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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來，政府為配合永續經營的綠建築政策推動，與業界共同推廣屬於北美地區

的框組壁木構造系統，並針對此系統進行本土化的耐火性能實驗驗證，但在系統構法

方面，關於本土基礎性之研究仍相當缺乏，以致於無法掌握國內西式木構造住宅構法

發展的程度。因此，本研究即以國內西式木構造住宅類型為調查研究之課題，進行現

況的探討。 

 

本研究首先藉由木構造相關文獻的彙整，瞭解木構造住宅的基本特性及其結構體構

法原理，並整理西式木構造住宅系統構法要點，以作為現況調查時，解讀與比對調查結

果之依據。再者，藉由現況調查、專家訪談與問卷調查之進行，將資料整理、分析與綜

合歸納，以瞭解國內西式木構造住宅結構體構法類型發展現況，繼而發現問題與研擬對

策。 

 

本研究成果包括： 

一、國內西式木構造住宅結構體構法類型分類，分為國外引進型之原木層疊式、框組

壁式與本土改良型之混合式。 

二、國內西式木構造住宅運用現況調查，材料使用以進口材為主；規範引用以美國規

範為主；建照申請以部分申請為主；結構體構法以框組壁式為主；施工規範以實

務經驗為主；完工檢驗方式以經驗檢驗為主。 

三、國內西式木構造住宅現況問題檢討與對策研擬： 

1.對於國內現況的問題觀察與檢討可歸納為下列幾點：（1）供應者法定身分模

糊，素質良莠不齊；（2）在材料使用上出現嚴重的品管問題；（3）將近半數的案

例有嚴重的結構問題，尤其在水平抵抗能力方面；（4）施工者在施工技術上參差

不齊；（5）完工後僅依經驗檢驗，難以確保施工品質；（6）多數案例未經過結構

計算，且未申請建照。 

2.針對以上現況問題點提出的改善對策可歸納為下列幾點：（1）將木構造供應廠

商納入專業營造業；（2）建立品質查核機制，落實施工品管制度；（3）加強教育

輔導，落實證照制度；（4）研擬適合本土之木構造施工規範與標準；（5）加強落

實建築管理機制。 

 

 

關鍵字：西式木構造住宅、構法、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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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in order to cooperate to follow out the “green building” policy in 

sustainable management，the Government combines with manufacturers to promote the 
wood framing system of North America，and are aimed to proceed the localization test of 
the fire-resistant performance. Nevertheless，it is very short of local basic researches in the 
aspect of building system，and resulted that we can’t master the development degree of the 
building system in domestic western style wooden house. Thus this study regards the 
domestic western style wooden house as the researchable theme to investigate current 
situation. 

 
This study starts with arrangements of relevant documents in the wood frame 

construction to comprehend the fundamental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principle of building 
system in structure. Afterwards，compiles the essentials of the building system in western 
style wooden house to consider them as a basis in expounding and interpreting the research 
conclusions. Furthermore，by way of examining current situation、interviewing the 
professionals and questionnaire survey，analyses and generalizes the data to understand the 
present development circumstance of the building system in western style wooden 
house .Moreover，discovers the problems and framing the strategies. 

 
The conclusions of this study include： 
1. The classification of the internal building system in western style wooden house，

contains the log construction of foreign import type and the hybrid construction of 
domestic improvement type. 

2. In investigating the internal current situation detect that the using of materials is mainly 
imported stuff；the applying of code is mainly on using International Building Code
（IBC）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the applying for construction permits is 
mainly partial application；the building system in structure is mainly wood framing；
standards for construction are mainly practical experiences；the examination of completed work 
is mainly experimental method. 

3. The review of problems in present western style wooden house and the strategies are： 
A.In the domestic aspect：（1）The official status of suppliers is blurred and the quality 

has varying degrees of ability.（2）The using of materials appears the problems in quality 
management.（3）About half cases have critical construction problems.（4）The construction 
techniques of constructers differs tremendously.（5）The examination of completed work is 
mainly experimental method which can’t ensure the construction quality.（6）Most cases 
didn’t work through structure calculation or apply for getting construction permits. 

B.The strategies：（1）Subsume wood frame construction to professional construction 
Industry.（2）Set up inspected scheme to execute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3）Strengthen 
education guidance to execute certification system.（4）Frame the construction code for 
local wood frame construction.（5）Augment architecture management system. 

 
Keywords：western style wooden house、building system、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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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1-1 

第一章 緒論 

1-1  研究背景 

在日治時期，日本政府曾針對政府機關、銀行、公賣局、郵局、電信局、官邸等用

途的建築物大量以木材構築興建。光復之後，隨著新興建築材料的崛起，木構造建築在

台灣的發展便逐漸沒落。在民國 70、80 年代，台灣經濟蓬勃發展，國人的生產毛額與

生活水準不斷的提昇，且隨國際化的腳步而拓展視野。除了在物質生活方面的滿足外，

也開始重視精神層面與居住環境的品質，進而導引國內木構造建築再發展之契機。但國

內對於木構造建築的法令規範、材料供應、設計與施工技術等資訊相當缺乏，促使國內

木構造業者多需從國外將木構造系統引進國內，而期間自行改良、研發亦不在少數。 

 

由於木工專業人才長久以來缺乏培訓，同時木構造建築的相關規範與產業現況脫節

或語焉不詳而難以引用，更嚴重的是在早期發展木構造建築的過程中，並未輔導以正規

的或標準的施工技術，導致國內木構造建築市場體制發展不健全，完工品質參差不齊，

間接使國人對於木構造建築物失去信心，認為木構造系統不適合在台灣發展。 

 

1-2  研究動機與目的 

1-2-1 研究動機 

近年來，政府為配合永續經營的綠建築政策推動，與業界共同推廣屬於北美地區

的框組式木構造系統，並且藉由耐火性能方面的實驗（如圖 1-1.1 所示），來澄清與導正

國人對於木構造建築不耐長時間燃燒之觀念。因此，在木構造建築性能方面的本土化

基礎研究已有初步成果，例如：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93 年度木構造耐火性能設計與驗

證研究案（C-1）。但在系統構法方面的本土化基礎研究卻仍相當缺乏，在我們對於國

內本土發展的木構造系統尚未有全面的瞭解前，若貿然推廣鼓勵興建，恐會導致木構

造房屋市場混亂之疑慮，況且現有之系統是否為成熟之構法、是否具備特定之性能，

皆屬於發展上重要的研究課題，亟待研究加以釐清。 

 

 

 

 

 

 

 

圖 1-1.1 框組壁式木構造無開口區劃牆耐火實驗 

(資料來源本研究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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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研究目的 

國外木構造系統在不同的社會需求與生產環境條件影響下，歷經長時間的研究發

展，造就了多樣化的系統與應用實例。而國內因發展起步較晚，且缺乏像國外技術發展

的研究背景，因此發展初期自國外引進其系統實屬必須。但經過多年的發展，配合國內

本土的生產環境條件，經改良或後來自行研發之系統是否為成熟之構法，則有待針對現

有之系統進行調查瞭解，以累積屬於國內木構造住宅之基礎性研究資料，方助於國內未

來木構造住宅推展運用。茲將本研究目的說明如下： 

一、瞭解台灣西式木構造住宅構法類型及發展歷程。 

二、檢討台灣西式木構造住宅類型運用現況問題，並研擬對策。 

 

1-3  研究對象與範圍 

1-3-1 研究對象 

目前國內在木構造用途種類方面已甚為廣泛，例如：低層住宅、旅館、學校、展

覽場、橋樑與戶外景觀工程，皆可見其實際應用的案例。然而在國外地區（北美、日

本），木構造多普遍應用於低層住宅建築。有鑑於此，政府與業界亦有意以住宅建築

為木構造推廣發展之主軸，可見木構造建築未來發展趨勢係以住宅建築為主。因此，

將本研究對象設定為低層住宅建築，其主體構造為「木構造」者。 

 

