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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引言:

建築署在2012年10月3 日與
承建商及工地監管人員舉
行了一個有關工地電力安
全的經驗分享會，以提高
工地人員對電力使用的安
全意識。 該經驗分享會的
簡報資料已上載到建築署
的網頁，以供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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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力學原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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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姆定律

歐姆定律 : V = I x R

歐姆定律

歐姆定律 :  V = I x R 

根據 “歐姆定律” 若電根據 “歐姆定律”，若電
壓 (V)的值不變而電阻

的值減小 意外觸V (R)的值減小，意外觸
電時通過人體電流(I)的R
值相應增加，對人體造
成的傷害更嚴重。

R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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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力的危害電力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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觸電

當電流通過人體會引起觸
電 觸電對人體造成的傷電。觸電對人體造成的傷
害嚴重程度主要取決於四
項因素:

電流值 (電流值越大對
人體造成的傷害越大);

時間 (時間越長對人體時間 (時間越長對人體
造成的傷害越大);

電壓 (電壓越高對人體
造成的傷害越大);

電流路徑 (若電流路徑
流經人體心臓，對人造成流經人體心臓，對人造成
的傷害越大)

以上插圖表達觸電如何發生。觸電對人體造成的傷害嚴重程度主要取決
於通過人體的電流值。電流值是以下列算式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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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通過人體的電流值 電流值是以下列算式計算
電流值 ( I ) =電壓 ( V ) ÷電阻 ( R )



觸電
乾皮膚(電阻約10,000Ω)

電流= 220V ÷ 10,000Ω = 0.022A
濕皮膚(電阻約around 500Ω)濕皮膚(電阻約around 500Ω)

電流= 220V ÷ 500 Ω = 0.44A

不同電流值對人體造成的傷害:不同電流值對人體造成的傷害: 
電流 (A)  生理反應

0.001A 痛或有觸電的感覺

0.005A 低於此電流值對人體無害，但肌肉會呈收縮

0.01‐0.02A 心室顫動

0.05A 可以致命

0.1‐0.3A 持續心室顫動後導致不正常心跳規律

心臟去顫器的運作電流 暫時的呼吸癱瘓及可能燒傷6A 心臟去顫器的運作電流; 暫時的呼吸癱瘓及可能燒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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觸電對人體造成的傷害觸電對人體造成的傷害

心跳停止(主要死因):( )
電流流經人體心臓後會干擾
心跳，而導致心跳停止。

若沒有外來幫助，心臓不會
恢復跳動。除非快速治理，
否則很快死亡。

呼吸停頓呼吸停頓:
電流流經人體腦部干擾控制
呼吸部份的神經中心 而導呼吸部份的神經中心，而導
致呼吸停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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觸電對人體造成的傷害

窒息

觸電對人體造成的傷害

窒息:
電流流經人體胸部令胸
部肌肉收縮，導致呼吸部肌肉收縮，導致呼吸
停頓，最後窒息死亡

肌肉收縮:
電流流經人體前臂肌肉
令前臂肌肉持續收縮，
因而不能脫離電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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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危害

燒傷:
當觸電時 電流會流經人體當觸電時，電流會流經人體
皮膚、肌肉及體內器官造成
燒傷。燒傷。

火災和爆炸:
電弧產生的高溫經常導致火災或爆炸。導致產生
高溫的原因有:
• 電力超出負荷

• 短路或絕緣體損壞

• 電力線路接觸不良

• 電線或電力裝置保養不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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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熱或通風欠佳



觸電的成因

直接觸碰

人體直接觸碰帶電的電
體、電線、電源等

間接觸碰間接觸碰

人體觸碰意外地帶電的
導電體，而該導電體在導電體，而該導電體在
正常情況下不應該帶電
〈如因絕緣體破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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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力安全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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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力安全裝置

電路的保護裝置主要有:
• 保險絲保險絲

保險絲應當安裝在電路的火線

保險絲通常是設有預定熔解值的銅線

當電流流過所產生的熱力超出保險絲的熔
解值時，保險絲會熔化截斷而切斷電路 13A保險絲

• 斷路器 (微型斷路器)

