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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電安全基本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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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人類懂得用「電」以來，搭配各種設備裝置，為生活帶來更多

的進步與便捷，但於此同時，無形的電流卻也常因設備裝置、環境或

人為等因素造成感電、電弧灼傷、電氣火災、雷擊…等等危及生命健

康及財產設備的損壞。 

        以下內容將從一般家庭，用電安全各使用區域之事故案例，來了

解相關注意事項，養成正確用電習慣，防止意外發生。更分享節電小

常識，輕鬆培養節電好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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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內政部消防署107年2月6日公佈之「全國火災次數、起火原因及火災

損失統計表」指出，103年至106年間，因「電氣因素」事故導致火災之次數，

超過11%以上，居歷年全國火災前五名起因之一。 

歷年全國火災數與電氣設備火災統計 

103-106年全國火災次數起火原因及火災損失統計表 

  
火災次
數總計 

縱火 自殺 燈燭 
爐火烹
調 

敬神掃
墓祭祖 

菸蒂 
電氣因
素 

機械
設備 

玩火 烤火 
施工
不慎 

易燃
品自
燃 

瓦斯
漏氣
或爆
炸 

化學
物品 

燃放
爆竹 

交通
事故 

天然
災害 

遺留火
種 

原因
不明 

其他 

103年 1,417  213  27  6  69  43  146  451  30  12  3  42  9  16  8  19  6  3  0  25  289  

104年 1,704  268  21  18  72  45  147  582  29  13  4  38  8  28  5  27  18  2  0  17  362  

105年 1,856  278  22  16  125  31  169  608  40  16  4  51  10  25  10  22  23  2  142  23  239  

106年 30,463  323  72  67  3,659  1,936  1,461  3,433  469  57  27  272  32  98  24  181  121  19  5,810  48  12,354  

註：內政部消防署於106年1月起實施擴大火災統計範圍，由原範圍「造成人員死亡之火災案件 (A1類)」及「造成人員受傷、涉及糾
紛、縱火案件或起火原因待查之火災案件(A2類) 」等2類，增列其他「火災案件搶救出勤紀錄表」所列之火災案件(A3類)，故
106年火災統計數據相較前3年有明顯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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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電不慎可能導致的危害? 

你知道用電不小心，可能造成哪些危害嗎？  

用電不小心，可能會引起電線走
火、火災、觸電等災禍，造成生
命、健康的危害及財產設備的損
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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觸電可能引發的危險 

停止呼吸 
腦部觸電，會
導致觸電者停
止呼吸。 

心臟停止流動 
若電流通過心
臟，心臟便會
亂跳，最後便
停了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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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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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電從哪裡來? 

       馬路上常出現方方正正的
大箱子是什麼?遠遠的地方一座
又一座的高塔是什麼?這些都是
為了要將電能夠送到每戶家中
所建置的設備！ 

       在發電廠產生的電壓非常
高。因此，需要通過變電所調
節強度，當電送到家中時，已
轉變為可以安全使用的110V或
220V電壓了。 



7 

第一部分   陽台篇 

第二部分   客廳篇 

第三部分   廚房篇   

第四部分   浴室篇  

第五部分   臥室篇 

用電安全知識教育推廣 - 民眾版 

第六部分  其他案例 

第七部分   貼心小提醒 

第八部分  觸電緊急處理 

第九部分  節電小常識 

第十部分   再生能源小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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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陽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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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案例】 

新竹市一處民宅凌晨發生火警，隔壁就是

加油站，當時包含屋主六人，一度受困在二樓

陽台，初步研判，應是一台20年的乾衣機平時

沒拔插頭，疑似電線老舊走火，造成火災，幸

好當時18歲外孫女聞到焦味，叫醒全家人，才

逃過死劫。 

有焦味! 疑乾衣機電線走火 案例講解 

使用安全 

圖片來源：TVBS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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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案例】 

嘉義市凌晨傳出民宅火警，造成屋主跟2個

女兒嗆傷送醫，而肇禍的，疑似是一台才剛買

來，第一次使用的乾衣機。 

經調查，疑似因使用的延長線超過負荷，

引發電線走火。 

乾衣機用電超載引發走火  案例講解 

使用安全 

圖片來源：TVBS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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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焦味! 疑乾衣機電線走火 

乾衣機用電超載引發走火    

【解決方法】 

1. 避免同一插座同時使用多種用電量較大的電器產品。 

2. 延長線盡量選擇具保險絲安全裝置，當使用容量過載

時，即自動切斷電源開關，避免引發電氣災害。 

3. 購買電器產品務必認明經濟部標檢局的商品安全標章。 

4. 應定期請合格電器承裝業者維修家中老舊電線，避免

發生災害。 

正字標記 

商品安全標章 

V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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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經過】 

        台北朱先生，花了2萬7千元購買法國知名品牌的洗衣機，沒有使用多久，

就發生漏電意外，家人陸續遭電擊，一查才發現，洗衣機竟然是已經停產快6

年的庫存貨，告上消保官，不過進口商堅持沒問題，是因為台灣沒有3孔地線

插座，才會發生意外。 

 

 

洗衣機未接地線，民眾觸電 案例講解 

器材設備 
安全 

資料來源：民視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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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衣機未接地線，民眾觸電 

【違反法規】 

法規:用戶用電設備裝置規則(草案) 第59條 

用電設備或線路，應按規定施行接地外，並在電路上或該等設備 

之適當處所裝設漏電斷路器。 

具接地插頭 接地線 

接地線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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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觸電造成的傷亡與通過人體的電流大小有關，家庭用電的電壓雖
僅為110伏特，人若誤觸，也會因為通過的電流過大而生意外。電器設
備技術上如何防止感電災害方法如下: 

