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緒論 

     

木質傢俱具有優美的天然紋理、質感及易於加工等特性，因而幾

世紀以來深受消費者的喜好。由中國河姆渡遺址（距今六千多年）所

發掘之大量木構建築中已有了木材方榫接合（Mortise and Tenon Joints）

的發現得知，人類為提高木材的利用價值，在當時就已經對木材的接

合方式進行製作及研究（林壽晉，民 70）。傢俱因造型及結構上的需

求，有各種不同的接合方式，而如何改善傢俱結構並提高榫接的結合

強度，長久以來是傢俱設計及製造業者努力追求的目標。 

 

第一節  研究緣起與動機 

 

壹、研究緣起 

Sparkes（1968）指出：在各種傢俱結構接合中，榫接接合的強度

最大也最為美觀。為提高傢俱榫接的結合強度，許多木結構專用之膠

合劑應運而生；這些膠合劑與榫接組合後之強度，能適度的解決傢俱

設計與製造上結構強度的問題。 

根據王松永、楊淑惠（民 89）指出：引拔強度以橢圓榫最大，

次為方榫，木釘接合最小。由於工業時代傢俱量化生產的需求，使傢

俱榫接接合方式趨向選擇加工簡單、易於裝配的木釘（Dowel Joint）、

方榫（Square Joint）及橢圓榫（Ellipse Joint）。 

根據 Eckelman（1978）、楊明津、林東陽（民 75）指出：影響榫

接強度的因素包括如樹種、含水率、膠合劑種類、佈膠方式、榫頭尺

寸、嵌合度等等皆是。 

歷年來相關之學者及專家，對傢俱 T形榫接結構常用之木釘、方

榫及橢圓榫結合強度做了許多深入的研究。但是，對於榫接結構遭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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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壞的部位及原因並未能深入加以探究，並且，對於如何提高榫接結

構強度的技術層面，受限於專業的傢俱製造技術，並未能深入加以探

討或研究。。 

T形結構經常應用在傢俱椅類的側檔與後腳接合，椅子經過長時

間使用後，側檔與後腳是最容易脫膠或損壞的部位。經檢視破壞狀

況，發現有兩種情形。一種為外力使整個榫頭脫離榫孔，如圖 1-1所

示。其原因經分析後發現是榫接於加工過程中，榫頭與榫孔嵌合度控

制不當、榫頭或榫孔組合前被不當塗裝（塗料刷塗於接合處表面）及

材料含水率控制不當經大氣溫濕度變化而引起縮收等因素所造成，這

些因素只要能加強製程的品管便能解決。 

 

 

 

 

 

 

 

 

 

 

 

圖 1-1  榫頭脫離榫孔的現象（拍攝者：鄭順福） 

 

另一種情形為榫頭與榫孔正面膠合的部位脫離撕裂，榫頭與榫孔

接合面的木材纖維皆呈現撕裂現象，如圖 1-2所示。對於榫接接合面

木材纖維撕裂的現象，一般皆以外力超過榫接之最大抗拉極限作為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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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並未能深入探究榫接內部膠合層受破壞的原因及撕裂部位破壞的

狀況。 

 

 

 

 

 

 

 

 

 

 

圖 1-2  榫頭接合面產生纖維撕裂情形（拍攝者：鄭順福） 

 

經過仔細觀察榫頭接合面纖維撕裂的情形，發現纖維撕裂部位

都集中於榫肩與榫孔的接觸面，而膠合面積最大的榫頭側面及榫孔側

面卻少有纖維撕裂的情形，如圖 1-3所示。 

 

 

 

 

 

 

 

 

圖 1-3  榫頭接合面纖維撕裂的狀況（繪圖者：鄭順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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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分析榫接的膠合過程，發現榫接在組裝階段只針對榫頭與榫

孔的垂直面施壓，而榫孔內部周圍之膠合層，受限於榫接結構形式而

並未加以施壓，因此，影響榫孔內部膠合層的膠合效果。 

貳、研究動機 

依據孫水坤、陳載永（民 82）對台中縣國民小學課桌椅強度檢

驗與結構改善（Ⅱ）－－市售方榫結構之美國鐵杉課桌椅之強度研究

結論指出： 

一、以 JIS學校用傢俱之檢驗標準，市售方榫結構美國鐵杉之椅子，

按反覆衝擊試驗均未能達到合格標準。 

二、其原因有： 

（一）材料本身材質較軟。 

（二）榫頭與榫孔之精密度不良。 

（三）接合部位之上膠量不足且不均勻。 

依據上述椅子未能達到反覆衝擊試驗合格標準之原因，啟發應用

楔片（Wedges）改善結構強度之構想。楔片是一種利用斜度扣接的傳

統技術，可以解決因材質較軟、榫接精密度不良及上膠量不足的加工

缺點。於榫接中嵌入木楔，可以提高榫接的扣接強度，如圖 1-4所示。 

 

 

 

 

 

 

 

圖 1-4  傳統的木楔榫接合（繪圖者：鄭順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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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的木楔榫接合係以榫頭側邊距離 10mm處嵌入木楔，藉由嵌

