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電氣安全電氣安全電氣安全電氣安全

大專校院實驗場所安全衛生考試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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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單元單元單元 1   電氣基本知識電氣基本知識電氣基本知識電氣基本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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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流與交流的認識直流與交流的認識直流與交流的認識直流與交流的認識

直流電直流電直流電直流電

( ( ( ( 蓄電池蓄電池蓄電池蓄電池、、、、乾電池乾電池乾電池乾電池 ))))

交流電交流電交流電交流電(60Hz )交流電交流電交流電交流電(60Hz )

• 一般小容量負載使用單相交流電

•1Ø2W  AC110V

•1Ø3W   AC110/220V

• 動力用大容量負載使用三相交流電

•3Ø3W  AC220V 

•3Ø4W  AC220/380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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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安全電壓國際安全電壓國際安全電壓國際安全電壓

4資料來源:勞安全衛生研究所(www.iosh.gov.tw/Publish.aspx?cnid=31&P=674)



中華民國中華民國中華民國中華民國 電壓電壓電壓電壓AC110VAC110VAC110VAC110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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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源電壓認識電源電壓認識電源電壓認識電源電壓認識
(單相單相單相單相AC110V和單相和單相和單相和單相AC220V)

AC110V

附接地極插座附接地極插座附接地極插座附接地極插座

測試儀器

1P NF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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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波爐

示波器

電扇

AC220V

附接地極附接地極附接地極附接地極
插座插座插座插座

冷氣機



電源電壓認識電源電壓認識電源電壓認識電源電壓認識
(三相三相三相三相AC 220V)

2P NFB

3P NFB 三相插座三相插座三相插座三相插座
AC220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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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型冷氣

電動機

烘烤箱

何謂電路？

電流流動所經過的路徑

電路組成三元件： 導線導線導線導線電路組成三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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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路

開關開關開關開關

電流電流電流電流 I=？？？？

電電電電
源源源源

負負負負
載載載載

電流電流電流電流 I=？？？？

閉路

開關 開關 開關 開關 ((((閉閉閉閉合合合合))))

電流電流電流電流 I=？？？？
電電電電
源源源源

負負負負
載載載載

電流電流電流電流 I=？？？？



短路

電流電流電流電流 I=？？？？

電電電電
源源源源

負負負負
載載載載

短路短路短路短路

電學基礎電學基礎電學基礎電學基礎

• E：：：： 電壓電壓電壓電壓 單位單位單位單位：：：：伏特伏特伏特伏特 (V)

• I ：：：： 電流電流電流電流 單位單位單位單位：：：：安培安培安培安培 (A)

• R：：：： 電阻電阻電阻電阻 單位單位單位單位：：：：歐姆歐姆歐姆歐姆 (Ω)

•• P：：：： 電功率電功率電功率電功率 單位單位單位單位：：：：瓦特瓦特瓦特瓦特 (W)

公式公式公式公式：：：：E=IR P=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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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器標示電器標示電器標示電器標示

13商品名稱：冰箱

過負荷使用過負荷使用過負荷使用過負荷使用
電子鍋電功率為660W，以額定電壓110伏特，所需的電流為6A(安
培)，當三種電器同時插在延長線使用時，所需的電流為19A超過延
長線負荷(12A)，並超過插座容許電流(15A)，即為過載，可能造成
電線走火。

圖片來源：http://www.klfd.gov.tw 14



電力供應電力供應電力供應電力供應

發電廠至用戶端之間所連成的供電系統發電廠至用戶端之間所連成的供電系統發電廠至用戶端之間所連成的供電系統發電廠至用戶端之間所連成的供電系統

• 基本構成基本構成基本構成基本構成：：：：

發電發電發電發電→→→→輸電輸電輸電輸電→→→→配電配電配電配電

協和火力發電廠

輸電鐵塔

配電 11.4KV 69K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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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單元單元單元 2   實驗場所的電氣危害實驗場所的電氣危害實驗場所的電氣危害實驗場所的電氣危害
與電氣火災與電氣火災與電氣火災與電氣火災與電氣火災與電氣火災與電氣火災與電氣火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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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場所的電氣危害實驗場所的電氣危害實驗場所的電氣危害實驗場所的電氣危害

