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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童軍的三大基本技能是露營、觀察和先鋒工

程」。童軍之父貝登堡勳爵在其《少年警探》一書曾

述及「先鋒者往往在森林或其他地方為部隊拓荒」。

先鋒工程是運用結繩及其他物料（如竹、棍、滑輪

等）做成可用的結構以達成拓荒的目的。在戰時，這

些工作通常是由偵察兵或工兵擔任。雖然現代的都市

沒有森林或沼澤；但如果能善用「先鋒工程」的特

質，再配合郊野的環境，它仍是一種經得起考驗的童

軍活動主柱。

先鋒工程變化多端，讓童軍借助繩和物料，經過策

劃、分工合作和有目的地克服大自然的障礙。工程

完成後，使童軍感受到具體而實質的成功感。

同時，製作過程往往是一項艱辛的歷程，這正

好是一種鍛煉參加者德育和群育的機會。

先鋒工程是由一些繩索和物料結合而成的，通常由一個方結或十字結或接棍

結開始。先鋒工程是童軍複習繩結和紥作的理想媒體，這樣可以把其學習付諸

實踐。製作先鋒工程的過程，涉及策劃、採購、搬運和建造等經歷；這些經

歷正好是培訓童軍歷險、群策群力和鍛煉能耐的良好機會。製作完成後，童

軍們站在其紮作上，分享成果時，那一份歡愉和喜悅的感覺，不是筆墨所能

形容的。

為了讓讀者更深入了解先鋒工程及掌握它的訓練技巧，本專題特別訪問了青

少年活動署助理總部總監（先鋒工程）麥錫康先生；同時亦綜觀現時幼童軍及

童軍支部的訓練綱要中有關先鋒工程的訓練要領；及搜羅有關先鋒工程的書籍

和網頁，務求令各領袖及童軍成員在訓練或進行先鋒工程時能事半功倍！

資料來源撮自：深資童軍資訊網 —— 先鋒工程訓練班參考資料：

http://www.scout.org.hk/venture/chi/download/pioneer/pioneerNote/

01meaning.htm

下期專題預告：童軍‧藝術 Cross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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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當與他人談起童軍運動，人們總會聯想起穿着制服的青少年，參與一些露

營及遠足等野外活動，紮作一些甚少見到的物件。先鋒工程（Pioneering）這

個名詞對身為童軍的我們當然毫不陌生，它是童軍的基本技能之一。先鋒工程

的目的就是利用繩結及天然的物料幫助先鋒者拓荒，所以沒有既定的方法，只

要達到目的便可。

童軍技能的意義
　根據青少年活動署助理總部總監（先鋒工程）麥錫康總監所說，先鋒工程與

繩結都是「童軍技能」。透過積極的參與，我們不但可以強化紮作方面的技能

及改善技巧；而且還可學到其他的童軍技能，例如小隊合作精神、耐性、勇

氣、互相信賴、領導才能和改善人際關係，實在是一舉數得！

　麥總監憶述年幼當童軍時，在團集會開始前會與其他小隊以先鋒工程作比

試，能夠順利完成作品，打敗其他小隊的那份滿足感，實非筆墨所能形容。他

說當時參與的隊員都是自發的，希望盡顯本領。

不容忽視的事項
　先鋒工程的範疇甚廣，從空中走廊，到陸上的猴子橋、炮台，再可以延到水

上的浮筏。其實，可供人們享用的紮作有很多不同種類。正式進行紮作前，麥

總監指出參與者應熟習一些與先鋒工程有關的繩結，例如四方編結及十字編

結，以及掌握各種工具的使用。進行先鋒工程前，應先製造模型，以了解整個

紮作的結構及工程的先後次序。進行先鋒工程時最重要的是注意安全，檢查所

有的工具及材料，尤其是竹及繩纜。

　先鋒工程是一個由幼童軍至成年領袖都可參與的活動。幼童軍們除了選擇旗

架紮作，還可以嘗試炮彈架及天幕。童軍們最喜歡的可說是戰鬥力十足的羅馬

炮車。而深資童軍、樂行童軍及領袖們可以參與較大型的紮作，例如空中走

廊。進行先鋒工程時，選擇合適的場地是十分重要。麥總監建議我們可以到港

島地域的大潭童軍中心及九龍地域的基維爾營地進行練習。其他的營地及活動

中心亦是不錯的選擇。

事後檢討的重要
　與露營一樣，先鋒工程是一項引領我們思考、認真行事的活動。參與者需要

經過一系列的過程，包括策劃、分工、購買物資、練習、物資分配、事工進行

及事後檢討等。當中策劃這一個過程尤為重要，因為良

好的規劃是成功的關鍵。但很多人都忽略了事後檢討：

認為既已完成事工，又何必多此一舉，浪費時間呢？其

實，每一次完成先鋒工程後，我們都會有一些需要改進

的地方，進行檢討既可以令我們從錯誤中學習，亦可以

強化我們的優勝之處。

　我們又可以從甚麼途徑學習及改善先鋒工程呢？總

會、地域及區會都會舉辦繩結及先鋒工程訓練班，有

興趣的讀者可透過參加訓練班，一方面增長知識；另

一方面擴闊社交圈子。據了解，營地會要求教授先鋒

工程的領袖出示「先鋒工程領袖技能訓練班證書」才獲

准在營地進行先鋒工程或紥作，這點正好說明完成先

鋒工程的訓練是可獲得普遍的認同。麥總監指出「童

軍技能評審計劃」也有把先鋒工程納入為課程及考核

範圍之內，按照對技能認識的水平分為3級，以第3級

為最高等級。由於該計畫正進行修訂中，詳情請留意

訓練署日後的公布。各位讀者如果想進一步了解先鋒

工程的樂趣，就千萬不要錯過以下麥錫康總監所寫的

「先鋒樂」了！

先鋒工程淺談先鋒工程淺談

專題 文：月刊記者 蒙靜琳

麥錫康總監推薦的先鋒工程參考書

Reference books recommended by Mr MAK Sak-h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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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綱要之先鋒工程

