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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ELA-BM-CN-04 

免責聲明 
 

未經建造業議會（議會）的書面許可，任何人士不得翻印或傳播本資料。儘管議會已盡

合理努力以確保本資料所載列資料均屬準確，惟議會仍鼓勵讀者須在可能的情況下，向其專

業顧問尋求適當獨立意見，並且讀者不應將本資料視作採取任何相關行動之專業意見的替代，

亦不應依賴本資料作所述用途。議會不會就因不當使用此文件造成之損失負上任何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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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應參閲相

應的正式測試文件，尤其是這些文件內的條款細則及要求。 

 

 本資料內容如有仼何改變、更新或删除，議會不會另行通知。 

 

議會保留對本資料的所有解釋權。 

 

 

查詢 
 

如對本資料有任何查詢，歡迎與香港建造業工藝測試中心聯絡﹕ 

地址﹕香港仔漁光道 95 號 

電話﹕（852） 2100 9000 

傳真﹕（852） 2100 9090 

電郵﹕hkcittc@cic.hk 

網址﹕www.cic.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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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級電力工程工藝測試細則 

測試形式 
工藝測試包括技術知識測試（筆試）及實務測試兩部分。考生需於上述兩項測試同時取

得合格成績方為通過整個技能測試。 

 

筆試方面，採用多項選擇題形式。由測試中心決定以電腦或筆試形式進行。測試時限為

75 分鐘，考生須於 100 條選擇題中，於「單元一：法例及行為守則」（佔 20 題） 答對百分

之七十或以上，及於「單元二：工藝、安全及道德知識」（佔 80 題）答對百分之六十或以上，

方為合格。 

 

考生需先報考筆試，當中包括電線顏色辨別測試並取得合格，方可報考實務試。 

 

實務測試方面，主要內容涵括電力工程之實際工作項目，考生須於限定時間完成 4 題指

定的實務測試項目，測試時間總共約為 6 小時，考生須在每個實務測試項目中獲得 60 分或

以上（100 分為滿分），而平均分數需要達到合格標準（75 分或以上），及沒有嚴重施工及安

全缺失，並在技術評核的指定項目中符合關鍵條件，方能在實務測試部分取得合格。 

 

重要事項： 

• 完成本工藝測試之考生可獲發「工藝測試證明書」，「工藝測試證明書」並不等同於機

電工程署發出之「註冊電力工程人員」資格。 

• 每位考生於每一曆年可應考最多各四次筆試及實務試。 

 

測試場地 
測試將會安排在香港建造業工藝測試中心進行。 

 

目的 
測試考生對電力工程行業之工藝技術及其有關範疇與安全施工的認知。 

 

透過此測試，提供晉升階梯予電力工程人員，使相關技術人員憑其工作經驗和工藝技術

取得認可資格，提高其專業地位，並協助業界挑選和聘用合適的技術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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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各方面的表現，亦會列入評核範圍。 

 

(1) 理解圖則及施工章程； 

(2) 施工前的準備工作； 

(3) 施工程序、準確度及品質； 

(4) 材料的應用及處理； 

(5) 正確使用工具及設備； 

(6) 執行安全措施； 

(7) 完工後的清理工作；及 

(8) 職業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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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級電力工程工藝測試大綱 
測試考生對設計、裝配及測試各類電氣裝置安裝工作的技能，此類安裝工作是指定額負載不

超過 400 安培的低電壓（按香港電力條例之定義）單相或三相、永久或臨時、室內或室外的

電氣安裝工作，從而釐定熟練工人的技術水平。 

 

技術知識測試（筆試）範圍包括： 
 

單元一：法例及行為守則 

1. 《電力條例》及其附屬規例 

2. 《電力（線路）規例工作守則》 

3. 其他相關要求 

 

單元二：工藝、安全及道德知識 

1. 一般項目  
i. 以公制量度長度、重量、時間及電氣單位  

ii. 佈線設計和圖則、標準電氣符號及線路  
iii. 電工手工具和電動工具的使用和保養  
iv. 量度用具的使用和保養  
v. 電氣安裝工作的安全措施  

vi. 其他相關知識  

 

2. 配電  
i. 發電、輸電及配電系統  

ii. 單相二線交流電配電系統  
iii. 三相四線交流電配電系統  
iv. 建築地盤臨時電力供應  
v. 其他相關知識  

 

