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2023 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杂项修订）条例》的增编 
(2023 年 4 月 28 日起实施) 

 
 立法会于 2023 年 4 月 19 日通过《2022 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杂项修订）条

例草案》，以修订香港法例第 59 章《工厂及工业经营条例》及第 509 章《职业安全及健康条

例》及该等条例的附属法例，旨在整体提高职业安全及健康（职安健）罪行最高罚则，以加强

阻吓作用。政府已于 2023 年 4 月 28 日在宪报上刊登了《2023 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杂

项修订）条例》（下称「修订条例」），并于同日开始实施。 
 

2. 该修订条例提出的主要修订包括： 
 

(i) 针对违反极严重职安健的违法行为，以「可公诉罪行」形式引用「雇主、东主及

处所占用人一般责任条文」(「雇主一般责任条文」)提出检控，并将其最高罚款

额及最高监禁年期，分别订为 1,000 万元及两年； 
(ii) 以简易程序提出检控的「雇主一般责任条文」及「雇员一般责任条文」的最高罚

款额，分别增加至 300 万元及 15 万元； 
(iii) 调整其他简易程序罪行的最高罚款额，并按罪行的严重性订立分别与雇主及与雇

员相关的罪行的最高罚款额；以及 
(iv) 将循简易程序审讯的罪行的检控时限由六个月延长至九个月。 

 
3.  该修订条例可按此下載(只提供繁体版本)。 
 
4.  与 该 修 订 条 例 相 关 的 公 用 表 格 已 更 新 ， 可 于 香 港 政 府 一 站 通 网 站

https://www.gov.hk/sc/residents/forms/ 下载。 
 
5.  本处会陆续更新与该修订条例相关的职安健刊物的内容。现有刊物中职安健法例的内

容，以该修订条例为准。 
 
 
 

 
 

https://www.gld.gov.hk/egazette/pdf/20232717/cs1202327175.pdf
https://www.gov.hk/sc/residents/fo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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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在工業或非工業界，大家均以電力為最常用的能源。然

而，若誤用電力或處理不當，電力亦會招致莫大損失，這不

但耗費生產時間，甚而引致個人受傷或死亡及財物損毁。工

廠及工業經營(電力)規例制訂各項基本安全規定，以防範工

業界在配電及用電時所引起的各種危險。

本簡介以簡易詞句列出該規例的各項規定，目的是使僱主與

僱員時刻注意採取適當安全措施，提防電力的危險。

本簡介應與工廠及工業經營(第6A及6B條)有關的簡介同

時閱讀。該條例規定東主及受僱人士須在確保工業經營內工

作健康及安全方面負起一般責任。

本處已盡可能將各項重點詳列於本簡介內，惟其中闡述之各

項法例規定仍以工廠及工業經營(電力)規例為依據。

1. 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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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釋義 規例第2條

「儀器」包括所有電力儀器以及使用導體的任

何儀器、機器或裝配；

「獲授權人」指以下的人─

(a)	 東主；或

(b)	 當其時與東主訂有合約的電業承辦商；

或

(c)	 由東主或電業承辦商〔視屬何情況而定〕

為第16(2)、26或29(2)條的全部或任

何部分的施行而以書面指定的人；

「明露」指沒有以絕緣物料包封；

「電路」指組成電力系統或電力系統分支的一

系列導體，其用途是傳送電力；

「合資格的人」指符合下述情況的人─

(a)	 因其資歷、技術知識、所受訓練或實際

經驗而能夠以足以避免發生電力危險的

方式執行任何指派職責或工作；及

(b)	 由 獲 授 權 人 為 第16(2)、26或29(2)

條的全部或任何部分的施行而以書面	

指定；

「導體」指任行用作傳導電力的電線、電纜、

導條或管筒；

2. 規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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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業承辦商」指本身獨立以經營生意或業務

方式從事電力工程的人或商號或為依據與另

一人所訂的合約或安排而以經營生意或業務

方式從事電力工程的人或商號，而與其訂立

合約或安排的另一人包括“國家”或任何公共	

機構；

「電力危險」指電火或電擊對健康、生命或財

產所造成的危險；

「特低壓」指任何不超逾50伏特交流電或

120伏特直流電的電壓，不論該電壓是在導

體與導體之間或是與地之間；

「高壓」指於正常情況下超逾低壓的任何	

電壓；

「絕緣」就任何儀器、裝置、防護設備或裝配

而言，指用非傳導物料製造或包封，而該物

料的設計及構造，可使當該儀器、裝置、防

護設備或裝配在使用時，在正常情況下任何

人均不可能意外或無意觸及任何帶電或可能

變成帶電的金屬；

「帶電」指經過充電，使在導體與導體之間或

導體與地之間存在電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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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壓站」指任何高於地面或低於地面的建築