斷路器是利用電流所產生的熱力和電磁力
運作

在電流短路的情況下，電流所產生的電磁
力會大增，令斷路器的連接器打開而切斷力會大增，令斷路器的連接器打開而切斷
電路

當電流超出負荷過時，電流所產生的熱力
會令斷路器的連接器會而切斷電路

14

會令斷路器的連接器會而切斷電路
微型斷路器

3/10/2012



電力安全裝置
• 漏電斷路器(俗稱水氣掣) 或稱 殘餘電流裝置(RCD)

漏電斷路器主要是監控電路中“中線＂或“火線＂
的運作的運作

當洩電發生時，電流經火線流到電力裝置不是全部
由中線流回

漏電斷路器偵測到這電流的不平衡現象時，會自動
截斷電源

可洩電電流值應設為少於可洩電電流值應設為少於30mA

洩電發生時，經火線進入電力裝置後的
電流不是全部流回中線 (即流出電流少
於進入電流)而產生磁場差距，漏電斷
路器偵測到這現象，便迅速自動截斷電
源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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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力安全裝置

• 接地

當洩電時，接地導體能提供一個低電阻通道，將電當洩電時，接地導體能提供一個低電阻通道，將電
流帶至大地

能有效地避免電流流過人體造成傷害能有效地避免電流流過人體造成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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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力安全裝置
• 雙重絕緣

裝有雙重絕緣的電動工具除本身有
絕緣外 另有一層獨立的絕緣加強絕緣外， 另有一層獨立的絕緣加強
保護，防止使用者受觸電危害。這
種設計用兩重絕緣體包裹着火線及
中線電導體，使該電動工具毋須依
賴接地。雙重絕緣外殼的電動工具
帶有“回” 字標記。帶有 回  字標記。

• 採用特低電壓(ELV)( )
電動工具使用特低電壓(即不超過50
伏特交流電)，即使有觸電情況，對
人體造成的傷害亦可以減輕人體造成的傷害亦可以減輕。

電壓 (V) ≤ 50V A.C.
電動工具外殼刻有“回” 字標記，表示電動工具有
雙重絕緣保護 (即是除了本身有絕緣外另有一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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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重絕緣保護 (即是除了本身有絕緣外另有一層
獨立的絕緣加強保護)。



電線顏色代碼

由於 的色盲人由於99% 的色盲人
士難於分別出紅、
綠及黃色，政府於
1.7.2009 就有關電力
裝置推行新的電線
顏色代碼系統顏色代碼系統

單相電線顏色: 棕色代表火線，藍色代表中線，綠黃間色代表地線。單相電線顏色: 棕色代表火線，藍色代表中線，綠黃間色代表地線。
三相電線顏色: 棕色代表火線1，黑色代表火線2，灰色代表火線3，
藍色代表中線，綠黃間色代表地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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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例要求法例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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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例要求法例要求

工廠及工業經營條例（第 章） 由勞工署執法工廠及工業經營條例（第59章），由勞工署執法

– 工廠及工業經營（電力）規例

建築工地 安全 規例 等– 建築工地（安全）規例， 等

電力條例（第406章），由機電工程署執法

– 電力（線路）規例

– 供電電纜（保護）規例，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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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例要求
工廠及工業經營（電力）規例

勞工處印制的『建築地盤視察報告參
閲手册』的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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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例要求
電力條例（第406章）電力條例（第406章）

電力（線路）規例 2009

條款 為建築或拆卸地盤 或維修及測試而提供的條款 26K ‐ 為建築或拆卸地盤、或維修及測試而提供的
臨時供電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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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機電工程署印制的『電力〈線路〉規例工作守則〈2009年版〉』中的條款 26K - 為建築或拆卸地盤、或維修及測試而提供的臨時供電裝置─ 關
於「操作電壓」的段落。



法例要求
電力條例（第406章）電力條例（第406章）

電力（線路）規例 2009
條款 26K ‐ 為建築或拆卸地盤、或維修及測試而提供的條款 26K ‐ 為建築或拆卸地盤、或維修及測試而提供的

臨時供電裝置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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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機電工程署印制的『電力〈線路〉規例工作守則〈2009年版〉』中的條款 26K - 為建築或拆卸地盤、或維修及測試而提供的臨時供電裝置─ 關
於「裝置的選擇及安裝」的段落。



法例要求
電力條例（第406章）電力條例（第406章）

電力（線路）規例 2009
條款 26K ‐ 為建築或拆卸地盤、或維修及測試而提供的條款 26K ‐ 為建築或拆卸地盤、或維修及測試而提供的

臨時供電裝置 (續)

