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文獻探討 

 

影響傢俱結構強度的因素眾多，本研究僅針對榫接定義、榫接樣

式、影響接合結構因素、接合結構行為、木楔結構等進行相關文獻探

討，以充分了解榫接結構之精髓，並作為本研究之理論基礎。 

 

第一節  木質傢俱接合結構之定義 

 

環華百科全書（1986）對「結構」的定義解釋為：一個存在物乃

是一種結構，或是一種系統。它之所以成為一個整體，係由其中每一

個構成份子交互作用；而每一部分的構成與功能，只有從整體的觀點，

才能獲得理解。由此解釋結構的各部分必須經過組合，才能成為一個

具有功能的實體。 

簡明大英百科全書（1975），對木質接頭（Joint）的定義為：接頭

的目的是將兩個構件固定在一起，使它盡可能的堅固，並不使接頭暴

露。依此定義，木質接頭（榫接）其主要功能在使不同個體的木材結

合在一起，並且能承受所需的強度。 

和家麒（民 82）指出 傢俱的結構方式歸納起來，不外乎是「骨

架」（frame）與「板」（panel）的組合。在設計或創造一件傢俱時，其

結構上必需考慮三個獨立而又有密切關連的設計步驟： 

一、傢俱造型設計：對於傢俱而言，「造型」的設計是最重要的，因

傢俱製品的結構形態含有藝術及審美的觀點在內，對消費者而

言會產生極大的購買意願及吸引力，造型美觀的傢俱也可豐富

人們的生活文化。 

二、傢俱功能設計：「功能」設計也就是結構設計，是根據人體工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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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理來確定傢俱結構與各部尺寸，以滿足人們特定的需要，也

就是依照最有效的方式，來表現傢俱預期的功能。 

三、傢俱工程設計：「工程」設計又可稱為傢俱強度設計，是根據有

系統的結構強度理論，設計有足夠能力承受載重的產品，以便

確保傢俱在使用中擁有一定的安全性。 

柯善士（民 67）指出鷰傢俱結構乃是以木材為主要材料，藉著榫

接、五金、膠合等方法，使設計中各構件的材料得到緊密的組合。 

盧俊宏（民 75）指出 木工榫接（wood joint）乃是木材兩相接合

一凸一凹互相接合的部位，凸的部位稱之為榫頭（Tenon）凹的部位稱

之為榫孔（Mortise），凹凸相互配合的設計，使之連接為一體的組合

方式。 

侯世光（民 75）指出最傢俱結構乃是傢俱各組件之間的組合，而

這組件必須藉榫接等接合方式使各組件接合在一起。 

彙整以上學者專家的看法，研究者將木質傢俱接合結構定義為：

木質傢俱接合結構是為了結合構件，並使之能承受使用時所需的強度

及功能。其中以一凸一凹互相接合的榫接接合結構，最為經濟、實用

及美觀。 

 

第二節  木質傢俱榫接結構形式之探討 

 

傢俱使用榫接接合的比例較其他接合方式為高，而榫接因接合結

構強度上的需求而有極大之變化，不同樣式及功能的榫接數以百計。

不同木工行業常因製品造型、功能、耐用性等因素，分別發展出特殊

型式的榫接結構，以符合其行業上需要的。 

林壽晉（民 70）將戰國細木工榫接接合方法歸納成� 1.直榫 2.半

直榫 3.鳩尾榫 4.半鳩尾榫 5.圓榫、半圓榫 6.端頭榫 7.嵌榫 8.嵌條 9.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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榫10.半蝶榫11.寬槽接合12.窄槽接合13.斜切加半直榫接合14.雙缺接

合等十四類接合方法。 

黃彥三（民 77）認為� 榫接之基本形式可區分為 1.對接 2.橫槽接

3.嵌槽接 4.舌槽接 5.直榫接、橢圓榫接 6.搭接 7.鳩尾接 8.斜接等八種

接合法。 

鄒茂雄（民 81）將木工接合方式分類為� 1.邊接合 2.半塔接合 3.

