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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感電災害之防止對策，首先係針對國內近年來發生的感電災

害類型或原因，來探討目前感電災害的主要防止方法。電氣設備

在防止感電災害的主要方法有：  

一、隔離：  

隔離乃使帶電的電氣設備或線路與工作者分開或保持距離，

使勞工不易碰觸。譬如：明確劃定標示電氣危險場所，必要

時可加護圍或上鎖，並禁止未經許可之人員進入；電氣機具

之帶電部分有接觸之虞時，可加設護圍、護板或架高使人不

易碰觸；接近無被覆之高壓架空電線附近作業時，應保持安

全距離並置監視人員監視、指揮或設置護圍；以及架空高壓

線之地下電纜化等。  

二、絕緣：  

絕緣為保持或加強電氣線路及設備之良好電氣絕緣狀態。譬

如：電氣線路及設備應採用符合國家標準之規格並依規定施

工；防止電氣線路或設備遭受外來因素破壞其絕緣性能；電

氣線路或設備之裸露帶電部分有接觸之虞時，應施以絕緣被

覆（橡膠套、絕緣膠帶等），及使用絕緣台、絕緣毯；接近

架空高壓裸電線作業時，於高壓線上加裝防護線管等。  

三、接地：  

接地係將電氣設備的金屬製外箱(殼)等目的物以導體與大地

作良好的電氣性連接，保持目的物與大地是同電位(這也是一

般最常見的感電防止方法)。然而實際上當漏電事故發生時，

有時並不能完全達到人體安全上的要求，如果要使接地能充

分發揮防止感電之功能，建議應配合其他安全防護裝置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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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四、安全保護裝置：  

安全保護裝置泛指一切施加於電路或設備上之保護裝置，其

目的主要在於發生漏電時，能自動偵測出漏電而啟斷電路或

發出警報訊號。一般常見之漏電斷路器、漏電警報器，及裝

設於交流電焊機上之自動電擊防止裝置等等。 

五、防護：  

防護乃作業者穿戴電氣絕緣用防護具或使用活線作業用器具

及裝備。譬如：穿戴絕緣手套、絕緣鞋、絕緣護肩及電工安

全帽等；使用絕緣棒、絕緣工具及絕緣作業用工程車之作業

吊桶。 

 

因此，本處參考各方資料，依高、低壓感電安全管理彙整電氣

作業安全指引，供事業單位於實施用電線路鋪設、電氣設備維

修、接近高壓線路作業等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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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防止誤觸高壓電感電之安全管理 

一、防止碰觸高壓裸電： 

因目前配電系統以11.4千伏特、22.8千伏特為主，而11.4千

伏特除都市地區有地下化電纜外，其他大部分地區仍為架空

裸線，因此在近接高壓裸線旁作業或吊拉物件時要格外提高

警覺。物件或設備機具等與高壓線間之保持安全距離，並派

監視人員監督，作業者應穿戴絕緣防護具，必要時可向當地

臺電公司營業處提出裝設防護線管申請等等。  

（一）在接近高壓裸線旁作業時，應在該線路裝置符合國家標

準規格及經檢驗合格之防護線管(可向當地臺電公司營

業處提出裝設防護線管申請)，設置護圍或派監視人員

監督，以保持人體、物件或設備機具等與高壓線間之安

全距離，並建議作業者應穿戴絕緣防護具；此外，對於

進行吊拉物件作業時，尤應特別注意在將物件拉舉入內

時之動作，此時極易因接物時重心不穩或物件太重偏移

滑失而碰觸裸電線。 

（二）在靠近高壓裸電線之附近，不可任意拋丟電線或其他物

件，此時極易因施力不正確或受風力及其它因素之干擾

而誤觸高壓裸電線以致發生感電意外。 

二、防止碰觸供電設備高壓帶電部分： 

（一）廠內有高壓供電設備，其檢修應由電氣技術人員至少二

人一組來進行，工作人員應配戴電氣用安全帽，穿著工

作服，上衣應插入褲內，袖口應束緊，戴絕緣手套並

穿絕緣鞋，防護具並應定期檢驗及穿著前的目視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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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空氣試驗，工作場所應有適當的照明，不可在黑暗情

