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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挖沉箱工技能測試（大工） 

技術知識測試（筆試）模擬試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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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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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挖沉箱工技能測試（大工） 

技術知識測試（筆試）模擬試題 
 

1. 提升或降下吊泥桶時，必須留意吊泥桶
的： 
a. 是否已經滿溢 
b. 開關保險掣有否關妥 
c. 週邊是否已經清潔衛生 
d. 尺碼是否符合搬運工人 

 

2. 除委任有資格人士作氣體測試外，承建商
還須作： 
a. 造價評估 
b. 交通評估 
c. 完工報時 
d.  噪音評估 

3. 對沉箱內的空氣安全程度有所懷疑時，
沉箱內的工人應：  
a. 小心繼續工作 
b. 立即加強通風系統的效能繼續工

作 
c. 繼續工作並趕快通知負人測試氣

體 
d. 立即撤離 

 

4. 按法例規定，用來吊運物料的電絞轆，最多
相隔多久檢查一次？ 
a. 九個月 
b. 三個月 
c. 六個月 
d. 十二個月 

5. 澆灌石矢前，須清除板模內雜物，以免： 
a. 減省工作人手 
b. 令雜物浮起 
c. 影響石矢強度 
d. 影響板模結構力 
 

6. 氣體測試人員應身處何處進行氣體測試？ 
a. 井口的正上方位置 
b. 沉箱的底部 
c. 安全的地方 
d. 沉箱的中段位置 

7. 校正板模的位置和垂直度，一般會使用：  
a. 天秤 
b. 螺絲收緊 
c. 纜索 
d. 線稱 

8. 承托電絞轆的支架，應為： 
a. 金屬門字架 
b. 重型合金鋼架 
c. 穩固及經有資格檢驗人類員檢驗 
d. 塗上防銹油的鐵架 
 

9. 根據法例規定，工作台所舖設的木板厚
度最少要有： 
a. 20 毫米  
b. 25 毫米  
c. 30 毫米  
d. 35 毫米 

10. 下列那一做法是不正確處理安全帽？ 
 

a. 加護耳罩  
b. 貼上標記  
c. 擅自鑽孔加上扣帶  
d. 佩戴時加上防塵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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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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挖沉箱工技能測試（大工） 

技術知識測試（筆試）模擬試題（續） 
 

11. 雙行棚架的工作台總闊度不得少於： 
 
a. 200 毫米 
b. 400 毫米 
c. 600 毫米 
d. 800 毫米 

 

12. 在有利土質條件下挖掘沉箱，每節深
度通常為： 
a. 一米以下 
b. 一米半 
c. 二米 
d. 二米半 

 

13. 下列那一種器具並不需要接地？ 
a. 雙重絕緣工具之外殼 
b. 配電箱之金屬外殼 
c. 樓宇內之金屬水喉管 
d. 電動機械之金屬外殼 

14. 進行手挖沉箱工程，不應有： 
a. 危難急救設備在附近 
b. 安全主任在附近巡查 
c. 重型機械在附近活動 
d. 地盤監督在附近監察 

15. 電絞轆的操作，必須由： 
a. 受過安全提升訓練的人士 
b. 年滿十八歲並受過訓練的人士 
c. 懂得電力裝置規格的人士 
d. 總承建商的直屬員工 

16. 工人若懷疑自己受到矽塵埃影響，應： 
a. 立即停止工作回家休息 
b. 減少工作時間並多作擴展胸襟運

動 
c. 及早向胸肺科醫生查詢 
d. 往藥房購買藥物服用 

17. 通風措施是指： 
a. 供氣 
b. 抽氣 
c. 無特別規定 
d. 供氣及抽氣 

18. 通風設備應要： 
a. 供應商推薦 
b. 價錢便宜 
c. 價錢昂貴 
d. 性能良好並作定期檢查及維修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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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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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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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