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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三、高空工作的常用繩結 

適當的運用繩結，讓你的工作效率更佳，也保護你的生命。繩結的用途包括：將工人連結到

主繩上(及固定點、安全繩)、繩子與繩子的連接，利用輔助繩結合主繩上攀等等。 
繩子經過繩結的反覆彎曲之後，原本的強度會降低，負重的能力也會降低。例如強度 40kN(約
4000 公斤)的二條主繩，經過雙漁人結的連接之後，強度可能剩餘 70%成為 2800 公斤，此時

高空工作者使用於垂降或拖拉重物時，負重不應超過 1/10(紡織品安全係數 10:1)，即 280 公

斤。否則當發生墜落衝擊力過大時，繩索在繩結處可能突然斷裂。 
 
※編織繩在打上各種繩結後的剩餘強度 
繩結  rope knot 剩餘強度 
直繩  straight rope 100% 
單結  overhand loop 58-68% 
雙漁人結  double fisherman’s knot 65-80% 
8 字繩環  figure eight 66-77% 
9 字繩環  figure nine 68-84% 
工程蝴蝶結 alpine butterfly 61-72% 
平結  square knot 43-47% 
水結  water knot 60-70% 
 
常用的繩結：不超過十種，重要的是學會繩結的活用，而不需學會太

多的繩結。打好的繩結，結形必需好看、紮實，繩股避免交叉，才能

充份發揮繩結的效能。 
 
一、工程上常用的繩結： 
1.單結(overhand)  

最簡單的繩結，將繩尾在主繩上繞半圈，再穿過繩圈，拉緊即可。

常用於打完繩結後繩尾的固定(半扣)。 
2.單結繩環(overhand loop) 

如果利用挽索確保，挽索本身可以雙單結的繩環來與安全吊帶作連

接。單結繩環也常用在普魯士繩環上打出腿環。 
 

 
單結(下) 與單結繩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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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8 字結、8 字結環(figure 8 & figure 8 on a bight)與 9 字繩環 
8 字結環是很強韌的繩結，用過之後也不難解開，與傘帶環(或扁帶環 Sling)配合使用時，

可以架設很完美的垂降固定系統。 

 
8 字結環的打法也很簡單，它僅僅是打單結繩環的時候，繩尾多繞主繩半圈再穿入繩圈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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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式 8 字結環： 
如果直接使用一個柱子(或樹幹)
作為固定點，可先打一個 8 字

結，繩尾在繞過柱後，再順著 8
字結回繞，使得結環可以穩固地

套住柱子。 

  
8 字結環如果長時間架設於固定點上負重受力，趨緊的結形最終可能很難解開。這種長時間

使用的情形應該使用 9 字結環，因為 9 字結的結形較 8 字結為長，要解開的時候，前後反

折幾下，就可輕易將結形鬆開。 
9 字結環的打法也很簡單，僅僅是打 8 字結環的時候，繩尾再多繞主繩半圈再穿入繩圈即可。

請注意，8 字結的結形像一個 8 字，而 9 字結的結形並不像 9 字，它是因為 8 字結再多繞半

圈而成，為了方便記憶，我們稱它為 9 字結。 

 
現在，我們釐清一下單結繩環、8 字結環、和 9 字結環的差異，它們的打法基本相同：先將

主繩繩尾反折 180 度，形成一個單繩耳，再將單繩耳反折 180 度，形成繩圈，繩耳再繞主

繩 1~3 個半圈後再穿回繩圈，拉緊即成。 
請注意： 
※ 單結繩環：繞 1 個半圈    ※8 字結繩環：繞 2 個半圈   ※9 字結繩環：繞 3 個半圈 
※打完繩結後，繩尾必需預留 20 公分以上，避免繩結在使用受力時而繩尾被回抽發生危險。

繩尾在主繩上打一個半扣(單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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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水結(water knot) 
水結是連接兩條傘帶或將一條傘帶結成傘帶環的最佳方法。打法非常簡單，將一條傘帶打

