劣
化化化化、、、、損壞等因素而發生漏電危險損壞等因素而發生漏電危險損壞等因素而發生漏電危險損壞等因素而發生漏電危險。。。。

可分為特種可分為特種可分為特種可分為特種、、、、第一種第一種第一種第一種、、、、第二種第二種第二種第二種、、、、第三種及避雷第三種及避雷第三種及避雷第三種及避雷
器等接地裝置器等接地裝置器等接地裝置器等接地裝置。。。。



37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接地之種類及其接地電阻接地之種類及其接地電阻接地之種類及其接地電阻接地之種類及其接地電阻

301V301V301V301V以上以上以上以上 10 10 10 10 Ω以下以下以下以下

151V151V151V151V至至至至300V     50 300V     50 300V     50 300V     50 Ω以下以下以下以下4.4.4.4.低壓用電設備之金屬接地低壓用電設備之金屬接地低壓用電設備之金屬接地低壓用電設備之金屬接地。。。。

150V150V150V150V以下以下以下以下 100 100 100 100 Ω以下以下以下以下3.3.3.3.儀器儀器儀器儀器（（（（比壓器比壓器比壓器比壓器、、、、比流器比流器比流器比流器））））用之用之用之用之

二次二次二次二次侧侧侧侧接地接地接地接地。。。。

對地電壓對地電壓對地電壓對地電壓 接地電阻接地電阻接地電阻接地電阻1.1.1.1.低壓用電設備接地低壓用電設備接地低壓用電設備接地低壓用電設備接地。。。。

2.2.2.2.內線系統接地內線系統接地內線系統接地內線系統接地。。。。

第三種接地第三種接地第三種接地第三種接地

50505050Ω 以下以下以下以下三相三線式非接地系統供電地區用戶變壓

器之低壓電源系統接地

第二種接地第二種接地第二種接地第二種接地

25252525Ω 以下以下以下以下非接地系統之高壓系統接地第一種接地第一種接地第一種接地第一種接地

10101010Ω 以下以下以下以下高壓用電設備接地特種接地特種接地特種接地特種接地

接地電阻值接地電阻值接地電阻值接地電阻值適適適適 用用用用 處處處處 所所所所接地種類接地種類接地種類接地種類

接地裝置之接地電阻應使用接地電阻測定器量測。

避雷器接地：接地電阻10 10 10 10 Ω 以下以下以下以下



38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接地保護接地保護接地保護接地保護

電氣設備金屬外殼實施接地保護措電氣設備金屬外殼實施接地保護措電氣設備金屬外殼實施接地保護措電氣設備金屬外殼實施接地保護措

施施施施，，，，可將漏電電流引導至大地可將漏電電流引導至大地可將漏電電流引導至大地可將漏電電流引導至大地，，，，保保保保
護人員安全護人員安全護人員安全護人員安全。。。。

變壓器變壓器變壓器變壓器、、、、電動機等電動機等電動機等電動機等

設備金屬外殼接地設備金屬外殼接地設備金屬外殼接地設備金屬外殼接地



39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接地裝置接地裝置接地裝置接地裝置((((續續續續))))

電機具非帶電之金屬外殼電機具非帶電之金屬外殼電機具非帶電之金屬外殼電機具非帶電之金屬外殼
連接綠色接地線後再連接接地銅棒連接綠色接地線後再連接接地銅棒連接綠色接地線後再連接接地銅棒連接綠色接地線後再連接接地銅棒

用電機具非帶電之金屬外殼接地裝置用電機具非帶電之金屬外殼接地裝置用電機具非帶電之金屬外殼接地裝置用電機具非帶電之金屬外殼接地裝置



40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接地參考例接地參考例接地參考例接地參考例

接地接地接地接地

接地銅板接地銅板接地銅板接地銅板

接地銅棒接地銅棒接地銅棒接地銅棒



41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保護裝置

封閉：

將電氣設備封閉。

置於封閉之「分離室」或「開關箱」。

經由絕緣隔板防護。

裝設於距地面至少1.5公尺高。



42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配配配配（（（（分分分分））））電盤電盤電盤電盤、、、、箱設置中隔板隔離開關帶電箱設置中隔板隔離開關帶電箱設置中隔板隔離開關帶電箱設置中隔板隔離開關帶電

部分部分部分部分，，，，下方專設端子台下方專設端子台下方專設端子台下方專設端子台，，，，供分路接線使用供分路接線使用供分路接線使用供分路接線使用。。。。



43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臨時用電設備或線路所使用之配（分）電
盤、箱、插座等設置之相關安全規定



44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電線架高防護電線架高防護電線架高防護電線架高防護



45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接近高壓電線應採取安全距離防護措施



46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電焊作業使用之焊接柄安全面罩電焊作業使用之焊接柄安全面罩電焊作業使用之焊接柄安全面罩電焊作業使用之焊接柄安全面罩、、、、防護手套防護手套防護手套防護手套



47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攜帶型電燈攜帶型電燈攜帶型電燈攜帶型電燈、、、、架空懸垂電燈等架空懸垂電燈等架空懸垂電燈等架空懸垂電燈等

應有防止人員觸及燈座帶電部分之護罩應有防止人員觸及燈座帶電部分之護罩應有防止人員觸及燈座帶電部分之護罩應有防止人員觸及燈座帶電部分之護罩



48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交流低壓小容量交流低壓小容量交流低壓小容量交流低壓小容量用電設備用電設備用電設備用電設備

微波爐

電扇

交流交流交流交流（（（（AC AC AC AC ））））頻率頻率頻率頻率60606060（（（（HZHZHZHZ））））

單相單相單相單相（（（（1111ØØØØ ））））2222線線線線（（（（2W2W2W2W ））））

低壓低壓低壓低壓（（（（110V110V110V110V））））

如如如如：：：：

工作燈工作燈工作燈工作燈、、、、照明燈照明燈照明燈照明燈、、、、收音收音收音收音

機機機機、、、、電扇電扇電扇電扇、、、、通風扇通風扇通風扇通風扇。。。。

電鑽電鑽電鑽電鑽、、、、電鋸電鋸電鋸電鋸、、、、鑿岩機等小鑿岩機等小鑿岩機等小鑿岩機等小

容量用電設備容量用電設備容量用電設備容量用電設備。。。。



49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交流大容量交流大容量交流大容量交流大容量用電設備用電設備用電設備用電設備

空氣壓縮機 電動機

交流交流交流交流（（（（ACACACAC））））頻率頻率頻率頻率60606060（（（（HZHZHZHZ））））

三三三三相相相相（（（（3333ψψψψ））））3333線線線線（（（（3333WWWW）、）、）、）、4444線線線線（（（（4444WWWW））））

低壓低壓低壓低壓 ((((220V220V220V220V/38/38/38/380V0V0V0V))))

高壓高壓高壓高壓（（（（3333KVKVKVKV、、、、4.4.4.4.5KV5KV5KV5KV、、、、6KV6KV6KV6KV、、、、11KV11KV11KV11KV））））

如如如如：：：：

抽水抽水抽水抽水泵泵泵泵、、、、電動機電動機電動機電動機、、、、空壓機空壓機空壓機空壓機、、、、捲楊捲楊捲楊捲楊機等機等機等機等

大容量用電設備大容量用電設備大容量用電設備大容量用電設備。。。。



50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識別電（纜）線

任何任何任何任何之電之電之電之電（（（（纜纜纜纜））））線線線線均均均均應應應應視視視視為帶電為帶電為帶電為帶電。。。。

帶電相線帶電相線帶電相線帶電相線（（（（火線火線火線火線）：）：）：）：

●●●● 電線其外敷之絕緣層顏色為黑色電線其外敷之絕緣層顏色為黑色電線其外敷之絕緣層顏色為黑色電線其外敷之絕緣層顏色為黑色、、、、紅色紅色紅色紅色、、、、藍色藍色藍色藍色或或或或
黃色黃色黃色黃色等均為帶電導線等均為帶電導線等均為帶電導線等均為帶電導線。。。。

中性線中性線中性線中性線（（（（迴路線迴路線迴路線迴路線）：）：）：）：
●●●● 電線外敷之絕緣層顏色為白色或淺灰色電線外敷之絕緣層顏色為白色或淺灰色電線外敷之絕緣層顏色為白色或淺灰色電線外敷之絕緣層顏色為白色或淺灰色。。。。

中性線常使用於中性線常使用於中性線常使用於中性線常使用於110V/220V110V/220V110V/220V110V/220V單相單相單相單相3333線式供電用線式供電用線式供電用線式供電用。。。。

接地線接地線接地線接地線：：：：
●●●● 接地線必須以綠色或綠底加黃色條紋外敷之絕緣接地線必須以綠色或綠底加黃色條紋外敷之絕緣接地線必須以綠色或綠底加黃色條紋外敷之絕緣接地線必須以綠色或綠底加黃色條紋外敷之絕緣

層之銅絞線層之銅絞線層之銅絞線層之銅絞線。。。。或使用不加絕緣外敷之銅絞線或使用不加絕緣外敷之銅絞線或使用不加絕緣外敷之銅絞線或使用不加絕緣外敷之銅絞線。。。。

電電電電纜纜纜纜線為線為線為線為已已已已絕緣之電線其外絕緣之電線其外絕緣之電線其外絕緣之電線其外層再加層再加層再加層再加設絕緣設絕緣設絕緣設絕緣
層保層保層保層保護護護護。。。。



51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低壓分電盤低壓分電盤低壓分電盤低壓分電盤

臨時用電低壓分電盤



52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低壓過載保護裝置低壓過載保護裝置低壓過載保護裝置低壓過載保護裝置

低壓熔絲低壓熔絲低壓熔絲低壓熔絲。。。。

無熔絲開關無熔絲開關無熔絲開關無熔絲開關。。。。

積熱電驛積熱電驛積熱電驛積熱電驛。。。。

低壓熔絲低壓熔絲低壓熔絲低壓熔絲

無熔絲開關無熔絲開關無熔絲開關無熔絲開關

積熱電驛積熱電驛積熱電驛積熱電驛



53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低壓熔絲低壓熔絲低壓熔絲低壓熔絲(Fuse)

• 利用鉛利用鉛利用鉛利用鉛、、、、錫等錫等錫等錫等低熔點金屬合金線受電低熔點金屬合金線受電低熔點金屬合金線受電低熔點金屬合金線受電

流發生高溫會熔斷的特性而動作流發生高溫會熔斷的特性而動作流發生高溫會熔斷的特性而動作流發生高溫會熔斷的特性而動作，，，，具具具具
有切斷電路過電流的功能有切斷電路過電流的功能有切斷電路過電流的功能有切斷電路過電流的功能。。。。



54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低壓無熔絲開關低壓無熔絲開關低壓無熔絲開關低壓無熔絲開關（（（（N F B））））

• 低壓過電流保護用斷路器低壓過電流保護用斷路器低壓過電流保護用斷路器低壓過電流保護用斷路器，，，，當電路當電路當電路當電路

發生短路故障或過載時發生短路故障或過載時發生短路故障或過載時發生短路故障或過載時，，，，能切斷電能切斷電能切斷電能切斷電
路之大電流路之大電流路之大電流路之大電流。。。。

動力用動力用動力用動力用
一一一一般般般般電路用電路用電路用電路用



55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低壓積熱電驛低壓積熱電驛低壓積熱電驛低壓積熱電驛(Th-Ry)

積熱電驛屬過載保護裝置積熱電驛屬過載保護裝置積熱電驛屬過載保護裝置積熱電驛屬過載保護裝置，，，，以雙金以雙金以雙金以雙金

屬片為主要元件屬片為主要元件屬片為主要元件屬片為主要元件。。。。

三相電路之使用三相電路之使用三相電路之使用三相電路之使用，，，，保護如電動機保護如電動機保護如電動機保護如電動機、、、、

電熱等負載電熱等負載電熱等負載電熱等負載。。。。



56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低壓低壓低壓低壓漏電保護裝置漏電保護裝置漏電保護裝置漏電保護裝置
漏電漏電漏電漏電斷斷斷斷路器路器路器路器：：：：

