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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盤電力安全工作
刊物組、技術組、職安健組
今年建築工地發生的電力意外事故是有急速上升趨勢，各持份者都
十分關注，並且已經執行多項措施，例如加強宣傳及信息傳遞，舉
辦多個的研討會及講座等，提升建造業相關人士的電力安全意識，
務求使各行業的從業員將「安全」必須放在首位，預防發生任何的
電力意外事故。在政府方面，機電工程署及勞工處亦加強巡查和執
法，防上同類事故再次出現。因此，在本期電器工程商會的會員通
訊亦以「地盤電力安全工作」為專題與會員分享預防電力事故的安
全措施和經驗，使業界各持份者能進一步了解電力的安全標準及鞏
固電業界的安全文化。
通常當意外發生後，很多人會就該宗意外事故提出不同的建議去預
防同類意外事故再發生。譬如在發生一宗觸電傷亡意外事故後，會
提議執行「電力工作」的人士必須戴上絕緣手套才可以開工。又例
如在單獨工作的電力人員發生事故後，會建議必須要两個人員一起
工作。這些建議雖然值得業界考慮，但是若要全面要提升工地的電
力安全表現，就必須從根本做起，不要小修小改，更不可以以偏概全，
就單一意外事件而製造出繁重及未必有效的新程序。
當然，在每一宗意外事故背後都有著不同的成因，我們要學習及認
識該事故的發生原因及過程，並在日後的風險評估中，因著過往發
生意外總結得出之經驗多考慮各項不同的預防措施。譬如在一堆舊
電線佈線當中尋找所需要的電線工序上，便需要戴上絕緣防護手套，
以減低觸電的可能性。因此，在工序展開前必須作出適當的風險評
估及訂立應對策略，才是最重要的安全步驟。在業界中，我們必須
加強在每天開工前要執行「風險評估」，並且要將風險評估之結果
和防禦方案的詳情向當日開工的人員溝通，使每一個人都了解工作
當中存在的風險及針對該風險的防範措施。
但是誰人應該負責「風險評估」？很多人都會認為是安全主任 (Safety
Officer) 的。因此，便將整個無論大小與安全有關的工作都放在安
全主任的身上。我們要糾正這個不太正確的觀念。安全主任的主要
職責是協助僱主建立一個安全管理體系，並透過教育、培訓、宣傳、
推廣等手段，使各級管理層及員工明白自身的安全職責。這些職責
包括施工前進行風險評估，鑑定潛在危害，訂立相關控制措施，監
督及執行該措施，以確保工地安全。另外，安全主任會提供專業的
安全建議和意見，務求達至「零意外」或「零事故」的目標。還有，
提供一個「安全工作場所」是僱主的責任，這亦包括僱主的法律責任。
因此，作為管理層或監管人員是有直屬責任將安全做好。我們要廣
泛留意不同的事故及認知，接納安全主任的專業提示，投放應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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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切實執行有關的安全措施。並且要鼓勵前線監管人員及工人每
天開工前要養成做風險評估的習慣，並且跟據不同的因素來作出考
慮。舉例說，風險可從「人、機、物、法、環」等基本因素去評估
潛在危害的風險，並且跟據當日的因素變化而作出修訂及訂立相應
的安全措施。
中文字中「意外」一詞是一個不甚好的名稱，因為大多數人均認為
「意外」是指意料之外，是我們是在事前無法預料的。因此，我們
必須要改變『安全』的觀念 － 即任何意外事故都是可以完全預防的、
所有傷亡事故均可以避免的。將可以發生的危害透過防範措施去完
全避免發生，從而達到「零事故」。進一步而言我們更要放棄使用「意
外」這個名稱，以加強我們對安全的觀念。
另一個出現少許問題是「電力工作」的定義。特別是機電工程
署及勞工處對「電力工作」有不同的看法。電力 ( 線路 ) 條例
工作守則 26K 對地盤中的電力裝置安全要求，比永久固定裝置
為嚴格。例如 26K (2) (ii) 要求 IRCD x Zs 低於 25 伏特，而依據
表 11(14) 永久固定裝置的 IRCD X Zs 值僅是 50 伏特。我們要更
清晰地讓所有持份者知道可能的灰色地帶，從而在符合法例上
作出合適的措施，將資源投放到更好的程序達到更高的安全水
平。舉例說在地盤中的電力裝置在接近竣工時已逐步拆除，部
份更被接駁至永久固定電力裝置。在此情况下，地盤的電力裝
置是否還可以完全符合工作守則 26K 的要求嗎 ? 再者，在勞工
處的《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 (F&IUO) 中「安全工作場所」的
僱主責任是誰屬？是主承建商的地盤電力裝置？還是註冊電業
工程承辦商的永久固定裝置？ 我們希望有關的政府部門能協助
澄清以上的灰色地帶，確立責任去提升安全水平。我們相信通
過業界各階層的無私合作，互相關顧及嚴格遵守有關規例 ( 如
《電力 ( 線路 ) 規例》)、法例 ( 如《電力條例》第 406 章 ) 及
勞工處及機電工程署的指引等等，要締造一個零事故的電力工
作環境是指日可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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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地上另一個重要的安全原則是「以人為本」。因此我們要
推己及人地關心身旁工作的同事甚至在同一工地的其他人員，
以確保整體人員工作的安全。舉例說，電力裝置上的標示的準
確性是會影響工地上「電力」及「非電力」人員的安全，縱使
是一些小小的失誤，亦可能產生對其他人有很大的影響。
在今年九月初到現在最少有 5 宗觸電意以事故發生，其中 4 宗死亡，
1 宗身體嚴重受傷。意外事故已廣泛在報章及傳媒報導。在事件中，
觸電的工人有部份並非從事電力工作的人員。因此我們必須全力實
踐「先停電，後工作」的安全文化。綜合近期的事故及政府各部門
提供的要點，我們決定在業界推行下列的安全守則 :
在 每 天 開 工 前 要 進 行 危 害 析 別 活 動 (Hazard Identification and
Analysis)，讓工人明白當天工作可能面對的危害及相關安全措
施，認識使用電力的安全的守則及使用個人防護裝備等；

