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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資管理 

物資管理章 (服務組) 

完成 (I) 或 (II) 項： 

(I) 1. 曾有效率地協助旅團的物資管理員工作六個月或以上。 

2. 明瞭及示範下列各項： 

 繩索之保養：如端結法、織結法、束繩法和捲繩法、驗繩及收藏的方法。 

 營幕之保養：如更換營繩、簡單修補、防水、檢驗及收藏的方法。 

 工具之保養：保持鋒利、重嵌工具、安裝手柄、工具清理、檢驗及收藏

的方法。 

 炊具及爐具之保養：修補、清理，檢驗及收藏的方法。 

3. 明膫及示範怎樣做一本簡單及正確之物資貯存紀錄及物資借用及交還紀錄。 

4. 明白怎樣保存旅團所有的視聽教材，如幻燈機、高影機、掛圖、繪圖工具及

其他特別的教具。 

5. 明瞭怎樣處理器材的折舊。 

6. 明瞭整齊是良好物資管理之重要條件，並解釋如何在旅團中推行這信條。 

 

(II) 1. 曾協助團部露營或幼童軍渡假營之物資管理員工作五天或以上。 

2. 明瞭及示範下列用品在營地的保養方法： 

 繩索：如捲繩法、觀察及器材之保存 

 營幕：如更換營繩、簡單修補、防水、檢驗及收藏的方法。 

 工具：保持鋒利、重嵌工具、安裝手柄、工具清理、檢驗及收藏的方法。 

 炊具：修補、清理，檢驗及收藏的方法。 

3. 明瞭及示範怎樣做一本營地之物資貯存紀錄及物資借用及交還紀錄。 

4. 明瞭及示範怎樣保養一些特別的項目：例如制服、遠足用具、攀山用品或獨

木舟等。 

5. 預備一份適合四十八小時露營的菜單與主考討論。 

6. 闡述在露營期間之食物貯藏方法。 

7. 列出一份你準備帶往營地作營具緊急修理之工具表，並說明每一工具之適當

用途。 

8. 明瞭整齊是良好物資管理之重要條件，並解釋如何協助營地物資管理員推行

這條信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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繩索之保養 

繩結的用途 

繩結用途很廣，它除了可以用來包紮東西，還可以作裝飾、連接、甚至消遣之用。當我

們翻開歷史書籍時，可發現遠在五千多年前，人類已懂得利用結繩的方法來記載事情。

後來，因為文字的產生，結繩的方法才逐漸被文字所代替。從這些史料中，足以證明繩

結和人類文化的發展曷有很密切的關係的。故此，時至今日，人類在日常生活中仍未能

脫離繩索這些東西。 

 

繩纜的標準測試方法 

無論任何種類之繩纜在使用前及後均應進行標準測試以測試其安全負荷力。或定期每季

測試一次及登記在『繩纜紀錄簿』內，以確保安全。 

 

測試的程序 

將需要測試繩纜之一端繫於一處穩固的物體(如石柱、大樹等)上，然後將繩纜伸展成一

直線，由六個人由繩端開始每隔 15 米，手持繩纜。當各人就位後，由 接近穩固物的

第一位隊，員用力慢慢(切勿疾拉)向後盡力拉，之後接著(不應間斷)由第二位的隊員用

同樣的方法盡力向後慢慢拉。如此類推，直至第六位(即 近繩端的一位)為止。六位成

員分別試拉後，則開始一起共同用力慢慢向後盡拉，時間應持續二十秒，之後由繩端的

一位隊員首先放手，繼續其前面的一位隊員放手，如此類推，直至六位隊員全部放手為

止。如測試的繩纜太長或地方所限，可將該繩纜分開同等長度，每一長度都用上述的方

法去測試。 

 

繩纜的壽命 

任何種類的繩纜在通常情況下，在使用八年後便應更換。而在未能合乎上述的繩纜測試

時，應即時更換。繩纜之兩端可染上顏色，以分別發出的年份。 

 

