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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竹接頭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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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接合機制分類
內容引用自 -竹構接頭設計委託試驗，杜怡萱教授執行主持，鄭少耘參與

1. 綁紮式
利用拉力構件收緊時 對竹材接觸面造成壓力
之摩擦型接合。

2. 插梢式
於竹材上先鑽孔，以插榫、竹釘、細竹桿、
螺栓等插梢構件穿過固定，屬於剪力型接合。

4. 集成式
接合處各向竹材數量不止一支，以分散應力並提
高接合處剛性之多對多接合。

3. 中介構件
利用其他材料製作接頭構件，而竹材之間只
輕微接觸或完全無接觸。



案例
潮厝、故宮南院。

 

97 
 

6.2.2 方方回回結結抗抗剪剪試試驗驗 

(1) 試體規劃 

此試驗之試體原型為採用聚乙烯尼龍繩之綁紮式正交橫接，俗稱方回結，如圖6.19

所示， 圖6.20為製作步驟，試體由大藏聯合建築師事務所以桂竹製作。 

 

 

圖6.19 方回結 

 

 
 

圖6.20 方回結製作步驟 

 

試驗仿照永井拓生與陶器浩一[22]的正交橫接接頭抗剪試驗進行，以兩座構件直

徑相近的試體成對同時進行測試，以防止偏心加載造成試體傾覆。。 

此試驗共規劃三組試體，如圖6.21至圖6.23所示，每組皆包括4對（8座）試體。

雙套結起頭 

A : 線頭 
B : 線尾 

A繞 B收尾 方回纏繞 

重複步驟 4，共 4次 雙套結收尾 纏繞加壓圈 

繞一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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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種接頭原則上儘量不對竹材進行切削或穿
孔 , 竹纖維沒有被破壞，可以保留竹子本身
較佳的力學特性。將竹材緊靠後，於外部纏
繞拉力構件 , 利用拉力構件收緊時對竹材接
觸面造成壓力之摩擦型接合，是最簡單也最
常見的接合形式。
傳統的綁紮材多為天然材料,如樹皮、竹皮、
藤等 , 可以直接綁紮，也可將竹材局部切削
以增加接觸而積 , 或搭配構件彼此穿透和插
梢接合 , 較直接綁紮来得堅固。使用竹皮、
藤等材料綁紫時 , 應先以水泡較后再施工 ,
待其乾燥收縮就能提升強。現代绑紮材料色
括鐵線、橡膠繩等。

優點
施工快速、技術門檻低、價錢便宜，可因應
天然竹材尺寸差異，亦可根據接合方向變化
綁紮方式 。
缺點
綁紮力度不一、強度難以控制等。
預算 (方回結 )
80 元。
案例
潮厝華德福、故宮南院。

大藏團隊常用的方式為採用聚乙烯尼龍繩做綁
紮之正交接頭 ,俗稱方回結，製作步驟如下 :

方回結

1-1 綁紮式接合

抗剪試驗 (桂竹 )

1. 破壞模式為滑移玻壞
2. 原型試體的平均破壞載重約為 73kgf
3. 纏繞次數增加對抗剪能力並無幫助。
4. 綁紮前於竹材表面貼上膠带等摩擦力較大
的材質，其均破壞載重為 124kgf，明顯提高
了抗剪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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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插梢式接合
於竹材上先鑽孔，以插榫、竹釘、螺栓等插
梢構件穿過固定，屬於剪力型接合。有時可
將接合竹材中較細之一方，或切削成較細者
充當插梢直接貫穿另一方，形成穿透式接合，
也可與綁紮式接合併用，以完成較複雜的接
頭，使用插榫接合之接頭，因竹材斷面形狀
為圓形，需要事先精準切割榫孔之插榫，接
合設計與施作皆較為困難；使用竹釘或螺栓
接合則較容易施作。

缺點
應力集中，若鑽孔太靠近端部，容易引致平
行纖維方向之劈裂破壞。
有接頭在插梢通過的竹節處灌注混凝土以增
加強度，但此舉亦會使竹材變重。

優點
交接處美觀，可以發揮竹材工藝之美，並減
少鐵件用量。

以螺桿做插銷，並在交接處切蛇口，使接頭
緊密接合，如下圖。
預算
450 元。

蛇口剖面圖 蛇口立面圖 蛇口照片

穿斗式屋架源於中國古代大木構造，台灣先
民由於物資缺乏，就地取材使用刺竹取代木
頭，較粗的刺竹做垂直桿件，水平桿用稍細
的桂竹，如竹籤般串起彎曲的立柱，垂直水
平相交成為一面剪力牆。傳統匠師能在新鮮
次竹上穿鑿出適當大小的孔洞，使水平竹穿
入後能緊密接合，竹材乾燥後更加密合，可
視為固接。

