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沙田東區第六旅童軍團 

先鋒工程訓練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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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班目的 

 本班為對繩結及先鋒工程有興趣之童軍給與進一步的訓練，使其能協助旅團發展一些傳

統的童軍技能訓練。 

 

 本班注重歡愉和實踐的訓練，班內教授一些先鋒工程基本理念，並透過實習過程使學員

了解團隊精神和領導才對群體活動的重要性。 

 

 

完成訓練班後，各學員應: 

(1) 熟識童軍先鋒工程內之繩結; 

(2) 能組織及策劃小組進行先鋒工程活動守則; 

(3) 明瞭先鋒工程之安全及活動守則; 

(4) 明瞭先鋒工程之物料及保養方法; 

(5) 明瞭領導者與團隊關係。 

 

訓練班守則 

(1) 必須全期出席，不得遲到及早退。 

(2) 必須全期配帶訓練班名牌。 

(3) 必須穿著本班指定服飾。 

(4) 完成所有指定習作。 

(5) 必須留心上課，將手提電話關掉或轉震機。 

(6) 具有良好秩序及合作精神。 

(7) 聽從導師之指示。 

(8) 值日小隊須認真當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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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員名單 

 

 

隊長: 張栢熹 

周凱旋 

隊副: 劉芷晴 

雷健鴻 

隊員: 周凱恆 

 桂浩霆 

 揭聿驊 

 陳子軒 

 張栢顥 

 林逸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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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表 

2014 年 7 月 6 日(星期日) 

旅部 

時間 內容 負責領袖 

0900-1000 報到、升旗  

1000-1015 班務概要  

1015-1030 認識先鋒工程  

1030-1115 繩結認識  

1115-1145 活動: 繩結  

1145-1200 降旗、解散  

 

2014 年 7 月 13 日(星期日) 

旅部 

時間 內容 負責領袖 

0900-1000 報到、升旗  

1000-1030 繩纜的種類及保養  

1030-1100 工具認識及保養  

1100-1130 先鋒工程安全  

1130-1145 繩結溫習  

1145-1200 降旗、解散  

 

2014 年 7 月 20 日(星期日) 

旅部 

時間 內容 負責領袖 

0900-1000 報到、升旗  

1000-1030 滑輪之認識  

1030-1115 樁躉及把持法  

1115-1145 繩結溫習  

1145-1200 降旗、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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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7 月 27 日(星期日) 

旅部 

時間 內容 負責領袖 

0900-1000 報到、升旗  

1000-1030 先鋒工程制作、策劃  

1030-1130 先鋒工程計劃書及報告書  

1130-1145 繩結溫習  

1145-1200 降旗、解散  

 

2014 年 8 月 3 日(星期日) 

旅部 

時間 內容 負責領袖 

0900-1000 報到、升旗  

1000-1130 先鋒工程計劃書及報告書  

1130-1145 繩結溫習  

1145-1200 降旗、解散  

 

2014 年 8 月 10、17 日(星期日) 

旅部 

時間 內容 負責領袖 

0900-1000 報到、升旗  

1000-1130 先鋒工程模型制作  

1130-1145 事項宣佈  

1145-1200 降旗、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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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8 月 24 日(星期日) 

洞梓童軍中心 

時間 內容 負責領袖 

0930-1000 集合、報到及交通  

1000-1100 滑輪組  

1100-1200 椿躉及把持法  

1200-1245 午膳  

1245-1630 先鋒工程紮作 (四腳瞭望台)  

1630-1700 離營及交通  

1700 解散  

 

2014 年 8 月 31 日(星期日) 

洞梓童軍中心 

時間 內容 負責領袖 

0930-1000 集合、報到及交通  

1000-1200 先鋒工程考驗 (四腳瞭望台)  

1200-1245 午膳  

1245-1600 先鋒工程體驗 (馬騮橋)  

1600-1630 檢討  

1630-1700 離營及交通  

1700 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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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鋒工程是...? 

 

先鋒工程是運用繩結(通常由一個方結或十字結或接棍結開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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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能擅用先

鋒工程的特質,再配合郊野的環境,可算是一種有趣的運動。 

 

先鋒工程本身的可塑性很高, 可視不同參加者的知識、能力、材料, 和自 

然環境而得出不同的結果。經過商量策劃分工合作和克服大自然的障礙,  

當工程完成後, 使童軍成員感到具體而實質的成功感。同時, 在製作過程 

中,往往是一項艱辛的歷程, 這正好是一種鍛練參加者德育和群育的機會。 

 

總括而言, 先鋒工程是一項多變化、富教育性、刺激和歡愉的活動。它充 

分表現分工合作策劃和實踐的重要性。如果要有良好的成效, 就一定要有 

熟練的繩結技巧、週全的計劃、合適的設備和妥善的安全措施才能達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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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鋒工程概念	

 

童軍的斥堠工程，在原始的「童子警探」裡第八段，(Camp Fire Yarn No.8)並不稱

謂斥堠工程。這個名稱是依我們中國的習慣而譯意的，它的原名(Pioneering)，如

照原意譯就是「先鋒活動」。 

 

這工程的中心，不是一個一成不變的模型製作或是定而不可移的金科玉律。但

確是一種知識與才能的表現。也就是我們常說的「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的一

種雙手萬能而透過智慧的一種表演。這一點特別在童軍裡，因為它是訓練智仁

勇兼備的一種素材，所以的我們我童軍中對於一切的訓練與活動都是注重在-設

計或研究設計(Project)而不是像方程式與一程公式似的前後左右一成不變。 

 