1. 隔離 

2. 絕緣 

3. 防護 

4. 接地 

5. 安全保護裝置 

         然而實際上當漏電事故發生時，有時電器設備並不能完全達到人
體保安上的要求，如果要使接地能充分發揮防止感電功能，建議應配合
其它安全防護裝置一起使用(例如漏電斷路器) 

【解決方法】 

洗衣機未接地線，民眾觸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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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電氣設備怎樣接地才安全?  (1/3) 

        台灣舊型插座裝置或電器插頭不一定有接地線，但家電本身仍建議選購安裝接地線。

一般家電都有接地線，接地線與電器的外殼連接，當電器內部有絕緣不良導致漏電至外

殼時，接地線會立刻將這些漏電透過地線導入大地，以避免使用者觸電。 

N中性 

N 
中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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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電氣設備怎樣接地才安全?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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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電氣設備怎樣接地才安全?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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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客廳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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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經過】 

一名3歲的幼童在玩耍時，父母一時不注意，

不慎將金屬餐具插進電源插座，立即觸電暈厥。  

專家表示，叉子、剪刀、鉛筆等導電物品，

不可任意插入插座插孔，此危險舉動容易導致

觸電。 

將金屬餐具插進電源插座  3歲幼童不慎觸電 案例講解 

使用安全 

資料來源：goo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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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金屬餐具插進電源插座，3歲幼童不慎觸電 

【解決方法】 

1. 勿將手指或金屬、導電物品插入插座中，以免造成觸電。   

2. 牆壁上不用的插座最好封閉或利用插座安全保護蓋隔絕，以防發生意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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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經過】 

高雄市40歲的陳姓女子，因覺得延長線太

長，隨手捆成一團，以求美觀好收納，某日電

線竟起火燃燒，幸而即時發現，予以撲滅火勢，

無人員傷亡。 

經調查發現，疑似因為電線捆綁，造成電

線溫度過高，引發電線走火。 

捆綁電線引發電線走火  案例講解 

使用安全 

圖片來源：中天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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捆綁電線引發電線走火  

【解決方法】 

1. 不隨意捆綁電線，以免造成電氣災害。 

2. 電線外皮為 PVC 材質，耐高溫標準值是 60°C，在高負載用電

下，捆綁電線會導至散熱不易，容易造成電線走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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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電線綑綁的危險 

未經綑綁的電源線，溫度最高將近

90度，一但綑綁起來，熱量容易蓄

積，造成溫度上升，就有可能達到

270度，融化塑膠電線，造成電線

走火。 

http://www.google.com.tw/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url=http://wwwyiyeong.pixnet.net/blog/category/396517&ei=FGaNVd-nC6OsmAWvjonYCQ&psig=AFQjCNHL8kCO792kTjCf66k9CWR5ICo-gQ&ust=1435416468621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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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經過】 

        客廳沙發椅後方突然冒煙、起火，住戶

緊急將沙發椅搬開，發現後方電風扇插座燒

熔，電風扇電源線燒斷，並有短路熔痕，火

勢延燒至緊靠插座的沙發椅及木板隔間。 

 

插座使用不當，造成插頭短路起火 案例講解 

使用安全 

資料來源：內政部消防署全球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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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座使用不當，造成插頭短路起火 

【解決方法】 

1. 電源線應避免彎曲、拉扯或重物擠壓，易造成電源線內部銅線

斷裂，導致短路現象而起火燃燒。 

2. 使用中的電器產品或延長線，應避免緊貼傢具或靠近可燃物，

擺放位置應保留適當空間，以防過熱導致災害。 

3. 應特別注意家中電線是否老化、脆裂，並定期請合格電器承裝

業者維修家中老舊電線，避免發生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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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經過】 

        新北市一對林姓姊妹，因天氣濕冷，將除濕

機打開運轉後，便送媽媽去上班，沒想到除濕機

疑似電線短路自燃，大樓管理員發現後趕快報案，

所幸火勢不大，無人傷亡。 

除濕機自燃引火災 案例講解 

裝置安全 

資料來源：東森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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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濕機自燃引火災(1/2) 

【解決方法】 

1. 使用除濕機前，務必檢視廠牌、機種型號及製造年份是否為召回機種，如為問題機

種切勿使用，應請廠商檢修，以免發生危險。 (可至標檢局之「商品安全資訊網」逕行查詢) 

2. 先檢視產品使用說明書，依使用說明書規定方法使用，並應特別注意產品使用說明

書所列之警告及注意事項。 

3. 除濕機不可使用於密閉之衣櫥或更衣間，使用時不可將衣物覆蓋在除濕機上除濕，

以免發生火災意外。 

4. 除濕機使用時，應與牆壁、家俱及窗簾保持適當之距離，以避免通風不良造成機體

散熱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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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濕機自燃引火災(2/2) 

【解決方法】 

1. 除濕機應避免於無人看管或晚上睡覺時使用，若長時間離開使用場所時，

應關閉電源並將插頭拔離電源插座。 

2. 濾網應定期清洗或更換，避免因灰塵附著而使進風量不足，進而造成內部

零件處於較高溫度環境下運轉，影響其除濕能力且增加危險性。 

3. 請定期依使用說明書之清潔保養方法擦拭除濕機外殼與清洗或更換濾網，

清潔保養前，切記先將電源插頭拔離插座；擦拭外殼時，應防止水滲入電

器內部，以避免危險；濾網清洗後應先將其晾乾後再置入除濕機內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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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廚房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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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經過】 