況下施工，接近活線或活線作業應戴用絕緣橡皮手套及

其他絕緣用防護具，接近高壓以上活線工作應保持安全

工作距離，否則應加以掩蔽或隔離。 

（二）在電氣箱內作業時，以採取停電作業最佳，如無法全部

停電，應將帶電部分以絕緣毯包覆或以護板隔離，並且

作業者須穿戴絕緣防護具。另停電工作應確實實施下列

各項： 

1、確認電源方向。 

2、應查明有無自備發電機、變壓器二次側併聯等造成

逆送電之可能。 

3、檢電、接地應戴用絕緣手套。 

4、使用檢電器確認無電。 

5、工作範圍兩端掛妥接地線。  

6、停電開關處上鎖或標示「禁止送電」、「停電作業

中」或設置監視人員監視之。 

（三）防止高壓電容器放電： 

廠內供電設備常有調節功率因素之電容器組，此外在某些測

試儀器內亦有高壓電容器，因此高壓電容器放電感電的事故

雖不常見，但亦有其危險性。其防止方式有： 

1.高壓電容器放電設備應符合下列規定： 

（1）每個電容器應附裝放電設備，俾便於線路開放後，放

出殘餘電荷。 

（2）電容器額定電壓超過600伏特者，其放電設備應能於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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路開放後5分鐘內，將殘餘電壓降至50伏特以下。 

2.儀器內之高壓電容器在切斷儀器電源後，常有自動放電  

之設計，因此在檢修這類儀器時，務必切斷電源。 

(四)防止活線清掃作業感電： 

1.活線清洗高壓供電設備如變壓器礙子等時： 

(1)確認活線作業之回線別，不得兩回線同時施行活線清掃。 

(2)噴嘴及水桶應事先完全接地，接地線不得觸及人身，且不

妨礙工作人員之工作。 

(3)有微風時操作人員應位於背風向，不可面對風向，遇強

風、雷鳴、濃霧、大雨時應即停止工作。 

(4)清掃前後水柱壓力較低，應避免直接噴射活線部分。 

(5)橡皮或PVC軟管應隨時檢視、防止漏水、淋濕支持物或工

作人員。 

2.活線清掃作業時： 

(1)清掃設備絕緣性能應良好。  

(2)保持接近安全界限距離：勞工於特高壓作業時，使用

活線作業用器具，應對勞工身體或其使用中之金屬工

具材料等導電體，保持「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第

260條所規定之接近界限距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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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近電路作業參考例 

 

於接近電路或其支持物從事作業時，應於該電路裝置絕緣護

套等絕緣用防護裝備。 

 

 

接近電路或其支持物從事敷設、檢查、油漆等作業時，應於

該電路裝置絕緣護套等絕緣用防護裝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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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設有具絕緣升降桶設備之高空工作車，並於電路四周裝

置絕緣用防護裝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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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壓架空電線場所作業及絕緣防護具參考例 

 

高壓架空電線之場所從事作業時，應使勞工使用電工安全

帽、絕緣防護器具及其他防護器具。 

 

可調整長度之活線絕緣操作棒及收藏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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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設防止逆送電，短路接地器具參考例 

 

 

 

當電路開路後，以檢電器具檢查確認已停電，並消除殘餘電

荷。為防止與其他電路混觸、感應或逆送等感電危害，應使

用短路接地器具，確實使線路短路及加設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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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防止誤觸低壓電感電之安全管理 

