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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工安 

主講人 

 

 

北興機電有限公司 
總經理 

北泰機電有限公司 

王文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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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      歷： 

             明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畢業 

• 經      歷： 

             現任    

                       ※北興機電有限公司、 

                           北泰機電有限公司 

                           負責人兼總經理 

                       ※「台灣區用電設備檢驗維護工程工業 

                               同業公會」台北地區辦事處主任 

                       ※明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系友會 理事 

                       ※伊頓集團-伊頓飛瑞公司勞安講師 

• 相關證照： 

             勞工安全衛生管理乙級證照 

             公共工程品質管理人員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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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要  項  目 

壹、認知危害 

貳、不安全動作預防 

參、職業災害分析與相關法令介紹 

肆、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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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認知危害 

   一.一般用電如何配線？ 

    二.人為什麼會感電？ 

    三.高壓電裸線上的小鳥為什麼不會感電？ 

    四.感電的危害 

    五.影響感電傷害程度的因素 

    六.電流大小對人體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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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般用電如何配線？  

           台灣家庭用的電氣大多使用 110 伏特的電壓，但耗電

量大的冷氣機與浴室用的電熱水器使用 220 伏特電壓，

所以從 1970 年開始，家庭供電就改為單相三線110/220 

伏特的配線，至於商業用電、工業用電多採用三相三線式 

220 伏特、三相四線 220/380 伏特或採高壓11.4/22.8仟

伏以上供電的配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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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內家庭 110 伏特的插座，多使用非接地型二孔

插座，由一條火線和一條中性線構成。為解決越來越多電

氣產品接地的問題，「屋內線路裝置規則」新增規定，自

1999年10月10日後領有建照的建築物，接於十五安培及

二十安培低壓分路的插座應採用接地型，也就是使用三孔

插座，一條火線，一條中性線（在供電系統中已被接地） 

    ，另一條由分電盤內「設備與系統共同接地」的端子板引

出之接地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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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國際慣例上，火線顏色多為紅、黑、藍色，插頭 

或插座中火線的頭較小。中性線多為白色或灰色，頭較火

線為大。接地線為綠色，頭多為圓柱型，有別於火線與中

性線的扁平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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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為什麼會感電？  

            為保護、協調電力系統安全，電力系統中性線都接

地，因而中性線又稱為地線。站在地上或與大地接觸的

人碰到電線火線時，人體即有電壓存在，此電壓會在人

體上產生電流，對人體產生危害。此為最常見的感電情

形，其電流路徑為漏電點流經至人體，再流經至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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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高壓電裸線上的小鳥為什麼不會 

    感電？  

           電線上的小鳥雖與電線接觸，但只與電力系統的一

條線接觸，故小鳥身上無電壓差，即無電流，也就不會

感電。假設有一隻大鵬鳥，二支腳分別停在相鄰的二條

電線 上，喔喔！接下來我們就會看到大鵬鳥身上電光四

射、 頭上冒煙，並且聞到烤肉的味道。不過，電力系統

也會 因瞬間短路而自動跳電，造成停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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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感電的危害  

           人體感電可能只造成驚嚇，也可能造成疼痛、痙攣、

麻 痺等現象，嚴重者可導致殘廢或死亡。感電危害情形

一般分為二種，一種為高壓電電流擊傷身體組織，另一

種 為低壓電電流干擾生理機能。高壓電感電電流擊傷會

造 成殘廢或死亡。低電壓電流干擾生理則可能造成心臟

休 克而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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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影響感電傷害程度的因素  

          為何同樣的情況下遭受電擊，有的人安然無恙，

有的人卻死亡？這是因為影響感電傷害程度的因素很多，

包含電阻大小、電流大小、電壓大小、電流型式、電流

流經途徑以及感電時間長短等。每個人感電時上述因素

皆不同，所以傷害程度也就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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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電阻的大小  

       人體電阻可分為「皮膚電阻」及「內部組織電阻」二部
份。 

   （1）皮膚電阻 

             人體皮膚電阻隨濕度及電壓值而異。以 110 伏特電 

             壓為例，乾燥皮膚的電阻達數千至數萬歐姆，其中  

             以手掌皮膚的電阻最高。但潮濕皮膚的電阻即降至  

             數百歐姆以下。 

   （2）組織電阻  

             肌肉、血管等內部組織電阻較皮膚電阻為低。因器      

             官位置的不同，其電阻值也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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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電流大小  