1-3-2 研究範圍 

就木構造形式而言，文獻 C-2 針對各地區所發展之木構造系統將其概分為中國式

（中式）、東洋式（日式）與西洋式（西式）等系統，其中東洋式木構造系統以日本

為主要發展地區，而西式木構造系統則以歐美地區為主要發展地區。然而，目前政府

與業界所推廣的系統為西式木構造系統，且根據台灣木構造房屋建築市場現況調查分

析一文（C-3）表示：「2×4桁架式木屋占全部木構造房屋建築數量約 42%，而且此比

例有逐漸增加的趨勢。」，顯示西式木構造系統為台灣木構造建築之主流構法。因此，

本研究將以西式木構造系統為主要探討範圍，包含其在國內發展過程中之構造演變類

型。 

 

就構法領域研究內容而言，由於西式木構造住宅之構法領域過於廣大，在有限時

間內為求研究主題具體與深入，故依據建築材料與建築設備分類系統（CSBME）（C-4）

對建築要素的分類，係分為主要構造要素與次要構造要素，而本研究以主要構造要素

中之建築物結構體構法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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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研究方法與流程 

對於構法的研究，研究者若以設計生產者為本位，則以需求條件為輸入要素；若

以觀察者為本位，則以構法原理與現象為要素（J-1）。本研究是以觀察者為本位，一

方面彙整構法原理之理論，另一方面進行現況構法現象之調查，藉由理論與實務的印

證，並與國外系統相比對，來提出現況的問題與解決對策。因此，本研究所採用的研

究方法包括： 

一、文獻回顧方法，藉由木構造領域相關文獻資料的蒐集，經木構造住宅的基本

認識與木構造住宅構法原理的瞭解，來解析西式木構造住宅系統，並透過此文獻回顧

的認知過程，期望對木構造建築領域做深入的瞭解，並作為調查現況時擬定調查計劃

與調查檢討比對時之依據。二、現況調查方法，在執行現況調查前，必須先針對木構

造相關產業進行初步的資料蒐集，然後再擬定詳細的調查計畫。在實際執行案例調查

時，除了配合事先擬定之調查方式外，並配合訪談工作之進行，將木構造建築案例之

相關資訊作一完整之調查與紀錄，並將資料彙整，以便瞭解國內西式木構造住宅案例

之運用現況與問題。三、問卷調查方法，經由郵寄問卷的方式，將所回收的問卷資料

分析出量化資料，整理出各廠商對於木構造住宅構法運用現況之相關意見，以便瞭解

國內生產者在木構造住宅運用之現況。四、歸納分析方法，綜合文獻回顧、現況調查

與問卷調查的結果，彙整並加以分析探討台灣西式木構造住宅運用現況，包括：構法

類型及其發展歷程、現況問題等面向，並研擬對策。茲將上述研究方法整理如表 1-4.1

所示： 

 

表 1-4.1 研究方法（本研究整理）    

流程 內容 方法 

第一階段 主題確認 1.研究背景 

2.研究動機與目的 

3.研究對象與範圍界定 

4.研究方法與流程建立 

現象觀察 
文獻回顧 
 

第二階段 文獻回顧 1.木構造住宅基本認識 

2.木構造住宅結構體構法原理探討 

文獻整理 

第三階段 西式木構造住宅系統探討 1.框組式木構造系統探討  

2.原木層疊式木構造系統探討 

文獻整理 

第四階段 國內西式木構造住宅類型現
況調查 

1.調查廠商初級資料建立 

2.國內木構造住宅生產背景環境調查 

3.國內木構造住宅構法調查整理 

廠商訪談 
現況調查 
問卷調查 

第五階段 國內西式木構造住宅類型彙
整、問題歸納與對策研擬 

1.國內西式木構造住宅構法類型彙整 

2.問題歸納 

3.研擬對策 

歸納分析 
檢討建議 

第六階段 結論與建議 1.結論 

2.建議 

歸納 
檢討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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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流程如圖 1-4.1 所示： 

 

 

 

 

 

 

 

 

 

 

 

 

 

 

 

 

 

 

 

 

 

 

 

 

 

 

 

 

 

 

 

 

圖 1-4.1  研究步驟流程（本研究繪製） 

國內西式木構造住宅調查

訪談與現況調查 問卷調查 

資料整理分析 

木構造住宅構法類型彙整

問題歸納與對策研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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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2-1  前言 

國內在木構造構法方面的基礎論述尚顯不足，因此本研究首先藉由文獻回顧，建

立對木構造住宅的基本認識，包括：木構造住宅定義、特性、材料認識與結構體構法

類型等面向的探討。接著，回顧建築構法的基本理論，包括：建築的系統、建築構法

與構法計畫等，確立構法領域的研究內容。最後，針對於木構造住宅結構體構法原理

進行探討。透過上述文獻回顧的認知過程，了解木構造住宅基本特性並解析其構法原

理，除了可作為第3章對於西式木構造住宅系統之論述基礎外，亦可作為第四章構法

調查時解讀技術發展之依據，進而發現問題。 

 

2-2  木構造住宅基本認識 

2-2-1 木構造住宅定義 

要明確地定義木構造住宅之前，首先需要針對木構造一詞有清楚的認知。根據文

獻 C-2 中的定義為：「木構造乃指以木材為主要構材，做成框式構造建築物的構造方

式。」，此定義是將木構造構法限定於框式構架系統之中，顯然並未將國外的 LOG HOUSE

系統包含在此定義內。因此，本研究以更廣義的觀點，將木構造定義為：「建築物之

主體構造，如：柱、樑、樓板及壁體等要素均以木材構築者。」此定義是更廣泛的涵

括了整體木構造系統。 

  

    又根據國內建築技術規則建築構造篇第四章木構造專章中的規定，清楚地將木構

造建築物的規模限定在簷高不得超過 14 公尺，並且不得超過 4層樓，但供公眾使用

而非居住使用之木構造建築物則不在此限。意指若供為居住使用之木構造建築，因安

全性的考量，其樓層數是被限定在 4層樓以下。故本研究將木構造住宅定義為：「4

層樓以下，主結構體以木材構築而成之住宅建築。」 

 

依上所述，為了後文論述上的用語統一、避免混淆，茲將重要用語定義條列如下

說明： 

1.木構造：建築物之主體構造，如：柱、樑、樓板及牆體等要素均以木材構築者。 

2.木構造建築：以木材構築之建築物或以木材為主要構材與其他構材合併構築之

建築物。 

3.木構造住宅：4層樓以下，主結構體以木材構築而成之住宅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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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木構造住宅特性 

木構造住宅極能符合輕量化、施工快速、環保永續等特性，這些特點都是未來住

宅發展的趨勢。茲將木構造住宅的優缺點整理說明如下（C-3；C-28）：  

 

一、木構造住宅之優點 

在環保永續與節約能源優點方面，因製程所產生的二氧化碳亦較低，將對外界污

染與環境損害降到最低，故符合環保特性，極適合永續發展之趨勢。且在生產階段，

木構造住宅建材的製造與加工過程能源消耗較其他無機質材料低。在使用階段，因為

由木材所構築而成的木構造住宅能成為良好絕緣隔熱體，故可有效減少人工空調的使

用，並節約能源損耗。 

 

在施工便捷與修繕容易優點方面，木構造住宅採用乾式施工，因為建材特性強

韌、質輕且易於加工，又可預製模矩便於組裝施工，故施工容易、工期快速。而不論

是木構造住宅的改建或增建，因為屬於乾式施工，木材加工容易，又不需重型機具，

故修繕容易。同時，施工所產生的噪音及污染亦較少，施工期也較短。 

 