物、構築物或圍封物，內有變壓儀器或變改

儀器將電能的變壓或變改，由其他電壓變成

超逾低壓的電壓，或由超逾低壓的電壓變成

其他電壓，但為器具、繼電器或同類輔助儀

器的操作而將電能變壓或變改者則除外，而

該等建築物、構築物或圍封物須有足夠空間

可容納一人進內；

「開關盤」指裝有開關設備或其他儀器的操縱

鍵盤或設置，此等設備或儀器是用以控制電

力系統中的電流或電壓，或用於與此有關方

面；及

「電壓」指導體與導體之間或導體與地之間的

電勢差。

2.2 適用範圍

工廠及工業經營（電力）規例適用於內有發

電、電力變壓、電力分配或電力使用的工業

經營。

規例第3(1)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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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規例對於為下列目的而進行電力或任何種類

動力的生產、變壓及輸送的工業經營均不適	

用	─

(a)	 為按照《電力條例》（第406章）而供應	

電力；

規例第3(2)條

(b)	 為根據《九廣鐵路公司條例》（第372章）

的授權而驅動用於鐵路交通的鐵路機

車、列車、鐵路車輛及容器；

(c)	 為根據《電車條例》（第107章）的授權

而驅動在電車軌道上的電車廂或卡車；

(d)	 為根據《山頂纜車條例》（第265章）的

授權而拖拉或推動在纜車軌道上的車

廂、纜車廂或卡車；或

(e)	 為根據《香港鐵路條例》（第556章）的

授權而使在鐵路上的機車、列車、車

廂、車卡或任何其他運輸工具行走。

工業經營中的電力儀器，如其電壓不超逾特

低壓，則下列各條對其不適用─

規例第6、7、10、11、12、16、17、18、

19、20、21、22、23、26、27、28及29條。

規例第3(3)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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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處長修改規定

凡處長信納在任何個別情況中，嚴格遵從本

規例的全部或任何條文，對於防止電力危險

並非必需的，且他信納可循其他途徑得到免

生電力危險的合理保障，或信納電力危險不

會增加，則他可藉親自簽署的證明書修改任

何該等規定。

規例第4(1)條

處長在作出該等修改時，須指明任何他認為

為確保免生電力危險的合理保障而需要的特

別工作或規定。

規例第4(2)條

處長如信納電力危險確曾因上述修改而過度

增加，則可藉親自簽署的證明書撤銷任何	

修改。

規例第4(3)條

2.4 一般安全規定

2.4.1 儀器的構造及使用

所有儀器及導體，其大小及電量必須足夠應

付其所承擔之工作，以及須足夠應付使用電

能供應的目的，兼且構造正確及妥為裝設、

保護及維修，以免發生電力危險。

規例第5(1)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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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免被人意外觸及儀器的帶電部份，必須

