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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力裝置防火安全措施

■ 資料來源：職業安全健康局

電力為社會帶來繁榮，亦改變了人們生活模式。可是，不適當地使用、安裝電

力裝置，或沒有正確保養電力裝置，會引致漏電、短路或過載而發生事故，甚

至嚴重火警，危害工作人士及市民的生命和財產。本文將介紹電力裝置防火的

安全措施，以減少行業因用電問題而產生的火警，以至人命傷亡。

根據香港消防處的防火通告第九號通告「用電

安全措施說明」，因電力而引起的火警，大約有

三分之一是由電線發生問題所致，且常見於工

商業樓宇，其中以經營零售及批發業務者最為

嚴重，因為在該等樓宇有大量燈光設備，引起

火警的可能性亦較大。這種因電線引致火警的

情況亦常見於機電業及建築業，原因是電線過

熱而燃點周邊的可燃物品。此外，進行電力裝

置安裝、保養或維修工程時，人為錯誤（例如

進行相關電力工序的步驟錯誤）可導致爆炸甚

至火警，造成嚴重的人命傷亡。

火警及爆炸

根據焦耳定律，有電流通過的地方即會產生熱，

而其大小是與電流的平方、導體電阻值及電流

通過的時間成正比，公式為：H ＝ kI2Rt（H：

產生熱量；I：電流；R：電阻；t：時間；k：常

數）。因此，如果電力線路出現問題導致高電流，

高電流會引致大量熱能釋出，在滿足「火三角」

的條件下，即燃料、熱能及氧氣，便有可能燃

點附近的可燃物，釀成火災。

一般引致火警及爆炸原因包括：

●	超出負荷的電力裝置或設備；
●	絕緣體損壞或短路；
●	電路接觸不良；
●	電力裝置或設備保養不善；
●	電力裝置╱工作場所通風欠佳；或
●	電力安全施工程序錯誤等。

預防措施
避免電力設備或裝置超出電力負荷

企業應避免在同一固定電源插座上使用太多插

頭、拖板或適配接頭（萬能蘇）。顧主或地點負

責人應提供足夠的固定電源插座，以減少工作人

士因插座不足而使用拖板或適配接頭（萬能蘇）。

若大廈舊有核準的電力負荷不足以應付最新電

力需求情況，在獲得大廈電力裝置擁有人同意

的情況下，可向電力供應商提出申請變更電力

負荷。獲供應商批核後，大廈應安排合格電業

承 辦 商（Registered	Electrical	Contractor,	

REC）更新電力裝置。當完成更新後，大廈

備有發出的完工證明書（WorkCompletion	

Certificate,	WR1）副本，可向電力公司申請檢

驗電力裝置，以確保用電安全。

提供有效通風系統

電力裝置或設備應預留足夠空間散熱，並提供

有效的通風系統。例如大廈的電掣房可藉由風

扇等導流裝置，將熱量透過通風孔或氣窗傳至

■ 形成火的三個
主要條件（又稱

「 火三角 」）。

燃料 氧氣

熱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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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低溫的區域；電掣房內禁止存放雜物，以提供

有效的通風和散熱，避免熱量過度集中，引致火

警；工作間的電腦主機應預留空間散熱，避免熱

量集中而燃燒周邊的可燃物料，引致火警。

電路保護裝置

電器設備應該裝置保險絲，避免過大電流通過。

保險絲通常是設有額定電流熔解值的銅線，當

進入的電流超過額定的熔解值，保險絲便會熔

解及截斷，以防止過量的電流造成超負荷情況。

保險絲須安裝在火線上。如僱主需更換保險絲，

必須更換同一電流熔解值的保險絲。

電力裝置應配備漏電斷路器（俗稱水氣掣或殘

餘電流裝置），主要用於監控電路中的「中線」

或「火線」的運作。當漏電發生時，即電流經

火線到電力裝置不是全部由中線回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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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期檢查保養電力設備及裝置