摘自機電工程署印制的『電力〈線路〉規例
工作守則〈2009年版〉』中的條款 26K - 為
建築或拆卸地盤、或維修及測試而提供的臨
時供電裝置 關於「裝置的選擇及安裝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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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供電裝置─ 關於「裝置的選擇及安裝」的
段落。



法例要求
電力條例（第406章）電力條例（第406章）

電力（線路）規例 2009

圖一、二、三及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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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二 三及四
請參照圖上的敍述。



法例要求
電力條例（第406章）電力條例（第406章）

電力（線路）規例 2009

圖五、六、七及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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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六 七及八
請參照圖上的敍述。



發展局的電力安全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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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局的電力安全政策
第三章 –工地安全合約條款
(工地安全手冊) 2011 年 2月版

A. 每週安全巡查

• 檢查臨時照明和手提電工具是 否 符合訂特訂規格 條款 14(3)檢查臨時照明和手提電工具是 否 符合訂特訂規格 條款 14(3)
的110V CTE (中間接地) 要求，

• 檢查棚架 ，及

• 檢查工地整潔。

承建商須草 擬一份詳細的安全巡查清單。 該清單須包括一份列承建商須草 擬一份詳細的安全巡查清單 該清單須包括一份列
表記錄在安全巡查中 找到不足之處及其改善方案， 負責改善措
施的人員的名字和預計改善方案的完工日期。 這份清單須得到
建築師代表的同意，方可使用。建築師代表的同意，方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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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局的電力安全政策
第三章 –工地安全合約條款
(工地安全手冊) 2011 年 2月版

A. 每週安全巡查(續)

承建商須立即改正在安全巡查中 找到不足之處並須在跟隨的工承建商須立即改正在安全巡查中 找到不足之處並須在跟隨的工
地安全管理委員會會議報告改善進度。

B 工地安全特別規格 條款 15電力安全B. 工地安全特別規格 - 條款 15電力安全

(1) 臨時電力系統(TES)必須由註冊電工 (REW) 負責處理。

(2) 完成臨時供電系統之後 ，註冊電工/註冊電業承辦商須簽發一份(2) 完成臨時供電系統之後 註冊電工/註冊電業承辦商須簽發一份
完工證明書 (WR1) ， 每份完工證明書須包含供電系統的電路圖。

(3) 臨時供電系統， 如照明裝置 、配電箱、插座 、在戶外或潮濕環
境使用的插頭及電線耦合器須符合最少IP54 或同等規定境使用的插頭及電線耦合器須符合最少IP54 或同等規定。

(4) 臨時電線須安裝重型的護套並且掛高， PVC電線須藏入金屬導管
或線槽及妥善保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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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局的電力安全政策
第三章 –工地安全合約條款
(工地安全手冊) 2011 年 2月版

B. 工地安全特訂規格 - 條款 15電力安全(續)

(5) 草 擬一份安全檢查清單，並取得建築師代表的同意用作日常安全(5) 草 擬一份安全檢查清單，並取得建築師代表的同意用作日常安全
巡查。而每月詳細檢查須包括以下項目及須由 註冊電工簽署 : ‐
– 臨時供電系統，

– 臨時發電機 ，

– 漏電斷路器的測試 ，

電線及其接駁的完整性 及– 電線及其接駁的完整性，及

– 量度接地電阻和電力( 線路) 規例工作守則第三及第四清單中的
項目。項目

(6) 設立 工作許可證 制度及/ 或關鎖制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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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局的電力安全政策
第三章 –工地安全合約條款
(工地安全手冊) 2011 年 2月版

B. 工地安全特訂規格 - 條款 15電力安全(續)

(7) 保存最新的電路圖(張貼在臨時配電箱內)，完工證明書WR1 (及(7) 保存最新的電路圖(張貼在臨時配電箱內)，完工證明書WR1 (及
有關證明文件)和註冊電工/註冊電業承辦商的臨時供電系統檢查
測試記錄於特定的文件檔，以供工地監管人員查閱。

(8) 所有臨時配電箱必須關鎖， 只准許授權人員進入。臨時配電箱
須張貼清晰的中英文警示(Danger - Electricity) (危險 - 有電)及授
權人員的姓名和電話號碼。權人員的姓名和電話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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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局的電力安全政策
第三章 –工地安全合約條款
(工地安全手冊) 2011 年 2月版

