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電力
工作安全

引言
在現代文明社會裡，日常生活及

工作上均廣泛使用電力。生活上的應

用包括電視、照明設備、冷氣機和暖風

機等。而工作上，辦公室的電腦設備、

進行工程的電動工具、廠房內的生產

設備等，都需要利用電力發動。

雖然電力能帶來莫大的方便，從

而提升我們的生活質素，但是電力方

面的危害亦可以引發重大的災害，導

致人命傷亡及財物損失。因此，我們

必須正確地使用電力，確保用電時的

安全。在設計及建造電力裝置和設備

時，最重要的工程因素就是要確保人

體免受電力傷害。而在電力設備的維

修保養方面，除了要防範觸電意外，

亦要防止因電力引致的火警。

電力安全法例
現時香港主要與電力安全有關的

法例有以下兩條：

1. 機電工程署執行的第 406章－ 《電

力條例》

2. 勞工處執行的第 59W章－ 《工廠

及工業經營（電力）規例》

電力條例
條例規定電業工程人員、承辦商

和發電設施必須註冊。除此之外，亦

訂立電力供應、電力線路及電氣產品

的安全要求等。

工廠及工業經營（電力）規例
此規例適用於內有發電、電力變

壓、電力分配或電力使用的工業經營。

目的是對從事有關行業的電力設施、

工序等的安全作出監管。

近年涉及觸電意外的統
計數字

電力意外所引致的後果可以是非

常嚴重。部分的嚴重意外例如人體下

墮或火警爆炸，都有機會由漏電、電

花或電力設備故障而引起的。例如，

工人在棚架工作時，因觸電而跌下棚

架致死；又或是因電力短路而引致易

燃氣體發生爆炸，這些意外的誘因是

由電力意外所引致。

根據勞工處的意外統計數字分析，

由 2002-2011年因觸電或接觸放出的電

流而引致的工業意外個案，整體上有下

降的趨勢。但在 2012年頭十個月已有

7宗涉及觸電而導致死亡的工業意外，

大部分死亡意外都是發生在建造業。

所以我們應注意電力工作安全，特別

是建造業的工友們，記緊要做足預防

觸電的措施以避免意外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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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涉及觸電或接觸放出的電流的工業傷亡意外數字 (2002-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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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力的危害
電擊（觸電）

