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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山裝備 

瑞士刀 

資料來源：《台灣山岳雜誌》提供 

瑞士刀  

身處野外，有很多問題可以直接用刀來解決，身旁若沒有了一把刀，野外求生能

力立即頓失。建議大家對刀要有初步認識，進而學會選刀、用刀及保養刀。  

 選一把真正的瑞士刀  

「瑞士刀」起源於  1884 年，創始者 Charles Elsener 在瑞士阿爾卑斯山區附

近 Schwyz 的 Ibach 開始從事各式刀具的製作；由於設計精良，獲瑞士軍方讚賞，

遂於 1891 年起供應軍方「軍刀」，瑞士刀上的德文「  Offiziersmesser 」原義即

為「瑞士軍官刀」。  1945-1949 年，駐歐洲美軍多使用這種多用途的精巧刀子，但

因不會德文發音，而索性稱之為「  Swiss Army Knife 」，自此叫響招牌。面世迄

今，已有百餘年歷史。  

目前市面上可以看到的類似「瑞士刀」品牌非常多，主要有來自瑞士的  

Victorinox 、德國的雙人牌、美國的  BUCK 、  SCHRADE ，以及西班牙的  

AITOR 。購買前需注意刀底部有無「  VICTORINOX SWITZRLAND 」的刻字，才

是真正的瑞士刀，來自瑞士的  VICTORINOX 是不錯的選擇。  

選擇實用且適用的瑞士刀  

瑞士刀的功能非常強大且眾多，簡單型只有  5-7 功能，超強型甚至有  30 種以

上的功能。筆者依使用經驗，列出一把實用型瑞士刀的使用重點及特色，供選擇時參

考。  

最適長度： 84-91mm 。  

基本功能：  

1. 長刀片 ( 主刀 ) ─用來切割食物或其它用途。 

2. 開罐器─打開罐頭。 

3. 開瓶器─扳開瓶塞。 

4. 鑰匙環─鉤住瑞士刀，以防遺失。 

附加功能：  

1. 剪刀─剪開食物包裝或紗布。 

2. 鑷子─用來夾拔有刺植物或蜜蜂毒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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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中的注意事項：  

1. 一次只扳開並使用一種工具。 

2. 用完後不可隨意擱置，以免誤傷別人。 

使用後的保養：  

1. 基本的清潔工作 

每次使用過後，切記擦拭乾淨。假若縫隙中有異物，可用小牙籤或棉花

棒加以剔除。若開合時略顯不順，可先將刀浸在溫水中，將刀開合數十次清

掉髒垢，再用吹風機以冷風吹乾﹔或用  WD40 將旋轉軸部份加以除鏽，或

用去漬油清洗乾淨。等乾燥後，再上稀一點的機械用潤滑油就可以了。  

2. 鈍掉與生鏽時的處置 

瑞士刀生鏽該如何處理？目前市售用來磨瑞士刀的專門用具共有兩種，

一種是兩片金屬片夾成刀鋒角度，固定在一支小小的紅色塑膠棒中；另一種

則是大約十公分長的小號磨刀石。筆者建議，除非瑞士刀已缺角，否則原廠

的磨刀器會刮花你的刀面與刀刃，因此，挑選磨刀石時，請記得選最細的砥

石；如果你不太相信自己的技術，建議你可至傳統市場找磨刀師傅幫忙。假

如刀面生鏽的話，不妨用  WD40 加以清除﹔若是要永久收藏，塗抹動物性

或植物性潤滑油，是不錯的選擇。  

十款實用的瑞士刀  

瑞士刀的種類多且雜，筆者謹提供  10 款實用型的瑞士刀。  

感謝台北登山友公司、台北山水公司、瑞鏵企業、  ACE 賣場提供相關產品供拍

照。  

一、  廠牌：  VICTORINOX(瑞士) 

 型號： 2.2313 

 功用： 

1. 長刀片 

2. 開罐器 

3. 開瓶器 

4. 鑷子 

5. 牙籤 

6. 刮線器 

7. 一字型螺絲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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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鋸子 