一、裝(拆)電線感電防止方式： 

（一）進行裝拆電線應以停電作業為佳，若進行裝接之場所

無法目視開關處時，應於該開關處上鎖或標示「禁止送

電」、「停電作業中」或設置監視人員監視之。 

（二）停電作業必須確實，應將其相關之開關或斷路器等全

部切離，並於作業前先行檢電，以防止逆送電之發生。

尤其應特別留意，當切斷手按開關時僅是切斷迴路電

流，並且大部分手按開關都是單切設計，在單相2線的

線路，若因接線錯誤（即單切開關連接的是地線或中性

線），則單切開關雖可切斷迴路，但兩條導線中有1條

仍是帶電的，此時進行裝(拆)電線作業時即可能發生感

電事故。 

（三）如在活線狀態下，進行裝拆電線，作業者應穿戴絕緣

用防護具或使用活線作業用器具。 

二、一般作業中，碰觸低壓帶電體之防止方式： 

勞工在一般作業中，即在生產過程操作機台時，常因不慎

而誤觸機台的低壓帶電體，由感電分析中以接觸電源端子或

電熱端子最多，而誤觸的原因，除視線不清，動作不正確等

不安全動作之外，尤其是設備防護不週所造成的不安全環境

亦是致災原因。因此，建議之防止方式如下： 

（一）電線或電氣設備之電源端子處有接觸之虞時，應加裝絕

緣被覆套管或視情況以護板隔離之，絕緣破損時應立刻

更換。 

（二）電氣設備之帶電金屬外殼應接地，並配合裝設漏電斷路

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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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電線應儘量避免接續使用，若無法避免須連接時，應將

連接處之銅線接牢，並以絕緣膠布包裹完整。 

（四）臨時用電及潮濕處所應加裝漏電斷路器。 

（五）燈座露出帶電部分，應為手指不易接觸之構造，且其外

殼為不易破損之材料。 

三、碰觸低電壓電力設備帶電部之防止方式： 

（一）在電氣箱內作業時，以停電作業為佳，若採活線作業時

應穿戴絕緣用防護具或使用活線作業用器具。 

（二）作業場所或通行步道中，對於有接觸可能之電線，應有

防止感電之絕緣被覆，更應有預防絕緣被破壞或老化

之設施，如將電線架高或埋於金屬管或PVC管內，對無

法實施絕緣被覆之電線，則應加以隔離，保持安全界限

距離。 

（三）不明線路應視為活線處理。 

四、檢修開關箱、操作開關或電源插頭時感電之防止方式： 

（一）開關箱內之配線施工應依「屋內線路裝置規則」之規定。 

（二）開關箱內之電源線端子處有接觸之虞者，應加裝絕緣被

覆或以護板隔離。 

（三）檢修或操作開關時，應有充分的照明，不得在視線不清

的情況下將手伸入開關箱內。 

（四）手潮溼時以手拿插頭插電，有潛在危險。其有效防止方

式則為保持手部乾燥及身體的絕緣防護良好，潮溼處所

依規定為防止因漏電而發生感電災害，應設置能確實作

動之感電防止用漏電斷路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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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分）電箱之管理參考例 

 

臨時用電所使用之配（分）電箱設置箱、蓋、中隔板等防止

人員誤觸帶電部分。 

（分）電盤、箱設置插座專用箱、標示使用電壓、使用接地

型插座，且不妨礙箱門之關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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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分）電箱旁外部設置加蓋之插座孔裝設 110V 之插座。 
 

 

配（分）電盤、箱設置中隔板隔離開關帶電部分，下方專設

端子台，供分路接線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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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線架高防護參考例 
 

 

電線架高防護。 

 

 

電線架高避免因地面積水導致電線浸水，受外力破壞絕緣而

漏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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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線作業測試金屬外殼是否帶電參考例 

 

 

活線作業測試電動機具金屬外殼是否帶電，利用測試儀表附

絕緣套之探測夾夾持金屬外殼，測試儀表另一探測棒接觸電

源，實施檢測作業。人員從事檢查、修理等活線作業時，應

戴用絕緣用防護具，或使用活線作業用器具或其他類似之器

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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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防止電焊機引起感電之安全管理 

