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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階繩結 

 

綁紮繩結 Binding Knots 

1. 曳木結 Timber Hitch 

描述 功用 

曳木結是一個簡單而實用的結索，它擁有

一個可以隨意調節大小的繩圈，且越拉越

緊，但又非常易解 

綑綁木材或樹枝之類的東西 

 
 

2. 吊板結 Scaffold Hitch 

描述 功用 

此結常用在建造韆鞦，或建一平台以作油

漆之用，此結以建築、油漆行業之人士使

用最多 

綁在木板上作板櫈，然後連上一個稱人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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繩尾結 Stopper Knots 

1. 反手結 Overhand Knot 

描述 功用 

反手結是一個最基本的繩結，所有人都會

打的繩結 

可以用來做臨時繩端結，或在使用滑輪時

作為制動用繩結，也可以用來隔開小孔或

其他物件，以免繩索移動。此外，在攀爬

活動時，也可以在安全繩或救生繩上每一

定距離打一個反手結，以防止滑手 

 
 

2. 皇冠結 Crown Knot 

描述 功用 

從外形上看，它像胡桃結，只是結法剛剛

相反而矣 

作為其他織結的開首繩結，例如倒織結。

它本身的用途不大，但由於外形整齊，也

可作一個裝飾用的繩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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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猴拳結 Monkey’s Fist 

描述 功用 

其特點可在結身藏入一細小圓形球體，一

來可增加結身之浮力及圓形，更可令結身

較堅穩，拋擲時更受力 

拋繩時用的繩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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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繩結 Bends 

1. 雙接繩結 Double Sheet Bend 

描述 功用 

一般情況下，普通接繩結接駁兩條繩後，

如果繩索需要互相拉扯，可能會把組繩環

漸漸拉直，接繩結也因而滑脫。雙接繩結

是在普通接繩結的基礎上，將幼繩繞組繩

多一圈，才收緊繩結，以增強接駁功能 

連接兩條粗幼及質料不同的繩索 

 
 

2. 活接繩結 Slippery Sheet Bend 

描述 功用 

易於拆解的接繩結 連接兩條粗幼及質料不同的繩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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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漁人結 Fisherman’s Knot 

描述 功用 

將兩個反手結接合在一起的繩結 用以接駁幼滑的繩索或是釣魚桿上連接兩

條魚絲 

 

 
 

4. 血結 Blood Knot 

描述 功用 

由數個反手結組成 連接兩條粗幼及質料不同的繩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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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金錢結 Carrick Bend 

描述 功用 

將兩個反手結互相交疊而成，是一個十分

穩固的接繩用繩結。不論是幼線或粗纜，

也能牢固地接駁兩條繩索。當用力拉扯兩

條繩索時，繩結會更加緊合 

連接兩條粗幼及質料相同的繩索 

   
 



沙田東第六旅童軍團                                                           進階繩結   7 

繫結 Hitches 

1. 貓爪結 Cat’s Paw 

描述 功用 

應用此結時，張力在兩側是相等的，當負

重的吊索套入鈎子的鈎彎時，繩的安全工

作負重會減少很多。這是因為最靠近鈎的

繩纖維以銳角受拉力的作用，使得外側纖

維承受大部份的負重之故 

將吊索或繩圈綁繫到鈎子上的最佳方法 

 
 

2. 馬賊結 Highwayman’s Hitch 

描述 功用 

此結打好後，會出現兩個繩頭，其中一個

繩頭越拉越緊，而另外一個繩頭一拉即會

解散繩結。故此使用此繩結時必須小心切

勿拉錯繩頭，導致危險 

將韁繩拴在木桿上，或是將船纜綁在岸邊

欄杆，以便在遠處用力一拉便能輕易解開

繩結，取回繩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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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錨結 Anchor Bend 

描述 功用 

此結較為穩定和可靠，不同類型和粗幼的

繩索也能應用此結 

停泊船艇時可利用錨索將繩纜繫綁在錨

上，也可應將繩繫到韁繩扣上 

 
 