由以上的說明，我們進一步可以說明在童軍訓練的索才是供青少年們的一種體

格與人格及智慧訓練的總合。而以適用於實際服務他人為原則。所以我們研究

這活動與訓練，大部份是成年或將是成青的人，在他的體力與智力方面能負擔

得了的程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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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導才與團隊 

 

先鋒工程是一項群體的創作，所以事前策劃、訓練及全組之

合作是每項先鋒工程成功的要素。所以在先鋒工程之訓練過程

中亦應注重策劃者之領導才和整體的團隊精神。 

 

 

 

 

 

 

 

 

 

 

 

 

 

 

 

 

 

 

 

 

貝登堡的足跡  SFB,WB,30 

小隊中只有一、兩個聰明的孩子絕不是個好

的小隊。你一定要把每一位都訓練成為好童

軍。要達成這個目標，以身作則 重要，因

為你的一舉一動都是他們學習的榜樣。 

 

記住: 要領導他們，不是鞭驅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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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鋒工程的準備	

 

 進行前的準備 

1. 認識及了解舉行活動之性質。 

2. 學習有關的知識，如 繩結及模型製作等…… 

3. 搜集有關的資料，如 圖片、物資等…… 

4. 要有認可之教練在場指導。 

5. 找適當進行工程的地點。 

6. 妥善地計劃及安排工程進行的程序及分工。 

7. 工作進行前會議。 

 

 進行時應採取的措施 

1. 檢查場地。 

2. 物資及器材檢查及放置。 

3. 留意天氣的變化。 

4. 準備隨時應付意外事件的發生及處理。 

5. 遵守紀律，接受領導人的指示。 

6. 參加者不可自行離開。 

7. 留意參加者之能力能否應付工作。 

8. 不可隨意使用不當之工具。 

9. 不可使繩纜負荷過重。 

10. 劃出進行先鋒工程之範圍。 

 

 善後工作 

1. 收拾，點算各項用品及器材。 

2. 先鋒工程的事後檢討。 

3. 整理各項報告、財政收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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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鋒工程會議及檢討 

 

先鋒工程工作會議 

1) 搜集有關工程的製作 

2) 考慮所需的器材及數量 

3) 計算每一組員結紮繩結所需的時間 

4) 計算整件工程所需的時間 

5) 研究工程製作的過程步驟 

6) 適當地分配組員工作 

 

先鋒工程事工檢討 

1) 分析有關工程進行之困難 

2) 小作合作評估 

3) 事工進行時是否按計劃進行 

4) 作一總結以便日後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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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鋒工程計劃書及報告書 

 

計劃書 

1) 封面 – 要有主題及圖樣 

2) 前言 – 製作目的或用途 

3) 呈交頁 – 收件的有關資料 

4) 個人資料 – 先鋒工程之經驗、緊急聯絡人等資料，如小隊之計劃書，應有組員之個人 

              資料 

5) 工程計劃進行日期及時間地點 

6) 會議記錄 

7) 製作計劃 – 包括整個製作準備過程、物資、分工、財政、運輸、工作程序，所需時間、    

               圖片、繩結、事後整理等 

8) 感想 

9) 評語 

 

 

報告書 (與計劃書大至相同，加上以下資料) 

1) 工程進行過程 – 由開始至清場之描述過程 

2) 完成後次圖片 – 包括全組組員之合照及製成品 

3) 花絮 – 包括計劃及製作過程，可加相片，增加趣味 

4) 檢討報告 - 與計劃之差異及實際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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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鋒工程安全措施 

 

1) 在先鋒工程進行前，要注意下列事項。 

一) 製定詳細計劃 

首先須預先製定詳細的計劃，包括先鋒工程扎作的圖樣、所需物資的種類和數量、

建設的步驟、組員的分工等。再由有經經的領袖審閱及提供意見，並加以修正。 

 

二) 選出一位小組組長 

小組組長必須有扎作先鋒工程的經驗及知識，並需有領導才能。在建設先鋒工程的

時候，小組組長的職責是非常重要的︿必須在開始時已了降各組員的能力，適當地

安排工作，使工程能夠很有效率及妥當地完成。 

 

三) 搜集適當的器材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若想先鋒工程扎作能須利地進行，必須搜集足夠的

適用器材。因為其直接會影響到先鋒工程扎作的成果。 

 

四) 準備充足數的器材 

各種器材必須足夠，不能因器材不足而少扎一、二部份。因這樣會直接影響扎作之

其他部份，加重負荷。可能因此而發生危險。 

 

五) 器材的保養 

有足夠種類及數量的器材，仍需要良好的保養。只有良好的養及適當的使用，才可

增加其使用壽命，並確保在使用時不會突然毀壞而導致意外的發生。 

 

六) 熟習所用的繩結 

各組員必須預先熟習各個應用繩結的方法、用途及負荷能力。 

 

七) 有基本的知識 

各組員必須對先鋒工程有基本之知識，才可避免意外發生。 

 

八) 檢查所用的器材 

在將要建設先鋒工程前；詳細檢查所用器材是否性能良好及適用；遇有損壞，應立

即替換，不可以繼續使用。 

 

2) 在先鋒工程進行中，應注意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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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小組組長的工作 

小組組長在先鋒工程建設之時，不應親自動手進行扎作，他只負責在旁督導

組員進行扎作。當發現有任何出錯的地方，立即加以指正修改。他只有在某

些重要的部份，或其他的組員不懂扎作該部份時，材需要動手。 

 