電焊作業發生工安事故時有所聞，小則設備損壞，大則人員

傷亡，造成大火警，針對電焊作業的安全實務，包括電焊作業的

安全措施與平日檢查要點作深入探討，盼能對電焊作業的從業人

員有所幫助，進而消弭電焊作業時發生意外事故。 

一般電焊機一次側電源為單相交流220伏特，二次側輸出電

壓(未裝自動電擊防止裝置)大約在55~85伏特。為電焊作業安

全，避免人員發生感電，在一次電源側需加裝漏電斷路器，在二

次輸出側必需有自動電擊防止裝置，使二次輸出側輸出電壓在未

起弧電焊前，電壓由55~85伏特降至25伏特以下，以免未焊待機

時，誤觸夾嘴發生感電。 

一、作業人員本身的安全措施 

電焊作業人員本身的安全措施，其所需配戴各種的安全防

護器具，如下說明： 

（一）電焊作業防護手套應符合國家標準（CNS 7178 Z2035） 

作業人員雙手需戴上乾燥且潔淨的電焊作業防護手套，

因為乾燥可保持良好的絕緣，但潮濕則會造成感電現

象，不潔淨則易致導電粉末附著，二者均有可能造成感

電事故。 

（二）電焊作業面罩 

電焊作業護目鏡主要在保護眼睛及臉部，避免強光照射。 

（三）頭戴安全帽、身著棉質長袖衣褲、腳穿安全鞋 

頭腳以及身體的穿著在保護作業人員本身的安全，穿安

全鞋一方面可保護腳趾免被壓傷，同時具有絕緣，可避

免感電事故。如果身上衣服潮濕，應注意不要碰觸焊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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柄或焊條，以免發生感電。 

二、進行作業的安全措施 

（一）電焊機二次電纜線要拉到焊接物，迴線要夾緊於焊接物上。 

（二）注意進行焊接時火星所引發的危險 

當焊接作業進行時，火花會四處亂射，要注意下列三種的

意外可能會發生： 

1.傷及周圍人員 

火花四射可能會飛觸周圍的工作人員或路過行人，可能

傷及衣物或身體皮膚。 

2.引燃乾燥的易燃物 

當火花帶渣四處噴射，火花鐵渣溫度很高，如果掉落到

乾燥的易燃物上，慢慢會引燃，造成火警，例如乾燥的

木頭堆。 

3.成為危險的點火源 

當電焊作業周圍地面或水溝有油污或有可燃性氣體，四

處亂射的火花可能成為危險的點火源，會引發火警或氣

爆的危險。 

（三）要取得動火許可證 

進行電焊作業前，要先取得動火許可證，動火許可證由相關

操作人員查核現場並經主管認可，其查核要點如下所列： 

1.作好火花的安全防護措施 

針對上述火花可能引發的危險，作好有效的安全防護措

施，例如：地面潑水，高處電焊作業要搭架並作好火花的

回收，以免火花落地造成危險，並注意周邊的行人，必要

時加圍安全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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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作好安全的動火環境管理 

安全的工作環境管理非常重要，例如：焊接的鋼管要清理

乾淨，必要時可盲斷，注意有無油氣或缺氧等的不安全環

境，可定時測量氧氣或可燃性氣體的濃度，必要時另派監

視人員，隨時觀察周遭可能發生的意外。 

3.現場放置手提滅火器 

在電焊作業場所附近，放置手提滅火器，萬一發生意外，

在第一時間即可隨手取用，將小火儘速撲滅。 

三、電焊作業平日檢查要點 

電焊機在安全措施上，除了在一次電源側需加裝漏電斷路

器，避免設備絕緣不良，人員發生感電，在二次輸出側必需

裝有防電擊裝置，避免人員碰觸焊條夾嘴發生感電以外，平

日在電焊作業前要實施安全檢點，其檢點要項如下： 

（一）電焊機及一、二次側電線絕緣檢查 

在電焊機送電前，應作設備的絕緣檢查，包括電焊機本身

以及一、二次側的電線，除了以絕緣高阻計測量外，並目

視檢查一、二次側的電線有無破皮，以確保無漏電之危險。 

（二）設備是否有接地 

電焊機外殼要裝設接地線，接地線顏色為綠色，其截面積

在5.5ｍ㎡以上，此接地線可和其他設備共同接地，或在

附近地面打接地棒。 

（三）漏電斷路器功能測試 

為確保漏電斷路器的功能正常，要實施斷路器的跳脫測

試，在送電的情況下，按「TEST」按鈕，會聽到斷路器跳

脫的聲音，同時有跳脫指示，復歸後再恢復送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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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防電擊裝置功能測試 