3. 電纜和軟線  
i. 佈線裝置一般所用的電纜和軟線  

ii. 為已定裝置選擇電纜導體截面積時須考慮的因素  
iii. 常用的絕緣物料  
iv. 電纜的接駁法和電纜末端的終接法（在接駁位置90度角觀察下，銅

線並無外露）  
v. 不良電氣接駁的影響  

vi. 其他相關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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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佈線及管道工作  
i. 配電箱、控制盤、匯流排箱（電巴箱）、導管（燈喉）及線槽的電纜

敷設  
i i. 佈線裝置常用的配件和所用的電氣零件  

i ii . 常用的佈線系統如金屬導管和非金屬導管、金屬線槽、礦物質絕
緣和金屬護套的電纜等  

iv. 明線佈線工作  
v. 導管和線槽佈線工作  
vi. 辨認及改正明線佈線／導管／線槽敷設工作  

vii. 其他相關知識  
 

5. 線路和接線  
i . 常用的照明和供電線路，例如單路、雙路及中途控制的燈位、輻射

線路、環型線路、電鈴和電鈴顯示器線路、電鬚刨線路、以及冷氣
機、電熱水器、天花吊扇的供電點和控制  

i i. 常用的配件例如熔絲和微型斷路器（MCB）配電箱、時間掣、熔
斷器開關、轉換開關、光暗掣、多位開關、燈座、插座控制、插座、
以及吊燈  

i ii . 單相和三相電動機起動器及遙控台  
iv. 其他相關知識  

 

6. 防止觸電和過載電流保護裝置  
i. 電氣設備的接地裝置  

ii. 預防對地漏電和接地故障的保護裝置  
iii. 過載電流保護裝置的要求  
iv. 常用保護裝置例如熔斷器、斷路器、電磁接觸器（索制）等的構造

和使用  
v. 常用的隔離和開關裝置  

vi. 其他相關知識  

 

7. 檢查、測試及驗收  
i. 檢查、測試及驗收  
ii. 須要進行下列測試的原因和所循辦法：  

a. 保護導線的連續性  
b. 環形最終電路導線的連續性  
c. 絕緣電阻  
d. 極性  
e. 接地極電阻  
f. 接地故障環路阻抗  

iii. 其他相關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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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電氣理論  
i. 電位差：伏特  

ii. 電阻：歐姆  
iii. 電流：安培  
iv. 歐姆定律：簡單計算  
v. 電流的熱化、磁性及化學效應  

vi. 電阻串聯和並聯線路：簡單計算  
vii. 電功率：伏安、瓦特、瓦特與安培、伏特及歐姆的關係  

viii. 功率因數  
ix. 電能：焦耳、仟瓦時、簡單計算、電費簡單的收費計算  
x. 電荷：電容和電容器、額定電壓、電容串聯和並聯組合、功率因

數的改良  
xi. 簡單變壓器作用（雙繞組和自耦式）：電壓比、電流比、圈數比和

簡單的比例計算  
xii. 星形和角形負載接法  

xiii. 某些線路所需的中性導線  
xiv. 其他相關知識  

 

單元三：電線顏色辨別測試 

如考生未能通過電線顏色辨別測試，整個筆試將評為不合格。 

 

電線顏色辨別測試將以筆試形式進行。考生如有需要，可以於報考筆試時以書面形式向

測試中心申請自攜及配戴視力輔助眼鏡進行測試。如欲了解更多，請致電本測試中心熱線

2100 9000 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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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級電力工程工藝測試 

實務測試內容範圍 

職    稱：Ａ級電力工程人員 

測試試題：在指定位置按圖完成以下項目的工作 

（一） 固定電力裝置 

a. 鋼導管及膠導管彎屈技巧 

b. 13A 插座穿線及接線 

（按題目指示考核以下其中一項） 

i. 放射式電路 

ii. 環型電路 

c. 以下題目考核其中一項： 

i. 照明電路控制：單路、兩路及三路（按題目指示只

須考核其中兩項） 

ii. LED燈及 12V 低壓燈電路 

iii. 輝光啟動式螢光燈電路、時間掣及旁路控制電路 

iv. 三相電熱水爐電路、保護導體及輔助等電位接駁 

 

（二） 完工測試及完工證明書 WR1、遠端電線故障檢測及模擬三相電

動機繞組接線 （以下全須作答） 

a. 選用適當的儀錶，於模擬固定電力裝置測試器進行測試及

量度，包括：電氣連續性、絕緣電阻、接地故障環路阻抗及

漏電斷路器測量和記錄，並簽發完工證明書 WR1 

b. 遠端電線故障檢測 

c. 模擬三相電動機繞組接線 

 