童軍專科徽章：
先 鋒 工 程 章（Pioneer）

完成下列各項：

正所謂「萬丈高樓從地起」，

童軍要在進行先鋒工程時得心應

手，必須由基礎入手，先了解先

鋒工程涉及甚麼基本的童軍技

能，以及綜觀現時幼童軍及童軍

的訓練綱要中，哪些涉及先鋒工

程的元素，勤加練習，當進行先

鋒工程時自然無往而不利！

前言：

先鋒工程是旨在群策群力，就地取材，以克服自然環境

的障礙，安全地達致預期目標，先鋒工程本身的紥作沒有

絕對的模式，童軍是可按實際的環境，加入前人的經驗，

發揮自己的創意設計出實用而安全的先鋒工程。以青少年

活動署助理總部總監（先鋒工程）麥錫康先生的經驗分

享，先鋒工程中最基本要掌握四方編結及十字編結的運

用，及要懂得紥作梯形橋架，因為這些都是先鋒工程中最

基本和最常用的元素。

大部分的先鋒工程都涉及繩結的運用，故在幼童軍的訓練中，無論在進度性獎章或活動徽章的訓練中，都很強調繩結的訓練：

幼童軍進度性獎章 獎章 包含與先鋒工程有關的訓練

一、 幼童軍獎章 ★ 繩結訓練

 （The Cub Scout Award）

二、 幼童軍歷奇章 ★ 繩結訓練

 （The Cub Scout ★ 小型先鋒工程

    Adventure Award）

三、 幼童軍高級歷奇章 ★ 繩結訓練

 （The Cub Scout ★ 建造遮蔽物

    Adventure ★ 營地建設

    Crest Award）

幼童軍挑戰獎章 獎章 包含與先鋒工程有關的訓練

金紫荊獎章 ★ 紮作天幕（必須在領袖協

（The Golden Bauhinia Award）    助及監察下完成）

★ 簡單先鋒工程（在專業教

   練及領袖之協助下，必須

   清楚每項活動之安全守則

   及絕對遵照這些守則及教

   練的指示進行活動）

 童軍進度性獎章及專科徽章（先鋒工程章）：

先鋒工程亦涉及事前周詳的策劃，故此在童軍的訓練綱要的進度性獎章或「先鋒工程」專科徽章的訓練中，會加強童軍實際運用

不同的繩結，策劃及製作不同類型的簡單先鋒工程：

童軍進度性獎章 獎章 包含與先鋒工程有關的訓練
（童軍技能）

一、 探 索 獎 章 ★ 示範童軍活動中常用的繩結，例如

 （Pathfinder Award） 平結、接繩結、八字結、雙套結、

稱人結及繫木結等

二、 毅 行 獎 章 ★ 利用結、索及編結進行一項活動，

 （Voyager Award） 並示範收繩技巧

★ 示範如何安全使用及保養一把小刀或

摺刀

三、 挑 戰 獎 章 ★ 策劃及帶領完成一個應用不少於兩種

 （Challenger Award） 編結之先鋒工程紮作

★ 技能組專科徽章—先鋒工程

四、 總 領 袖 獎 章 ★ 組織及參與一個不少於三種編結之小

 （Chief Scout's Award） 隊先鋒工程紮作

★ 負責管理及保養一特定之團物資不少

於三個月。

（例如營幕、獨木舟、繩纜、爐灶等）

★ 技能組專科徽章—先鋒工程

幼童軍進度性獎章及活動徽章（繩結章）：

幼童軍活動徽章
繩結章 （Knotting）

1. 在主考面前，完成下列各繩結：

a. 平結 Reef - knot

b. 接繩結 Sheetbend

c. 繫木結 Round turn and two

half-Hitches

d. 稱人結 Bowline

e. 雙套結 Clove hitch

f. 曳木結 Timber hitch

g. 三腳架編結 Tripod lashing

h. 四方編結 Square lashing

i. 十字編結 Diagonal lashing

2. 利用所學繩結，完成下列小型紮

作其中兩項：

a. 一個三腳架。（能穩固地豎立）

b. 一個衣架/毛巾架。

c. 把旗杆或長竹固定於一橫欄上。

d. 一個簡單的鞋架。

1. 認識各類適合先鋒工程使用之人造纖維或天然纖維製造繩纜的

主要特性，示範怎樣保養及綑捲繩纜，並估計繩纜之狀況及所

能承受之力量。

2. 認識下列情形所會造成的危險：漠視領導人之指示、不守紀

律、工具之誤用或超越負荷、繩結及編結之錯誤等。明瞭人造

纖維繩纜在裂斷時所做成之危險。

3. 明瞭及示範使用各類先鋒工程所需之不同樁躉，使能適用於各

類先鋒工程紮作、位置及土壤，包括鬆土及沼澤。

4. 認識並示範下列繩結之結法及用途：

接繩結、雙套結、繫木結、稱人結、曳木結、縮繩結、四方編

結、西部或普通繩端結、滑輪接棍結、雙接繩結、

漁翁結、三套結、八字編結、十字編結、帆工繩端

結、鳳眼織結、繩端織結、接棍編結、絞盤結、貓

爪結。

5. 在主考出示之先鋒工程圖片中選擇一項，然後有效

率地領導2至 3人完成之。接受測驗者應施行各種

需要的安全措施。

6. 領導2至 3人完成一件自己設計之先鋒工程。該設

計之圖則、比例模型、工作程序、所需工具及時間

等均事前與主考討論及得其同意。

結語：
先鋒工程樂趣無窮，可激發無限創意，惟必須以安全為上，故此，編者極之鼓勵所有領袖多參與有關先鋒工程的訓練班，

實際掌握各項先鋒工程的難點及危險性，並按部就班地帶領童軍以謹慎的態度進行各項先鋒工程的活動。

參考網頁：
幼童軍訓練綱要：http://www.scout.org.hk/chi/member/cub/training/home.html

童軍訓練綱要：http://www.scout.org.hk/supplement/chi/training_scheme/index.htm

照片來源：http://www.tps48.org內之「訓練資料」—「繩結動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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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鋒工程是童軍訓練當中一個重要的項目，在其