電氣設備或線路發生絕緣不電氣設備或線路發生絕緣不電氣設備或線路發生絕緣不電氣設備或線路發生絕緣不良良良良

造成漏電造成漏電造成漏電造成漏電，，，，使漏電使漏電使漏電使漏電保保保保護裝置動護裝置動護裝置動護裝置動

作作作作，，，，開關動作開關動作開關動作開關動作而而而而切斷切斷切斷切斷電源電源電源電源。。。。

三相用漏電斷路器三相用漏電斷路器三相用漏電斷路器三相用漏電斷路器單相用漏電斷路器單相用漏電斷路器單相用漏電斷路器單相用漏電斷路器



57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避雷裝置避雷裝置避雷裝置避雷裝置

建築物建築物建築物建築物、、、、輸配電線輸配電線輸配電線輸配電線
路遇雷電異常高壓路遇雷電異常高壓路遇雷電異常高壓路遇雷電異常高壓
突波時突波時突波時突波時，，，，瞬間經由瞬間經由瞬間經由瞬間經由
接地導線放電接地導線放電接地導線放電接地導線放電，，，，以以以以
保護建築物及電氣保護建築物及電氣保護建築物及電氣保護建築物及電氣
設備安全設備安全設備安全設備安全。。。。

高壓避雷器高壓避雷器高壓避雷器高壓避雷器

低壓突波吸收器低壓突波吸收器低壓突波吸收器低壓突波吸收器

建築物建築物建築物建築物顶顶顶顶設置避雷針設置避雷針設置避雷針設置避雷針



58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不安全電氣設施不安全電氣設施不安全電氣設施不安全電氣設施

用電超過負荷用電超過負荷用電超過負荷用電超過負荷、、、、配線紊亂均為不安全電氣設施配線紊亂均為不安全電氣設施配線紊亂均為不安全電氣設施配線紊亂均為不安全電氣設施



59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電氣災害之防止電氣災害之防止電氣災害之防止電氣災害之防止

• 作業作業作業作業環境環境環境環境中中中中若充滿可若充滿可若充滿可若充滿可燃燃燃燃燒燒燒燒性性性性、、、、易爆易爆易爆易爆

炸性之液體炸性之液體炸性之液體炸性之液體、、、、氣體或粉塵等氣體或粉塵等氣體或粉塵等氣體或粉塵等存在存在存在存在

時時時時，，，，用電設備用電設備用電設備用電設備須須須須使用防爆型裝置使用防爆型裝置使用防爆型裝置使用防爆型裝置。。。。

• 潮濕作業潮濕作業潮濕作業潮濕作業場場場場所之用電設備所之用電設備所之用電設備所之用電設備，，，，使用防使用防使用防使用防

水水水水型裝置型裝置型裝置型裝置。。。。



60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電氣使用安全電氣使用安全電氣使用安全電氣使用安全

工作人員應瞭解電源電壓工作人員應瞭解電源電壓工作人員應瞭解電源電壓工作人員應瞭解電源電壓((((單相單相單相單相110V110V110V110V、、、、220V220V220V220V或或或或
三相三相三相三相220V220V220V220V、、、、38OV)38OV)38OV)38OV)、、、、電源容量電源容量電源容量電源容量、、、、插座規格等插座規格等插座規格等插座規格等。。。。

電氣設備使用前應知道設備之使用電壓及消耗電氣設備使用前應知道設備之使用電壓及消耗電氣設備使用前應知道設備之使用電壓及消耗電氣設備使用前應知道設備之使用電壓及消耗
電力電力電力電力，，，，以免誤用電壓或過負荷使用以免誤用電壓或過負荷使用以免誤用電壓或過負荷使用以免誤用電壓或過負荷使用。。。。

平時應經常維護及檢查電氣設備平時應經常維護及檢查電氣設備平時應經常維護及檢查電氣設備平時應經常維護及檢查電氣設備；；；；電氣設備若電氣設備若電氣設備若電氣設備若
短期內不再使用短期內不再使用短期內不再使用短期內不再使用，，，，應切斷電源應切斷電源應切斷電源應切斷電源。。。。



61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電氣設備自動檢查與檢點電氣設備自動檢查與檢點電氣設備自動檢查與檢點電氣設備自動檢查與檢點

定期自動檢查高定期自動檢查高定期自動檢查高定期自動檢查高、、、、低壓受配電低壓受配電低壓受配電低壓受配電、、、、分電盤之分電盤之分電盤之分電盤之

動作動作動作動作、、、、用電設備之絕緣用電設備之絕緣用電設備之絕緣用電設備之絕緣、、、、接地電阻及低壓接地電阻及低壓接地電阻及低壓接地電阻及低壓
配電線路配電線路配電線路配電線路。。。。

實施日常或定期檢點能及早發現異常狀況實施日常或定期檢點能及早發現異常狀況實施日常或定期檢點能及早發現異常狀況實施日常或定期檢點能及早發現異常狀況

，，，，保持良好的電氣絕緣保持良好的電氣絕緣保持良好的電氣絕緣保持良好的電氣絕緣。。。。

單相單相單相單相110V110V110V110V插座插座插座插座 單相單相單相單相220V220V220V220V插座插座插座插座 三相三相三相三相220V220V220V220V插座插座插座插座



62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接地工程接地工程接地工程接地工程

A.A.A.A.接地導線施工中接地導線施工中接地導線施工中接地導線施工中 B.B.B.B.接地銅棒施工中接地銅棒施工中接地銅棒施工中接地銅棒施工中

接地線接地線接地線接地線連連連連接接接接

至用電設備至用電設備至用電設備至用電設備

C.C.C.C.接地電阻測接地電阻測接地電阻測接地電阻測量量量量 D.D.D.D.接地電阻接地電阻接地電阻接地電阻量量量量測結果測結果測結果測結果



63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漏電斷路器跳脫漏電斷路器跳脫漏電斷路器跳脫漏電斷路器跳脫測定測定測定測定

高敏感度高敏感度高敏感度高敏感度、、、、高速型漏電斷路器高速型漏電斷路器高速型漏電斷路器高速型漏電斷路器：：：：
額定感度電流額定感度電流額定感度電流額定感度電流30mA   30mA   30mA   30mA   動作時間動作時間動作時間動作時間0.10.10.10.1秒以內秒以內秒以內秒以內

手動測試鈕手動測試鈕手動測試鈕手動測試鈕

漏電指示鈕漏電指示鈕漏電指示鈕漏電指示鈕

開關跳脫後開關跳脫後開關跳脫後開關跳脫後
之復歸按鈕之復歸按鈕之復歸按鈕之復歸按鈕



64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用電管理用電管理用電管理用電管理

用電管理用電管理用電管理用電管理：：：：
•分電盤經常上鎖分電盤經常上鎖分電盤經常上鎖分電盤經常上鎖。。。。
•張貼管理負責人姓名張貼管理負責人姓名張貼管理負責人姓名張貼管理負責人姓名、、、、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
•標示用電注意事項標示用電注意事項標示用電注意事項標示用電注意事項。。。。



65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停電作業停電作業停電作業停電作業

停電須有明確範圍停電須有明確範圍停電須有明確範圍停電須有明確範圍，，，，懸掛懸掛懸掛懸掛
「「「「停電作業中禁止操作停電作業中禁止操作停電作業中禁止操作停電作業中禁止操作」」」」
警告標示警告標示警告標示警告標示，，，，切斷電源並施切斷電源並施切斷電源並施切斷電源並施
以開關加鎖等安全措施以開關加鎖等安全措施以開關加鎖等安全措施以開關加鎖等安全措施。。。。

停電作業應確實停電停電作業應確實停電停電作業應確實停電停電作業應確實停電，，，，以以以以
檢電器檢測有無帶電檢電器檢測有無帶電檢電器檢測有無帶電檢電器檢測有無帶電，，，，做做做做
好短路與接地好短路與接地好短路與接地好短路與接地，，，，實施放電實施放電實施放電實施放電
後後後後，，，，才進行作業才進行作業才進行作業才進行作業。。。。

作業檢點由負責人執行監作業檢點由負責人執行監作業檢點由負責人執行監作業檢點由負責人執行監
督督督督，，，，事前做好安全事前做好安全事前做好安全事前做好安全教育教育教育教育，，，，
作業作業作業作業程序程序程序程序不可不可不可不可省略省略省略省略。。。。

開關開關開關開關加鎖加鎖加鎖加鎖

停停停停

電電電電

作作作作

業業業業

中中中中

禁禁禁禁

止止止止

操操操操

作作作作

警告及標示警告及標示警告及標示警告及標示



66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預防高壓電災害措施預防高壓電災害措施預防高壓電災害措施預防高壓電災害措施

接近高壓電線作業應接近高壓電線作業應接近高壓電線作業應接近高壓電線作業應事先加事先加事先加事先加裝絕緣護套等防護裝絕緣護套等防護裝絕緣護套等防護裝絕緣護套等防護



67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電氣設備非帶電電氣設備非帶電電氣設備非帶電電氣設備非帶電金金金金屬外殼屬外殼屬外殼屬外殼必須施必須施必須施必須施行行行行接地接地接地接地

電流迴路之中性線以白色區分電流迴路之中性線以白色區分電流迴路之中性線以白色區分電流迴路之中性線以白色區分

以綠色絕緣外皮之銅絞線作為接地線以綠色絕緣外皮之銅絞線作為接地線以綠色絕緣外皮之銅絞線作為接地線以綠色絕緣外皮之銅絞線作為接地線

接接接接

地地地地

線線線線

排排排排

中中中中

性性性性

線線線線

排排排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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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感電災害預防感電災害預防感電災害預防感電災害

維維維維

修修修修

請請請請

勿勿勿勿

送送送送

電電電電

電氣電氣電氣電氣維修維修維修維修作業作業作業作業採取採取採取採取掛掛掛掛鎖鎖鎖鎖、、、、吊吊吊吊籤籤籤籤及及及及警告標示警告標示警告標示警告標示



69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用電的個人安全用電的個人安全用電的個人安全用電的個人安全

個人防護裝備個人防護裝備個人防護裝備個人防護裝備個人防護裝備個人防護裝備個人防護裝備個人防護裝備

� 安全安全安全安全眼鏡眼鏡眼鏡眼鏡

� 絕緣手套絕緣手套絕緣手套絕緣手套

� 安全護目安全護目安全護目安全護目鏡鏡鏡鏡((((選擇選擇選擇選擇))))

� 絕緣安全絕緣安全絕緣安全絕緣安全帽帽帽帽((((電工用電工用電工用電工用))))

注意注意注意注意注意注意注意注意：：：：：：：：

電氣作業時電氣作業時電氣作業時電氣作業時，，，，作業人員應先卸下身作業人員應先卸下身作業人員應先卸下身作業人員應先卸下身電氣作業時電氣作業時電氣作業時電氣作業時，，，，作業人員應先卸下身作業人員應先卸下身作業人員應先卸下身作業人員應先卸下身

上所佩帶之上所佩帶之上所佩帶之上所佩帶之上所佩帶之上所佩帶之上所佩帶之上所佩帶之戒指戒指戒指戒指、、、、項鍊項鍊項鍊項鍊、、、、手錶手錶手錶手錶、、、、手手手手

鍊鍊鍊鍊、、、、鑰匙圈鑰匙圈鑰匙圈鑰匙圈、、、、耳環等耳環等耳環等耳環等金屬用品金屬用品金屬用品金屬用品，，，，以以以以金屬用品金屬用品金屬用品金屬用品，，，，以以以以

