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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電安全-認識一般家庭用電器具

一般家庭用電線路圖



用電安全-認識一般家庭用電器具

數字型電表 智慧型電表指針式電表



用電安全-認識一般家庭用電器具

保護斷路開關 漏電斷路開關



用電安全-認識一般家庭用電器具



用電安全-認識一般家庭用電器具

線路紊亂、未依規定接線



用電安全-認識一般家庭用電器具
線路破損

未包紮絕緣

線路紊亂、未依規定接線



用電安全-認識一般家庭用電器具



用電安全-認識一般家庭用電器具

注意事項
1.線顏色、破損?
2.端子顏色、接
觸?
3. 異味、異聲?
4.功能性?
5.潮濕?
6.昆蟲、雜物?
7.箱體情況(生鏽、
破損)?



用電安全-認識一般家庭用電器具

重負荷? 輕負荷?



用電安全-認識一般家庭用電器具

重負荷? 輕負荷?



用電安全-電氣火災原因

引起電氣火災原因：

1.過負載

當配電回路裝接過多負載時，回路上所安裝的過電
流保護裝置失效或未按導線安培容量加以保護，則
導線因流通過電流，易使絕緣起火燃燒。



用電安全-電氣火災原因

引起電氣火災原因：

2.接觸不良

接觸不良(氧化亞銅增殖)：導線互為連接或與用電器具連
接，連接處鬆弛不實，形成接觸不良，接觸電阻值增高；
又接觸面不潔，有油類等絕緣物附著時，亦會增高接觸
電阻值。



用電安全-電氣火災原因

引起電氣火災原因：

3.積污導電

積污導電(電痕Tracking)：承受電壓之異極導體間，雖有
絕緣物存在；若該絕緣物的表面附著有水分及灰塵或含
有電解質之液體、金屬粉塵等導電性物質時，絕緣物的
表面會流通電流及產生焦耳熱，而該帶電之附著物間，
發生小規模的放電及水分之蒸發，周而復始，絕緣物表
面的絕緣性受到破壞，形成異極間石墨化導電通路。
多發生在插座及插頭接觸處 (刃片靠近絕緣體附近-刃片
底端)



用電安全-電氣火災原因

烘衣機右側燃燒最為嚴重，平常烘衣機置於廁所外
面潮濕之場所，家中也有養寵物，因此插頭及插座
堆積毛髮及灰塵加上水份形成通路，造成積污導電。

引起電氣火災原因：

3.積污導電



用電安全-電氣火災原因

引起電氣火災原因：

4.漏電(接地)引火

或感電

接地事故於電氣設備中極易因為絕緣不良或劣化而發
生。若通電導體與接地導體接觸時，接觸點會有電弧
火花產生；導線電流大為增加，所產生的過量焦耳熱
可能使導線之絕緣起火燃燒。



用電安全-電氣火災原因

引起電氣火災原因：

5.電線短路

短路係指回路電流未經過用電負載，異極導體即直接
接觸或經過低阻抗連接。



用電安全-電氣火災原因

引起電氣火災原因：

6.半斷線

花線類電線其中1條股線芯線發生斷裂，但斷裂之一
部分尚有接觸或未完全斷線還留有部分完整狀態，皆
稱為「半斷線」。此種半斷線導線於通電時，在斷線
處的導體截面積減少，導體的電阻值相對增高，造成
電流流經此處時產生局部過熱，使得導線絕緣及周圍
可燃物起火燃燒。
原因
1) 電線被重物壓住
2) 電線放在地上經常被壓踏
3) 電線經常被拉扯



用電安全-電氣火災原因

引起電氣火災原因：

7.雷擊引火



用電安全-預防電氣火災及觸電要點

室內預防九要點

1.須經常檢查電器用具是否有漏電的現象。(使用工具：驗電筆、電
表儀器)