• 感電災害

• 電弧灼傷

• 電氣火災• 電氣火災

• 靜電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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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流對人體的影響電流對人體的影響電流對人體的影響電流對人體的影響

• 電流通過人體產生電流通過人體產生電流通過人體產生電流通過人體產生 I2Rt 的焦耳能量的焦耳能量的焦耳能量的焦耳能量，，，，
引起人體組織損傷引起人體組織損傷引起人體組織損傷引起人體組織損傷，，，，嚴重局部壞死或嚴重局部壞死或嚴重局部壞死或嚴重局部壞死或
全身傷害全身傷害全身傷害全身傷害。。。。

• 感電易因電流流通人體心臟而引起心感電易因電流流通人體心臟而引起心感電易因電流流通人體心臟而引起心感電易因電流流通人體心臟而引起心
室細動造成死亡室細動造成死亡室細動造成死亡室細動造成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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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流對人體的反應電流對人體的反應電流對人體的反應電流對人體的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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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流與通電時間

心室細動電流通過人體的時間
實用上的容許界限值為實用上的容許界限值為

I*T=30mA-S



人體安全電壓與感電時間

感電事故的分類感電事故的分類感電事故的分類感電事故的分類

非帶電金屬部分

故障

非帶電金屬部分

直接觸電事故 間接觸電事故

電源

帶電金屬部分

電源

帶電金屬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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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一案例一案例一案例一】】】】 直接觸電直接觸電直接觸電直接觸電

•學生實習感電致死學生實習感電致死學生實習感電致死學生實習感電致死

某技術學院學生在實習工場遭電擊身亡某技術學院學生在實習工場遭電擊身亡某技術學院學生在實習工場遭電擊身亡某技術學院學生在實習工場遭電擊身亡

該生在低壓配電箱門打開且線路通電情該生在低壓配電箱門打開且線路通電情該生在低壓配電箱門打開且線路通電情該生在低壓配電箱門打開且線路通電情該生在低壓配電箱門打開且線路通電情該生在低壓配電箱門打開且線路通電情該生在低壓配電箱門打開且線路通電情該生在低壓配電箱門打開且線路通電情

況下況下況下況下，，，，左胸誤觸面板背部之裸線左胸誤觸面板背部之裸線左胸誤觸面板背部之裸線左胸誤觸面板背部之裸線，，，，而遭而遭而遭而遭

220V220V220V220V電壓電擊致死電壓電擊致死電壓電擊致死電壓電擊致死。。。。

此事件是否可以避免此事件是否可以避免此事件是否可以避免此事件是否可以避免，，，，答案是肯定的答案是肯定的答案是肯定的答案是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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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縣一名婦人因路燈電桿北縣一名婦人因路燈電桿北縣一名婦人因路燈電桿北縣一名婦人因路燈電桿

漏電漏電漏電漏電，，，，導致導致導致導致感電死亡感電死亡感電死亡感電死亡。。。。

【【【【案例三案例三案例三案例三】】】】 路燈漏電路燈漏電路燈漏電路燈漏電

QQQQ：：：：路燈可能成為路燈可能成為路燈可能成為路燈可能成為「「「「危險殺手危險殺手危險殺手危險殺手」？」？」？」？
27

案例 冷氣漏電高中生感電死亡



電弧灼傷電弧灼傷電弧灼傷電弧灼傷

線路或電氣設備發生短路線路或電氣設備發生短路線路或電氣設備發生短路線路或電氣設備發生短路、、、、接地接地接地接地、、、、閃絡閃絡閃絡閃絡
現象皆能產生電弧使人體遭受灼傷現象皆能產生電弧使人體遭受灼傷現象皆能產生電弧使人體遭受灼傷現象皆能產生電弧使人體遭受灼傷。。。。

趕快送醫急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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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www.youtobe.com