4. 拉柴結 Killick Hitch 

描述 功用 

以一個曳木結加一個半結而成 拖曳長條形的物件，如木材等 

 
 

5. 三套結 Rolling Hitch 

描述 功用 

由雙套結變化出來，用來將繩綁在柱上。

此結也可將一條幼繩綁於較粗的繩纜

上，以便將粗纜拉高。它可以抵受由主繩

帶來的拉址力量而不會走位 

綑綁圓柱形的物件，但比雙套結更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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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繫木結 Round Turn & Two Half Hitches 

描述 功用 

因童軍常用來將營繩綁在營釘上，故又稱

為營釘結或繫物索。此結是由一個繩圈和

兩個半結所組成，方便調節繩的長度，具

有迅速鬆解、調節和結紮的優點 

將物品綁緊在圓柱或圓環上 

 
 

7. 繩梯結 Marlinespike Hitch 

描述 功用 

此結是為先鋒工程上繩梯之用，這種繩梯

是利用繩子與木棍，再利用這個繩結而成 

將木棍或竹綁成繩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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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環 Loops 

1. 雙稱人結 Bowline-on-a-bight 

描述 功用 

此結是普通稱人結的變體，完成後是兩個

套圈，結法與普通稱人結差不多，而且可

以在繩索的任何一段上打結 

套圈需要調節至一大一小，大繩圈用以套

在膝蓋下關節處，而小繩圈則用來套在腋

下，使被拯救者如坐在椅子般，把人從高

處平穩地吊下來，或從低處吊往高處 

 
 

2. 活稱人結 Running Bowline 

描述 功用 

此結多用於航海上 用來拉緊被救者，當拉力越緊，鎖力越大，

拉力越鬆，此結便鬆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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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消防員椅結 Fireman’s Chair Knot 

描述 功用 

這是一個拯救用的繩結，最初是消防人員

利用這個繩結將傷者由高處吊往下方，離

開有潛在危險的現場。此開端有兩種結

法，即愚人結和手扣結，各有好處。曾有

兩派不同的意見，各列舉例證堅持自己認

為適當的開端結。後來在人作出詳細研

究，結果是兩個起結的功能都一樣。此結

與雙稱人結都是用於拯救用途，兩者均可

從繩的任何部分作結，增加靈活性，亦無

需理會繩的長度 

此結非常實用，特別適合搬運不省人事的

傷者，或是神智鎮定的人 

 
 

4. 苦力結 Manharness Knot 

描述 功用 

可從繩中某部份取出打成此圈結 圈在肩膊上可牽引重物，以減輕拖曳之力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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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吊頸結 Hander Knot 

描述 功用 

是一個古老的繩結，用以吊死刑者時會纏

上九圈，取其意代表九死一生 

用於縛緊圓棍或吊頸，因它所打成的繩套

是不容易鬆脫 

 
 

6. 捕獸結 Middleman’s Knot 

描述 功用 

是個套結，也有人用作爬山之用，在一條

繩綁數個此結，將人連在一起，如其中一

人發生問題，其他人亦可幫助。此結亦可

用作捕獵或套在馬匹的頭上 

用作縛緊或捕捉野獸，其好處是易於解結

及可伸縮繩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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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結 Lashings 

1. 四方編結 Square Lashing 

描述 功用 

此編結是用來紮緊橫直兩根木棍的繩

結。一般情況下，兩根木棍成十字架形，

但有時彼此相交的角度會因應環境變化

而不一定是90度。多數情況下，垂直的棍

較為受力，因此此編結一開始所用的雙套

結是打在垂直的木棍上，而結尾則收在另

一根木棍上 

多用作做支撐架，將一根與地面垂直的木

棍和另一根橫向的木棍結合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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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十字編結 Diagonal Lashing 

描述 功用 

此編結是將兩根交疊的木棍結合在一

起，避免它們分離，以增強結構的穩固

性。打此結時不需理會兩棍交疊的角度 

將兩根交疊的木棍結合在一起，增強結構

的穩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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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8 字編結 Figure-of-eight Lashing 