為證明防電擊裝置的功能正常，要檢測電焊機二次輸出電

壓是否在25伏特以下，檢測方法，在電焊機送電，待機未

電焊情況下，先測量電焊機二次輸出電壓，應在25伏特以

下，在送電的情況下，按「測試」按鈕，二次輸出電壓應

恢復55~85伏特，如此即證明防電擊裝置的功能正常。 

（五）電焊機焊把要保持乾淨與良好絕緣 

焊把要保持乾淨，前端如有焊渣要清理，以確保焊把的絕

緣良好，因為如有焊渣聚積會碰觸帶電導體，因此如果焊

渣積滿溢出，形成帶電，如果手套潮濕誤觸會造成感電，

最好在前端加上絕緣膠帶，以免焊渣堆積溢出，造成意外

感電事故。 

（六）於電焊機之外殼加裝電壓表，隨時檢查電焊機二次輸出電

壓是否在25伏特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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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焊作業參考例 

 
電焊機焊接柄要保持乾淨。 
 

 

 

 

電焊作業使用之焊接柄應有相當之絕緣耐力及耐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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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持式電焊面罩。                頭掛式電焊面罩。 
 

 

 

 

 

 

 

 
 

帆布圍裙。                         熔接用防護手套。 

 

電焊作業用防護手套應符合國家標準（CNS 7178 Z2035）熔接用 

防護手套之規定。 

  
 

 

 
 

 

 

 

 

 

 

 

 

 

 

自動電擊防止裝置發揮作用時，電壓指示表指示為安全電壓

（25伏特）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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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防止漏電引起感電之安全管理 

一、潮濕場所易發生感電事件，除按規定施行接地外，應在

電路上或該等設備之適當處所裝設漏電斷路器。下列場

所為易發生感電之場所： 

（一）建築或工程興建之臨時用電設備。  

（二）游泳池、噴水池等場所水中及周邊用電設備。 

（三）公共浴室等場所之過濾或給水電動機分路。  

（四）灌溉、養魚池及池塘等用電設備。  

（五）辦公處所、學校和公共場所之飲水機分路。  

（六）住宅、旅館及公共浴室之電熱水器及浴室插座分路。  

（七）住宅場所陽台之插座及離廚房水槽1.8公尺以內之插

座分路。  

（八）住宅、辦公處所、商場之沉水式用電設備。  

（九）裝設在金屬桿或金屬構架之路燈、號誌燈、廣告招牌

燈。  

（十）人行地下道、路橋用電設備。  

（十一）慶典牌樓、裝飾彩燈。  

（十二）由屋內引至屋外裝設之插座分路。  

（十三）遊樂場所之電動遊樂設備分路。  

（十四）其他潮濕場所之用電設備或線路等比照辦理。 

二、漏電斷路器動作原理： 

（一）所謂漏電即電流經不正常路徑流回去的電，這不正常的路

徑有兩種，一種是物體直接碰觸火線，然後經大地流回地

線，另一種是電氣設備絕緣不良，漏電電流經設備外殼及

大地流回地線，此時如有人員碰觸設備外殼，漏電電流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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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經人體及大地流回地線，此即所謂的感電，至於感電電

流的大小與設備有無接地、人體的體質、腳底的乾濕絕緣

及地面電阻等均有關係。人體感受交流電(60HZ) 20~50mA

即有危險可能致死，50mA以上即會死亡，所以對漏電以及

感電的問題要特別小心，因此，選擇漏電斷路器應以高速

型及高感度為主。 

（二）漏電斷路器其動作原理如下圖所示，乃利用零相比流器來

偵測出漏電，此漏電電流經感應線圈得到訊號，傳到放大

器加以放大，放大後接到跳脫線圈使斷路器跳脫。漏電電

流，由火線經人體、地面及大地流回地線，因未經零相比

流器，所以零相比流器的感應線圈得以偵測出漏電。 

 

 
 