二) 適當的分工 

各組員必須因應其對各種繩結的熟習程度及能力等因素而分配往負責不同的

部份。 

 

三) 按步就班建設 

不同的先鋒工程扎作，有不同的扎作程序；但圴需要依步驟一步一步地行建。 

 

四) 安全地使用工具 

使用工具的人必須知道如何安全地使用該件工具。所有的工具圴不當作玩具

來把玩或拋擲。 

 

五) 劃分禁區 

在建設先鋒工程的場地劃出禁區，禁止所有並非進行建設的人進入，以免妨

建設的進行及避免意外發生。 

 

3) 先鋒工程扎在的使用: 

一) 試驗 

必須在使用該扎作前，用任何方法測驗其荷能力及可能出現的危險。當發現

有任何潛伏的危險，必須立即加以更正。 

 

二) 檢查 

每隔二至三人使用後，使需要暫停使用並迅速檢查各部份一次。若發現有鬆

動或損壞，必須立即加以修理，直至將鬆了的地方再加固；損壞的部份更換

了，才可繼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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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監察 

小組組長應全期在場監察著，當發現有任何危險時，必須立即中止先鋒工程

的使用，直至解除了危險為止。小組組長應是 後一個人使用該扎作。 

 

四) 防止過重負荷 

絕對不能使任何先鋒工程扎作承受超出其負荷能力的重量。 理想是使用其

負荷能力的四分之一。 

 

4) 先鋒工程的拆卸: 

一) 按步拆卸 

拆卸先鋒工程的程序和建設時完全一樣，只是把次序倒轉， 後扎的部份

先拆。 先扎的部份 後拆卸。 

 

二) 分配工作 

在建設該扎作時，誰人負責扎該部份，在拆卸時 好由他負責拆卸該部份。 

 

三) 監察 

小組組長需要督導拆卸的進行及分配組員工作。 

 

四) 點算及檢查器材 

在拆卸完成後，應立即點算及檢查器材的損耗程度，並加以記錄。 

 

5) 其他 

一) 盡可能設置多些安全設施，但仍以不妨礙使用該先鋒工程為主。 

 

二) 於事後與各組員一同檢討及作記錄，作為下次先鋒工程扎作的參考。 

  



沙田東區第六旅童軍團 
先鋒工程訓練班 

沙田東第六旅童軍團                                                           先鋒工程訓練班   16 

繩索認識及保養 

繩索製造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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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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繩索的量度 

    繩索的大小和粗幼度的量度標準是以其圓周(即周界)為英寸或以直徑厘米的。在購買繩索

時，通常是以繩的重量為計算單位(並非以長度為計算單位)。當然，不同品質的繩索便有不同

的重量，售價亦自然不同。 

 

負荷力及比負荷力 

    每一條繩都可以用一個純量(Scalar)的數去表示其力量(Strength)，而這個數目便是該繩所

能負荷 大力量，如超出該力，那繩必然會折斷，故數目簡稱為負荷力(Breaking Strength)。繩

子的粗幼是和負荷力成正比例的，那就是說，當繩身愈粗，該繩的負荷力便愈大。通過某繩

的負荷力可以用下列的公式計算出來: 

 

負荷力 = ｛繩圓周的二次方｝英噸 

    3 

 

有一點要特別注意的，便是這樣計算出來的負荷力是以一條全新的繩仍準，如換上了一

條舊繩，因久經風吹雨打的侵蝕，它的負荷力自然會大大的減弱。另一點就是如在繩身繫上

了一個結，同樣地那繩的負荷力也會減弱。 

我們已知道一個結索(Knots)都會減少一繩之負荷力，但他們削減的程度不同，所以常以

比負荷力(Relative Breaking Strength)來表達。所謂比負荷力便是以一條之負荷力去除已繫有結

的同樣繩之負荷力，再以某商乘一百。例如:一條沒有結的繩，負荷力減為五百磅，那麼，我

們得出平結的比負荷力是百份之五十。當然，每一個結索比負荷力愈大愈佳。現在一些常用

的結索之比負荷力抄錄如下(全部以百分比作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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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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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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繩纜的安全負荷力（SAFE WORKING LOAD(SWL)） 

計算方法： 

（一）麻繩 

直徑 2（毫米） = 安全負荷力（千克） 

例如：麻繩直徑為 12 毫米（1-1/2 吋），其安全荷力（SWL）為 12x 12 = 144 千克。 

（二）人造纖維繩 

直徑 2（毫米）X 3 = 安全負荷力（千克） 

例如：人造纖維繩直徑為 16 毫米（2 吋），其安全荷力（SWL）為 16 x 16 x 3 = 768

千克。 

 

註： 上述的計算方法只適用於全新之繩纜，因此繩纜在多次使用後或有繩結繫在其上，

其安全負荷力將會相對地減弱。一般計算折減安全負荷力之方法如下： 

 

  1.曾多次使之繩纜 -- 安荷全負荷力 x 2/3 

  2.已繫結及繫於圓形物體之繩纜 -- 安荷全負荷力 x 2/3 

  3.已繫結及繫於方形物體之繩纜 -- 安荷全負荷力 x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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繩結 負荷力 

1) 反手結 45 

2) 八字結 45 

3) 平結 50 

4) 接繩結 50 

5) 金錢結 55 

6) 秤人結 60 

7) 漁人結 65 

8) 漁人索 65 

9) 雙半索 65 

10)繫木索 70 

11)短繩 90 

12)眼式織結 95 

 