一個平整的單結，再將另一條傘帶循著前一條傘帶的繩尾順勢回繞。調整兩端，留下 20 公

分的繩尾，再拉緊繩結。但要注意，水結放久了會變鬆，務必要經常檢查，如果變鬆或繩

尾太短，必需重整並拉緊。 

 

傘帶環可作為固定點工具，而且可以任意調整環的長度。一條夠長的傘帶利用水結形成一

條傘帶環，連接二個固定點，再使用鉤環連接主繩，也可以用傘帶環套住一個堅固的物體，

如柱或岩石，再使用鉤環連接主繩即可形成一個垂降繩系統。但要留意，水結容易自動鬆

弛，必需經常檢查水結，保持在拉緊的狀態，水結的繩尾必需保持在 20 公分以上： 

  
為了避免傘帶環因為水結的鬆弛而失效，可選用封閉式的扁帶繩環(Sling)。扁帶的連接處係

以 6 至 10 道的車縫連結，車縫處的拉斷力比扁帶本身的拉斷力更高，避免了水結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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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雙漁人結(double fisherman’s knot) 
當主繩不夠長時，用雙漁人結連接兩條主繩作垂降，是非常安全的方式。當然也可以用編

式 8 字結來連結兩條主繩，但是雙漁人結的結形較小，而且在垂降後把繩子拉下也比較容

易。 
打法也很容易，交疊兩條繩子的繩尾，各自以此繩尾在另一條繩上回繞二圈，繩頭穿過各

自的繩圈，束緊，再打上單結收尾即可。 

 
打好雙漁人結之後必需進行檢查，確保二個繩結的繞行方向是正確的。二個繩結的繩尾有回

跑的可能，而二個繩尾回跑的方向必需能互相牽制。繩尾必需預留 15 公分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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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雙套結(clove hitch) 
雙套結可以快速地將繩子扣入鉤環，與固定點連接。雙套結的優點是容易調整確保者和固

定點之間的繩索長度，而不需將繩結從鉤環上解開。雙套結也可以應用在主繩上站立，當

工人懸掛在空中而缺乏站立點或繩梯的時候，將下方主繩在小腿的下半部位打一個雙套

結，套進腳的中央，即可站立在主繩上。當然這只是臨時的解決方案，腳部會被繩子束的

太緊而不舒適，最好使用專用的腳環或繩梯。 

 
 
稱人結(bowline) 

稱人結可以在主繩的尾端打出一個穩固的繩圈，這個繩圈可繞過固定點(樹幹或柱子等)作為

人身確保，繩尾要預留 20 至 30 公分，稱人結不如 8 字結環一般穩定，但只要將繩尾繞主

繩打一個單結收尾，或加一個「優勝美地收尾結」就可以放心了。(現場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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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工程蝴蝶結 (或阿爾卑斯蝴蝶結 Alpine Butterfly Knot) 
工程蝴蝶結的特色是可承受二方(兩端繩尾)或三方(兩端繩尾+一端

繩圈)的拉力，卻不會鬆開或變形，是非常理想的繩結。蝴蝶結的

主要應用有二： 
a.可以配合 8 字結環應用在固定點以架設垂降主繩。 
b.發現主繩有破損的時候，可以打一個蝴蝶結，將破損點置於繩圈

處，於是主繩的受力方向可以避開破損點(如右圖)。 
c.可以在主繩上創造一個臨時的固定點，懸掛物品或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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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摩擦結(friction knot) 
摩擦結的通俗說法是「繩咬繩」，通常是以輔助繩用摩擦結纏繞主繩，可以建立一套系統，