用電安全-預防電氣火災及觸電要點

室內預防九要點

2.維修電器用具，插座或導線，須關閉電源才能進行維護。

拔插頭過程，不要圖方便，直接拉扯電線拔出插頭，極易造成該插頭內導線損傷，不
但造成家電無法使用，甚至可能造成感電危險。



用電安全-預防電氣火災及觸電要點

室內預防九要點

3.使用任何電器或接觸電路，不可站在潮濕地面，或以潮濕的手觸摸。
潮濕的手腳最易造成感電事故。

裝置在浴室之插座，其位置應遠離浴盆，使人處於浴盆不能接觸該插座，並須在該插座分
路加裝漏電斷路器，以策安全。



用電安全-預防電氣火災及觸電要點

室內預防九要點

4.移動性的電源線不要放置於容易踏壓之處所，如有磨損破皮，應立
即加以處理或更新，以防漏電。

• 電線（含延長線）不可綑綁，不可壓在家具或重物下方，或放置於容易踏壓之處
所；不可用釘子、騎馬釘或訂書針固定，亦不可經由地毯或高掛在有易燃物的牆
上。

• 一般家電產品電線之絕緣溫度約105℃以下

• 電線綑綁會產生高溫；未經綑綁的電線，溫度約在90℃以下，而經綑綁過的電線
則高達150℃以上。

• 這是因電線綑綁後，熱量容易蓄積，因此溫度上昇，銅線變成紅色，當電線溫度
升至200℃以上時，表面塑膠便會熔解，電線因而短路造成起火。



用電安全-預防電氣火災及觸電要點

室內預防九要點

5.各種電器金屬外殼必須依規定加以接地，以免漏電，招致災害。

接地：為了避免因電器漏電，而造成觸電的危險，可將電器的金屬外殼以一條導線連
接到大地，稱為接地。若電器漏電，則漏電的電流可直接由接地的導線流至大地，因
此使用者就不致於觸電。

6.定期檢查老舊電線。
流經導線上的電流都有其最大的安全容量，如果導線上的電流超過此安全容量(逐年因
老化遞減)，會導致導線發熱，甚至使電線的絕緣膠皮燃燒，引起火災。

7.電熨斗、電暖器…等發熱型電器，長時間不使用時應將插頭拔離電
源，以免內附保護裝置故障易引起過熱走火。

8.電器使用中產生火花或故障不動時，應立即切斷開關或拔下插頭。

9.家中如有增加用電，致插座或線路不夠使用時，千萬不可私自拉接
電線或私自裝設插座，應請合格承裝業代為安裝。



用電安全-預防電氣火災及觸電要點

室內預防九要點

1. 檢查是否有漏電

2. 維修須關閉電源

3. 使用不潮濕

4. 電線不踏壓、不綑綁

5. 外殼接地

6. 定期檢查

7. 插頭拔離

8. 故障不動時，應立即切斷

9. 不可私自拉接



用電安全-預防電氣火災及觸電要點

室外預防四要點

1. 勿攀登各類設有高壓電設備及線路

2. 遠離設有電線之懸吊廣告招牌或架設天線以策安全

3. 有任何物品或東西掉落於電線上，不可私自勾取，須通知電力公
司派人處理

4. 電線掉落地面，絕對不能接近及觸摸，應通知電力公司處理，且
需派人看守現場，防止他人接近



用電安全-用電安全檢查、防止要點

1.是否有定期請專業電工人員檢查。
每三年可以請電工人員或是各地區
台電服務處到府檢修。

2.  是否多樣電器同時使用同一插座

• 家庭電源插座多使用雙插頭設計，但使用
電熱器具時(如咖啡爐、電熨斗及烤麵包
機等)，不可同時使用同一插座，以維安
全。

• 耗電量較大之電器，如 冷氣機、大型電
熱水器等，應使用獨立高負載專用迴路，
並請電氣專業人員裝配。



用電安全-用電安全檢查、防止要點

3.  家中配電盤是否經常跳電
家裡之總開關或分路開關，若經常跳脫啟斷，應檢討所使用之器具是否太多或導線是
否有漏電情形，不可冒然再投入開關或換裝較大的開關，這樣極可能造成導線及器具
燒損之災害，甚至引發火災之危險。