從上述觀之，接結(Bends)之比負荷力較小，套結(Noose Knots)和圈結(Loop Knots)次之，而索

(Hitches) 大。 

 

繩索的原料 

    繩索的原料通常可分為兩類，就是人造纖維和天然纖維。人造纖維包括有尼龍(Nylon)︴

特麗綾(Terylene)、卡死綾(Courlene)、士賓士莊(Spunstron)和歐士莊(Ulstron)。五者之中，以

尼龍 為通行。至於天然纖為方面，它包括了大麻(Hemp)、龍舌蘭麻(Sisal)、亞麻(Flax)、黃

麻(Jute)、呂宋麻(Manila)、棉(Cotton)和椰殼之纖維(Coir)等多種。 

 

    尼龍繩(Nylon Rope)極之堅實，富有高度的抵抗力，且不受惡劣之天氣及水濕的影響。

它的彈性平均而有力，大概能伸長 40%，所以， 適合做救生繩、錨繩和拖纜等。不過其缺

點是不能抵受較高的熱力，大概灰 250C 左右便會熔。它的比重為 1.1，故沉於水裹。其售價

非常昂貴，但勝在耐用，相比次下還算便宜。使用一點要特別注意，因其彈力強，所以每當

斷開時，缺口就會有強大的反彈力產生，如不幸被缺口擊中，輕則骨折，重則致人於死地。 

 

    白棕繩(Manila Rope)是由呂宋麻所做成的。外表光亮、柔軟、呈淺暗黃色，是 上等的

麻繩。在麻繩類中，它的負荷力較大，而價錢亦較貴，然而與一般人造纖維的繩相比，則份

外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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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龍舌蘭麻繩(Sisal Rope)又名西沙爾麻繩，白而堅韌，難卡運用。負荷力為白棕繩之五分

四。它力吸水力特強，重身，因此沉於水中，但卻能抵受鹹水的侵食。如浸於水中，它的體

形會縮短及發漲，負荷力也為之減弱。此繩需要特別良好之保養及一定要在空氣流通的室內。 

 

    亞麻繩(Flax Rope)極之堅韌和耐用，但只限於輕巧之用，如綁帆等。 

 

    大麻繩(Hemp Rope)亦即赭麻繩，堅韌和易於運用， 適合作粗重用途，但不耐用。其

負荷力為白棕繩之一半。 

 

    黃麻繩(Jute Rope)即軟麻繩，常蓋以油面，用以紮繩頭結 為理想。其負荷力為白棕繩

之一半。 

 

    綿繩(Cotton Rope)通常美國南部和埃及出產之棉纖維所做成的 為理想。如被水浸濕，

則會消失其柔軟和彈力，更減低其負荷力。它的優點是外表美觀，可隨意漂染和易於運用，

所以是理想的練習繩索，更適宜裝飾之用。 

 

    椰殼纖維繩(Coir Rope)俗稱椰衣繩或草繩，通常是三股的右旋姣繩(Three—Stranded 

Right-handed Rope)。其體重較大麻繩,輕三分之二，所以能浮於水面；彈性也較強，其負荷力

只有大麻繩之四份之一，它他售價較一般麻繩便宜得多。 

 

繩索的構造 

    繩索的構造一般可分為絞繩、辮繩、左旋絞繩、加旋絞繩、左旋纜繩和包心纜繩等數種。

每一種都有其優點和缺點。 

 

  

  

  

  

  

繩纜的結構 

A) 纖維 

B) 毛線 

C) 股 

D) 繩 

E) 纜 



沙田東區第六旅童軍團 
先鋒工程訓練班 

沙田東第六旅童軍團                                                           先鋒工程訓練班   21 

  

    絞繩是由無數的纖維繞成線，再由七、八條的線紮成股，然後才由股繞成繩。如數條繩

再相繞在一起，便叫做纜繩。 

    絞繩以三右旋的 為普通，圖示的便是一條三股右旋的絞繩。在過去多年中，白棕繩的

製成多以此方法。 

 

 

 

 

 

 

 

 

 

 

 

 

    包心繩通常是四股和右旋的，在繩之中間有一條軸或心以補充四股所餘的空隙，使之堅

實。圖示的是一條四股右旋的包心絞繩。 

 

 

 

 

 

 

 

 

 

 

 

 

 

 

 

    辮繩通常是用三條絞相繞而成，如圖所示的是一條三股左旋纜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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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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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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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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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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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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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輪之認識 

滑車是改變力的方向或省力的工具，有鐵或木製造的。常用的滑車有：單輪滑車(SINGLE 

BLOCK)、雙輪滑車(DOUBLE BLOCK)、三輪滑車(TRIPLE BLOCK) 

 

 

 

 

 

 

 

 

 

 

 

 

                  單輪滑車                             雙輛滑車 

 

常用的滑車組有下列幾種：單滑車組、雙單滑車組、雙滑車組。愈多輪的滑車組省力愈

多，但要拉的繩纜也愈長，所費的時便愈多，會阻慢工作，所以應選用適當的滑車組。 

 

    

    

    

    

    

    

    

    

    

    

    

    

    

    

           單滑輪車組             單雙滑輪車組            雙滑輪車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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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車的構造 

材料    :  橡木及榆木是用以製造木滑車殼的兩種木材，因為它們能經得起風吹日曬。並且

能夠經得起磨損。鐵滑車的殼是以鐵製成的。 

 