電弧灼傷災害案例

測試無熔絲開關遭電弧灼傷災害

某人欲測試無熔絲開關電源側時某人欲測試無熔絲開關電源側時某人欲測試無熔絲開關電源側時某人欲測試無熔絲開關電源側時，，，，量測量測量測量測

設備之測試棒金屬不慎觸及開關的機械設備之測試棒金屬不慎觸及開關的機械設備之測試棒金屬不慎觸及開關的機械設備之測試棒金屬不慎觸及開關的機械

操作外殼操作外殼操作外殼操作外殼，，，，使使使使電源兩相短路產生電弧電源兩相短路產生電弧電源兩相短路產生電弧電源兩相短路產生電弧，，，，

造成該此人二度灼傷造成該此人二度灼傷造成該此人二度灼傷造成該此人二度灼傷。。。。



電氣火災的原因分析電氣火災的原因分析電氣火災的原因分析電氣火災的原因分析

原因原因原因原因：：：：

• 電路或電氣設備電路或電氣設備電路或電氣設備電路或電氣設備過載過載過載過載、、、、短短短短
路路路路、、、、接觸不良接觸不良接觸不良接觸不良等產生高熱等產生高熱等產生高熱等產生高熱
。。。。。。。。

• 電熱器電熱器電熱器電熱器、、、、乾燥箱之發熱體乾燥箱之發熱體乾燥箱之發熱體乾燥箱之發熱體
靠近易燃物靠近易燃物靠近易燃物靠近易燃物。。。。

31

32



電氣設備引起火災佔電氣設備引起火災佔電氣設備引起火災佔電氣設備引起火災佔41%

燈燭

1%
爐火烹調

5% 敬神掃墓祭祖
2%

菸蒂
9%

原因不明

其他
28%

33
民國97年火災起因分析圖 資料來源:內政部消防署

電氣設備
41%

機械設備
4%

玩火
1%

烤火
0%

施工不慎

3%

易燃品

自(復)

燃
0%

瓦斯漏

氣或爆

炸
1%

化學物品
0%

燃放

爆竹
1%

交通事故
1%

天然災害
0%

原因不明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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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電危害靜電危害靜電危害靜電危害

靜電現象是一種帶電現象靜電現象是一種帶電現象靜電現象是一種帶電現象靜電現象是一種帶電現象，，，，固體物質大面積固體物質大面積固體物質大面積固體物質大面積

的摩擦的摩擦的摩擦的摩擦、、、、固體物質粉碎攪拌等皆易產生靜固體物質粉碎攪拌等皆易產生靜固體物質粉碎攪拌等皆易產生靜固體物質粉碎攪拌等皆易產生靜

電電電電，，，，生產過程中所產生的靜電可能引起爆炸生產過程中所產生的靜電可能引起爆炸生產過程中所產生的靜電可能引起爆炸生產過程中所產生的靜電可能引起爆炸

和火災和火災和火災和火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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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單元單元單元 3   實驗場所中的危害因子實驗場所中的危害因子實驗場所中的危害因子實驗場所中的危害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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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室中危害因子實驗室中危害因子實驗室中危害因子實驗室中危害因子

• 人的危害

• 電氣設備的危害

• 環境的危害

37

人的危害人的危害人的危害人的危害

• 人員不小心或不當操作開關人員不小心或不當操作開關人員不小心或不當操作開關人員不小心或不當操作開關、、、、設備所造成設備所造成設備所造成設備所造成
感電感電感電感電、、、、燒灼傷燒灼傷燒灼傷燒灼傷，，，，嚴重者甚至嚴重者甚至嚴重者甚至嚴重者甚至死亡死亡死亡死亡。。。。

• 人員受靜電而引起火災人員受靜電而引起火災人員受靜電而引起火災人員受靜電而引起火災、、、、爆炸事件波及人爆炸事件波及人爆炸事件波及人爆炸事件波及人
員的安全員的安全員的安全員的安全。。。。員的安全員的安全員的安全員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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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氣設備的危害電氣設備的危害電氣設備的危害電氣設備的危害

