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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厠盆的冲厠水管（俗稱尾喉），其喉管
內徑不應少於：
a. 50 毫米
b. 40 毫米
c. 32 毫米
d. 15 毫米

2.

直接供水給住宅用的水錶，錶前的水掣應
是：
a. 閘掣
b. 皮芯掣
c. 波子掣
d. 銅心掣

3.

鉛錘線（線稱）是用來檢查水管的：
a. 彎曲度固
b. 傾斜度漿
c. 水平度
d. 垂直度

4.

一般糞便水管的管材是：
a. 鑄鐵管及銅管
b. 塑料管及鑄鐵管
c. 鑄鐵管及鍍鋅鋼管
d. 鍍鋅鋼管及塑料管

5.

連接坐廁的反虹吸管，其管徑應不少
於？
a. 40 毫米
b. 50 毫米
c. 80 毫米
d. 100 毫米

6.

安裝中央熱水的入爐配水管時，下列那種
排列方式才符合水缸出水管的安裝標準？
a. 入爐水管應與冷水管平行安裝
b. 入爐水管應裝在冷水出水管之下
c. 入爐水管應裝在冷水出水管之上
d. 入爐水管隨意安裝

7.

水錶位置有活皮芯水閥或止回閥，其主
要作用是：
a. 防止水錘作用產生的聲響利便清理
什物
b. 減低過度水壓方便混凝土流向另一
邊
c. 減少流量
d. 防止水倒流引致食水污染

8.

圖則上「Ǿ」的繪劃，表示甚麽？

在排水系統中最後檢查井位（沙井）的
撞風頭，其主要作用是甚麼？
a. 標示最後檢查井位置
b. 方便通渠工具進入：
c. 讓廢氣由撞風頭放出大氣中
d. 空氣進入排水系統

10. 當喉管穿越地台或墙身時，所使用的套管
應和喉身的距離：
a. 方便装拆梗料牆板
b. 補足牆板的高度
c. 加快工作進度
d. 製造線條，起裝飾作用

9.

a.
b.
c.
d.

檢查井（沙井）
消防警鐘
熱水爐
管道口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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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2020 版權由建造業議會所有。

版本：TPB-WM-CN-01

水喉工技能測試（大工）
技術知識測試（筆試）模擬試題

水喉工技能測試（大工）
技術知識測試（筆試）模擬試題（續）
11. 焊接紅銅管的不同焊料，由最高熔合温
度至最低熔合温度依次排列是：
a. 銅焊、錫焊、銀焊
b. 銀焊、錫焊、銅焊
c. 銅焊、銀焊、錫焊
d. 錫焊、銀焊、銅焊

12. 排水系統中的天台透氣管（氣筒）高度
是：
a. 超過人體高度
b. 高於建築物 1 米
c. 天台樓面以上 2 米
d. 接駁延伸到水缸頂以上

13. 以下哪類人士准許進入密閉空間工作？
a. 持有效密閉空間工作許可証的人士
b. 工程管工
c. 工程師
d. 公司老闆

14. 檢查井(沙井)在暗渠道的作用是：
a. 改變流向
b. 收集廢氣
c. 貯存污水
d. 檢查平水位

15. 工作時電動工具發生故障如何處理？
a. 停止使用報告主管安排修理
b. 停止使用放回原處
c. 停止使用自己試圖修理
d. 停止使用停止工作等待下班

16. 電動螺紋機，有下列那些主要功用？
a. 管道螺紋、開喉坑、收緊管件
b. 管道螺紋、潤滑、擴口
c. 管道切割、開喉坑
d. 管道切割、螺紋（車牙） 、去毛
口（披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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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時要認真及要注意職業操守包括：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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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長時間於酷熱環境下工作，可引致：

a.
b.
c.
d.

a.
b.
c.
d.

擅取他人物品
妄顧他人，貪圖自己方便
接受金錢利益
堅守廉潔，決不收受非法利益，做
事負責，對得起自己

中暑
短暫失明
饑餓
貧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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