B. 工地安全特訂規格 -條款 15電力安全(續)

(10) 在使用中的建築物內， 除非有事先批准，所有電力裝置不准(10) 在使用中的建築物內， 除非有事先批准，所有電力裝置不准
直接連接到現有的永久配電箱，只可接駁到臨時配電箱 。

(11) 電弧焊: -(11) :

• 須符合BS 638 : Part 7 ，IEC 60974-1 (或BSEN60974-1)和BS 
EN 60974-11或同等規定，

配有無負荷電壓昇騰防止裝置 及• 配有無負荷電壓昇騰防止裝置，及

• 須為密封式，金屬外殼接駁地線，電線接頭須有效地絕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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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局的電力安全政策
第三章 –工地安全合約條款
(工地安全手冊) 2011 年 2月版

B. 工地安全特訂規格 - 條款 15電力安全(續)

(12) 手提電工具(例如潛水泵)(12) 手提電工具(例如潛水泵)

• 由註冊電工檢查(目測一般的狀況，電氣連續性、極性及絕緣
情況則須測試) ，

• 登記及記錄每一件已經檢查的手提電工具，

• 貼上識別標籤 (包括登記號碼 、 型號 、 持有人姓名及檢查
日期 並印上承建商的公司印章) 及日期，並印上承建商的公司印章) ，及

• 每三個月或維修後須重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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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局的電力安全政策
第三章 –工地安全合約條款
(工地安全手冊) 2011 年 2月版

B. 工地安全特訂規格 -條款 15電力安全(續)

(13) 手提電工具和臨時工地照明的操作電壓須低於110V，電(13) 手提電工具和臨時工地照明的操作電壓須低於110V，電
力由一個後級出線接駁位中間接地的變壓器供應，並須
符合 BS 3535 : Part 2 : 1990或同等規定。所有電線須在
Cl I和IP55密封的變壓器內終接 輸出電路須具有短路Class I和IP55密封的變壓器內終接， 輸出電路須具有短路
保護。如在密閉和潮濕的環境，臨時照明和手提電工具
的電壓須低於25V。

(14) 110V或以上電壓操作的重型設備如吊重機(開士機) 、 塔
式起重機(天稱)、 等，須加上漏電斷路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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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局的電力安全政策
第三章 –工地安全合約條款
(工地安全手冊) 2011 年 2月版

C. 安全計劃書 (14 個元素)

• 工地安全循環 ，例如安全早會，危害識別活動，等。• 工地安全循環 ，例如安全早會，危害識別活動，等。

• 安全訓練 ，例如電力安全工具箱講座(可參考香港建造商會
的安全工地座談培訓講義、等) 。)

• 安全檢查 ‐ 臨時電力系統。

• 工序控制方案 – 電力設備及裝置是其中一個高危工序工序控制方案 電力設備及裝置是其中一個高危工序

– 包括安全規則 ; 法例 ; 安全工作程序， 尤其是經過風險
評估後策劃的施工程序和工作許可證 制度 ; 如果接近或
者在水上工作 或電力工作或者接近電源工作 應該實者在水上工作，或電力工作或者接近電源工作， 應該實
施同伴工作制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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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局的電力安全政策發展局的電力安全政策
工地安全手冊

D. 工地安全手冊第三章

• 3 9 電弧焊• 3.9 電弧焊

• 3.16 手提電工具

D. 工地安全手冊第七章

• 7.2 眼睛保護

• 7.8 安全鞋

• 7.10 手部保護7.10 手部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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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署工地安全使用建築署工地安全使用
電力要求電力要求

373/10/2012



建築署工地安全使用電力要求建築署工地安全使用電力要求

A 跟隨發展局的安全政策A. 跟隨發展局的安全政策

B 監管工地高風險工序:-B. 監管工地高風險工序:-

• 有關工地電力的高風險工序 ;

– 電力工作電力工作

– 挖掘工程 ， 尤其是接近地底時

– 接近架空電纜工作

– 其他風險(有關電力安全)

• 預計最少在未來二個月的高風險工序並進行風險評估 ;

• 在工地安全管理委員會會議討論 ;

• 定期更新風險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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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署工地安全使用電力要求建築署工地安全使用電力要求

C 工地電力安全 審核清單2012C. 工地電力安全 審核清單2012

1. 電力裝置

是否所有電力裝置由註冊電工(REW) 負責處理並在完成後檢查?a. 是否所有電力裝置由註冊電工(REW) 負責處理並在完成後檢查? 

b. 註冊電工(REW)有否擬定臨時電力系統(TES)定期安全檢查的清單?

c. 臨時電力系統(TES)的電路圖和WR1/WR1a有否更新及由承建商保存?

d 有否安裝斷路器或合適的保險絲?d. 有否安裝斷路器或合適的保險絲?

e. 有否安裝漏電斷路器?

f. 有否張貼“觸電急救指引＂ 海報?