 24

三、接地之種類及其接地電組：     

(一) 電氣機具及電動機具之金屬製外殼非帶電部分，依規

定予以接地使用，將非帶電金屬部分，以下列方法之

一連接至接地極： 

1.使用具有專供接地用芯線之電線及具有專供接地用接

地端子之連接器，連接於接地極。 

2.使用專用接地線，連接於接地極。  

(二) 配電箱框架及支持固定開關設備之構架等均應接地。  

(三) 接地極使用之接地用銅棒、銅板及接地網，應充分埋

設於地下，確實與大地連接；接地引線連接點用焊接

或其他方法與接地極妥接，在該接地線上不得加裝開

關及保護設備。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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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接地線以使用銅線為原則，可使用裸線、被覆線或絕緣線。

個別被覆或絕緣之接地線，其外觀應為綠色或綠色加一條以

上之黃色條紋者。  
 

(五) 接地之種類及其接地電阻應符合下表之規格：（應使

用接地電阻測定器始可量測接地裝置之接地電阻。）  
 

接地種類 適 用 處 所 接地電阻值 

特種接地 高壓用電設備接地  10Ω以下 

第一種接地 非接地系統之高壓系統接地  25Ω以下 

第二種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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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Ω以下 

第三種接地 
1.低壓用電設備接地。  

2.內線系統接地。 

對地電壓 接地電阻

150V以下 100Ω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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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地種類 適 用 處 所 接地電阻值 

3.儀器用變壓器（變比器）二次侧

接地。 

4.低壓用電設備之金屬接地。  

151V至300V 50Ω以下

301V以上 10Ω以下

 

 

漏電斷路器參考例 
 

 
插座型漏電斷路器。              攜帶型漏電斷路器。 

 

 

 

 
三相三線式用漏電斷路器。          單相用漏電斷路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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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地參考例 

 

 

接地極應充分埋設於地下，確實與大地連接。  

 

 

 

用電設備非帶電金屬部分實施接地  

電氣機具金屬

製外殼連接綠

色接地線及埋

入大地之接地

銅棒  

電氣機具

金屬製外

殼連接綠

色接地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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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全綠色外皮為識別之接地連接裝置防止混淆  
 

 

將埋設於地面下之接地用銅板及接地用銅棒  

 

 

綠色絕緣

外皮之接

地線  白色  

中性線  

接地銅板  
接地銅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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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職災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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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防止感電自主檢查表(僅適用職業安全

衛生法規) 

違反
打v 

法 規 條 款 法規內容 

 
職業安全衛生設
施規則第 239 條 

雇主使用之電氣器材及電線等，未符合國家標準規格。 

 
職業安全衛生設
施規則第 241 條 

雇主對於電氣機具之帶電部分(電熱器之發熱體部分，電焊機之
電極部分等，依其使用目的必須露出之帶電部分除外)，如勞工
於作業進行中或通行時，有因接觸(含經由導電體而接觸者)或
接近致發生感電之虞者，未設防止感電之護圍或絕緣被覆。但
電氣機具設於配電室、控制室、變電室等被區隔之場所，且禁
止電氣作業有關人員以外之人員進入者；或設置於電桿、鐵塔
等已隔離之場所，且電氣作業有關人員以外之人員無接近之虞
之場所者，不在此限。 

 
職業安全衛生設
施規則第 243 條
第 1項 

雇主對於使用對地電壓在 150 伏特以上之移動式或攜帶式電動
機具，或於含水或被其他導電高之液體濕潤之潮濕場所、金屬
板上或鋼架上等導電性良好場所使用移動式或攜帶式電動機具
及臨時用電設備，為防止因漏電而生感電危害，未於各該電動
機具之連接電路上設置適合其規格，具有高敏感度、高速型，
能確實動作之防止感電用漏電斷路器。 

 
職業安全衛生設
施規則第 245 條 

雇主對電焊作業使用之焊接柄，未有相當之絕緣耐力及耐熱性。

 
職業安全衛生設
施規則第 246 條 

雇主對於作業中或通行時，有接觸絕緣被覆配線或移動電線或
電氣機具、設備之虞者，未有防止絕緣被破壞或老化等致引起
感電危害之設施。 

 
職業安全衛生設
施規則第 249 條 

雇主對於良導體機器設備內之檢修工作所用之手提式照明燈，
其使用電壓超過 24 伏特，且導線非為耐磨損及有良好絕緣，並
有接頭。 

 
職業安全衛生設
施規則第 250 條 

雇主對勞工於良導體機器設備內之狹小空間，或於鋼架等致有
觸及高導電性接地物之虞之場所，作業時所使用交流電焊機，
未有自動電擊防止裝置。但採自動式焊接者，不在此限。 