       苗栗一名女子，因8、9年前在鎮公所抽獎抽到

一台烘碗機，平常都沒在烘碗，只當作擺放碗盤的

器具，但插頭都一直插著電源，處於通電狀態，長

久下來而導致起火。    

        經調查研判，應是定時器壞掉，造成線路過

熱，再加上電線老舊，而引起自燃釀災。 

 

沒使用卻一直插著電     烘碗機自燃險釀災 案例講解 

使用安全 

資料來源：TVBS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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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經過】 

廚房為家庭烹煮食物的空間，易同時使用微

波爐、烤箱、電鍋等大功率電器設備以致用電負載

過量。因為蒸煮，長期處於水霧的浸漬，絕緣導線

受潮會使絕緣性能降低，甚至損壞，發生短路。 

專家表示，民眾最好養成經常檢查廚房插座、

線路的習慣，避免過載並保持線路乾燥，才能有效

減少災害發生。 

廚房容易為電氣災害發生區域 案例講解 

器材設備 
安全 

資料來源：世界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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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使用卻一直插著電  烘碗機自燃險釀災 

廚房容易為電氣災害發生區域 

【解決方法】 

廚房之用電安全事故案例時有所聞，其預防方法可歸納如下： 

1. 切勿用潮濕的手碰觸電器產品，以防觸電。  

2. 電器產品不使用，應手握插頭處拔除；使用前應先使用乾抹布清除插頭上之積塵。 

3. 清洗廚房時，濾水器等固定電器產品，應先將插頭拔除，電鍋、烤箱、微波爐等可移動電器產

品，需將插頭拔除，並移至他處。 

4. 大功率電器產品建議使用單一插座，以免造成負電過載。 

5. 若有疑似漏電情況，應請合格電器承裝業者進行維修，以免造感電事故。 

6. 廚房多為大功率電器產品，且容易為潮濕區域，建議可挑選過載保護延長線或於插座上加裝漏

電斷路器，以防用電過載導致災害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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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漏電斷路器及無熔絲開關延長線介紹 

 

 

 

電箱(配電盤) 固定型漏電斷路器 外接式漏電斷路器 

• 建議以 A、B、C...等編碼
清楚標示，然後插座上由 

A 開關引出的則標為 A-1、
A-2...以此類推，這樣只要
看到 A 開頭的插座發生問
題，就把編號 A 的開關關
掉即可。 

• 每個迴路皆須安裝漏電斷
路器。 

過載保護延長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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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各種電力開關介紹 

微型斷路器 

• 同無熔絲開關，但其體
積較小，保護功能較佳，
亦可透過外掛模組擴充
其功能應用。 

電磁開關 

• 由電磁接觸器(MC)及過載
保護器(OL)兩者組合而成，
多使用於大負載之電器設
備(如：工業馬達、電熱水
器等)，若用電超過負載時，
則會自動跳脫，需手動復
歸後，即可再使用。 

漏電斷路器 

• 通常裝置於各分路開
關上，一旦電器產品
漏電時，漏電斷路器
則會急速斷電，使人
避免觸電。 

無熔絲開關 

• 若用電超過負載，會導致
開關跳開，此時應先降低
用電負載後，再打開即可
恢復正常通電，無須更換
保險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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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浴室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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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經過】 

一名莫斯科少女在浴室內邊洗澡邊使用充著電

的手機，而插在插座上的充電器不慎掉進水中，意

外導致少女觸電身亡。 

專家表示由於浴室內空氣潮濕，水蒸氣、流動

水多，稍有不慎就會導電，造成觸電。因此，浴室

內最好不要使用電器，以防觸電。 

洗澡玩手機邊充電   莫斯科少女觸電身亡 案例講解 

裝置安全 

資料來源：IT數碼新聞 



37 

【案例說明】 

 一名空姐因使用正在充電的手機而觸電身亡，

死者身體多處被電擊灼傷，身邊的手機正在充電，

但手機的數據線、充電器及延長線都完好無損，手

機也能正常開機。手機兩側均有明顯灼燒的痕跡。 

經調查後專家表示，充電中的手機基本上是安

全的，但仍必須避免在洗澡時或殘留水分未乾時使

用，另機件故障也可能導致觸電。 

 
中國空姐使用充電中手機  觸電身亡 案例講解 

使用安全 

資料來源：中央網 

http://news.163.com/13/0716/05/93SOBB940001122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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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經過】 

        山東一名31歲的男子，擔心天氣過冷，竟將

電暖爐搬進浴室給兒子取暖，沒想到幾分鐘後，聽

到裡面一陣碰撞聲，打開門一看，12歲的兒子已經

倒臥在地，沒有了呼吸心跳。 

據專家表示，該款電暖爐並無防水裝置，更

只有在翻倒的時候有斷電功能，拿進浴室使用，極

容易導致感電事故發生。 

暖爐帶進浴室 男童淋浴觸電身亡 案例講解 

使用安全 

資料來源：蘋果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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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經過】 

        苗栗縣 31 歲的蔣姓女子，洗完澡用吹風機吹

頭髮，因吹風機電線絕緣皮剝落，加上蔣女頭手潮

濕，水珠滲入電線，意外觸電死亡。警方表示，蔣

女使用的吹風機部分電線絕緣皮脫落，雖然內部兩

條銅線還有包覆沒有外漏，但可能因為手部潮溼，

又光腳站在地上形成迴路，只要有水珠滲入電線，

就有可能觸電。 

31 歲女子，洗完澡使用吹風機，意外觸電死亡 案例講解 

使用安全 

資料來源：中視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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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澡玩手機邊充電   莫斯科少女觸電身亡 