在該儀器的設計及構造或裝設方式上設法	

預防。

規例第5(2)條

2.4.2 導體的絕緣及保護

所有帶電導體，包括該等組成儀器一部分的

帶電導體，均須予以絕緣以及在有需要時進

一步加以有效保護，或適當地放置與加以防

護，以在合理切實可行範圍內盡量防止發生

電力危險。

規例第6條

2.5 開關掣、導體及電動機

2.5.1 開關掣、斷路器等的構造

所有開關掣、開關熔斷器、斷路器和隔離	

連	─

(a)	 其構造、位置及所獲保護，均可防止發

生電力危險；

(b)	 均須精確地構造及調校，以達到與保持

有效的接連；

(c)	 均須設有手掣或其他適當的操作裝置，

該手掣或操作裝置須與系統絕緣，並經

適當安排，使操作的人相當不可能會意

外觸及帶電的金屬；

規例第7條



工廠及工業經營（電力）規例簡介

2. 規例
9

(d)	 其構造及安裝方式，須使它們在處於

「關閉」位置時，不能意外地觸及帶電的

金屬；

(e)	 其構造及安裝方式，須使它們在獲適當

謹慎處理的情況下，不能處於局部觸及

帶電金屬的狀態；及

(f)	 其構造及安裝方式，須能防止由產生電

弧而造成的電力危險，使不能意外地形

成電弧。

2.5.2 以熔斷器及斷路器保護電路

所有電路必須以適當的熔斷器或斷路器保

護，以避免過量電流及電能。熔斷器或斷路

器必須具備適當的斷流容量及設置在適當位

置，其構造必須能使其在操作時，可以防止

因過熱、產生電弧或熱金屬或其他物質散播

而發生電力危險。

規例第8(1)條

所有熔斷器或斷路器，均須能夠在安裝點上

斷開最大的預期過量電流或電能，而所有擬

用作在荷電情況下斷開電流或電能的開關

掣，均須能夠在安裝點上斷開電荷而不致造

成電力危險。

規例第8(2)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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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熔斷器的構造與安裝必須以適當的開關

掣作保護，防止因更換熔斷元件時引起電力	

危險。

規例第8(3)條

2.5.3 接頭及接線的構造

所有電接頭及電接線，在導電程度、絕緣、

機械強度及保護方面，均須有適當的構造及	

設計。

規例第9條

2.5.4 將來自系統各部分的電壓隔離

須按防止發生電力危險所需而在適當位置設

置有效裝置，以截斷與隔離來自系統各部分

的所有電壓。

規例第10條

2.5.5 有一個導體接地的單極開關掣的使用

系統中如有一個導體接地，則不得將單極開

關掣放置在該導體或其任何分支內，除非該

單極開關掣是作測試用途的連桿，或是用以

控制發電機的開關掣。

規例第11條

2.5.6 在特別情況下須有隔離電壓裝置

電動機、變改器、變壓器及其他與電器系統

有關連的儀器，必須在適當位置設置一用以

截斷及隔離電壓的開關掣或其他適當設備。

規例第12(1)條

如系統中的導體已經接地，則無須遵從第

12(1)條的規定。

規例第12(2)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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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7 電動機的開動及停止

電動機必須設置有效開關掣。此等開關掣必

須裝於操作者易於觸及和操作的位置。

規例第13(1)條

如機器是藉電動機而使用及推動的，則須按

防止發生電力危險或其他危險所需而在適當

位置設置有效裝置，用以停止該機器或關掉

該電動機。

規例第13(2)條

電動機均須配備有效裝置，使其因電壓起伏

或電力供應中斷而停頓時，電動機不會自動

重新開動以造成電力危險或其他危險。

規例第13(3)條

2.5.8 超逾特低壓的輕便型儀器的接線及接地

在超逾特低壓的電壓下操作的輕便型儀器，	

須	─

(a)	 以有效的固定接頭或以有適當構造的連

接器將該儀器的所有軟線接駁入系統；

(b)	 獲保護以免可能造成電力危險的電流對

地漏電；

(c)	 以在適當位置設置的有效裝置控制，使

容許隨時截斷一切電壓。

規例第14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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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開關盤及開關盤儀器

2.6.1 開關盤的構造

每個開關盤的構造及安裝，均須	─

(a)	 提供足夠的途徑，使能觸及任何可能需

要調校或處理的組成部分；

(b)	 使在有需要時能夠輕易地辨認及根查各

導體的位置、線路及連續性；

(c)	 使被編排接駁到獨立系統的每個導體均

分開放置並保持分開，且在有需要時可

輕易地識別；及

(d)	 使各明露導體受到保護，以免發生可能

造成電力危險的意外短路。

規例第15條

2.6.2 開關盤上明露導體的圍封

倘開關盤上有帶電的明露或在正常情況下外

露的導體，則該開關盤必須加以圍封或圍

繞，以免有人與該帶電金屬接觸，從而防止

發生電力危險。

規例第16 (1)條

倘因任何個別目的，需安裝有明露導體的開

關盤，而其所在的地方，乃只有獲授權人或

在獲授權人直接監督下行事的合資格的人方

能觸及，則毋須設置規例第16(1)條所規定

的圍封或圍繞。

規例第16(2)條



工廠及工業經營（電力）規例簡介

2. 規例
13

規例第16(1)條規定須加圍封或圍繞的地

方，只有獲授權人或在獲授權人直接監督下

行事的合資格的人方可進入。

規例第16(3)條

凡根據規例第16(1)條的規定而圍封或圍繞

的地方，必須在可見的位置設有及展示警告

告示：

「危險—帶電電綫。未經授權，不得內進

DANGER LIVE WIRES – UNAUTHORIZED 

ENTRY PROHIBITED」。

此警告告示必須為白底紅字，並以不少於50

毫米高的中英文字體書寫。

規例第16(4)條

2.6.3 開關盤儀器的位置

凡在開關盤上使用或與開關盤有關連而使用

並需要加以操縱的儀器及設備，其位置及安

裝方式須	─

(a)	 使該等儀器及設備可輕易地從樓面或從

為操作而設的工作平台上操作；

(b)	 使所有在該開關盤上使用或與開關盤有

關連而使用的測量器及指示器，能輕易

地從樓面或從工作平台被觀察；

規例第17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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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使任何不能輕易地從樓面或從工作平台