讓工人可以藉由輔助繩延著主繩上攀或下降。摩擦結在受力時可固定在主繩上不動(繩咬

繩)，可以負荷工人的體重；而不受力時又可以自由在主繩上移動，主要的摩擦結有： 
A. 普魯士結： 

將輔助繩繩圈在主繩上打一個繫帶結，再同方向纏繞 2 至 3 圈，繩子潮濕或負重時需要

多繞幾圈，才有足夠的摩擦力可以固定輔助繩。 
輔助繩直徑(通常 5mm 至 7mm)必需小於主繩約 5-6mm，才能緊密抓住主繩，但直徑太

小的輔助繩會使普魯士結不易操作，直徑太大則抓不住主繩。不可用傘帶(或扁帶環 sling)
來打普魯士結，因為它可能抓附不住主繩。 
將二條輔助繩環，用普魯士結綁在主繩上，一條連結到吊帶的確保環，一條打二個腳環，

可作為臨時的上升器或下降器，就可以沿著主繩上升或下降。當然這個方法很吃力，如

果有上升器或下降器，工作效率會好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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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克氏結： 
克氏結的功能也與普魯士結相同，但它的優點是可以利用輔助繩或傘帶來作，當你在外

地工作時，也許不會帶太多輔助繩，但是手邊可能還有幾條架設固定點剩餘的傘帶(或扁

帶環 Sling)就可以派上用場。 
克氏結的打法是將輔助繩或傘帶在主繩上以螺旋狀環繞 4 至 5 圈，上方繩圈預留長度相

當於纏繞的寬度，下方的繩圈較長，至少能連結到吊帶。下方繩圈穿過上方繩圈再下拉

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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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邦尼結(Bunny ears knot)又稱雙環 8 字結 (figure 8 double loops) 
邦尼結是由 8 字結繩環所演變而來，打法與 8 字類似，僅在最後繩耳穿過繩圈時，改為繩

耳下的雙股繩穿過，而繩耳從繩圈上方繞過以反套整個繩結，最後在 8 字結形之上出現二

個繩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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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垂降系統 
邦尼結最適合用來架設垂降系統： 
如果有兩個穩固且相距不遠的固定點，則邦

尼結的二個繩環可以連接到這二個固定點，

此二個繩環還可以互為調節長短，使得二個

固定點可以受力均勻，以確保垂降繩的穩定。

如果是架設雙繩系統，則邦尼結是再好不過

了，只要用一條兩倍於垂降距離長度的主

繩，便可以在三個固定點架設安全的雙繩系

統。 
靜力分攤法：Y-hang 理論 
當一條垂降繩係固定於二個固定點時，必需

力求二個固定點的承重必需平均，二個連接

固定點的繩環夾角愈小愈好，最好不超過 60
度。 
千萬不可使主繩的負重過度偏重於其中一個

固定點，如果發現受力不均，可以調短其中

一個繩環，放長另一個繩環，使它們受力平

均。否則當一個固定點失敗時，第二個固定

點會承受很大的衝擊力。 
Y-hang 夾角與固定點承重比率： 
角度 施於任一固定點的力量 
0 50% 
45 55% 
60 58% 
90 70% 
120 100% 
150 193% 
160 300% 
170 570%  

 
固定點夾角以 60 度內為最佳 

圖片來源：登山聖經第七版 
 
此外，二個繩環的夾角愈小愈好，當夾角愈大時，二個固定點所承受的力量便愈大。 
以上圖為例，如果主繩負重 100 公斤，當二繩夾角接近 0 度時，二個固定點承受的重量為

各 50 公斤；夾角 60 度時，二個固定點各承受 58 公斤；而夾角為 120 度時，二個固定點

各承受 100 公斤；而夾角接近 180 度時，二個固定點各承受超過 500 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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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邦尼結架設的繩索訓練場 

(台灣工安技術攀登學會) 
這個雙繩垂降系統使用了：1 2 3 

1 條繩子，2個邦尼結，3 個固定點 

 
安全而效率高的雙繩垂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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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架設垂降繩 
如果你的垂降系統架設正確又有效率，你可以早幾個小時結束工作，並且能常保安全。而

