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極低頻量測 



1.輸配線路跨越空曠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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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0.到達量測站址前置作業 

到達量測站址應先在現場紀錄表上填寫地址、溫度、濕度、所在樓層數、樓

高、量測人員姓名，並在量測地點照相繪製示意圖及加註與四周明顯固定物(建

物)之相關位置（距離） 

量測期間建物電源應由總開關處關閉，若建物使用者不方配合，則需於現場

記錄表中註明 

 

步驟 1.橫向分佈量測路徑的選定 

首先選定橫向分佈量測路徑，選定原則為： 

線路下方若為平坦的地面時，橫向分佈可於高壓線路離地面最近的跨距中點

處進行，並且需考慮人員是否可到達；實際量測路徑可視線路下方地形地物及是

否有民眾經常會於該區域活動等因素來調整 

 

步驟 2.橫向分佈量測點的選定及量測 

1.輸配線路跨越空曠地區 



1.輸配線路跨越空曠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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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線路正下方量測點起算，最遠量測點離高壓線路任一側迴路最外側的橫向

距離；以不超過 30 公尺為原則，且需考慮人員是否可到達。於示意圖上標示給

予之編號後，即可進行橫向分佈量測點的量測 

 

由第一個量測點開始，於離地 1 公尺高度之量測，讀值時需待儀器安定且不

超過 10 秒為原則，並將其三軸向磁通量密度的合成值，以及對應的編號、提示

說明等資料記錄於現場紀錄表中。量測點的間距，若高壓線路離地較低或線路下

方距離較近時，場強橫向分佈變化較大，取樣間隔應較小（如 1 公尺或更小）；

高壓線路較高或側向距離較遠處，場強橫向分佈變化緩慢，取樣間隔可較大（不

超過 2 公尺）。接著由紀錄表中找出最大值所在的量測點 

 



1.輸配線路跨越空曠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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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3.縱向分佈量測點的選定及量測 

在橫向分佈最大值的量測點之處，其與高壓線路平行的量測為縱向分佈路徑；

最遠的量測點不超過兩端的高壓線路，且需考量人員是否可達。接著依照步驟 2

來選定量測點，並將各量測點的三軸向磁通量密度之合成值、對應的編號提示說

明等資料記錄於紀錄表中 

 

 

 

 

 

 



1.輸配線路跨越空曠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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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輸配線路跨越或鄰近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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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0.到達量測站址前置作業 

到達量測站址應先在現場紀錄表上填寫地址、溫度、濕度、所在樓層數、樓

高、量測人員姓名，並在量測地點照相、繪製示意圖及加註與四周明顯固定物(建

物)之相關位置（距離） 

量測期間建物電源應由總開關處關閉，若建物使用者不方便配合，則需於現

場記錄表中註明 

 

步驟 1.量測區域的選定 

於鄰近或受高壓線路跨越的建物中量測工作應由最高樓層開始，再根據量測

目的依序往低樓層逐層進行；再來依樓層中各區塊的使用功能，來（劃分各個量

測區域 

接著，判斷該量測區域與高壓線路最接近的直線距離以選定量測點和量測方

法 

2.輸配線路跨越或鄰近建物 



2.輸配線路跨越或鄰近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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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2 量測點的選擇及量測 

    步驟 2.1 離高壓線路 5 公尺外的量測方法 

在量測區域中找出一最大的長方形空間，再畫出兩條對角線，離對角線 4 個

端點 1 公尺處、以及兩條對角線的交點即為量測點，並於示意圖上標示給予之編

號由第一個量測點開始於離地 1 公尺高之處進行量測，讀值時需待儀器安定且不

超過 10 秒為原則，並將其三軸向磁通量密度的合成值以及對應的編號、提示說

明等資料記錄於現場紀錄表中。量測時需離牆壁或任何永久性物體之間的水平間

隔大於 1 公尺為原則 

其它量測區域依相同的量測步驟進行量測，直到將所有樓層量測區域量測完

畢 

 

 

 

 



2.輸配線路跨越或鄰近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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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2.2 離高壓線路 5 公尺內的量測方法 

當量測區域中鋪設格狀地磚，且每格尺寸在 30 公分見方以上時，即可以每

格的中心點為量測點，並於示意圖上標示給予之編號；但是當地磚尺寸較小時則

可每隔幾塊地磚取一點，最小取樣間隔以 30 公分為原則。若室內無現成地磚可

茲利用，量測人員可利用任何方便使用的度量裝置設定量測點，最小取樣間隔亦

以 30 公分為原則 



2.輸配線路跨越或鄰近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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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第一個量測點開始，於離地 1 公尺高之處進行量測，讀值時需待儀器安定