在性能優越與舒適健康優點方面，在目前高科技的處理下，以及純熟的施工技

術，只要定期保養維護，木構造住宅能具有優越的性能表現。且木構造住宅係由木材

所組構而成，因為木材的細胞結構特性，可使木構造住宅室內環境之溫濕度調節性能

良好且可防止表面產生結露。同時，木材會揮發出含有精油成分之芬多精，使螨類及

黴菌的繁殖不易，故居住上具有舒適且健康的效果。 

 

在回收再利用優點方面，現代製造技術使得木材每一部分甚至製造時所產生廢

料，都能充分回收再利用，且木構造住宅若因老舊拆除後，其廢棄木料再利用性亦大。

因其再製造加工容易，故為回收效益極高的材料。 

 

二、木構造住宅之缺點 

木構造住宅若未經正確的選材與用材、細部設計、施工品管、使用維護等處理，

則可能會產生耐震性差、易燃、耐火性差、易腐朽、易受蟻害、耐久性差等缺點。 

 

木構造住宅因本身具有上述諸多的優點，若在建造時能注意相關的細節，方能使

木構造住宅符合永續發展的綠建築構造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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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木構造住宅材料認識 

木材構造的外形及質地可分為硬木類與軟木類兩類，此乃依木材質地的硬軟而

分。在構造上為方便區分起見，係將針葉樹列為軟木類、闊葉樹列為硬木類，這類區

分法較為簡單明瞭。一般針葉樹主要應用於構造用材，而闊葉樹則多應用於隔間、門

窗等裝修構材。以下將針對結構常用木材樹種與木材使用注意事項說明之。 

 

一、結構常用木材樹種 

根據台灣木質構造房屋用料分析及其成本之探討（C-6）一文指出，台灣木構造房

屋常用的木材樹種共有六種，包括：美西側柏（Western Red Cedar）、花旗松（Douglas 

Fir）、南方松（Southern Yellow Pine）、紐西蘭放射松（New Zealand Radiata Pine）、

阿拉斯加扁柏（Yellow Cedar）、雲杉－松－冷杉（Spruce Pine Fir）。茲將上述六

種樹種依分布地區、木材性質及主要用途整理如表 2-2.1 所示： 

表 2-2.1 木構造房屋常用木材樹種說明表（本研究整理） 

樹種分類 分布地區 木材性質 主要用途 

美西側柏 

Western Red Cedar 

分布於美加西部太

平洋沿岸，由北部加

拿大 B.C.省，經過

美國華盛頓州、俄勒

岡州及加州 

‧木材輕軟，手工及機械加工均容

易 

‧抗氣候性極佳，具高度耐腐性 

‧乾燥容易而收縮率極小，尺寸穩

定性佳 

戶外用被覆材(木

瓦片、雨淋板)、

製材（LOG）、窗

框、門、木工品

等。 

花旗松 

Douglas fir 

分布範圍可分為產

自奧瑞岡州、華盛頓

州及加州沿岸，為海

岸型，及產自落磯山

脈各州者為落磯山

脈型或內陸型 

‧木材強度與重量以產自內陸西區

之比重與強度較大，產自內陸南

區之較輕 

‧海岸型木材之秋材管胞具螺旋加

厚，較易磨損刀具；膠黏性、染

色性、研磨性良好；釘著性差 

結構用製材、窗

框、門窗、單板、

合板等。 

南方松－樹種群 

長葉松 Longleaf pine 

短葉松 shortleaf pine 

溼地松 Slash pine 

火炬松 Loblolly 

由德州東部到東海

岸維吉尼亞與佛羅

里達州之間 

‧木材強度高，防腐處理容易 

‧釘子的附著力強 

戶外結構用製材、

防腐材等。 

放射松 

Radiata pine 

分布於紐西蘭及南

美洲 

‧邊心材區別不明顯，材色淡黃褐 

‧具正常樹脂溝，於縱斷面上常成

深褐色線狀 

結構材、家具用

材、包裝材、合板

用材等。 

阿拉斯加扁柏

Alaska-cedar/  

Yellow cedar  

分布於加拿大 B.C.

省，阿拉斯加西南部

至加州北部之海岸

‧乾燥容易，收縮率小，乾燥材亦

穩定。心材耐腐性高 

‧手工及機械加工均容易，刨削、

釘著、膠合、塗裝性均良好 

地板材、室內裝飾

材、細木工傢俱、

櫥櫃等。 

SPF－樹種群 

白雲杉 White Spruce 

恩格曼雲杉 Engelmann 

Spruce 

柱松 Lodge pole Pine 

毛果冷杉 Alpine Fir 

主要分布於加拿大

B.C.省的落磯山脈

‧木材呈淡黃白色，春材與夏材的

色差極小 

‧強度佳、質輕、高度穩定性 

‧容易乾燥、尺寸穩定 

‧木材質軟、易於加工、著釘力強 

結構用材、企口壁

板、室內線板等。

 

(資料來源整理自 http://www.bcforestproduct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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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木材使用注意事項 

木材屬於天然生物性有機材料，受產地、氣候、樹種等自然環境條件的影響，而

使木材性質大不相同，縱然同一顆樹取材自邊材、心材或弦向、徑向或木節、裂縫，

在強度上都會有差異。因此，木結構的計算假定數據數值與實際施作是不可能完全符

合。故現場施工品管應確實，並且儘量採用無節、無裂縫之心材，以確保木結構的強

度。茲將木材使用注意事項與規範中相關規定整理說明如下（C-17）：  

 

（一）結構用木材使用規定 

1.結構用木材需使用規範等級條件中所示等級之材料。 

2.重要結構部分需採用上等結構材。 

3.使用上等結構材，除需在設計圖上詳加註明外，需注意於施工現場確實施

作，並需對明示使用部位進行檢測。 

 

（二）木材之乾燥 

1.結構用木材應採用乾燥木材，其平均含水率在 19%（含）以下。 

 

（三）配材及選材 

1.配材－在工地配材時，應注意下列事項： 

（1）承受巨大拉力之構材，應使用缺點少之木材；承受巨大壓力之構材，

應使用裂痕或反翹等缺點少之木材；受彎構材中央附近應避免有缺點。 

（2）使用接合鐵件部位，宜避免角隅缺損之材料。 

（3）材料開孔處應做適當保護。 

 

2.選材 

（1）主要構造部位有腐朽疑慮時，應使用耐腐性大之木材或使用防腐處理

材。 

（2）避免使用未成熟材（樹齡在 20 年以內）比例過高之木材。 

（3）從工廠製作再運送至工地之木材應詳加檢視，有保護不周而致損傷之

材料應不予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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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木構造住宅構法類型 

在國內木構造建築物設計及施工規範中，針對木構造建築物構法類型有一明確的

分類，係參考日本建築學會在木質構造設計規準‧同解說中之分類方式，將木構造建

築物構法分為梁柱構造、集成材構造、框組壁工法、版片構法及原木構法等五大類型

（如表 2-2.2 所示）。此分類原則係依照主要構成部品的材料、形狀、接合方式與組合方

式等分類之，其中主要構成部品形狀又牽涉到各部品的預組化程度的不同而有所差

異。 

 

表 2-2.2 木構造建築物之主要構法分類表（本研究整理） 

構法類型 梁柱構造 集成材構造 框組壁工法 版片構法 原木構法 

 

 

圖示 

 
 

（資料整理自 C-7） 

本研究主要針對木構造住宅結構體構法進行原理探討與現況調查，故對於木構造

住宅結構體構法的分類方式，係以結構體的結構行為分析觀點切入，依力量在結構體

內的傳遞方式進行分類。根據 J-2 文獻中表示木構造住宅的結構系統可區分為構架式

（軸組式）與壁式兩大系統。若結構體以柱、樑或柱、樑組合成的骨架型式承受載重

者，則稱此類型為構架式結構系統；若垂直方向的傳遞須經由承重牆體者，稱為壁式

結構系統。 

 