中國空姐使用充電中手機  觸電身亡 

暖爐帶進浴室，男童淋浴觸電身亡 

31 歲女子，洗完澡使用吹風機，意外觸電死亡 

【解決方法】 

        人體感電事故除了線路與設備不良外，亦常肇因於人為使用不當，其預防方法可歸納

如下： 

1. 不可觸及沒有絕緣設施或絕緣損壞、漏電的裝置設備。  

2. 切勿用潮濕的手碰觸電器產品，以防觸電。  

3. 在浴室等潮濕處所，穿著拖鞋可降低觸電危險。發生漏電時，若使用者赤足，易造成

嚴重感電傷害。為了安全起見，最好不要在浴室等潮濕處所裝設插座，若需安裝則應

在該插座處加裝漏電斷路器。 

4. 家庭電器和電線應該避免在潮濕的地方(如：浴室等)使用。 

 

 



41 

第五部分 臥室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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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經過】 

       婦人清晨起床開啟電暖器後出門運動未

關閉引發火災，由於民宅頂樓加蓋形成煙囪

效應向上竄燒，火勢瞬間吞沒四、五樓，警

消迅速到場救火，在屋內發現五具屍體，其

中三人疑在睡夢中嗆昏失去意識被燒死，另

兩人逃至窗前卻被上鎖防盜鐵窗阻絕生路。  

電暖器超載使用延長線，超過負荷引起電線走火 案例講解 

使用安全 

資料來源：蘋果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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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經過】 

       高雄市一棟透天厝，因使用電暖器不當，

造成火災，據了解因電暖器太靠近衣櫥，過熱

引燃衣櫥起火，屋主驚醒後，大叫家人逃生，

才未釀傷亡。 

開電暖器睡覺引燃衣櫥 案例講解 

使用安全 

圖片來源：google 



44 

【事故經過】 

       冬天濕冷，新北市一名蔡先生，因心疼愛

犬在家會受凍，所以外出時，仍持續開著鹵素

電暖器替愛犬保暖，並設定3小時後關閉，沒想

到卻造成電線走火，燃燒一旁床墊，冒出濃煙，

導致愛犬被嗆死。 

電暖器使用不當釀火災  濃煙嗆死愛犬 案例講解 

使用安全 

圖片來源：TVBS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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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暖器超載使用延長線，超過負荷引起電線走火 

開電暖器睡覺引燃衣櫥 

電暖器使用不當釀火災 濃煙嗆死愛犬 

【解決方法】 

1. 電暖器因耗電量大，應使用獨立插座，避免與其他電器共用同一電源插座

組，或串接延長線使用，以免用電超過負載量。   

2. 有些款式的電暖器(如石英燈管電暖器、鹵素燈電暖器等)有發熱體，其出

風口溫度較高，不可在上方覆蓋或烘烤布料衣物，並應盡量避免碰觸及遠

離易燃物，距離易燃物至少30公分以上。  

3. 需注意清潔電暖器濾網，避免灰塵、棉絮累積，影響散熱功能，造成引燃

起火；另建議使用時間不超過4小時，離開時，記得拔除插頭較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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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經過】 

        新北市某大樓9樓21歲王姓住戶，上午出門上

班時，未將房內插著電風扇的延長線電源關閉，

導致電線過熱、短路，下午1時許自燃失火，住在

11樓60多歲的黃姓老婦，因逃生不及， 吸入大量

濃煙廢氣而窒息死亡。 

長時間開電風扇   引發電線走火 案例講解 

資料來源：TVBS新聞 

使用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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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經過】 

        高雄大寮一處出租大樓，一名大學生將延長線

上插滿電腦、音響及檯燈等插頭，外出時又不將電源

關閉也沒拔除延長線插頭，加上延長線老舊，導致電

線走火，所幸火災當時並沒有人員在家，無人傷亡。  

消防人員表示：「火災起火點很明確，就是在那個電

腦桌的下方，很明顯就是在電腦桌下方的延長線，使

用不當造成的火災。」 

 
延長線插滿插頭 學生租屋電線走火 案例講解 

使用安全 

資料來源：TVBS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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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違反法規】 

法規:用戶用電設備裝置規則(草案) 

長時間開電風扇   引發電線走火 

延長線插滿插頭，學生租屋電線走火 

第 104 條 分路最大負載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分路所供應負載應不超過分路額定容量。  

二、分路如同時供應八分之一馬力以上之固定電動機帶動設備及其他
負載 ，其負載計算應以一‧二五倍最大電動機負載加其他負載
之總和計算 。  

三、分路供應有安定器、變壓器或自耦變壓器之電感性照明負載，其
負載 計算應以各負載額定電流之總和計算，而不以燈泡之總瓦
特數計算。  

四、分路供應長時間 (指連續使用三小時以上者) 負載應不超過分路
額定 之百分之八○。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J0030018&FLNO=104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J0030018&FLNO=104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J0030018&FLNO=104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J0030018&FLNO=104   


49 

【解決方法】 

1. 一般電器產品之電源線兩端應避免彎曲、拉扯，且應避免被重物擠壓，而導致電源線破損形

成半斷線造成短路現象起火燃燒。   

2. 使用中之電器插頭及電源線，應遠離可燃物。 

3. 避免在同一電源插座上同時使用多種電器產品，因為流經電源線的總電流極有可能超過其所

能承受的電流量 ，造成電源線本身溫度急遽上升而發生危險。 

4. 拔下電源線插頭時，應手握插頭取下，不可僅拉電線，而造成電線內部銅線斷裂發生短路。 

5. 所有電氣設備須請專業人士定期檢修，並汰舊換新。插頭插入插座時需密合，不能鬆動，並

定期用乾抹布清除插頭汙垢，最重要的是若長時間不使用時，務必將插頭拔除。 

長時間開電風扇   引發電線走火 

延長線插滿插頭，學生租屋電線走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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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插座及延長線使用安全1 