有否進行定期維修保養?g. 有否進行定期維修保養?

h. 天稱有否安裝避雷裝置?

i. 金屬圍街板有否使用等電位連接導體接地?

配電箱有否張貼註冊電工 的聯絡資料

S S ti f t IR I t i i d IIR I di t i t i i d N/A N t li bl

j. 配電箱有否張貼註冊電工(REW)的聯絡資料?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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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 Satisfactory; IR = Improvement is required; IIR = Immediate improvement is required; N/A = Not applicable



建築署工地安全使用電力要求建築署工地安全使用電力要求

C. 工地電力安全 審核清單2012 (續)清 ( )

h. 工地有否足夠的空間用以維修臨時供電系統，例如配電盤、柴油發電機、變壓器、等? 

2. 電力設備

a. 工地的照明裝置,配電箱,供電插座及插頭和電線耦合器是否符合法例及合約要求?

b. 電線有否放在地上?

c. 電線的護套有否破損?

d. 地線是否正確接地?

e. 緊急停止按鈕是否正常操作(例如鋸床、剪/屈鐵機、等)?

f. 臨時工地照明的操作電壓是否低於110V?f. 臨時工地照明的操作電壓是否低於110V?

g. 承建商有否提供合適的個人防護裝備給電工;當進行如測試/保養/維修等電力工作時，電工
有否正確穿著個人防護裝備?

h. 供電插座是否插上過多插頭導至電力超載出負荷?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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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署工地安全使用電力要求建築署工地安全使用電力要求

C. 工地電力安全 審核清單2012 (續)清 ( )

3. 手提電工具

手提電工具登記紀録是否妥善保存保存?a. 手提電工具登記紀録是否妥善保存保存?

b. 手提電工具有否貼上識別標籤列出登記號碼、型號、持有人姓名及合資格電工檢
查日期?

c 手提電工具有否接地或有雙重絕緣外殼保護?c. 手提電工具有否接地或有雙重絕緣外殼保護?

d. 手提電工具是否使用低電壓(例如低於110V)?

e. 手提電工具插頭是否符合法例要求?

手提電工具的電線護套有否破損f. 手提電工具的電線護套有否破損?

g. 電力工作的工地環境是否潮濕及電力設備附近是否有觸電的危險?

413/10/2012



建築署工地安全使用電力要求建築署工地安全使用電力要求

C. 工地電力安全 審核清單2012 (續)清 ( )

4. 特定工序(電弧焊)

a 工作的地點是否接近易燃物貯存的地方?a. 工作的地點是否接近易燃物貯存的地方?

b. 電力工具及工件有否正確接地?

c. 承建商有否提供合適的個人防護裝備給焊工，焊工有否正確穿著個人防護裝備?

d. 工作的地點通風是否足夠?d. 工作的地點通風是否足夠?

e. 工作的地點是否潮濕及有積水?

f. 焊機是否配有無負荷電壓昇騰防止裝置以防觸電?

423/10/2012



建築署工地安全使用電力要求建築署工地安全使用電力要求

C. 工地電力安全 審核清單2012 (續)清 ( )

5. 一般安全事項

a. 戶外及工業用途的工作有否使用防水的電線及插頭?

b. 梯具材料是否由不導電材料製造?

c. 如果工作不能由一個工人安全地完成(例如接近電源工作)，有否施行工作許可證制度或
同伴工作制度?

d. 電掣房、保險絲和斷路器有否關鎖，鑰匙由負責人保管?

e. 電線、插頭、插座、等有否損壞或過熱的蹟象?

f. 有否觸電的緊急程序?

g. 有否在維修供電系統前張貼警告告示?

h. 在有火警危險的地點有否足夠的防火設備例如滅火筒?

i. 有否提供有關的工具箱講座或訓練給新加入的工人?