• 電氣設備電氣設備電氣設備電氣設備漏電漏電漏電漏電、、、、過過過過

載載載載或或或或短路短路短路短路，，，，造成造成造成造成故故故故

障障障障、、、、毀損毀損毀損毀損，，，，甚而引甚而引甚而引甚而引障障障障、、、、毀損毀損毀損毀損，，，，甚而引甚而引甚而引甚而引

發發發發爆炸爆炸爆炸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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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的危害環境的危害環境的危害環境的危害

電氣設施附近存電氣設施附近存電氣設施附近存電氣設施附近存

放放放放易燃性物品易燃性物品易燃性物品易燃性物品，，，，

易造成易造成易造成易造成火災火災火災火災、、、、爆爆爆爆易造成易造成易造成易造成火災火災火災火災、、、、爆爆爆爆

炸炸炸炸，，，，危害工作場危害工作場危害工作場危害工作場

所安全所安全所安全所安全。。。。

圖片來源： http://www.med.t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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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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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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潔打掃作業因手觸及裸露配線發生感電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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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單元單元單元 4 電氣危害防範措施電氣危害防範措施電氣危害防範措施電氣危害防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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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氣危害防範措施電氣危害防範措施電氣危害防範措施電氣危害防範措施

• 隔離與接地

• 電氣設備安全保護裝置

• 電氣火災防止• 電氣火災防止

• 電氣安全教育

• 電氣設備自動檢查與檢點

44



隔離隔離隔離隔離

• 使帶電的電氣設備或線路與工作者分使帶電的電氣設備或線路與工作者分使帶電的電氣設備或線路與工作者分使帶電的電氣設備或線路與工作者分
開或保持距離開或保持距離開或保持距離開或保持距離，，，，使人員不易碰觸使人員不易碰觸使人員不易碰觸使人員不易碰觸。。。。

開關帶電部分隔離保護開關帶電部分隔離保護開關帶電部分隔離保護開關帶電部分隔離保護

45

高壓試驗場以鐵絲網圍住並標示警語高壓試驗場以鐵絲網圍住並標示警語高壓試驗場以鐵絲網圍住並標示警語高壓試驗場以鐵絲網圍住並標示警語

46



47

低壓電源開關箱低壓電源開關箱低壓電源開關箱低壓電源開關箱

三相電源三相電源三相電源三相電源
AC220V

單相電源單相電源單相電源單相電源
AC110V

中間護板中間護板中間護板中間護板

開關箱內部開關箱內部開關箱內部開關箱內部
48



不適當的配線不適當的配線不適當的配線不適當的配線 正正正正 確確確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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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地接地接地接地

•電氣設備金屬外殼接地可將漏電電流引電氣設備金屬外殼接地可將漏電電流引電氣設備金屬外殼接地可將漏電電流引電氣設備金屬外殼接地可將漏電電流引
導至大地避免發生漏電感電危險導至大地避免發生漏電感電危險導至大地避免發生漏電感電危險導至大地避免發生漏電感電危險。。。。

•接地電阻值大小接地電阻值大小接地電阻值大小接地電阻值大小，，，，依法規規定依法規規定依法規規定依法規規定。。。。

設備外殼接地設備外殼接地設備外殼接地設備外殼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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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電源線插頭接地以電源線插頭接地以電源線插頭接地以電源線插頭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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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達未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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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氣設備安全保護裝置電氣設備安全保護裝置電氣設備安全保護裝置電氣設備安全保護裝置

• 過電流保護裝置

• 漏電保護裝置• 漏電保護裝置

• 自動電擊防止裝置

• 避雷裝置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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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低壓熔絲

• 無熔絲開關

• 積熱電驛• 積熱電驛

56

低壓熔絲

無熔絲開關積熱電驛



低壓熔絲低壓熔絲低壓熔絲低壓熔絲(Fuse)

• 利用低熔點金屬合金線受高溫熔斷的特性利用低熔點金屬合金線受高溫熔斷的特性利用低熔點金屬合金線受高溫熔斷的特性利用低熔點金屬合金線受高溫熔斷的特性，，，，
切斷電路過電流切斷電路過電流切斷電路過電流切斷電路過電流。。。。

