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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電力為日常生活帶來相當多的進步與便捷，但同時因電氣設備絕緣老化、外物碰觸或外力

破壞等因素，另因環境或人為操作不慎等，使得設備在運轉的過程中發生事故，造成人員感電

或電氣火災。本文係針對醫院自設電力變電室管理供電設備安全為目的，依現行能源局訂定法

規電業法第六十條及用電場所及專任電氣技術人員管理規則規定高壓供電設備檢驗維護方式及

週期外，醫院再依國內外相關已有文獻研究出及國內相關大企業高壓用電戶自行增加已使用之

檢驗方式及執行頻率後分析等做探討，依據檢測計畫、檢測時程、施作內容、施作過程檢測出

異常設備並給予立即汰換與改善。 

    依據自行增加之檢驗方式檢測結果：急重症中心大樓自設電力變電室，發現 3組高壓變壓

器及 5顆高壓電纜頭異常進行停電汰換自 104年至現在。此結果可得知目前台灣施做此檢測之

業界程度、經驗、使用儀器及教育訓練皆會影響判讀，故將此作為未來可做為醫院對其他醫療

棟別建築物之參考及改善依據。 

    關鍵字：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自設電力變電室、急重症中心大樓  

Discussion on the Management of the Self-built Power 

Transformer Room in th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Taking the Building of the Emergency 

and Critical Care Center as an Example 

Abstract 

Electricity has brought considerable progress and convenience to daily life, but at the same time, due 

to factors such as aging of electrical equipment insulation, contact with external objects or damage by 

external forces, and due to environmental or human operation carelessness, accidents occur during 

equipment operation. , Causing electric shock or electrical fire. This article is aimed at managing the 

safety of power supply equipment in the hospital’s own power transformation room. According to 

Article 60 of the Electricity Law of the current Energy Bureau and the rules for the managemen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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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ctric places and full-time electrical technicians, it stipulates the inspection and maintenance 

methods and cycles of high-voltage power supply equipment. In addition, the hospital will study based 

on relevant domestic and foreign existing literature and domestic high-voltage power users of relevant 

large enterprises to increase the used inspection methods and perform frequency post-analysis on their 

own, based on the inspection plan, inspection schedule, and implementation content. , The abnormal 

equipment is detected during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and immediately replaced and improved. 

    According to the test results of the self-increased inspection method: the emergency and critical 

care center building has its own power substation, and it is found that 3 sets of high-voltage 

transformers and 5 high-voltage cable heads are abnormal and have been replaced since 104. This 

result shows that the current level of industry, experience, use of equipment, and education and 

training of this test in Taiwan will affect the interpretation, so this can be used as a reference and 

improvement basis for other medical buildings in the hospital in the future. 

 

壹、緒論 

1-1 研究動機與目的 

1-1-1 研究動機：醫院是個特殊的建築環境，且出入人員眾多又因醫療行為使用之儀器眾

多，使得醫療從業人員、病患及家屬暴露供電安全危險因子的空間裡。中國醫藥大學附設

醫院之急重症中心大樓變電室每年依電業法第 60條規定每年定期執行停電耐壓檢測及不斷

電熱顯像檢測，檢測結果皆正常，但於某一晚上一高壓電纜頭因絕緣裂化導致台電停電由

發電機供電，從檢查至恢復供電耗時 4小時，因此為求有效安全的提供醫院用電需求，故

與台電及台積電請益如何有效管理維護自設電力變電室並發現潛在風險及預防。 

 

1-1-2 研究目的：為了增加醫院供電安全利維護醫療從業人員、病患及家屬之工作及就醫安全，故

針對自設電力變電室高壓電力設備增加檢測項目及頻率做探討。 

（一） 探討現行法規檢測保養及維護，為何高壓電纜頭會擊穿之原因及現況。 

（二） 了解其他可預防潛在危險之檢測方法。 

（三） 整合檢測保養及維護施作方式及內容之重點。 

（四） 提供醫院針對自設電力變電室高壓電力設備之維護管理。 

 

1-2 研究主題與內容 

1-2-1 研究主題：本文之研究對象是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急重症中心大樓，2007年啟用，

