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機械設備操作大工（撞擊式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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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document related to the mock test paper of skilled trade test for Plant and Equipment Operator 

(Percussive Pile). Should you require an English version of this document, please contact Trade Test Centre 

at 2100 9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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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工具及設備 

 

1. 下列那一種不是推動震動樁錘的動力？ 

(a) 油壓推動  

(b) 柴油推動  

(c) 電力推動  

(d) 反作用力推動  

 

 

 

 

 

 

 

 

 

 

 

 

 

 

 

圖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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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請選出圖（一）打樁機械 'A' 部件的正確名稱？ 

(a) 落擊樁錘  

(b) 尾鉈   

(c) 導架   

(d) 調整扶撐   

 

3.    請選出圖（一）打樁機械 ' B ' 部件的正確名稱？ 

(a) 落擊樁錘 

(b) 尾鉈 

(c) 導架 

(d) 調整扶撐 

 

4. 請選出圖（一）打樁機械 ' C ' 部件的正確名稱？ 

 (a) 落擊樁錘  

(b) 尾鉈  

(c) 導架  

(d) 調整扶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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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打樁開始時，用甚麼類型的樁錘來定位？ 

(a) 重錘  

(b) 輕錘  

(c) 震錘  

(d) 沒有既定類別  

 

6. 打樁快要完成時，用甚麼類型的樁錘來收錘？ 

(a) 重錘  

(b) 輕錘  

(c) 震錘  

(d) 沒有既定類別  

 

B 工藝知識 

 

7. 當起吊重物時，必須留意甚麼事項？ 

 (i) 吊重機之擺放位置  

(ii) 起吊點與吊重機之距離  

(iii) 吊臂的傾斜度  

(iv) 留意防止過重警示器嚮號  

 

(a) (i) 和 (ii)  

(b) (iii)  

(c) 全部都是  

(d) 全部都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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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如需吊運一件 4 立方米的混凝土磚塊，估計約為多少重量？ 

(a) 2 ~ 4 噸  

(b) 5 ~ 7 噸  

(c) 8 ~ 10 噸  

(d) 11 ~ 14 噸  

 

9.   (威也)？ 

(a) 任意選用方便的工作用品  

(b) 站在符合安全規格的吊人籠內  

(c) 為提高工作效率,   

(d) 應用最身手靈活的同事爬高解除鋼纜  

 

10.   打樁時，工字的打設方向應為？ 

(a) 按圖則設計方向打設工字  

(b) 沒有既定，但須與隔鄰的工字不同  

(c) 沒有既定，任由工友自行決定  

(d) 以上三項都不是 

  

11. 每支工字樁的距離為： 

(a) 至少 10 米  

(b) 至少 5 米  

(c) 沒有規定  

(d) 必須符合圖則設計所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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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當工字樁打設到岩層時，下列那項現象不正確？ 

(a) 工字樁下降速度減慢                             

(b) 樁錘有彈跳現象   

(c) 撞擊聲變大  

(d) 撞擊聲變小  

 

C   施工規範 

 

13.  一般接連工字樁的方法是？ 

  (a) 電弧焊接             

  (b) 絲栓互扣             

  (c)           

  (d) 以上三項全對            

 

14.  在撞擊式打樁過程中，如樁柱貫入速度陡增或陡減，可否 

   繼續打設？  

 (a) 可以，須加快速度完工          

 (b) 可以，須事後通知工程師或監察人員      

 (c) 不可以，須立即通知機械技工（大偈）檢查    

 (d) 不可以，須立即通知工程師或監察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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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在撞擊式打樁開始時，應： 

 (a) 盡量抽高樁錘，以最猛力擊打工字樁  

 (b) 稍為抽高樁錘，擊打工字樁以固定位置     

 (c) 盡快打設，免拖工時          

 (d) 沒有一定準則            

 

16.  地盤內工字樁機有沒有數量限制？ 

 (a) 沒有              

 (b) 視乎公司擁有數量           

 (c) 按地盤大小而定           

 (d) 按環保署規定            

 

17.  如何計算工字樁進入地下深度？ 

(a) 將工字樁打設的條數默記在心作為量度  

(b) 憑工字樁上刻劃的長度標記便可  

(c) 應用尺量度來計算深度  

(d) 憑工字樁入泥速度便可估計到  

 

18. 收樁用的重錘，有甚麼規格？ 

 (a) 樁錘的品牌必須由特許供應商供應  

(b) 樁錘必須事前由工程師批准  

(c) 樁錘必須全新第一次使用  

(d) 樁錘必須以漆油鬆上特別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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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機械操作手號 

 

19.   在起重機械操作過程中，圖中人物所作出的手號表示：— 

 

(a)   

(b)   

(c)   

(d)   

 

 

20.    在起重機械操作過程中，圖中人物所作出的手號表示：— 

(a)   

(b)   

(c)   

(d)   

 

 

 