滑輪殼  :  就是滑車的整個外殼。滑輪殼的長度決定滑車的體積和大小。 

滑輪    :  就是中間凹進的圓輪，繩纜就在它的上面移動。滑輪通是用含磷的青銅鐵鑄成。 

心套    :  就是滑輪的金屬中心孔，有軸釘穿過。在大的吊貨滑車中心套的四周裝有一個貯

油器，故此稱為自動潤滑滑車。 

繩槽    :  木滑車滑輪殼的外面中央部份，刻有較深的

槽，作為安裝鐵車帶或是一條繩纜之用，尾部

的槽 深，用以容納插接。 

車頭    :  就是滑車的頂部。 

繩孔    :  就是滑車外殼可穿轆繩的部份。 

滑車外殼:  就是滑輪殼的兩邊，分在繩孔的左右兩方。 

 

 

 

滑車的檢查和保養 

1. 滑車受力 弱的部份是釣，如受力過大，則彎曲的地方會變形伸直。在檢查時必須注意。 

2. 木滑車在輪殼和鐵輪近輪頭的地方，由於潮濕的關係，容易生銹腐蝕。在檢查時要注意。

在檢查木滑車，可用黑鉛粉擦輪心及輪殼，以保護木殼及起潤滑作用。在縫道外填塞以

油泥。在軸釘的一端，用鉛皮封釘的地方，要拆開檢查，重新用鉛皮封好。 

3. 每次須在各常用的滑車油杯中加潤滑油，在每次加油前，滑槍的油咀必須用廢棉紗擦清

潔。 

4. 每兩至三個月，應將滑車各部份拆開清潔，加油再裝好。 

 4.1 拆開時要逐件作上記號，順次排列清潔。 

 4.2 拆開各部殘留的廢油要刮除，並用火水清洗。 

 4.3 量取各受磨部份的尺寸，並加以記錄，磨損過多的部份者應更換。 

4,4 軸釘受磨的地方是在繩孔的一面，每次拆開後，應上下調換。如果有幾個輪心的，

則將輪心左右調換。 

4.5  有時軸釘不易取出，應用木楔墊好，才能用鐵錘敲打，否則軸釘頭部擴張，不能復

原， 

 

備用滑車加好油後，要放在乾燥不易受潮的地方。要使用前，應作詳細的檢查。 

滑輪發出響聲時，是缺油摩擦所引起，應該立即加油。若仍發聲音，則應更換另一個，

待有時間拆開清洗，加油後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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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鋒工程工具及物料認識 

先鋒工程在童軍活動中，是一項不可缺少之訓練。這個含有冒險性之活動，對童軍的生

理和心理上，都有很大的裨益。 

 

在進行紮作時，必須要有高度的技術及充足的用具。在這裡只略談一下用具方面。 

 

棍、竹棒及繩索，都是先鋒工程中所必須的材料。其次如滑輪、營釘或木樁、麻包、木

板等等，是因工程及環境所需而定。 

 

滑輪、將有一專題介紹。 

 

香港出產的竹枝，數量很少，多是由中國各地；如廣東、廣西、湖南、福建等雀運來。

而本港零沽及批發竹枝的發散地，多集中在九龍半島方面，如深水埗、大角咀及長沙灣一帶，

均有出售。 

 

種類 直徑 長度 用途 

茅竹 3 - 5 吋 15 – 16 呎 

質地堅韌耐用，比其他種類較為粗大，

可作為主幹用，如馬騮橋及橋躉之兩腳

用。 

竹 2 - 2.5 吋 21 – 22 呎 

這種竹很長，是經過人互用火煙燻直

的，質地沒有茅竹那麼，可以作支幹，

如瞭望台之交叉等。 

篙竹 

1.5 - 2 吋 20 - 22 呎 搭棚常用，亦可用作支幹。 

1.5 - 2 吋 5 - 6.5 呎 
工人多用作臨時擔竿，故亦稱為手忌

竹，可作為橋板及扶手用。 

茶公竹 1 - 1.5 吋 17 – 18 呎 

這種竹受日曬雨淋後，很易破裂，而且

不久藏，一般衹用作晾衫及搭花架。我

們可以利用做一些小規模之練習，如旗

桿等。 

竹仔 0.5 吋 5 呎 
因為較幼小，可以作為營地紮仍之材

料，如飯檯廚房架等等。 

 

 

 



沙田東區第六旅童軍團 
先鋒工程訓練班 

沙田東第六旅童軍團                                                           先鋒工程訓練班   29 

 

 在先鋒工程中，繩索亦是用具中 主要之一。繩索之選擇是異常重要的，尤如正確的結

構，並不能忽略。因為一條不合度的繩子，與及一個錯誤的繩結，亦同樣是導致意外發生的

主要因素。 

 

繩的種類異常繁多，性質及組織亦有不同，在這裹衹能舉列出五種在日常生活中 常見

的繩子: 

 

常用的以麻繩居多，本港市面出售的麻繩，多由台灣及中國大陸運來，兩者的性質相

差不遠。繩的粗幼，有二吋半，二吋，一吋半，一吋五分，一吋二分，一吋一分，一吋以至

四分圍經等多種。市面的售價，很少以長度計算，多以重量單位，一般採用斤及磅作標準計

算。 

 

 