建築規模為地下 2層，地上 18層，本次研究範圍是在地下一樓自設電力變電室(如圖 1)高

壓電力設備之維護管理潛在危險與異業討論，並提出改善計劃，其工作內容：找出電纜頭

絕緣劣化擊穿原因、提出對策及計畫期程等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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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變電室 A、B、C、F 高壓電區域 

 

1-2-2 研究內容：研究流程從電纜頭絕緣劣化擊穿改善為主軸探討醫院自設電力變電室管

理，分為下列幾個面向做研究： 

    (一)既有維護保養檢測項目： 

       1.每日三班巡檢變電室各盤體狀況及燈號。 

       2.每月停電測試半小時測試各開關、儀表、燈號及人員訓練緊急應變。 

       3.法規檢測項目：((停電檢測項目：耐壓測試、保護電驛測試、設備清潔)。/(不 

停電檢測項目：熱顯儀檢視各盤體各端子、高低壓設備溫度有無異常變化。))  

法規檢測儀器及項目(如表 1) 

        (二)文獻及異業使用維護保養檢測項目及頻率： 

       自設檢測項目：(((不停電檢測：放電量檢測(以台積電專業廠商施做))及((熱顯 

       儀檢測(醫院自聘專業受訓員工施做)))。    

自設檢測儀器及項目(如表 2)。  

表 1 檢測儀器及檢測項目表 

儀器名稱 儀器照片 儀器檢測之項目 分類 

直流耐壓測試設備。

40kV輸出 

 

 

 

 

耐壓檢測 

儀表 

保護電驛測試器 

 

 

 

 

    保護電驛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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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檢測儀器及檢測項目表 

 

貳、文獻探討 

2-1 法規文獻探討 

    電業法第六十條規定：裝有電力設備之工廠、礦場、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及受電電壓屬高

壓以上之用電場所，應置專任電氣技術人員或委託用電設備檢驗維護業，負責維護與電業供電

設備分界點以內一般及緊急電力設備之用電安全，並向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辦理登記及

定期申報檢驗維護紀錄。前項電力設備與用電場所之認定範圍、登記、撤銷或廢止登記、維

護、申報期限、記錄方式與管理，專任電氣技術人員之認定範圍、資格、管理及其他應遵行事

項之規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因此由台灣區用電設備檢驗維護工程工業同業公會依法規制

定檢驗標準(如表 3)。 

表 3 用電設備檢驗標準表 

 

熱顯像儀 

 

 

 

 

 

溫度檢測 

 

儀器名稱 儀器照片 儀器檢測之項目 
分
類 

便攜式部分放電分析儀

(PDSolution) 

 

 

 

 

 

IEC 62478 部分放電現場測試法 

儀表 

熱顯像儀 

 

 

 

 

 

 

溫度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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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自設檢測項目文獻探討 