繩類之損壞原因 

1. 物理性損壞 

A. 外表的 

在粗糙或不平坦的地面，窗框或石牆等上拖曳而引致。 

B. 內部的 

在地面上拖曳，致沙石深入繩組織，經常過份彎折而引致。 

C. 局部磨損 

繩在承受重力時，擦過或接觸物體的銳利或粗糙邊緣而引致。 

D. 割切或撞擊 

高處墜落之石頭，玻璃，磚瓦或其他重物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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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化學性損壞 

A. 化學物品侵蝕 

與腐蝕性物品如酸類，鹼類，溶劑等接觸而使天然纖維所含之脂肪脫離或纖維

本身碳化(在此情形下，人造纖維所影響較小)。 

B. 發霉 

繩儲存於潮濕地方或繩本身潮濕，使其因發霉而致纖維漸次腐爛，(在此情形下，

人造纖維所受影響較小)。 

C. 熱 

直接曝露或直接觸火燄或高熱物體將使繩本身之纖維出現碳化，焦烙或溶合現

象。造纖維在溫度達攝氏 249 度時，可隨時破斷而無任何預兆。 

D. 陽光 

長時間曝曬於強烈的陽光下，將便任何種類之天然纖維脆弱，特別是呂宋麻與

西沙爾麻所受影響尤甚。 

 

保養繩索的方法 
1. 正確取繩 

把一綑繩平放在地上，繩尾應繞在 中心的地方。取用時俯身向前把中心內的繩尾

取出。如是常用的右旋繩，應以反時針方向取出盤繩。 

2. 適當收藏 

把繩放在一個常溫下空氣流通的儲物室內 為標準。不要把繩放在地上， 好還是

掛在木釣上。 

3. 保持乾燥 

濕的繩身不能立刻收藏，必須完成吹乾才可儲藏。如把未乾的繩收藏起來，繩必會

發霉。 

4. 保持清潔 

如果是繩積藏污物，應以清水洗刷，然後吹乾。污物一旦留在繩面或內部，會腐蝕

損害的纖維，因而減弱了繩的負荷力。 

5. 遠離化學藥物 

酸性或鹼性的藥物，對繩都有極大的傷害。 

6. 防止自纏 

保持連續的向一方纏繞，自纏的現象便會出現 – 除非向反方向纏繞才能使繩恢復原

狀。自纏了的繩若負張力或穿過滑輪等物便會受到嚴重的損傷。 

7. 永不超重 

保持繩索的負荷在 1/5 以下，確保安全。如日子久了，繩索的負荷力也須減輕，不能

再如使用新繩那樣作一般的計算。 

8. 鬆解營繩 

當營繩或其他暴露在大氣下的繩索，吸水份後便會收縮。故如遇上潮濕天氣時應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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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點，留下空位以便收縮時不敢損害繩和支持物。 

9. 避免尖彎 

尖銳的彎曲會引致一部份纖維過分負荷而斷開，餘下的纖維負起全部的張力，其結

果也會是不支而斷開。 

10. 避免磨損 

繩索外部的纖維和內部的纖維同樣的供給繩的力量。當外部受磨損時，繩負荷力便

會減少。因此，如繩索需要繞在物體上時，應盡可能繞在圓滑的物體。   

11. 避免突然的張拉力 

如果單用拉力是很難把一條頭髮拉斷的。倘若用突然的張拉力則會把它拼斷。同樣

理由，繩也是如此，尤以用了一段時期的繩索更甚。  

12. 轉移部位 

尤其是在滑輪上，應經常轉移受磨擦的部份。因此，每一部位也可接受同樣 

13. 不要加油 

一條品質上乘的繩索，其潤滑是標準的話，可維持一段頗長時間。 

14. 準確器具 

不要用不乎合體積的器具。如直徑 1/4 吋的繩應用指定給 1/4 吋繩用的滑輪，或諸如

此類的器具。  

15. 正確叉繩 

把繩損毀了的部份除去，再以叉繩將之連接。盡可能不要用結索而用叉繩。 

16. 避免高溫 

高溫能使繩索的力量削減。更要避免把繩從一極端溫度拋到另一極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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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幕之保養  

常用的營幕有以下兩種  

1. A 字營 

亦稱屋營，是一種比較傳統的營幕， 大的特點是價錢便宜及同時可容納多 (二至

十人不等) ，架搭時間長及需要注要更多細節 (否則會容易入水) 。 

2. 蒙古營 

外形與蒙古人用的蒙古營相似，只是比較細小，其好處是容易架搭及容易收藏，因

此受到初接觸露營人士愛戴。營幕可容納二至十二人不等。 

 