描述 功用 

這是將三根木棍做成三腳架的方法之

一，此編結的名稱表示了它的編結方法，

而且其結法簡單易學，另外一種做法是三

腳架編結 

紮作三腳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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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圓周編結 Sheer Lashing 

描述 功用 

接駁兩棍時，應分別在靠近兩根木棍的頂

部和底部同時做兩個圓周編結，這樣才穩

固 

將兩根粗幼相同的木棍接駁起來，從而增

加木棍長度 

 
 
5. 剪立編結 Shear Lashing 

描述 功用 

此編結完成後，兩棍可形成交叉狀，不必

平行相對。由於此編結並不穩固，只能作

支撐用，不能過於受力 

將兩根木棍用繩索拼合在一起，撐開之後

做成一個人字型支架，作為先鋒工程的支

撐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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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壓脈式編結 Tournique Lashing 

描述 功用 

此編結只適宜用在Ten Minutes Tower，在

先鋒工程上作用不大 

功能與四方編結相同，但堅固程度不佳，

只能作臨時或較輕結構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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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單蛇形編結 Single Snake Lashing 

描述 功用 

比較簡易的枱面製作方法，但較費時和不

穩固 

製作枱面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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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雙蛇形編結 Double Snake Lashing 

描述 功用 

與單蛇打法相似，但此編結以繩索兩端編

結，比較省時快捷 

製作枱面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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繩端結 Whippings 

1. 普通繩端結 Ordinary Whipping 

描述 功用 

較為簡單、快捷及容易的股繩繩端織結，

除令股繩末端不會鬆散外，同時亦不會使

繩端變粗，阻礙運用。此繩端結的一個壞

處是如果織結不夠穩固會導致織結與股

繩脫離 

防止繩索末端鬆散 

 
 

2. 西部繩端結 West Country Whipping 

描述 功用 

簡單但較繁複的股繩繩端織結，除令股繩

末端不會鬆散外，同時亦不會使繩端變

粗，阻礙運用。此繩端結的一個壞處是織

結的時間較長和較難製作美觀的織結 

防止繩索末端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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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帆工繩端結 Sailmaker’s Whipping 

描述 功用 

此繩端結是很耐用的，結構非常穩固，但

是只限於三股絞繩上，且製作時間較長 

防止三股絞繩的末端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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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結 Splices 

1. 倒織結 Back Splice 

描述 功用 

此織結是三股繩或麻纜最有效的繩端

結，它可以防止繩端鬆散，而且整齊美觀 

防止三股絞繩或麻纜的末端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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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短織結 Short Splice 

描述 功用 

這是一個非常穩固的繩纜接駁結，但會使

繩纜變粗，不適用於滑輪上。以此織結接

駁繩纜，基本上不會降低繩纜的負荷力 

接駁股繩，增加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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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鳳眼織結 Eye Splice 

描述 功用 

以繩端迴轉編織而形成固定繩圈。圈套在

編織時已固定其大小，在吊掛或拖拉重物

時亦不會改變，因此使用完畢後易於移除

繩纜 

吊掛重物或套於柱體上以穩固物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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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Others 

1. 鈎口結 Mousing a Hook 

描述 功用 

目的是將開口鈎加以封閉，防止在鈎上的

繩索從鈎口滑脫。此結在先鋒工程中廣泛

應用，如三二一把持法 

封閉鈎口，以防止繩索滑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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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滑輪代用結 Harvester’s Hitch 

描述 功用 

此結可以臨時代替滑輪組之用途。在先鋒

工程中，亦可用以收緊繩纜，如馬騮橋上

的扶手繩。因為如用滑輪組的話，會十分

笨重及繁複，因此以此結代替 

在沒有滑輪時作代替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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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絞盤結 Windlass 

描述 功用 

此結可將一條鬆了的繩纜收緊，但是對繩

纜的損耗很大 

收緊鬆了的繩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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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鑽石結 Turk's Head-three Lead 

描述 功用 

童軍領袖的基維爾巾圈，是一個裝飾繩

結。有多種結法，而且結出來的鑽石結都

不同，作為領巾圈用的一般是三周四耳及

重覆一次 

裝飾物之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