       電流＝電壓÷電阻。 

       流經人體的電流越大，危害越高。 

              因此電流大小，除取決於電阻大小外，也和電壓高

低有關。因此人體電阻低時，即使是 110 伏特的感電電

壓也可能致命。統計上，高壓電較容易造成殘廢。因人

體瞬間流過大電流，會使體內水分子快速蒸發，產生氣

爆，將人體彈開。此種狀況反會縮短感電的時間。因而

此種感電死亡的情形反而較少，但殘廢截肢的比率則較

高。相對於高壓電感電，低壓電感電常造成人員死亡或

短暫性肌肉麻痺。通常220 伏特較 110 伏特容易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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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電流型式 

           電力供應可分直流電及交流電二種，因電力輸配常跨

越長距離，為減少輸送中的電力損失，各國都採提高電壓

後再做電力傳輸，至各分區後再進行降壓。直流電的變壓

因複雜且成本昂貴，故電力供應都採交流電，而交流電的

感電較易引起心室顫（悸）動。 

           世界各國電力供應頻率都採 50 或 60 赫茲，但50、

60赫茲的交流電較其他頻率危險，因感電後引起心室顫

（悸）動的機會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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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接觸電流時間的長短 

          電流通過人體的持續時間越長，對人體組織傷害越大，

越可能造成致命的心室纖維性顫動而造成死亡。 所以人

員感電後，應立即以絕緣物將人體與電源分開。 

 

5.電流途徑 

          一般而言，電流流經人體的心臟最危險，其次為流經

頭部腦脊髓中樞。所以一手入電、一手出電的電流途徑

會經過心臟，較為危險。另外，「手進腳出」及「頭進

腳出」的電流也都可能流經心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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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電流大小對人體的影響  

        根據國際上有關人體安全的研究報告顯示(IEEE，電

機暨電子工程師學會)，60赫茲(Hz)不同大小電流通過不

同重量人體內部時，將會造成不同程度之觸電反應。下

表為正常人對不同感電電流之反應，約1毫安培 (mA)的

電流量人體即有感覺，9毫安培會有疼痛感覺，16毫安培

以下，人體肌肉尚可自由活動，手可以縮放，超過16毫

安培，肌肉痙攣麻痺，手掌反射性緊握帶電體，無法自

行放開脫離迴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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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多少的電流量會引起心室顫動，因涉及人體安全，

無法以常人作測試，故下表所列，100毫安培會引起心室

顫動，係以活羊測試後乘上安全係數推估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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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不安全動作預防 

    一.電氣設備及線路 

     二.電氣作業安全 

     三.易感電作業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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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電氣設備及線路 

(一)電氣設備及線路安全管理 

     1.電氣設備裝置及線路應依電業法規規定施工。 

     2.使用之電氣器材及電線等應符合國家標準規定。 

     3.臨時用電應使用中國國家標準(CNS)之插頭，插頭應 

        完全插入插座。不可直接以裸線插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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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燈具、燈座之防護： 

              攜帶型燈泡或臨時架空懸垂燈泡，應以不易變形之 

       材料做為燈泡護罩。  



25 

(三)下列臨時用電之電路須裝設高敏感度、高速型之感電防 

      止用漏電斷路器： 

      1.對地電壓在 150 伏特以上移動式或攜帶式電動機具。 

      2.潮濕場所用電。 

      3.鋼板上或鋼筋上等導電性良好場所使用之攜帶式電動 

         機具。 

      4.臨時用電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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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電動機具安全： 

     1.電動機應具雙重絕緣構造 

               在一般電氣設備上，帶電部分與金屬外殼間設有 

       絕緣，此為功能上之必須，稱之為功能絕緣，而雙重 

       絕緣係於設備之金屬外殼上再施一層絕緣，稱為保護 

       絕緣。如功能絕緣破壞時，外殼也不會帶電。雙重絕 

       緣機具皆標有”回”的符號可供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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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手工機具線路應接地 

  （1）插頭為三插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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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插頭為二插式 