在上述結構系統分類原則的建立下，木構造住宅結構體的結構系統，可分為構架

式與壁式，並參考日本規範中對於木構造建築物構法的五大分類。在構架式的結構系

統中，可將其結構體構法區分為柱樑構造與集成材構造，因為集成材構造主要多應用

於大跨距空間，而較少應用於低層住宅建築中，故在此不予討論。另外，在壁式的結

構系統中，可將其結構體構法區分為框組壁工法、板片構法、原木構造，因為板片構

法係指主要構成部品形狀上屬預組化程度上較高之構法，實際上其結構體構法與框組

壁工法相差並不大，故板片構法在此亦不加以討論。綜合上述分析結果，本研究將木

構造住宅結構體構法分為柱樑式、框組壁式與原木層疊式三大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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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三大類型中，柱樑式構法係指以木材之線狀構材組構而成整體式之柱樑骨

架，其垂直載重或水平外力係由骨架之柱、樑承載並傳達至基礎。框組壁式構法係指

以木材之線狀構材組構成框架，再配合斜撐或覆面板組構成抵抗水平力之承重牆體，

其垂直載重或水平外力係由剪力牆承載並傳遞至基礎。原木層疊式構法係指以原木之

線狀構材逐層堆疊組構成抵抗水平力之承重壁體，其垂直載重或水平外力係由原木牆

承載並傳遞至基礎。茲將上述各結構體構法依結構系統、構法分類、定義與構成方式

彙整如表 2-2.3 所示： 

 

表 2-2.3 木構造住宅結構體構法分類表（本研究整理） 

結構系

統分類 

構法 

分類 

定義 系統構成示意-以二層

為例(本研究繪製) 

案例圖示 

（資料來源修改自 C-8） 

構架式 柱樑式 

 

 

 

以木材之線狀構材組

構成整體式之柱樑骨

架，其垂直載重或水平

外力係由骨架的柱、樑

承載傳達至基礎。 

 

 

框組壁式 以木材之線狀構材組

構成框架，再配合斜撐

或覆面板組構成抗剪

之承重壁體，其垂直載

重或水平外力係由剪

力牆承載並傳遞至基

礎。  

 

壁  式 

原木層疊式 以原木（LOG）之線狀

構材逐層堆疊組構成

抗剪之承重壁體，其垂

直載重或水平外力係

由原木牆承載並傳遞

至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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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木構造住宅構法理論及其原理探討 

2-3-1 建築構法相關理論基本認識 

所謂建築構法，係為實現建築物全部或部分所需的機能，選用適宜材料，經由適

切接合技術所建構的建造系統（C-9）。在此定義下，建築物的全部或部分在建造系統

中如何界定與區別，則需先對建築的系統有明確的認知。因此在探究何謂構法前，應

先釐清建築的系統，以利構法及其計畫內容之探討。 

 

一、建築的系統 

（一）建築的系統定義 

根據吳讓治 教授的定義：「系統指在住宅的生產過程中，探討其間相關現

象及行為之關連，並基於特定目的進行操作的方法。」（C-10）另外，根據黃斌 

教授的定義：「包含材料轉化過程及技術運用組構建築物的過程之組織體系。」

（C-9）根據上述的觀點，本研究將建築的系統定義為欲提供人類居住機能及使

用安全上的需求，而運用材料與技術建構成的整體組織，稱為建築的系統。 

 

（二）建築的系統構成 

由定義可知整體建築的構成存在著某種內    

部的次序及相互關係，為了瞭解這種次序，在

學理上會依照建築物的結構行為、空間構成、

組構方式、構成介面等，將建築的系統構成進

行分類，以掌握各系統間的局部構成與整體系

統的相互關係。因此，建築的系統構成，依建

築材料與建築設備分類系統（C-4）的分類原則，

可將建築構造要素區分為主要構造要素與次要

構造要素（如圖 2-3.1；表 2-3.1、2-3.2 所示）。 

表 2-3.1 建築構造要素分類表（本研究整理） 

建築構造 

部位 主要構造要素 M 次要構造要素 S 

1.外部垂直部分 M-1 外牆 S-1 外牆之次要素 

2.內部垂直部分 M-2 內牆 S-2 內牆之次要素 

3.基礎部分 M-3 基礎 －－ 

4.內部水平部分 M-4 樓板 S-4 樓板之次要素 

5.垂直動線部分 M-5 樓梯坡道 S-5 樓梯之次要素 

6.天花部分 －－ S-6 懸吊天花 

7.外部水平部分 M-7 屋頂 S-7 屋頂之次要素 

8.其他部分 M-8 構架其他主要素 S-8 其他次要素 

（資料來源整理自 C-4 建築材料與建築設備之分類系統 CSBME） 

圖 2-3.1 建築要素構成圖 

（資料來源改自 C-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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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2 建築主要與次要構造要素說明表（本研究整理） 

(資料來源整理自 C-4 建築材料與建築設備之分類系統 CSBME) 

建築主要構造要素 

部位 主要構造要素 說明 圖示 

外部垂直部分 外牆 指建築物的外牆，包括承重牆、非承重牆、可卸

外牆、帷幕牆及經表面處理之牆。  

內部垂直部分 內牆 指建築物的內牆，包括承重內牆、非承重內牆（固

定隔牆、可卸外牆）及經表面處理之整體內牆等。 
 

基礎部分 基礎 包括樁基以外的各種基礎。 

 

內部水平部分 樓板 包括整體樓板、走廊、陽台。 

 

垂直動線部分 樓梯坡道 包括各種直梯、折梯、曲梯、坡道等。 

 

外部水平部分 屋頂 包括平屋頂、斜屋頂、圓屋頂及其他各式屋頂。 

 

其他部分 構架其他主要素 包括柱樑構架、纜索構架及其他。 

 

建築次要構造要素 

部位 次要構造要素 說明 圖示 

外部垂直部分 外牆之次要素 主要指外牆之門窗開口。 

 

內部垂直部分 內牆之次要素 主要指內牆及隔牆之門窗開口。 

 

內部水平部分 樓板之次要素 主要指樓板開口。 

 

垂直動線部分 樓梯之次要素 主要指欄杆扶手等。 

 

天花部分 懸吊天花 主要指格柵懸吊天花、天花開口。 

 

外部水平部分 屋頂之次要素 主要指屋頂之開口，如：採光罩等。 

 

其他部分 其他次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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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構法概述 

（一）構法的定義 

根據黃斌教授的定義：「所謂建築構法是為實現建築物全部或部分所需的

機能，選用適宜建築材料，經由適切接合技術所建構的建造系統。」（C-9）又

根據文獻 C-11 中對建築構法的定義為：「建築構造之構成方法」、「建築硬體之

物理性構成要素」或「建築物之組合系統」。在建築大辭典中，「構法」被定義

為：建築的構成方法與材料及組合件所構成的建築實體。綜上所述，構法係為

了達到特定性能要求，將特定的構材以特定的方法接合所構成的系統。 

 

（二）構法的要素 

建築構法的具體意義為「建築物的組合系統」，包含三種要素：構成組件、

構成組件之接合方式及構成組件之組合方式（如圖 2-3.2 所示），此三種要素係相

互關連，並非個別獨立。構成組件就巨觀的角度而言，其形狀與組合方式密切

相關；就微觀的角度而言，其形狀與接合方式密切相關。欲解析構法時，就得

先釐清構法要素三者間的關係。 

 

 

 

 

 

 

 

 

圖 2-3.2 構法要素關係（資料來源 C-11） 

 