433/10/2012



建築署工地安全使用電力要求建築署工地安全使用電力要求

C. 工地電力安全 審核清單2012 (續)清 ( )

6. 在地底或架空電纜附近工作

a 在開工前有否設立一個安全工作系統以防止損壞地底或架空電纜?a. 在開工前有否設立一個安全工作系統以防止損壞地底或架空電纜?

b. 在開工前有否雇用一個合資格人士(如在機電工程署註冊)探測地底電纜及有否設立
一個安全工作系統以防止電纜損壞?

7 完成安裝及完工測試7. 完成安裝及完工測試

a. 承建商有否完成對低電壓開關掣板功能的完工測試並取得建築署或其顧問公司的滿
意 (須出示已經對低電壓開關掣板進行連串的測試之後已簽署的“低電壓開關掣板
完工測試證明書＂，測試包括絕緣測試、電介質測試、電流變壓器極性檢查、次級
注電試驗、初級注電試驗、銅巴接點電阻測試、溫升界限測試、所有設備的功能測
試、電壓測試、相位次序測試、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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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署工地安全使用電力要求建築署工地安全使用電力要求

C. 工地電力安全 審核清單2012 (續)清 ( )

7. 完成安裝及完工測試 (續)

b. 承建商是否完成對系統功能的完工測試並取得建築署或其顧問公司的滿意(須出示已經對
裝置系統電路的連續性、保護導體的連續性、極性、絕緣電阻、接地極電阻、接地故障
環路阻抗、各項保護器件的功能包括過流保護器件、在危險環境的裝置的額外檢驗、等
測試之後已簽署的“電力裝置完工測試證明書＂) ?

c. 承建商是否對永久電力裝置/系統已進行連串的測試和調較以證實該裝置/系統已符合設計
要求(例如充電器和電池、避雷裝置、發光體、電插頭、水泵、電力發動機、風扇、發熱
線、電磁設備、等)?

d 承建商是否已取得 記錄和提交整個裝置的表現數據 (例如負荷分配 總啟動電流值 功d. 承建商是否已取得、記錄和提交整個裝置的表現數據 (例如負荷分配、 總啟動電流值、功
率因數、等) 以供日後操作及保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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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署工地安全使用電力要求建築署工地安全使用電力要求

C. 工地電力安全 審核清單2012 (續)清 ( )

7. 完成安裝及完工測試 (續)

e. 承建商有否檢查外露非帶電金屬部分(包括金屬導管、線槽及包裹電線的管通)的完整性和( )
是否已接地? 

f. 承建商有否檢查外露非帶電金屬部分(包括電流分配器具的金屬外殼例如開關及控制組件)
的完整性和是否已接地? 

g. 承建商有否檢查非電氣裝置金屬部分的完整性和是否已由電路保護導體等電位接駁及輔助
接駁至總接地終端(例如總水喉管、其他設備的喉管及管通、外露的金屬天花骨架/窗/結構
骨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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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署工地安全使用電力要求建築署工地安全使用電力要求

C. 工地電力安全 審核清單2012 (續)清 ( )

8. 檢視在工程接近完成階段已經通電的裝置/系統的有關文件

a. 承建商可否出示為安全隔離電路的工作許可證制度記錄或有關電力工具接地線的記
錄? 

b. 如果使用斷路器或開關隔離電路，在可行下該斷路器或開關必須關鎖並貼上警示，
關鎖的鑰匙由註冊電工保管。承建商可否出示妥善保存於日誌簿的關鎖制度記錄 ?  

承建商可否出示已由合資格人士(例如註冊電工)簽署的完整風險評估記錄並且列出c. 承建商可否出示已由合資格人士(例如註冊電工)簽署的完整風險評估記錄並且列出
配合機電工程署電力(線路)規例工作守則附錄15的特定安全預防措施?該帶電工作必
須是跟據電力(線路)規例工作守則不可避免的，而風險評估及安全預防措施須於帶
該電工作前製定。

d. 承建商可否出示已經通電部分完整的完工測試記錄及最終電路記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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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署工地安全使用電力要求建築署工地安全使用電力要求

電力裝置工作 完工測試 交出電力裝置

註冊電工

安全措施: 
• 工作許可證制度?

實施關鎖制度及展示註冊電工 • 實施關鎖制度及展示
警告告示以隔離電路?

• 風險評估?
• 完工測試記錄 ?
• 同伴工作制度?
…….

通電?!