                 附帶接地端子，接地端子應銜接於插座內 

          的接地端， 惟國內電器規格為二插式，插座  

          內無接地端子，故應單獨將線路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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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電線安全  

      工作場所電線應架高或覆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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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開關安全  

      各類開關應標明用途及啟斷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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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電氣作業安全 

            電氣作業安全分為作業前人員的防護、停電作業安全 

   、檢電作業安全、接地、作業時的防護及送電作業安全等

項目。 

(一)作業前人員的防護 

             人員在電氣作業前應穿戴適當防護器具，110 伏特 

    、220 伏特，人員可戴布手套，配合穿鞋子（不能穿拖

鞋），其絕緣效果可預防220 伏特的感電。 

            240 至 600 伏特，人員須戴橡膠絕緣手套。高壓電

作業須穿戴絕緣防護器具，如絕緣手套、絕緣靴、絕緣

肩套及絕緣安全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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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停電作業安全 

             作業點斷電後，斷電之開關箱應上鎖並標示“停電 

      作業中”及“禁止送電”。如電氣箱沒有門可供上鎖時， 

      除標示外，最好將無熔絲開關下方出電端的線路拆除 

     ，以防範第三者誤開啟開關時造成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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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檢電作業安全 

              停電後應隨即進行檢電，以確認該線路停電無誤。 

              因為同一電路系統有很多迴路，常有停錯迴路而不  

       知道的情形，所以停電後須進行檢電以作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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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電時須配戴適當絕緣防護具，110 伏特、220 伏特的 

檢電，人員可戴布手套且穿工作鞋（乾燥情況下）。240 至  

600 伏特的低壓檢電，人員須戴橡膠絕緣手套。高壓電檢電 

須穿戴絕緣橡膠手套、橡膠絕緣靴、絕緣安全帽等，以保安 

全。 

       檢電的方法一般採用檢電器，種類可分為低電壓用檢電 

器、高電壓用檢電器及特別高壓用檢電器三種。一般常見者 

為前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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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壓電檢電工具有驗電起子、驗電筆、三用電錶、鉤式 

電錶等。 

       驗電起子大多用來檢驗 220 伏特以下的電壓，本身附帶 

有小燈泡，接觸帶電體時燈泡就會亮。 

       驗電筆的功能類似驗電起子，本身也有附帶燈泡，惟外 

殼絕緣效果較驗電起子為佳，有的產品可量到 600 伏特的電 

壓，部分產品具聲響效果，遇帶電體時會發出聲響。 

       三用電錶可量測電壓，鉤式電錶除可量測電壓外，尚可 

量測電流。大部分的三用電表及鉤式電錶都可檢驗到600 伏 

特電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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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壓電檢電工具一般採用驗電棒，隨產品規格不同，

檢驗的電壓範圍也不同，部分產品具伸縮拉桿，可增加人

員與高壓線路間的安全距離。 

           使用檢電工具前應詳讀操作說明，瞭解該工具的操作

電壓範圍，確保作業人員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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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接地 

            電氣作業之停電線路如含有電力電纜、電力電容器等  

會殘留電荷者，應先予短路接地放電，隨後再進行檢電。

高壓輸配線路維修時，停電後須對該線路實施工作接地，

以防系統誤送電或鄰近地區發電機產生逆送電而導致工作

人員傷亡。 

            接地時，應先接地線（接地端），再接火線（相線

端）。拆除接地時，應先拆火線端，再拆地線端。以防接

地或拆除接地時誤送電引起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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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作業時的防護 

             勞工從事各類電氣作業時，除人員應配戴合適的 

      絕緣防護具外，對於活線（線路不停電）或接近活線 

     等作業，須有防護措施，一般使用絕緣工具有絕緣毯 

     (橡皮毯)、橡皮套管（套線路用）、操作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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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送電作業安全 

              送電是電氣作業的最後步驟，但也是最應注意的一 

       環，很多的職業災害是因為人員尚在線路上從事電氣作 

       業或在機器設備內從事維修，負責送電的人員未聯繫妥 

       當而突然送電，引起人員感電或使機器設備啟動運轉， 

       傷及作業人員。 

       所以送電前須進行下列的作業檢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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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作業領班藉現場巡視或通訊方式，確認各維修作