橫槽與嵌槽接合 4.方榫、橢圓榫接合 5.木釘接合 6.三缺榫接合 7.鳩尾

榫接合 8.舌榫與溝槽接合 9.斜接 10.端接等十種接合。 

王松永、楊淑惠（民 79）指出 傢俱接合強度關係著傢俱的安全

性與耐用性，由於傢俱量化生產的需求，使傢俱接合方式趨向採用加

工簡單易於裝配的接合。目前傢俱工廠使用最多的榫接型式為木釘、

方榫、橢圓榫的接合。 

綜合上述學者專家的論述可以了解，傢俱接合的方式乃因傢俱型

式及結構部位之不同而定，而近年來因工業化大量生產要求效率化的

緣故，目前傢俱工廠使用最多的榫接為木釘、方榫及橢圓榫的接合。

本研究為配合未來傢俱工廠生產效率及精度的要求，擬採用雙邊半圓

榫（橢圓榫）為研究樣本，以便研究結果能提供業界參考使用。 

 

第三節  影響木材接合結構因素之探討 

 

影響木材接合結構強度的因素除了榫接型式之外，榫接膠合面、

嵌合度、膠合劑、膠合層施壓、木材性質、濕度及溫度等因素，均會

影響結構之強度。故本研究乃針對上述因素進行文獻探討，並作為本

研究的理論基礎依據。 

 

壹、榫接膠合面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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鄒茂雄（民 81）指出 木材是一種多孔性材料(Porous Material)，

一塊木材的端部是粗導管線木理，且其吸收作用非常大。把一塊木材

端部放在水中，水份將很快的順著導管縱向進入木理之中。如果僅是

木材的側面暴露在水中，則其吸收量將大為減少。膠合強度決定於進

入表面木理的膠合量，如果膠合劑塗佈於端面木塊(End Grain)，則許

多膠合劑將被吸收進去，形成與相鄰材料間膠合薄膜的膠合劑僅剩下

很少量或一點也不留，其膠合強度自然減弱。理想的膠合面是木材膠

合劑應該滲入木理一些，以提供抓力(Grip)，但是在兩膠合表面間，必

須留有一些以形成連結薄膜(Uniting Film) 。 

陳殿禮（民 87）指出� 以帶鋸機、圓鋸機、立軸機製作榫接比較

表面粗糙度，其中以帶鋸機表面粗糙度之標準差（5.14μm）最大而立

軸機製作榫接之表面粗糙度標準差（1.96μm）為最小。而膠合面的表

面粗糙度會直接影響膠合強度，表面粗糙度值越小，其結合後之強度

越大。 

由上述膠合面對膠合強度影響的分析，可以得到選擇正確膠合面

的認知，亦即結合兩木材之一或兩者都是端面木理時，太多的膠合劑

被吸進木材裡面，兩結合組件間無法留下膠合劑，這種結合將十分脆

弱。比較理想的膠合面是由木材的側面對側面接合。另外，膠合面的

表面粗糙度會因加工機械之不同而有所差異，橢圓榫機鉋削材料的方

式與立軸機鉋削方式是相同的。因此，本研究榫接膠合面將採取橢圓

榫機加工，以獲得較佳為適當的表面粗糙度。 

 

貳、榫接嵌合度 

楊明津、林東陽（民 75a）指出� 暗榫接合採填縫性的尿素甲酸

樹脂時，雖然配合度以－0.5mm為最強，但是考慮其組合施工及施工

易產生劈裂，其榫頭與榫孔應選擇配合度以－0.2mm至－0.3mm之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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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配合，能提高結構強度之品質。 