9. 鑰匙環 

 長度： 84mm 

 重量： 43g 

二、  廠牌：  VICTORINOX(瑞士) 

 型號： 0.3303(Waiter) 

 功用： 

1. 長刀片 

2. 開罐器 

3. 開瓶器 

4. 鑷子 

5. 牙籤 

6. 刮線器 

7. 一字型螺絲起子 

8. 鋸子 

9. 鑰匙環 

 長度： 91mm 

 重量： 37g 

三、  廠牌：  VICTORINOX(瑞士) 

 型號：1.4603(Tinker) 

 功用： 

1. 長刀片 

2. 短刀片 

3. 開罐器 

4. 開瓶器 

5. 鑷子 

6. 牙籤 

7. 刮線器 

8. 一字型螺絲起子 

9. 小型一字型螺絲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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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十字型螺絲起子 

11. 皮革穿線器 ( 穿洞器 ) 

12. 鑰匙環 

 長度： 91mm 

 重量： 60g 

四、  VICTORINOX(瑞士) 

 型號：1.3613(Camper) 

 功用： 

1. 長刀片 

2. 短刀片 

3. 開罐器 

4. 開瓶器 

5. 鑷子 

6. 牙籤 

7. 刮線器 

8. 一字型螺絲起子 

9. 小型一字型螺絲起子 

10. 軟木塞起子 

11. 皮革穿線器 ( 穿洞器 ) 

12. 鋸子 

13. 鑰匙環 

 長度： 91mm 

 重量： 75g 

五、  廠牌：  VICTORINOX(瑞士) 

 型號：1.4703(Super Tinker) 

 功用： 

1. 長刀片 

2. 短刀片 

3. 開罐器 

4. 開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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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鑷子 

6. 牙籤 

7. 刮線器 

8. 一字型螺絲起子 

9. 小型一字型螺絲起子 

10. 十字型螺絲起子 

11. 皮革穿線器 ( 穿洞器 ) 

12. 剪刀 

13. 多功能提鉤 

14. 鑰匙環 

 長度： 91mm 

 重量： 85g 

六、  廠牌：  VICTORINOX(瑞士) 

 型號： 0.8853(Pickniker) 

 功用： 

1. 長刀片 

2. 開罐器 

3. 開瓶器 

4. 鑷子 

5. 牙籤 

6. 刮線器 

7. 一字型螺絲起子 

8. 軟木塞起子 

9. 皮革穿線器 ( 穿洞器 ) 

10. 鑰匙環 

 長度： 111mm 

 重量： 80g 

七、  廠牌：  RICHARTZ SOLINGEN(德國) 

 型號： 

 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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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長刀片 

2. 開罐器 

3. 開瓶器 

4. 一字型螺絲起子 

5. 十字型螺絲起子 

6. 皮革穿線器 ( 穿洞器 ) 

7. 刮線器 

8. 鑰匙環 

 長度： 90mm 

 重量： 71g 

八、  廠牌：IMPERIAL(愛爾蘭) 

 型號：CAMP KNIFE 

 功用： 

1. 長刀片 

2. 開瓶器 

3. 開罐器 

4. 一字型螺絲起子 

5. 穿洞器 

6. 鑰匙環 

 長度： 95mm 

 重量： 78g 

九、  廠牌：  IMPERIAL(愛爾蘭) 

 型號： CAMPER`S KNIFE (With Fork and Spoon) 

 功用： 

1. 長刀片 

2. 開罐器 

3. 叉子 

4. 湯匙 

5. 鑰匙環 

 長度： 9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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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量： 90g 

十、  廠牌：  CAMPING KNIFE(日本) 

 型號： 有大小兩款 

 功用： 

1. 長刀片 

2. 開罐器 

3. 開瓶器 

4. 軟木塞起子 

5. 叉子 

6. 湯匙 

7. 鑽洞器 

8. 鑰匙環 

 長度： 111mm 

 重量： 150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