1. 購買延長線應認明有經濟部標檢局的商品安全標章，且附有保險裝置(如：過載斷電保護器)

為佳。 

2. 使用詳細閱讀使用說明書，並瞭解安裝/使用方法、保養維護及使用注意事項等。 

3. 電源線組（延長線）不可緊貼傢具或重壓，擺放位置應保留適當空間，以供延長線充分散熱。 

 

 

 

過載保護延長線 

正字標記 

商品安全標章 

V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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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插座及延長線使用安全2 

4. 耗電量大的電器如冷暖氣機、烘乾機、微波爐、電磁爐、烤箱、電暖器、電鍋等，應避

免共用同一電源線組（延長線）。 

 

 

 

電器所需電流算法： 

電子鍋耗電功率為660W(瓦特)， 

除以110V(伏特)的額定電壓， 

所需的電量即為 6A(安培) 

 

660W / 110V =6A 

 

 

 

將三種電器使用的電流量加總，共19A，
已超過延長線及插座的容許電流 

(分別為12A及15A)， 

超載使用將導致延長線及插座過熱、燒
熔，甚至引起火災 

圖片來源：內政部消防署網站 

圖片來源：內政部消防署全球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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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插座及延長線使用安全3 

5. 拔下延長線插頭時，應手握插頭取下，不可僅拉電線，

此動作極易造成電線內部銅線斷裂。 

6. 電源線組（延長線）不可串接使用，並選用適當長度及

插座數之產品。 

7. 使用時不可捆綁、以重物壓迫，或以鐵釘、騎馬釘、訂

書針等固定電線，以保留散熱空間。 

8. 手部潮濕時，不可接觸通電中之插頭、插座、開關、電

線等，以免發生觸電危險。 

http://www.google.com.tw/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url=http://wwwyiyeong.pixnet.net/blog/category/396517&ei=FGaNVd-nC6OsmAWvjonYCQ&psig=AFQjCNHL8kCO792kTjCf66k9CWR5ICo-gQ&ust=1435416468621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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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插座及延長線使用安全4 

9. 插頭、插座累積灰塵或細微棉絮時，容易結合水分，

造成積污導電現象而短路，須避免在潮溼、高熱的

環境中使用(例如浴室、廚房、水中或熱火源、易

燃物旁等)，可利用插座安全保護蓋隔絕。 

10. 非專業技術維修人員，不可自行拆解、改裝或有任

何改變原樣式、規格之動作，以免發生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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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插座及延長線使用安全5 

11. 若家中線路有符合下列任一種情況，建議找合格電器承裝業協助維修或更換線路。 

 屋齡30年以上，且期間沒有更換過電線 

 使用直徑1.6mm以下的電線 

 插座呈現焦黑現象 

 家裡常跳電 

 插座位置不符合使用者需求(如：插座被家俱 

設備遮蔽等) 

 家中插座不敷使用，導致需串接延長線使用 

    的比例較高(如：廚房或臥室僅有一個插座， 

    需要串接延長線才夠用) 

資料來源：電線電纜同業公會 

資料來源：內政部消防署 

資料來源：電線電纜同業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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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 其他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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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說明】 

出國旅遊，民眾總會攜帶手機、平板、相

機或筆電等電子設備。但國外的插座通常為

220V，與台灣的110V的插座不同，切忌將電子

產品直接插入。 

正確用法是購置一台220V變110V的小型電

壓調整器(voltage converter)，轉換後即可使用

110V電器。 

出國旅遊  記得攜帶小型電壓調整器 案例講解 

使用安全 

資料來源：經濟部能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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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經過】 

        領錢竟然也會被電到！新竹一家超商

的ATM，有民眾反應提款領錢時會觸電，

甚至已經被電了5次，經調查，可能因先

前下雨，潮濕加上ATM的接地線沒有做好

，才會發生漏電意外。 

 

ATM領錢觸電 案例講解 

使用安全 

資料來源：TVBS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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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說明】 

新北市三重一名黃姓男童，放學和朋友玩

蛇板，一時興起想嚇對方，躲到路燈後面，手

碰到電桿疑似觸電，送醫急救一小時後不治，

經調查發現，業者沒在路燈上安裝漏電斷路器，

漏電不會自動斷電，是男童意外主因，認為承

包商沒有盡到妥善維護燈座的職責，依業務過

失致死罪起訴。 

致命路燈!男童抱桿觸電亡 案例講解 

使用安全 

資料來源：TVBS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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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說明】 

新北市一名六歲萬姓女童，在新店陽光運

動公園兒童遊戲區玩，疑似不小心摔倒觸電當

場休克昏迷，而讓他受傷的竟然是公園地燈，

地燈燈罩旁露出一截電線，家人認為是雨天漏

電導致萬小妹摔倒，腳背還出現一個五元硬幣

大的電擊傷口，至今躺在病床上。 

公園地燈漏電！ 6歲女童觸電休克 案例講解 

使用安全 

資料來源：東森新聞 



60 

   60 

 

 

ATM領錢觸電 

致命路燈!男童抱桿觸電亡 

公園地燈漏電！ 6歲女童觸電休克 

【違反法規】 

法規:用戶用電設備裝置規則(草案) 

第 59 條 下列各款用電設備或線路，應按規定施行接地外，並在電路上或該等設備 之適當處所裝設
漏電斷路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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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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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J0030018&FLNO=59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J0030018&FLNO=59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J0030018&FLNO=59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J0030018&FLNO=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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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方法】 

