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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低壓架空線對行車路之最少安全距離應 2.
保持為︰
a. 4.5 米（15 呎）
b. 5.2 米（17 呎）
c. 5.8 米（19 呎）
d. 6.4 米（21 呎）

70 平方毫米（mm²）低壓架空集束電纜
的最大檔距？
a. 20 米
b. 30 米
c. 50 米
d. 70 米

3.

導線的弧垂度與甚麽因素有關？
a. 導線跨距
b. 導線物料
c. 現場温度
d. 以上皆是

4.

當有細微砂粒入眼時，應該：
a. 用手背擦壓眼睛
b. 即時戴上護眼罩
c. 將眼睛緊閉呼救
d. 以清水沖洗眼睛

5.

降傘式安全帶有效使用年期是多少年：
a. 一年
b. 二年
c. 五年
d. 永久

6.

巡查架空線時，下列那一項最為適合︰
a. 可以一個人巡查
b. 兩個人分開巡查後在匯合點匯合
c. 任何人不得單獨巡查架空線
d. 不需要人巡查，使用電腦監控

7.

在架空線系統上，低壓木棟呎吋種類分 8.
為︰
a. 24 呎，28 呎，30 呎
b. 26 呎，30 呎，32 呎
c. 30 呎，34 呎，38 呎
d. 28 呎，30 呎，34 呎

11 千伏特（kV）架空線跨越任何車輛可
經之路面，安全距離應保持為︰
a. 4.5 米（15 呎）
b. 5.2 米（17 呎）
c. 5.8 米（19 呎）
d. 6.4 米（21 呎）

9.

根據工廠及工業經營（起重機械及起重 10. 在棟上處理重物或大型物料時，為防止
裝置)規例（表格一）
，起重裝置規定多久
失去平衡引致下墮之風險，應怎樣處
需檢查一次？
理 :
a. 每週檢查一次
a. 進行工作前風險評估（PWRA）
b. 每 6 個月查一次
b. 工作中需要了解有關的危害
c. 每 12 個月查一次
c. 遵守有關安全步驟及安全控制措施
d. 每 24 個月查一次
d. 以上皆是

注意事項
本資料的所有內容均只作準備測試的參考用途，並不覆蓋全部測試內容，讀者或考生應參閲相應的正式測試文件。測
試內容設有不同版本，內容包括但不限於工具、物料、設備、圖則、施工細節或程序及不同的模擬工地環境等的變更，
考生於進行測試時應以正式的測試文件為準。本資料內容如有仼何改變、更新或删除，議會不會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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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豎立梯子的安全比例？
a. 1：1
b. 2：1
c. 3：1
d. 4：1

12. 配電架空線的電壓種類是︰
a. 400 千伏特（kV）
、33 千伏特（kV）
、
11 千伏特（kV）及低壓（LV）
b. 33 千伏特（kV）
、11 千伏特（kV）
及低壓（LV）
c. 400 千伏特（kV）及 132 千伏特
（kV）
d. 110 伏特（V）及 50 伏特（V）

13. 架空電線技工的個人安全裝備是︰
a. 安全帽
b. 安全鞋
c. 降傘式安全帶加雙扣式索帶
d. 以上皆是

14. 使用吊具前應檢查該吊具之︰
a. 註明安全承載量
b. 認可試驗室初步測試
c. 試驗及格證書
d. 以上皆是

15. 攀爬（鐵桿）前，先視察棟桿是否安
全，需要檢查︰
a. 桿身和桿上輔件有否腐蝕
b. 桿底和水泥套筒內有否腐蝕
c. 檢查拉線及周圍泥土
d. 以上皆是

16. 11 千伏特（kV）架空線掛桿設備，一般
有哪些元件？
a. 變壓器和掛桿開關
b. 電纜終端和隔離開關
c. 避雷器和熔斷裝置
d. 以上皆是

17. 《防止賄賂條例》訂明的「利益」最低
金額為多少？
a. 100 元
b. 200 元
c. 500 元
d. 無金額限制

18. 工友搬運重物時，應依從下列那一項做
法才正確？
a. 採用正確姿勢，背部盡量保持挺直
b. 每次盡量搬多一些，以求快點完成
c. 將物件拋上貨架，以求鍛練身體
d. 突然加快工作速度

19. 工作時要認真及要注意職業操守包括：
a. 擅取他人物品
b. 妄顧他人，貪圖自己方便
c. 接受金錢利益
d. 堅守廉潔，決不收受非法利益，做
事負責，對得起自己

20. 長時間於酷熱環境下工作，可引致：
a. 中暑
b. 短暫失明
c. 饑餓
d. 貧血

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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