根據《電力（線路）規例》第20條規定，電力

裝置擁有人須為其電力裝置安排定期檢查、測

試及領取證明書。違法者不但會被檢控，更可

能因電力裝置失修而引致火警及電力故障，對

工作人士及業戶構成危險。任何擁有、控制或

使用電力裝置所在的房產人士，如單位業主、

住客、租客、業主立案法團及大廈管理公司均

屬電力裝置的擁有人。

如大廈的電力裝置的定期測試證明書（Periodic	

Test	Certificate,	WR2）有效時限將近，應立

即為裝置再次安排檢查、測試及領取證明書。

此外，除定期檢查及測試，電力裝置亦應作定

期保養，以防止電力意外及維持供電的可靠性。

除了法例規定的測試外，電力裝置或設備亦應

定期由合資格的人進行保養工作，以確保該電

力裝置能正常運作；電力裝置的保養應包括維持

其散熱效能或其功能不會因塵埃╱污垢及其他

物質積聚而失效。例如在電掣房內，抽氣扇若佈

滿塵埃將阻礙散熱，容易導致熱量積聚而引致

火警，應定期保養清理，維持良好散熱效能。

此外，當更換電力設備時，應更換整條電源線，

不應為了一時方便，只將其駁長，把新舊電線

導體隨便扭接在一起。因為電線不正確的接駁

方法會使導體的接觸不良，導致電路局部過熱

而發生火警的意外。根據《電力（線路）規例

工作守則》內的守則14A（1）（a），電力工程

人員應確保電線接口有良好的電氣連續性。

工地電力裝置安全

工地的臨時供電裝置必須由註冊電工負責處

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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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	

CompletionCertificate,	WR1），每份完工證

明書須包含供電系統的電路圖。臨時供電系統，

■ 電掣房內不能堆放大量雜物。

■ 佈滿塵埃的機械通
風設備（清理前）。

■ 機械通風設備（清理後）。

■ 插頭內的保險絲可以防止
過量的電流造成超負荷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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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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須具備防水設

計。臨時電線須安裝合適的護套並且掛高，PVC

電線須藏入金屬導管或線槽，並妥善保養。

每月詳細檢查須包括以下項目，並須由註冊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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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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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

電力安全施工程序

企業進行電力裝置的檢查、維修、測試或保養

工程時，特別在開關掣房╱電力分站和涉及在

低壓╱高壓裝置上的工序，人為失誤導致施工

程序出錯，有可能會造成電力裝置爆炸，甚至

嚴重火警和傷亡。

企業進行電力裝置的檢查、維修、測試或保養

前，制定安全的工作程序非常重要，因為工程

的每一個步驟都須被嚴格遵守，不能出現錯誤。

制定監督程序應詳細考慮到各種可能造成錯誤

（包括人為錯誤）的原因，其監督範圍除了施工

程序外，應包括防火安全、緊急應變措施、訓

練及演習，以確保相關安全程序、規則和指示

已被正確地執行或遵守。公司的負責人應定期

檢討相關安全程序、安全規則、所訂的標準、

工作安全的指示及監督程序等等，並按需要作

出修訂，以及提供所需的資料、指導及訓練予

員工。

指差呼稱

電力工作中的每一個工序都可能因錯誤而引致

嚴重意外，所以減少人為錯誤將有助減低意外

機會。「指差呼稱」是源自日本、以減少人為

錯誤而制定的一套機制，方法是透過提高精神

狀態，加強員工的警覺性及確實行動的準確性，

避免因人為疏忽、錯誤或誤會而導致意外。中

華電力在早年已引進此機制，發展出一套進行

掣櫃施工前的「手指核實程序」，以減少人為

錯誤造成的意外。

正確選擇電力設備
一般辦公室或家居電力設備

一般辦公室或家居須使用符合安全標準（BS	

546	或 BS	1363）的三腳插頭或其他同等的相

關標準。切勿使用有裂縫、有過熱跡象（如變

色、焦黑、變形）或有鬆脫現象的插頭。如發

現插頭有損壞，必須聘請合資格人士更換。若

無可避免需使用拖板和適配接頭，亦應選購符

合國際標準的產品，使用時應遵守以下事項，

減少發生意外的風險。

適配接頭

●	使用符合安全標準（BS	546	或 BS	1363）的
適配接頭；或其他同等的相關標準。

●	必須使用插孔只可容納圓形或方形插腳及裝
有安全活門的適配接頭。

●	不要使用有裂縫、有過熱跡象（如變色、焦
黑、變形）或有鬆脫現象的適配接頭。如發

現適配接頭有損壞，應停止使用並立即更換。

●	不要在同一插座上用多於一個適配接頭。

■ 中華電力人員進行掣櫃施工前的「 手指核實程序 」。
 資料來源：中華電力有限公司

■ 掣櫃跳火會導
致工程人員嚴重
燒傷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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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板