操作或觀察的儀器、設備、測量器或指

示器，可用其他方式操作或觀察而不會

發生電力危險。

2.6.4 防止金屬帶電應採取的預防措施

所有用作圍封或支持載流導體的金屬部分，

必須接上地綫或以其他適當的方法加以保

護，如妥為絕緣，以防止該等金屬帶電。

規例第18條

2.6.5 有人對儀器進行工作時應採取的預防措施

凡須在任何導體、儀器或開關盤進行工作

時，必須採取充足的預防措施，包括防止該

等導體、儀器或開關盤意外地變成帶電，以

確保工作得以安全進行。

規例第19(1)條

凡根據規例第19(1)條的規定而進行工作的

導體、儀器或開關盤的所在點、本身或其鄰

近地點，必須設有及展示警告告示：

「危險 — 在修理中DANGER UNDER REPAIR」

此警告告示必須為白底紅字，並以不少於50

毫米高的中英文字體書寫。

規例第19(2)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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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防護設備、照明及特殊危險情況

2.7.1 防護用絕緣架或絕緣屏的設置

凡有需要提供避免電力危險的保護，均須設

置足夠的絕緣架及絕緣屏或其他防護設備，

該等設備須保持狀況良好，並保持固定在	

原位。

規例第20條

2.7.2 防護用絕緣架、絕緣屏、絕緣靴及絕緣手套

的設置及使用

凡有需要提供避免電力危險的保護，均須設

置輕便型絕緣架、絕緣屏、絕緣蓆及絕緣

蓋，以及設置絕緣靴、絕緣手套或其他防護

設備，該等設備須保持狀況良好，以供使用。

規例第21(1)條

任何人對儀器進行工作，均須適當地使用根

據第21(1)條設置的設備。

規例第21(2)條

2.7.3 為儀器提供進出途徑及工作空間

通常由人操作或照管之儀器，其安裝方式須

提供足夠的進出途徑及工作空間，以便在操

作及照管時不致產生電力危險。

規例第22條

2.7.4 儀器的照明

凡有需要提供避免電力危險的預防措施，則

處所內裝有在正常使用情況下須由人操作或

照管的儀器的所有部分，均須有足夠照明。

規例第23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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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5 特殊情況的預防措施

為防止電力造成危險或引致其他危險，所有

下列儀器及導體必須有適當的構造、安裝及	

保護：

(a)	 暴露於各種天氣、水、腐蝕性大氣或其

他不利情況下的儀器及導體；

(b)	 暴露於易燃環境或爆炸性大氣的儀器及

導體；或

(c)	 在任何工序中使用，或為照明或發電以

外的其他特別用途而使用的儀器及導體。

規例第24條

2.7.6 就高壓下使用的儀器所採取的預防措施

凡有需要提供避免電力危險的預防措施，則

所有在高壓下操作的儀器均須在其所在點、

本身或附近的可見位置，設有及展示白底紅

字的告示，書明

規例第25條

「危險 — 高壓電力DANGER HIGH VOLTAGE」

每個中英文字的高度均須不少於50毫米。

2.7.7 進行工作的人的資歷及監督

當一項工程需要具備技術或實際方面的知識

或經驗方可避免電力危險時，則只有獲授權

人，才可進行或協助進行該項工作。

規例第26(1)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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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資格的人，在獲授權人的直接監督下，可