（三） 電纜耦合器接線 （考核以下其中一項） 

a. 13A 電纜耦合器接線 

b. 220V 工業用電纜耦合器接線 

c. 380V 工業用電纜耦合器接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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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控制電路接線（考核以下其中一項） 

a. 三相電動機正反向控制板接線 

b. 三相電動機星角起動控制板接線 

 

測試時限：六小時 

 

注意事項： 

（一） 施工前，考生須參閱試題中的「應考須知」及遵守各項的測試規則及要求。 

 

（二） 考生須符合以下條件方可取得合格： 

• 工藝技術評核取得合格（100 分為滿分，每個實務測試項目中獲得 60 分或以

上， 而平均分獲得 75 分或以上及沒有嚴重技術及施工缺失，並在技術評核的

指定項目中符合關鍵條件要求為合格）；及 

• 安全評核取得合格（若考生在測試進行時未能做妥安全措施，是項測試將被評

為不及格）。 

 

（三） 所有佈線、接駁及安裝工作須以安全和專業的方式進行，並須符合兩間電力公司的

供電條例，及香港政府認可的佈線則例。 

 

（四） 有關實務測試評分範圍，請參閱本簡介第 17-18 頁。 

 

（五） 所有功能測試一經舉手通知監考員及確認後，不可重新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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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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級電力工程工藝測試參考圖（一） 
 

 
 

 

（註：僅顯示整體測試範圍；於正式測試時，考生須按照指定之試卷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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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級電力工程工藝測試參考圖（二） 
 

 
 

 
測試崗位參考圖片（只供參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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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考須知 
 

1. 考生必須小心閱讀試卷內容，如有疑問，請即向監考員提出； 

2. 各項實務測試評分根據如下： 

一、理解圖則及施工章程 

二、施工前的準備工作 

三、施工程序、準確度及品質 

四、材料的應用及處理 

五、正確使用工具及設備 

六、完工後的清理 

七、執行安全措施 

3. 考生在測試開始前，須詳閱與試題相連的圖則／大樣／章程； 

4. 考生須按圖則及章程要求，進行施工； 

5. 考生須攜帶並穿着合適安全鞋及符合指定要求之合適工作服，其他安全配備由試場供給。

考生須遵守所有安全措施，以確保安全； 

6. 試場供給測試時所需的材料及工具，考生須自行檢查其數量及品質；並按測試要求適當

地調配應用材料；完成測試後必須悉數交還領用工具，如有問題，請向監考員提出； 

7. 在試場中考生需自行搬運工具和材料及做妥附帶的工作； 

8. 考生在測試限時過後必須停止施工； 

9. 考生在測試完畢後，應將試卷交回監考員，試卷不能帶出試場； 

10. 在測試過程中，監考員將會定時拍攝存案； 

11. 測試範圍內考生不准使用相機或手提電話進行任何拍攝。 

12. 測試範圍內考生不准使用手提電話通話，緊急情況除外。 

13. 考生切勿以任何形式賄賂監考員，以免觸犯法律；若有此情況，本中心將向廉政公署舉

報。 

14. 監考員可以按測試／課程當日實際情況決定即時終止或延遲是次測試／課程，例子包括

但不限於：(a)測試場地／課室及／或相關機械／工具因特殊情況而需即時停止運作；(b)

考生／學員及／或相關測試／課程人員身體不適或受傷；及(c)惡劣天氣（戶外測試／課

程適用）。建造業測試中心會為相關考生／學員免費另訂測試／課程日期。惟建造業測試

中心不會對有關更改負任何賠償責任。 

考生若未能做妥安全措施、施工時出現危險情況或嚴重缺失， 

均會導致整項實務測試評為不合格。 



 