避免發生感電災害避免發生感電災害避免發生感電災害避免發生感電災害避免發生感電災害避免發生感電災害避免發生感電災害避免發生感電災害。。。。

安全安全安全安全眼鏡眼鏡眼鏡眼鏡

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帽帽帽帽
安全手安全手安全手安全手套套套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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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氣安全防護器具電氣安全防護器具電氣安全防護器具電氣安全防護器具

個人工具的防護個人工具的防護個人工具的防護個人工具的防護個人工具的防護個人工具的防護個人工具的防護個人工具的防護

� 使用使用使用使用合格合格合格合格的絕緣工具的絕緣工具的絕緣工具的絕緣工具。。。。

� 選擇選擇選擇選擇工作上工作上工作上工作上合適合適合適合適的手工具的手工具的手工具的手工具。。。。

� 活活活活線作時線作時線作時線作時，，，，應使用絕緣工具應使用絕緣工具應使用絕緣工具應使用絕緣工具，，，，所使用所使用所使用所使用

之手工具之手工具之手工具之手工具握把握把握把握把部分部分部分部分須無須無須無須無金屬外金屬外金屬外金屬外露露露露。。。。

絕緣防護用品絕緣防護用品絕緣防護用品絕緣防護用品：：：：絕緣防護用品絕緣防護用品絕緣防護用品絕緣防護用品：：：：

絕緣防護用具絕緣防護用具絕緣防護用具絕緣防護用具。。。。

纖維纖維纖維纖維防護防護防護防護毯毯毯毯。。。。

絕緣絕緣絕緣絕緣橡膠墊橡膠墊橡膠墊橡膠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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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電潛伏性危害因素用電潛伏性危害因素用電潛伏性危害因素用電潛伏性危害因素

用電用電用電用電未考慮未考慮未考慮未考慮保護保護保護保護協調協調協調協調：：：：

用電用電用電用電超超超超過保護開關之規格容量過保護開關之規格容量過保護開關之規格容量過保護開關之規格容量，，，，則當則當則當則當短路或短路或短路或短路或
過過過過載載載載時不能及時跳脫保護時不能及時跳脫保護時不能及時跳脫保護時不能及時跳脫保護。。。。

用電用電用電用電超超超超過電線之安全電過電線之安全電過電線之安全電過電線之安全電流流流流值值值值，，，，則極易造成溫則極易造成溫則極易造成溫則極易造成溫

度度度度升升升升高高高高、、、、過熱過熱過熱過熱、、、、絕緣絕緣絕緣絕緣破破破破壞及壞及壞及壞及造成造成造成造成短路事短路事短路事短路事故故故故。。。。

開關容量過大開關容量過大開關容量過大開關容量過大

使用小電流使用小電流使用小電流使用小電流

容量之花線容量之花線容量之花線容量之花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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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氣安全保護裝置電氣安全保護裝置電氣安全保護裝置電氣安全保護裝置

� 過電流保護裝置過電流保護裝置過電流保護裝置過電流保護裝置。。。。

� 漏電保護裝置漏電保護裝置漏電保護裝置漏電保護裝置。。。。

� 交流電焊機自交流電焊機自交流電焊機自交流電焊機自動電擊防止裝置動電擊防止裝置動電擊防止裝置動電擊防止裝置。。。。

� 接地裝置接地裝置接地裝置接地裝置。。。。

� 避雷裝置避雷裝置避雷裝置避雷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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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熔絲開關跳脫處理無熔絲開關跳脫處理無熔絲開關跳脫處理無熔絲開關跳脫處理
跳脫跳脫跳脫跳脫原原原原因因因因：：：：

• 短路或用電量短路或用電量短路或用電量短路或用電量超超超超過開關額定電流過開關額定電流過開關額定電流過開關額定電流。。。。

處處處處理理理理步驟步驟步驟步驟：：：：

• 檢查電路檢查電路檢查電路檢查電路是否是否是否是否短路短路短路短路故障故障故障故障或或或或超載超載超載超載使用使用使用使用，，，，查明查明查明查明原原原原

因因因因，，，，排除故障排除故障排除故障排除故障後後後後予予予予以復歸以復歸以復歸以復歸((((ResetResetResetReset))))使開關定使開關定使開關定使開關定位位位位，，，，

恢恢恢恢復使用復使用復使用復使用 。。。。

無熔絲開關跳脫後操作把手呈水平狀態無熔絲開關跳脫後操作把手呈水平狀態無熔絲開關跳脫後操作把手呈水平狀態無熔絲開關跳脫後操作把手呈水平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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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電斷路器漏電斷路器漏電斷路器漏電斷路器

漏電保護及過漏電保護及過漏電保護及過漏電保護及過載載載載保護裝置保護裝置保護裝置保護裝置
於一於一於一於一體構成體構成體構成體構成漏電斷路器漏電斷路器漏電斷路器漏電斷路器。。。。

漏電斷路器感應電路發生漏電斷路器感應電路發生漏電斷路器感應電路發生漏電斷路器感應電路發生
微小微小微小微小的漏電時的漏電時的漏電時的漏電時，，，，能能能能夠夠夠夠瞬間瞬間瞬間瞬間
將將將將電源自動跳脫斷電電源自動跳脫斷電電源自動跳脫斷電電源自動跳脫斷電，，，，防防防防
止人員受止人員受止人員受止人員受到到到到電電電電擊擊擊擊，，，，保護設保護設保護設保護設
備備備備，，，，達到防達到防達到防達到防止止止止災害災害災害災害發生之發生之發生之發生之
安全裝置安全裝置安全裝置安全裝置。。。。

漏電斷路器應設置於分漏電斷路器應設置於分漏電斷路器應設置於分漏電斷路器應設置於分

路路路路，，，，保護保護保護保護末端末端末端末端負負負負載回載回載回載回路路路路。。。。

漏電斷路器漏電斷路器漏電斷路器漏電斷路器

高感度高感度高感度高感度((((動作動作動作動作30mA)30mA)30mA)30mA)

高速型高速型高速型高速型((((動作時間動作時間動作時間動作時間0.1sec0.1sec0.1sec0.1sec)
例例例例：：：：本設備過載保護為本設備過載保護為本設備過載保護為本設備過載保護為50A50A50A50A

測試測試測試測試

按鈕按鈕按鈕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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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電災害感電災害感電災害感電災害

一一一一、、、、接近或觸及高壓電系統引起感電接近或觸及高壓電系統引起感電接近或觸及高壓電系統引起感電接近或觸及高壓電系統引起感電、、、、觸觸觸觸電電電電災害災害災害災害：：：：

高壓電高壓電高壓電高壓電架空架空架空架空輸配電輸配電輸配電輸配電系統系統系統系統常使用常使用常使用常使用裸裸裸裸線線線線，，，，而而而而埋埋埋埋設於地設於地設於地設於地下下下下管線管線管線管線
之之之之系統系統系統系統其配線其配線其配線其配線則則則則使用使用使用使用耐耐耐耐高壓之絕緣高壓之絕緣高壓之絕緣高壓之絕緣被覆被覆被覆被覆導線導線導線導線。。。。
觸觸觸觸及帶電之高壓電線或導及帶電之高壓電線或導及帶電之高壓電線或導及帶電之高壓電線或導體會引起觸體會引起觸體會引起觸體會引起觸電電電電災害災害災害災害。。。。
從從從從事事事事移移移移動式動式動式動式起重起重起重起重機機機機吊吊吊吊掛掛掛掛、、、、混凝土泵送混凝土泵送混凝土泵送混凝土泵送管等作業管等作業管等作業管等作業時時時時，，，，
過於過於過於過於接接接接近近近近高壓電線時常高壓電線時常高壓電線時常高壓電線時常會引起會引起會引起會引起感電感電感電感電災害災害災害災害。。。。
未未未未與高壓電保持安全與高壓電保持安全與高壓電保持安全與高壓電保持安全距離距離距離距離，，，，近近近近接時因感應接時因感應接時因感應接時因感應會引起會引起會引起會引起感感感感
電電電電災害災害災害災害。。。。

二二二二、、、、觸觸觸觸及低壓電及低壓電及低壓電及低壓電引起觸電災害引起觸電災害引起觸電災害引起觸電災害：：：：

從從從從事作業時接事作業時接事作業時接事作業時接觸觸觸觸低壓電低壓電低壓電低壓電引起觸引起觸引起觸引起觸電電電電災害災害災害災害。。。。
作業中誤作業中誤作業中誤作業中誤觸觸觸觸低壓電線或電氣機具帶電低壓電線或電氣機具帶電低壓電線或電氣機具帶電低壓電線或電氣機具帶電體體體體而感電而感電而感電而感電。。。。
碰觸碰觸碰觸碰觸電力設備低壓帶電電力設備低壓帶電電力設備低壓帶電電力設備低壓帶電部部部部分而感電分而感電分而感電分而感電。。。。
操作電源開關操作電源開關操作電源開關操作電源開關、、、、插插插插頭頭頭頭時時時時碰觸碰觸碰觸碰觸帶電帶電帶電帶電體體體體而感電而感電而感電而感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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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感電之對策防止感電之對策防止感電之對策防止感電之對策

電氣作業電氣作業電氣作業電氣作業（（（（裝裝裝裝拆拆拆拆電線電線電線電線））））應確實停電切斷電路後應確實停電切斷電路後應確實停電切斷電路後應確實停電切斷電路後
方方方方可作業可作業可作業可作業。

停電作業應停電作業應停電作業應停電作業應將將將將開關確實切開關確實切開關確實切開關確實切離離離離，，，，以以以以驗驗驗驗電器檢電電器檢電電器檢電電器檢電，，，，
並設置短路接地線並設置短路接地線並設置短路接地線並設置短路接地線防防防防止止止止逆送逆送逆送逆送電電電電。

當當當當維維維維修修修修時確時確時確時確認認認認電源電源電源電源已已已已切斷切斷切斷切斷，，，，該處該處該處該處開關開關開關開關予予予予以上以上以上以上

鎖鎖鎖鎖，，，，並並並並設置禁止設置禁止設置禁止設置禁止送送送送電電電電、、、、停電作業等警告標示停電作業等警告標示停電作業等警告標示停電作業等警告標示。

設置監設置監設置監設置監視視視視人員監人員監人員監人員監視視視視作業過作業過作業過作業過程程程程。

活活活活線作業時線作業時線作業時線作業時，，，，作業人員作業人員作業人員作業人員應使用絕緣應使用絕緣應使用絕緣應使用絕緣防防防防護具護具護具護具。

作業時不可接作業時不可接作業時不可接作業時不可接觸觸觸觸帶電線路或帶電導帶電線路或帶電導帶電線路或帶電導帶電線路或帶電導體體體體。

帶電之電線應實施絕緣並帶電之電線應實施絕緣並帶電之電線應實施絕緣並帶電之電線應實施絕緣並防防防防止人員止人員止人員止人員觸觸觸觸及及及及。

電氣設備非帶電之金屬外殼應接地電氣設備非帶電之金屬外殼應接地電氣設備非帶電之金屬外殼應接地電氣設備非帶電之金屬外殼應接地。

臨臨臨臨時用電分路應裝設漏電斷路器時用電分路應裝設漏電斷路器時用電分路應裝設漏電斷路器時用電分路應裝設漏電斷路器。



77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防止誤觸低壓電引起感電之對策防止誤觸低壓電引起感電之對策防止誤觸低壓電引起感電之對策防止誤觸低壓電引起感電之對策

裝拆電線應以停電作業為裝拆電線應以停電作業為裝拆電線應以停電作業為裝拆電線應以停電作業為主主主主。

停電作業應將開關停電作業應將開關停電作業應將開關停電作業應將開關確實切確實切確實切確實切離離離離，，，，並並並並以驗電器以驗電器以驗電器以驗電器
檢電以防止檢電以防止檢電以防止檢電以防止逆逆逆逆送電送電送電送電。

