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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童軍總會 

2019年全港嘉爾頓錦標賽 總決賽 

比賽小隊提問 

 

簡介會提問 

 

1. 有關「報到檢查」項目：所有童軍棍、竹和木板不得預先組裝及/或以任何方式作額外

記號，請問可否用可擦去的水性筆作記號？ 

答：不可以。 

2. 急救項目筆試部分將以小隊或個人形式進行？ 

答：將於比賽時公布。 

3. 先鋒工程（1）部分的 10分鐘高台紮作有沒有高度限制？ 

答：沒有限制，請自行決定。 

4. 有關先鋒工程（3）部分，參賽小隊須自備比賽項目所需物資，包括童軍繩等。參賽小

隊須於架上展示如西部繩端結等繩結，請問可否使用童軍繩以外的物資或不同款式的

繩（如棉繩、麻纜等）去完成此項目？ 

答：參賽小隊可自備合適的繩完成有關項目，惟繩的限制請參閱賽事文件。 

5. 有關原野烹飪項目，廚餘須以透明垃圾膠袋盛載，而所有污水必須以透明防漏膠袋盛

載，請問污水盛器及透明防漏膠袋是否兩樣不同的物資？ 

答：兩者為不同物資；參賽小隊須先以污水盛器盛載污水，然後處理污水時使用透明防漏

膠袋盛載。 

6. 先鋒工程（2）部分，賽事文件指會於比賽當天公布題目，請問大會會否提供設計圖，

或小隊需自行設計？ 

答：將於比賽時公布。 

7. 「固定露營」比賽第一天的時間表中，營地建設項目及團隊機智（1）安排在同時間進

行，請問參賽小隊是否須於營地建設期間派出代表參加團隊機智（1）項目？ 

答：團隊機智（1）及營地建設（1）評分的時間更改為 14:15 - 15:15 （需時 60分鐘）。 

8. 於原野烹飪項目中，大會將向參賽小隊提供幼麻繩作為引火物，有關引火物亦無須於

報到時交回予大會，請問參賽小隊可否使用該幼麻繩作固定或協助烹調食物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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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不可以。 

9. 團隊機智須自備訊號旗，請問訊號旗有沒有設計或尺寸限制？ 

答：請自行決定。 

10. 請問露營計劃書有沒有頁數限制？ 

答：請自行決定。 

11. 有關報到檢查項目，每紮童軍棍及竹可以用繩整體地捆綁，請問可否使用索帶把童軍

棍及竹捆綁？ 

答：不可以。 

 

電郵提問 

 

1. 各項賽事中使用的調味料有沒有限制？ 

答：只有原野烹飪項目有限制；詳見附件一。 

2. 外野日的午餐是否評分？ 

答：不是評分項目；惟參賽小隊必須自備午餐。 

3. 原野烹飪中成功生火的定義是甚麼？ 

答：在指定時間內，向團隊長報到並交還生火工具（整個火柴盒或打火棒）及紙扇予賽會。 

4. 在成功生火報到後多久才評分？報到後是否仍可繼續維持火力？ 

答：生火項目得分以小隊報到的先後次序計算；愈早報到可得分數愈高。請參考問題 3之

答案。 

5. 晚餐材料是否自備？ 

答：是。 

6. 何時派發賽員證？ 

答：賽會將以電郵通知各參賽小隊。 

7. 可否於原野烹飪項目中自備一些麻繩作穩固食材？ 

答：不可以。 

8. 午餐 2是否需要包括飲品？ 

答：請自行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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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原野烹飪的竹及勞工手套有否限制？ 

