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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鋼構住宅節點接合系統平民化 

The civilianization of the joint system of the 

Light Gauge Steel structure residential building

 

 

摘要 

由於台灣本島地震頻繁且多颱風，近年來因世界氣候變遷，極端降雨情況嚴重，

故而天災不斷，國土破壞，土石流特多，經常毀損國人之居家、財產，甚至傷及

生命。每當發生此等重大災難時，即需相當數量之緊急臨時住宅俾供盡速安置大

量災民，使其有一暫時棲身的場所。故臨時住宅之結構、裝修及其各種性能對於

業已遭受重大身心打擊之災民而言，其重要性不言可喻。目前輕鋼構建築多半應

用於低層住宅、農舍、棚架、餐廳、增建物、店鋪…等。因其大部分之構件皆採

乾式施工，甚至工廠預製，似乎意味著構件，元素拆解與重組之可能性。輕鋼構

之優點包括: 建材輕量化、施工簡易、組裝快速、工期短、可回收再利用且民眾

可直接依照自己需求規劃設計訂製組裝，符合經濟性、施工簡易快速、但又能更

符合災民需求之緊急臨時住宅的設計原則。因此節點接合系統的平民化，可以讓

非專業人士，靠著簡單手工具也可以搭蓋緊急住宅，以供長期居住使用。而構造

接(節)點是影響力學傳遞重要部位，所以接(節)點的設計與施工更是保障建築物

安全之重要工作。 

 

關鍵字:輕鋼構、平民化、構造接(節)點、接合系統 

 

Abstract 

Due to frequent earthquakes and multiple typhoons on the island of Taiwan, in recent 

years due to global climate changes, extreme rainfall has been severe, so natural disasters 

have continued, the country has been destroyed, and land and rock flows have been 

extremely frequent, often damaging homes, properties, and even lives of the people of 

the country. Whenever such a major disaster occurs, a considerable amount of 

emergency temporary housing is needed to accommodate a large number of victims as 

soon as possible, so that there is a place for temporary shelter. Therefore, the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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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oration and various properties of the temporary residence are of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victims who have suffered major 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l shocks. At present, most 

light steel structures are used in low-rise houses, farmhouses, scaffolding, restaurants, 

extensions, shops... etc. Because most of its components are dry construction, even 

factory prefabrication, it seems to imply the possibility of disassembly and 

reorganization of components and elements. The advantages of light steel structures 

include: lightweight building materials, easy construction, fast assembly, short 

construction period, recyclable and reusable, and people can directly plan and design 

customized assembly according to their own needs, which is economical, simple and 

quick to construct, but can be more compliant Design principles of emergency temporary 

housing for disaster victims. Therefore, the civilianization of the node joint system 

allows non-professionals to build emergency houses with simple hand tools for long-

term residential use. The structural connection (node) point is an important part that 

affects the transmission of mechanics, so the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connection 

(node) point is an important work to ensure the safety of the building. 

 

keywords:Light Gauge Steel、C-type steel、joints、joint system 

 

一、前言 

目前輕型鋼的應用範圍甚廣，市面上最常使用構件為傳統的 C 型鋼，但是

這類傳統的 C 型鋼由於承載荷重的能力較低，且斷面為不對稱之開槽斷面，在

承重時易發生挫屈破壞，因此作為獨立結構桿件（如梁、柱）使用時需經

過二次組立，利用栓接或焊接的方式將一對 C 型鋼組成具對稱性之 H 型

或方形封閉斷面。(如圖 1） 

圖 1輕型鋼構材之組合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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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組構方式 

輕鋼構之組構方式主要有構架式構造、版牆式構造及箱式構選等三大類如鋼構之

結構分析模式(如圖 2) 其中坊間大多採用構架式結構居多。 

 

圖 2輕鋼構組構方式(資料來源:陳禮修，2008) 

 

1-2、接合方法： 

主結構接合方法可分為銲接（直接焊接與接合板焊接）與螺栓接（接合組件又分

為一端焊接一端螺栓接及另一種為接合組件兩端皆採用螺栓固定方式）。 

次結構接合方法可分為帷幕式吊掛鐵件螺栓接及版材直接固定之自攻螺絲固定與

釘擊固定（火藥釘擊與空壓釘擊）。      (如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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焊接接合 螺栓接合 自攻螺絲接合 釘擊接合 

  

 

 

 

 

 

 

 

圖 3 接合方法(資料來源:陳慶主，2000) 

 