業是否完成。  

2.各作業是否完成作業完畢後的檢點，如取下停電

標示牌、拆 除接地端子等。 

3.清點作業人數、確認人員未於電氣線路上作業或

已離開機器設備內部。 

4.送電後檢查機器運轉是否正常、電壓是否正常。 

5.作業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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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易感電作業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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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職業災害分析與相關法令 

       介紹 
一.職業災害發生原因 

二.職業災害防範措施 

三.訂定安全衛生工作守則之依據 

四.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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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職業災害發生原因 

            職業災害的發生一般歸納為不安全的動作和行為，   

及不安全的狀況兩個因素所造成，或二者兼而有之，絕 

    大多數的職業災害是二者兼有交互作用的結果，國外專 

    家研究指出，一件事故發生以前，同樣的不安全環境或 

    行為事實上已存在多時，但當事人在過去的行為中並未 

    警覺到其危險性，仍置之不理，若以後有另一不安全因 

    素出現時就必然發生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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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安全的動作或行為 

      1.不知：不知道安全的操作方法，不使用防護器具。 

      2.不顧：缺乏安全意願或為圖舒適、方便、不使用防護 

                    器具或不願遵守安全工作規則。 

      3.不能：智力、體能或技術不能配合從事的工作。 

      4.不理：不相信安全管理人員之教導，拒絕使用規定的 

                    防護用具，或不遵守安全規則。 

      5.粗心：如吊掛作業時工作時粗心大意，動作粗魯，旁 

                   若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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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遲頓：反應不夠靈敏，當一項災害發生時，不能預感 

                    或不能及時控制或逃避。 

      7.失態：工作中嬉戲、行為粗暴、不服從、生活不正常 

                    等，致影響其正常的動作與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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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安全的設施 

      1.機器設備 

         (1)缺乏防護裝置或安全裝置。 

         (2)保養不當，未實施定期安全檢查，致安全防護裝置 

              失效。 

         (3)機具固定不穩發生倒塌。 

         (4)個人防護裝備-未能依照工作時可能發生之危害而 

             提供適當的個人防護裝備。 

        



63 

      2.工作環境： 

          (1)不充分及不適當的照明。 

          (2)通風不良。 

          (3)廠房的建築設施不當，如樓梯未設扶手，當腳滑倒 

               時無扶手可拉撐或梯階有雜物易造成跌落傷害。 

          (4)工作場所地面不平整、地面潮濕或有落差發生跌倒 

              事故。 

          (5)機器設備等佈置狹窄空間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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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行為判斷盲點 

           如果進一步的分析，為了確保生產作業過程安全， 

    必須有充分的注意與努力，但由於判斷錯誤而發生一些 

    意外事故，造成令人遺憾災害。以下是經由許多實際的 

    教訓所得的經驗： 

    (1)錯覺(誤認)-人是會有錯覺的，錯覺是任何人都難免發 

        生的現象，在過去曾造成了不少的災害。 

    (2)過度自信(未經確認)-每個人均各自因自已的知識與經 

        驗而對事情有不同程度的相信。相信的，判斷就快， 

        省略了確認的手續。但畢竟人的知識經驗總是有限的 

        ，最後終於導致過度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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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誤判斷(檢視錯誤)-對於設備、機器無法要求其100％ 

        的信賴性，為了確認其信賴性，就必須經由檢視或確 

        認來補其不足。但檢視或確認信賴實施者個人的判斷 

       ，或有可能因而造成錯誤的判斷。 

    (4)疏漏意外發生前的徵兆-作業過程中若發生變化，一定 

        會在某些地方出現徵兆。為了能掌握這些徵兆，則須 

        係依靠作業人員來發覺，不論是多麼精確的測定儀器， 

        終究還是要經過人的判斷才能知道其變化，由於必須依 

        賴人的感官，有時會造成對徵兆的疏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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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固持己見(處置錯誤)-人總是相信自己所經歷過的處理 

        方式，如果此種方法在過去曾有成功經驗，就更加相 

        信。但有時當時發生的狀況和已往的情形並不一定完 

        全相同，如果經常過度習慣性經驗，則就有造成處理 

        錯誤的危險。 

    (6)職務偏見-人對於與自己有關的事物會加以注意，但關 

        係他人的部分則不會在意。在前面的工作中毫不在意 

        的工作，往往種下成為後續工作的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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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意思溝通的錯誤(聯絡錯誤)-凡是有兩人以上共處時， 

