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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document relates to trade test for Carpenter (Formwork - Building 

Construction). Should you require an English version of this document, 

please contact Hong Kong Construction Industry Trade Testing Centre at 

2100 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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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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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為了方便開料及上板的配梗料間牆板，
闊度多為： 
a.  150 毫米或 225 毫米 
b.  250 毫米或 380 毫米 
c.  405 毫米或 610 毫米 
d.  710 毫米或 915 毫米 

2. 天台混凝土牆欄河模板，釘裝瀝青柳其
作用： 
a.  一般裝飾需要 
b.  藏壓瀝青紙邊收口 
c.  增強模板力度 
d.  安裝防火設備用 
 

3. 模板製作除須要符合平水尺寸外，還須
要： 
a.  結構穩固 
b.  緊密不漏漿 
c.  容易拆卸 
d.  以上三項都須要 

 
 

4. 圖所示的門字鐵通架那部分名稱為：腳
掌 ( 下積 )？ 

 

5. 下圖所示的支柱模板那部分名稱為柱板
及企骨枋？ 

6. 下圖所示樓梯大樣圖那部位稱為級咀？ 
 

7. 支柱及間牆腳留生口其作用為： 
a.  方便疏氣 
b.  利便清理什物 
c.  加多工作量 
d.  方便混凝土流向另一邊 
 

8. 在模板上掃一層脫模油的作用是： 
a.   防止混凝土黏貼模板 
b.   防止模板腐爛 
c.   潤滑金屬配件 
d.   推遲混凝土凝固時間 
 

9. 木模板的立頂、底龍及面榔都是主要受
力構件，一般選取的枋料是： 
a.  暗裂 ( 班山 ) 料及脆性料 
b.  扭紋料及嚴重扭曲料 
c.  樹心料及簷邊料 
d.  順直料及堅韌料 

 

10. 梗料牆板及柱板需要做走腳板，其目的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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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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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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清水模板 ( 見光面模板 )最常採用於： 
 
a.  公屋、居屋 
b.  儲水庫、路橋 
c.  商場、泳池 
d.  學校、酒店 

12. 水缸或護土牆模板，採用「花藍」安裝，
而不採用膠筒安裝，其作用是： 
a.  增強模板穩固 
b.  防止水份滲過牆體 
c.  防止空氣滲過牆體 
d.  疏導雷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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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築地盤內哪個地方可以焚燒建築廢
料？ 
a.  空曠地域 
b.  泥土暫存區 
c.  廢料暫存區 
d.  没有任何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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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開弧形的木板，用哪類工具較適合？ 
a.  曲線鋸（積梳） 
b.  風車鋸 
c.  閘鋸 
d.  板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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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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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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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暑 
b.  短暫失明 
c.  饑餓 
d.  貧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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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