他制服團體中很難有機會接觸到先鋒工程，因為它

需要大量的物資及有經驗的人士帶領，所以它成為

了童軍運動中的獨有項目。有些人甚至連何謂先鋒

工程也未曾聽過，更不知道先鋒工程如何能達到訓

練與活動之標準和目標。

先鋒工程，又名斥堠工程，乃是軍旅中的先頭部

隊，利用天然的物資為軍隊建橋築路，以及興建瞭

望台視察敵方。童軍運動始創人貝登堡勳爵便把這

項軍隊的技能加入童軍訓練當中，時至今日，雖然

我們很少機會為過河而利用到先鋒工程的技能來建

橋，為觀景而建塔，但不代表先鋒工程訓練已失去

其用途，相反先鋒工程訓練所能帶給青少年的得

益，是其他訓練未必能做得到的。

先鋒工程的實戰篇 ∼
訪問港島地域總部總監 翁澤文先生

筆者：翁總監，你何時開始接觸先鋒工程的呢？

翁總監：我早於童軍時期已經開始接觸先鋒工程紮作，記得

在1957年於上水金錢村參加「香港童子軍大露營」

時，便已開始進行先鋒工程紮作。

筆者：為何你選擇先鋒工程來發展呢？

翁總監：因為我覺得先鋒工程是童軍技能之體現，亦是對外

界人士最深刻吸引的，而且自己對此項目亦很有興

趣。當熟習了先鋒工程後，人們開始找我幫手，日

子久了便成為別人眼中的前輩了。

筆者：有否參與過甚麼大型活動紮作？

翁總監：有，如1957年，於金錢村舉行的大露營，1976年

於林村的筲箕灣區大露營，2000 年的跨世紀大露

營，2004年的港島地域大露營，以及2005年的35

週年童軍知友社大露營中，每次露營都會負責紥建

營門，及一些以先鋒工程紮作為主的競技遊戲項

目。

筆者： 你認為先鋒工程對童軍發展有何好處呢？

翁總監：先鋒工程可以使童軍成員增加自信心，給予他們一

個團隊合作的機會。當遇上困難時，便要想辦法克

服。先鋒工程亦能使成員應用所學到的繩結知識。

筆者：你覺得參與先鋒工程時應注意甚麼呢？

翁總監：參與先鋒工程，最主要的大前題便是安全，領袖或

是領導者一定要有專業資格。此外，亦應該有足夠

的經驗去領導先鋒工程活動。正式實行時，每人也

應明瞭紮作的物件資料，如高度、受力點等等，以

及知道每個程序之先後次序和要注意的地方，遵守

一切安全守則，這樣才能使發生意外的機會減低。

筆者：如何能加強發展先鋒工程活動？

翁總監：應該由領袖着手，每個領袖應該多些參與技能訓練

班。如果領袖根本沒有先鋒工程證書及帶領先鋒工

程經驗的話，根本很難讓團員參與先鋒工程活動，

而領袖們亦應多些鼓勵團員參與先鋒工程課程及同

樂日活動，使他們有更多機會接觸先鋒工程。

筆者：我知道翁總監8月底便退休，之後有何計畫？

翁總監：我會繼續以顧問身分參與大小不同的先鋒工程活

動，希望以「一日童軍 一世童軍」之精神繼續推廣

先鋒工程活動。而早前我亦收了兩位徒弟，希望他

們能把我的先鋒工程知識繼續發揚開去，使更多人

能接觸到先鋒工程活動。

一、 活動計畫
其實每項活動都應該在事前已有一份周詳的計

畫，這對先鋒工程來說尤其重要，因為先鋒工程

的紮作很多時都十分大型，如瞭望台，一旦欠缺

周詳的計畫而造成紮作倒塌或成員不慎在紮作上

摔下，後果便不堪設想。所以進行先鋒工程紮作

前要在多方面進行計畫工作，如物資數量、人手

分配和工序安排等等，所以童軍多進行先鋒工程

訓練，便能學到如何全面地計畫及準備活動，善

用資源及人手，對其他方面的發展也有幫助。

翁澤文總監是一位資深的童軍領袖，他早於50年

代已開始參加童軍運動，差不多每種童軍活動，他

也積極參與，尤其是先鋒工程項目。很多先鋒工程

的訓練班也會邀請到翁總監來指導，我們亦很開心

能邀請到翁總監跟我們做了一個訪問。

其實筆者乃是翁

總監的其中一位

徒弟，早於深資童軍時已認識

翁總監，他教懂筆者很多先鋒工

程的知識之餘，亦令筆者明白很多

做人的道理。而筆者在翁總監身上亦

看到何謂無私的付出，他付出了自己

的時間，積極推動童軍運動，以及管

理自己的旅團。我們身為領袖，猶如

老師，我們也應學習如何不計算得失

和付出，在學生身上即使得不到任何

實在的回報，但卻始終堅持用心地教導每位學生，因

為我們深信，我們所做的是對青少年的發展有着

無形的幫助，所以筆者亦會像翁總監一樣，

可幫助的地方，盡力幫助，發揮無私

的童軍精神。

先鋒工程對童軍的好處

二、 團隊合作
先鋒工程是一種着重團隊合作的活動，與露營紮作不同，露營時可以一些隊員紮

衣鞋架，一些紮工作桌，很少會整隊成員去完成一個紮作。但是先鋒工程就不同，

往往需要整隊人同心合力建設一個先鋒工程紮作，由於隊員們是一同付出時間及精

力，所以得到的成功感也會更大。加上在進行期間需要緊密溝通、協調才能做出一

個完美的紮作，所以成員們便能從中增進彼此間的團隊合作性，對小隊制度為主要

訓練模式的童軍支部尤其重要。

三、 領導才訓練
要安全及正確無誤地完成一個先鋒工程紮作，除了要有周詳的計畫之外，一個有

領導才能的小隊長亦非常重要的，因為即使我們事前做好所有計畫，到實際紮作總

會有突如其來之事發生，如斷竹、沒有所需要的物資等等，

這時便需要領導者的應變處理，明確而無誤的決定才能有助

隊員解決困難。很多小隊長時常到了重要關頭便不知所措，

令隊員也迷失了方向，最後完成不到紮作。隊長在每個時刻

也應指引着各隊員的工作，協調工序，從而在有限的時間之

內完成紮作。所以先鋒工程是一個很好的隊長訓練工具，一

方面訓練其策劃能力，二來亦能訓練其領導能力。

四、 成功感