種類名稱 性質 組織 用途 

草繩 
植物纖維或有

韌性的長草。 

用植物纖維或有韌性

的長草所織成，有些分

幾股絞起來。 

多用以綑縛什物，因價廉易得而適合

用之故。 

麻繩 麻 用麻的纖維搓成。 

幼的用以綑物。粗的用以綑縛用具和

大型的貨物及作為船纜等。因堅柔合

度，甚少受天氣的潮濕及乾燥影響，

加以價廉易得故多用於童軍先鋒工

程的紮作。 

棕繩 棕樹 
由棕樹的纖維分幾股

絞成。 

性質堅硬，不易腐爛，同時繩身毛而

不滑，所以航海的輪船多用這樣堅固

的繩纜。 

棉紗繩 棉紗 
由許多棉紗集合成

股，由幾股絞成 

性質柔軟，用以綑縛較輕的東西，童

軍多用以練習繩結，亦間中看到應用

於先鋒工程紮作中。 

鉛繩 鉛絲 
將鉛絲分股搓絞成鐵

纜。 

可以就是繩索中 堅硬的東西，在機

器工程上，運輸或繫重物，則非用它

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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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鋒工程所用的設備還有滑輪、鋼勾、欖核等，將來有專題談到；而工具方面則離不開

以下幾種 : 鋸、斧、鏟、鋤及一些用來打尖樁用的重木槌或長柄大槌。 

 

    童軍常用的『翻』便是鏟與尖鋤的混合物，其結構與使用，對一個童軍來說，當然是絕

無問題。 

 

  

  

  

  

             

尖鋤                                    鏟 

 

    『鋸』有多種 : 橫切鋸、弓鋸、鍊鋸、摺鋸等。每一種鋸都擔任不同之工作，各有各之

長處、也各有各之缺點、但在選擇之前，一定要明瞭到每一種鋸之獨特用途、才能收善用其

器之效。 

 

    橫切鋸是用來鋸斷粗大樹幹的，其『鋸路』較闊，『鋸齒』粗大；因此，可減少鋸片因木

受磨擦澎漲而被夾在木縫中之情型。這種鋸、通常要由兩人一起操作的。 

 

    弓鋸之作用和橫切鋸甚為相似，只不過用於較精細之工作，因鋸齒較細、鋸路教窄；所

以用來鋸一般較細的樹幹。 

 

    鍊鋸是一種非常特別之鋸、鋸齒是鑲在鋼鍊之上，形狀像是單車鍊，所以能任意尾曲。

只要一鍊在手，便不用攀高於樹上、也可將樹幹上的橫枝鋸斷，甚為方便。 

 

    摺鋸是修剪用的鋸，形狀如一柄剃刀；不但用途廣，效率高，保養易、攜帶便，而且摺

起來也只得一呎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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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斧』通常在先鋒工程中所用的斧有兩種 : 手斧和長柄斧，手斧對童軍來就是不會陌生

的，因為刀斧使用是我們課程之一 : 而一柄鋒利的手斧，在一個先鋒工程來說是十分重要

的，例如要切斷一條粗麻繩便非用手斧不可了；嚴格來說手斧也分很多種，通常是以斧肉之

重量及斧柄之形狀來分別；例如磅半重的斧肉，配以『狗腿式』之斧柄，這便是我們童軍傳

統所用同一種金屬倒模出來、比較前者、體積較輕、值得一提的處是不會有斧肉脫落的危險。 

 

    長柄斧的用途是用來砍樹，但砍樹在香港是絕對禁止，所以使用長柄斧者也漸漸式微，

所以長柄斧的實用價值也漸漸地失去了。 

 

 

  

   

   

   

                

 

        手斧                                         長柄斧 

 

斧的用法: 

斧是鐵做的，有練鍋的鋒口，裝一堅固的柄，便可使用，牠可砍柴伐木，又可用以造成

各種粗糙的物具，供露營生活的需用，使用不得其法，會損害我們的身體。牠的用法如下： 

 

 

1.    荷斧在肩時口要向外。 

2.    攜斧時，手持斧柄的近斧一端斧口向下。 

3.    斧頭與斧柄要十分牢固以免危險。 

4.    持斧時手要堅握斧柄，否則應砍的地方沒有

砍倒，不應砍的地方就受到破壞。 

5.    揮斧時，要有相當寬大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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斧的保護法: 

1.    用斧的時候，要斜砍下去成 45 度角。 

 

2.    被砍物沒有放穩，切勿砍下去，或被砍物下面有堅硬的東西如石   塊鐵器等勿砍下。 

 

3.    勿以斧砍樹節，因為樹節是很硬，砍下去易折斧口的。 

 

4.    斧不用，要裝在皮套內。 

 

5.    斧柄要裝得十分牢固以免危險。 

 

6.    不要放置在潮濕的地方。 

 

7.    磨斧的方法與磨刀相同。 

 

8.    用後要擦乾，塗油放在套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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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鋒工程器材之保養 

1. 前言 

先鋒工程器材使用時應檢查用具是否有破爛，滑輪可加上些潤滑油，木 鎚，鎚柄有沒有鬆

脫現象，營釘是否彎曲等等。 

 

2. 護理方法 

繩索：   良好的保養，可延長繩索的壽命，所以一定要把繩索處理得妥善才能經久耐

用。不用時要把它收藏在乾暖的地方，盡量避免在猛烈陽光下直接曝曬，如繩

身被鹹水浸濕，應馬上用淡水把繩身沖淨，洗除海水的污潰。然後把它吹乾，

才好收藏。如遇天氣惡劣時，應把繩索放於室內通風的地方，使它自然陰乾，

千萬不可放入爐內，以火焙乾，因為這樣做必然會損壞繩索的纖維。又繩索一

定要經常檢查，如發現有損壞應盡快修好，以免日後損壞的地方惡化以致不能

彌補。當然，繩頭和繩尾應綁繩頭結，或結以後叉繩以防散口。 後，要特別

指出的是不要把繩索與化學藥品接觸。 

 