在接駁電源時必須避免插蘇叠插蘇的取電方式來取電，電源過
載負荷會造成漏電甚至火警；正確接駁電線是必須以合規格的
接駁器將兩端電線接上，不可隨便以膠紙接駁電線，引致漏電
危險；再者，以不合格的接駁方式如“蝦鬚”的接駁形式將披
散的電線以其他工具塞進插蘇孔內取電是非常危險的，亦是造
成觸電意外的可能原因之一；
同業應多鼓勵及提倡使用「工程許可証」制度 ( 詳情請參考《電
力 ( 線路 ) 規例工作守則》附錄 16)，這樣是有助確保及監督電
力工作的安全措施得以遵守 ( 例如 : 鎖上安全鎖匙箱，確保各
電力器具電源已按規定被正常截斷及各參與工作人士已遵守有
關高壓及低壓電力裝置的安全規定 )；
同一地盤內若同時存在多於一家的承判商在工作，承判商及各
工友之間更應互相呼應、守望相助、互相提點。在地盤內的每
一位承判商皆有責任確保所有在場人士的安全，包括在進行其
他工程或工業經營的承判商職員、工友及任何第三者。無論是
準備開啟固定或臨時電源，必須事先通知所有在場人士，以確
保不會有人觸碰到施工中的電力裝置，尤其是帶電部分，以防
止任何觸電事件的發生。若發現有其他承判商有任何干擾固定
電力裝置或企圖胡亂接駁電力時，應立即加以勸介及阻止。同
業們應留意若在該地盤內發生任何電力意外，所有在同一地盤
內之承判商即使不是該涉事工友之僱主或該有關工程 ( 或工業
經營 ) 之東主皆可能負上法律責任；

如工作環境不安全，應立即通知前線管理，並進行風險評估、
制定安全措施後方可施工；例如在假天花 (False-ceiling) 上工作，
便需要有足夠照明；例如在高的地方工作，要有符合相關法例
的工作台等；遇上潮濕天氣，或下雨天時，應避免在戶外進行
電力工作 ( 例如電弧焊接 )，在這種天氣環境下，工具及電器
亦會較易漏電；無論地面是否出現積水，將電線離地固定掛起
及使用防水拖板均是可取的防漏電措施；在工作前，要測試週
圍出現的金屬結構或物件，確保沒有帶有電力。還要提高安全
意識，提醒屬下分判工人做妥安全措施。當遇到有懷疑時，應
盡快向上級或安全人員報告，並由註冊電工檢查後，證明安全
才繼續工作；

確立推己及人並且關心身旁工作人員的安全文化；接受電力工
作安全訓練及指導，適當使用電力工具，提升及推廣電力安全，
包括張貼有關海報在安全告示板及提升安全意識等的獎勵活動；