影響結構安全的主要因素除了構材本身的強度之外，構件接合的方式也屬於關鍵

條件之一。然而依國內現況而言，內政部建築研究所研究計畫成果報告「輕型鋼

（冷型鋼）構造設計規範之調查研究」中，對營造業界（鋼鐵製造業者、建設公

司、營造廠商、進口廠商等）做抽樣問卷調查之結果顯示國內應用冷軋型鋼構件

接合方式，主要以焊接、螺栓、自攻螺絲較為普遍，其中仍以焊接方式為主約佔

42％，其次是螺栓約 33％、自攻螺絲約 25％（圖 4），而且冷軋構材厚度薄為了

防止傷害鋼板因此多採用點銲的方式， 然而點銲雖然省時方便，相對的也犧牲了

品質的掌控。 

 

圖 4 冷軋型鋼構件接合方式統計圖（％）（資料來源:陳禮修，2008） 

 

1-2-1.電焊接合法:冷軋型鋼構造建築物焊接分類依據『冷軋型鋼構造建築物施工

規範』第五章之 5.2.1 中規定，用於冷軋型鋼構物焊接分類為: 

1.熔焊（或電弧焊）:熔焊可用於冷軋型鋼構材間之接合，與用於連接熱軋型鋼構

材之接合（如樓版與鋼構架梁之連結）。基本的應用可分為槽焊（groove w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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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弧點焊（arce spot weld）、電弧縫焊（arc sceam weld）、填角 焊（fillet 

weld）及喇叭形開槽焊（flare groove weld）。電弧焊接之相關規定除依照『冷

軋型鋼構造建築物施工規範』外，尚須符合美國焊接協會 AWS D1.3 及其註解之規

定。 

2.電阻焊:電阻焊接須與 AWS C1.1 或 AWS C1.3 中所規定程序一致。（杜宇盛，

2012） 

 

1-2-2.螺栓接合法:輕型鋼構結構工程之螺栓分為普通螺栓（或稱機械螺栓 Machine 

Bolt）與強力螺栓（High Strength Bolt或 Tension Bolt）。普通螺栓常用於假安裝、

臨時支撐鋼架或基礎錨固工作；而強力螺栓則廣泛用於橋梁與建築等上部結構工

程。 

1.螺栓接合方式：摩擦接合、拉張接合、承壓接合。 

（1）.摩擦接合:係屬剪斷型式的接合方式，以高拉力螺栓的強度鎖固力所產生之

被鎖固材間的摩擦力來接合，其傳遞之應力與螺栓軸承直角方向。由於結構物的接觸面

應力傳遞之關係，不會有很大的局部應力集中現象。 

（2）.拉張接合:以傳遞高張力螺栓(High Tension Bolt)軸方向的應力方式接合，與

摩擦接合的不同處為拉張接合的傳遞與摩擦力無關。其特徵為當外力作用時，拉張的

外力與結構物的壓縮力處於平衡狀態。 

（3）.承壓接合:係結合高張力螺栓鎖固時所產生的結構物間摩擦力，高張力螺栓

本身的軸部剪斷力以及結構物間的承壓力，以傳遞與螺栓成直角方向的應力接合方式，

其特徵為更有效的利用螺栓本身的強度性，其接頭強度主要取決於螺栓的剪斷力，

須要求結構物間不允許有明顯的滑動情形。所以對螺栓孔的間隙公差則要求愈小

愈好。使用在冷軋型剛結構的螺栓接合，通常設計為承壓型接合。 

 

1-2-3.螺絲接合法:為一種簡易的接合方式；因為安裝容易且快速，所以連墊圈一體成

型的「自攻螺絲」（Self Drilling Screws）(如圖 5)，在國內普遍地被用於冷軋型

鋼構建築物中。螺絲用於冷軋型鋼構造之接合時，其名詞定義、詞彙標示、分類、

尺寸、規 格、材料標準、材質控制及性能認證等，應符合 CNS 國家標準及本規

範之規定。 

 

圖 5 自攻螺絲各部位名稱（資料來源:許淑貞，2010） 



6 
 

台灣目前輕鋼構住宅也就是俗稱的鐵皮屋絕大部分是在工地現場組構完成而其中

骨架桿件接頭的接合在各節點皆以電弧銲接。另由於冷軋型鋼構材的厚度較薄，

一般應用於熱軋型鋼構材接合的銲接方式亦難以施做於冷軋型鋼構材接合，也因

此，接合物(接合鐵件)的配合與應用乃冷軋型鋼構材接合的必要條件。 

二、研究主題 

本研究開發之 C型鋼通用連接器，旨在利用現有成熟技術及材料規格，使用國際標準規

格的扁頭螺栓 (M10*18)及一般市場上最為普遍所使用的 C 型鋼規格

(100mm*50mm*25mm，厚度則為 2.3mm)，使用通用接頭將 C型鋼連結成一系統。此系

統之特點:組裝容易且施工性能佳。 

 