入之木楔使榫頭兩邊產生向外之壓力，增加榫孔兩邊與榫頭側邊之緊

密度，如圖 1-5所示。 

 

 

 

 

 

 

 

 

 

圖 1-5  傳統木楔施壓方向（繪圖者：鄭順福） 

 

因為榫孔兩邊係木材的端面，端面的導管會將膠合劑完全吸進木

材裡

圖 1-6  不同膠合面之膠合強度比較（繪圖者：鄭順福） 

 

面，而導致膠合層的膠合薄膜剩下很少量，其膠合層的強度自然

減弱，這種方式並無法提高榫接的膠合效果。鄒茂雄（民 71）指出：

理想的木材膠合面係以材料的面對面或邊對邊最為理想，木材端面的

膠合效果是最不理想的，如圖 1-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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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傳統的木楔接合技術與木材膠合理論的啟萌，本研究乃希

望透

圖1-7  木楔以45度或對角嵌入之施壓方向及範圍（繪圖者：鄭順福） 

 

過改變傳統木楔嵌入榫頭的方向，使榫接內部之膠合層都能受到

適度施壓，達到最理想的膠合效果，同時又能維持木楔斜度扣接的優

點，藉以提高 T型榫接之結構強度。由於以 45度或對角嵌入木楔後，

其產生之施壓方向及施壓範圍都能吻合本研究的需求，如圖 1-7所

示。因此，本研究乃選擇以對角嵌入木楔的方式，應用於 T型雙邊半

圓榫的結構中，如圖 1-8所示。期望這種改良結構的接合方式，對提

升傢俱的強度及品質有所助益。  

 

 

 

 

 

 

 

 

 

 

圖 1-8 試件嵌入木楔構想（繪圖者：鄭順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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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 

 

據研究緣起與動機之論述，優良的傢俱榫接必須具備高強度、

加工

。 

雙邊半圓不貫穿

三、了解不同木楔鋸縫深度對雙邊半圓不貫穿木楔榫接引拔強度的

四、了解雙邊半圓不貫穿木楔榫接引拔強度與端面紋理斜率及木楔

五、 響因素建議，供國內有關單位及相關學

 

第三節  待答問題 

 

研究將應用木材加工技術，改良傳統之不貫穿木楔榫接。利用

木楔

俱結構中，其引拔強度為

二、不同製材方式之端面紋理斜率及斜率差對雙邊半圓不貫穿木楔

三、不 穿木楔榫接引拔強度之影響

依

快速及材料節省之三大原則。為證明雙邊半圓不貫穿木楔榫接是

否具有實用的發展價值，本研究的目的如下： 

一、了解雙邊半圓不貫穿木楔榫接的引拔強度

二、了解不同製材方式之端面紋理斜率及斜率差對

木楔榫接引拔強度的影響。 

影響。 

鋸縫深度的相關性。 

提供上述相關數據及影

者與專家參考，並作為後續研究之依據。 

本

的原理及膠合理論，設計改變木楔的擠壓方向，使榫接於組合後

內部的膠合面能獲得適度的施壓，以達到最佳的膠合效果及結構強

度。因此本研究探討之主要問題如下： 

一、雙邊半圓不貫穿木楔榫接應用於傢

何？ 

榫接引拔強度的影響程度為何？ 

同木楔鋸縫深度對雙邊半圓不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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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為何？ 

四、雙邊半圓不貫穿木楔榫接引拔強度與端面紋理斜率及木楔鋸縫

 

第四節  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實驗研究法，以設計及製作試件進行結構破壞為主。

首先

，本研究利用上述所得之相關數據，採用統

計學

深度的相關性為何？ 

參考傳統木楔應用於榫接的接合結構，加以改良並應用於試件設

計中。本實驗之試件結構採用雙邊半圓不貫穿木楔榫接，木楔嵌入榫

頭的方向採取對角線方式嵌入，使榫接內部膠合面都能獲得壓力。另

外，並設計二種不同深度的木楔鋸縫，以探究何者具有較佳的結構強

度。依據榫接設計構想，使用木工機器及加工技術製作 T形雙邊半圓

不貫穿木楔榫接。並製作拉拔實驗用夾具，將試件固定於微電腦萬能

材料試驗機，進行引拔破壞試驗，觀察並紀錄其結構破壞之變化，作

為本研究之理論基礎。 

為使研究成果具體化

之平均數（MEAN）、變異數分析法（ANOVA）及皮爾遜積差相

關（Pearson Correlation）及線性迴歸分析（Linear regression）等描述

性及推論性統計，進行分析歸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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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於工業時代傢俱量化生產上的需求，全球森林過度的開發，人

造林

表 1-

樹種 
螺釘旋入時 釘接與螺釘

膠合能力 

由

的速度趕不上人類的需求，替代材料不斷的被開發出來，例如過

去台灣地區中小學所使用之課桌椅常以鐵杉材料製造，目前已漸漸被

進口之花旗松及白松所替代。由於木楔接合結構以中等軟材較能發揮

其效能，因此，本研究選擇以北美洲白松（Northern America white pine）

為試件製作材料，北美洲白松之加工性能及物理特性如表 1-1、表 1-2

所示。 

 