繩索的檢查： 當檢查一條麻繩時，可用力反扭繩身，使其內部外現，以其內部柔軟和帶有金

黃色為佳；如內部是淡灰色、鐵鑄色，或弱脆，或在反扭時，屑末從繩身內部

脫落，則此繩便不能再用了。 

 

竹：         用竹後，要注意竹身有沒有被壓破或折斷等，同時，竹身顏色是否金黃色，如

呈灰黑色時，此竹不用為佳。竹盡量避免在猛烈陽光下直接曝曬。及洗除污

潰，然後把它吹乾，才好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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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樁躉及把持法 

一棵粗壯的樹是好的把持點，但是有粗壯的樹木的地方，未必適合建造先鋒工程。因為

可能受四週的地理影響，而前人便設計了三種不同的人工把持法去替代。此三種方法分別適

用於不同的地理環境中。 

 

在先鋒工程中，準碓的結構及正碓的位置是十分重要。而把持點(anchor)的位置也是，把

持點的縱軸和主纜的縱軸位置必須形成一直線。輕微的偏差也會增加某一部份之負荷，而令

整個紮作有倒下的危險。 

 

    如能找尋到一粗壯及穩固的樹作為把持點時，應先用麻包袋在樹身作一保護，以免傷及

樹身。而麻包袋應用幼繩綑好固定位置。 

 

 

 
定點把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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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三種常用的把持法的介紹: 

（一）3-2-1 把持法(3-2-1 Anchorage) 

把持法由六枝營釘（圓周一吋及長度三呎為佳），分成三組，各為三枝、二枝及一枝一組。

順序排成一線，軸心與主纜成一直線。而每枝營釘入地三份二為佳，在沒有石頭的地點使用。

每組營釘之間用幼繩（纜）綑好，綑法為在第一組營釘之頂部用雙套結起頭，在第一組的頂

部與第二組營釘之底部來回繞幾轉（緊的），再用數個反手結將繩圈收緊，如此類推。留意的

是幼繩與營釘之間要成九十度角。幼繩（纜）的作用是拉緊營釘，令三組營釘合為一體。但

要留意是當所有繩結綑好後，不可再用嘗試將營釘打緊，如此做法，只會將繩索弄鬆。使用

時要經常檢查，由其是第一次受力後。 

 

 

 

3-2-1 把持法 

 

（二）混合把持法(Log and Picket Anchorage) 

混合把持法可稱為【半死佬把持法】。主要由八枝三呎長、圓周一吋的營釘及一條六吋粗、

三呎長的大木椿所組成。注意的地方和 3-2-1 把持法一樣。營釘要入地 少為長度的三份二。

主纜垂直的綑在木椿上。八枝營釘，分為四組，一前一後，距離約兩呎，前面的一枝打在木

椿向主纜的一邊，而營釘要與主纜平行。每組營釘之間用幼繩（纜）綑好，綑法為在第一組

營釘之頂部用雙套結起頭，在第一組的頂部與第二組營釘之底部來回繞幾轉（緊的），再用數

個反手結將繩圈收緊，如此類推。留意的是幼繩與營釘之間要成九十度角。每組營釘的位置

要平均分佈在主纜的兩邊。完成後，主纜與地面的角度不可多過廿五度。使用時要經常檢查，

由其是第一次受力後。 

  

  

  

  

  

 

混合把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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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死佬把持法('Dead Man' Anchorage) 

此把持法 適合在鬆軟或多石的地點中使用，並可作永久之用。器材只包括一條 少六

吋粗、長度為三呎的大木椿及一條與主纜粗幼相同的繩纜（把手纜）。將木椿放入一 少為其

直徑三倍（十八吋）的深坑內，深坑向主纜一面要做一斜坑。將把手纜垂直的固定在木椿中

間，纜尾伸出坑外。重新鋪上泥土並壓實。留意的是使用時，主纜與地面的角度不可多過廿

五度，主纜與綑在木椿上把手纜要成一直線連在一起。使用時要經常檢查，由其是第一次受

力後，以防鬆脫。 

 

 

  

  

  

  

  

  

  

  

  

 

死佬把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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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鋒工程繩結	

 

八字結 

可作為臨時繩端結使用，或用於防止繩尾滑輪中滑出，被水手廣泛地應用於繩尾。好處是容

易解拆。 

 

反手結 

可作為臨時繩端結使用，是一個 基本的繩結，差不多所有人都能打成的繩結。但當繩索被

浸濕後，便難於解開。 

 

營釘結 

常與繫木結混淆一起，可能因為中文譯名是過。它是一個用於縛緊營釘的良好的繩結，它是

由一個綁在自己繩身上的三套結所形成，此結方便簡單，安全可靠，不用依賴其他物體所扶

持或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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曳木結 

是一個簡單而又實用的結索，它擁有一個可以隨意調整大小的圈，所以適合來綑綁木材或竹

枝之類的東西。 

 

錨結 

其用途是用於縛上鐵環，樁柱，碼頭等。 

 