且不超過 10 秒為原則，並將三軸向磁通量密度的合成值以及對應的編號、提示

說明等資料記錄於紀錄表中 

其它量測區域依相同量測步驟進行量測，直到將所有量測區域量測完畢 

 

 



3.變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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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0.到達量測站址前置作業 

到達量測站址應先在現場紀錄表上填寫地址、溫度、濕度、所在樓層數、樓

高、量測人員姓名，並在量測地點照相、繪製示意圖及加註與四周明顯固定物(建

物)之相關位置（距離） 

 

步驟 1.量測路徑的選定 

沿著變電所周界保持 1 公尺水平間隔畫出量測路徑。若變電所周界外並非一

般民眾可正常活動的空間，而是由天然障礙物如未加封蓋的水溝或綠地之類的地

物隔開時，量測工作以於民眾活動的空間進行為原則 

 

3.變電所 



3.變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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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2.量測點的選定 

沿著量測路徑，由任一起點開始每隔 1 公尺取一量測點，直到終點，並於示

意圖上標示給予之編號 

 

步驟 3.量測方法 

由第一個量測點開始，於離地面 1 公尺高度之處量測，讀值時需待儀器安定

且不超過 10 秒為原則，並將其三軸向磁通量密度的合成值以及對應的編號、提

示說明記錄於紀錄表中。其它量測點依相同的量測步驟進行量測，直到將所有量

測點量測完畢；若遇牆面等障礙物需保持 1 公尺距離量測步驟進行量測 



4.落地型變壓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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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0.到達量測站址前置作業 

到達量測站址應先在現場紀錄表上填寫地址、溫度、濕度、所在樓層數、樓

高、量測人員姓名，並在量測地點照相、繪製示意圖及加註與四周明顯固定物(建

物)之相關位置（距離） 

 

步驟 1.量測路徑的選定 

沿著落地型變壓器的底座保持 50 公分水平間隔畫出量測路徑。若路徑中有

障礙物或人員無法到達之處則可略過 

 

步驟 2.量測點的選定 

沿著量測路徑，由任一起點開始每隔 30 公分取一量測點，直到終點，並於

示意圖上標示給予之編號 

4.落地型變壓器 
 



4.落地型變壓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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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3.量測方法 

由第一個量測點開始，分別於離地100、130和160公分的三個高度之量測，

讀值時需待儀器安定且不超過 10 秒為原則，並將其三個高度的三軸向磁通量密

度之合成值以及對應的編號、高度、提示說明等資料記錄於現場紀錄表中。其它

量測點依相同的量測步驟進行量測，直到所有量測點量測完畢 

 

 



5.站臺式變壓器(桿上變壓器)周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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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0.到達量測站址前置作業 

到達量測站址應先在現場紀錄表上填寫地址、溫度、濕度、所在樓層數、樓

高、量測人員姓名，並在量測地點照相、繪製示意圖及加註與四周明顯固定物(建

物)之相關位置（距離） 

 

步驟 1.量測路徑的選定 

沿著站台式變壓器的底座之投影面積保持 50 公分水平間隔畫出量測路徑。

若路徑中有障礙物或人員無法到達之處則可略過 

 

 

5.站臺式變壓器(桿上變壓器)周圍 



5.站臺式變壓器(桿上變壓器)周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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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2.量測點的選定 

沿著量測路徑，由任一起點開始每隔 30 公分取一量測點，直到終點，並於

示意圖上標示給予之編號 

 

步驟 3.量測方法 

 步驟 3.1 周圍磁場空間分布量測 

由第一個量測點開始，於離地 1 公尺的高度量測，讀值時需待儀器安定且不

超過 10 秒為原則，並將三軸向磁通量密度之合成值以及對應的編號、提示說明

等資料記錄於現場紀錄表中。其它量測點依相同的量測步驟進行量測，直到所有

量測點量測完畢 

 

  



5.站臺式變壓器(桿上變壓器)周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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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3.２變壓器側邊之輸（配）電線 

變壓器側邊之輸（配）電線〔塔柱或電桿〕外側水平間隔 50 公分處，選取

一量測位置，從地面至２公尺，毎隔 30 公分取一量測點。讀值時需待儀器安定

且不超過 10 秒為原則，並將三軸向磁通量密度之合成值以及對應的編號、高度、

提示說明等資料記錄於現場紀錄表中 

 

 

 

 



6.高壓鐵塔塔臺周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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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0.到達量測站址前置作業 

到達量測站址應先在現場紀錄表上填寫地址、溫度、濕度、所在樓層數、樓

高、量測人員姓名，並在量測地點照相、繪製示意圖及加註與四周明顯固定物(建

物)之相關位置（距離） 

 