1. 金屬桿或金屬構架之路燈、號誌燈、廣告招牌燈，應施行接地。 

2. 在電路或路燈等設備裝置適合其規格，具有高敏感度、高速 型，能確實防止感電用
之漏電斷路器。 

3. 電路、漏電斷路器須定期檢修。 

其他路燈漏電新聞： 

 

 

 

 

 

 

 

 

 

 

 
資料來源：中視 新聞 資料來源：TVBS 新聞 

聖誕樹燈飾閃亮美麗，亦隱藏觸電危機 

致命路燈!男童抱桿觸電亡 

公園地燈漏電！ 6歲女童觸電休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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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經過】 

彰化縣二林鎮施姓女子，半夜聽見東西掉落聲驚醒，發現隔

壁神明廳竟起火燃燒，馬上打119電話報案，當時煙已在神明廳內

蔓延開來、火勢迅速擴大延燒，無法立即撲滅。 

經調查，該神明廳17年來除更換燈泡外，電源線插座組件長

年使用均未曾更換，可能因為線路老舊劣化、積污導電短路起火，

引起燃燒。 

神明燈電源線短路 引發火苗亂竄 案例講解 

器材設備 
安全 

資料來源：內政部消防署全球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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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明燈電源線短路 引發火苗亂竄 

【解決方法】 

1. 神明燈電線勿穿過桌面與牆面間而造成壓迫。 

2. 插頭未完全插入或鬆脫而造成接觸不良，易造成電源線短路起火。 

3. 定期檢查保養，電源線老化、外皮龜裂破損，應立即汰換更新。 

4. 定期使用乾抹布清理電線或插頭上之灰塵與積汙，清潔中記得須將

電源關閉，並以手拿插頭的方式拔除插頭，以確保個人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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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經過】 

台灣夜市正夯，但公安問題嚴重！經調

查發現，夜市在用電安全上，延長線分布散

亂、多孔插座不當使用及電源旁有易燃物等，

都容易導致電線走火的危險。   

舉例：台北市南港區某「市民夜市」 整

整 60 個攤位，全部只靠一台發電機，透過一

個又一個的延長線連接供電，也引發民眾對

於用電安全的質疑。 

  
延長線串接民眾亂踢 夜市用電危機四伏 案例講解 

使用安全 

資料來源：TVBS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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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經過】 

       消基會指出，由於許多夜市攤商為了圖方便，

自行加裝電表或外接電源，但卻未經專業量測，

很可能因電表或電源的規格與電力來源不符，導

致其開啓時無法承受瞬間增強的電流，以致走火

發生火災，若遇瓦斯桶恐釀氣爆。 

  而且，因夜市電源有限，常見四處散落的延

長線，或是一個插座重複接上多個插座的現象，

在電線老舊或電路超載下，恐有電線走火的危險。 

夜市攤商自行外接電源，滿地插座、電線外露恐釀災 案例講解 

使用安全 

圖片來源：蘋果即時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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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長線串接民眾亂踢 夜市用電危機四伏 

夜市攤商自行外接電源，滿地插座、電線外露恐釀災 

【解決方法】 

1. 夜市攤販用電建議可採機房或統一水電管線方式統一管理，並

請合格電器承裝業者做專業量測規劃與定期修理維護。 

2. 延長線應避免串接使用或同時多插頭使用，並須有防壓線槽或

防止漏電的無熔絲開關或漏電斷路器等安全措施。 

3. 延長線及電線周遭應遠離高溫、火源或易燃物品。 



67 

第七部分 貼心小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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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心小提醒】陽台篇 

應定期請合格電器承裝業者維護總配電箱內無熔絲開關、漏電斷路器的性

能與接地線連接是否確實。 

家庭住所等如需確認接地電阻值是否合乎標準，建議：1.可於台電公司換

裝電表時詢問；2.平時可請合格電器承裝業者協助。 

購買電器產品時，務必認明具經濟部標檢局商品安全標章          、正字標

記      、VPC標誌        。 

大功率電器產品建議使用單一插座，避免串接使用，且應挑選過載保護延

長線或於插座上加裝漏電斷路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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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心小提醒】客廳篇 

應定期請合格電器承裝業者維修家中老舊電線與插座。 

拔除插頭時不可直接拉扯電線，應手握插頭取下，亦須避免重物擠壓電線或延長

線，而造成內部銅線斷裂；亦不可用釘子、騎馬釘或訂書針將延長線或電線固定。 

使用中電器或延長線，避免緊貼傢具或靠近可燃物，以防過熱導致災害。 

插頭插入插座時須密合插牢，且勿將手指或金屬、導電物品插入插座中；若長時

間不使用時，務必拔下插頭，而插座長期不用最好封閉或利用插座安全墊片隔絕，

切記插頭與插座亦需定期用乾抹布清除灰塵污垢。 

不可綑綁使用中之電線及延長線，以防過熱導致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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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心小提醒】廚房篇 

應定期請合格電器承裝業者維修家中老舊電線與插座。 

清洗廚房前，應確認身上已無導電之金屬物品；所有電器產品應先將插頭

拔除，可移動式電器產品，建議可先移至他處。 

延長線及電線周遭應避免火源，以免絕緣皮熔解，致使用時造成短路。 

切勿用潮濕的手碰觸使用中的電器產品。  

大功率電器產品建議使用單一插座，避免串接使用，且應挑選無熔絲開關

延長線或於插座上加裝漏電斷路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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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心小提醒】浴室篇 

應定期請合格電器承裝業者維修家中老舊電線與插座。 

在浴室等潮濕處所，應盡量避免使用電器產品，如需使用

也應注意穿著拖鞋或放置腳踏墊，及雙手保持乾燥等。 

為了安全起見，最好不要在浴室等潮濕處所裝設插座，若

需安裝則應在該插座處加裝漏電斷路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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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心小提醒】臥室篇 

應定期請合格電器承裝業者維修家中老舊電線與插座。 

拔除插頭時不可直接拉扯電線，應手握插頭取下，亦須避免重物擠壓電

線或延長線，而造成內部銅線斷裂；亦不可用釘子、騎馬釘或訂書針將

延長線或電線固定。 

大功率電器產品建議使用單一插座，避免串接使用，且應挑選過載保護

延長線或於插座上加裝漏電斷路器。  

使用電暖器等易生高溫之電器時，切勿靠近衣物、窗簾等易燃物品，或

作為烘烤衣服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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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心小提醒】用電知識哪裡找(1/4) 

請合格電器承裝業者維修老舊電線與插座。 

合格電器承裝業者哪裡做確認?? 

