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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班    號    姓名：      

臺中市立公明國民中學    八年級上學期   童軍科補考題庫 

一、單選題：每題 4 分 共 100 分 
 

1. （D ）在野外進行炊事時，有許多問題需要

解決，下列關於問題與解決方式的配

對，何者正確？ (A)炊具箱又大又

重：改用摺疊桌椅 (B)蚊蟲多，影響

食物衛生：用擋風板趕蚊子 (C)風好

大，爐火老是熄滅：用餐櫥網擋風 (D)

食物保存不易：使用冰桶保存食物。 

2. （A ）下列何種爐具可用罐裝瓦斯？ 甲、

雙口爐；乙、汽化爐；丙、卡式瓦斯

爐；丁、蜘蛛爐。 (A)甲丙丁 (B)

甲乙丁 (C)甲乙丙 (D)乙丙丁。 

3. （C ）以下哪一個選項內容皆有助於裝備輕

量化？ (A)擋風板、燈具、炊具箱 

(B)摺疊杯、雙口爐、套鍋 (C)套鍋、

摺疊碗、輕便餐具 (D)摺疊水桶、套

鍋、冰桶。 

4. （B ）施敏在露營時深為蚊蠅所擾，下列哪

一個工具最適合在露營時將餐具和蚊

蟲隔離？ (A)擋風板 (B) 餐櫥網 

(C)殺蟲劑 (D)黏蠅板。 

5. （D ）書彥週休二日要和家人一起去露營，

他們準備野炊食材時應該注意什麼事

情？ 甲、食材的準備要留意營養是

否均衡；乙、選購新鮮的魚、肉；丙、

盡可能準備多一點食材。 (A)乙丙 

(B)丙丁 (C)甲丁 (D)甲乙。 

6. （C ）下列關於野炊菜單設計原則的敘述，

何者正確？ (A)食材要以含有蛋白

質的魚、肉為主，才能補充體力 (B)

料理時，必須多油多鹽，食物才會美

味 (C)依人數與食量估算食材的購

買量，盡量減少廚餘 (D)一分錢一分

貨，採購高價位食材，食物的品質才

有保證。 

7. （C ）設計野外炊事菜單時，最好能遵守「低

碳飲食原則」。下列關於低碳飲食原

則的敘述，何者有誤？ (A)選用當季

及在地食材 (B)遵守節能原則烹煮 

(C)選擇包裝精美的食材 (D)購買適

當分量的食材。 

8. （A ）隋堂要去購買野炊食材，下列何者正

確？ (A)購買當令食材，新鮮環保 

(B)魚、肉易壞不要買 (C)購買肉乾

和醃漬的食品 (D)蔬菜可久放，要多

買。 

9. （B ）經過學習後，大家都稱得上「野炊達

人」；不過，以下誰的觀念仍須調整？ 

(A)花道：買食材須確認價錢，不超支 

(B)剛憲：要求料理務必精緻  

(C)川風：控制每餐分量，少廚餘  

(D)井壽：總是買當地食材，綠色消費。 

10. （D ）下列何者不符合野炊料理的原則？ 

(A)手續簡便 (B)少油少鹽 (C)易煮

快熟 (D)慢火久煮。 

11. （A ）確實分工可以幫助我們在野外順利進

行炊事活動，在小隊中擔任雜夫的人

所負責的工作內容是什麼？  

(A)餐桌布置，維護環境清潔  

(B)洗菜、切菜，協助大廚烹煮食材 

(C)提水與供水，洗滌炊事用具  

(D)督導工作進度、隊員分工合作。 

12. （C ）在野外進行炊事活動，有許多安全與

衛生事項需要留意。請問：在炊事前

應該注意什麼？ (A)結算收支、公布

帳目 (B)垃圾要分類，廚餘要回收 

(C)選擇堅硬無植被區域，或使用已搭

建的生火區域煮食 (D)謹慎注意用

火、用刀安全。 

13. （A ）在各小隊的野炊分工中，是由誰負責

掌廚、烹煮食材？ (A)大廚  

(B)隊長 (C)二廚  (D)雜夫。 

14. （B ）甲、小隊進行炊事；乙、開心用餐；

丙、餐具擺置晾乾；丁、洗滌餐具；

戊、準備器具和食材；己、完成四菜

一湯。上列關於野炊活動的流程，應

如何排列才正確？ (A)戊甲己乙丙

丁 (B)戊甲己乙丁丙 (C)丁丙戊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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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乙 (D)戊丁丙甲乙己。 