步驟 1.量測路徑的選定 

沿著高壓鐵塔塔台的周界保持 1 公尺水平間隔畫出量測路徑，且一般民眾可

正常活動的空間進行量測，若路徑中有障礙物或人員無法到達之處則可略過 

 

若高壓鐵塔因環境因素被圓柱墊高時，於距圓柱 1 公尺方形周界進行量測，

且一般民眾可正常活動的空間進行量測 

6.高壓鐵塔塔臺周圍 



6.高壓鐵塔塔臺周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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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2.量測點的選定 

沿著量測路徑，由任一起點開始每隔 1 公尺取一量測點，直到終點，並於示

意圖上標示給予之編號 



6.高壓鐵塔塔臺周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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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3.量測方法 

由第一個量測點開始，於離地 1 公尺的高度量測，讀值時需待儀器安定且不

超過 10 秒為原則，並將其三軸向磁通量密度之合成值以及對應的編號、提示說

明等資料記錄於現場紀錄表中。其它量測點依相同的量測步驟進行量測，直到所

有量測點量測完畢 



7.地下輸配電線路人、手孔周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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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0.到達量測站址前置作業 

先在現場紀錄表上填寫地址（或相關位置）、溫度、濕度、所在樓層數、樓高、

量測人員姓名，並在量測地點照相、繪製示意圖及加註與四周明顯固定物(建物)

之相關位置（距離） 

 

步驟 1.量測路徑的選定 

找出人孔或手孔之孔蓋中心點 

 

步驟 2.量測點的選定 

人孔或手孔之孔蓋中心取一量測點，並於示意圖上標示給予之編號 

7.地下輸配電線路人、手孔周遭 



7.地下輸配電線路人、手孔周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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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3.1 人、手孔孔蓋中心點量測 

於人孔或手孔上方距地面 1 公尺進行量測，讀值時需待儀器安定且不超過 10

秒為原則，並將三軸向磁通量密度之合成值以及對應的編號、提示說明等資料記

錄於現場紀錄表中 

 

步驟 3.2 人、手孔周遭量測 

沿著人孔或手孔之間地下輸配電線，依據兩孔之間直線分布或線路配置圖畫

出量測路徑，毎隔 1 公尺取一量測點，直到終點，並於離地 1 公尺的高度量測，

讀值時需待儀器安定且不超過 10 秒為原則，並將其三軸向磁通量密度之合成值

以及對應的編號、提示說明等資料記錄於現場紀錄表中。其它量測點依相同的量

測步驟進行量測，直到所有量測點量測完畢 

 

 



7.地下輸配電線路人、手孔周遭 

 

21 

 

 



8.鐵路、大眾捷運系統周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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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0.到達量測站址前置作業 

到達量測站址應先在現場紀錄表上填寫地址、溫度、濕度、所在樓層數、樓

高、量測人員姓名，並在量測地點照相、繪製示意圖及加註與四周明顯固定物(建

物)之相關位置（距離） 

 

步驟 1.量測路徑的選定 

取與運輸系統約同高且距外側圍牆（如隔音牆吸音牆、圍籬等）1 公尺。若

路徑中有障礙物或人員無法到達之處則可略過，並於示意圖上標示給予之編號 

 

步驟 3.量測方法 

由任一量測點開始，於離地 1 公尺（運輸系統軌道水平延伸線垂直向上 1 公

尺）的高度量測，量測時間至少須涵蓋運輸系統完整通過 1 班次，取其最大值，

並將其三軸向磁通量密度之合成值以及對應的編號、提示說明等資料記錄於現場

紀錄表中

8.鐵路、大眾捷運系統周圍 



9.鐵路、大眾捷運系統場站周圍、候車亭等之周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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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0.到達量測站址前置作業 

到達量測站址應先在現場紀錄表上填寫地址、溫度、濕度、所在樓層數、樓

高、量測人員姓名，並在量測地點照相、繪製示意圖及加註與四周明顯固定物(建

物)之相關位置（距離） 

 

步驟 1.量測路徑的選定 

沿著場站周圍或候車亭等周圍保持 1 公尺水平間隔畫出量測路徑。若路徑中

有障礙物或人員無法到達之處則可略過 

 

步驟 2.量測點的選定 

沿著量測路徑，由任一起點開始每隔 1 公尺取一量測點，直到終點，並於示

意圖上標示給予之編號 

9.鐵路、大眾捷運系統場站周圍、候車亭等之周圍 



9.鐵路、大眾捷運系統場站周圍、候車亭等之周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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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3.量測方法 

由第一個量測點開始，於離地 1 公尺的高度量測，讀值時需待儀器安定且不

超過 10 秒為原則，並將其三軸向磁通量密度之合成值以及對應的編號、提示說

明等資料記錄於現場紀錄表中。其它量測點依相同的量測步驟進行量測，直到所

有量測點量測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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