 搜尋關鍵字「合格電器承裝業」 

 諮詢專線：07-3394105 

用電安全知識哪裡了解?? 

 搜尋關鍵字「用電安全」至用電安全專區網站 

 搜尋FB關鍵字「用電安全不隨便」至用電安全FB粉絲團 

用電安全網站 
合格電器承裝業
者查詢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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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心小提醒】用電知識哪裡找(2/4) 

★「用電安全 珍愛家園」網站  ★ 

最新用電安全知識及成果、宣導資料、e化教材~~ 

網址：http://greenmaster.ehosting.com.tw/ 

下載專區： 
• 用電安全知識宣導教材、
手冊、海報和摺頁 

關鍵字搜尋 

「用電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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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心小提醒】用電知識哪裡找(3/4) 

★「有電沒電看不見  用電安全不隨便」FB粉絲團  ★ 

用電安全新聞與知識、每季粉絲團活動~~ 

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electrical.safety.tw 

 

 

FB關鍵字搜尋 

「用電安全不隨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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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心小提醒】用電知識哪裡找(4/4) 

★「合格電器承裝檢驗維護業資料查詢系統」網站  ★ 

電器承裝業法規、所在縣市合格查詢 

http://www.eims-energy.tw/ecem_public/PB300/PB301.aspx 

輸入住家所在縣市/鄉鎮市
區，即可查詢鄰近之合格
電器承裝業者。 

關鍵字搜尋 

「合格電器承裝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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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心小提醒】性別平等宣導 

★「行政院性別平等會」網站  ★ 

性別平等政策綱領、各地活動、教育宣導等資訊 

http://www.eims-energy.tw/ecem_public/PB300/PB301.aspx 

關鍵字搜尋 

「性別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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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部分 觸電緊急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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觸電緊急處理（1/2） 

    

    

聯絡119 

切斷電源 

復原臥式 

立即聯絡119處理，把握黃金搶救時間 
若傷者不省人事，但呼吸正常，先把 

傷者置於復原臥式。 

9 

1 
1 

發現有人遭感電，勿直接觸碰傷患， 

應迅速將電源開關切斷。 

注意，不建議
使用任何未經
測試之工具(含
木製品)，自行
移開電源線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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觸電緊急處理（2/2） 

 心肺復甦術是指人工呼
吸和人工胸外按摩的合
併使用，簡稱CPR。 

 如傷者沒有呼吸及脈搏，
須進行心肺復甦法。 

 謹記口訣： 

叫(呼叫確認患者意識)
叫(求救請旁人協助) 

C(進行CPR) 

D(使用AED)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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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部分 節電小撇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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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氣溫度維持在26℃至28℃最省電，平均調高1 ℃ ，1年可省約140元。 

 每天少吹冷氣1小時，1年可省約290元。 

 定期清洗冷氣濾網，1年可省約230元。 

 選購高EER值冷氣機，EER值越高，冷氣機越省電，EER值每提高0.1，

就可節約4%冷氣機用電。 

 防止冷氣外洩並配合電扇使用，既省電又涼爽。 

 選購級數小、效率高的冷氣機，以6坪空間常用冷氣機，購買第一級

的冷氣機相較於第五級冷氣機，1年可省470度電，約省1,300元。 

空調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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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1顆60瓦白熾燈泡汰換成1顆9瓦省電LED燈泡，

1年可省約190元。 

 將7.2瓦神明燈泡汰換成0.5瓦省電LED燈，汰換1

對神明燈泡，1年可省約340元。 

 採用白色與淺色之燈具及粉刷，可增加室內明亮度 

 定期清潔燈具，避免灰塵堆積，維持原有亮度 

 養成隨手關燈好習慣。 

照明設備(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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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18瓦T9燈管4支汰換成14瓦T5燈管3支，1年可

省約890元。 

 將傳統式16瓦出口警示燈汰換成5瓦以下的LED出

口警示燈，1年可省約380元。 

 5盞13瓦省電燈泡，每天關燈18小時，1年可省約

1,220元。 

照明設備(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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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4個人每天洗1.5小時來算，將電熱器溫度由45℃

調至40℃，每年可省下250度電(約省725元) 

 用水桶盛裝洗澡前冷水，每日可減少10分鐘電熱器

耗電，每年可省下528度電(約省1531元) 

 洗完澡先用毛巾將頭髮擦乾，可減少使用5分鐘吹風

機，每年可省下24度電(約省70元) 

 衣物每天清洗改為三天洗一次，洗衣機每月減少運

作20天，每年可省下60度電(約省174元) 

衛浴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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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減少電冰箱開關次數。先想好要拿物品及位置，盡量控

制20秒內關閉冰箱，每年可省下93.6度電(約省271元)。 

 料理前將冷凍食物自然解凍，每日減少使用10分鐘微

波爐，每年可省下72度電(約省209元)。 

 選購級數小、效率高的電冰箱，以一台約560公升的電

冰箱，購買第一級的電冰箱相較於第五級電冰箱，1年

可省304度電(約省882元)。 

 

