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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下那一項是建築地盤工友須戴安全帽 2.
的原因？
a. 保護頭部免受工傷，亦是法例規定
b. 用來抵擋風雨
c. 用來識別不同工種
d. 用來抵擋太陽

電氣固定裝置發生故障，應由下列那一
類人士修理？
a. 由受過安全訓練人士
b. 由熟悉該設備的員工
c. 由穿著適當保護衣的工程人員
d. 由註冊電業工程人員

3.

車床工作會導致意外，假如操作者戴上： 4.

使用手提磨輪磨削工件時，應該要怎樣
做？
a. 手持滅火器撲滅火花
b. 加水於工件降溫
c. 加強照明看清工件
d. 用屏幕阻擋火花濺出

a.
b.
c.
d.

棉紗手套
緊袖工作服
腰帶
安全帽

5.

以下哪項是與選擇鑽床的轉數無關係 6.
的？
a.
鑽孔深度
b. 進刀量
c.
工件硬度
d. 鑽孔直徑

使用公制螺絲攻（絲嗒）製作內螺紋（內
牙）時，鑽孔的大小是：
a. 螺絲外徑減螺絲內徑
b. 螺絲長度減螺絲外徑
c. 螺絲內徑減螺距（牙距）
d. 螺絲外徑減螺距（牙距）

7.

鑽孔工作中，工件材料愈軟，鑽孔之鑽 8.
速應為怎樣？
a. 愈快
b. 愈慢
c. 不變
d. 可快可慢

操作手電鑽鑽孔即將貫穿時，所施壓力
應：
a. 無所謂
b. 保持同樣壓力
c. 加大
d. 減少

9.

鉸刀直徑是 10 毫米，要鉸的孔先鑽孔， 10. 要製造一個光滑而尺寸精確的孔，最好
孔的尺寸是：
是用：
a. 10 毫米
a. 模具衝孔
b. 9.45 毫米
b. 圓銼
c. 9.30 毫米
c. 麻花鑽
d. 9.70 毫米
d. 鉸孔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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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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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鋸切高硬度材料，最好使用：
a. 砂輪切割機
b. 帶鋸機
c. 弓鋸床
d. 手弓鋸

12. 使用鉸刀鉸孔時，切削的方向是：
a. 順時針
b. 反時針
c. 向下壓
d. 向上抽

13. 一般游標尺無法直接測量的是：
a. 錐度
b. 內徑
c. 階段差
d. 深度

14. 最常用鑽咀的製造材料是：
a. 不銹鋼
b. 低碳鋼
c. 碳化鎢（鑽石鋼）
d. 高速鋼（鋒鋼）

15. 如果鑿頭出菌形時，使用者要？
a. 立刻修理或者更換有菌頭的鑿
b. 立刻戴上護眼罩
c. 立刻減低鎚擊的力度
d. 立刻減低鎚擊的速度

16. 固定式扳手（梗頭）的大小，是根據：
a. 扳手的厚度
b. 扳手總長度
c. 扳手的角度
d. 扳手開口闊度

17. 《防止賄賂條例》訂明的「利益」最低金 18. 工友搬運重物時，應依從下列那一項做
額為多少？
法才正確？
a. 100 元
a. 採用正確姿勢，背部盡量保持挺直
b. 200 元
b. 每次盡量搬多一些，以求快點完成
c. 500 元
c. 將物件拋上貨架，以求鍛練身體
d. 無金額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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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長時間於酷熱環境下工作，可引致：
a. 擅取他人物品
a. 中暑
b. 妄顧他人，貪圖自己方便
b. 短暫失明
c. 接受金錢利益
c. 饑餓
d. 堅守廉潔，決不收受非法利益，做
d. 貧血
事負責，對得起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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