答：竹只可作煮食用途，不可預先加工及破開。勞工手套沒有限制。 

10. 先鋒工程 1及 3是否必須使用童軍棍？ 

答：是。 

11. 先鋒工程內的竹有否限制？ 

答：沒有。 

12. 先鋒工程 3所需展示的繩結所使用的繩有否限制？包括物料、長度及數量。 

答：沒有；惟所用的繩必須合適。詳情請見賽事文件第 21頁及附件一。 

13. 先鋒及營建項目中，可否於物資檢查後於竹上繪上標示？ 

答：不可以。 

14. 固定露營比賽第二日，14:10 最後檢查報到後可否繼續收拾？ 

答：小隊需要在指定時間內完成收拾報到並進行最後檢查。未能準時報到的小隊必須於

14:45前停止所有工作列隊接受檢查。詳情請參閱賽事文件第 11及 16頁。 

15. 受旅團物資管理制度所限，童軍棍上有利用 marker寫上編號，會否視作額外記號而比

賽時不可使用，並需扣分？ 

答： 會。所有違規物資將被禁止使用，並暫存於賽會。 

16. 原野烹飪中的「椰子」是不是指「椰皇」或「椰青」？ 

答：椰子指椰青。 

17. 原野烹飪中木材的大約尺寸？ 

答：將於比賽時公布。 

18. 野外挑戰的裝備與膳食部份，對於食物的卡路里有要求嗎？ 

答：有。請參考賽事文件附件一。 

19. 原野烹飪項目的木條 size是怎樣？ 

答：請參考問題 17之答案。 

20. 午餐 1之食材於什麼時候派發？ 

答：將於比賽時公布。 

21. 先鋒工程之十分鐘架及橋躉架使用之繩結有否指定繩結？ 

答：請自行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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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午餐 2可否用保溫壺？ 

答：請自行決定。惟保溫壺只可用於盛載食物。 

23. 原野烹飪所提供的炭，重量是？ 

答：所有參賽小隊將獲分發相若份量的炭。 

24. 用甚麼容器盛載布甸？ 

答：香橙。 

25. 布甸的溫度是熱還是凍？ 

答：沒有限制。 

26. 甚麼是成功起火的定義？ 

答：請參考問題 3之答案。 

27. 外野日野外挑戰部分的行程表需要寫多少份？ 

答：將於比賽時公布。 

28. 香港童軍總會急救手冊中沒有包紮頭或拳頭等部分，請問有關部份是否在急救的考核

範圍之內？ 

答：急救項目以《香港童軍總會急救手冊》為準。 

29. 可否以牛皮膠紙作修補爆竹之用途？ 

答：不可以。 

30. 晚間檢查後可否離開營區？ 

答：除緊急情況下，小隊不可離開營區；小隊應盡量爭取時間休息。 

31. 每一個比賽項目開始之前會否有時間回營區拿取所需物資？ 

答：將會於比賽前公布安排。 

32. 營地建設（二）評分後可否立即把紮作拆除？ 

答：將於比賽時公布。 

33. 原野烹飪提供的碳數量是否有上限？ 

答： 請參考問題 23之答案。 

34. 原野烹飪可否使用已經天然爆開的竹枝？ 

答：不可預先加工及破開。 

35. 賽事文件中提到「棍的直徑 1.5吋」是上限還是下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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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此為大約尺寸。 