維修維修維修維修時時時時開關處上開關處上開關處上開關處上鎖鎖鎖鎖，，，，設置設置設置設置禁禁禁禁止送電止送電止送電止送電、、、、停電停電停電停電
作業等作業等作業等作業等標示標示標示標示。

設置設置設置設置監視監視監視監視人員人員人員人員監視監視監視監視作業作業作業作業。

活活活活線作業時應線作業時應線作業時應線作業時應確實確實確實確實使用絕緣防護具使用絕緣防護具使用絕緣防護具使用絕緣防護具。

不不不不可可可可接觸帶電線路或帶電體接觸帶電線路或帶電體接觸帶電線路或帶電體接觸帶電線路或帶電體。

帶電之電線應絕緣帶電之電線應絕緣帶電之電線應絕緣帶電之電線應絕緣並並並並高架高架高架高架。

電氣設備非帶電之金屬外殼應接地電氣設備非帶電之金屬外殼應接地電氣設備非帶電之金屬外殼應接地電氣設備非帶電之金屬外殼應接地。

臨臨臨臨時用電時用電時用電時用電各各各各分路裝設漏電分路裝設漏電分路裝設漏電分路裝設漏電斷斷斷斷路器路器路器路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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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用電各分路裝設漏電斷路器臨時用電各分路裝設漏電斷路器臨時用電各分路裝設漏電斷路器臨時用電各分路裝設漏電斷路器

臨臨臨臨時用電分路其分電盤開關時用電分路其分電盤開關時用電分路其分電盤開關時用電分路其分電盤開關箱箱箱箱裝設漏電裝設漏電裝設漏電裝設漏電
斷路器斷路器斷路器斷路器、、、、金屬外殼連接接地線金屬外殼連接接地線金屬外殼連接接地線金屬外殼連接接地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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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氣事故緊急應變電氣事故緊急應變電氣事故緊急應變電氣事故緊急應變
隔離隔離隔離隔離、、、、關關關關斷斷斷斷電源電源電源電源：：：：

• 發現有人感電時發現有人感電時發現有人感電時發現有人感電時，，，，不危害到自身安全情況下不危害到自身安全情況下不危害到自身安全情況下不危害到自身安全情況下，，，，儘速利用絕緣物儘速利用絕緣物儘速利用絕緣物儘速利用絕緣物

移開被電擊者或所接觸到的帶電物移開被電擊者或所接觸到的帶電物移開被電擊者或所接觸到的帶電物移開被電擊者或所接觸到的帶電物，，，，或關閉電源或關閉電源或關閉電源或關閉電源。。。。

• 緊急呼救緊急呼救緊急呼救緊急呼救，，，，並請人通報並請人通報並請人通報並請人通報119119119119請求支援請求支援請求支援請求支援。。。。

• 實施實施實施實施CPRCPRCPRCPR急救並徵詢在場曾經急救訓練之人員協助擔任急救急救並徵詢在場曾經急救訓練之人員協助擔任急救急救並徵詢在場曾經急救訓練之人員協助擔任急救急救並徵詢在場曾經急救訓練之人員協助擔任急救。。。。

• 若傷者有灼傷現象若傷者有灼傷現象若傷者有灼傷現象若傷者有灼傷現象，，，，移除身上束縛物移除身上束縛物移除身上束縛物移除身上束縛物，，，，送醫急救送醫急救送醫急救送醫急救。。。。

• 俟妥善處理傷者後俟妥善處理傷者後俟妥善處理傷者後俟妥善處理傷者後，，，，將傷者之傷害情況及處理過程等資訊提供將傷者之傷害情況及處理過程等資訊提供將傷者之傷害情況及處理過程等資訊提供將傷者之傷害情況及處理過程等資訊提供

醫護人員參考醫護人員參考醫護人員參考醫護人員參考。。。。

關閉電源或利用絕緣物關閉電源或利用絕緣物關閉電源或利用絕緣物關閉電源或利用絕緣物

移開帶電物或被電擊者移開帶電物或被電擊者移開帶電物或被電擊者移開帶電物或被電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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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氣設施檢查方法及重點電氣設施檢查方法及重點電氣設施檢查方法及重點電氣設施檢查方法及重點

檢檢檢檢查查查查用電及配電設備有用電及配電設備有用電及配電設備有用電及配電設備有無異聲無異聲無異聲無異聲或或或或噪噪噪噪音等音等音等音等。。。。

檢檢檢檢查查查查用電及配電設備有用電及配電設備有用電及配電設備有用電及配電設備有無異無異無異無異常常常常情情情情形形形形、、、、溫度溫度溫度溫度

是否是否是否是否過高過高過高過高((((對對對對接點接點接點接點、、、、電線電線電線電線、、、、用電設備之外表用電設備之外表用電設備之外表用電設備之外表以目視檢以目視檢以目視檢以目視檢
查查查查有無燒焦有無燒焦有無燒焦有無燒焦、、、、炭化等情形炭化等情形炭化等情形炭化等情形。。。。或利用溫度計或利用溫度計或利用溫度計或利用溫度計、、、、紅外線測溫器紅外線測溫器紅外線測溫器紅外線測溫器
遙控檢測用電設備遙控檢測用電設備遙控檢測用電設備遙控檢測用電設備、、、、電氣機具之電氣機具之電氣機具之電氣機具之溫度溫度溫度溫度)))) 。。。。

檢檢檢檢查查查查用電及配電設備其外殼有用電及配電設備其外殼有用電及配電設備其外殼有用電及配電設備其外殼有無無無無帶電帶電帶電帶電、、、、對對對對
地地地地有有有有無無無無電壓電壓電壓電壓、、、、有有有有無無無無漏電漏電漏電漏電（（（（使用驗電器具實施檢使用驗電器具實施檢使用驗電器具實施檢使用驗電器具實施檢

測測測測））））。。。。

檢檢檢檢查查查查用電及配電設備其用電電流有用電及配電設備其用電電流有用電及配電設備其用電電流有用電及配電設備其用電電流有無超載無超載無超載無超載
（（（（使用電流表檢測電流使用電流表檢測電流使用電流表檢測電流使用電流表檢測電流））））。。。。

檢檢檢檢查查查查電氣設備之安全電氣設備之安全電氣設備之安全電氣設備之安全保保保保護裝置其動作護裝置其動作護裝置其動作護裝置其動作是否是否是否是否
正正正正常常常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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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氣設施檢查實例電氣設施檢查實例電氣設施檢查實例電氣設施檢查實例

發現缺失發現缺失發現缺失發現缺失：：：：現場臨時用電直接現場臨時用電直接現場臨時用電直接現場臨時用電直接

由變壓器接出未經開關由變壓器接出未經開關由變壓器接出未經開關由變壓器接出未經開關、、、、漏電漏電漏電漏電

斷路器保護斷路器保護斷路器保護斷路器保護、、、、電線置放地面電線置放地面電線置放地面電線置放地面、、、、

用電未由專人管理用電未由專人管理用電未由專人管理用電未由專人管理、、、、分電盤開分電盤開分電盤開分電盤開

關外露關外露關外露關外露，，，，未設護蓋未設護蓋未設護蓋未設護蓋。。。。

發現缺失發現缺失發現缺失發現缺失：：：：現場臨時用電線路現場臨時用電線路現場臨時用電線路現場臨時用電線路

置放地面置放地面置放地面置放地面，，，，受外力致絕緣遭破受外力致絕緣遭破受外力致絕緣遭破受外力致絕緣遭破

壞造成短路及漏電壞造成短路及漏電壞造成短路及漏電壞造成短路及漏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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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氣設施檢查實例電氣設施檢查實例電氣設施檢查實例電氣設施檢查實例

發現缺失發現缺失發現缺失發現缺失：：：：

現場臨時用電現場臨時用電現場臨時用電現場臨時用電220V220V220V220V及及及及110V110V110V110V之插座均為之插座均為之插座均為之插座均為HHHH型型型型易造成誤用易造成誤用易造成誤用易造成誤用。。。。

用電過負荷致電線用電過負荷致電線用電過負荷致電線用電過負荷致電線、、、、插座有短路電灼插座有短路電灼插座有短路電灼插座有短路電灼痕痕痕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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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電焊機引起感電災害原因交流電焊機引起感電災害原因交流電焊機引起感電災害原因交流電焊機引起感電災害原因

電焊機漏電電焊機漏電電焊機漏電電焊機漏電(內內內內部絕緣不部絕緣不部絕緣不部絕緣不良良良良) 。。。。
電焊機外殼接地不電焊機外殼接地不電焊機外殼接地不電焊機外殼接地不良良良良或或或或未未未未接地接地接地接地。。。。

電焊機電焊機電焊機電焊機二次側二次側二次側二次側工作電壓過高工作電壓過高工作電壓過高工作電壓過高。。。。

電焊焊接柄絕緣不電焊焊接柄絕緣不電焊焊接柄絕緣不電焊焊接柄絕緣不良良良良。。。。

帶電之電焊帶電之電焊帶電之電焊帶電之電焊條條條條觸及工作人員觸及工作人員觸及工作人員觸及工作人員。。。。

焊接作業焊接作業焊接作業焊接作業附附附附近之工作人員接觸帶電金屬近之工作人員接觸帶電金屬近之工作人員接觸帶電金屬近之工作人員接觸帶電金屬

導體導體導體導體（（（（因因因因迷走迷走迷走迷走電流造成電流造成電流造成電流造成））））而感電而感電而感電而感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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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電焊機之自動電擊防止裝置交流電焊機之自動電擊防止裝置交流電焊機之自動電擊防止裝置交流電焊機之自動電擊防止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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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電焊機之自動電擊防止裝置交流電焊機之自動電擊防止裝置交流電焊機之自動電擊防止裝置交流電焊機之自動電擊防止裝置
從從從從事事事事交交交交流電流電流電流電弧弧弧弧電電電電焊焊焊焊機機機機焊焊焊焊接接接接
作業作業作業作業，，，，因作業人員手持之因作業人員手持之因作業人員手持之因作業人員手持之
焊焊焊焊接接接接握柄握柄握柄握柄電壓接電壓接電壓接電壓接近近近近80808080～～～～
100V100V100V100V，，，，當焊當焊當焊當焊接中斷於接中斷於接中斷於接中斷於移移移移動動動動
或或或或更換焊更換焊更換焊更換焊條時條時條時條時，，，，極易極易極易極易接接接接觸觸觸觸
作業人員之作業人員之作業人員之作業人員之身體身體身體身體而發生感而發生感而發生感而發生感
電電電電災害災害災害災害。。。。
電電電電焊焊焊焊作業作業作業作業極極極極具危險性具危險性具危險性具危險性，，，，故故故故
於於於於交交交交流電流電流電流電焊焊焊焊機裝置自動電機裝置自動電機裝置自動電機裝置自動電
擊防擊防擊防擊防止裝置止裝置止裝置止裝置，，，，使使使使焊焊焊焊接接接接握柄握柄握柄握柄
上之電壓上之電壓上之電壓上之電壓降降降降為安全電壓為安全電壓為安全電壓為安全電壓，，，，
保護作業人員保護作業人員保護作業人員保護作業人員防防防防止發生止發生止發生止發生災災災災
害害害害 。。。。
檢測檢測檢測檢測方方方方式式式式：：：：焊焊焊焊條條條條舉起舉起舉起舉起停止停止停止停止
焊焊焊焊接作業接作業接作業接作業，，，，電電電電焊焊焊焊機二機二機二機二次次次次侧侧侧侧
電壓為電壓為電壓為電壓為22225555伏伏伏伏特特特特（（（（V））））以以以以下下下下，，，，
表表表表示自動電示自動電示自動電示自動電擊防擊防擊防擊防止裝置之止裝置之止裝置之止裝置之
功功功功能能能能正正正正常常常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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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測交流電焊機應設自動電擊防止裝置檢測交流電焊機應設自動電擊防止裝置檢測交流電焊機應設自動電擊防止裝置檢測交流電焊機應設自動電擊防止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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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現場交流電焊機之缺失作業現場交流電焊機之缺失作業現場交流電焊機之缺失作業現場交流電焊機之缺失