（三）構法的內涵與層級 

構法意指建築物實體的構成，或空間部分的構成，表示其內涵可分為兩

種，其一是建築物（或建築系統）的一部分構成；另一是建築物（或建築系統）

的整體構成。若以構法的層級而言，具有「全體構法」與「部分構法」之區別，

前者指建築全體的構成，後者指建築的部位構成。 

 

若要再特別區分說明時，建築物整體構成可稱為「全體構法」，但全體構

法可因該系統具體性之別而異，如工業化構法是取其構法的生產特性。而建築

物的部分構成則可稱為「部分構法」，係因採取其部位、機能或性能等（C-11）。

本研究採後者部分構法，主要針對木構造住宅結構體構法進行探討。 

 

 

構成組件

構成組件之接合方式 構成組件之組合方式

微觀 巨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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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構法計畫探討 

（一）構法計畫概述 

建築構法計畫為實現建築物之構成方法的系統，即使用何種材料，使用何

種組合方法，實現何種機能、性能，如何降低成本等主要技術。因此，構法計

畫亦被稱作「建築系統計畫」。在所稱之機能、性能也包含了生產性，所以必

須去找出適合這些機能、性能要求的構法。 

 

由於建築受到技術改革的影響，在規劃設計階段上經常會面臨特殊的需求

條件、建築空間、設備材料與施工方法，這與過去既有的建築工程慣例或經驗

即可勝任於建築規劃設計之狀況完全不同。由於營造方法所涵蓋之既存構法為

固定形式之構法，無法滿足新的需求，因此需要一個能統合設計、施工及性能

且具創造性之體系，並能把它視為一個計畫領域加以探討，此即所謂構法計畫

之涵意（C-11）。 

 

（二）構法計畫在生產流程中之定位 

1.構法計畫之範圍 

在過去建築構法較為「安定」的時期，生產者可以憑藉對既有構法的認知

與經驗，來處理絕大部分的需求，因此構法計畫的定位便處於設計階段，或僅

至細部設計階段而已，這是狹義的構法計畫範圍。隨著使用者需求的改變、生

產技術的進步等因素，生產者不再能輕易地掌握多樣化的構法，亦無法滿足各

種不同的需求。因此，構法計畫的定位便推展到更早期的計畫階段和後續的施

工與使用維護階段，同時也著重構法的開發、改良、評價，這是廣義構法計畫

的範圍。茲將廣義與狹義的構法計畫範圍說明如下（C-11）： 

 

（1）廣義的構法計畫中，計畫對象是新的構法（構法開發、構法改良），所以其

範圍是從基本設計到使用、維護管理為止，其主要部分則是基本設計（構

法概要之決定）以及實施設計（構法之細部設計）。 

 

（2）狹義的構法計畫則將生產、施工以後之使用、維護管理階段，視為回饋至

主構法計畫之投入。因此，構法計畫的範圍是從構法的條件設定到構法的

細部決定為止。 

因此，構法計畫可以廣義地視為包含了建築物實現流程的全部過程。其主

要部分則為狹義的構法計畫的範圍，亦即從基本設計到實施設計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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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構法計畫之構成 

構法計畫的構成要素可分為需求條件（包括機能面和生產面）和構法屬性。構法

既然是以達成特定要求為目的，對於需求條件的分析自然優先於構法的構思或選擇。

但因生產面與機能面需求之間可能存在優先程度或重要程度上的矛盾。因此，分析需

求條件便成為構法計畫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需求條件的內容大概可略分成表（如表 2-3.3 所示）中的類別項目，機能層面的相

關要素包括性能與創意等，在執行機能層面的分析時，對於建築物的要求要更具體

化，掌握更定量化的機能條件，但並不侷限於材料或構件等單體的分析操作，而是構

成後的結果，也就是構法所呈現的機能。在另一方面，生產層面的相關要素則包含造

價與工程等。生產層面最重要的是具體地將建築物分解成生產單元，以及針對該生產

單元之實現可能性與工法、成本等的檢討（C-11）。其中，成本因素常會與其他因素相

互矛盾，如何取得平衡點是值得思考的課題。 

表 2-3.3 構法計畫之構成要素表（資料來源 C-11） 

機能層面 生產層面 

居住性 造價 

安全性 勞務－省力化 

性能 

耐久性 機械－機械化 

尺度（形狀、大小） 資材－預製化 

表面紋理 

創意 

色彩 

工程 

方法－簡易化、量產化、連續生產化

        

3.構法計畫之流程 

構法計畫考量方式必須因應設計的階段性，及建築物的規模等，以便能適當的調

整其規模或作彈性化的運用。一般構法的流程都是從建築物整體到每一部分構材為止

形成一貫性的體系。而且機能層面與生產層面的要素，都必須具體地表示出要求條件

的內容及構法的屬性。為了能夠導引出適切的構法，在要求條件上必須依優先順序與

構法進行比較、評估，使構法能夠具體化的呈現，但在具體化的過程中，必須經常檢

討與修正需求條件（C-11）。 

 

構法計畫的操作架構是由輸入、轉變、輸出所組成的流程。而實際的構法計畫流

程，在外部條件（如社會對於性能、成本、生產性等的要求）輸入後，經過反覆地調

整轉變、輸出與評估後，再重新輸入、轉變、輸出。經過數個重覆階段的計畫過程，

最後輸出一種構法來滿足外部的評價（如社會對於可行性、性能表現、價格、生產性

等等的評價），而最適切的構法計畫係求使用者與生產者的效益總和達到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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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構法計畫之研究領域 

構法計畫研究的目標就是產生適切的構法，在此之中則必須充分地滿足機

能層面及生產層面的各項要求。因此，發掘契合時代真正所需的課題，亦屬於

構法計畫研究的範圍。茲將構法計畫研究的主題，區分為下列各項（C-11）： 

 

1.掌握要求條件的方法； 

2.找出適切的構法相關條件； 

3.構法的開發計畫手法； 

4.構法的評估方法、標準； 

5.與上述有關的基礎研究，包括構法調查、構法原理等等。 

 

支持構法計畫研究的重要基礎在於構法的原理性研究（構法原理）及構法

的調查、分析研究（如表 2-3.4 所示）。在構法計畫的各階段中，成果及問題點都

是原理研究及調查的對象，而原理研究及調查的成果則可由構法計畫的各階段

加以採用。因此，本研究將在下節針對木構造住宅結構體構法原理進行研究，

並在第四章中針對木構造住宅結構體構法進行現況調查，以累積木構造住宅結

構體構法的基礎性研究資料。 

 

表 2-3.4 構法計畫研究內容（資料來源 C-11） 

項目 研究內容 相關領域 

1.構法原理 
‧構法實現之掌握 
‧構成要素掌握 
‧組件分類 
‧接合部分類 
‧組合型式分類 
‧模矩研究 
‧平面可變性 

構法計畫、構法調查、構

法系統 

構法之相關研究 

2.構法現象之調查與分析 
‧部品量、BE 量、資材量 
‧勞務量 
‧工程、工期 
‧作業內容 
‧精度 
‧性能（耐久性、氣密性、日常災害、性能、信

賴性、安全性、二次構造部材、污染）
‧流通（流通機構、輸送、販賣、型錄） 
‧管理（工法管理、工程管理、品質管理） 
‧造價 
‧歷史、地域性 
 

構法原理、構法計畫、建

築材料、建築結構、環境

控制、建築經濟學、建築

史、建設產業、建築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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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木構造住宅結構體構法原理探討 

一、結構體之結構系統概念 

建築物所承受之重力載重或外力，經由樓層結構分散傳遞至建築物的垂直向結

構，再經由該向結構傳遞至基礎。若依載重傳遞方式分析，可將木構造住宅的結構系

統區分為構架式與壁式兩大系統。構架式結構系統係指結構體以柱樑組構成的骨架型

式來承受載重者；而壁式結構系統，係指以垂直方向的承重壁體來承受並傳遞載重者。 

 