當你完成一個紮作之後會得到莫大的成功感，這些成功感

來自多方面的，例如當你做好一些具實用性的紮作（如起重

機、空中走廊），完成後能正常運作，便會有很大的滿足

感；又如紥建一個瞭望台，完成後能高高地站在自己的紮作

上拍一張照，那是多麼令人驕傲，之前所付出的時間及精力

都是值得的；如紮作本身是自己新設計的話，完成後的喜悅

便會更加大了，因為你可以證明自己的意念是能夠付諸實行

的，所以先鋒工程活動能帶給成員莫大的成功感和喜悅。

後記：

翁澤文先生（中） Mr YUNG Chak-man（midd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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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頁、
書籍好介紹

甲. 參考書介紹

看過以上的精采訪問，也許大家已經明白甚

麼是先鋒工程，想試試進行先鋒工程活動。不

過，大家可能覺得意猶未盡，或者想多知一點

點，以增強信心去進行一個成功的先鋒

工程活動。到底在哪裏可找到

更多有關先鋒工程的有用資

料？以下將會介紹一些有關先鋒

工程的書籍、網頁及課程，相信一定

可以幫到大家。

2. "Pioneering Principles"（先鋒工程原理）

John Thurman（Camp Chief, Gilwell Park）

前基維爾營地主任約翰‧費文先生（John Thurman）編著了一

套4本先鋒工程叢書（即本文介紹的第2－第5本 的書籍）。此書

是讓新手明白先鋒工程之原則。由繩的選擇、結的應用、竹、棍與

大型木材的搬運都有詳細的講解。

1 .《斥堠工程》 劉彥俊
首先介紹一本中文書。書內介紹40多個先鋒工程紮作，大家大

概可從書中認識不同種類的先鋒工程紮作。

童軍物品供應社為各位童軍提供各式各樣的童軍用品，

當中當然不乏有關先鋒工程的書籍：

3. "Progressive Pioneering"（先鋒工程進階）

John Thurman（Camp Chief, Gilwell Park）

明白正確原則後，正式進入實習階段。全書有38個先鋒工程例

子供大家參考。書內對於各項先鋒工程所需的材料，以及建設時要

注意的事項都有詳細記錄。

各童軍領袖亦可到香港童軍中心9樓的「童軍圖書館」，借閱

有關先鋒工程的書籍。館內存放了不少童軍訓練書籍，供童軍閱

讀，以增進其童軍技能及知識。好像上文提到約翰‧費文編著的一

套4本先鋒工程叢書，現時童軍物品供應社暫只提供“Pioneering

Principles”及“Progressive Pioneering”這兩本書籍，如欲細閱

其他的，便要到童軍圖書館了！此外，筆者在云云館藏中找到幾本

有關先鋒工程的書籍向大家介紹：

4. "Fun With Ropes and Spars"（繩棍之樂趣）

John Thurman（Camp Chief, Gilwell Park）

“Fun With Ropes and Spars”中的先鋒工程以玩樂較多。

5. "Pioneering Projects"（先鋒工程計劃）

John Thurman（Camp Chief, Gilwell Park）

“Pioneering Projects”指出在進行先鋒工程前應先訂立一些

問題：做甚麼、要甚麼、哪裏做、做多久、誰去做以及怎樣做。

6. "Scout Pioneering"  John Sweet
最後介紹的這本書籍是來自加拿大童軍會。書內介紹先鋒工程

中一些比較特別的紥作，例如人力馬車、投石機、禾草天幕等

等，當然也有講解紥作的基本原則。

互聯網上資訊無限，世界各地的先鋒工程發燒友都製作了大量介紹先鋒工程的網站，大家於各搜尋

引擎輸入「先鋒工程」應該會尋找得到，非常方便。以下提供4個香港本地網頁供大家參考：
乙. 網頁介紹

結 語
先鋒工程不獨是童軍技能實踐的訓練，它的價值也不單在於所完成的紥作製成品，它更是

考驗童軍的組織、策劃、管理、溝通、協作、解難、創意、堅毅及審慎的處事態度的良好工

具。不過，先鋒工程涉及不少專業的知識，如力學的應用、地形的勘察、物料的選用及保養

等，當中更重要的是安全的考慮，故此，筆者提醒各讀者在進行先鋒工程前，必須事先接受

有關的訓練，經詳細的策劃，才能在安全的情況下完全投入先鋒工程的懷抱，享受它為你帶

來的歡愉！

文：月刊助理編輯 何淑儀

1

2

3

1 新手區：香港童軍港島第149旅 — 先鋒工程教材
http://www.scout149.org.hk.ro/material/notes.htm

針對一些先鋒工程新手，由零開始，內含一些基本的先鋒工程知識簡介，如

先鋒工程概況、器材保養、樁及把持法，以及安全守則。新手在參考過此網頁

後，相信對先鋒工程應該會有一個初步的認識。

2 中手區：新界地域青少年活動與領袖訓練部 — 談先鋒
http://www.hkscout-ntr.org/trianmat/p01.htm

網頁分成6講，圖文並茂介紹了器材的存放、製作的原則，以及一些簡單紮

作等基本知識。

3 高手區：青少年工作資源中心 — 先鋒工程區域
http://www.socialwork.com.hk/scout/training/pioneer/pioneer.htm