發現缺失發現缺失發現缺失發現缺失：：：：

電電電電焊焊焊焊機機機機一次側一次側一次側一次側未經漏電斷路器保護未經漏電斷路器保護未經漏電斷路器保護未經漏電斷路器保護、、、、金屬外金屬外金屬外金屬外殼殼殼殼未實施接地未實施接地未實施接地未實施接地。。。。

電電電電焊焊焊焊機機機機二次側二次側二次側二次側出線出線出線出線端端端端未未未未予予予予以絕緣以絕緣以絕緣以絕緣防防防防護護護護。。。。

電電電電焊焊焊焊機未機未機未機未裝裝裝裝設自動電擊設自動電擊設自動電擊設自動電擊防止裝防止裝防止裝防止裝置或自動電擊置或自動電擊置或自動電擊置或自動電擊防止裝防止裝防止裝防止裝置未置未置未置未能能能能作用作用作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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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電災害案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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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電災害案例感電災害案例感電災害案例感電災害案例
感電災害造成作業人員死傷外，同時也造成了停電
事故。

電力輸配電線外線作業發生之職災，約佔感電災害
30%。

移動式起重機、挖土機等機具作業時誤觸電力線路
而肇災，約佔感電災害15%。

電動機具漏電造成感電災害，約佔感電災害35%。

電焊機之電弧熔接作業感電災害，約佔感電災害
15%。

室內配線施工作業感電災害，約佔感電災害5%。

低壓感電低壓感電低壓感電低壓感電災害比例佔災害比例佔災害比例佔災害比例佔55%55%55%55%。。。。

高壓感電高壓感電高壓感電高壓感電災害比例佔災害比例佔災害比例佔災害比例佔45%45%4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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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氣災害

電線短路電線短路電線短路電線短路造成造成造成造成之之之之災害災害災害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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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氣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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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電災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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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電案例

竊盜電線，偷竊者偷剪廠房電纜線，遭
高壓電當場電斃。

作業人員清理蓄水池時，一人觸及漏電
之抽水泵，旁邊二人欲搶救時受波及，
造成罹災三人因心臟麻痺，急救無效。

修理冰箱時遭220伏特電流電擊，全身僵
硬不動，經送醫已回天乏術。

修理電動機具時，未關閉電源，致作業
人員受到電擊。

作業人員裝潢施工時，手持110伏特電動
砂輪機，因電動機具漏電造成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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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氣漏電災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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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教師觸電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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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實驗室火災案例
○○大學的一間實驗室室，於清晨發生火警，
火勢延燒迅速並波及一旁的配電室，雖然消防
隊及時趕到撲滅火勢，沒有人員受傷，不過估
計損失高達數百萬。

鑑識人員進入火場查看，整間實驗室被燒得焦
黑一片面目全非，由於火警發生時，實驗室裏
並沒有人，消防隊員懷疑起火的原因，應該是
電線走火。

這場實驗室火警沒有造成任何人員傷亡，不過
確切的損失和起火原因，還在調查，但校方會
盡快修復，避免影響學生受教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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觸電成癱災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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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近接近接近接近25KV25KV25KV25KV高壓電線感電災害高壓電線感電災害高壓電線感電災害高壓電線感電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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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電焊作業時誤觸焊條裸露部分
發生感電災害

行業種行業種行業種行業種類類類類：：：：金屬金屬金屬金屬製品製造製品製造製品製造製品製造業業業業
災害類災害類災害類災害類型型型型：：：：感電感電感電感電
媒媒媒媒 介介介介 物物物物：：：：電電電電弧弧弧弧熔接熔接熔接熔接交交交交流電流電流電流電焊焊焊焊機機機機
罹災情形罹災情形罹災情形罹災情形：：：：1111人人人人死亡死亡死亡死亡
災害災害災害災害發生經過發生經過發生經過發生經過：：：：
○○○○○○○○年八月六日上午八時上班後年八月六日上午八時上班後年八月六日上午八時上班後年八月六日上午八時上班後，Ａ，Ａ，Ａ，Ａ公司勞工甲公司勞工甲公司勞工甲公司勞工甲、、、、勞工乙勞工乙勞工乙勞工乙、、、、勞工丙等勞工丙等勞工丙等勞工丙等

三人於三人於三人於三人於ＢＢＢＢ公司安裝烤箱公司安裝烤箱公司安裝烤箱公司安裝烤箱；；；；由勞工乙與勞工丙使用一台電焊機於烤箱上由勞工乙與勞工丙使用一台電焊機於烤箱上由勞工乙與勞工丙使用一台電焊機於烤箱上由勞工乙與勞工丙使用一台電焊機於烤箱上

方從事點焊作業方從事點焊作業方從事點焊作業方從事點焊作業，，，，勞工甲則使用另一台電焊機於烤箱旁邊從事點焊作勞工甲則使用另一台電焊機於烤箱旁邊從事點焊作勞工甲則使用另一台電焊機於烤箱旁邊從事點焊作勞工甲則使用另一台電焊機於烤箱旁邊從事點焊作

業業業業；；；；下午七時三十分左右下午七時三十分左右下午七時三十分左右下午七時三十分左右，，，，因勞工乙未聽到勞工甲點焊作業聲音因勞工乙未聽到勞工甲點焊作業聲音因勞工乙未聽到勞工甲點焊作業聲音因勞工乙未聽到勞工甲點焊作業聲音，，，，即即即即

爬上烤箱上方查看爬上烤箱上方查看爬上烤箱上方查看爬上烤箱上方查看，，，，發現勞工甲昏倒在烤箱上方發現勞工甲昏倒在烤箱上方發現勞工甲昏倒在烤箱上方發現勞工甲昏倒在烤箱上方，，，，勞工乙立即打電話勞工乙立即打電話勞工乙立即打電話勞工乙立即打電話

叫救護車叫救護車叫救護車叫救護車，，，，急送醫院急救急送醫院急救急送醫院急救急送醫院急救，，，，於送醫途中不治死亡於送醫途中不治死亡於送醫途中不治死亡於送醫途中不治死亡。。。。

災害原災害原災害原災害原因分因分因分因分析析析析：：：：
勞勞勞勞工工工工甲甲甲甲於於於於烤箱烤箱烤箱烤箱上上上上從從從從事電事電事電事電焊焊焊焊作業作業作業作業，，，，未未未未有有有有足夠足夠足夠足夠之之之之活活活活動動動動空空空空
間間間間，，，，且所且所且所且所使用之使用之使用之使用之交交交交流電流電流電流電焊焊焊焊機機機機未未未未裝置自動電裝置自動電裝置自動電裝置自動電擊防擊防擊防擊防止裝止裝止裝止裝
置置置置，，，，勞勞勞勞工工工工甲甲甲甲誤誤誤誤觸觸觸觸電電電電焊焊焊焊時時時時焊焊焊焊條條條條裸露部份裸露部份裸露部份裸露部份，，，，致致致致感電感電感電感電
致死致死致死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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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電災害案例

罹災者作業時疑碰觸
裸露電線遭感電

研判罹災者作業前關閉
標示「抽水機」開關 ，
經查為加壓馬達開關，
非 維 修 之 抽 水 馬 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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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電災害案例

工區內電容器之控制盤

研判使用之毛刷上附有雜

質，或所包覆鐵器部分之膠

帶破損，致產生電弧

檢查及清理控制盤使用之毛

刷；鐵器部分以膠帶包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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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電災害案例

疑似感電位置纏繞絕緣電線感電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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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構電焊工程感電致死職災案例鋼構電焊工程感電致死職災案例鋼構電焊工程感電致死職災案例鋼構電焊工程感電致死職災案例

災害類災害類災害類災害類型型型型：：：：感電感電感電感電

災害媒介災害媒介災害媒介災害媒介物物物物：：：：電電電電弧弧弧弧熔接設備熔接設備熔接設備熔接設備

罹災情形罹災情形罹災情形罹災情形：：：：死亡死亡死亡死亡1111人人人人

作業使用之作業使用之作業使用之作業使用之交交交交流電流電流電流電焊焊焊焊機機機機未未未未裝設自動電裝設自動電裝設自動電裝設自動電擊防擊防擊防擊防止裝止裝止裝止裝
置置置置，，，，人員因接人員因接人員因接人員因接觸觸觸觸帶電之帶電之帶電之帶電之焊焊焊焊條而感電條而感電條而感電條而感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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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線接線工作感電致死職災案例電線接線工作感電致死職災案例電線接線工作感電致死職災案例電線接線工作感電致死職災案例

災害類災害類災害類災害類型型型型：：：：感電感電感電感電

災害媒介災害媒介災害媒介災害媒介物物物物：：：：輸配電線路輸配電線路輸配電線路輸配電線路

罹災情形罹災情形罹災情形罹災情形：：：：死亡死亡死亡死亡1111人人人人

作業時作業時作業時作業時未未未未斷電斷電斷電斷電即即即即實施實施實施實施活活活活線作業線作業線作業線作業，，，，未未未未使用絕緣工具使用絕緣工具使用絕緣工具使用絕緣工具
及及及及防防防防護具護具護具護具，，，，因人員接因人員接因人員接因人員接觸觸觸觸帶電電線而感電帶電電線而感電帶電電線而感電帶電電線而感電肇災肇災肇災肇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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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從從從事配電外線作業事配電外線作業事配電外線作業事配電外線作業調整調整調整調整電電電電桿桿桿桿時接時接時接時接觸觸觸觸高壓電感電高壓電感電高壓電感電高壓電感電災害災害災害災害

 1 

        從事配電外線作業調整電桿時接觸高壓電感電災害從事配電外線作業調整電桿時接觸高壓電感電災害從事配電外線作業調整電桿時接觸高壓電感電災害從事配電外線作業調整電桿時接觸高壓電感電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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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動工具電動工具電動工具電動工具漏漏漏漏電致感電致死職災案例電致感電致死職災案例電致感電致死職災案例電致感電致死職災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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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提電鑽漏電發生感電災害

 

作業人員以作業人員以作業人員以作業人員以鐵鐵鐵鐵絲絲絲絲勾掛勾掛勾掛勾掛電電電電鑽鑽鑽鑽，，，，電電電電鑽鑽鑽鑽外外外外殼殼殼殼破破破破損損損損。。。。

絕緣電阻測絕緣電阻測絕緣電阻測絕緣電阻測定定定定器檢測電器檢測電器檢測電器檢測電鑽內部鑽內部鑽內部鑽內部帶電帶電帶電帶電部部部部分分分分與與與與金屬外金屬外金屬外金屬外殼殼殼殼導通導通導通導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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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觸高壓電發生感電災害

 

作業人員未以絕緣作業人員未以絕緣作業人員未以絕緣作業人員未以絕緣防防防防護護護護裝裝裝裝置操作高壓電設備置操作高壓電設備置操作高壓電設備置操作高壓電設備而而而而感電感電感電感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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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重機起重機起重機起重機、、、、挖土機作業時誤觸電力線路挖土機作業時誤觸電力線路挖土機作業時誤觸電力線路挖土機作業時誤觸電力線路

肇災肇災肇災肇災感電案例感電案例感電案例感電案例
一般最常見之11.4kV及69kV架空輸配電線，其高度大
約在二層樓高至五層樓高之間，曾經發生過相當多件
起重機、挖土機等機具作業時誤觸電力線路而肇災案
例，造成人員傷亡的感電災害或停電事故。