電擊是指電流通過人體內部，影

響到心臟、肺部和神經系統的正常功

能。電流引致的心室纖維性顫動是電

擊致死的主要原因。心室纖維性顫動

是一連串不正常的心室肌纖維收縮，

使心臟不能正常跳動。在正常情況下，

人的心臟每分鐘有規律地跳動 60至 100

次。但當觸電時，心跳可增加至每分

鐘數百次以上，如心臟不能負荷就會

導致心臟停頓而死亡。

火警及爆炸
火警及爆炸可由電流通過時所產

生的熱力所引起，這些熱力足以點燃

易燃物品、液體或氣體。電路過量充

電、絕緣部分損壞或通風和冷卻系統

不足，皆可產生熱力。一般導致火警

及爆炸的原因包括：

1. 電力設備超出負荷

2. 絕緣體損壞或短路

3. 電路接觸不良

4. 電器或電線保養不善

5. 工作場所通風欠佳

電力工作安全措施
使用電工具的安全事項

• 使用電工具前必須先檢查電工具、

插頭和導線。

• 如工具損壞，應立即停止使用，

並通知負責人安排由合資格電力

技工進行檢查及維修。

• 使用電工具時，依照製造商的操

作守則及使用合規格的插頭接駁

電源。

• 手提電工具應有雙重絕緣構造。

電工具上有一個「回」形標記，即

代表該工具是雙重絕緣。雙重絕

緣是針對電工具漏電問題而設計

的。

• 如手提電工具沒有雙重絕緣，應

確保接地裝置有效。

• 不可使用導線沒有保護好的電力

工具。

• 避免在狹窄或潮濕的工作場地設

置或使用電力器具。必要時，應

使用合適個人防護裝備，例如絕

緣手套及絕緣膠蓆。

• 如工作人員衣履潮濕，應避免使

用電器，以免觸電。

保護電線的安全措施
• 避免將重物壓在電線上，以防止

電線受損引致金屬導線外露。

• 不應把電線直接插入電插座內。

• 連接工具的電線和喉管，必須掛

停止呼吸
腦部觸電，會導致
觸電者停止呼吸。

心臟停止跳動
若電流通過心臟，
心臟便會亂跳，最
後便會停下來。

窒息
大多數的觸電意外
是由於電流經過胸
部。意外發生時，
胸部肌肉痙攣會導
致窒息死亡。

觸電後無法鬆脫
當手接觸到電源時，
前臂的肌肉開始痙攣
而不能鬆脫，直到電
源被關掉為止。

電流通過身體各部之影響

除了影響心臟跳動外，觸電能影

響神經系統及引致肌肉萎縮，包括

使人喪失逃生能力。有時候，觸電的

意外可能只令身體失去平衡，但如工

作人員正進行高空工作，則有機會因

此而導致工人從高處墮下，發生嚴重 

意外。

燒傷
當人體受電擊時，通過人體的電

流可導致人體皮膚、肌肉或身體內部

的器官被燒傷。因為電擊和燒傷有密

切的關係，所以兩者的防護方法可一

併考慮。

雙重絕緣

絕緣標記

防水插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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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及安放在合適的位置，切勿讓

電線和喉管絆倒他人，並減低電

線受損的機會。

• 工作中露天的電線接駁應用防水

接駁。

電力裝置工作的安全事項
• 在進行電力裝置工作前，應由合

資格人士先作風險評估，採取適

當的安全措施，包括將電力開關

設備及電力裝置的所有電源完全

隔離，並鎖上開關掣及掛上警告

牌，以防止被第三者意外地開啟

電源，確保工人施工時不會有機

會接觸任何帶電部分。

屏障或其他設備，以防任何人無

意接觸到帶電導體而引起危險，

及使用適合帶電工作的個人防護

裝備，如絕緣手套、絕緣手工具、

絕緣蓆、絕緣屏障及安全鞋等，

以及實施工作許可証制度和加強

監管有關措施的執行。

• 需向參與電力工作的工人提供足

夠的資料、訓練、指導及監督。

帶電工作的安全要求
帶電工作的條件

在一般情況下不應進行帶電工作，

除非：

1. 從安全的角度（不論是否從電力安

全的角度）來看，有需要在電力器

具帶電時進行工作（例如：就醫院

設備進行電力工作）。

2. 有必要提供電力，以便適當地進

行電力量度（例如：進行測試及故

障探測）。

3. 除了在器具帶電的情況下進行電

力工作外，沒有其他切實可行的選

擇（例如：不獲准進行帶電工作，

樓宇會出現廣泛停電）。

4. 註冊電業工程人員、註冊電業承

辦商及電力裝置擁有人均認為進

行這類工作理由充份（例如：隔離

電路會為公眾帶來嚴重不便），並

批准進行這類工作。

帶電工作的措施
若不可避免而進行帶電工作，則

在帶電部分工作或在可直接或間接觸

及低壓帶電部分的範圍內工作時，應

採取足夠的預防措施，以免發生危險。

預防措施如下：

1. 對帶電低壓器具進行的工作，應

由具備相關知識及訓練的註冊電

業工程人員進行。

2. 應由註冊電業承辦商、註冊電業

工程人員或註冊安全主任就進行

帶電工作一事預先進行風險評估。

3. 適合進行帶電工作的個人防護裝

備（包括絕緣手套、安全鞋及絕緣

蓆）及測試設備應由進行電力工作

的人妥為使用。

4. 必須設置屏障或其他設備，以防

任何人無意觸及帶電導體而引起

危險。

5. 豎立修理警告告示、障礙物及屏

障。

6. 應盡量減少帶電工作的時間及範

圍。

7. 有關電力器具的供電隔離點已清

楚識別。

參考資料
1. 職業安全健康局編制的《電力安全

須知》

2. 機電工程署編制的《電力（線路）

規例工作守則》2009年版 

• 電力裝置維修工作須由「合資格註

冊電業工程人員」進行，而且在施

工前必須截斷及隔離電源。在非

必要的情況下，都不應帶電工作。

• 如果在某些特殊的情況下，不能

避免而需要進行帶電工作時，應

由具備相關知識及訓練的註冊電

工執行，並必須採取足夠的預防

措施，以免發生危險，包括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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