網主上載了先鋒工程筆記、先鋒工程紮作圖及先鋒工程紮作（英文版），提

供了9個先鋒工程紮作予大家參考。紮作的由來、訓練目的、材料、方法和潛

在危險等等，內容非常詳盡。

4 深資童軍資訊網 — 先鋒工程訓練班參考資料
http://www.scout.org.hk/venture/chi/download/pioneer/pioneerNote/
pioneerNote.htm

網頁內包含先鋒工程訓練班參考資料：先鋒工程的意義、先鋒工程的把持

法、繩纜的標準測試方法、繩類之損壞原因、繩類之護理及保養、滑車、滑車

組、先鋒工程安全措施、簡單力學、器材護理、設備管理之重要性、繩結、刀

斧使用、簡易測量法及空中走廊守則等，資料詳盡。

若然大家認為看參考書或網頁，只是紙上談兵，在實際進行先鋒工程時可能會遇

到一些意想不到的問題。事實上總會、地域及區一直都有為童軍、深資童軍、樂行

童軍甚至童軍領袖舉辦先鋒工程訓練班，提供不同程度的先鋒工程實戰訓練，大家

不妨多報名參與。

4

童軍圖書館一角

A corner of Scout Library

「童軍圖書館」
開放時間：逢星期三 晚上7－9時

逢星期六 下午2時半至5時

  ﹝公眾假期除外﹞

查詢電話：2957 6477

童軍物品供應社
查詢電話：2957 6444

﹝香港童軍中心11樓﹞

2573 2581

﹝位於港島地域總部的灣仔分店﹞



此外，一般人常稱一件物件的「重量」為10kg，或這件物件有10kg

「重」，其實在物理學中，這個「10kg」是描述物件的「質量」而不是

「重量」。質量是指物質裏共有多少「量」。而重量則是指該物體因受

到地心吸力的影響下而擁有多少「重力」。在一般人來說，大家已接受

用重量這個量詞來形容一件物體有多重。不過，在本章裏，我們仍然會

用質量來形容物體有多重，而不是重量。

3. 角度與有效拉力 Angle and Effective Force
在豎立一枝旗杆時，我們會用3條繩索去固定旗杆。每條繩索的一端

繫於旗杆身上，另一端則斜拉向地面，綁在營釘上。繫於旗杆的繩索角

度不同，會產生不同的效能，即有不同的有效拉力。假若繩索以斜向θ

的角度繫於旗杆時，繩索的作用力可分拆成橫向分力(horizontal

component)和縱向分力(vertical component)這兩個分拆力

(component)。

其量值為

橫向分力 = T sinθ

縱向分力 = T cosθ

因此，如果要增加橫向拉力，

就要使θ增大，即是將營釘

和繩索向外移離旗杆。

4. 滑輪系統 Pulley System
人的力量是有限的，我們不易把一件重物提舉或用較大的力作用於一

條繩纜上拉扯。有些先鋒工程紮作是需要提舉或移動重物，非集多人的

力量可以做到的。因此我們會應用滑輪系統去解決困難。滑輪系統的主

要功能就是以較小的 施力（effort），去得到較大的負荷（load）。以

下是滑輪系統的理論。

A. 機械利益 Machine Advantage
如想以較少的力去拉動物件，我們可以用一個或一組滑輪及一條繩索

去做一個系統。將施力繩繞在兩個滑輪組合之間，來回的次數越多，所

需的施力就越少。將負荷除以施力就得出機械利益（MA）。機械利益

的值越大，代表小的施力能提供一個較大的負荷（力）。機械利益的計

算方法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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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速度比 Velocity Ratio
但是，當機械利益越大時，施力繩拉扯的需時和拉繩的距離就相對地