對於欲解析之結構體，可依力量傳遞的方式將其拆解為承受垂直載重的結構與抵

抗水平載重的結構。依其結構系統之不同，在承受垂直載重的結構方面，分為線狀和

面狀兩種型態。在抵抗水平載重的結構中又可分為垂直面向和水平面向，其中垂直面

向可利用線狀構件或面狀構面，或兩者的組合。而水平面向通常都是結合在樓板或屋

頂等水平面狀構件內。 

 

根據第2-2-4小節所述，木構造住宅結構體的構架式結構系統係指柱樑式。而壁

式結構系統係指框組壁式與原木層疊式，但實際上木構造真正的壁式結構系統，應指

原木層疊式。而框組壁式並非屬於真正的壁式結構，因為垂直載重僅經由水平構件（雙

頂板）分散到承重牆內部的垂直構件（牆間柱）。若垂直構件排列得愈密集，則結構

行為就愈接近壁式結構。 

 

上述的區分方式，係依結構行為區分，若依空間單元間的組合方式來區分，則會

有所差異。一般組合方式可由水平軸向和垂直軸向來作解析，區分為一體式與分離式

（平台式）（如圖2-3.3所示）。所謂一體式係指單元接點具有抗彎矩能力，且通常在該

軸向使用連續的構件。而平台式的單元接點在沒有特殊要求的情形下，通常採用鉸接

型式。總而言之，一體式與分離式在結構行為上的最大差異是受水平力作用時結構體

單元間的變形方式（C-12）。 

 

  

圖 2-3.3 不同空間單元組合方式，受水平力作用時的變形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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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構架式結構體之構成分析 

（一）構件受力狀況 

一般結構設計必須先掌握各構件的受力情況，以選擇合適的構件斷面和接

合方式。而各節點的剛性係依其接合型式而定，實際情形則需經由實驗才能得

知。當整體構架受垂直載重時，若構件接點為鉸接則必須考慮增設斜撐；若採

用剛接因會使柱或節點承受較大彎矩力，則必須增設面狀構面（如剪力牆），

以減輕構件或節點對彎矩的負荷（如圖 2-3.4 所示）。而當整體構架受水平力時，

抵抗水平力則由水平構面（如樓板或屋頂），或剪力牆與部分斜撐，將水平載

重藉垂直構材傳遞至基礎（如圖 2-3.5 所示）。 

圖 2-3.4 構架式結構體受垂直載重變形圖  圖 2-3.5 構架式結構體受水平載重變形圖

構架式結構體對於抵抗水平載重的要求，在國內木構造規範內規定為層間

變位需在樓高的 1/200 以下（C-7），如果某一樓層的層間變位較其他樓層過大

者，該樓層的結構設計應採較高的安全係數，以防應力集中而產生破壞。上述

係針對垂直面向的結構體剛性相關規定，而在水平面向的剛性則是影響垂直構

件節點應力分配的重要因素，因剛性較高的水平構面可以把應力均勻地分配給

各個垂直構件，以減少局部產生大變形，進而造成次結構體的損壞（C-12）。 

 

（二）構件說明 

在垂直構件方面，構架式結構體的柱構件常需承受兩個軸向的彎矩，故最

經濟的構材斷面形狀應該是這兩各軸向皆具有同樣的慣性矩。在水平構件方

面，雖然水平力會使樑構件在弱軸承受一些彎矩，但可以降低節點剛性來減少

彎矩，由水平面向內的小樑或斜撐來分擔。在柱樑節點附近，由於彎矩應力作

用較大，容易造成局部變形，故常使用補強鐵件加以補強。結構用柱樑構材均

應符合CNS14630針葉樹結構用製材的相關規定。在斜撐構件方面，常見的斜撐

的型式可分成以下兩種（如表2-3.5所示）： 

 

表 2-3.5 常用的斜撐類型（C-12） 

型式 說明 使用例 

僅利用抗拉桿件 拉桿 
僅利用抗壓桿件 角撐 

 
拉撐式 

在斜角上利用細長桿件的抗拉或抗

壓能力來吸收變形。 兼用抗壓、抗拉桿件 桁架（對角、K型） 

覆面式 在框架上釘貼結構性面材，利用面

材的抗拉、抗壓能力吸收變形。 

結構性合板、OS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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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構架式結構體構件組成（如圖 2-3.6 所示） 

 

圖2-3.6 構架式結構體構件組成－以一體式為例（資料來源修改自J-1） 

 

三、壁式結構體之構成分析（以框組壁式為例） 

（一）構件受力狀況 

壁式結構體之構件接點以鉸接型式為主，故必須再以斜撐來達成牆體系統

之穩定性，並藉由承重牆體將垂直載重傳遞至基礎（如圖2-3.7所示）。而壁式結

構體係以面狀構件來抵抗水平力，極少採用具剛性的構件節點。在風力作用

下，將載重由迎風面的外牆傳遞給水平構面，再由水平構面傳遞給平行載重方

向的牆面，最後傳遞到基礎。在地震力作用下，上部結構的載重亦經由水平構

面吸收，再傳遞給平行載重方向的牆面，最後亦傳遞到基礎（如圖2-3.8所示）。 

 

               
      圖 2-3.7 壁式結構體受垂直載重變形圖     圖 2-3.8 壁式結構體受水平載重變形圖 

 

由上述水平載重傳遞方式得知，壁式結構體在抵抗水平力的機制方面，水

平構件與垂直構件的角色猶如一根極深極扁的樑。其中水平構件的端部宛如簡

支狀態，垂直構件的底端宛如固定端。中間的斜撐構件或覆面板有如樑腹，承

受剪力（C-12）。 

 

（二）構材說明 

壁式結構體係將各構材組構成框型的牆體，因此各構材通常只承受單一軸

向的彎矩。較長跨距的樓板常用木質膠合樑、組合桁架。壁式結構體亦經常利

用斜撐來組構成可抵抗水平力之剪力牆，尤其以覆面式斜撐最常見。其中被使

用作覆面結構的板材都應具備材料性能認證，才能確保其抗剪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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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剪力牆的設置上具有兩種結構觀點。一種是只有上下連貫的完整牆版

才能視為剪力牆，每段剪力牆的底邊兩端皆需錨定。剪力牆段落間如遇門窗開

口，開口上方必須要有適當的連繫構件。另一種觀點是整道牆包含開口在內視

為一大片剪力牆，故僅需在端部頭尾兩端錨定，但抗剪強度則需依開口情形的

經驗係數加以折減（C-12）。另外，二樓的剪力牆亦需將載重傳遞到基礎，但

是由於二樓樓板的阻隔了垂直牆體的連貫，所以尚需利用拉繫鐵件來連繫上下

層的剪力牆。茲將剪力牆常用結構性覆面板材說明如下：（如表2-3.6所示） 

表 2-3.6 常用結構性覆面板材種類表（資料整理自 C-13、C-14） 

類別 名稱 說明 

粒片板 以小木材粒片組成的嵌板，通常排列成不具方向性
的各層，再以酚膠膠合。 

方薄片型粒片板 將方型木片或薄片以酚膠膠合再壓縮後，形成的一
種結構用的方薄片型粒片板。 

定向長薄片型粒片板 由多層組合成的一種結構長薄片型粒片板；每層包
含壓製的同方向束狀粒片，且每層的方向與其它層
呈直角，各層以酚膠膠合。 

有機材料 木質 

合板 由三層或更多層的單板以膠合劑接合的木板，相鄰
兩層的紋理成直角排列。 

無機材料 石膏 石膏板 由石膏灰泥製成，而雙面都貼有厚紙的石膏硬板。

 