2-1.基本設計概念 

2-1-1.設計概念:本研究開發之 C型鋼接合系統，將接合構件簡化為：半剛接通用

接頭及鉸接通用接頭。半剛接通用接頭，以垂直水平接合為主。鉸接通用接頭以

屋頂桁架及斜撐為主（圖 6）。使用通用接頭將 C型鋼連結成一系統。此系統之

特點:組裝容易且施工性能佳。

 

圖 6 構架式接合系統 

1.C 型鋼特性:C 型鋼特性因金屬電鍍或熱浸鍍鋅防銹而不可焊接，C 型鋼經熱卷

板冷彎加工而成，壁薄自重輕、截面性能優良、強度高，與傳統槽鋼相比同等強

度可節約材料 30%。C 型鋼廣泛用於鋼結構建築的檁條、牆梁，也可自行組合成

輕量型屋架、托架等建築構件。 

2.工業化概念:使用工業化的概念不僅便於加工容易組構簡單，且使建物擴建與空

間延展彈性強。 

 

2-1-2.設計條件:結構桿件中，有柱、結構框架(樑、椽)，因此接頭設計必須有通

用性、真實性、簡易性、擴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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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真實性:是讓設計過程經由實際的施工試作判斷設計有無錯誤或干涉。 

2簡易性:則是在材料製造、組拆裝及運輸過程中，須達到程序簡化及最低成本。

3.擴展性:為在空間的增減上有最大自由度。 

 

2-1-3.整體性的研究設計:為達到通用性，接頭設計就必須加以整體性的研究設

計。 

1.半剛接通用接頭及鉸接通用接頭:必須具備柱與柱樑與梁的續接，柱與梁的對

接，及屋頂桁架斜撐接點調整功能，並利於使用者自行移置他處，根據新空間尺

寸操作調整。 

2.C型鋼接合系統:使用一般鐵作材料，螺栓使用市售規格螺栓，使其容易取得製

作便於替換。 

3.界面須符合可逆性:在逆向拆除的過程中，可保持輕鋼構材料的完整性。減少拆

除、重組產生的廢棄物，使損耗極少化。 

 

2-2.接合構件 

2-2-1.半剛接通用接頭材料 

1.使用 3mm鋼板製作成(如下圖 7,a)形狀再經由沖壓機壓鑄成型(如下圖 7,b) 

 

 

 

圖(a)    圖(b) 

圖 7 半剛接通用接頭 

2.使用 3mm鋼板經由沖壓機壓鑄成型(如下圖 8,b） 

 

 

 

圖(a)    圖(b) 

圖 8 半剛接通用接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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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鉸接通用接頭 

1.使用 9cm*20cm*5mm鋼板製作成連接片(如圖 9,a所示) 

 

 

 

圖(a)    圖(b) 

圖 9 鉸接通用接頭 

 

2.使用 9cm*15cm*5mm 鋼板製作 L型連接片(如圖 10,b所示) 

 

 

 

圖(a)    圖(b) 

圖 10 斜撐鉸接通用接頭 

三、結論 

目前各國家正積極提倡「省資源、低耗能、低污染」的指標，而輕鋼構住宅工法

正符合其性質，輕鋼構材可回收再利用，採用的工法可達到低耗能的目標，且構

造物僅在基礎少量使用混凝土，更符合低污染的要求，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結論： 

 

3-1.由於環保的考量，木材、砂石等材料的短缺，輕型鋼由於質量輕、強度大、加工容

易等優點，已廣泛地使用在工程材料上，目前歐美等國業已制定標準化的低層輕鋼構

（冷軋型鋼）建築設計並已廣泛地應用在工商業界及一般的住宅上。 

 

3-2.面對人工缺乏、成本高漲、技術不精、效率不佳、資源短缺、環境保護…等等各種

問題。而這些問題，再加上地球氣候急遽改變，以致天災頻率增加，例如：莫拉克颱風

所造成之八八水災，也讓國內損失相當慘重，政府為了快速解決災民居住問題，於是與

民間單位合作興建永久屋所建置的大愛園區，即輕型鋼構(LGS)建築。個人認為在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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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民百姓居住，及受災人民緊急庇護所問題上，「輕型鋼構」實為值得推廣的手段。也

希望此種構造與容易組裝的形式，使建屋不再是困難之事，創造出具有安全健康、環保

節能、舒適美觀、耐久、自然和諧等，極具優異之競爭力的輕鋼結構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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