增加，我們可以用速度比(VR)去計算拉扯繩所需的長度。速度比的計算

公式為：

舉例：在右上圖的滑輪系統中，當施力

繩拉長了3米(d
E
)後，兩個滑輪便縮短了1

米(d
L
)的距離，其速度比為3：1。同時，

如果兩組滑輪在未施力前的初始距離為2

米（右下圖），整組滑輪繩所需繩索長度

最少應為2米 X 3，相等於6米。

（注：在一個百份百效益的設計裏，其機械利益相等於速度比，即MA = VR 。）

C. 一些在先鋒工程中應用到滑輪系統的例子：
i. 馬騮橋：由於在馬騮橋上的

主纜有一定的重量，再加上

使用者的重量，因此主纜必

須要有足夠的拉力（tension）

才能使橋拉直。我們可使用

一組的滑輪系統設於主纜的

一端，另一端將繫於大樹或

樁躉中。

ii. 空中走廊（空中滑車）：跟馬

騮橋一樣，主纜上必須有足

夠的拉力，才能抵銷使用者

在主纜滑行時，導致繩索向

下墮的情況。可是，有時我

們會故意不把主纜拉直，目

的是利用使用者的重量造成

主纜前部一個比較傾斜的角

度，從而增加滑動的速度。

機械利益（M A）=
負荷（L）

施力（E）

W = 10kg

機械利益（MA）=負荷繩的數目：施力繩的數目＝負荷繩的數目

速度比（VR）=
施力繩的長度（dE）

滑輪之間縮短的距離（dL）

5. 摩擦力 Friction
大部分物體皆由粗糙的表面造成，當它們與其他物體接觸時，

就產生對抗性的摩擦力。這種摩擦力會在不同情況下發揮不同的

作用。當兩者的接觸面積及壓力越大時，摩擦力就越大。

A. 運動中的物體
在運動中的物體，我們希望摩擦力越少越好。例如在空中走廊

的建設中，我們將滑板用繩掛在主纜中，並裝上一個滑輪，作用

是減少滑板繩和主纜在滑行時的摩擦力。

B. 靜止的物體
如果要保持物體處於靜止狀態，或者要物體與物體之間相對地

靜止的時候，摩擦力就能發揮其作用。例如將繩索繫在竹、棍或

其他物件上。又或用編結將兩枝或多枝竹、棍綁紮在一起時，我

們是利用摩擦力將它們固定起來的。

除此以外，當用繩綁紮物體的力度越大（緊），便會把物體之

間接觸面的壓力增加，其相互之間的摩擦力也就越大。因此，我

們在打編結做到勒捆(frapping)的時候，應盡量把繩與繩平排繞

着，不是繩搭繩，這樣才可增加相互間的摩擦表面。

（待續）

前言：
在4年前，我獲當時任副香港總監（支援）盧偉誠先生（現為副

香港總監（管理））委託，為他的著作撰寫其中一章──「先鋒工程

的力學原理」，於是便開始搜集和整理資料。文章寫成後，得盧先

生悉心批改，及後亦得青少年活動署助理總部總監（先鋒工程）麥

錫康先生審閱，方告完成。至今盧先生的書雖未能面世，但我也想

藉此與各童軍弟兄姊妹一同分享一下我研究的成果，望各位能多多

賜教。

在許多先鋒工程紮作中，我們都會經常運用到物理學中有關力學的原

理。在這裏，我們將展示有關的原理怎樣應用到紮作裏去。只要大家能

掌握箇中的道理，就能有效地運用各種工具和材料去設計出穩固和實用

的先鋒工程紮作。

1. 三角學原理 Triangles
在眾多的先鋒工程設計中，都運用了三角形的設計。所以，我們必須

要熟悉三角形的角度與它三邊的關係。

在一直角三角形中，對着直角的一邊，稱為斜邊ｃ，是三條邊最長的

一邊。在其餘兩角取一角為θ。對着此角的為對邊ａ，在其旁者，一是

斜邊ｃ，另一為鄰邊ｂ。θ的值(degree)與邊的長度是有密切的關係。

只要知道其中兩邊的長度，便可以求出θ的值。又或，如知道θ的值及

其中一邊的長度，也可以求出其他兩邊的長度。角度和三邊的關係可列

成下面三條公式。

2. 力的概念、質量與重量 Force, Mass and Weight
無論要令物體由靜止狀態轉到運動狀態，抑或由運動狀態轉到靜止狀

態，甚至有時要維持物體的運動狀態，都需要力的存在。力有很多種，

本章會介紹不同種類的力在不同場合中所發揮的作用。

力的計算是以牛頓(N)為單位，1N的力能作用於一件1公斤(kg)的物

體上使其加速每平方秒１米(1ms-2)。可是，對一般人來說，牛頓這個單

位實在不易理解。因此，我們在這章裏採用公斤(kg)來取代牛頓作為力

的計算。（注：牛頓的值大約是公斤的10倍）

舉例，假設有一件物件重10kg放在地上，於是物件因受地心吸力影

響，以10kg的力向下壓着地面。同時，我們需要用10kg的力才能提起

這件物件。

先鋒工程的力學原理（一）先鋒工程的力學原理（一）

以圖（c）為例，有3條負荷繩及1條施力繩

　　　其機械利益MA 為　3：1 ＝ 3 倍

即是我們只需用3kg的力就可提起9kg 的物件。

圖（a）所示，繩索的一端綁着重物（負荷），稱為負荷繩，另一端

穿過滑輪，加以施力，稱為施力繩。圖（b）是將繩索穿過上下滑輪，

做成兩根負荷繩。圖（c）下方為單滑輪，上方是雙滑輪，於是做成3條

負荷繩。圖（d）上下均用了雙滑輪，故有4條負荷繩。在任何情況下，

施力繩只有１條。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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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鋒工程的力學原理（二）