（三）壁式結構體構件組成（如圖2-3.9所示） 

壁式結構體空間單元組合方式多以平台式為主，所以上下層牆面間並不連

貫，載重需經由樓板傳遞。而牆面開口的上方通常需設置楣樑，以便將上層樓

板的垂直載重分散到開口兩側牆面。此外，任何剪力牆線、水平構面未對齊者，

都必須特別補強。 

      
圖 2-3.9 壁式結構體構件組成－以平台式為例（資料來源修改自 J-2） 

2-4  小結 

本章主要在於整理出木構造住宅結構體的構法原理，由於研究時間的限制，原理

的探討僅以建築的系統中主要構造要素之結構體為主。又根據本章 2-3 節所整理的木

構造住宅結構體構法原理，可應用於第四章國內西式木構造住宅現況調查時，判讀構

法現況與找出運用現況相關問題，並作為第五章台灣西式木構造住宅結構體構法類型

分析、問題檢討與對策研擬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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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西式木構造住宅系統探討 

3-1 前言 

對於「西式木構造」一詞的解釋，國內少有專著提及，但在日文翻譯文獻中則有

較為明確的定義，例如在文獻 C－15 中指稱所謂的西式木構造係指在日本德川時代到

明治大正期間，以英國、德國、法國等為首與日本商業關係密切的歐美國家，其傳至

日本之木構造系統特徵皆不相同，故以「西式木構造」一詞作為統稱。而西式木構造

系統發展至今，在住宅建築系統構法方面，主要以北美地區的框組壁式為主流構法，

但在休閒別墅方面則還包括原木層疊式系統。因此，本章將針對此兩大系統分別依發

展沿革、系統簡介、構成材料、組構方式與施工程序等各面向逐一作探討，目的在於

建立可供第四章國內西式木構造住宅結構體構法運用現況調查時比對之依據。 

 

3-2 框組壁式木構造系統 

3-2-1 框組壁式發展沿革 

1830 年代史諾（George Snow）教授在芝加哥以別於木屋傳統構築方式建造了一

座教堂，日後類似此種營建方式所建造出來的房屋，即被稱為 2×4住宅。原因在於

其建築構件斷面係以標稱尺寸 2英吋×4英吋的製材為主。而探究此系統在北美蓬勃

發展的主因，主要和兩個因素有關，分別為釘子的大量製造與電鋸的發明。早期釘子

的製造必須以純手工的方式打造，但從 1820 年開始，釘子便可利用機器的方式大量

製造。而電鋸的發明，使得木材的裁切能更精準且快速（C-16）。因此，在 1830 至 1900

年間，此工法迅速地擴展到北美各地，便造就了北美地區蓬勃的木構造房屋工業。 

 

在北美木構造建築構造的演進上，早期的木構造建築型態係以小斷面的垂直構件

為骨架，由房屋基部連續伸展至兩層，或至兩層以上的高度，而樓板構架則由構築在

橫檔上的水平構件所組成，此類型態稱為 Balloon Frame house（如圖 3-2.1 所示）。而

另一種木構造建築型態稱為 Platform Frame house（如圖 3-2.2 所示），此構造每一層

樓板都可以作為上層結構的基台，其施工簡易且迅速。故此類型建築乃沿用至今，是

北美地區目前最為普遍、經濟且又高效率的木構造建築型態，多應用於中小型建築，

以住宅建築為代表（C-17）。 

                      

圖 3-2.1  Balloon Frame house             圖 3-2.2  Platform Frame house（資料來源 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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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所謂 2×4工法係指以標稱尺寸 2英吋×4英吋斷面的板材為牆間柱，

並與覆面板共同組構成為承重牆體的一種構築方式。然就系統而言，此 2×4工法其

實應該定義為「框組壁工法」（C-1）。意指利用框組壁工法所組構而成的承重牆，係以

小尺寸的牆間柱構築而成，再將覆面板外覆於牆體構架的內外兩側，形成中空而質輕

的承重牆體。通常牆間柱使用 2英吋×4英吋或 2英吋×6英吋的製材，並以 16 英吋

的柱心間距排列，依載重與覆面材料的類型、厚度之不同，可以調整修正柱心間距為

12 英吋或 24 英吋。 

 

3-2-2 框組壁式系統簡介 

框組壁構造主要特徵為構造上使用的構材斷面尺寸種類少，且構材接合部是以簡

易的釘接，或五金配件接合。施工時係以先前已建造完成之樓板作為工作平台，用以

增加現場之施工性，故此種構造方式施工快速且工期短。 

 

目前，木構造建築使用最普遍的就是平台式構架施工法，此種工法的優點在於樓

板系統與牆體構架可分開組裝。由於牆間柱只有一層樓高，故牆體可以輕易地在其他

地方預製或在樓板上進行組裝，牆身可一次構築一層樓，而無須使用重型吊升設備。

牆體構架主要構材之底板和頂板，在樓板與天花板處提供阻擋功用，並提供作為牆覆

面板和內部裝修釘固支撐（C-18）。 

 

在北美地區（包含美國、加拿大）藉由此系統已發展出頗具規模的房屋工業，因

其建造工法簡易，建材尺寸標準化，而且經濟效益高，又配合健全林產工業，有效地

建立了永續性極佳的房屋系統。但由於建築物使用年限較短，建材尺寸較小，故較難

適用於大型的公共建築上。 

 

3-2-3 框組壁式構成材料 

框組壁構造主要構件為規格製材，但還包括其它的木製產品，其經常被使用於建

築物外殼或室內外裝修工程上。而製材的檢驗係根據其物理特徵來作分級，除了用目

視檢驗分等製材外，尚有機器應力分等製材。製材等級的標記內註明了製材的機械應

力分等，此乃依其結構特徵而決定，而與木材樹種較無直接關係。 

 

依加拿大製材分等標示，製材的最高等級為特選結構等級，僅用於需要高強度、

高硬度及極佳外觀之處。標記為第一級（No.1）的製材通常含有部分比例的特選結構

材，但可容許的節疤則較大。經由測試顯示第一級與第二級的製材其強度相同。第三

級的製材則用在不太注重外觀的建築物中。一般，框組壁構造所使用的 2英吋×4英

吋和 2英吋×6英吋製材多為牆間柱等級，牆間柱等級之製材係堅硬且平直，特別適

用於垂直牆體構件（C-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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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框組壁式組構方式 

一、建築構造部位 

（一）地板構架部位 

地板構架包含地檻板、地板扥樑、端部扥樑。（如圖 3-2.3 所示） 

 

圖 3-2.3 框組壁式地板構架（資料來源修改自 C-18） 

 

1.地檻板與錨栓 

當地檻板用於基礎牆與地板扥樑的連接處時，地檻板必須緊固地錨定

在基礎牆上。通常是將錨栓嵌入在灌漿中的混凝土牆頂部或是將頂層混凝

土砌塊中的空心部分用混凝土填滿，並將地檻用螺栓埋入。地檻板錨定螺

栓尺寸與裝置的要求條列如下各點說明（C-18）：  

（1）錨栓直徑不小於 1/2 英吋。 

（2）錨栓應以螺帽和墊圈緊固在地檻板上，嵌入深度不小於 4英吋。 

（3）錨栓的間距至少要有 8英呎，每塊地檻板上不可少於 2個錨栓。 

 