 

營幕使用原則 

營幕內應保持空氣流通，免積聚或產生異味；天色良好時，營帳應打開，營頂可捲起或

覆蓋在一面，以便陽光得以照進營幕內。 (紮營的方法見下頁)下雨時應減少進出次數及

儘量避免觸及營帳四週，以防雨水滲入。如非天氣惡劣，儘量避免在營內生火，縱使生

火也要極之小心。 

 

1. 紮營前注意事項 

 清理地面異物，如石塊、填平凹洞、以免妨礙睡眠。 

 測定風向，帳蓬要架在炊事帳的上風處，避免炊事煙、寒流灌入。 

 考慮進出營帳方向。 

 確定營地安全。 

 確定架帳位置，避免失慮導致再遷移等麻煩。 

 多練習，搭架的程序要熟悉。 

 平常裝備檢查、保養要貫徹，避免任何遺留，搭不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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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紮營的方法 

 營幕 理想是營後門斜向風。 

 主要的繩索應拴緊堅固的營釘，營釘須以45 度角斜插入地，但固定地蓆的營釘

宜與地面呈90 度釘下。 

 營繩應利用調整片或營繩結，適度拉緊。 

 帳篷上皺紋越少、營簷越筆直越好。 

 如果地墊不是和營幕縫在一起，便應把整張地墊放在營幕之內，使沿營幕流下

的水 ，不致流到地墊上去。 

 天幕與營牆之間要有距離以利通風、隔熱及防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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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露營結束時 

 收拾營具：營地上應用的雜物，應先收拾整理，然後分配各人攜帶。 

 拆卸帳幕：先拔去營釘，再將營幕拆下，去除泥灰草屑，摺疊妥當。 由於野外

鍛鍊多晨早出發，故營幕多帶露水，呈潮濕現象， 旅途完畢後應即散開，待乾

燥後始可摺疊收藏。 

 整理營地：所有起營設備，皆當除去，要格外注意收拾乾淨所有廢物，如無廢

物箱設備，則應將廢物帶走， 後須四週檢查一遍確保清理妥當。 

 
 

入黑前及睡前的工作 

1. 入黑前之工作 

 將營地範圍之垃圾拾好，放入乾濕坑內。 

 所有食具，煮食器皿，均需清潔，整齊放置於貯物營架內。 

 所有用具，例如：刀、斧、均需放進套內，然後放於安全地方，刀斧及繩索

好離地安放，即放在貯物架上，及置於貯物營內。 

 煮食用之調味品，必需收藏妥當，免招蟲蟻。 

 食物必須置於紗廚內，或置於貯物架上，用膠紙蓋好。 

 所有營繩，營區之圍繩，須繫以白色或反光物標記。 

 準備燃亮營燈。 

 如已展旗，於入黑前必須降下收好。 

 乾濕坑圍以標誌，若有垃圾或殘羹，須將之用坭蓋好，免招蟲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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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睡前工作 

 檢查營區。 

 徹底熄滅火種，檢查所有爐具，及收於貯物營/ 架內。 

 察看所有食物，用具是否貯存妥當。 

 為保持寢營乾爽，濕的衣物，須置於營外。 

 所有置於貯物架內之物品，必將其遮敝好。 

 做好必要的預防措施，例如將下雨前應加蓋膠幕於營頂。 

 察看有否放鬆營繩及繫上白色或反光物標記。 

 

惡劣天氣下的戶外生活技巧 

1. 狂風和暴雨 

 露營期間遭遇狂風暴雨， 能考驗出學員野外鍛鍊的認識是否足夠；風雨來臨

時，要盡量表現有備無患和克服困難精神。 

 營幕勿架搭在峭壁、易被狂風吹落的石塊、大雨後有崩潰危險的山坡處、高地

易遭狂風襲擊處、易招雷殛的大樹下等危險地方。 

 山峽，山腳，河床及低地，大雨後易於積水

之處均不宜架搭，帳幕。 

 狂風之前， 應檢視營樁是否牢固， 營繩是

否可靠，營地一切建設是否經得起狂風吹襲，

若發現不妥必須立即加以補救。 

 天雨前，應將營繩稍為放鬆，如需保持物件

乾燥，應即收拾放好，或設法蓋妥。 

 天雨時，應盡量將營幕的出入活動減至

少。 

 天雨時，如營幕沒有天蓋，則不可手觸營，否則觸處便會漏水。 

 進入營幕時，須將濕衣鞋脫去，可置於天蓋下或用膠袋套好。 

 天雨時地面濕，營幕內可使用聚乙烯乳膠地墊。 

 