24 
© 2022 版權由建造業議會所有。 

Ａ級電力工程工藝測試簡介 

版本：ELA-BM-CN-04 

Ａ級電力工程工藝測試 

主要物料表 

序號 名稱 數量 

1 佈線板（測試崗位） 1 套 

2 20 毫米鋼導管 1 

3 20 毫米梳結連銅杯臣 各 2 

4 20 毫米膠導管 1 

5 20 毫米杯梳 2 

6 13A 插座 3 

7 1 平方毫米電線 1C，PVC 絕緣（棕色、藍色、黄／綠色） 各 1 卷 

8 2.5 平方毫米電線 1C，PVC 絕緣（棕色、藍色、黄／綠色、黑及灰） 各 1 卷 

9 2.5 平方毫米電線三芯軟線，PVC 絕緣 適量 

10 三相電動機控制板（24V 控制） 1 套 

11 燈座 2 

12 單位 2 路開關 2 

13 單位 1 路開關 1 

14 電動機接線盒（模擬） 1 對 

15 故障尋找線插 2 

16 220V 工業用耦合器插座及插頭 1 套 

17 其他物料（電線膠布） 適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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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級電力工程工藝測試 

主要工具表 

序號 名稱 數量 

1 拉尺 1 

2 螺絲批，一字 1 

3 螺絲批，十字 1 

4 試電筆（大及小）他筆 各 1 

5 平咀鉗 1 

6 尖咀鉗 1 

7 開線鉗 1 

8 鑽咀 6.5 毫米 1 

9 開孔器（令梳），Φ20 毫米，Φ22 毫米 及 Φ25 毫米 各 1 

10 半圓銼，平銼 及圓銼 各 1 

11 鯉魚鉗 1 

12 鶴咀鉗 1 

13 活動板手，10 吋及 12 吋 各 1 

14 鐵鋸 1 

15 角尺 1 

16 屈喉機 1 

17 膠喉彈弓 Φ20 毫米 1 

18 扳手 10 毫米 2 

19 絞刀 1 

20 中心衝（賓子） 1 

21 鉛筆、油性筆 各１ 

22 手鎚 1 

23 線耳鉗 2 

24 大力鉗 2 

25 蛇鉗 1 

26 膠喉剪 1 

27 油掃 1 

28 穿線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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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級電力工程工藝測試 

主要工具表（續） 

序號 名稱 數量 

29 劃針 １ 

30 鋼尺 1 

31 手弓鋸杯臣匙 １ 

32 杯臣匙 1 

33 平水尺 1 

備註：考生完成測試後，須交還借用之工具及試卷，經監考員示意方可離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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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級電力工程工藝測試 

主要儀器表 
序號 名稱 序號 名稱 

1 絕緣及連續性測試錶 3 RCD測試錶 

2 指針式萬用錶 4 環路阻抗錶 

 

 
  

儀器 1： 

絕緣及連續性測試錶  

（Kyoritsu Digital Insulation ／ 

Continuity Tester， MODEL 3005A） 

儀器 2： 

指針式萬用錶  

（Kyoritsu Analogue Multimeter，  

MODEL 1110） 

 

 

 

 

 

 

儀器 3： 

RCD測試錶  

（Kyoritsu RCD Tester， MODEL 

5406A） 

儀器 4： 

環路阻抗錶  

（Kyoritsu LOOP／PFC／PSC Tester，  

MODEL 411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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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級電力工程工藝測試 

主要安全用品列表 
序號 名稱 序號 名稱 

1 安全帽（藍色）連 Y 型帽帶 

6 
單面纖維梯台 

Jinmao FO110-103（AP2） 
2 棉紗手襪 

3 防塵口罩 

4 安全眼罩 
7 

腳踏  

（Marchetti CLASS02） 5 防滑膠面安全手套  

 

 
 

 
 
 
 
 
 
 
 
 
 
 
 
 
 

 
 
 

 

 

安全用品 6： 

單面纖維梯台 

Jinmao FO110-103（AP2） 

安全用品 7： 

腳踏 （Marchetti CLASS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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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ELA-BM-CN-04 

A 級電力工程工藝測試  

實務測試主要評分範圍 
A. 技術評核： 

評分範圍 主要評分概要 佔分 

(一) 理解圖則及施工章程 

閱讀試卷圖則並按指引要求施工，包括固定電力裝置、

電路接駁等，並按電力（線路）規例工作守則及工業安

全守則等 

2% 

(二) 施工前的準備工作 檢查工作場地，設備，工具及物料等 2% 

(三) 施工程序、準確度及

品質 

施工方法及程序須正確，包括正確安裝固定電力裝置、

接駁電路、流暢度、拆改重做次數多寡、施工符合電力

（線路）規例工作守則要求及工業安全守則等 

 