要實踐「先停電，後工作」的安全文化，首先要儘量避免帶電
工作，所有帶電部份必需在工作前確定已關閉及隔離，還要張
貼告示 ( 俗稱 “掛牌”) 和上鎖，預防其他工作人員意外地接
駁電源；

要達到「零事故」，我們必須從安全文化着手。我們需要收集及認
識不同的電力險失事故，經過分析從而訂立安全工作程序及相關的
安全守則，並且加強監管，達致預防意外的目的。每一位在工地上
的工作人員，當發生或留意到有險失事故發生，應盡快報告上級或
安全主任。很多人都會錯誤以為提交報告是複雜冗長的，在現代科
技的世界中，打開智能電話影一幅相加两隻字後按『傳送』已可提
交報告！〔我們在不久的將來亦可這樣利用智能電話的方法來報
警！〕當然我們要更加強及推廣使更多人樂意及報告險失事故。

如果帶電工作是無可避免時，所有安全措施應要遵守“電力規
例”工作指引的要求和電力線路規例工作守則的規定。工作進
行前必先做好風險評估，使用適當的個人防護裝備，隔離所有
帶電部份及避免有人意外地觸碰，張貼警告告示，工作者必需
為註冊電工並了解有關工序及線路，工作人員要配備通訊設備
施工，例如對講機等以保持聯絡；

總結
鑑於地盤中的電力裝置分別同時受到機電工程署及勞工處監管，我
在工作期間，應提供足夠監管及監察，前線監管人員需監督所 們認為有需要進一步對两個政府部門訂立的法例和法規加深認識共
有員工必須遵守有關電力安全指示 / 守則工作；非「註冊電業 同一起達至「零事故」的目標。此外，我們電機業界的註冊電業承
工程人員」是不可驗證任何固定電力裝置是否已合符有關規定 辦商和註冊電業工程人員亦應發揮行業的社會責任和道德操守，責
的。而在沒有「註冊電業工程人員」在旁監督及指導的情況下， 無旁貸確保地盤的電力安全。首先從自身做起，確保永久固定電力
非「註冊電業工程人員」亦不可對固定電力裝置的帶電部分進 裝置和運行的安全 ( 包括測試時的臨時接駁 )。其次是推己及人，
留意主承建商的地盤電力裝置和各行業用電程序是否符合安全要
行施工；
求，並及時主動向各有關人士反映潛在的危險，防患於未然。同時
註冊電工必需確保所有電線接駁點及終端完成收口或保護，包 亦希望地盤各行人員體會我們電機業界不是多管閒事，更能夠客觀
括以目視檢查電線沒有表面受損，接駁位沒有鬆脫，金屬外売 聆聽我們的意見，共同預防發生電力意外事故。我們最終的心願是
部份包括線槽，暗喉等均應接駁地線，所有線路應由註冊電業 要締造一個零事故的電力工作環境，確保工友們得以「開開心心上
班去，平平安安回家來！」
承辦商及適當級別註冊電工測檢滿意及簽發 W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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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會員週年大會暨高爾夫球隊成立 10 週年聚餐
關偉元

商會活動

HKECA Activities

2012 AGM Annual Dinner &
Golf Team celebrate her 10th Anniversary

Kwan Wai Yuen

2012 年度會員大會暨高爾夫球隊成立 10 週年聚餐 , 於 2012 年 11
月 6 日在灣仔喜萬年酒樓舉行。眾理事們穿上整齊的禮服出席，充

2012 AGM Annual Dinner & Golf Team 10th Anniversary was
held successfully at the Asiania Restaurant on 6 November
滿歡樂的氣氛。大會特別邀請了 , 徐榮潮先生及國內著名國樂家帶 2012. All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members have dressed with
領團隊演奏、當晚抽獎是送出高爾夫球隊 10 年来的纪念衣物 , 是 Formal Dress in a convivial atmosphere. The most special event
有相當的纪念價值的 , 各會員擁躍參與各項節目，氣氛熱烈，令人 is to invite Mr. Tsui Wing Chiu and famous Musicians to lead
樂而忘返。
their team to play Chinese music. Lucky Draw prizes are the
10th anniversary Golf Team shir ts which are very memorable.
大會當晚亦頒發了高球和羽毛球賽的全年獎項，再次恭喜各得獎會員。 All members keenly par ticipated all the activities and the par ty
was full of joy and happiness.
Yearly Best Prizes have also been presented to the winners
of Golf and Badminton Competitions. We should express
our appreciation again to all the keen par ticipants making the
events held successfu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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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遊記趣
關新全