2. 酷熱或嚴寒 

 夏季露營，應盡量令營幕內空氣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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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之保養 
刀 

刀的種類主要有四種： 

1. 獵刀：打獵用 

2. 士林刀：切割食物用 

3. 開山刀：登山開路用 

4. 萬用刀：刀鋸開瓶器等用途 

 

 

 
 

刀的各部份名稱： 

 
刀的使用與保養： 

1. 要學會磨刀的方法，隨時保持刀刃的鋒利。磨刀的方法有刀口向上、刀口向下及圓

形轉動磨刀等，應視刀刃之不同來使用，(刀刃圓弧大者用圓形轉動磨刀法)，磨刀時

要用質地比較細緻的磨刀石或細石，同時要不斷加水，以免損害刀刃。 

2. 傳遞刀子時，要以刀柄傳向對方，刀刃向下，等到對方拿到刀柄後，才可放手。 

3. 不可拿刀子當玩貝，這樣極易發生危險。 

4. 刀刃絕對不可放進火裡燒烤，以免脫鋼變鈍。 

5. 刀尖不可當鑿子來用，以免缺損。 

6. 用刀削木時，刀刃要朝外，並且採取不會傷及自己和別人的姿勢。 

7. 不可用鐵錘勺石頭等東西敲打刀背，以使刀子劈進木頭。 

8. 刀刃不可用來檸螺釘，以免缺損。 

9. 刀子要隨時保持乾淨，如長時間不使用，就要上油，以防生鑰。 

10. 刀子不用時，有套子要套好，可摺合的要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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斧頭 

斧頭的種類： 

1. 大斧：露營時，砍伐整棵樹木或將樹幹分段。 

2. 中斧：露營時，砍斷枯樹木或劈柴。 

3. 小斧：露營時，砍斷枯樹木或劈柴。 

 
斧頭的各部份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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斧頭的使用與維護： 

1. 用斧：必須隨時檢查斧柄是否鬆動，感覺精神疲倦時，就應立即休息，不可勉強使

用，否則易產生危險。避免使斧口碰到地面、石頭或火、水。 

2. 斧域：用斧頭時要先決定斧域。以斧柄和右(左)手臂加起來的長度為半徑，以自己的

身體為中心點，平舉右(左)手臂向前、後、左、右各轉一圈，如沒有受到任何東西的

阻礙，才算是使用斧頭的安全區域。  

3. 砍樹：除非是得到物主的許可，否則絕對不可任意砍伐樹木。用斧頭砍樹枝時，要

從枝啞的下端下斧，絕不可由上端下斧，或把斧刃砍在枝啞裡。 

4. 劈柴：劈柴時要放在墊木上劈，千萬則將木柴放在磚瓦、石頭或地上劈，以免斧刃

損缺。  

5. 攜斧：攜帶斧頭的時候要注意安全，斧頭一定要上斧套，否則斧刃一定要朝外，絕

對不能向著自己身體的任何部位。 

6. 傳斧：傳遞斧頭的時候，要將斧柄朝上，斧頭向下垂，斧刃朝無人的方向，等到對

方握緊斧柄後才可以放手。 

 