C. 雙腳瞭望台
在圖中的雙腳瞭望台，其繩索跟地面所成的角度應為45o，

還是60o？

6. 力矩原理 Principle of  Moment
在先鋒工程紮作裏，我們經常會用繩纜的一端去扯拉竹和棍，而另一

端接到地面的繫固物（如營釘）。這時，繩纜的拉力會做出一個不單純

的力，而是力矩（力的轉動效果）。力矩的計算方法為：

7. 槓桿原理 Principle of Lever
在許多先鋒工程紮作中，都應用到力矩原理。利用力矩原理，我們不

單可以用較少的施力去得到較大的負荷量，還可以令紮作保持穩定和平

衡。槓桿原理主要是分為力點、支點和重點。力點是施力的地方，支點

是一件承托槓杆的地方，而重點是負荷物件的地方。我們將施力（E）

施加於力點上，使其產生的作用力去提起在重點的負荷（L）。假設力

點與支點的距離稱為 d
E
，重點與支點的距離稱為 d

L
，當 d

E
與 d

L
的比值

越大時，所得到的效益就越大，可用較少的力。

施力（E）作用於棒

上，棒會依據支點作

順時針方向轉動。

力矩 ＝ 力（E） x 力與支點的垂直距離（d）

支點

槓桿原理的計算方法為：

支點重點 力點

施力負荷

施力（E） x dE＝負荷（L）x dL  1  或

施力＝負荷 x 2  或

負荷＝施力 x 3

d E

d L

d L

d E

在右邊例子中，若大石塊的質

量為100kg 、杆的長度為２米，

放一塊小石頭在距離大石塊10厘

米的地方作支點，使用程式  2，

所需要的施力為 E
100kg

1 0 c m 190cm

∼∼施力 = 100kg x 5kg

節省了20倍的力

190

10

當然，我們不會將 dL縮短到非常小的距離，因為槓桿可能會因不能

承受負荷而折斷。

負荷L = 10kg x ＝ 125kg

將力放大了12.5倍

4

50

以下是一些在先鋒工程紮作中運用槓桿原理的例子：

A. 西班牙絞結 若半截棒的長度為50厘米、繩子

與轉動軸的距離為4 厘米、用 10kg

的力施加在棒末端，L點的繩子可受

到的力為：（用程式 3 ）

50 c m

10kg 4 c m

繩子的位置L
轉動軸

俯視圖解

B. 吊橋

若橋的長度為 5 米，集中在

中間點的質量為40kg，其斜向

的施力應為：（用程式 1 ）

E sin45o x 5 = 40 x 2.5

施力E = 28kg

若起重機的長度為 4 米，集中在中間點的質量為

8kg，有一位乘客重70kg坐在起重機的末端，其斜向的

施力應為：（用程式 1 ）

C. 起重機

E sin60o x 4 = 8 x 2 + 70 x 4

施力E = 85kg

i. 營釘插在泥土裏的有效面積

參看下圖，假設插在泥土內營釘的長度是一樣的時候，只有圖（ii）

45o的插入方式才能做到最大的有效面積，從而由泥土得到最大的阻

抗力，這樣營釘便不會因過大的拉力而被拔起。

8. 落點位置與角度
在一些先鋒工程的紮作中，我們常會考慮到繩索的落點位置。例如將

旗杆豎起的時候，應該將結繩的位置繫於旗杆的底部、中間還是頂部

呢？這是沒有一定答案的。但無論營釘與地面所成的角度是多少，營繩

跟營釘的角度必須是90
o
，才能得到最大的效益。至於營釘跟地面插入

的角度是多少，可參考下面兩個例子。

A. 營釘

ii. 拉力與角度

在豎立旗杆時，我們會將繩索結繫於旗杆的中間位置（即重心位

置），然後將繩索的另一端拉到地面做成45o固定在營釘上。在理論

上，繩索跟旗杆所成的角度越大，有效拉力就越大（舉例：60o）。

但這樣做便會將繩結位置下降至重心以下（i），減低其效用。如果

將繩結的位置打在較高的位置又會導致繩索過長（ii），引起不便。

因此，我們應選用45o為最適合角度。

營釘
營繩

泥土
地面

θ＞45
o θ＝ 45

o

θ＜ 45
o

B. 3-2-1樁

60
o

營釘

地面

θ＞45
o

60
o

3 2 1

i.  營釘插在泥土裏的有效面積

跟營釘例子有所不同，在3-2-1樁裏，由於施加在‘3’營釘A和B兩

點位置的拉力是相反方向的，因而做成了一個稱為力偶（couple）的順

時針方向轉動力。在下圖中，假設插在泥土內三組營釘的長度是一樣的

時候，營釘與地面所成的角度越大，其有效面積就越大，而得到的阻抗

力也越大。這樣便可減少營釘因拉力過大而被拔起的情況。

ii. 角度與距離

除此以外，為使三組營釘露出地面的部分較少，營釘與營釘的距離不

會過長，因而做成臃腫的營釘串，我們便採用60o作為營釘與地面的傾

斜角度較最合適。

iii. 此外，我們亦不會採用45o的插入角將營釘打入地下去，因為：

（1） 如果營釘的插入角度太大，營釘會容易屈曲；

（2） 如果營釘的插入角度太小，營釘難以插入或太貼近地面

iv. 如果於釘與釘的距離太短，泥土的負荷能力會減低；如果距離太長，

又會引致繫於營釘之間的繩索拉力減低。

由於繩索是繫於瞭望台較高位

置，與及其拉力的作用只是用作平

衡；因此，為免拉繩繫在地面跟瞭

望台的距離過遠，容易絆倒其他使

用者，故選用60o較為適合的。另

一方面，繫於瞭望台中的縱向（向

下）拉力在此60o下亦會較大，從

而令瞭望台的腳更用力地壓着地

面，使台更穩定。

3 m

60
o

1.7m

d 1 d 2

營釘 地面

θ＞60
o

θ＜ 45
o

θ＝ 60
o

T 2T 1

A

B2 0 c m

3 0 c m 地面

直角

泥土 3 2 1

（側面圖解）

60
o

轉動軸

斜向施力

E

70kg
4 m

8kg

起重機

2 m

轉動軸
橋面

斜向施力

E

45
o

40kg

5 m

（側面圖解）

營釘

今期將繼續與各童軍兄弟姊妹展示力學原理怎樣應用到紥作裏去。

TO LOAD

TO FIXED OBJECT

Anchorages

SPANISH WINDLASS

旗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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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鋒工程的力學原理（三）