 
職業安全衛生設
施規則第 252 條 

雇主對於有發生靜電致傷害勞工之虞之工作機械及其附屬物
件，未就其發生靜電之部份施行接地，未使用除電劑、或裝設
無引火源之除電裝置等適當設備。 

 
職業安全衛生設
施規則第 253 條 

雇主於通路上使用臨時配線或移動電線。但經妥為防護而車輛
或其他物體通過該配線或移動電線時不致損傷其絕緣被覆者，
不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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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
打v 

法 規 條 款 法規內容 

 
職業安全衛生設
施規則第254條第
1項 

雇主對於電路開路後從事該電路、該電路支持物、或接近該電
路工作物之敷設、建造、檢查、修理、油漆等作業時，未於確
認電路開路後，就該電路採取下列設施：□開路之開關於作業
中，應上鎖或標示「禁止送電」、「停電作業中」或設置監視人
員監視之；□開路後之電路如含有電力電纜、電力電容器等致
電路有殘留電荷引起危害之虞者，應以安全方法確實放電；□
開路後之電路藉放電消除殘留電荷後，應以檢電器具檢查，確
認其已停電，且為防止該停電電路與其他電路之混觸、或因其
他電路之感應、或其他電源之逆送電引起感電之危害，應使用
短路接地器具確實短路，並加接地；□前款停電作業範圍如為
發電或變電設備或開關場之一部分時，應將該停電作業範圍以
藍帶或網加圍，並懸掛「停電作業區」標誌；有電部分則以紅
帶或網加圍，並懸掛「有電危險區」標誌，以資警示。 

 
職業安全衛生設
施規則第 256 條 

雇主使勞工於低壓電路從事檢查、修理等活線作業時，未使該
作業勞工戴用絕緣用防護具，或未使用活線作業用器具或其他
類似之器具。 

 
職業安全衛生設
施規則第 257 條 

雇主使勞工於接近低壓電路或其支持物從事敷設、檢查、修理、
油漆等作業時，未於該電路裝置絕緣用防護裝備。但勞工戴用
絕緣用防護具從事作業而無感電之虞者，不在此限。 

 
職業安全衛生設
施規則第 258 條 

雇主使勞工從事高壓電路之檢查、修理等活線作業時，未有下
列設施之一：□使作業勞工戴用絕緣用防護具，並於有接觸或
接近該電路部分設置絕緣用防護裝備；□使作業勞工使用活線
作業用器具；□使作業勞工使用活線作業用絕緣工作台及其他
裝備，並不得使勞工之身體或使用中之工具、材料等導電體接
觸或接近使勞工感電之虞之電路或帶電體。 

 
職業安全衛生設
施規則第 259 條 

雇主使勞工於接近高壓電路或高壓電路支持物從事敷設、檢查
修理、油漆等作業時，為防止勞工接觸高壓電路引起感電之危
險，在距離頭上、身側及腳下 60 公分以內之高壓電路者，未在
該電路設置絕緣用防護裝備。但已使該作業勞工戴用絕緣用防
護具而無感電之虞者，不在此限。 

 
職業安全衛生設
施規則第 261 條 

雇主使勞工於接近特高壓電路或特高壓電路支持物從事檢查、
修理、油漆、清掃等電氣工程作業時，未有下列設施之一。但
接近特高壓電路之支持礙子，不在此限：□使勞工使用活線作
業用裝置；□對勞工身體或其使用中之金屬工具、材料等導電
體，保持前條第一款規定之接近界限距離以上，並將接近界限
距離標示於易見之場所或設置監視人員從事監視作業。 

 
職業安全衛生設
施規則第 262 條 

雇主於勞工從事裝設、拆除或接近電路等之絕緣用防護裝備
時，未使勞工戴用絕緣用防護具、或未使用活線用器具、或未
有其他類似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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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
打v 