蛇口接頭

穿斗接頭

案例
台北客委會竹夢市集、都蘭帳篷等。
結構性能
1. 破壞模式為穿孔處剪力破壞
2. 強度待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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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點
成本較高、施工較複雜。

優點
接頭強度可提高、可因應方向多變之接合、
較能掌握接頭強度。

中介構件嵌入竹材內部

螺桿插梢式集成接合

案例
農博碳匯林場、客委會主祭台等。
結構性能
1. 破壞模式為螺桿造成竹
材擠壓擴孔。
2.強度與竹管壁厚度有關，
外徑越大，有較大之對應載
重，強度平均為 800kgf。

利用其他材料製作接頭構件，而竹材之間只
輕微接觸或完全無接觸。可依中介構件位置
再細分為以下兩種：

a. 中介構件嵌入竹材內部：中介構件先嵌入
竹材內部後，再以膠合、灌注填充材產生之
握裹力接合；或搭配綁紮接合提高握裹力，
大藏團隊使用的大多是這種接頭，將在下個
分類中詳細說明。

b. 中介構件包裹於竹材外部：中介構件包覆
於竹材外部，利用夾合機制固定的摩擦型接
合，或是使用插梢固定的剪力型接合。

集成式接合指的是接合處各向竹材數量不止
一支，以分散應力並提高接合處剛性之多對
多接合。傳統的集成式接合多用繩索直接將
竹材成束綁紮，現代則較常用螺栓插梢式集
成接合。集成式接合可容許局部抽換老朽竹
材，以延長竹構造的使用年限。

1-4. 集成式接合

1-3. 中介構件接合

優點
施工快速、技術門檻低、價錢便宜，即使一、
兩根竹子壞掉，整體構造還是完整的，也可
以局部更換竹子。

使用螺桿串接竹桿，穿孔處以大藏研發的弧
形墊片分散集中應力，是運用最廣泛的接頭。

缺點
在竹子上鑽孔較多，除了較容易剪力破壞外，
施工過程中也較容易在鑽孔處竹結積水。
預算 (一組 )
200 元 (含墊片 *6+m12 螺桿 +螺帽 *6+ 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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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接合部位與方向分類

a.軸向續接
軸向續接指接合兩端竹材纖維方向平行 , 通
常用於單根竹材之續接或將同向竹材集結成
束。

b. 正交橫接
竹材間彼此呈 90 度正交角度接合 , 常見於柱與
梁或大梁與小梁的接點。

d. 支承端接合
竹構件與基礎間通常利用鋼製中介構件轉換
之接合。

c. 非正交橫接
竹材之間以非正交亦非平行之角度接合 , 常見於
桁架接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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軸向續接指接合兩端竹材纖維方向平行 , 通
常用於單根竹材之續接或將同向竹材集結成
束 ,可再細分為下列六種 :