斧頭的保養與收藏： 

1. 不要以斧頭充作其他用途： 

斧頭是用來砍木頭或劈木頭的，千萬不要拿來挖地洞，開瓶蓋，或是充作鎚子之類

的用途、否則，容易損壞鋒口。不要把斧頭放在地上，因為地面的潮氣，易使斧頭

生鑰。 

2. 不要以硬物鎚打斧背： 

這種情況在劈木時常常會見到，碰見木頭太硬，或是木塊太大，人們很容易想到用

鎚子來鎚打斧背，其實這麼一來，不但增加危險也容易損傷斧頭。 

3. 防潮和防火： 

斧頭不要放置地上，以免受潮生銹，使用完後，隨時擦拭乾淨，並塗上一層油（任

何油類都行）。同時，斧頭絕對不可放入火焰或火堆中，以免造成其受損或脫鋼或生

銹，否則它的含鋼度就會變化，而成為廢鋼一塊。 

4. 妥善放置： 

斧頭不用時，必須用斧套或其他東西把斧刃包住，使它不致傷人或受損，如果繼續

要用時，可把它放在工貝架上，或把它的前角，順著木紋砍入一段平放的大木輪上，

或砍在一段直立的木墩上。用完後要去汙塗油，然後用反套，套起來保管。隨時將

刀斧放入套或鞘中，或妥善擱置於離開地面處，如果需要頻頻使用刀斧的話，可以

採用臨時擱置法，就是順著木材的紋路，將刀斧砍入一塊木段或是樹樁上。每次露

營完，在收入器材室前應先將刀斧擦乾、磨利、上油後才收好。刀斧應常保持在乾

燥之處。 

5. 磨斧：先學會磨斧的方法，保持斧刃的鋒利。磨斧多半先用鏗刀磨磋斧口，再用磨

刀石來磨利，磨刀石上一定要加水，否則會脫銅捲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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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輪 

滑輪用後應檢查滑輪的輪，有沒有破爛或有缺口。軸與輪有沒有鬆或緊。軸的外面稍子

有沒有緊扣，鉤上。繩圈有沒有鬆脫，或緊扣。如木滑輪的鐵包皮有沒有破裂的，在檢

查當時 好加些潤滑油在右軸心及輪之間，使滑輪使用時有流利滑利。 

 

鎚 

當用鎚後應注意鎚柄有沒有破裂，鎚柄與鎚眼之間的鎚柄有沒有搖動，鎚頭有沒有破裂

等，方可收藏。 

 

營釘 

營釘用後應檢查營釘是否彎曲，釘頭鉤口，橫稍子是否破爛或脫落等。及將污潰除後方

可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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炊具及爐具之保養 
火水爐 

以火水為燃料，好處是火勢猛烈及使用時間長，價錢便宜，安全性比電油較高。但其缺

點是體積大、配件多，另須帶備大量的火水供煮食用途火，風壓不足時易出現黃火，油

煙味很重及析出很多碳粒，不能於帳篷內使用。一般打氣火水爐較為笨重，只適合非流

動式露營。 

 
火水爐的保養： 

1. 發現爐身或組件有損壞，應盡速配換。  

2. 在營地中，晚上應以板蓋著爐頭或放進貯物營中以防爐頭受潮失效。  

3. 用後，應把爐身抹淨，用袋或盒盛起。  

4. 除火水外，勿用其他燃料。  

5. 貯藏前，應將所有組件完全拆卸，集中袋好。  

6. 避免因撞擊而導致接口爆裂或鬆脫。 

 

丁烷氣爐 (俗稱石油氣爐、Gas 爐) 

是 普遍的爐具，因為它方便，易點燃與控制火力，同時能於 短時間提供 大火力，

不會出現燃料油溢出污染物品的危機，適合初學人士使用。氣體燃料罐設計可分為刺穿

式和螺絲旋頭式兩種，刺穿式燃料罐一經安裝必須待全罐燃料用盡後才可更換或拆除；

而螺絲旋頭式燃料罐則可隨時更換與拆除。燃料罐無法重複使用充填，使用完畢須帶下

山，不要留在野外。其缺點是火力較弱及燃料消耗速度快，須經常更換。 

 

保養： 

1. 將爐頭之污物清除。 

2. 將爐架上油;以防氧化。 

 

安全守則： 

1. 不要在營內換氣，要在空曠地方。 

2. 汽罐勿近火源，要放在陰涼地方。 

3. 切勿撞擊氣罐。 

4. 罐內石油氣未用完前，切勿換罐 。 

5. 切勿在火源附近更換石油氣。 

6. 用完的石油氣罐應放在垃圾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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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營食物之貯藏 