廚具設備(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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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天不在家及深夜睡眠時，設定電熱水瓶關機，1年

可省約281元；設定開飲機關機，1年可省約749元。 

 飲水機於下班關機12小時，及假日24小時關機， 1年

可省約940元。 

 熱食放冰箱前先冷卻，可省電及延長冰箱壽命。 

 冰箱儲存不超過8分滿，省電4-5％。 

廚具設備(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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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拔掉電視、音響、DVD等待機電器的插頭，1年

可省約1,080元。 

 以42吋液晶電視，一天少看一小時電視，1年可

省約240元。 

視訊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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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班及假日關機，影印機1年可省約5,750元；印

表機1年可省約790元。 

 電腦長時間不用，記得要關機，桌上型電腦每天

關機10小時，1年可省約1,040元。 

辦公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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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部分 再生能源小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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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陽光電系統主要是由太陽電池組列、電力調節器(包括直/交流轉換器、系統控制器即

併聯保護裝置等)、配電箱、蓄電池等所構成。 

 太陽光電板經陽光照射之後轉換成電力，再透過導線傳輸電流。 

太陽光電(太陽光電系統) 

 太陽光電系統型式： 

 獨立性系統：白天太陽能充足時，將轉換剩餘之電力儲存起來，夜間或太陽能不足

時，由蓄電池組供應電力維持負載正常運轉。 

 混合型系統：為獨立型系統配置輔助發電機系統。 

 市電併聯型系統：太陽光電系統將太陽能轉換成電力，於負載未完全消耗時，將多

餘電力送上市電網路；當系統無法供應負載正常運轉時，由市電網路供應不足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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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陽能熱水器的構造主要是由集熱板、儲熱桶、管路與輔助電熱器等四部份構成。 

 其作用原理為將來自太陽能的輻射能量吸收下來並用以加熱水溫。 

太陽熱能(太陽能熱水器系統) 

 太陽能熱水器種類： 

 自然循環式：集熱板吸收太陽光熱能來加熱水管中的冷水，儲熱桶內利用自然 

                         對流循環，使熱水自然上升，冷水下降至集熱板再吸熱。 

 強制循環式：利用集熱循環幫浦，此類型多為 

                         用水量大的大型系統。 

 儲置式：集熱板和儲熱桶合而為一，可同時有 

                  儲水和集熱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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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風力能主要利用空氣的流動，將風能轉為機械能，再轉

為電能的過程，來帶動風力機發電。 

 風力機葉片越長，其受風面積越大，所能擷取的風能就

越多。而風力機的自動控制系統不僅可調整速度避免轉

速過快，亦可控制迎風方向，確保風力機的效能與安全。 

 離岸風力發電機優勢：1.海面上風速遠高於陸地，發電

效率較高；2.無佔用土地和住宅區噪音汙染等問題；3.

規模遠大於路上風機，且扇葉較長發電效率更高。 

風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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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質能是利用農林植物、沼氣及廢棄物等生質

物產生的能源。 

 臺灣地區可生產沼氣之廢棄生質來源包括畜牧

業、垃圾掩埋場、食品業、農產廢棄物、生活

廢水及部份有機工業廢水等。為鼓勵生質能開

發，政府提供沼氣發電系統之設置補助，使畜

牧業廢棄物所產生的沼氣可被再利用，轉換成

生質能源。 

生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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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洋覆蓋地球表面積達2/3以上，蘊藏各種形式能量。 

 海洋能取自海浪波動、潮汐漲退及海水流動所產生的

能量，將其轉換成我們可以使用的能源。主要利用溫

差能、潮汐能、波浪能、潮流能、海流能、鹽差能等。 

 我國四面環海，具有海洋能開發潛能，目前波浪與潮

流發電為我國主要推動重點，惟工程、技術、經濟等

因素尚待克服，故海洋能發展仍在研發階段。 

海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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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熱能是來自地球內部持續而穩定的熱

源(高溫熔岩加熱之地下水或水蒸汽)，

可做為基載電力。 

 臺灣位於太平洋火環帶上，地熱資源豐

富，如北部大屯地熱區、宜蘭外海之龜

山島、宜蘭清水及土場地區、台東金崙

及知本地區等均具地熱開發潛能。。 

地熱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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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力發電是利用水從高處流向低處(水位落差)，來推動水輪機發電。 

 水力是我國發展最成熟的再生能源，占臺灣再生能源裝置容量50%以上。但因大

型水力發電易對環境影響具爭議，且國內優良水力場址多已開發利用，故未來將

朝向小水力發電發展。 

水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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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 電業法、其相關細則及子法，如： 

• 用戶用電設備裝置規則 

• 輸配電設備裝置規則 

• 用電設備檢驗維護業管理規則 

• 用電場所及專任電氣技術人員管理規則 

• 電業設備及用戶用電設備工程設計及監造範圍認定標準 

• 線路與電信線交叉並行細則 

• 電器承裝業管理規則 

常見的用電安全相關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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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部能源局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行政院勞工委員會 

 內政部消防署全球資訊網 

 勞工安全衛生研究所 

 法務部-全國法規資料庫 

 衛生福利部 

 TVBS新聞 

參考資料 

 中視新聞 

 民視新聞 

 蘋果日報 

 蘋果即時新聞 

 星洲日報 

 世界新聞網 

 中天新聞 

 聯合新聞網 

 台灣電力公司 

 IT數碼新聞 

 Google 

 Panasonic台灣_兒童探
險家 

 東森新聞 

 再生能源兒童網站 

 行政院性別平等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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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聆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