• 換裝保險絲時換裝保險絲時換裝保險絲時換裝保險絲時，，，，應遵照應遵照應遵照應遵照電路電流容量電路電流容量電路電流容量電路電流容量，，，，選用選用選用選用
適宜的保險絲適宜的保險絲適宜的保險絲適宜的保險絲。。。。適宜的保險絲適宜的保險絲適宜的保險絲適宜的保險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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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熔絲開關無熔絲開關無熔絲開關無熔絲開關（（（（N F B））））

• 一種低壓過電流保護用斷路器一種低壓過電流保護用斷路器一種低壓過電流保護用斷路器一種低壓過電流保護用斷路器，，，，當電路發當電路發當電路發當電路發
生生生生過電流過電流過電流過電流時時時時，，，，可啟斷可啟斷可啟斷可啟斷該電路該電路該電路該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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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熔絲開關跳脫外觀圖無熔絲開關跳脫外觀圖無熔絲開關跳脫外觀圖無熔絲開關跳脫外觀圖

• 無熔絲無熔絲無熔絲無熔絲開關開關開關開關

自動跳脫自動跳脫自動跳脫自動跳脫？？？？

無熔絲開關跳脫無熔絲開關跳脫無熔絲開關跳脫無熔絲開關跳脫，，，，把手呈把手呈把手呈把手呈置中置中置中置中狀態狀態狀態狀態

自動跳脫自動跳脫自動跳脫自動跳脫？？？？

• 如何復歸如何復歸如何復歸如何復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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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電保護裝置漏電保護裝置漏電保護裝置漏電保護裝置

電氣設備或線路發生絕電氣設備或線路發生絕電氣設備或線路發生絕電氣設備或線路發生絕
緣不良造成漏電緣不良造成漏電緣不良造成漏電緣不良造成漏電，，，，使開使開使開使開
關動作而切斷電源關動作而切斷電源關動作而切斷電源關動作而切斷電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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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電斷路之種類漏電斷路之種類漏電斷路之種類漏電斷路之種類

類別類別類別類別 額定感度電流額定感度電流額定感度電流額定感度電流(mA) 動作時間動作時間動作時間動作時間

高感度型高感度型高感度型高感度型

高速型高速型高速型高速型

5、、、、15、、、、30

在額定感度電流時為在額定感度電流時為在額定感度電流時為在額定感度電流時為
0.1sec以內以內以內以內

延時型延時型延時型延時型
在額定感度電流時為在額定感度電流時為在額定感度電流時為在額定感度電流時為
0.1sec 2sec

延時型延時型延時型延時型
0.1sec以上以上以上以上2sec以內以內以內以內

中感度型中感度型中感度型中感度型

高速型高速型高速型高速型
50、、、、100、、、、200、、、、
300、、、、500、、、、1000

在額定感度電流時為在額定感度電流時為在額定感度電流時為在額定感度電流時為
0.1sec以內以內以內以內

延時型延時型延時型延時型
在額定感度電流時為在額定感度電流時為在額定感度電流時為在額定感度電流時為
0.1sec以上以上以上以上2sec以內以內以內以內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漏電斷路器之最小動作電流漏電斷路器之最小動作電流漏電斷路器之最小動作電流漏電斷路器之最小動作電流，，，，係額定感度電流係額定感度電流係額定感度電流係額定感度電流50%以上之電流值以上之電流值以上之電流值以上之電流值
(一級額定不動作電流為一級額定不動作電流為一級額定不動作電流為一級額定不動作電流為50%之額定感度電流之額定感度電流之額定感度電流之額定感度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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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電擊防止裝置

交流電弧熔接
機因手持電壓
接近 110V 的接近 110V 的
端子，在熔接
金屬工作中具
危險性，故使
用須安裝自動
電擊防止裝置



1 63

交流電弧熔接機

自動電擊防止裝置安置自動電擊防止裝置安置自動電擊防止裝置安置自動電擊防止裝置安置
於內部於內部於內部於內部



避雷裝置

線路異常高壓突

波所含電能，瞬波所含電能，瞬

間經由接地導線

放電，以保護電

氣設備安全

避雷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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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壓避雷器高壓避雷器高壓避雷器高壓避雷器