趁着初冬，天氣微涼，是户外郊遊的好日子。由容小姐策劃了兩次
的生態和地質探索觀賞遊，除了可享受家庭樂、舒展身心外；更令
我們能學會珍惜本港的自然生態、培養保育意識、懂愛護天然環境。
因一草一木、一沙一石等與動物和人類都是環環緊扣、息息相關。
10 月 7 日 ---- 大帽山、賞蝶園一天遊
早上 10 時 30 分在荃灣地鐵站出發、大伙先往大帽山川龍、來一個
別開生面的自助中式下午茶；取茶杯、碗碟、筷子、冲茶、點心和
搬凳等等、各自忙碌、互相配合、齊齊體會自食其力的成果。

開 4 組、每組由一位導賞員帶領、一行 52 眾、浩浩蕩蕩地沿水庫
西壩至東丫。依着山勢、兩旁樹木為伴、呼吸着清新空氣、拾級而上；
雖然有感氣力不繼、但沿途經專業導賞員刻意及細心講解各種樹木
對環境的特性、各種山草的藥用效能等。使大家能有時間休息和可
舒緩疲憊的脚力。
不經不覺已到糧船灣、正好是中午時份、飢腸轆轆、即在當地的飯
店享受一頓美味、有魚、蝦、扇貝、豬牛肉和雞等豐富午餐。將早
前的疲乏一併掃走。

膳後、便起程前往城門水塘蝴蝶園賞蝶。首先由導賞員介紹、蝴蝶 餐後繼續行程、不久影入眼簾的是遠望一灣美麗的白腊沙灘、且山
是須依靠寄主植物才能繁殖和生存、每種蝴蝶都有其特徵、形態和 旁綠草如茵、令人心曠神怡、除去煩憂。拾級而下、很快便踏足和
習慣。所以要能找出各種蝴蝶的縱跡、最重要是先找到牠的寄主植物。 漫步在沙清水幼的沙灘。稍事休息、便起步前往我們期待舉世罕見
的火石岩 ---『中國香港世界地質公園』、全港儲水量最龐大的萬宜
介紹完畢、導賞員便帶領我們近距離觀賞虎斑蝶的最好位置；只見 水庫和以混凝土建成的工字形錨形石堤。
一群群的蝶兒在花間飛舞、忙着吸啜花蜜。這時大家的心情都非常
興奮雀躍、均提起相機、爭取有利位置、拍下牠們的美態。沿途追 沿著萬宜地質步道而行、不久、一條條排列整齊和密集的巨大六角
蹤蝶影、和搜尋牠們所喜愛的寄主植物。大家均樂此不疲、享受一 形石柱呈現眼前、蔚為奇觀、不禁讚嘆造物主的偉大、真是鬼斧神工、
教人嘖嘖稱奇！
個陽光普照和充滿歡愉的下午。
11 月 11 日 --- 地質公園西貢火山岩園區東壩及白腊探索遊
天公造美、前一天仍滂沱大雨。感恩是出發當日已天朗氣清、關顧
我們展開這一天的精釆活動。

導賞員更詳細講解六角形柱石的形成、岩石的年份種類和比較、如
何呈扭曲形、Ｓ形、還有斷層等獨特形態。透過設立地質公園、可
推廣保育地貌和岩石的信息。

早上 9 時、兩部旅遊巴在九龍塘出發至萬宜水庫西壩、下車後、分

拍照留念後、便意猶未盡、依依不捨地與導賞員道別、乘坐旅遊巴
離開這個令人讚嘆和難忘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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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廠商聯合會〈工商體育邀請賽〉
2012 年 11 月 17 及 24 日 ( 星期六 )
分別在維多利亞公園及跑馬地黃泥涌體育館舉行

2012 CMA Sport Day
17th & 24th November, 2012
Victorial Park/Wong Nai Chung Sports Centre

新一代以太網應用方案

2012 年 電力規例研討會

2012 年 11 月 13 日 ( 星期二 )

2012 年 11 月 19 日 ( 星期一 ) 荃灣大會堂演奏廳

New Generation of Ethernet Solutions

The Annual Technical Seminar, 2012

13th November, 2012 (Tuesday)