        常會產生相互間的「想法溝通」不足。若有三人或四 

        人在一起工作時，更是會有「自己如是想，則想必他 

       人亦如是想」的認知，此乃人類的通病，稱之為「代 

       溝」現象。 

    (8)始料未及(意外變化)-人對於沒經歷過的事情缺乏預測 

         的能力。為了加以預測，就要有「如果這樣將會怎麼」 

         、「內部變成怎麼」等「建立假設的能力」、「由變 

        化的資料辦別的能力」以及自基礎知識等的歸納綜合 

        判斷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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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職業災害防範措施  

(一)建立安全衛生管理制度 

           人類生活進步中，科技產品的提供者，包括設計者 

   ，製造者或銷售者，由於未能事先知悉使用科技產品時 

   會造成何種危害，因而潛伏著許多危機，但科技物品在 

   長期使用過程中，可能由於設計或製造的缺陷逐漸突顯 

   出來，而造成傷害事故。因此，考慮首先須從改善設備 

   著手，達到設備的本質安全境界，以減少使用者的傷害。 

    1.工作場所負責人擔任本公司與承攬人，再承攬人共同 

       作業時，負責統一指揮及協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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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勞工安全衛生管理人員負責勞工安全衛生管理，並執 

       行下列事項： 

       (1)釐定職業災害防止計劃並指導有關部門實施。 

       (2)規劃、督導各部門之勞工安全衛生管理。 

       (3)各項安全衛生設施之規劃，督導檢點與檢查。 

       (4)實施各項安全衛生設施之巡視、定期檢查、重點檢 

           查及作業環境測定。 

       (5)規劃及實施勞工安全衛生教育及訓練。 

       (6)規劃勞工健康檢查並實施健康管理。 

       (7)實施職業災害調查、報告及辦理職業災害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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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向雇主提供有關勞工安全衛生管理之建議及資料。 

       (9)其他有關勞工安全衛生事項。 

    3.設立協議組織，由工作場所負責人為召集人，勞工安 

       全衛生管理員 或監工為副召集人負責下列事項： 

       (1)擔任指揮及協調工作。 

       (2)工作之連繫與調整。 

       (3)工作場所之巡視。 

       (4)指導各承攬人、再承攬人辦理勞工安全衛生教育及 

           預防災變訓練。 

       (5)其他為防止職業災害之必要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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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各級主管及管理、指揮、監督有關人員，負責執行與 

       其有關之下列 事項： 

       (1)職業災害防止計劃事項。  

       (2)安全衛生管理執行事項。 

       (3)定期檢查、重點檢查、檢點及其他有關自動檢查督 

           導事項。 

       (4)訓練所屬員工對危害預防之認識、安全設備之使用 

           及安全的操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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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育訓練： 

           不管勞工工作知識多麼豐富，工作技能如何熟練，

如何將知識與技能充分表現在工作上，則有賴安全的個

人行為及健全的身心。對於工作人員而言，身體就是資

本，唯有不受傷、不生病，又能快樂地工作，才是幸福

的人生。 

           安全衛生教育訓練是推動工作安全衛生的首要工作 

    ，不管基層勞工、領班或各級主管人員均有必要接受有

關的安全衛生訓練。雇主應遵照有關法令的規定，積極

推動企業內之安全衛生訓練計劃，以確保勞工的安全與

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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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的三個主要目的是培養正確

的工作態度、健全工作安全的知識及技術能力。完善的

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可以獲得下列結果： 

    1.防範職業災害發生，減少職業災害直接與間接損失。 

    2.保護作業勞工，避免傷殘發生。 

    3.改進工作方法或程序。 

    4.減少學習時間，增加生產力和產品的品質。 

    5.減少管理人員監督的負擔。 

    6.增加作業勞工的安全感，並激勵士氣，提高勞工對公 

       司的信心。 



74 

        員工在接受上述的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或特殊作 

    業人員安全教育訓練時，也應該具備下列幾項正確的學 

    習態度： 

     1.坦率而認真地受教。 

     2.不明瞭的地方要多發問，直到瞭解為止。 

     3.要全部學會，並加以融會貫通。 

     4.實際做做看，並請訓練人員從旁糾正，直到操作正確 

        為止。 

     5.反覆練習，不要懈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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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訂立安全衛生工作守則之依據：  