●	使用符合安全標準（BS546或 BS	1363）的
拖板；或其他同等的相關標準。

●	必須使用插孔只可容納圓形或方形插腳及裝
有安全活門的拖板。

●	不要使用有裂縫、有過熱跡象（如變色、焦
黑、變形）或有鬆脫現象的拖板。如發現拖

板有損壞，應停止使用並立即更換。

●	不要將拖板放於潮濕或近水的地方（例如浴
室及廚房）使用。

●	不要在同一插座上用多於一個拖板。

■ 插頭、萬能蘇及拖板安全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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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電器、交流╱

直流轉換器及電源變壓器

俗稱「火牛」的有手提電話或其他電池的充電

器；用於手提電腦、攝錄器材或其他電器的交

流╱直流轉換器；以及用於額定電壓值與本港

220V	交流不同的電器（例如110V 交流的影音

器材）的電源變壓器。使用的安全措施包括：

●	避免「火牛」於不須使用時仍然接駁電源。
●	「火牛」在正常操作時溫度會微升，但不應過
熱，例如燙手。

●	確保「火牛」的輸出電壓與所接駁電器的額
定輸入電壓相同，而電器的額定功率（或電

流）則不可大過「火牛」的最大輸出功率（或

電流）。

●	電池充電時間不應太長，必須遵照說明書所
載的規限。

●	避免在無人看管時充電。
●	切勿讓充電器輸出插頭的電極與金屬物件（例
如電器的金屬外殼）接觸，以免產生短路，

造成火警危險。

撲滅電力

引起火警注意事項

「燃燒」的產生是基於三個基本條件：氧氣、燃

料及熱源，並配以化學反應。假如缺乏任何一

個或多個條件，火是不可能形成，又或「燃燒」

的過程會立即終止。因此，企業可以基於這個

特性，針對這三個基本條件，設計出以下的滅

火方法：

●	隔離法：將燃料拿走。例如：搬走火場附近
的雜物，削弱火勢。當火場內燃料殆盡，無

物可燒時，火便會熄滅。

●	冷卻法：將溫度降低。例如：向燃燒中的物
體灑水，利用水在蒸發時吸收的大量熱能，

以達到降溫的效果，火便會熄滅。

●	窒息法：停止供應氧氣。例如將燃燒中的物
體蓋上滅火氈，使其與空氣隔絕，停止燃燒。

另外，亦可將氣體供應閥門關上，斷絕氧氣

供應，燃燒著氣體的火焰亦會立即熄滅。

●	抑制法：干擾物體氣化的連鎖反應。例如在
火焰中噴入特種化學物質，改變其化學反應，

可使燃燒的過程終止。

如火勢是在初起的階段，在安全的情況下，曾

受滅火訓練的人士可利用手提滅火筒滅火。使

用手提滅火筒時，須注意使用者站立的位置，

應要在火源與最近的逃生通道之間。一旦火勢

失控，使用者亦可以立即從身後的逃生通道離

開現場，以免被失控的火勢包圍，造成人命傷

亡。

市面上的手提滅火筒可分為水劑、泡劑、乾粉

劑及二氧化碳等。以操作形式作分類則有儲壓

式、氣蕊式及化學反應式。乾粉劑及二氧化碳

滅火筒適用於撲滅由電力引起的火警，因為水

劑或泡劑的滅火筒含有水份，進行撲滅時會造

成漏電、短路等電力危害。詳情請參考後文「滅

火筒的應用」。

總結

由電力裝置所引致的火警近年有上升趨勢，普

遍成因是有關負責人忽略了安全措施或施工程

序。為了防止火警發生，企業必須遵守使用電

力的金科玉律：所有電力裝置或設備必須正確

地加以安裝、使用、檢驗及保養，而負責人應

制定和定期檢討相關的安全程序、規則和指示，

設立完善的監督制度，並提供所需的資料、指

示和訓練予員工。相關的安全措施亦適用於一

般家居電力裝置及設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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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滅火筒的應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