都市地區輸配電力系統已採用地下電纜方式，挖土機
具於工程施工時常有開挖誤觸地下電力線路肇災案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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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動式起重機因誤觸高壓電線導致移動式起重機因誤觸高壓電線導致移動式起重機因誤觸高壓電線導致移動式起重機因誤觸高壓電線導致

勞工感電傷亡案例特別多勞工感電傷亡案例特別多勞工感電傷亡案例特別多勞工感電傷亡案例特別多

台灣地區的電力輸送方式，目前大多以架空電
線方式輸送，因此移動式起重機之作業工作環
境周圍經常會有架空電線經過，如在營建工地
吊升物件，或在建築物上裝設廣告看板及大型
鐵窗等吊掛作業，起重機之伸臂或吊拉之物
件，經常有越過或接近架空電線之情形，如未
保持適當之安全距離，一不小心太靠近或碰觸
該架空電線，即有可能發生觸電的致命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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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重起重起重起重機機機機吊舉鐵窗吊舉鐵窗吊舉鐵窗吊舉鐵窗時時時時碰觸碰觸碰觸碰觸11.11.11.11.4k4k4k4kVVVV架空架空架空架空高壓電線感電高壓電線感電高壓電線感電高壓電線感電案例案例案例案例

甲企業公司承攬某住宅正面外牆鐵窗安裝工程，租用
乙起重公司移動式起重機一部連同操作員配合鐵窗安
裝作業，雇主Ａ君帶同勞工Ｂ君等三人在工地四樓安
裝鐵窗，Ａ君站在鐵窗外面鎖緊固定螺栓，其餘三人
在四樓室內協助固定鐵窗，中午12時已將四樓鐵窗固
定，欲將吊舉鐵窗之兩條長2.4公尺長鋼索拆卸後交
由Ａ君掛回起重機之吊鉤，12時15分許，掛回第一條
鋼索後，將第二條固定於鐵窗之鋼索一端解開，再交
由雇主Ａ君掛回掛鉤時，移動式起重機吊臂觸及距四
樓外牆水平距離約2公尺之11.4kV架空高壓電線造成
四人同遭電擊，勞工Ｃ君右手臂遭電擊灼傷，勞工Ｄ
君雙手姆指及雙腳遭電擊灼傷，雇主Ａ君、勞工Ｂ君
二人送醫急救無效死亡。 （2死2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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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重起重起重起重機機機機吊運吊運吊運吊運時時時時吊臂碰觸吊臂碰觸吊臂碰觸吊臂碰觸69k69k69k69kVVVV架空架空架空架空高壓電線感電高壓電線感電高壓電線感電高壓電線感電案例案例案例案例

某園藝公司承攬南投縣風景區管理所之水泥某園藝公司承攬南投縣風景區管理所之水泥某園藝公司承攬南投縣風景區管理所之水泥某園藝公司承攬南投縣風景區管理所之水泥

垃圾桶製造安裝工作垃圾桶製造安裝工作垃圾桶製造安裝工作垃圾桶製造安裝工作，，，，該公司積載型移動式該公司積載型移動式該公司積載型移動式該公司積載型移動式

起重機起重機起重機起重機（（（（吊卡車吊卡車吊卡車吊卡車））））操作員甲載運操作員甲載運操作員甲載運操作員甲載運24242424個水泥製個水泥製個水泥製個水泥製

垃圾桶往霧社至清境農場間道路安裝垃圾桶往霧社至清境農場間道路安裝垃圾桶往霧社至清境農場間道路安裝垃圾桶往霧社至清境農場間道路安裝，，，，操作操作操作操作

員甲站在貨車右側操作吊臂員甲站在貨車右側操作吊臂員甲站在貨車右側操作吊臂員甲站在貨車右側操作吊臂，，，，吊放第吊放第吊放第吊放第13131313個垃個垃個垃個垃

圾桶時圾桶時圾桶時圾桶時，，，，吊舉垃圾桶之起重機吊臂觸及距地吊舉垃圾桶之起重機吊臂觸及距地吊舉垃圾桶之起重機吊臂觸及距地吊舉垃圾桶之起重機吊臂觸及距地

面約面約面約面約7777公尺上方之公尺上方之公尺上方之公尺上方之69kV69kV69kV69kV架空高壓電線架空高壓電線架空高壓電線架空高壓電線，，，，致操作致操作致操作致操作

員甲感電死亡員甲感電死亡員甲感電死亡員甲感電死亡，，，，貨車右前輪及左右後輪皆有貨車右前輪及左右後輪皆有貨車右前輪及左右後輪皆有貨車右前輪及左右後輪皆有

燒毀現象燒毀現象燒毀現象燒毀現象。。。。（（（（1111死死死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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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重起重起重起重機機機機吊運鋼筋吊臂碰觸吊運鋼筋吊臂碰觸吊運鋼筋吊臂碰觸吊運鋼筋吊臂碰觸11.11.11.11.4k4k4k4kVVVV架空架空架空架空高壓電線感電高壓電線感電高壓電線感電高壓電線感電
案例案例案例案例

操作員操作員操作員操作員AAAA君由積載型移動式起重機君由積載型移動式起重機君由積載型移動式起重機君由積載型移動式起重機（（（（吊卡吊卡吊卡吊卡

車車車車））））上上上上，，，，吊起一束長吊起一束長吊起一束長吊起一束長13131313公尺之鋼筋公尺之鋼筋公尺之鋼筋公尺之鋼筋，，，，欲放欲放欲放欲放

置於地面上置於地面上置於地面上置於地面上，，，，勞工勞工勞工勞工BBBB君與君與君與君與CCCC君君君君，，，，分別位於鋼分別位於鋼分別位於鋼分別位於鋼

筋束兩端筋束兩端筋束兩端筋束兩端，，，，以手按著鋼筋以手按著鋼筋以手按著鋼筋以手按著鋼筋，，，，以免晃動以免晃動以免晃動以免晃動，，，，使使使使

鋼筋能放於地面固定位置鋼筋能放於地面固定位置鋼筋能放於地面固定位置鋼筋能放於地面固定位置，，，，突然起重機吊突然起重機吊突然起重機吊突然起重機吊

臂觸及距地面約臂觸及距地面約臂觸及距地面約臂觸及距地面約10101010公尺上方之公尺上方之公尺上方之公尺上方之11.4kV11.4kV11.4kV11.4kV架空架空架空架空

高壓電線高壓電線高壓電線高壓電線，，，，勞工勞工勞工勞工CCCC君感覺手麻立刻推開鋼君感覺手麻立刻推開鋼君感覺手麻立刻推開鋼君感覺手麻立刻推開鋼

筋筋筋筋，，，，並未受傷並未受傷並未受傷並未受傷，，，，而勞工而勞工而勞工而勞工BBBB君則感電倒地君則感電倒地君則感電倒地君則感電倒地，，，，經經經經

送 醫 急 救送 醫 急 救送 醫 急 救送 醫 急 救 ，，，， 傷 重 不 治 死 亡傷 重 不 治 死 亡傷 重 不 治 死 亡傷 重 不 治 死 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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吊運鋼軌樁吊運鋼軌樁吊運鋼軌樁吊運鋼軌樁時時時時鋼索碰觸鋼索碰觸鋼索碰觸鋼索碰觸11.11.11.11.4k4k4k4kVVVV架空架空架空架空高壓電線感電高壓電線感電高壓電線感電高壓電線感電案例案例案例案例

某公司移動式起重機停於道路旁，起重機
駕駛勞工A君，正操作起重機，將吊鉤放至
地面，此時勞工B君，以雙手推著吊鉤，欲
鉤住固定於鋼軌樁頂端之鋼索，因太用
力，使吊臂下方之鋼索，碰觸到路旁之
11.4KV架空高壓電線，勞工B君感電倒地，

經 送 醫 急 救 不 治 死 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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吊運預鑄箱涵吊運預鑄箱涵吊運預鑄箱涵吊運預鑄箱涵時時時時鋼索碰觸鋼索碰觸鋼索碰觸鋼索碰觸11.11.11.11.4k4k4k4kVVVV架空架空架空架空高壓電線感電高壓電線感電高壓電線感電高壓電線感電案例案例案例案例

某營造公司承造某鄉鎮排水溝及道路改善
工程，該營造公司35公噸移動式起重機操
作人員A君駕駛移動式起重機準備吊運長
10公尺、寬高各1公尺，重約20公噸之預
鑄排水箱涵，勞工B君則協助穩定箱涵，
在作業中鋼索碰觸到路旁之11.4kV架空高
壓電線，發生火花及霹靂聲，勞工B君隨
即 倒 地 ， 經 送 醫 急 救 無 效 死 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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吊舉電信電桿時碰觸吊舉電信電桿時碰觸吊舉電信電桿時碰觸吊舉電信電桿時碰觸11.4kV11.4kV11.4kV11.4kV架空高壓電線案例架空高壓電線案例架空高壓電線案例架空高壓電線案例

某通訊電力機械工程公司承攬電信線路工某通訊電力機械工程公司承攬電信線路工某通訊電力機械工程公司承攬電信線路工某通訊電力機械工程公司承攬電信線路工
程程程程，，，，從事豎立電桿及換放電纜工作從事豎立電桿及換放電纜工作從事豎立電桿及換放電纜工作從事豎立電桿及換放電纜工作，，，，交付其交付其交付其交付其
員工員工員工員工AAAA承作承作承作承作，，，，AAAA承作此部份後承作此部份後承作此部份後承作此部份後，，，，即僱工施作即僱工施作即僱工施作即僱工施作，，，，
由由由由AAAA等人正進行豎立電信桿工作等人正進行豎立電信桿工作等人正進行豎立電信桿工作等人正進行豎立電信桿工作，，，，當時由當時由當時由當時由AAAA操操操操
作積載型移動式起重機作積載型移動式起重機作積載型移動式起重機作積載型移動式起重機（（（（吊卡車吊卡車吊卡車吊卡車），），），），將電信將電信將電信將電信
電桿吊起電桿吊起電桿吊起電桿吊起，，，，勞工勞工勞工勞工BBBB以雙手扶著電信電桿前端準以雙手扶著電信電桿前端準以雙手扶著電信電桿前端準以雙手扶著電信電桿前端準
備豎立於挖好之洞裡備豎立於挖好之洞裡備豎立於挖好之洞裡備豎立於挖好之洞裡，，，，此時電信桿後端之避此時電信桿後端之避此時電信桿後端之避此時電信桿後端之避
雷線碰觸到旁邊帶有雷線碰觸到旁邊帶有雷線碰觸到旁邊帶有雷線碰觸到旁邊帶有11.4kV11.4kV11.4kV11.4kV之架空高壓電之架空高壓電之架空高壓電之架空高壓電
線線線線，，，，電流經由避雷線傳導至勞工電流經由避雷線傳導至勞工電流經由避雷線傳導至勞工電流經由避雷線傳導至勞工BBBB身上造成人身上造成人身上造成人身上造成人
員觸電員觸電員觸電員觸電，，，，經送醫急救不治死亡經送醫急救不治死亡經送醫急救不治死亡經送醫急救不治死亡。。。。（（（（1111死死死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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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作業作業作業勞勞勞勞工接工接工接工接觸觸觸觸帶電帶電帶電帶電部位部位部位部位之感電之感電之感電之感電案例案例案例案例