1  北美洲白松加工性能 

機械加工 入釘時抗劈

性能 裂能力 抗劈裂能力 的挾持力 

優 優 優 良 

資料來源：美 業部第七十 農業手冊（ 4） 

1-2  北美洲白松物理特性 

國農 二號 197

白松 佳 

 

表

平均運輸重量

kg/m3 
12%） 含水率（6%） （千巴） （兆巴） （牛頓） 

442 686 

資料來源 農業 七十 業手 1974）

研究之範圍與限制如下： 

雙邊半圓不貫穿木楔榫接為研究樣本，不包括貫穿方

：美國 部第 二號農 冊（  

樹種 
比重 

（  
乾材 生材 

橫向收縮率 破壞模量 彈性模量 側面硬度 

白松 .38 6.2 67,000 10,100 1,900 

 

本

壹、研究範圍 

一、本研究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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榫、貫穿圓榫、貫穿橢圓榫、不貫穿方榫、不貫穿圓榫等榫接。 

本研究僅進行雙邊半圓不貫穿木楔榫接引拔強度（Withdrawal 二、

貳、研

於時間及經費等因素，僅取用含水率控制在 12%之北

二、 有各種尺寸，本研究之榫接試

三、木 、PU、Epoxy、PVAc），

四、 變項僅限於「材料端面紋理斜率」、「木楔鋸縫深

五、 接浸膠時間的長短、木楔嵌入

 

strength）測定，不包括抗彎強度、抗剪強度的測定。 

究限制 

一、本研究由

美洲白松為試件製作材料，因此，研究結果無法解釋推論至其

他不同含水率及不同樹種。 

榫接因傢俱功能及造型的需要而

件僅取用寬度 55mm，厚度 30mm一種尺寸，因此，研究結果

無法解釋推論至其他不同尺寸之榫接。 

材膠合劑有許多種類（尿素甲酸樹脂、RF

本研究由於時間及經費等因素，僅取用德國 RAKOLL公司生

產之（PVAc）膠。因此，研究結果將無法解釋推論至其他不

同膠合劑。 

本研究的主要

度」與「榫接引拔強度」的關係研究，其他影響因素（如硬度、

含水率、表面粗糙度、榫頭尺寸等），則因時間及經費的限制，

無法納入研究。 

影響榫接引拔強度的因素包括榫

的方向及數量、榫頭不同長度、材料不同硬度、材料不同樹種

等等，本研究受限於人力及其他因素，僅就「徑切材」、「弦切

材」、「18mm木楔鋸縫深度」、「25mm木楔鋸縫深度」等四項

進行考驗，其餘則無法逐一進行考驗。 

 

 

 10



第六節 重要名詞界定 

 

構（Structure） 

是一種系統，係由其中每一個構成份子交互作用而

成，

使用的器具，廣義是指提供人類生活、工作所需的

輔助

 

接合結構，一般係由兩個組件一凹一凸結合組成，其

中將

合結構，一般係由兩個組件一凹一凸結合組成，其

中將

圓之直徑，俗稱（橢

圓榫

合鎖釦的方法，能靠著榫頭的側邊擠壓增加榫接組

合後

結

一個存在物或

其構成與功能，只有從整體的觀點，才能獲得理解。傢俱的結構

方式是透過「骨架」與「板」的組合，才能成為一個具有功能的實體 

傢俱（Furniture） 

狹義指家庭所

工具，本文所稱傢俱係指木質傢俱，如居家與辦公場所使用之櫥

櫃、桌椅等。 

榫頭（Tenon）

傢俱榫接的

木材端部切削成凸出形狀的單元組件，稱之為榫頭。 

榫孔（Mortise） 

傢俱榫接的接

木材側面加工成凹槽形狀的單元組件，稱之為榫孔。 

雙邊半圓榫（Double end of Half Round Joints） 

榫頭端面側邊形狀為正半圓，榫頭厚度為半

），一般可製造成貫穿及不貫穿兩種型式，加工貫穿榫接時，榫

孔深度常因刀具長度而有所限制。 

木楔（Wedges） 

木楔是一種接

之緊密度。木楔採用於貫穿榫接時，長度約為 50mm，寬度與榫

頭厚度相同，厚度約 6mm呈錐形，木楔斜率約 5度，比例為 1：6。

採用於不貫穿榫接時，木楔長度必需視榫頭長度及榫孔深度而定。  

含水率（Moisture Co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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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水率係木材之絕乾（全乾）重量或測定時重量之比率。一般以

百分比（﹪）表示，前者稱為乾量百分比，後者稱為濕量百分比。為

比較木材之標準的含水率通稱為標準含水率（Standard or Normal 

Moisture Content）或平衡含水率（EMC），含水率的標準各國及各區

域有所不同，有採用 10﹪、12﹪、15﹪或更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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