蔡佳廷、林慶東(民 83)指出� 接合條件對橢圓榫接合強度有下列

之影響： 

一、橢圓榫接合強度乃隨著木材比重之增加而強度愈大的趨勢。柳

杉積層材方面，兩種方式之接合皆有明顯的增加，A方式（六

層）之引拔強度約為柳杉材強度的 1.94倍，破壞的撓曲強度約

有 1.24倍；B方式（十二層）之引拔強度約為 1.07倍，破壞的

撓曲強度為 1.13倍。 

二、白櫟木材（White OaK）以不同的膠合劑接合，引拔強度、破壞

撓曲及接合剛性皆以 UF膠所獲得之強度最大。以瞬間接著劑

所獲得之引拔強度最差；而 PVAc膠所獲得的撓曲強度與接合

強度最差。 

三、白櫟木材橢圓榫接合之崁合度，引拔強度以－0.2mm最適宜；

而破壞之撓曲強度以－0.3mm為最佳；另外接合強度以－0.4mm

為最強。 

陳合進（民 84）於應力波非破壞測定法檢測傢俱構件接合強度論

文指出� 三種接合法之引拔載重試驗中以橢圓榫最大，方榫次之，木

釘接合最小；構件的引拔載重會隨著構件榫頭長度的增長而提高。所

有構件中以榫長 40mm 的強度最大(2003 kgf)，而以未佈膠構件之強度

最低(137 kgf)，榫頭寬度 +0.5 mm 嵌合度的構件強度會明顯的降低。3 

種接合法中最大彎矩方面以方榫之彎矩最大，橢圓榫次之，而木釘接

合最低；榫頭厚度 +0.5 mm嵌合度之構件，其最大彎矩比嵌合度± 0 的

構件大。 

楊明津、林東陽(民 75b)指出 暗榫接合之抗彎強度與榫頭長度及

榫頭寬度皆成正相關。適度的增加榫頭寬度可以獲得較大的抗彎曲強

度。暗榫接合之榫厚比約為 1/2時具有最大的抗彎曲強度，目前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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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榫厚比為 1/3之情形，就木製傢俱最常遭受的彎曲外力而言並不

理想。 

綜合上述相關研究之論述得之，榫接之崁合度採基軸制時以－

0.2mm至－0.3mm之過渡配合其抗拔強度最佳，並能提高結構強度之

品質。榫接的引拔強度會隨著榫頭長度的增長而提高。目前普遍採用

榫厚比為 1/3之情形，就木製傢俱最常遭受的彎曲外力而言並不理想。

本研究考慮榫接嵌入木楔後組合的問題，嵌合度採基孔制 ±0配合，

榫頭長度採材料寬度 2/3設計，榫頭厚度比榫肩多 3mm加工。 

 

參、膠合劑的選用 

木材膠合作用會受無數的因素所影響，並且膠合層的形成其機構

也很複雜，目前為止還沒有一種膠合劑能適用於各種不同樹種的木材

或其他不同的膠合條件。 

陳嘉明（民 85）指出�特定的樹種和膠合條件下，就須有特定種
類和配方的膠合劑。一般來說，用法簡單、容易的膠合劑（例如動物

膠和聚醋酸乙烯乳液），或是價格較低的膠合劑（例如澱粉膠）卻是耐

久和耐水性較差，而耐久和耐水性良好的膠合劑(例如酚樹脂)卻要小

心而精密的控制膠合條件。所以說，膠合劑的選擇和決定就須折衷而

且妥協各種要求條件。 

李文昭、劉正字（民 72）於高含水率木材用膠合劑之製造及其膠

合方法之研究結論指出： 

一、對各膠種，低比重材之高含水率木材膠合均優於高比重者。 

二、ＲＦ延長硬化劑添加後至塗佈時間為 3小時，對低比重材之膠

合性有改良效果，對高比重材則效果不顯著。 

三、ＰＵ膠以ＮＣＯ／ＣＯＯＨ＋ＯＨ之莫耳比為 2.0~2.5者，所得

膠合結果較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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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各膠種間，對低比重材以 RF、PU、Epoxy膠合性較佳，對高比