某某某某工工工工廠新廠新廠新廠新建工建工建工建工程廠房已程廠房已程廠房已程廠房已建建建建成成成成，，，，工作人員於工作人員於工作人員於工作人員於室室室室內配電盤內配電盤內配電盤內配電盤
進行以電動機為動力之進行以電動機為動力之進行以電動機為動力之進行以電動機為動力之拉拉拉拉線機線機線機線機從從從從事電線事電線事電線事電線拉拉拉拉線作業線作業線作業線作業，，，，該該該該
三相三相三相三相220220220220伏伏伏伏特電動特電動特電動特電動拉拉拉拉線機之線機之線機之線機之正逆轉控制臨正逆轉控制臨正逆轉控制臨正逆轉控制臨時用電線接時用電線接時用電線接時用電線接續續續續
處處處處，，，，因須因須因須因須調整故未調整故未調整故未調整故未確實以絕緣確實以絕緣確實以絕緣確實以絕緣膠布包紮妥適膠布包紮妥適膠布包紮妥適膠布包紮妥適，，，，裸露裸露裸露裸露電電電電
線線線線觸觸觸觸及配電盤金屬及配電盤金屬及配電盤金屬及配電盤金屬部位部位部位部位，，，，人員人員人員人員觸觸觸觸及及及及該該該該配電盤帶電金屬配電盤帶電金屬配電盤帶電金屬配電盤帶電金屬
形成迴形成迴形成迴形成迴路路路路，，，，造成造成造成造成人員感電人員感電人員感電人員感電。。。。 （（（（1111死死死死））））

某某某某工工工工程公司承攬鐵程公司承攬鐵程公司承攬鐵程公司承攬鐵路維路維路維路維修修修修工工工工程程程程，，，，作業作業作業作業勞勞勞勞工工工工未未未未帶絕緣帶絕緣帶絕緣帶絕緣防防防防
護手護手護手護手套套套套，，，，從從從從事事事事拆除臨近拆除臨近拆除臨近拆除臨近高壓電路作業高壓電路作業高壓電路作業高壓電路作業所所所所設置於設置於設置於設置於西西西西行線行線行線行線
架空架空架空架空導線之短路接地線時導線之短路接地線時導線之短路接地線時導線之短路接地線時，，，，因因因因未依未依未依未依標標標標準準準準作業作業作業作業程序程序程序程序作作作作
業業業業，，，，其其其其操作操作操作操作程序程序程序程序有誤有誤有誤有誤，，，，先拆下先拆下先拆下先拆下接地接地接地接地端端端端，，，，後後後後拆拆拆拆與與與與架空架空架空架空導導導導
線接線接線接線接觸觸觸觸之短路接線時之短路接線時之短路接線時之短路接線時，，，，因因因因西西西西行線上行線上行線上行線上仍仍仍仍帶帶帶帶22225K5K5K5KVVVV高壓電高壓電高壓電高壓電，，，，
使使使使東東東東行線行線行線行線產產產產生生生生4,4,4,4,000V000V000V000V之感應電壓之感應電壓之感應電壓之感應電壓，，，，作業作業作業作業勞勞勞勞工接工接工接工接觸該觸該觸該觸該帶帶帶帶
電之工電之工電之工電之工件件件件時感電時感電時感電時感電。。。。（（（（1111死死死死））））

作業作業作業作業勞勞勞勞工因接工因接工因接工因接觸觸觸觸感應電壓帶電感應電壓帶電感應電壓帶電感應電壓帶電部位部位部位部位之感電之感電之感電之感電災害案例災害案例災害案例災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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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從事室內配線時勞工從事室內配線時勞工從事室內配線時勞工從事室內配線時，，，，直接接觸活線帶電部直接接觸活線帶電部直接接觸活線帶電部直接接觸活線帶電部

位造成感電事故案例位造成感電事故案例位造成感電事故案例位造成感電事故案例

某科技工廠某科技工廠某科技工廠某科技工廠因擴增設備因擴增設備因擴增設備因擴增設備，，，，於室內總配電盤於室內總配電盤於室內總配電盤於室內總配電盤

內增設用電設備及線路內增設用電設備及線路內增設用電設備及線路內增設用電設備及線路，，，，裝設電路時因裝設電路時因裝設電路時因裝設電路時因440440440440

伏特之電源總開關並未採取停電伏特之電源總開關並未採取停電伏特之電源總開關並未採取停電伏特之電源總開關並未採取停電（（（（斷電斷電斷電斷電））））措措措措
施施施施，，，，工作人員裝設電路時直接接觸該開關工作人員裝設電路時直接接觸該開關工作人員裝設電路時直接接觸該開關工作人員裝設電路時直接接觸該開關

帶電之活線部位帶電之活線部位帶電之活線部位帶電之活線部位，，，，造成人員觸電造成人員觸電造成人員觸電造成人員觸電，，，，送醫急送醫急送醫急送醫急

救不治死亡救不治死亡救不治死亡救不治死亡。。。。（（（（1111死死死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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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電災害案例感電災害案例感電災害案例感電災害案例】】】】

某鋼構大樓新某鋼構大樓新某鋼構大樓新某鋼構大樓新建工建工建工建工程程程程進行電進行電進行電進行電焊焊焊焊作業作業作業作業，，，，其其其其所所所所使用之使用之使用之使用之交交交交
流電流電流電流電焊焊焊焊機機機機未依未依未依未依規定裝設自動電規定裝設自動電規定裝設自動電規定裝設自動電擊防擊防擊防擊防止裝置止裝置止裝置止裝置，，，，工作人工作人工作人工作人
員於員於員於員於轉換轉換轉換轉換工作工作工作工作位位位位置時置時置時置時，，，，所所所所使用帶電使用帶電使用帶電使用帶電電電電電焊把柄焊把柄焊把柄焊把柄上之電上之電上之電上之電
焊焊焊焊條條條條觸觸觸觸及及及及該該該該工作人員之工作人員之工作人員之工作人員之胸部造成胸部造成胸部造成胸部造成感電事感電事感電事感電事故故故故。。。。（（（（1111
死死死死））））

某鐵屋新某鐵屋新某鐵屋新某鐵屋新建工建工建工建工程程程程從從從從事事事事輕輕輕輕型型型型鋼樑鋼樑鋼樑鋼樑電電電電焊焊焊焊作業作業作業作業，，，，發生作業發生作業發生作業發生作業
人員感電人員感電人員感電人員感電致死致死致死致死。。。。（（（（1111死死死死））））

勞勞勞勞工裝設工裝設工裝設工裝設交通號誌交通號誌交通號誌交通號誌時時時時，，，，碰觸碰觸碰觸碰觸11.4KV高壓電線發生高壓電線發生高壓電線發生高壓電線發生
感電事感電事感電事感電事故故故故。。。。（（（（1111死死死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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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電災害案例感電災害案例感電災害案例感電災害案例】】】】

某漁港某漁港某漁港某漁港施作施作施作施作防防防防波波波波堤堤堤堤工工工工程程程程作業作業作業作業，，，，工作人員工作人員工作人員工作人員從從從從事事事事鋼板鋼板鋼板鋼板金金金金
屬屬屬屬模板模板模板模板之電之電之電之電焊焊焊焊作業時作業時作業時作業時，，，，海浪海浪海浪海浪由後由後由後由後方湧昇至方湧昇至方湧昇至方湧昇至作業作業作業作業區區區區，，，，
由於電由於電由於電由於電焊把柄焊把柄焊把柄焊把柄、、、、金屬金屬金屬金屬模板模板模板模板等均帶電等均帶電等均帶電等均帶電，，，，造成造成造成造成工作人員工作人員工作人員工作人員
感電事感電事感電事感電事故故故故（（（（1111死死死死））））。。。。

某銀某銀某銀某銀行行行行大樓新大樓新大樓新大樓新建工地建工地建工地建工地臨臨臨臨時用電設施時用電設施時用電設施時用電設施未依未依未依未依規定裝設漏規定裝設漏規定裝設漏規定裝設漏
電斷路器電斷路器電斷路器電斷路器，，，，所架所架所架所架設之設之設之設之臨臨臨臨時時時時照照照照明用電線接明用電線接明用電線接明用電線接頭頭頭頭絕緣絕緣絕緣絕緣亦包亦包亦包亦包
紮紮紮紮不良不良不良不良，，，，遇遇遇遇大雨大雨大雨大雨後後後後照照照照明明明明臨臨臨臨時用電線路帶電時用電線路帶電時用電線路帶電時用電線路帶電部位部位部位部位與施與施與施與施
工工工工架架架架金屬金屬金屬金屬部部部部分導分導分導分導通通通通，，，，使使使使鋼鋼鋼鋼管金屬施工管金屬施工管金屬施工管金屬施工架架架架帶電帶電帶電帶電；；；；勞勞勞勞工工工工
AAAA君從君從君從君從事事事事搬運支撐鋼搬運支撐鋼搬運支撐鋼搬運支撐鋼管作業時管作業時管作業時管作業時，，，，接接接接觸觸觸觸施工施工施工施工架架架架因而感因而感因而感因而感
電並電並電並電並伏到伏到伏到伏到於施工於施工於施工於施工架架架架上上上上；；；；勞勞勞勞工工工工BBBB君見君見君見君見狀狀狀狀出出出出手手手手搬離搬離搬離搬離壓壓壓壓在在在在
勞勞勞勞工工工工AAAA君身君身君身君身上之金屬上之金屬上之金屬上之金屬鋼鋼鋼鋼管時管時管時管時亦遭觸亦遭觸亦遭觸亦遭觸電電電電，，，，造成造成造成造成2222人感電人感電人感電人感電
死 亡 災 害死 亡 災 害死 亡 災 害死 亡 災 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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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電災害案例感電災害案例感電災害案例感電災害案例】】】】

某鐵某鐵某鐵某鐵路單路單路單路單位領班位領班位領班位領班於於於於柴油柴油柴油柴油機機機機車頂車頂車頂車頂上上上上從從從從事檢事檢事檢事檢修修修修作業作業作業作業，，，，過過過過
於接於接於接於接近近近近22225K5K5K5KVVVV高壓電線高壓電線高壓電線高壓電線致遭到致遭到致遭到致遭到電電電電擊擊擊擊並並並並墜落墜落墜落墜落，，，，發生發生發生發生重傷重傷重傷重傷
災害災害災害災害。。。。

某某某某電力電力電力電力公司公司公司公司發電發電發電發電廠廠廠廠之之之之2222號號號號機機機機大修完成大修完成大修完成大修完成，，，，試試試試運轉運轉運轉運轉時時時時產產產產
生電生電生電生電弧弧弧弧，，，，造成造成造成造成於於於於旁邊旁邊旁邊旁邊操作之人員操作之人員操作之人員操作之人員2222人受人受人受人受灼傷災害灼傷災害灼傷災害灼傷災害。。。。
（（（（2222傷傷傷傷））））

某住宅新某住宅新某住宅新某住宅新建工建工建工建工程勞程勞程勞程勞工裝設工裝設工裝設工裝設臨臨臨臨時用電時用電時用電時用電，，，，從從從從事事事事活活活活線作業線作業線作業線作業
接線時發生感電接線時發生感電接線時發生感電接線時發生感電致死災害致死災害致死災害致死災害。。。。（（（（1111死死死死））））

勞勞勞勞工工工工從從從從事事事事拆卸宣傳旗幟拆卸宣傳旗幟拆卸宣傳旗幟拆卸宣傳旗幟作業作業作業作業，，，，因懸掛之因懸掛之因懸掛之因懸掛之燈柱燈柱燈柱燈柱漏電漏電漏電漏電，，，，
該該該該作業作業作業作業勞勞勞勞工工工工觸觸觸觸及後發生感電及後發生感電及後發生感電及後發生感電墜落災害墜落災害墜落災害墜落災害。。。。

（（（（1111死死死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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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電災害案例感電災害案例感電災害案例感電災害案例】】】】

某某某某工業工業工業工業公司勞公司勞公司勞公司勞工工工工從從從從事事事事廠房清掃廠房清掃廠房清掃廠房清掃作業作業作業作業，，，，觸觸觸觸及及及及衝衝衝衝剪剪剪剪機機機機裸裸裸裸
露在露在露在露在外之配線外之配線外之配線外之配線，，，，造成該造成該造成該造成該作業人員感電作業人員感電作業人員感電作業人員感電致死災害致死災害致死災害致死災害。。。。
（（（（1111死死死死））））