繫木結 

在多本童軍書籍中，被譯作【營釘結】，此譯名常令人有所誤會為另一個繩結(GUYLINE 

HITCHES)，故應譯作【繫木結】。其用途是將繩繫於椿柱上，它具有可迅速鬆解和結紮的良

好優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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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套結 

用途與雙套結差不多，結法較為複雜，但比雙套結鞏固，常用於將一條小繩綑在另一條粗繩

上。 

 

 

馬賊結 

此索的特點為容易綑綁，又可在瞬息間鬆解，而且可以於遠距離外鬆解此結，可於爬山或拴

縛船隻及馬匹於欄杆上時使用。 

 
 

漁翁/漁人結 

接結的一種，可用於接駁較幼滑的繩索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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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接繩結 

用法和接繩結一樣，都是將兩條粗幼不同的繩纜接在一起，但比較堅固不易鬆開。 

 

 

稱人結 

它的用途非常廣泛，故有“結中之王〞的稱號。此結是一個可靠而又容易結的圈結，且永不

會滑脫和走樣，是一個良好的圈結，此結的用途以救人為主，但只適用於有知覺傷者使用。 

 

 

雙稱人結 

其用途與稱人結相同，但這結有兩個環，可以和消防椅結一樣的同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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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稱人結 

此結與雙稱人結及椅結之用途相同，而且現今已被它們代替其用途。 

 

 

椅結 

主要用途是把傷者從一高處吊下或由下吊上，此結是在繩身部份綑紮的。因此繩頭和繩尾分

別在高處和低處由救護人員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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繩梯結 

此結是為了作先鋒工程上繩梯之用，這種繩梯是利用繩纜與木棍或竹桿做成。 

 

 

吊板結 

此結之用途在建造韆鞦或一吊台之用， 多為建築業之人仕使用，此結只適用於木板上，然

後連上一稱人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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縮繩結 

用途是將過長的繩索，使其縮短時用，而不須將繩切割，或將繩的軟弱的部份加強，而不致

斷。 

 

 

四方編結 

當兩木棍交接時，可用此編結使其穩固，凡建築訊號台炊事架等，都常需用此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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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編結 

用途和四方編結相似，但並不太穩固，多用於將兩棍交叉相接時，如戰車架中央的交叉處。 

 

 

展立結 

主要用途是連接兩桿並立，這結完成後，兩棍還可形成作交叉狀，不必平行相對。因此它往

往用來作剪刀形的連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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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周編結 

它的主要用途是接駁兩枝平行的圓棍或竹枝等。 

 
 

吊桶結 

由一個半結所打成，可用於將一些圓形物件吊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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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腳架編結 

這是連接三桿並立，相接時縛紮用。 

 

 

八字編結 

這是連接三桿並立，相接時縛紮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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貓爪結 

可應用於將一條繩纜掛在釣上，而且不易鬆開。 

 

 

釣口結 

綑在釣口上，用以防止已綑在釣中的繩纜因移動而跌出釣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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絞盤結 

此結可用來收緊一條鬆了的繩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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帆工繩端結 

它是這裡所介紹繩端結中 耐用的一個，但結法較困難，其結構非常堅實，唯一的缺點是只

限於在三股絞繩上。 

 

 

普通繩端結 

它的長處是容易簡單，所花的時間也很短，但卻並不耐用，也容易鬆解，故只可作短時間使

用。 

 

 

西部繩端結 

是同類結中 簡單的一個，但結扎需時較長，現時不為一般人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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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眼織結 

是織結中較為常用及常見的一種，在渡海小輪上纜繩繩頭部份都結有一繩眼，而此繩眼的構

成多是以鳳眼結所聯繫而成，而且它擁有極高的“負荷力〞，高達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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繩端織結 

對於一般較大的纜、絞繩等均多用此織結來代替繩端結，其用途與繩端結相同，當然用此織

結比繩端結要耐用和穩固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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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織結 

是一個 良好的繩纜接駁方法，但只限於三股和四股的絞繩，它同樣擁有極高的“負荷力〞

高達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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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輪代用結/滑輪接棍結 

此結可以臨時代替滑輪組之用途。在先鋒工程中，用以收緊繩纜之用。如馬騮橋上的扶手繩。

因如用滑輪組的話，會十分笨重及煩複，因此以此結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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籬笆結 

此結用途在紮台面或瞭望台之平面台用。 

 

(一)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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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鋒工程種類	

小型先鋒工程 

 
起重機                                      羅馬炮彈架 

 

 

 

 
過河架                                       單過河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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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先鋒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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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上先鋒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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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中走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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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上行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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韆鞦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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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望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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搖板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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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騮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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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腳瞭望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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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腳瞭望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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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腳瞭望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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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三腳瞭望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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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火台/四腳瞭望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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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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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小隊:                     

學員習作	

 

餘暇習作 繳交日期 導師簽署 

先鋒工程模型 8 月 31 日  

先鋒工程計劃書 8 月 24 日  

先鋒工程報告書 9 月 14 日  

繩結 完成日期 導師簽署 

接繩結   

雙接繩結   

雙套結   

三套結   

稱人結   

繫木結   

曳木結   

縮繩結   

錨結   

漁人結   

圓周編結   

滑輪代用結   

絞盤結   

貓爪結   

繩梯結   

吊板結   

馬賊結   

釣口結   

展立結   

西班牙稱人結   

四方編結   

十字編結   

八字編結   

帆工繩端結   

西部繩端結   

鳳眼織結   

繩端織結   

短織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