重材則以 PU及 Epoxy之膠合性較佳。 

五、木材表面熱處理，RF對杉木有改良效果，對鐵杉木效果較不顯

著，PVAc對氣乾狀態試材有改良效果，對濕潤狀態試材無改

良效果，PU及 UF則處理無改良效果。 

    綜合上述相關研究之論述得之，膠合劑的選用必須視特定的樹種

和膠合條件來決定，每一種膠合劑有其特性，在膠合工程上有其適用

範圍，膠合劑的選擇須折衷而且妥協各種要求條件。本研究之試材係

經人工乾燥完成，因此選擇對氣乾狀態試材有改良效果的高結構強度

專用之 PVAc為膠合劑。 

 

肆、膠合層施壓 

榫接於佈膠硬化過程，由於膠合劑尚未有足夠抓緊被膠材的強

度，因此，必須夾壓或按壓榫接之膠合面。 

陳嘉明（民 85）指出�榫接之膠合面加壓時施力要適當，壓力不
足則被膠材不能緊密的互相接觸，壓力過度則把膠合劑擠出，甚至於

壓壞被膠材和膠合層。大多數的膠合劑都須達到一定的溫度，才能硬

化形成膠膜，所以膠合層的溫度和夾壓時間要足夠使膠合劑充分硬

化，所形成的膠膜最少要有最低的標準的強度。 

李文昭（民 75）指出 膠合強度的大小是由許多複雜的因子所共

同決定，如被膠材表面的不潔物，膠合劑中微小氣泡的存在，膠合膜

厚度不均勻而產生集中應力，不正確的壓力與溫度等均會影響膠合強

度。 

黃耀富（民 73）指出�將壓力施壓於軟材之弦切面，可以調整年

輪中春材部分的粗糙度，在徑切面則秋材帶將被壓潰而陷入春材層

中，過強的壓力會使秋材部分之硬組織較突起，膠合劑向春材部分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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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秋材部分產生欠膠，而整個膠合層形成波浪狀，使膠合力降低。 

    綜合上述相關研究論述得之，適當而正確的於榫接膠合層施壓，

才能產生良好的膠合效果，施壓的壓力大小，必須依據材料硬度來決

定，方可避免破壞材料及欠膠的情形發生。本研究擬以木楔嵌入榫頭

的方式，使榫頭側面自然產生向膠合層施壓之力。 

 

伍、木材性質 

製造傢俱的材料有木材、竹藤、合板、粒片板、纖維板等等。傢

俱製造或設計者，必須對材料特性有充份的了解與認識，才能完成有

效的設計，以達「物盡其用」。 

黃彥三（民 77）認為 木材作為結構用材料時，所具有之優良特

性如下： 

一、易於加工。 

二、易於釘著或以膠料接合。 

三、木材在纖維方向具有安定性（Stablity），長度幾乎不受含水率

變化之影響，而其溫度膨脹係數亦較金屬為小。 

四、木材具有良好的堅韌性（Toughness），若施以適當乾燥及防腐

處理，則更易長久保存。 

五、木材具有耐各種化學藥品而不易被侵蝕之特性。木材之風化速

度亦甚緩慢，若材面被覆漆類則更具耐久性。 

六、木材為優良熱絕緣材料。其熱傳導係數 （Coefficient of linear 

thermal expansion)為磚之 1/6、玻璃之 1/8、混凝士之 l/l15、鋼

之 1/390、鋁之 1/1700。木材可說是唯一具有熱絕緣性的結構用

材料。 

七、乾燥的木材為電之不良導體。 

八、木材因較輕，故其強度較金屬材料為大，尤以作為屋樑使用時

 20



最為顯著。 

九、木材具有吸放濕性，當室內空氣乾燥時，可放出木材中所含的

水分，當室內空氣潮濕時，又可吸收空氣中過量之水分，具有

調節室內濕度之功用。 

十、木材具天然優美的紋理，為其他材料所不及。高級傢俱多以木

材為基材。 

 