4. 延長線或電線源線是否捆綁使用
• 由於電線經綑綁後，熱量很難流通，因此溫度昇高而將塑膠融解，造成銅線短路

著火。

• 拔下延長線插頭時，應手握插頭取下，不可僅拉電線，而造成電線內部銅線斷裂。

• 勿將延長線置於地毯下方或壓在重物下面，造成電線內部銅線斷裂產生半斷線；
以至於電流流過半斷線時，因電路突然變窄，造成過負載而產生高熱發生危險。

X O



用電安全-用電安全檢查、防止要點

5. 延長線是否有過載安全裝置
• 延長線應在容許負載容量下使用，且延長線

上有連接多孔插座應使用具保險絲安全裝置
或過負荷保護裝置之產品。

• 使用中之延長線是否有發燙或異味產生？此
為過負荷現象，應立即停止使用該高電量之
電器

6. 插座及插頭是否有焦黑或累積污垢
現象
經常檢視插頭及插座，避免鬆動而產生危險

檢視插座、插頭是否有焦黑、綠鏽或累積塵埃之
現象？



用電安全-用電安全檢查、防止要點

7. 神桌燈具因長時間使用，應經常
檢視配線絕緣是否有損壞。

8. 建議如有增設插座或插座線路重
新配線時，請依「屋內線路裝置規則」
加穿1條接地線及改用接地型（3孔）
插座，以增進用電安全。



用電安全-用電安全檢查、防止要點

9. 裝潢室內天花板上配電力線時，
要求廠商套上PVC管以防老鼠咬破造
成災害。

10. 不可在衣櫃內裝設電燈，以免因
線路老舊破損或開關失靈引起火災。



用電安全-用電安全檢查、防止要點

11. 購買電器時應注意本體標示有「商品檢驗標識」或「自願
性產品驗證標誌」之產品，以確保使用安全。

。



用電安全-用電安全檢查、防止要點

定期檢測家中電氣產品及用電線路

電器產品不要忘了「四不一沒有」

• 不要「超過負載」

• 不要「損傷電線」

• 不要「有可燃物」

• 「不用不插」

• 沒有「安全標章」的產品，不要買、不要用



基金會簡介



大亞電纜美麗家園基金會

大亞集團於2011年12月捐款成立「大亞電纜美麗家園基金會」，並每年持續捐款支
持基金會活動。

基於環境保護、生命關懷、地球永續等環境友善理念，為促進人與環境共生之美麗家
園未來，基金會將致力贊助能夠開創環境友善具體行動，並且長期推廣環境教育活動，
另外更透過培育環境友善人才發揮綠色思潮影響力，更號召員工及眷屬參與志工服務
長期投入社會公益。



大亞電纜美麗家園基金會

環境友善活動的贊助

2007年起舉辦綠集合競賽，並於2015年拍攝《環境友善職人》紀錄片協助綠集合得
主們宣傳理念：

• 第一屆：支持社會微型創業家

• 第二屆：與河共生－河川×城市創意改造

• 第三屆：南方精神 人文×生態環境友善行動大賞

• 第四屆：行得低碳

• 第五屆：學習環境之美

• 第六屆：愈綠愈快樂



大亞電纜美麗家園基金會

鳳凰花論壇

• 大亞電纜美麗家園基金會於2011年底向環保署申請成立，為國內少數以「友善環
境」為宗旨的基金會。

• 自2012 年9 月起，每年於成功大學綠色魔法學校召開，強調「以人文思考、尊重
自然生態並能開創永續發展」。邀請專家與在地民眾，從食衣住行育樂等不同面
向探討綠生活的落實。

• 2015 年結合六十週年慶活動，鳳凰花論壇首次回到關廟召開。因此除了《環境友
善職人》紀錄片首映，還安排了社區環境會議及環境友善小學堂等。



大亞電纜美麗家園基金會

環境友善教育的推廣

• greeninside部落格：http://www.greeninside.com.tw

• FB粉絲專頁：www.facebook.com/greeninside



大亞電纜美麗家園基金會

大亞電纜美麗家園基金會志工隊

• 台江分校山海圳健走淨堤：清淨家園又健身、學習參與流域治理。

• 2015年大亞集團員工家庭日：於本洲寮排水線種植楝樹，由大亞志工隊維護半年
後移交給水利局。



大亞電纜美麗家園基金會

大亞電纜美麗家園基金會志工隊

• 2016年大亞集團員工家庭日：為山海圳綠道郡安路段種植七里香，每月再由志工
隊除草淨堤。



大亞電纜美麗家園基金會

大亞電纜美麗家園基金會志工隊

• 用電安全宣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