    經與異業聯盟例台積電等與財團法人台灣大電力研究試驗中心得知放電分析儀檢測如下： 

高壓設備發生短路或擊穿事件時，大部分的原因都是因絕緣劣化所致，而造成高壓設備絕緣劣

化原因不外乎是因設備的老化、施工過程中或高壓絕緣設備在製造過程中可能會參雜一些雜

質，而這些雜質最常見的就是氣泡或絕緣遭受破壞等，或者在搬運過程中因撞及而產生裂縫，

這些都是造成絕緣材料發生局部放電的一些主因。 

目前台灣業界依賴的直流耐壓或電力因數測試高壓設備的絕緣，只能診斷高壓設備整體絕

緣的劣化情形，無法診斷出部分高壓設備的瑕疵放電，但局部放電檢測雖然不能診斷高壓設備

的絕緣能力，但可以診斷出高壓設備內的瑕疵放電。不過依據現行台灣並無測量局部放電方法

及依據，依國際規定測試法於現場測量局部放電時，必須中斷電源並連接耦合電容至高壓設備

端，然後透過測量阻抗來耦合局部放電的訊號，但是對醫院而言要利用標準測試法來檢測高壓

設備時，則會加長停電的時間，可能會造成醫療行為停滯及病患安全，因此市面上目前就發展

出非傳統式的電場及磁場的耦合模式，並應用在不停電的狀況下測試高壓設備的局部放電。 

放電分析儀是其中一種檢測，主要利用電磁波的原理來測量局部放電訊號，但背景環境充

斥著各種不同的電磁波成了主要的干擾雜訊來源，因此選擇適當的頻帶則顯得非常重要，而所

要測試的高壓設備如比壓器、高壓電纜頭、斷路器及模鑄式變壓器等，這些高壓設備都安裝在

金屬開關盤裡，雖然金屬開關盤本身雖可阻隔大部分外在的干擾雜訊，但電力設備如整流器等

所產生的干擾雜訊或其他外在的雜訊，仍會經由電力線進入高壓盤內，圖 1 就是於不同的變電

站的高壓盤內所收集到的環境背景雜訊頻譜統計，可以看出其主要雜訊都落在 300MHz 以下，

且在多次於現場所收集的資料顯示，於 300MHz~3GHz 的 UHF 頻帶雜訊最少，所以最後頻帶

選用起始頻率為 300MHz，截止頻率為 800MHz(如圖 2)。(電力工程研討會第 27 屆期刊)dbm 是

一個表示功率絕對值的單位，計算公式為：10LG 功率值/1mW。 

 

圖 2 放電圖譜 

 

參、檢測作業時程 

3-1檢測基本的判斷標準： 

   依台積電專業商建議基本的判斷標準：內部放電訊號量評判標準、外部放電訊號量評判標

準、外部放電訊號量評判標準(如表 4、5 及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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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內部放電訊號量評判標準表 

 

 

 

 

 

 

附註：以上為常見放電現象之建議值，特殊情況時仍須以詳細報告書之建議說明為主。 

 

表 5 外部放電訊號量評判標準表 

電暈放電（尖端放電） 

不危險，有機會停電的時候才須處

理 

絕緣物與帶電體間的空氣放電 

絕緣物表面因電場分佈不均的沿面放電

（無閃落痕跡及聲響火光出現） 

相對相或相對地間絕緣距離不足的放電 
危險性較高，於下次停電處理前定

期追蹤 
絕緣物表面因電場分佈不均的沿面放電

（有閃落痕跡及聲響火光出現） 

絕緣物表面因電場分佈不均的沿面放電

（有閃落痕跡路徑出現） 
危險性高，須立即安排停電處理 

附註：有時外部放電的放電訊號非常的大，但卻不ㄧ定危險，所以不能以內部放電的標

準來評判。 

表 6 On-line PD 評判標準表 

 低 中(建議更換等級) 高(立即停電等級) 

內部放電 初期放電(1 個月內)，PD

放電量小於 20mV 

PD 放電量 30mV~300mV間，

或低風險時的 pps 倍增 2~3 

倍，或放電角度超過 50% 

PD放電量超過 300mV 以

上，或中風險時的 pps倍

增 2~3 倍，或放電角度超

過 50% 

 持續觀察 1. 變壓器及電纜頭：建議

2個月內更換完成 

2. CT, CB: 6 個月內更換

完成 

24小時內立即停電 

外部放電 

 

初期放電，放電量振幅變

化大，有時訊號會消失。

放電現象： 

1.電暈放電（尖端放電）， 

2.絕緣物與帶電體間的空

氣放電。 

3.絕緣物表面因電場分佈

放電訊號不會消失，放電

現象： 

1.相對相或相對地間絕緣

距離不足的放電。 

2. 絕緣物表面因電場分佈

不均的沿面放電（有閃落

痕跡及聲響火光出現）。 

絕緣物表面因電場分佈不

均的沿面放電（有閃落痕

跡路徑出現） 

量測放電值

(mV) 
建議說明 

10 以下 持續追蹤，觀察放電量變化 

10~100 請於下次停電歲修時更換，更換前二個月追蹤一次 

100 以上 請於近期內安排停電更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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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均的沿面放電（無閃落