同樣的工作，其它工人可能要繼續工作至深夜，冒著天黑的風險，懸掛在高空中趕工。 
※注意：許多墜落事故，是因為天黑視線不清。 
1、固定點 

安全穩固的固定點非常重要，它是整個系統的根本。因為

何時發生墜落無法預測，而當它發生的時候，固定點必需

能承受墜落所帶來的巨大衝擊力。一個垂降系統至少需有

二個以上的固定點，多幾個更好。如果是雙繩系統(二條垂

降繩，一條作為工作負重用，另一條作為確保)必需至少 3
個以上的固定點。      右圖：使用 2個固定點架設 1條垂降繩

 
固定點的選擇端看你在何處工作，如果是大樓外牆，必需

尋找頂樓或陽台上是否有堅固的樑或柱，你可以用扁帶環

套在樑柱上，注意受力方向，千萬不可讓扁帶環有脫出樑

柱的風險。如果找不到足夠的樑柱，可以在 RC 結構結實

的地方用膨脹螺絲打幾個耳片(bolt)固定點，套上鋼環，再

掛上繩索。千萬不要將繩索直接掛在固定點耳片上，避免

繩子被銳利的耳片所切割。 
如果是在山野中垂降工作，尋找固定點則比較不費事。你

可以利用粗壯的活樹或是穩固的岩石。強壯的樹枝也可以

考慮，但要小心發生槓桿作用而拖倒整棵樹。 
主繩自固定點到垂降方向之間，經常會通過銳利的岩角或

樹皮，一定要以繩索保護裝置來隔絕主繩與岩角的磨擦。

因為主繩在受力的狀態下，如果遭到銳利的物體磨擦或切

割時，非常容易斷裂。許多的意外皆是這樣發生的。

 

用扁帶環繞樑架設的垂降繩 

 

 
用主繩繞柱架設的垂降繩 

 
在戶外使用凸岩作為固定點 

(圖：登山聖經第七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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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架繩的建議 

a.扁帶環+主繩 8 字結。  (如右圖 1) 
扁帶環(Sling)是最常用的架繩工具，它非常的堅韌和靈活，扁

帶環在連接固定點後，扣一個鉤環在中間並套入二股扁帶(內
股轉半圈)，則扁帶環本身可以自動調整到系統均力 (左右二個

固定點受力相同)，即使工人在垂降過程中左右變換位置，則

受力方向的改變也可以使扁帶環自動調整至系統的均力。 
b.主繩 8 字結 +工程蝴蝶結  (如右圖 2) 

通常用於二個固定點有相當的距離，則先以 8 字結連結較高的

固定點，待主繩通過另一個固定點附近時，打一個工程蝴蝶結

以連接這個固定點。由於完全以主繩來完成連接，要特別注意

二個固定點是否均力。 
c.邦尼結   

使用一個邦尼結架設單繩垂降系統，或二個邦尼結架設雙繩系

統。 
 
架繩並無一定的公式，你必需隨工作的環境來選擇一種二種甚

至三種方法，但千萬不可過度信任單一的固定點。架一個垂降

系統必需達到 100 分，才能絕對安全，一個極為穩固的固定點

充其量只佔 50 分，你必需至少再找一個固定點作為備援。 
 

 

 

3、連接的器材 
固定點與繩索或扁帶之間，扁帶與主繩之間，主繩與吊帶之

間，最理想的連接器便是鉤環。固定點端用的鉤環通常採用

鋼製鉤環，取其耐磨；而安全吊帶端通常使用鋁合金製的鉤

環，取其質輕。 
下降器是最重要的垂降器材，高空工作者最好採用具備自動

掣停的下降器，它們可以輕易的上鎖或自動上鎖，雙手騰出

來工作，避免放手或誤觸垂降柄而發生墜落。垂降過程中即

便雙手意外放開(例如被落石擊中)也會立即在空中滯停或緩

緩沿繩下降，不致於發生危險。因此，8 字環不應被用在工

業垂降。 
上升器也是必備的器材，在垂降工作的過程中，你可能需要

來回的上升下降。或者結束工作後，你必需攀升至垂降原點。

當你熟練於使用這些器材之後，在高空中沿繩攀登下降就如

同在平地行走一樣容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