陸、溫度及濕度 

由於木材是一種有機性的物質，生長過程受氣候、產地、土壤、

海拔高度等自然因素的影響，常使內部的組織發生變異。木材的物理、

機械、化學等性質亦隨樹種之不同而互有差異。王松永(民 74)認為剄

木材在纖維維飽和點以內，木材愈乾燥其細胞間之結合力愈強，木材

的機械性質一般都會增強。在纖維飽和點以上時，含水率的多寡幾乎

對機械性質毫無影響。在纖維飽和點以下時，含水率從 20﹪到 0﹪之

間，含水率與機械強度性質間有大約成直線的關係。含水率每減少 1%

時，各種強度的增加率如下: 

一、靜掙曲強度 4% 

二、靜曲彈性係數 2% 

三、靜曲比例限度 5% 

四、最大小平剪力 3% 

五、縱向壓縮強度 6% 

六、縱向壓縮比例限度 5% 

七、橫向壓縮比例限度 5.5% 

八、縱向與橫向壓縮彈性係數 2% 

九、縱向剪斷強度 3% 

十、縱向引張強度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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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橫向引張強度 1.5% 

十二、橫切面硬度 4% 

含水率減少會使木材的強度增加，由上述增加率得知，含水率 20%

之縱向壓縮強度比含水率 15%（氣乾狀態）時之強度約小約 30%。所

以，木材在加工利用前應進行適度的乾燥。本研究之榫接試件材料為

避免木材含水率不均，而影響實驗之準確性，係採用經人工乾燥完成，

含水率控制在 12% 的北美洲白松。 

 

第四節  接合結構行為探討 

 

榫接結構的組合過程必須考慮嵌合度，而材料如經受壓其長度會

縮短，如圖 2-1所示。其應變（stain）∈＝δ/L，其應力（stress）σ＝

P/A，則其楊氏彈性係數（Young,s modules）E＝PL/Ad＝σ/e 

∈：應變 

δ：變形量 

σ：應力 

A：受外力作用面積 

E：楊氏彈性係數 

d：變形量 

P：作用力 

 

 

 

 

 

圖 2-1  材料受壓示意圖（繪圖者：鄭順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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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不貫穿榫接為例，如圖 2-2所示，如果要將榫頭及榫孔拉開，

則其拉力 F＝2μEAδ/L 

μ：摩擦係數 

N：為施在此面上的正壓力 

FN：為此面上反抗滑動的摩擦力 

 

 

 

 

 

 

圖 2-2  不貫穿榫接自由體圖（繪圖者：鄭順福） 

 

由摩擦力公式得知，摩擦＝摩擦係數＊正壓力。故可得之 

FN＝μ＊N，a係干涉配合的壓力，故 N＝EAδ/L 

拉力 F＝2F N＝2μEAδ/L＝2μN 

由上述公式得知，如欲拉動加入木楔的榫接，必須要克服兩種力，

一是初結合時材料干涉產生的摩擦力（F1），二是材料被拉動時（尚未

分開）因木楔構造導致干涉量增加，而必須去克服的力量（F2）。 

如果僅單純考慮榫接接合時，榫頭與榫孔的側面摩擦力大小問

題。由於，加入木楔之榫接其榫頭與榫孔的側面摩擦力自然會增加許

多。但是，由於木材為非均質材料，而榫接接觸面的紋理斜率各有不

同，是否會影響榫接結構強度？加入木楔之榫接其結構強度與未加入

木楔之榫接，其結構強度有多少的差異性？都有實際進行實驗進行了

解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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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木楔結構之探討 

 

Birchard（1998）指出 貫穿方榫可以在榫孔的外側做成較榫孔內

側為寬的形狀，使木楔敲入後能撐開榫頭的側邊，使榫頭形成裡小外

大的形狀，除了可以防止榫頭脫落的情形發生，更能加強榫接的嵌合

度，如圖 2-3所示。於敲入木楔之前必須在榫頭端部鋸出木楔鋸縫，

如果沒有加寬榫孔的外側尺寸，由於木楔能同時產生向側面擠壓的力

量，也可以提供榫接獲得足夠的嵌合度。但是，若榫孔有微量向外的

開口對榫接的嵌合情況將較為有利。小榫頭由於榫頭寬度的限制，一

般都只採用一個木楔嵌入榫頭，但是，為了使榫頭兩邊受力平均，使

用兩個木楔嵌入榫頭是較正確的做法。 

 

