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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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門扇與門框的疏罅多少較適當？ 
 
a. 0.5-1 毫米 
b. 1.5-2 毫米 
c. 2.5-3 毫米 
d. 3.5-4 毫米 
 

2. 門扇板面刻劃墨線便於工作，何種最
佳？ 
a. 輕輕刻劃，自己能看見便可 
b. 墨線越深，越清晰，越好 
c. 深深刻劃，完工後擦掉 
d. 用箱頭筆劃線 
 

3. 與磚牆連接的門框磨耳，其安裝位置應
是： 
a. 平均分配於框背上 
b. 隨意分布，不用均勻 
c. 全部裝在近框背的上方 
d. 接近安裝門鉸的位置 

 
 

4. 看下圖：按芯材、邊材、樹皮、年輪的
先後次序，找出一組正確的符號排序。 
a. (b)(d)(a)(c) 
b. (a)(b)(c)(d) 
c. (c)(d)(b)(a) 
d. (d)(c)(a)(b) 

 
 

5. 看下圖：按磚牆、門框、封口線、牆腳
線的先後次序，找出一組正確的符號排
序。 
a. (a)(d)(c)(b) 
b. (a)(b)(c)(d) 
c. (c)(d)(b)(a) 
d. (d)(a)(c)(b) 

6. 看下圖：榫頭長度、榫膊、榫頭厚度、
榫頭寬度的先後次序，找出一組正確的
符號排序。 
a. (a)(d)(c)(b) 
b. (a)(b)(c)(d) 
c. (c)(d)(b)(a) 
d. (d)(a)(c)(b) 

 
7. 門扇封邊應該刨至： 

a. 稍微斜出 
b. 稍微斜入 
c. 平口 
d. 以上三種都可以 
 

8. 門扇鉸頁的螺絲，最佳能收至： 
a. 平直穩固 
b. 歪頭穩固 
c. 撻頭穩固 
d. 凸頭穩固 
 

9. 施工前首要工序是？ 
a. 先去廁所洗手 
b. 要理解圖則要求 
c. 先查核五金的產地 
d. 先做門扇五金 

 
 

10. 刨削門扇封邊前，為何要沖釘頭？ 
a. 美觀耐用 
b. 使封邊多一個孔洞 
c. 避免刨崩鉋刀 
d. 協調油漆工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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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木面更光滑的刨削方法是： 
a. 順紋方向刨削 
b. 橫斷面刨削 
c. 逆紋方向刨削 
d. 橫紋方向刨削 

12. 安裝封口線(框緣飾)於門框邊的目的是： 
a. 封蓋牆與門框接縫和起裝飾效果 
b. 方便安裝門鎖 
c. 增加木門的厚度 
d. 給一直線供批盪用 
 

13. 按法例規定，工人必須持有哪類卡才可
進入建築地盤工作？ 
a.  有效的「平安卡」 
b.  公共醫療卡 
c.  公會會員卡 
d.  回鄉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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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門面過墨到門邊，用哪類工具較佳？ 
a. 直尺 
b. 角尺 
c. 平水尺 
d. 拉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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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