某某某某捷捷捷捷運運運運工地工地工地工地勞勞勞勞工以工以工以工以螺螺螺螺絲絲絲絲起起起起子栓緊子栓緊子栓緊子栓緊電壓電壓電壓電壓220V220V220V220V之之之之無熔絲無熔絲無熔絲無熔絲
開關電源線時開關電源線時開關電源線時開關電源線時，，，，誤誤誤誤觸觸觸觸開關開關開關開關箱箱箱箱外殼外殼外殼外殼造成造成造成造成短路短路短路短路，，，，所產所產所產所產生生生生
之電之電之電之電弧弧弧弧火花火花火花火花當當當當場場場場灼傷該灼傷該灼傷該灼傷該工作人員之手工作人員之手工作人員之手工作人員之手部部部部及及及及在旁協在旁協在旁協在旁協助助助助

作業作業作業作業另另另另一一一一勞勞勞勞工之顏工之顏工之顏工之顏面面面面。。。。（（（（2222傷傷傷傷））））

某住宅某住宅某住宅某住宅建築工地建築工地建築工地建築工地勞勞勞勞工工工工從從從從事事事事模板模板模板模板組立組立組立組立作業作業作業作業，，，，因使用之因使用之因使用之因使用之
電電電電鑽鑽鑽鑽漏電漏電漏電漏電造成造成造成造成感電感電感電感電致死災害致死災害致死災害致死災害。。。。

（（（（1111死死死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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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電災害案例感電災害案例感電災害案例感電災害案例】】】】

某製某製某製某製藥藥藥藥工工工工廠廠廠廠污水污水污水污水處處處處理理理理池池池池配管工配管工配管工配管工程程程程，，，，勞勞勞勞工工工工清清清清理理理理污水池污污水池污污水池污污水池污
泥泥泥泥作業時作業時作業時作業時跌倒跌倒跌倒跌倒，，，，同同同同時時時時所所所所攜攜攜攜帶之帶之帶之帶之臨臨臨臨時用電時用電時用電時用電照照照照明明明明燈亦燈亦燈亦燈亦掉掉掉掉落落落落
污水池污水池污水池污水池內內內內，，，，燈燈燈燈泡泡泡泡外殼遇外殼遇外殼遇外殼遇水水水水破破破破裂裂裂裂，，，，帶電帶電帶電帶電體體體體與與與與污水污水污水污水接接接接觸觸觸觸而而而而
導電導電導電導電，，，，造成勞造成勞造成勞造成勞工感電工感電工感電工感電致死災害致死災害致死災害致死災害。。。。（（（（1111死死死死））））

某某某某焚焚焚焚化化化化爐爐爐爐製造公司製造製造公司製造製造公司製造製造公司製造生生生生產產產產作業時作業時作業時作業時，，，，勞勞勞勞工於金屬工於金屬工於金屬工於金屬爐爐爐爐體體體體
內使用電內使用電內使用電內使用電焊焊焊焊機機機機從從從從事電事電事電事電焊焊焊焊作業作業作業作業，，，，發生感電發生感電發生感電發生感電致死災害致死災害致死災害致死災害。。。。
（（（（1111死死死死））））

某鋼構某鋼構某鋼構某鋼構建築建築建築建築屋頂屋頂屋頂屋頂組組組組裝金屬裝金屬裝金屬裝金屬浪板浪板浪板浪板作業作業作業作業，，，，勞勞勞勞工工工工未未未未採取採取採取採取切切切切離離離離
電源電源電源電源，，，，即從即從即從即從事事事事更換更換更換更換電電電電離離離離子子子子切切切切割割割割機之機之機之機之焊焊焊焊切切切切柄柄柄柄銅棒銅棒銅棒銅棒，，，，因因因因該該該該
焊焊焊焊切切切切柄仍處柄仍處柄仍處柄仍處於帶電狀於帶電狀於帶電狀於帶電狀態態態態，，，，作業作業作業作業勞勞勞勞工接工接工接工接觸觸觸觸帶電之帶電之帶電之帶電之焊焊焊焊切切切切柄柄柄柄
銅棒銅棒銅棒銅棒，，，，發生感電發生感電發生感電發生感電致死災害致死災害致死災害致死災害。。。。（（（（1111死死死死））））



124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感電災害案例感電災害案例感電災害案例感電災害案例】】】】

某住宅整某住宅整某住宅整某住宅整建工建工建工建工程程程程，，，，勞勞勞勞工使用電動工使用電動工使用電動工使用電動鑿鑿鑿鑿工具工具工具工具從從從從事事事事鑿鑿鑿鑿鑚鑚鑚鑚作作作作
業業業業，，，，因因因因鑿穿牆壁鑿穿牆壁鑿穿牆壁鑿穿牆壁內電線導管內帶電之導線內電線導管內帶電之導線內電線導管內帶電之導線內電線導管內帶電之導線，，，，發生感發生感發生感發生感
電電電電災害災害災害災害（（（（1111死死死死））））。。。。

某某某某集合集合集合集合住宅新住宅新住宅新住宅新建工建工建工建工程程程程，，，，勞勞勞勞工施作圍工施作圍工施作圍工施作圍籬籬籬籬作業作業作業作業，，，，所所所所使用使用使用使用
之電動之電動之電動之電動螺螺螺螺絲工具絲工具絲工具絲工具故障故障故障故障漏電漏電漏電漏電，，，，作業作業作業作業勞勞勞勞工不工不工不工不察察察察當當當當手持手持手持手持該該該該
工具作業時發生感電工具作業時發生感電工具作業時發生感電工具作業時發生感電災害災害災害災害（（（（1111死死死死））））。。。。

某某某某民民民民宅屋頂宅屋頂宅屋頂宅屋頂進行進行進行進行更換更換更換更換彩彩彩彩色色色色鋼板鋼板鋼板鋼板工工工工程程程程，，，，勞勞勞勞工使用電動工使用電動工使用電動工使用電動
攻牙攻牙攻牙攻牙機施作機施作機施作機施作，，，，該該該該電動電動電動電動攻牙攻牙攻牙攻牙機漏電機漏電機漏電機漏電故障故障故障故障，，，，作業作業作業作業勞勞勞勞工不工不工不工不
察察察察當當當當手持手持手持手持該該該該工具作業時發生感電工具作業時發生感電工具作業時發生感電工具作業時發生感電災害災害災害災害（（（（1111死死死死））））。。。。

某某某某集合集合集合集合住宅新住宅新住宅新住宅新建工建工建工建工程程程程，，，，勞勞勞勞工使用電動工使用電動工使用電動工使用電動鏟鏟鏟鏟工具工具工具工具從從從從事地事地事地事地
面打石面打石面打石面打石作業作業作業作業，，，，電動電動電動電動鏟打鏟打鏟打鏟打中地中地中地中地下下下下之帶電之電之帶電之電之帶電之電之帶電之電纜纜纜纜，，，，造成造成造成造成
作業作業作業作業勞勞勞勞工發生感電工發生感電工發生感電工發生感電災害災害災害災害（（（（1111死死死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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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電災害案例感電災害案例感電災害案例感電災害案例】】】】

勞勞勞勞工工工工從從從從事事事事巡巡巡巡查電查電查電查電爐爐爐爐時感電時感電時感電時感電。。。。（（（（1111死死死死））））

勞勞勞勞工工工工從從從從事電事電事電事電桿桿桿桿變變變變壓器安裝工作時感電壓器安裝工作時感電壓器安裝工作時感電壓器安裝工作時感電。。。。（（（（1111死死死死））））

於於於於屋頂屋頂屋頂屋頂上上上上從從從從事高壓事高壓事高壓事高壓礙子礙子礙子礙子清清清清理作業時感電理作業時感電理作業時感電理作業時感電。。。。（（（（1111死死死死））））

勞勞勞勞工於工於工於工於樓樓樓樓層之層之層之層之夾夾夾夾層層層層從從從從事漏事漏事漏事漏水水水水維維維維修修修修時感電時感電時感電時感電。。。。（（（（1111死死死死））））

移移移移動式動式動式動式起重起重起重起重機機機機將將將將材料材料材料材料吊至吊至吊至吊至3333樓樓樓樓時時時時伸伸伸伸臂觸臂觸臂觸臂觸及高壓電線及高壓電線及高壓電線及高壓電線
感電感電感電感電。。。。（（（（1111死死死死））））

勞勞勞勞工工工工從從從從事電事電事電事電纜纜纜纜活活活活線接線接線接線接續續續續工作時感電工作時感電工作時感電工作時感電墜落墜落墜落墜落人人人人孔孔孔孔內內內內溺溺溺溺
水水水水。。。。（（（（1111死死死死））））

移移移移動式動式動式動式起重起重起重起重機於高壓電線機於高壓電線機於高壓電線機於高壓電線下從下從下從下從事事事事吊吊吊吊掛掛掛掛鋼鐵鋼鐵鋼鐵鋼鐵作業作業作業作業，，，，觸觸觸觸
及高壓電線感電及高壓電線感電及高壓電線感電及高壓電線感電。。。。（（（（1111死死死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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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電災害案例感電災害案例感電災害案例感電災害案例】】】】

勞工從事鐵捲門維修時感電自勞工從事鐵捲門維修時感電自勞工從事鐵捲門維修時感電自勞工從事鐵捲門維修時感電自4444公尺高公尺高公尺高公尺高度墜度墜度墜度墜

落落落落。（。（。（。（1111死死死死））））

勞工從事勞工從事勞工從事勞工從事外外外外線配電作業於電桿上裝設線配電作業於電桿上裝設線配電作業於電桿上裝設線配電作業於電桿上裝設護罩護罩護罩護罩

時感電時感電時感電時感電。（。（。（。（1111死死死死））））

勞工從事避勞工從事避勞工從事避勞工從事避難指示燈難指示燈難指示燈難指示燈安裝時感電安裝時感電安裝時感電安裝時感電。。。。

（（（（1111死死死死））））

勞工從事廠勞工從事廠勞工從事廠勞工從事廠房牆壁房牆壁房牆壁房牆壁安裝時安裝時安裝時安裝時鑽孔鑽孔鑽孔鑽孔碰觸碰觸碰觸碰觸金屬金屬金屬金屬導導導導

線管內帶電之導線感電線管內帶電之導線感電線管內帶電之導線感電線管內帶電之導線感電。（。（。（。（1111死死死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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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發生電氣災害案之件數仍居高不下發生電氣災害案之件數仍居高不下發生電氣災害案之件數仍居高不下發生電氣災害案之件數仍居高不下，，，，

為減少感電災害為減少感電災害為減少感電災害為減少感電災害，，，，必須注意用電安必須注意用電安必須注意用電安必須注意用電安
全全全全，，，，加強安全衛生管理加強安全衛生管理加強安全衛生管理加強安全衛生管理、、、、實施作業勞實施作業勞實施作業勞實施作業勞

工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與電氣危害之工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與電氣危害之工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與電氣危害之工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與電氣危害之

辨識辨識辨識辨識。。。。

電氣危害預防為勞工安全衛生重點工電氣危害預防為勞工安全衛生重點工電氣危害預防為勞工安全衛生重點工電氣危害預防為勞工安全衛生重點工

作作作作，，，，有賴大家重視有賴大家重視有賴大家重視有賴大家重視，，，，共同努力達成減共同努力達成減共同努力達成減共同努力達成減
災目標災目標災目標災目標。。。。



128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簡簡簡簡 報報報報 結結結結 束束束束

敬敬敬敬 請請請請 指指指指 教教教教

祝祝祝祝 工工工工 作作作作 平平平平 安安安安 順順順順 心心心心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勞工檢查處

李中心
center @ center @ center @ center @ mail.cla.gov.twmail.cla.gov.twmail.cla.gov.twmail.cla.gov.tw
（02）8590-2761
0920-412-7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