3/10/2012 48



工地安全使用工地安全使用
電力的範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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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地安全使用電力的範例工地安全使用電力的範例

110V 臨時配電裝置 線路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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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地安全使用電力的範例工地安全使用電力的範例

裝有保護裝置的110V 臨時配電箱 110V 臨時配電箱加上警示句

513/10/2012



工地安全使用電力的範例工地安全使用電力的範例

在配電箱上貼上註冊電工 展示安全守則在配電箱上貼上註冊電工
的名字及聯絡電話號碼

展示安全守則
【未經許可，不得使用】

523/10/2012



工地安全使用電力的範例工地安全使用電力的範例

由合資格人士核實後簽發由合資格人士核實後簽發
的臨時供電核對清單 展示完工証書(表格WR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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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地安全使用電力的範例工地安全使用電力的範例

將電缐妥善掛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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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地安全使用電力的範例工地安全使用電力的範例

供電用的臨時配電箱 將發電機安放在適當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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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地安全使用電力的範例工地安全使用電力的範例

工地內避雷裝置

563/10/2012



工地安全使用電力的範例工地安全使用電力的範例

金屬梯具裝有膠墊金屬梯具裝有膠墊
作為絕緣體 電力安全推廣

573/10/2012



工地安全使用電力的範例工地安全使用電力的範例

手提電工具妥為登記及紀録

1. 手提電工具貼上識別
標貼並具有註冊編号標貼並具有註冊編号，

2. 工具類別 ，

3. 物主姓名，及3. 物主姓名 及

4. 檢測日期

583/10/2012



其他的工地安全使用電力的範例其他的工地安全使用電力的範例

由屋宇裝備處工地監管人員提供的電力安全參考資料

593/10/2012

用於建築地盤內作電力安全推廣的海報：﹝一﹞電焊用空載降壓器﹝二﹞110伏特火牛。



工地使用電力的電力安全的重點工地使用電力的電力安全的重點

– 不要帶電工作，若情況不許可，必須採取下列安全措施：不要帶電工作 若情況不許可 必須採取下列安全措施
• 工作前由合資格人士完成風險評估

• 使用正確個人保護裝備

• 使用絕緣屏障將帶電的導體隔離以避免發生危險

• 展示有關警告

用短時間精確地完成工作• 用短時間精確地完成工作

• 清楚地界定帶電的導體隔離點

避免在雨天、 狹窄環境、 等惡劣環境下工作– 避免在雨天、 狹窄環境、 等惡劣環境下工作

– 給予工人清淅的指示

避免單獨工作– 避免單獨工作

3/10/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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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防護裝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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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防護裝備個人防護裝備

安全帽• 安全帽

• 安全鞋

• 護眼罩

• 面盾面盾

• 絕緣手套

623/10/2012



建議安全措施建議安全措施

雇用
註冊電工

開工前
註冊電工

找出及終接
所有帶電電缐

風險評估
註冊電工及安
全督導員監督
工地電力安全

註冊電工檢查，
定期保養

臨時電力系統
並簽發證書

所有帶電電缐
並簽發證書

電力工作
建議安全措施

施行工作許可證制度、
關鎖電掣房/配電箱、

手提電工具電壓須
低於110V，電力由一個
後級出線接駁位中間接

地的變壓器供應

關鎖電掣房/配電箱、
委派負責人保管鑰匙

並張貼警示

提供工具箱講座
(例如電工高空工

手提電工具及
臨時電力系統

正確接地

(例如電工高空工
作、工作臺、使用

A 字 梯、等)
給電工

同伴 合適的個人防同伴
工作制度 護裝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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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安全措施建議安全措施

雇用
註冊電工

焊機符合
BS EN 60974-1及

規定

風險評估焊機配有
無負荷電壓昇騰

防止裝置

BS EN 60974-11規定

電弧焊工作
建議安全措施

註冊電工
定期檢查保養並貯存

避免焊機電缐
纏繞金屬工件

提供工具箱講座

定期檢查保養並貯存
記錄

手提電工具及
臨時電力系統

正確接地 提供工具箱講座
(例如電工高空工

作、工作臺、使用
A 字 梯、等)

給電工

正確接地

合適的個人防
護裝備

643/10/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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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力意外個案分析電力意外個案分析