            工作場所的安全是由安全衛生工作守則來規範。 

    因此，安全衛生工作守則是供工作場所之勞工，在工作 

   上共同遵守的依據。 

    1.依勞工安全衛生法第25條規定：雇主應依本法及有關 

       規定會同勞工代表訂定適合其需要之安全衛生工作守 

       則，報經檢查機構備查後公告實施。且勞工對於安全 

       衛生工作守則，應切實遵行。 



76 

    2.罰則：雇主未訂定安全衛生工作守則及報檢查機構備 

      查時，依勞工安全衛生法第34條規定處新台幣三萬元 

      以上，六萬元以下之罰鍰。若勞工未遵守安全衛生工 

      作守則時，依勞工安全衛生法第35條規定處新台幣三 

      千元以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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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章  電氣危害之防止 

     第 一 節  電氣設備及線路 

第 239 條   雇主對於電氣設備裝置及線路，應依電業法規規 

                  定施工，所使用電氣器材及電線等，並應符合國 

                  家標準規格。 

第 240 條   雇主對於高壓或特別高壓用開關、避雷器或類似 

                  器具等在動作時，會發生電弧之電氣器具，應與 

                  木製之壁、天花板等可燃物質保持相當距離。但 

                  使用防火材料隔離者，不在此限。 

四、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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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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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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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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42 條   雇主對於連接於移動電線之攜帶型電燈，或連接 

                  於臨時配線、移動電線之架空懸垂電燈等，為防 

                  止觸及燈座帶電部分而引起感電或燈泡破損而引 

                  起之危險，應設置合乎下列規定之護罩： 

                  一  燈座露出帶電部分，應為手指不易接 

                        觸之構造。  

                  二  應使用不易變形或破損之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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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43 條   雇主對於使用對地電壓在一百五十伏特以上之移 

                  動式或攜帶式電動機具，或於濕潤場所、鋼板上 

                  或鋼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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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於各該電路設置適合其規格，具有高 

                  敏感度，能確實動作之感電防止用漏電斷路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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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雇主採用前項規定之裝置有困難時，應將機具金屬製外
殼及電動機具金屬製外殼非帶電部分，依下列規定予以
接地使用： 

一   將非帶電金屬部分，以下列方法之一連接至接地極： 

     (一) 使用具有專供接地用芯線之移動式電線及具有專供接 

            地用接地端子之連接器，連接於接地極者。 

     (二) 使用附加於移動式電線之接地線，及設於該電動機具 

            之電源插頭座上或其附近設置之接地端子，連接於接 

            地極者。 

二 採取前款 (一) 之方法時，應有防止接地線與連接電路之 

       各電線，及接地端子與連接電路之各端子，誤接之設施。 

三   接地極應充分埋設於地下，確實與大地連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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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44 條   電動機具合於下列之一者，不適用前條之規定： 

一  連接於非接地方式電路 (該電動機具電源側電路所設置之 

      絕緣變壓器之二次側電壓在三百伏特以下，且該絕緣變 

      壓器之負荷側電路不可接地者) 中使用之電動機具。 

二  在絕緣台上使用之電動機具。  

三  雙重絕緣構造之電動機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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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45 條   雇主對電焊作業使用之焊接柄，應有相當之絕緣 

                  耐力及耐熱性。 

第 246 條   雇主對勞工於作業中或通行時，有接觸絕緣被覆 

                  配線或移動電線或電氣機具、設備之虞者，應有 

                  防止絕緣被破壞或老化等致引起感電危害之設 

                  施。 

第 247 條   雇主對於發電室、變電室、或受電室及其類似場 

                  所之特別高壓電路，其連 接狀態應以模擬線或其 

                  他方法表示。(連接於特別高壓電路之回路數係二 

                  回線以下，或特別高壓之匯流排係單排時除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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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48 條   雇主對於啟斷馬達或其他電氣機具之裝置，應明 