 

 

 

 

 

 

 

圖 2-3  以木楔壓縮榫頭側面能提高抗拔強度（繪圖者：鄭順福） 

 

Nesset（2003）、鄒茂雄（民 81）對木楔的尺寸及比例� � 木楔

的長度與厚度必須有一適當的比例，以避免木楔斜率不一而造成受擠

壓面積不均，而影響榫接的結合效果。木楔的長度與厚度比以 1：6

為適當，其斜率以 5度最佳。榫接嵌入木楔時必須考慮擠壓力量的大

小，嵌入木楔壓力的大小必須視材質的軟硬程度而定，一般軟材是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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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合進行嵌入木楔的結構。 

貫穿方榫木楔的結構，曾於第 23屆國際技能競賽報告書（民 66）

門窗木工職類試題中出現，如圖 2-4所示。該作品為了提高作品側面

結構之抗拉強度，於橫桿的接合中，採取左右兩片木楔來加強結構的

接合。由此可見，世界各國於木材製品的接合結構中，於適當的結合

部位嵌入木楔，以提高榫接接合強度的做法是非常普遍的一種技術。 

 

 

 

 

 

 

 

 

 

 

 

 

 

 

 

 

 

 

 

圖 2-4  第23屆國際能競賽門窗木工職類試題（繪圖者：鄭順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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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ffe（2000）、鄒茂雄（民 81）指出 不貫穿方榫可以採用狐尾

木楔（Foxtail Wedge）來提高榫接接合強度，其原理是利用木楔頂住

榫孔底部，使榫頭端部兩邊擴展開來，因榫頭擴展開之後，其嵌合度

自然增加，而且榫接經過佈膠的程序之後，接合結構將因加入木楔的

緣故而無法分開，如圖 2-5所示。 

 

 

 

 

 

 

 

 

圖 2-5  不 ：鄭順福） 貫穿方榫可以採用狐尾木楔（繪圖者

 

esset（2003）、鄒茂雄（民 81）指出 大面積的榫頭使用木楔時，

可採

圖 2-6 （繪圖者：鄭順福） 

N

取於鋸縫尾端鑽圓孔，以防止木楔擠入後材料產生開裂的現象，

如圖 2-6所示。 

 

  榫頭鋸縫端部鑽孔可防止材料開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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鄒 來

加強

圖 2-7 （繪圖者：鄭順福） 

鄒茂雄（民 81）指 接接合強度的功能之

，也可採用十字交叉方式做為裝飾之用，如圖 2-8所示。 

 

圖 2-8 （繪圖者：鄭順福） 

    穿

不貫穿的榫接，都能以不同的方式將木楔嵌入榫接中，以提高榫接

茂雄（民 81）指出鸀木釘也可採用與方榫相同的方式以木楔

接合，其原理與貫穿方榫嵌入木楔雷同，於木釘端部鋸出鋸縫，

將木楔嵌入，如圖 2-7所示。 

 

  木釘採用木楔來加強接合的方式

 

 

 

 

 

 

 

 

出� 木楔除了可以提高榫

外

  木楔也可採用十字交叉方式做為裝飾

 

 

 

 

 

 

 

綜合以上對木楔應用的相關論述得之，不論是方榫、圓榫、貫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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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結合強度。木楔之尺寸以長度與厚度比例為 1：6最恰當。但是，

對於木楔鋸縫深度如何搭配木楔長度加以規劃，相關文獻卻都無具體

的說明或探究。因此，本研究計畫以不同木楔鋸縫深度分別製作試件，

探究其對榫接結構強度的影響及差異性，作為本研究的重點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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