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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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牆邊支撐陣底的鐵架，拆卸牆板時稍有
阻礙，你會如何處理 ？ 
a. 雖然有阻礙，不會拆動鐵架 
b. 先拆走鐵架，待拆完牆板後再補裝

回鐵架 
c. 先將鐵架鬆下移開，待拆完牆板後

再移正鐵架 
d. 以上三種處理方法都可以 
 

2. 拆卸樓底模板前，拆板工人必須要做甚
麼？ 
a. 做足圍封及警告指示不准閒雜人等

進入拆卸區 
b. 通知公司派管工監察拆卸區 
c. 派人大聲呼叫閒人不准進入 
d. 要求僱主監察拆卸區 
 

3. 拆卸梗料間牆板後最理想是： 
a. 拆卸後板枋相連 
b. 拆卸後板枋分離 
c. 拆卸後板枋崩缺 
d. 拆卸後亂七八糟 

 

4. 裝有止水帶的收口板，你如何拆卸？ 
a. 拆卸時不可損壞止水帶 
b. 拆卸時不需理會止水帶 
c. 拆卸時如有鐵釘固定止水帶，可強

行將收口板拆出 
d. 插穿止水帶將收口板拆出 

 
5. 拆卸五米高的梗料護土牆模板，應由哪

一部分拆起？ 
a. 牆頂部 
b. 牆中間 
c. 牆腳 
d. 不分先後 

 

6. 纖維（膠）圓柱模板，應該如何拆卸 ？ 
a. 將圓模直截幾份拆卸 
b. 將圓模橫截幾份拆卸 
c. 拆卸時不能損壞圓模 
d. 用熱力處理拆卸 

 

7. 拆卸 0.8 米 x 1 米的泳池底排水隧道內
模板，應該如何處理？ 
a. 由隧道口開始邊拆邊清走材料 
b. 由隧道口開始拆卸完後才清走材料 
c. 由隧道中間開始邊拆邊清走材料 
d. 由隧道中間開始拆卸完成後才清走

材料 
 

8. 拆卸樓底、陣底及陣旁模板的程序是： 
 
a. 先拆陣底板及陣旁板然後拆樓底板 
b. 先拆樓底板再拆陣旁板然後拆陣底 
c. 先拆陣旁板再拆樓底板然後拆陣底 
d. 以上三種程序都可以 
 

9. 拆卸沒有牆頭的梗料間牆板，應由哪一
件開始？ 
a. 由雙乸板拆起 
b. 由牆角板拆起 
c. 由公乸板拆起 
d. 任意一件板拆起 

10. 拆卸樓底模板一般最先由哪一件開始？ 
 

a. 較細小的塞罅板 
b. 完整夾板 
c. 陣邊板 
d. 牆邊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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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拆卸下來的外牆模板，應該如何處理？ 
a. 放置在樓層內 
b. 向樓下掉去 
c. 堆疊在竹棚架上 
d. 隨意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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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用拆卸模板的鐵筆長度為： 
a. 一尺至兩尺 
b. 兩尺至三尺 
c. 三尺至四尺 
d. 四尺至五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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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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