食物管理及儲存 

為了儲藏的方便，可將食物分為三大類： 

1. 主糧 

主糧是米、麵、糖、雜糧等，在任何氣溫下都可保存，問

題只在如何防止蟲鼠侵襲而已。在戶外有許多方法可以有

效的應付。 

懸吊法： 

好的方法，是利用兩株樹，以一根橫桿架在樹幹上，袋

子裝好食物，綁吊在橫桿上，高度應在動物可嚼食的高度

之上。 

如要預防螞蟻及其他昆蟲爬進食物袋，在食物袋上方安裝

「氣死蟻」。它是將一空罐穿過吊繩，罐的底部要加上防

漏處理，置於食物袋上方，把水放在罐中即可。 

如果沒有天然的樹幹，也可以三枝木棍或竹桿，作一大三

腳架，再吊上食物。 

 

2. 容易變壞食物 

食物容易腐爛，如鮮肉、魚類等等，必須加以冷凍處理。 

 現代化手提冰箱或冰袋 

若能準備一個手提冰箱或冰袋，當然 好。在

露營前一兩天，將預先醃好的鮮肉和魚類用保

鮮袋包妥，放進電冰箱冷藏格雪藏至冰硬。在

出發前，將食物用報紙包裹，放入冰箱或冰袋

內。如能連同已冷藏的旅行雪種或結冰的罐裝

飲品貯藏，效果更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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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藏法 

要把這些食物維持在10℃以下，利用溪流或下沖的山泉，是 方便了天然方法。

假若是有一條小水溪在附近，選擇一個陰涼的地方，在兩岸橫架一木桿，把食

物容器上端吊在木桿上，底下部分沉入水中。若找不到陰涼的地方，也可以用

樹枝、茅草或天幕，覆蓋在上面，以防日曬。 

在一條大河流，又有樹枝伸入河面的話，用一條繩子綁在樹枝上，另一端將容

器連接，使容器差不多全沒在流水中，不但 方便，冷藏效果也 好。 

在一條沒有樹枝可資利用的大河流時，則須用一個大容器作為浮桶，將石頭壓

在底部，使它沉入淺水中，把食物放在桶內，然後上面再覆蓋樹枝、茅草以或

天幕，以防日曬。 

 

 

 地洞法 

假若在遠離流水區露營，可以在地上挖掘一個方形的

深坑，坑內四週的坑壁和坑底，用石子或竹木密舖，

以免土壤崩潰。坑上用天然物，編織一個蓋子，把食

物分別裝入塑膠袋後，放進坑內，這個坑就是戶外的

冷藏窖。 

在香港，地洞法不合用，大多數營地不容許挖掘土地。 

 

夏日酷熱，任何冷藏方法都無法達到良好的效果，假如採

購方便的話， 好現買現煮現吃，否則極易腐壞；假如採

購不便，就只好用罐頭、脫水食物或醃肉來代替新鮮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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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蔬菜類 

包括新鮮蔬菜、水果以及蛋、火腿、香腸、其他燻肉，這類食物沒有冷凍設備，也

可以保持較短時間，但是天氣太熱時，也容易腐壞，也要須防止蟲蟻侵襲。可將這

類東西，依照冷凍食物貯藏法加以冷凍。在買菜時，盡量挑選一些較耐存的蔬菜如：

生菜、椰菜、洋蔥、蕃茄等。 

儲藏屋： 

如果氣溫不太高的話，也可以用竹子或樹枝作支

柱，再舖上灌木細枝葉搭築一個方形的小儲藏

屋。 

比較簡單的方法，可在避免日曬的地方 (如士多

營或天幕內)，用一個有空隙木箱或膠盒，將蔬

菜放入箱內，放代替儲藏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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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資借用表 

茲 因參加                                                          ， 

本人欲向童軍團借用下列物資： 

 

物資名稱 數 量 按金 驗收 歸還日期 

1.      

2.      

3.      

4.      

5.      

6.      

7.      

8.      

9.      

10.      

本人定於               把上列物資如數歸還，如有損壞或遺失必購買回相同物資或

照市價賠償。 

 

小隊：                           姓名：                

借用日期：                 經手人：                

歸還日期：                  經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