                  顯標示其啟斷操作及用途。但如其配置方式或配 

                  置位置，已足顯示其操作及用途者，不在此限。 

第 249 條   雇主對於良導體機器設備內之檢修工作所用之照 

                  明燈及工具，其使用電壓不得超過二十四伏特， 

                 且導線須為耐磨損及有良好絕緣，並不得有接頭。 

第 251 條   雇主對於易產生非導電性及非燃燒性塵埃之工作 

                  場所，其電氣機械器具，應裝於具有防塵效果之 

                  箱內，或使用防塵型器具，以免塵垢堆積影響正 

                  常散熱，造成用電設備之燒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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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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就其發生靜電之部份施行接地 

                  ，使用除電劑、或裝設無引火源之除電裝置等 

                  適當設備。  

第 253 條   雇主不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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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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節 停電作業 

第 254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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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於確認電路開路後，就 

                   該電路採取下列設施：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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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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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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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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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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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作業終了送電時，應事先確認從事作業等之勞工無感電 

之虞，並於拆除短路接地器具與紅藍帶或網及標誌後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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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55 條   雇主對於高壓或特別高壓電路，非用於啟斷負載 

                  電流之空斷開關及分段開關 (隔離開關) ，為防止 

                  操作錯誤，應設置足以顯示該電路為無負載之指 

                  示燈或指示器等，使操作勞工易於識別該電路確 

                  無負載。但已設置僅於無負載時方可啟斷之連鎖 

                  裝置者，不在此限。  



89 

第 三 節 活線作業及活線接近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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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使該作業勞工戴用絕緣用防護具，或使 

                  用活線作業用器具或其他類似之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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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漆等作業時，應於該電路裝置絕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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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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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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有下列設施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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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使作業勞工使用活線作業用器具。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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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使用中之工具、材料等導電體接觸 

     或接近有使勞工感電之虞之電路或帶電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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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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側及腳下六十公分以內之高壓電路者，應在該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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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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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60 條   雇主使勞工於特別高壓電路或其支持礙子從事檢 

                  查、修理、清掃等作業時，應有下列設施之一： 

一  使勞工使用活線作業用器具，並對勞工身體或其使用中  

      之金屬工具材料等導電體，應保持下表所定接近界限距 

      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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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使作業勞工使用活線作業用裝置，並不得使勞工之身體 

     或其使用中之金屬工具、材料等導電體接觸或接近於有使 

     勞工感電之虞之電路或帶電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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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61 條   雇主使勞工於接近特別高壓電路或特別高壓電路 

                  支持物 (特別高壓電路之支持礙子除外) 從事檢 

                  查、修理、油漆、清掃等電氣工程作業時，應有 

                  下列設施之一： 

一  使勞工使用活線作業用裝置。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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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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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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使勞工戴用絕緣用防護具、或 

                  使用活線用器具、或其他類似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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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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樁機、拔樁機、 

                  移動式吊車及其他有關作業時，該作業之勞工於 

                  作業中或通行之際，有因身體等之接觸或接近該 

                  電路引起感電之虞者，雇主應設置護圍、或於該 

                  電路四周裝置絕緣用防護裝備等設備或採取移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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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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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節 管理 

第 264 條   雇主對於電力設備應置專任技術員、或委託電氣 

                  技術顧問團體 (以下簡稱技術團體) 、或電機技師 

                  負責責任分界點以下電氣設備之安全維護。前項 

                  專任技術員之設置，應依下列規定： 

一  未滿六百伏特之用電場所，應置初級技術員。 

二  在六百至二萬二千八百伏特之用電場所，應置中級技術 

      員。  

三  超過二萬二千八百伏特之用電場所，應置高級技術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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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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將作業期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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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應指定監督人員負責指揮。 

第 266 條   雇主對於發電室、變電室或受電室等場所應有適 

                  當之照明設備，以便於監視及確保操作之正確安 

                  全。 

第 267條   雇主對裝有特別高壓用器具及電線之配電盤前面 

                 ，應設置供操作者用之絕緣台。  



100 

第 268 條   雇主對於六百伏特以下之電氣設備前方，至少應 

                  有八十公分以上之水平工作空間。但於低壓帶電 

                  體前方，可能有檢修、調整、維護之活線作業時 

                  ， 不得低於下表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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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69 條   雇主對於六百伏特以上之電氣設備，如配電盤、 