電氣火災防止電氣火災防止電氣火災防止電氣火災防止

• 同一個插座避免使用多個電器同一個插座避免使用多個電器同一個插座避免使用多個電器同一個插座避免使用多個電器，，，，
易引起易引起易引起易引起火災火災火災火災。。。。

圖片來源：http://www.klfd.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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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氣設備塵埃厚積易發生電氣設備塵埃厚積易發生電氣設備塵埃厚積易發生電氣設備塵埃厚積易發生
漏電漏電漏電漏電或或或或短路短路短路短路，，，，發生火花引發生火花引發生火花引發生火花引
起起起起燃燒燃燒燃燒燃燒或或或或爆炸爆炸爆炸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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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熱之電熱設備周圍勿放置易燃物發熱之電熱設備周圍勿放置易燃物發熱之電熱設備周圍勿放置易燃物發熱之電熱設備周圍勿放置易燃物

圖片來源：http://www.klfd.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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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插頭插頭插頭插頭、、、、插座不可破裂插座不可破裂插座不可破裂插座不可破裂、、、、焦黑或鬆動焦黑或鬆動焦黑或鬆動焦黑或鬆動

插頭、插座焦黑可能
是過電流所造成

插頭及插座鬆動易造成
接觸不良而發熱

圖片來源：http://www.klfd.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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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氣設備或線路電氣設備或線路電氣設備或線路電氣設備或線路
故障故障故障故障，，，，應由應由應由應由專業專業專業專業
人員人員人員人員修理修理修理修理。。。。

• 離開實驗室應關離開實驗室應關離開實驗室應關離開實驗室應關
閉電源閉電源閉電源閉電源，，，，以免發以免發以免發以免發
生火災生火災生火災生火災。。。。 電源總開關是否經電源總開關是否經電源總開關是否經電源總開關是否經

常有跳電情形常有跳電情形常有跳電情形常有跳電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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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驗室應設置海龍實驗室應設置海龍實驗室應設置海龍實驗室應設置海龍、、、、乾粉及二氧化乾粉及二氧化乾粉及二氧化乾粉及二氧化
碳滅火器碳滅火器碳滅火器碳滅火器，，，，以利火災時即時滅火以利火災時即時滅火以利火災時即時滅火以利火災時即時滅火。。。。

A類火災類火災類火災類火災：：：：
木材、紙張等易燃物
質

海海海海
龍龍龍龍
滅滅滅滅
火火火火
器器器器

乾乾乾乾
粉粉粉粉
滅滅滅滅
火火火火
器器器器

二二二二
氧氧氧氧
化化化化
碳碳碳碳
滅滅滅滅
火火火火
器器器器

質

B類火災類火災類火災類火災：：：：
溶劑油料類等石油系
列物質

C類火災類火災類火災類火災：：：：
通電中設備(尚未切斷
電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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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電防止措施靜電防止措施靜電防止措施靜電防止措施

• 接地及連接

• 加濕

• 靜電消除器• 靜電消除器

73

電氣安全教育電氣安全教育電氣安全教育電氣安全教育

• 實驗室人員應認識各種電源電壓實驗室人員應認識各種電源電壓實驗室人員應認識各種電源電壓實驗室人員應認識各種電源電壓 (單相單相單相單相
AC110V、、、、 220V和三相和三相和三相和三相AC220V、、、、
380V) 380V) 、、、、電源容量電源容量電源容量電源容量、、、、插座規格插座規格插座規格插座規格。。。。

• 停電維修時停電維修時停電維修時停電維修時，，，，開關應加鎖並懸掛警告開關應加鎖並懸掛警告開關應加鎖並懸掛警告開關應加鎖並懸掛警告
標誌標誌標誌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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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氣設備使用前應電氣設備使用前應電氣設備使用前應電氣設備使用前應
知道設備知道設備知道設備知道設備使用電壓使用電壓使用電壓使用電壓
及及及及消耗電力消耗電力消耗電力消耗電力，，，，避免避免避免避免
誤用電壓及過負荷誤用電壓及過負荷誤用電壓及過負荷誤用電壓及過負荷
使用使用使用使用。。。。使用使用使用使用。。。。