痕跡及聲響火光出現） 

 持續觀察 建議 3 個月內停電處理 24小時內立即停電 

註 1：外部放電的放電量有時超大，但不見得有風險，所以並無法依放電量大小來判斷風險。 

註 2：內部放電的評判標準還會依不同的設備而有不同，如電纜頭的特性就跟 CT不太一樣。 

註 3：變壓器內部線圈的熱應力破壞，破獲速度相當的快，約 15分鐘至數小時不等，但因非電 

     應力破獲，所以 PD 檢測可能檢測不到，變壓器的熱應力破獲可選用光纖溫度感測或磁場 

偵測來保護。 

  

3-2 一般性檢測時程； 

   本文主要探討醫院自設電力變電室管理提昇醫院用電安全性，故制定定期性檢測保養計畫

及頻率(如表 7)。 

             表 7 定期性檢測保養計畫及頻率表 

  每日 每月 每年 

三班巡檢 3次 / / 

每月停電測試半小時 / 最後一週週日 / 

法規規定停電檢測保養 / / 2 月 

法規規定不停電檢測 / / 9 月 

自設放電量檢測 / / 6 月 

自設熱顯儀檢測 / 每月 10日前 / 

 

3-3 臨時性檢測時程： 

   因高壓電設備屬特殊供電設備一般廠商無法在政府申請立案在簽約時必須政府核可備案信

譽商簽定保養暨緊急叫修合約，若自主檢查遇供電聲音或溫度異常時可請專業廠商至現場量測

放電量。 

 

肆、施作內容與過程 

   本節主要針對醫院自設電力變電室管理改善，施作內容/施作過程介紹如下: 

4-1 施作內容 

   依法規直流耐壓檢測作業(如圖 3)(表 8)及熱顯像檢測作業(如圖 4)並無找出異常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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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停電保養檢測高壓設備 

 

   

   

圖 4 不停電保養檢測高壓設備 

表 8 耐壓檢測報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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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施作過程 

     利用 PDSolution部分放電分析儀器搭配部分放電之相位圖譜量測分析功能，及內建頻譜 

分析功能（頻譜儀）以及時域分析功能（示波器）檢測出高壓變壓器編號 TR1及 TR2及一些高

壓電纜頭發現不正常放電(如圖 5)及(表 9)。 

     
  

   

圖 5 不停電保養放電檢測高壓設備 

表 9 放電檢測報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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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本文經由緒論、文獻探討、檢測作業時程、施作內容與過程等章節得結論與建議： 

5-1 結論 

    對於以急重症中心大樓建築物自設電力變電室管理以既有現行法規及高壓檢測方式用於醫

院一般高壓做檢測工法之有補強之處。本研究結論如下： 

(一)部份放電（PD）為高壓設備絕緣劣化之先期指標，當放電持續一定時間後，將使絕緣材料  

劣化，極易導致閃絡而燒損設備，引起供電事故。 

(二)目前耐壓絕緣測試無法立即測出高壓設備絕緣材料介質問題。 

(三)依目前國際的法規如 IEC、ANSI等，都以高壓設備出廠的局部放電標準值來定義，而且定 

    義測試方法及頻率範圍等，都沒有定義活線局部放電的測試方法及標準值，雖然 IEC- 

    62478正在定義活線局部放電的測試方法，但標準法規未定義出來之前，只能以經驗值及 

    各專業商使用何國儀器檢測來做判斷標準，依台積電專業商建議基本的判斷標準(如表 4、 

    5及 6)。 

 

5-2 建議 

   (一)、本研究是以醫院自設電力變電室管理為例進行針對「放電檢測」結果做探討。因急重  

   症中心大樓整體建築物是以急重症治療為主，包含急診室、手術室及放射線檢查(核醫、放 

   射腫瘤、MRI)等高用電之設備，使用電量龐大，故在供電安全管理措施下，在法規以外的 

   預防措施實施 PD 檢測 104 年至現在，以獲得預防成效。 

   (二)、藉由急重症中心大樓進行自設電力變電室管理為範本，可做為醫院對其他醫療棟別建 

   築物進行自設電力變電室管理評估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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