在下列情況，進行或協助對儀器進行的工作：

(a)	 如須予避免的電力危險已在電業承辦商

的控制之下，而該合資格的人是由該電

業承辦商指定的；及

(b)	 如須予避免的電力危險已在東主的控制

之下，而該合資格的人是由該東主指定

的。

規例第26(2)條

2.7.8 展示治療受電擊的告示

在發電、將電力變壓或使用電力的處所的所

有部分及按處長的指示在該處所內其他地

方，須展示由處長不時發出或批准的關於治

療受電擊者的中英文告示。

規例第27條

2.8 變壓站

2.8.1 變壓站的構造

每個變壓站必須妥為設計及建築，而裝置於

其間之全部儀器均須放置於適當位置，妥為

保護或以屏遮隔，以防止未獲授權的人觸及

並不會受到外界干擾。

規例第28(1)條

每個變壓站必須保持乾爽，並裝置有效通風

設備，以防止發生電力危險。

規例第28(2)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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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2 變壓站的控制及對進入的管制

每個變壓站必須由一名獲授權人主管及控

制，只有該名獲授權人或直接在其監督下行

事的合資格的人，才可進入該變壓站內可能

產生電力危險的部分。

規例第29(1)條

只有獲授權人或直接在其監督下行事的合資

格的人，才可進入正如規例第29(1)條所規

定的變壓站部份。

規例第29(2)條

在有如規例第29(1)條所述限制進入變壓站

部分時，須在其入口處的當眼位置，設有及

展示警告告示：

「危險 — 變壓站；未經授權，不得內進  

DANGER SUBSTATION─UNAUTHORIZED 

ENTRY PROHIBITED」

此警告告示必須為白底紅字，並以不少於50

毫米高的中英文字體書寫。

規例第29(3)條

2.8.3 地下變壓站的安全通道

除第30(2)款另有規定外，凡不易於或不可

隨時通往的地下變壓站，均須設有足夠的進

出途徑，即設置一扇配有樓梯或配有穩固地

固定的梯子的門或活板門而該扇門或活板門

須設置在不會有人意外觸及任何開關盤的帶

電部分或任何開關盤內的明露導體的位置。

規例第30(1)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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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列情況下，地下變壓站須設置門道及樓

梯以便進入：

(a)	 僱有並非負責檢查或清潔的人在內工

作；或

(b)	 並無充足的面積但卻置有由電動機推動

的機械或置有在高壓下使用的儀器。

規例第30(2)條

2.9 責任、罪行及罰則

2.9.1 與東主及電業承辦商有關的責任及罪行

工業經營的東主須確切遵守規例第5、	6、

7、8、9、10、11、12(1)、13、14、

15、16(1)、17、18、19、20、21(1)、

22、23、24、25、26、27、28、29(1)及

30(1)條的規定。

規例第31(1)條

工業經營的東主如觸犯規例第31(1)條的規

定，一經法庭定罪，可處罰款$50,000。

規例第31(2)條

任何東主或電業承辦商，如命令、指示、授

權、准許或容受任何人士觸犯規例第16(3)

條或第29(2)條的規定，一經法庭定罪，可

處罰款$50,000。

規例第31(3)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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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經營的東主如觸犯規例第26條的規

定、且無合理辨解，一經法庭定罪，可處罰

款$50,000及監禁6個月。

規例第31(4)條

2.9.2 與不當地使用儀器等有關的罪行

任何人如觸犯下列任何事項，一經法庭定

罪，可處罰款$50,000：

(a)	 故意不當地使用或干擾任何儀器或防護

設備，而其不當使用或干擾的方式可能

對他本人或他人造成電力危險；或

(b)	 無合理因由而故意作出任何可能對他本

人或他人造成電力危險的其他事情；或

(c)	 違反第16(3)、21(2)、26或29(2)條的

任何條文。

規例第32條

2.10 保留條文

工廠及工業經營（電力）規例的條文是增補而

非減損下列條文的規定：

(a)	《工廠及工業經營（貨物搬運及貨櫃處理作

業）規例》（第59章，附屬法例K）第6(1)

(a)、(b)、(c)及(d)條；

(b)	《建築地盤（安全）規例》（第59章，附屬

法例 I）第47(1)條；

(c)	《電力條例》（第406章）。

規例第33條

2. 規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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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查詢

如欲查詢本簡介或徵詢有關職業安全與健康的意見，請與

勞工處職業安全及健康部聯絡：

電話：	2559	2297	(辦公時間後設有自動錄音留言服務)

傳真：	2915	1410

電郵：	enquiry@labour.gov.hk

有關勞工處提供的服務及主要勞工法例的資料，可瀏覽本

處網頁，網址是http://www.labour.gov.hk。

3.2 投訴

如有任何有關不安全工作地點及工序的投訴，請致電勞工

處職安健投訴熱線	2542	2172。所有投訴均會絕對保密。

3. 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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