21.   在起重機械操作過程中，圖中人物所作出的手號表示：— 

 

(a) 完成休息  

(b) 緊急停止  

(c) 準備驅動機械  

(d) 提升吊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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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在起重機械操作過程中，圖中人物所作出的手號表示：— 

 

(a) 完成休息  

(b) 緊急停止  

(c) 向後驅動  

  (d) 準備驅動機械  

 

 

23.   在起重機械操作過程中，圖中人物所作出的手號表示：— 

 

(a) 向前驅動  

(b) 向後驅動  

(c) 停止  

(d) 慢行  

 

 

24.   在起重機械操作過程中，圖中人物所作出的手號表示：— 

 

(a) 貨物擺向右面  

(b) 貨物放在你的右面  

(c) 旋轉盤向左轉  

(d) 旋轉盤向右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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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在起重機械操作過程中，圖中人物所作出的手號表示：— 

 

(a) 做得好  

(b) 提升吊臂  

(c) 請望向左邊  

(d) 完工  

 

 

26. 在起重機械操作過程中，圖中人物所作出的手號表示：— 

 

(a) 小心高空物件  

(b) 慢動作提升吊臂  

(c) 慢動作提升吊物  

(d) 將會下雨  

 

 

27.   在起重機械操作過程中，圖中人物所作出的手號表示：— 

 

(a) 越做越好  

(b) 提升吊臂，下降吊物  

(c) 下降吊臂，提升吊物  

(d) 越高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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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在起重機械操作過程中，圖中人物所作出的手號表示：— 

 

(a)   

(b)   

(c)   

(d) 小心地面物件  

 

 

29.   在起重機械操作過程中，圖中人物所作出的手號表示：— 

 

(a)   

(b) 立即開工  

(c) 夠鐘用膳  

(d) 完成休息  

 

 

E 安全知識 

 

30.   一般起重裝置須隔多少時間便要作出檢查？ 

(a) 四個月  

(b) 五個月  

(c) 六個月  

(d) 七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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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當樁柱接駁的燒焊工序進行時，若有他人在場，應採取下列那種措施以免

傷及他人？ 

 (a) 放置警告牌以作警惕  

 (b) 放置警告牌，並須於工作週圍設置屏障  

 (c) 規定在場人仕佩戴眼鏡作保護  

 (d) 工地上所有人員必須離開，待燒焊工序完成，  

  再度進入 

 

32. 起重機操作員須持有何種資歷才可操作起重機械？ 

(a) 曾經接受過老一輩師傅嚴格訓練  

(b) 起重機操作員必須已完成認可起重機械操  

   作訓練並考試合格及持有有效牌照才可操作起重機械  

(c) 由所屬公司派高級操作員提供訓練  

(d) 以上三項皆可  

 

33.    所有起重機械必須每週檢查及填上何種表格，方可使用？ 

(a) 起重機械必須每週檢查及填上「表格一」作出  

「操作安全」的報告，方可使用  

(b) 起重機械必須每週檢查及填上「表格二」作出  

「操作安全」的報告，方可使用  

(c) 起重機械必須每週檢查及填上「表格三」作出  

「操作安全」的報告，方可使用  

(d) 起重機械必須每週檢查及填上「表格五」作出  

「操作安全」的報告，方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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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a) 一個月  

 (b) 三個月  

 (c) 六個月  

 (d) 十二個月  

 

35.   “工地安全座談”的主要目的是： 

 (a) 提供茶點招待工人  

 (b) 例行公事以塞工時  

 (c) 報導及討論工程進度  

 (d) 定時向工人灌輸安全知識  

 

36.   工友搬運重物時，應依從下列那一項做法才正確？ 

 (a) 每次盡量搬多一些，以求快點完成工作  

 (b) 採用正確姿勢、背部盡量保持挺直  

 (c) 盡量將物件拋上貨架，以求鍛練身體  

 (d) 吸一口氣，然後大叫一聲提起貨物  

 

37.   工友搬運重物時，如果提舉姿勢不正確，身體 

 那部份容易受傷？ 

 (a) 頸項  

 (b) 腰部  

 (c) 小腿  

 (d) 手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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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若不能避免「體力處理操作」，便應設法改善。 

 例如：減低伸展或搬運次數和距離。這些方法可 

 歸納為下列那一項處理手法？ 

 (a) 重新設計負荷物  

 (b) 重新設計工序  

 (c) 改善工作環境  

 (d) 拖長工時，增加工資  

 

39.   何解在操作有轉動部份機器時，工友不可戴棉紗手套？ 

 (a) 棉紗手套吸油  

 (b) 棉紗手套會被損壞  

 (c) 棉紗手套會纏上機器之轉動部份  

 (d) 棉紗手套容易引起皮膚敏感  

 

40. 施工架上工作台鋪設木板的厚度最少為？ 

(a) 20 毫米  

(b) 25 毫米  

(c) 30 毫米  

(d) 40 毫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