36. 賽事文件中提到「紗櫃離地 1.5米」是否整個紗櫃均需離地 1.5米？而氣死蟻又是否屬

於紗櫃的一部份？ 

答：以紗櫃底部計算。氣死蟻不屬紗櫃的一部份，惟應置於合理高度。 

37. 在各比賽項目中，可否使用(1)非電子手錶、(2)電子手錶，及(3)電子手錶的計時功能？ 

答：可以。惟參賽小隊不得使用任何智能手錶。 

38. 附件一當中，凡提及小刀、小鋸刀及摺刀的部份，是否均不包括刀鋸形狀以外的其他

刀類（例如罐頭刀、錐、剪刀等類別）？如不包括，是否即在該等項目攜帶萬用刀，

須被視為攜帶附件一所列物資以外的物資，而整把萬用刀不得使用？ 

答：小刀不包括刀鋸形狀的刀類；摺刀包括萬用刀。運用刀具的限制請參考賽事文件。 

39. 凡需要自備童軍棍的項目，小隊旗桿如為童軍棍，可否被視為所需童軍棍的其中一支？ 

答：不可以。 

40. 童軍棍可否有刻度？ 

答：不可以。 

41. 關於急救項目，參賽小隊是否需要自備軟墊？如需的話，軟墊是否額外於附件一所列

的小隊自備急救項目物資？可否以毛巾作為軟墊？ 

答：可以。 

42. 關於急救項目，參賽小隊是否需要自備剪刀？  

答：請自行決定。 

43. 關於急救項目，敷料是否指無黏貼性、無消毒性、無藥性的紗布性敷料？ 

答：是。 

44. 關於急救項目，附件一所列的小隊自備急救項目物資並沒有任何有關傷口清洗或消毒

的物資，是否即傷口清洗或消毒的比賽部份（如有）的相關物資將由大會提供？ 

答：請自行帶備。 

45. 關於原野烹飪項目，附件一當中的竹是否不包括竹籤？ 

答：是。 

46. 關於野外挑戰項目，可否使用讀圖尺？ 

答：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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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關於固定露營項目，是否在木板不得有任何鑽孔，否則該木板須被視為已作額外記號，

即違規物資？ 

答：是。 

48. 關於固定露營項目，可否將架搭天幕的金屬營柱置於竹袋內？ 

答：不可以。 

49. 關於固定露營項目，飯桌是否設有座椅會否有得分差異？ 

答：請自行決定。 

50. 關於固定露營項目，晚餐 1 的三色蒸水蛋是否指鹹蛋、皮蛋及雞蛋作為主要材料，還

是參賽小隊可自行決定三色是哪三色？ 

答：請自行決定。 

51. 關於先鋒工程項目，先鋒工程(1)及(3)當中可否自備及使用摺刀？ 

答：可以。 

52. 賽事文件中第 18頁 3h項有關紗櫃事宜，紗櫃離地 1.5米應如何計算，是最高點或最低

點？對紗櫃大小有沒有規範？ 

答：請參考問題 36之答案。沒有限制。 

53. 賽事文件中第 12頁 1項當中提及的椰子飯，椰子是指椰皇或椰子？ 

答：請參考問題 16之答案。 

54. 請問賽事旅巾將在何時發放？及有關程序將會如何？ 

答：賽會將以電郵通知各參賽小隊。 

55. 在急救項目中，賽事文件內提到會以抽籤形式安排參賽小隊的隊員擔任急救員和傷者

兩個角色。請問小隊的隊員是否包括小隊隊長？ 

答：是。 

56. 承上題，小隊隊長有沒有可能被抽中成為傷者的角色？ 

答：有。 

57. 在原野烹飪項目中，「椰子飯」採用的原材料是椰子，椰皇或是椰青？能否提供照片？ 

答：請參考問題 16之答案。 

58. 先鋒工程項目中提到所有童軍棍、竹技及繩不得作任何記號，請問用作電工繩端結的

電線膠紙會否被當作成記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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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在比賽開始前，所有童軍棍、竹技及繩不得作任何記號。 

59. 在原野烹飪項目中，「烤蛋」的烹調方法有限制嗎? 

答：請自行決定。 

60. 在原野烹飪項目中，小隊的枱，呎吋有多大？ 

答：將於比賽時公布。 

61. 營地烹飪中，賽會提供以供評判試食的器皿是否需小隊自行清洗？ 

答：是。 

62. 呈交之餐單會否交還，如會，在什麼時段交還？ 

答：將於比賽時公布。 

63. 如住宿營兩個皆為 A字營，會否因而獲加分？ 

答：不會。 

64. 在原野烹飪中，燒烤爐的爐面面積大約有多大？ 

答：將於比賽時公布。 

65. 在原野烹飪中，賽會提供的是自發粉或是麵粉？ 

答：麵粉。 

66. 賽事文件原野烹飪項目第 3 項：參賽小隊需「在限時內向賽事團隊長報到及交還生火

工具」。請問屆時的報到方法是否需要小隊列隊？ 

答：不需要。 

67. 在午餐(2)項目中，參賽小隊不准使用生火工具及發熱包/「懶人火鍋」。參賽小隊是否

可以使用其他發熱工具？ 

答：不可以。 

68. 外野日時間表內，「將根據報到次序進行檢查；參賽小隊須於 13:30 或以前提交遠足行

程表」。裝備檢查及遠足行程表是否同時進行？ 

答：將於比賽時公布。 

69. 在先鋒工程(1)、(3)項目內，「插花竹」是否屬於「竹枝」之內？ 

答：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