法 規 條 款 法規內容 

 
職業安全衛生設
施規則第 263 條 

雇主對勞工於架空電線或電氣機具電路之接近場所從事工作物
之裝設、解體、檢查、修理、油漆等作業及其附屬性作業或使
用車輛系營建機械、移動式起重機、高空工作車及其他有關作
業時，該作業使用之機械、車輛或勞工於作業中或通行之際，
有因接觸或接近該電路引起感電之虞者，雇主除未使勞工與帶
電體保持規定之接近界限距離外，並未設置護圍、或未於該電
路四周裝置絕緣用防護裝備等設備或未採取移開該電路之措
施。但採取前述設施顯有困難者，應置監視人員監視之。 

 
職業安全衛生設
施規則第 264 條 

雇主對於裝有電力設備之工廠、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及受電電
壓屬高壓以上之用電場所，未依下列規定置專任電氣技術人
員，或未委託用電設備檢驗維護業，負責維護與電業供電設備
分界點以內一般及緊急電力設備之用電安全：□低壓（600 伏特
以下）供電且契約容量達 50 瓩以上之工廠或供公眾使用之建築
物，應置初級電氣技術人員；□高壓（超過 600 伏特至 22800
百伏特）供電之用電場所，應置中級電氣技術人員；□特高壓
（超過 22800 百伏特）供電之用電場所，應置高級電氣技術人
員。 
□前項專任電氣技術人員之資格，未依專任電氣技術人員及用
電設備檢驗維護業管理規則之規定辦理。 

 
職業安全衛生設
施規則第 265 條 

雇主對於高壓以上之停電作業、活線作業及活線接近作業，未
將作業期間、作業內容、作業之電路及接近於此電路之其他電
路系統，告知作業之勞工，並未指定監督人員負責指揮。 

 
職業安全衛生設
施規則第 272 條 

雇主對於絕緣用防護裝備、防護具、活線作業用工具等，未每 6
個月檢驗其性能一次，工作人員未於每次使用前自行檢點，不
合格者未予更換。 

 
職業安全衛生設
施規則第 275 條 

對於電氣設備，平時未注意下列事項：□發電室、變電室、或
受電室內之電路附近，不得堆放與電路無關之物件或放置床、
舖、衣架等；□與電路無關之物件，不得懸掛或放置於電線或
電氣器具；□不得使用未知或不明規格之工業用電氣器具；□
電動機械之操作開關，不得設置於工作人員須跨越操作之位
置；□防止工作人員感電之圍柵、屏障等設備，如發現有損壞，
應即修補。 

 
職業安全衛生設
施規則第 276 條 

雇主為防止電氣災害，未依下列規定辦理：□對於工廠、供公
眾使用之建築物及受電電壓屬高壓以上之用電場所，電力設備
之裝設及維護保養，非合格之電氣技術人員不得擔任；□為調
整電動機械而停電，其開關切斷後，須立即上鎖或掛牌標示並
簽章。復電時，應由原掛簽人取下鎖或掛牌後，始可復電，以
確保安全。但原掛簽人因故無法執行職務者，雇主應指派適當
職務代理人，處理復電、安全控管及聯繫等相關事宜；□發電
室、變電室或受電室，非工作人員不得任意進入；□不得以肩
負方式攜帶竹梯、鐵管或塑膠管等過長物體，接近或通過電氣
設備；□開關之開閉動件應確實，有鎖扣設備者，應於操作後
加鎖；□拔卸電氣插頭時，應確實自插頭處拉出；□切斷開關
應迅速確實；□不得以濕手或濕操作棒操作開關；□非職權範
圍，不得擅自操作各項設備；□遇電氣設備或電路著火者，應
用不導電之滅火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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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一、 感電災害是可以預防的，平時應注意用電安全，加強安全

衛生管理、實施作業勞工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與電氣危害

之辨識。 

二、 設備安全為電氣危害重點工作，更賴自動檢查得以確認。 

三、 為增加本指引之易讀性，指引內之用詞與「職業安全衛生

設施規則」之法定用語或有不同，應不造成事業單位在從

事電氣作業時之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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