a. 平口對接 : 兩根竹材平切或斜切 , 於端部
相接 ,再利用繩索綁紮接合。

b. 平口榫接 : 將接合部位的竹材客自剖半 ,
再用繩索綁紮接合。

c. 套管接合 : 於端部相接處將長度較短的竹
管或鐵管填塞於内或由外側包覆 , 套管與竹
材則以插梢接合。

d. 直接嵌入接合 : 利用竹材之直徑差果 , 將
細竹材直接嵌入粗竹材之內部。

e. 側板接合 : 竹材端部對接 , 以剖開之長條
狀竹材或鐵件自外側包夾接續。

f 搭接 : 兩支竹材平行交疊一個竹節以上，再
利用繫件接合 ,接合點應有兩處以上。

2-1 軸向續接
平口 +套管對接

套管對接 +epoxy 直接嵌入接合
竹頭直接包覆竹尾，再以繩索纏繞。

竹端部相對以套管相連，套管與竹管用螺桿
貫穿、螺帽鎖固，中間的空隙填塞碎竹片使
套管定位，外面用不銹鋼束環束緊。

竹子端部用不銹鋼套管相連，套管與竹管壁
用螺桿插梢，最後再灌 epoxy 固定鐵管，並
以黑繩纏繞補強修飾穿孔處。

優點 缺點 強度折損 預算 案例

a 簡單快速、強度折損
低

不鏽鋼束環不美觀，
且成本高 20% 660 元 大地華德福

c 強度折損低、美觀 較費工 尚未實驗 -- 長榮大學
d 傳統作法，簡單快速、

便宜 強度折損多 尚未實驗 -- 常民居工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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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材間彼此呈 90 度正交角度接合 , 常見於柱
與梁或大梁與小梁的接點。正交橫接可搭配
的接合機制與接合材料有很多種 , 傳統方武
包括 : 竹斷面切削或穿透加上綁紮、榫接、
竹釘等 ; 現代方式包括鐵線、螺栓、鐵鉤、
節點版等。正交橫接接合可再依竹材有無交
錯分為同心接合和錯開接合。

a. 同心接合 : 接合之兩竹材其中之一以截斷
之竹端接觸另一竹材之側面 , 或前者全部或
局部貫入後者之接合

b. 錯開接頭 : 接合之兩竹桿皆以竹側面互相
接觸的正交接合，竹材間接觸面積明顯較同
心接合小，常見於綁紮式接頭。

2-2 正交橫接

竹材之間以非正交亦非平行之角度接合 , 常
見於桁架接頭。與正交横接類似，非正交横
接同樣可適用多種接合機制但因桿件相交角
度複雜 ,設計與施工皆不易。

2-3 非正交橫接

利用鐵件做中介

案例
都蘭帳篷。

優點
彈性大、可以訂做各種角度。

鍍鋅圓管做竹子內套管，依個案需求變化角
度再與鐵板焊接。

缺點
費工、造價高。
預算 (一組 )
2000-3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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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結構之基礎设計應避免竹材直接接觸地面
而受到水氣影響 , 一般採用混凝土構造作為
基礎 , 並設計使竹構件高於可能淹水的高度 ,
竹構件與基礎間通常利用鋼製中介構件轉換
接合，亦有將竹構件直接埋入混凝土之案例。

基礎是一切的開始，大藏團隊投入較多心力
研發這種接頭，通常利用中介鐵件將竹桿件
標準化，依據不同的規模、強度與預算而有
以下不同做法。

2-4 支承端接合

epoxy+ 高強度螺栓中介鐵件 +鋼纜纏繞

中介鐵件 +插梢

結構性能
1. 破壞模式為埋設之 M16 螺桿被拉斷。
2. 破壞強度及螺桿之極限強度。

以相同斜率將竹材端部孔徑收縮至固定尺寸，
竹管內埋設一端為高拉力螺桿，另一端為銜
接基礎鐵件之角接接頭，以 epoxy 固定之，
最後用不銹鋼鋼纜纏繞圍束。

將鍍鋅鋼管埋入竹管中 ,以螺桿與螺帽自竹
材側面同時穿過鋼管與竹材之預留栓孔做插
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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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點 缺點 抗拉強度 預算 案例
a 美觀、高強度 費工、造價高 10T -- 農博入口桁架
b 簡單快速、造價低 強度較低，鑽孔易加

速端部劈裂 1.5T -- 農博碳匯

c 適用桂竹與孟宗竹、
原料皆為便品 3.6T -- 都蘭帳篷

d 鋼纜圍束能預防竹子
端部劈裂

僅適用管徑較大之孟
宗竹 3.8T 1320 元 大地

中介鐵件 +鋼纜圍束

中介鐵件 +插梢 +epoxy

結構性能
1. 破壞模式為纏繞之鋼纜剪斷。
2. 破壞強度為鋼纜之極限拉力。

結構性能
1. 破壞模式為鋼管插梢處擴孔破壞。
2. 需注意纏繞黑繩圍束範圍區域至竹材端部
距離勿大於 15 公分，以避免因無圍束長度增
加，而造成epoxy與竹壁之握裹力不足破壞。

端部鐵件內外焊接螺帽，視為螺帽，使其聯
結圍束竹管之鋼纜，當螺帽越往下轉，鋼纜
圍束的越緊。

將鍍鋅鋼管埋入竹管中 ,以螺桿與螺帽自竹
材側面同時穿過鋼管與竹材之預留栓孔 ,再
灌注環氧樹脂 (EPOXY) 固定 ,並以尼龍線纏
繞於螺桿穿過處 ,增加圍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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