固定電力裝置 

準確度及品質，包括安裝鋼導管及膠導管穩固度及接駁

技巧、鋼導管及膠導管切割和彎屈技巧（水平度、垂直

度、平順度、位置及屈曲準確度）、13A 插座穿線及接

線技巧、元件安裝穩固度、導線的完整度及穩固度、電

箱內電線預留準確度及整齊度、選用 MCB額定值合適

度、照明電路控制穿線及接線技巧、元件安裝穩固度、

導線的完整度及穩固度、電路控制接線完整度 

 

完工測試及完工證明書 WR1、遠端電線故障檢測及模

擬三相電動機繞組接線 

準確度及品質，包括選用正確儀錶進行電氣連續性、絕

緣電阻、接地故障環路阻抗及漏電斷路器測量指定的固

定電力裝置測試、正確選用完工證明書 WR1 及填寫測

試記錄準確度、繪畫單線電路圖準確度、選用正確儀錶

進行遠端電線故障檢測及檢測技巧、模擬三相電動機繞

組接線星型及角型電路並接駁電源線準確度及穩固度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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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級電力工程工藝測試  

實務測試主要評分範圍（續） 
A. 技術評核（續）： 

評分範圍 主要評分概要 佔分 

(三) 施工程序、準確度及

品質（續） 

電纜耦合器接線 

電纜耦合器接線準確度及品質，包括電纜長度、接線

準確度及整齊度、開線及接線技巧、安裝及接駁電纜

耦合器接線和配件穩固度及功能達標 

 

三相電動機控制電路接線 

三相電動機控制電路接線準確度及品質，包括電線長

度、接線準確度及整齊度、開線及接線技巧、安裝及

接駁三相電動機控制電路接線和配件穩固度及功能達

標 

 

(四) 材料的應用及處理 
正確應用及處理材料，並避免造成浪費，包括選擇合

適的電纜及電氣配件等 
2% 

(五) 正確使用工具及設備 正確使用工具及設備 2% 

(六) 完工後的清理工作 完工後清理場地、工具及物料整潔度 2% 

如考生觸犯任何一項關鍵條件，則未能符合指定要求，整項測試將評核為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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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級電力工程工藝測試 

實務測試主要評分範圍（續） 
B. 安全評核#： 

須避免之違規／危險情況 

適用於離地工作 

使用未經檢查／未完全安裝的腳踏／梯台、不恰當位置架設腳踏

／梯台、於腳踏／梯台上進行危險動作、於梯台上高空墜物、從

梯台上墮下 

適用於整個測試 
不當使用／沒有配戴安全帽／帽帶／手套／安全眼鏡、違反電力

工作守則導致電力短路／觸電風險、疏忽安全導致受傷 
#如考生於考試期間出現違反安全守則的行為或出現危險情況，將按嚴重程度扣減安全分數；安全評核

不合格者，整項測試將評核為不合格論。 

 

總評分： 
評分項目 達標條件 

A. 技術評核 100 分為滿分，每個實務測試項目獲得 60 分或以上，總平均分

數獲得 75 分或以上為合格；及 

技術評核中的指定項目符合關鍵條件要求。 

B. 安全評核 滿分為 10 分，獲得 6 分或以上為合格。 

考生須符合以上 A 及 B的達標條件方可取得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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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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級電力工程工藝測試 

技術知識測試（筆試）模擬試題 
1. 原子中帶負電荷的粒子是： 

a. 電子 

b. 質子 

c. 萬子 

d. 核子 
 

2. 具有很少自由電子的物質稱為：  

a. 絕緣體 

b. 導體 

c. 元素 

d. 化學物 
 

3. 庫倫（Coulomb）是下列哪一項的單位？  

a. 電流 

b. 電壓 

c. 電量 

d. 電阻 
 

4. 國際單位（SI Unit），所定之安培定義是決定於：  

a. 電流經過無限長導體之作用力  

b. 電流經過電解池之化學作用  

c. 電流經過線圈所產生之吸力  

d. 根據歐姆定律所給電壓與電流之比  
 

5. 在兩秒鐘內有１個庫倫的電量經過線路上的一點，則此點的電流為：  

a. 1A 

b. 2A 

c. 0.5A 

d. 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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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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前準備錦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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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藝測試通手機應用程式 
 

立即下載「工藝測試通」手機應用程式，掌握最新測試資訊和貼士，隨時隨地輕鬆報考！ 

 

 

 

考生須知 
 

請參閱測試申請表、建造業工藝測試簡介及其他測試相關通知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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