                  控制盤、開關、斷路器、電動機操作器、電驛及 

                  其他類似設備之前方工作空間，不得低於下表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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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開關或控制等設備之背面無需置換或調整零件，且所

有接線都不必從背面即可接近者，背面得不必保留工作空

間。但由背面始能從事停電部位設備之工作者，其背面至

少應留有八十公分之水平工作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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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70 條   前兩條表中所指之「工作環境」，其類型及意義 

                  如下： 

一  工作環境甲：水平工作空間一邊有露出帶電部分，另一 

                           邊無露出帶電部分或亦無露出接地部分    

                           者，或兩邊為以合適之木材或絕緣材料隔 

                           離之露出帶電部分者。 

二 工作環境乙：水平工作空間一邊為露出帶電部分，另一邊 

                          為接地部分者。  



106 

三  工作環境丙：操作人員所在之水平工作空間，其兩邊皆 

                           為露出帶電部分且無隔離之防護者。 

    前兩條電氣設備為露出者，其工作空間之水平距離，應自

帶電部分算起； 如屬封閉型設備，應自封閉體前端或開

口算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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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71 條   雇主對於配電盤後面如裝設有高壓器具或電線 

                  時，應設適當之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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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每六個月檢驗其性能一次，工作人員 

                  應於每次使用前自行檢點，不合格者應予更換。 

第 273 條   雇主對於開關操作棒，須保持清潔、乾燥及高度 

                  絕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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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74 條   雇主對於電氣技術人員或其他電氣負責人員，除 

                  應責成其依電氣有關法規規定辦理，並應責成其 

                  工作遵守下列事項： 

一  隨時檢修電氣設備，遇有電氣火災或重大電氣故障時， 

     應切斷電源，並即聯絡當地供電機構處理。 

二  電線間、直線、分歧接頭及電線與器具間接頭，應確實    

     接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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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拆除或接裝保險絲以前，應先切斷電源。 

四  以操作棒操作高壓開關，應使用橡皮手套。 

五  熟悉發電室、變電室、受電室等其工作範圍內之各項電 

     氣設備操作方法及操作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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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75 條   雇主對於電氣設備，平時應注意下列事項： 

一  發電室、變電室、或受電室內之電路附近，不得堆放任 

      何與電路無關之物件或放置床、舖、衣架等。 

二  與電路無關之任何物件，不得懸掛或放置於電線或電氣 

      器具。  

三  不得使用未知或不明規格之工業用電氣器具。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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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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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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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76 條   雇主為防止電氣災害，對於所有工作人員應規定 

                  下列事項： 

一  電氣器材之裝設與保養 (包括修理、換保險絲等) ，非合 

      格之電氣技術人員不得擔任。 

二  為調整電動機械而停電，其開關切斷後須立即上鎖或掛 

      牌標示並簽字之。復電時，應由原掛簽人取下安全掛簽 

      後，始可復電，以確保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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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發電室、變電室或受電室，非工作人員不得任意進入。 

四  不得以肩負方式攜帶過長物體 (如工作梯、鐵管、塑膠管  

     等) 接近或通過電氣設備。 

五  開關之開閉動作應確實，如有鎖扣設備，應於操作後加   

     鎖。 

六  拔卸電氣插頭時，應確實自插頭處拉出。 

七  切斷開關應迅速確實。 

八  不得以濕手或濕操作棒操作開關。 

九  非職權範圍，不得擅自操作各項設備。 

十  如遇電氣設備或電路著火，須用不導電之滅火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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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安全帽及面罩： 

※電氣防護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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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安全手套及絕緣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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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驗電筆及操作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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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語 

       在人們的工作及生活中，”電”和”水”都是不可或缺

的一個 

要素，它給人們帶來非常多的方便，但也伴隨著災害---感電 

傷害。在工作場所中的感電災害是可預防的，針對各種電氣 

作業的勞工，透過教育訓煉、安全防護的宣導及輔導，並在 

工作中落實與規範，災害就可避免。 

  

＊以上部份內容摘錄自台北市政府勞工局勞動檢查處編印之 

「感電災害預防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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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祝各位 

             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工作平安順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