9. 形狀與設計 Shape and design

A. 拱形設計
無論是吊橋抑或用樁躉承托的橋，在設計時，其底部都會採用拱

形。原因是當橋受到負荷時，其形狀仍能保持不變，將重力傳到兩邊

去，情形就等於盛載壓縮氣體容器底部的設計一樣。

B. 三角原理
三角形是各項先鋒工程設計的靈魂。小至營地紮作，大至瞭望台，

皆採用三角形的設計，以達至最穩固和不變形的效果。看看下面兩個

例子：

1. 由於三角形三邊的長度是固定

的，彼此互相「鎖住」的，就算

受到壓力或拉力，其形狀仍然

能維持不變。

2. 長方形的設計會因受到

拉力而改變其形狀。

因此，我們通常會在方形設計中加上一條竹，使成為兩個三角形。

C. 船的形狀
輪船的形狀，大多是上闊下窄的，及有一個相對於船身不小的船

艙。原因有二：

i. 要令船能浮在水面。只有大體積的船身，才能令整艘船的平均密度

低於水。

ii. 要令船在航行時較穩定。船身只有向橫發展，才會減少左右擺動。

所以，如果船身的橫切面是長條形，便不能符合上述原則。

不符合原理的形狀
一般船隻的形狀

D. 三角形的比例
瞭望台、馬騮橋、空中走廊皆運用上下雙三角形的設計。上方三角

形與下方三角形的比例應該是多少，我們可以用以下3個例子找出答

案。一般而言，上方三角形的面積（A）總是不能大於下方三角形的

面積（B）。

面積Ａ＜面積Ｂ

i.  瞭望台

由於整個瞭望台的重量，皆在台

的中線，因此，只要符合上方三角

形面積小於下方三角形面積的原

則，瞭望台就不會太易翻倒。如果

比例為 1:1時，當使用者攀上瞭望

台後，其重心就會升高及偏向一

邊，在計算力矩時，其重心就會向

外移出，使其有翻倒的危險。因

此，在設計瞭望台時，上方三角

形跟下方三角形的面積比例應減

為 1:2。這樣一來，會增加瞭望台

的平穩性，又可令上面的平台面積

不會太小。

iii.  空中走廊

在空中走廊的設計

裏，三角架的主要功用

是用來承托主纜。因

此，上下三角形的面積

比例會增至最大。

ii.  馬騮橋

馬騮橋的設計，上下三角形的面積比例可增至1:1。這樣，會令上方

三角形有較大的空間讓使用者跨越，又可令橋身不至太高。當然，如果

設計者希望橋身高一些，增加其刺激性，可將上下三角形的面積比例減

至 1:2或更小。

CHART XXXVI THE HOURGLASS TOWEL

11. 重力 Weight
重力是一種「免費」的力，只要好好地加以利用，便能設計出有用

和有效的紮作。例如在設計一個起落橋的時候，我們便會在橋的後端

加上一個秤錘（counter weight）。一來可以平衡橋面的重量和負

荷，又可以助我們提升橋面。這個設計其實早就應用在升降機上，反

重力裝置就是利用此原理。我們可以利用槓桿原理來計算裝在後部的

反重力裝置需要多重才做到最省力的效果。

10. 密度與浮力 Density and buoyancy
究竟是否重的物體一定會沉在水裏，而輕的物體一定會浮在水面

呢？這是沒有結論的，主要是視乎該物體的形狀與設計。我們大致上

可以用下面兩個理論去解釋。

A. 亞基米德定律
希臘數學家亞基米德發明了一條定律，可以用來解決物體的設計在

流體（水）內所受到的浮力。

物體受到的浮力＝物體浸在水裏所排出的水的重量

簡單來說，如果物體浸在水裏部分（體積），而排出的水越多，該

物體所受到的浮力就越大。這正可用來解釋一塊實心鐵不能浮在水

面，但將同一塊鐵，造成空心大體積的船，它便會浮在水面的原因。

小船加上划船者能夠浮在水面，主要是靠其中間空心的設計，使其有

較大的體積沉在水裏，從而受到大的浮力。當然，我們最關注的是，

當小船加上划船者放在水裏的時候，不單是船能否浮在水面，而是船

身會有多少沉在水裏，從而去評估船的安全性和穩定性。

我們可以利用以下公式去計算物體浸在水裏的深度D（cm）；船

加上划船者的質量為 m（kg）、面積為A（m 2）。

D = x100
1000xA
m

從上式看來，如果船的面積越大，其沉在水裏的深度就越少。

例子：假設小船加上划船者的質量為 80kg，船的面積為 1.0平方

米，因此，船身將會有 8厘米的部分沉在水裏。

D = x100
1000x1.0
80

= 8c m

B. 密度與浮力
另一個比較簡單的方法去計算木筏或艇能否浮在水面，便是計算其

平均密度。無論物體有多大，有多負重，只要其本身質量加上划者的

平均密度小於水的密度(1000kgm-3)，便會浮在水面。我們可利用以下

公式去計算物體的平均密度：

密度 =
體積

質量

舉例，有一塊實心的鐵，其體積為１立方米，質量為7800kg，因

此該塊鐵的密度為：

鐵的密度 =
1

7800
 = 7800kgm-3＞水的密度（1000kgm-3）

如果將這塊鐵造成一個長立方體，其體積為10立方米，這樣它的

平均密度將降至為 780kgm-3，小於水的密度。

因此，只要將船造大一些，或將木筏加上空水桶，便能大大降低物

體的平均密度。造木筏時，先造一個平面的骨架，然後放空心的水桶

在木筏之下。雖然水桶的數目越多，浮力就越大，但這樣也會增加木

筏的體積和質量。此外，如果木筏的面積越大，重心就越低，其穩定

性也較高，這是可以用力矩原理來解釋的。

假設木筏在未加上空水桶前

的體積為 0.2立方米，質量為

30kg；每位乘客的體積為 0.07

立方米，質量為 70kg，共 8位

乘客，每個水桶的體積為 0.15

立方米，質量為5kg。因此我們可以

利用以下程式去計算木筏在未加上水桶前，

及加上水桶後的平均密度：

從以上例子可見，無論木筏有沒有加上水桶，其平均密度都低於

水。所以它一定能浮在水面。這是理所當然的，因為竹本身是浮水

的，而人的平均密度又大概等於水，因此無論有否加入水桶，整隻木

筏都會浮在水面的。可是，在乘坐木筏時，大家當然不希望只有頭部

露出水面，而整個身體是浸在水裏的。木筏在未加水桶前的平均密度

是接近水，即是有較多的部分（人體部分）需要浸在水裏，從而得到

足夠的浮力去承托其重量。當加入水桶後，整體密度大大降低，這樣

就只需較少的部分浸在水裏去。（注：海水的密度是大於1000 kgm-3）

總結
在這三章裏，我們都學過了應用在先鋒工程之上的力學。雖然如此，

在不同的環境，使用不同的器材和材料時，是需要在計算上作出修正，

這樣主要是為增加安全性。除此以外，以上各項目皆以「靜態」的方式

計算，如果工程是「動態」的話，我們也需在計算上作出修正。

（3期完）

利用程式 1

W x 1 = 40 x 2.5

W = 100kg

A. 秤錘橋

B. 秤錘柵
利用程式 1

W x 0.5 = 5 x 1

W = 10kg

加水桶後 密度 =
體積

質量

= 449 kgm-3

=
0.07 x 8 + 0.2 + 0.15 x 4
70 x 8 + 30 + 5 x 4

未加水桶前 密度 =
體積

質量

= 776kgm-3

=
0.07 x 8 + 0.2
70 x 8 + 30

力

力

船
船

水 水

今期繼續為大家介紹與先鋒工程有關的力學原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