15. （B ）野炊活動結束後，各小隊最要緊的任

務是什麼？ (A)把炊事用具清洗乾

淨 (B)確實滅跡，並恢復自然原貌 

(C)將炊事用具確實清點歸還 (D)迅

速結算收支、清楚公布帳目。 

16. （C ）野外炊事分工中，負責洗菜、切菜的

是哪一位？ (A)雜夫 (B)隊長  

(C)二廚 (D)大廚。 

17. （A ）野外炊事可以在下列哪種環境進行？ 

甲、有灌木遮蔽的地方；乙、乾淨的

營帳內；丙、堅硬無植被區；丁、營

區的生火區域。 (A)丙丁 (B)甲丁 

(C)甲乙 (D)乙丙。 

18. （D ）關於野外炊事的應注意事項，下列何

者正確？ (A)昇豪：餐具洗淨後要立

刻收起來，不用晾乾 (B)部蕾：垃圾

最後再一次收乾淨即可 (C)巧達：垃

圾全部丟在同一個袋子就好  

(D)薰妤：預備料理的食材要注意放置

點，避免蟲蟻。 

19. （B ）野炊時，水夫的工作為何？ 甲、布

置餐桌；乙、提水供水；丙、洗菜切

菜；丁、洗滌炊具。 (A)甲丙 (B)

乙丁 (C)甲丁 (D)乙丙。 

20. （D ）下列何種組合可說是野炊的理想菜

單？ 甲、胡蘿蔔蛋；乙、空心菜；

丙、烤田螺；丁、酥皮濃湯；戊、高

麗菜。 (A)甲丙丁 (B)乙丙丁 (C)

甲丙戊 (D)甲乙戊。 

21. （A ）下列哪一位同學對於露營的聯想比較

貼近真實的露營生活？ (A)俐苓：參

與露營活動可以訓練我們的各種技能

及對於方位、地圖的判讀 (B)書彥：

露營的時候，可以住豪華度假小木

屋，很浪漫 (C)筱湘：露營時一定要

準備晚禮服，營火晚會的時候穿 (D)

永全：露營時，可以從餐廳叫外燴來

吃，很方便。 

22. （C ）下 列 何 者 為 野 地 式 營 地 的 特 色 ？ 

甲、自備營帳；乙、提供充足水電；

丙、有簡單床位；丁、自設野炊處。 

(A)甲丙 (B)乙丙 (C)甲丁  

(D)乙丁。 

23. （D ）瑪奇朵和家人到了一個有游泳池、卡

拉ＯＫ的營地。請問：這是哪一種營

地？ (A)露營車式營地 (B)野營式

營地 (C)營舍式營地 (D)度假式營

地。 

24. （C ）明天就是珮茹期待已久的隔宿露營出

發的日子了，她正在打包行李，下列

珮茹攜帶的物品中，哪些不適合帶去

露營？ 甲、電動玩具；乙、睡袋；

丙、機能外套；丁、數學測驗卷；戊、

防蚊液；己、手電筒。    (A)乙戊 

(B)丙己 (C)甲丁 (D)乙丁。 

25. （A ）二年級明天即將出發去隔宿露營，許

多同學都忙著準備行李，下列哪一位

同學對於露營裝備的認知是正確的？ 

(A)俐苓：防水透氣的機能外套輕便保

暖，暫時可以當雨衣 (B)書彥：我在

急救包裡放了許多胃藥，有人肚子不

舒服就可以吃 (C)筱湘：露營就是要

享受原始生活，所以不需帶任何物品 

(D)俊明：萬用刀最主要的功能是防

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