19th November, 2012 (Monday) Tsuen Wan Town Hall Auditorium

『電力安全』研討會
本會與香港電燈有限公司在 12 月 11 日一同合辦是次『電力安全』
研討會。日期 : 2012 年 12 月 11 日 ( 星期二 )

Electrical Safety Seminar
The Seminar is jointly organized with Hong Kong Electric Co., Ltd.
on Electrical Safety
Date: 11th December, 2012 (Tues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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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機電安全健步嘉年華》
2012 年 12 月 2 日 ( 星期日 )
大欖涌燒烤樂園 , 屯門

2012 E&M Safety Walk and Carnival Fair
2nd December, 2012 (Sunday)
Tai Lam Chung BBQ, Tuen Mun

香港電器工程商會

會員動態

Members' News
入會日期
Join Date

10/2012 - 12/2012 年度新會員名單

會籍
Membership Status

申請會員名稱
Applicant Name
致福工程有限公司

永遠會員

11/2012

普通會員

Ordinary Member

Mr. LAU Ki Wah

綠色環保館有限公司

贊助會員

祝瓊珠女士

Green Station Limited

Associate Member

12/2012

劉傑華先生

Ideal Engineering Co.,Ltd.

Life Member

12/2012

代表人
Representative

Ms. CHOOK King Tsue

駿藝建築工程有限公司

Art Smart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Ltd.

高球專線
Golfers' Link

羅國輝先生

Mr. LO Kwok Fai

2012 Mitsubishi Cup

Zhongshan Agile Golf Club

中山長江高爾夫球會
冠軍

姚柱良先生

亞軍

張志城先生

季軍

林樂基先生

最低杆

張志城先生

最佳前九

張志城先生

最佳後九

王家禮先生

最近洞獎 : 第 6 洞

馬振邦先生

最近洞獎 : 第 10 洞

張志城先生

最近洞獎 : 第 2 洞

郭錫君先生

最近洞獎 : 第 5 洞

黃榮耀先生

最遠發球獎 : 第 12 洞

陳理誠先生

最遠發球獎 : 第 17 洞

關偉元先生

嘉賓組冠軍

吳傑枝先生

CHAMPION
st
1 RUNNER UP
2nd RUNNER UP
BEST GROSS
Best Front Nine
Best Back Nine
Close to Pin #6
Close to Pin #10
Close to Pin #2
Close to Pin #5
Longest Drive #12
Longest Drive #17
Guest Win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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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 Iu, Chu Leung
Mr. Cheung Chi Shing
MR. LAM Lok Lei
Mr. Cheung Chi Shing
Mr. Cheung Chi Shing
Mr. Wong Ka Lai
Mr. Ma Chun Pong
Mr. Cheung Chi Shing
Mr. Kwok Sheck Kwan
Mr. Wong Wing Yiu
Mr. William CHAN
Mr. Kwan Wai Yuen
吳傑枝

Connect your panels to any facility
management system with a single click
Acti 9’s prefabricated, one-click
control wiring and Modbus protocol
makes communication fast and easy
Monitor, control power on every floor, sector, office, and workshop
The new Acti 9TM communication system is ready-to-connect, and easily
integrated with any facility management architecture. It combines basic
control with optimum protection to manage energy efficiency solutions in any
environment. Using flexible, robust, and easy-to-use Modbus communication
protocol, the system provides real-time data from your panels and circuits. It
fine-tunes load control and monitoring, and includes prefabricated wiring to
give you instant, error-proof connectivity.

Acti 9 communication system

Panel communication has never been so
flexible and fast to implement
Ready to be connected
Centralize control, collect
energy meter data with just
a simple communication
module.

A better use of energy, from start to finish
The Acti 9 system also gives you unmatched operational efficiency. Its
flexibility reduces project and installation costs, and provides the most
reliable, configurable, and extendable modular communication system to your
customers. It adapts to any future developments, and becomes a key element
in your energy efficiency strategies, now and in the future.
Component selection is easy, design is simplified, and upgrades are painless.
And as new standards emerge or building requirements are modified, Acti 9
scales to meet your needs.
Available only from
Schneider Electric™

Save 40% of your time
One-click, prefabricated
wiring for communication
between your distribution
panel and any facility
management system.

Safe and reliable
Reliable, error-proof
manufacturer-guaranteed
connections. EMC tested
for immunity, radiated, and
conducted safety.

Discover how capable automation, control,
and monitoring of energy usage can deliver
up to 30% energy savings
Visit www.SEreply.com Key Code 47817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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