個案一

• 事發當天是公眾假期，死者被派往事發當天是公眾假期，死者被派往

一寫字樓進行電線重置工程。

• 當死者於該寫字樓一角進行工作時• 當死者於該寫字樓一角進行工作時

失足從1.5 米高的A字木梯上墮下。

• 死者頭部著地不省人事，被送往醫

院搶救無效證實死亡。

• 死者表面上是由高處墮下， 但法醫

官報告指出，死者上肢有被電灼傷

痕，死者首要致死原因是觸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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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力意外個案分析電力意外個案分析

個案一 預防措施個案一 ‐ 預防措施

• 在開始電氣工程的工作前，找出及截斷工作範圍內
相關的電力供應電源。

• 採用 “工作許可證” 制度並在電箱及掣房展示警告告
示。

• 向電工提供有關高空工作安全的工具箱講座。

• 為高空工作提供合適的工作平台。

• 避免加班及在沒有妥善安排下工作並避免單獨進行避免加班及在沒有妥善安排下工作並避免單獨進行
有關電氣工程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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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力意外個案分析電力意外個案分析

個案二個案二

• 一名工人被派往一結構物的頂層
安裝金屬覆蓋面。電當該名工人
試圖開動一個手提電磨機時觸電。

• 該工人被送往醫院後證實死亡• 該工人被送往醫院後證實死亡。

• 現場環境顯示事發時供電給磨機
的電掣沒有接上地線 而且肇事的電掣沒有接上地線，而且肇事
磨機內的中線鬆脫並接觸到金屬
機殼。

• 所以當死者接觸到磨機的金屬機
殼時，電流流過死者身體，造成 圖示該名工人如何在開動一個手提電磨機時觸電：

一 供電給磨機的電掣沒有接上地線

觸電。
68

﹝一﹞供電給磨機的電掣沒有接上地線，
﹝二﹞磨機內的中線鬆脫並接觸到金屬機殼，
﹝三﹞接線的中線並沒有妥當地接上插頭。



電力意外個案分析電力意外個案分析

個案二 預防措施個案二‐ 預防措施

• 工地使用的手提電工具應低於１１０Ｖ。

• 工地使用的臨時供電系統和手提電工具應由註冊
電工給予恰當的保養及妥善保存紀録。

• 臨時供電系統及手提電工具應由一名工地安全督
導員每天進行檢查。

• 向工人及有關人士提供足夠的電力安全工具箱講
座。

• 所有電工具接地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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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力意外個案分析電力意外個案分析

個案三個案三

勞工處給予承建商及顧主參考的「職安警示」其中關
於「電力維修工作」的五項預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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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力意外個案分析電力意外個案分析

個案三 預防措施個案三‐ 預防措施

• 工作前，確保電力系統的有關帶電部分已經截斷
電源。

• 妥善安排相關的安全措施及安全工作程序。

• 在開始電氣工程的工作前，關鎖有關的電源及張
貼警告告示 。

• 確保工人及有適當的電力安全訓練並掌握相關的
知識及經驗。

• 確保有足夠的監管，以使有關的安全措施能夠切
實執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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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力意外個案分析電力意外個案分析

個案四個案四

72
勞工處給予承建商及顧主參考的「職安警示」其中關於「進行批盪工作時觸電」的三項預防措施。



電力意外個案分析電力意外個案分析

個案四‐ 預防措施

• 工作前，確保電力系統的有關帶電部分已經截斷電源。

• 妥善安排相關的安全措施及安全工作程序。

• 在開始電氣工程的工作前，關鎖有關的電源及張貼警告告示 。

• 確保工人及有適當的電力安全訓練並掌握相關的知識及經驗。確保工人及有適當的電力安全訓練並掌握相關的知識及經驗。

• 確保有足夠的監管，以使有關的安全措施能夠切實執行。

73



電力意外個案分析電力意外個案分析

Case 5:Case 5:

只作培 訓用途

2012年9月30日載於一本地報章關於一宗致命工業意外的剪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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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力意外個案分析電力意外個案分析

個案五‐ 預防措施

• 工作前，確保電力系統的有關帶電部分已經截斷電源。

• 妥善安排相關的安全措施及安全工作程序。

• 在開始電氣工程的工作前，關鎖有關的電源及張貼警告告示 。

• 確保工人及有適當的電力安全訓練並掌握相關的知識及經驗。確保工人及有適當的電力安全訓練並掌握相關的知識及經驗。

• 確保有足夠的監管，以使有關的安全措施能夠切實執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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