• 平時應經常做電氣設備的維護及檢查平時應經常做電氣設備的維護及檢查平時應經常做電氣設備的維護及檢查平時應經常做電氣設備的維護及檢查，，，，
電氣設備若短期內不再使用電氣設備若短期內不再使用電氣設備若短期內不再使用電氣設備若短期內不再使用，，，，應將電源應將電源應將電源應將電源
切離切離切離切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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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電時應注意開啟電源的順序復電時應注意開啟電源的順序復電時應注意開啟電源的順序復電時應注意開啟電源的順序

• 正確順序正確順序正確順序正確順序：：：：

1.關閉室內所有電氣設備開關關閉室內所有電氣設備開關關閉室內所有電氣設備開關關閉室內所有電氣設備開關

2.開啟總電源開關開啟總電源開關開啟總電源開關開啟總電源開關(無熔絲開關無熔絲開關無熔絲開關無熔絲開關)

3.逐一開啟室內的各項電氣設備開關逐一開啟室內的各項電氣設備開關逐一開啟室內的各項電氣設備開關逐一開啟室內的各項電氣設備開關3.逐一開啟室內的各項電氣設備開關逐一開啟室內的各項電氣設備開關逐一開啟室內的各項電氣設備開關逐一開啟室內的各項電氣設備開關

• 錯誤行為錯誤行為錯誤行為錯誤行為：：：：在室內所有電氣設備開關未關在室內所有電氣設備開關未關在室內所有電氣設備開關未關在室內所有電氣設備開關未關

閉前閉前閉前閉前，，，，即開啟總開關電源即開啟總開關電源即開啟總開關電源即開啟總開關電源。。。。

•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避免所有電器同時通電避免所有電器同時通電避免所有電器同時通電避免所有電器同時通電，，，，造成線路造成線路造成線路造成線路

瞬間電流過大產生跳電瞬間電流過大產生跳電瞬間電流過大產生跳電瞬間電流過大產生跳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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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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定期檢查低壓受配電定期檢查低壓受配電定期檢查低壓受配電定期檢查低壓受配電、、、、分電盤之動作試分電盤之動作試分電盤之動作試分電盤之動作試
驗驗驗驗；；；；低壓用電設備電氣絕緣低壓用電設備電氣絕緣低壓用電設備電氣絕緣低壓用電設備電氣絕緣、、、、接地電阻接地電阻接地電阻接地電阻
；；；；低壓配電線路低壓配電線路低壓配電線路低壓配電線路。。。。

• 實施日常或定期檢點實施日常或定期檢點實施日常或定期檢點實施日常或定期檢點，，，，即早發現異常狀即早發現異常狀即早發現異常狀即早發現異常狀
況況況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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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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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電作業

須明確範圍，懸掛

「停電作業中禁止「停電作業中禁止

操作」警告標示牌

，切斷電源並施以

開關加鎖安全措施

開關開關開關開關加鎖加鎖加鎖加鎖

懸掛警告牌懸掛警告牌懸掛警告牌懸掛警告牌

停電作業中停電作業中停電作業中停電作業中

禁止操作禁止操作禁止操作禁止操作



別等到發生了才後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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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我們能做什麼？現在就去做！

安全第一

致致致致 謝謝謝謝

僑光科技大學僑光科技大學僑光科技大學僑光科技大學 張敏德張敏德張敏德張敏德老師老師老師老師

中區職訓中心中區職訓中心中區職訓中心中區職訓中心 譚仁芳譚仁芳譚仁芳譚仁芳老師老師老師老師中區職訓中心中區職訓中心中區職訓中心中區職訓中心 譚仁芳譚仁芳譚仁芳譚仁芳老師老師老師老師

松山工農松山工農松山工農松山工農 林保童林保童林保童林保童老師老師老師老師

協助本教材之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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