2.地板扥樑 

樑在選材上要能符合強度與剛度的要求。強度要求視其所承載的重量

而定，而剛度要求則是為了避免天花板內裝在活載重下所產生的變形破

壞。茲將地板扥樑相關要求條例如下各點說明（C-18）：  

（1）尺寸：視承載、跨距、扥樑間的間距、使用製材的種類與等級，以

及可容許的撓度而定。一般厚度通常為 2英吋，而深度為 6、

8、10 或 12 英吋。 

（2）間距：最常用的扥樑中心間距為 16 英吋，但在承載較重或空間有限

時，可用中心間距為 12 英吋的淺扥樑來替代。 

（3）接合方式：係將扥樑以端釘或斜釘方式，釘固在格柵橫樑上。 

（4）注意事項：地板設計中通常需將承重牆與扥樑成垂直配置，並且在

承重牆支撐上部地板扥樑時，扥樑間的距離不可大於 24

英吋，除非扥樑尺寸是設計成可支撐這種集中載重的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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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地板底板 

底板種類包括了合板、定向粒片板、方薄片型粒片板與寬度不超過 8

英吋的企口木製材。當使用合板作為地面底板時，除非合板的邊緣是以企

口接合，否則合板邊緣接縫應置於扥樑間的 2英吋×2英吋之補強木上。

安裝合板時，其表面木紋應與地板扥樑成直角，並且用錯開之端部接縫沿

著邊緣以中心間距為 6英吋釘緊，在每隔 12 英吋中心間距的地方，用釘

子沿中間支撐處釘接（C-18）。 

 

藉由在地板扥樑和底板間塗上彈性膠，除了可增加樓面相當的強度

外，並可將樓板噪音減到最小。此種做法，使得合板、黏膠與扥樑共同作

用成為強化樓板構架，因此便可降低鄰近扥樑間的撓度。所有用在地板底

板的合板、定向粒片板或方薄片型粒片板都應是適合室外使用的材料。 

 

（二）牆體構架部位 

牆體構架包括外牆與室內隔間牆之垂直和水平構件。這些構件分別為牆

間柱、牆頂板、牆底板與楣樑（如圖 3-2.4 所示），做為所有覆蓋材料的用釘底

層，並支撐上層樓板、天花板與屋頂的載重。所有使用於構架中的製材都應

經過分等與乾燥處理，並且其含水率不可超過 19%（C-7）。 

 

圖 3-2.4 框組壁式牆壁構架（資料來源修改自 C-18） 

1.外牆間柱、底板及頂板 

外牆間柱是連接牆覆面板和覆面材的垂直構件，位於底板或地檻板之

上，並支撐頂板。間柱通常由 2英吋×4英吋或 2英吋×6英吋的製材所

組成，並以 16 英吋的中心間距排列。依覆面材料的種類與厚度，以及所

支撐構件的載重之不同，可將中心間距調整為 12 英吋或 24 英吋。牆間柱

連接水平雙頂板和單底板，其為 2英吋厚製材，其寬度與間柱寬度相同

（C-18）。通常第二個頂板與第一個頂板重疊放在牆角與隔間牆交接處，而

且在釘牢後，可為牆體提供額外的緊固。如果第二個頂板與其下方緊鄰的

頂板沒有交接在牆角與隔間牆搭接處，則可藉用鍍鋅鋼板將牆體拉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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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楣樑 

楣樑為設置於門窗或其它開口上用來傳遞垂直載重至相鄰間柱之水

平構件。楣樑通常由兩片 2英吋的製材所組成，製材間再以間隔物隔開，

其寬度與牆間柱寬度相同，然後釘固在一起成為單一構件（C-18）。其深度

則取決於開口的寬度及所支撐的垂直載重。 

 

3.轉角間柱 

在外牆的轉角交接處，一般採用由至少 3根牆間柱所組成的多間柱支

柱或類似結構（如圖 3-2.5、3-2.6 所示），以便使相鄰牆體能緊固連結，並作

為內部裝修和外牆覆面板用釘支撐。 

 

    

圖 3-2.5 三支間柱接合法 圖 3-2.6 兩支間柱接合法(資料改自 C-14、C-18)

 

（三）屋頂構架部位 

屋頂有兩種基本類型分別為斜屋頂與平屋頂，在定義上，平屋頂可被歸

類為坡度小於 1：6的屋頂。斜屋頂的坡度從 1：6到 1：1或更大，端視其

屋頂覆蓋物與閣樓空間的使用情況來決定（C-18）。在斜屋頂種類中，以人字

屋頂最為常見，其構架本身包括天花板扥樑、椽條、束樑與脊板等（如圖 3-2.7

所示）。 

 

圖 3-2.7 框組壁式人字屋頂構架（資料來源修改自 C-18） 

1.天花板扥樑 

當內外牆的架構完成後，在椽條尚未安裝之前，天花板扥樑應被釘固於

牆體構架上，否則椽條的推力可能會將外牆向外推移。通常扥樑在內部隔間

牆上係被搭接並釘牢在一起或以拼接板進行對接，而接合點所用的釘子的數

量視屋頂坡度、椽條間距及房屋的寬度而定（C-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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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脊板 

脊板用於確保屋脊處於同一水平線，並使得椽條安裝和對齊的工作更易

於進行。 

 

3.椽條 

椽條是成對安裝並釘接在脊板上，椽條較低的一端與牆頂板交接處應有

凹槽處理，並斜釘在牆頂板。通常椽條會在屋脊處偏置一定椽條厚度，當連

接椽條底端的天花板扥樑在內部隔間牆搭接（非對接）時，則需要利用此偏

置來保持椽條與扥樑之間的垂直對齊。椽條的中間支撐構件通常安裝在屋脊

與外牆之間，以減少椽條的跨距，並可減小椽條尺寸。 

 

二、各構造部位間接合界面 

（一）基牆與地板扥樑接合 

在平台式構架中，有兩種連接基礎牆與地板扥樑的方法，分別稱為地檻

板法（如圖 3-2.8 所示）與扥樑嵌入法（如圖 3-2.9 所示）。茲將此兩種連接方式

分別說明如下： 

 

1.地檻板法 

地檻板法可用於混凝土基牆或空心磚砌塊基牆。此種方式係將地檻板

錨定在基牆上，用來支撐並緊固地板扥樑與端部扥樑。此外，地檻板的底

部應在竣工地面以上 6吋處（C-18），用以防止潮氣作用。 

 

2.扥樑嵌入法 

扥樑嵌入法僅能適用於場鑄式混凝土基牆。地板扥樑和端部扥樑於混

凝土灌漿前就應固定完成，而此構架則暫時由構架內部混凝土模板所支

撐。當樑端嵌入於基牆以下時則須經過防腐處理，然後再灌漿。以此方式

施工，至少每根扥樑有 2/3 的深度嵌入混凝土基牆內，因而替樓板構架提

供了適當的錨固作用（C-18）。 

 

 

圖 3-2.8 地檻板法（資料修改自 C-18） 圖 3-2.9 扥樑嵌入法（資料修改自 C-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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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 框組壁式施工程序 

首先構築基礎部位，並於其上架設地板構架，再以地板底板覆蓋，作為第一層工

作平台。當此平台建造完成後，承重牆構架便可豎立於其上，接著再把第二層樓板構

架固定於這些承重牆面上，然後再於此樓板平台上豎立二樓承重牆構架，並於其上架

設閣樓與屋頂。最後，進行內外裝修與水電設備等工程，而至完工。以下就舉國內曾

俊達 教授在美國曾建造過的 48 棟框組壁木構造案例其中之一，作為實例的印證。而

此案例是位於美國洛杉磯 Baldwin Park，其施工程序如下各圖說明：（如圖 3-2.10 所示） 

 

A.一樓牆體構架組立 B.二樓樓板構架施工 

C.二樓牆體及屋頂構架組立 D.屋頂防水工程施工 

E.結構體施工完成 F.建築物完工外觀 

圖 3-2.10 框組壁木構造施工程序照片 

（資料來源取自曾俊達 教授在美國洛杉磯 Baldwin Park 木構造工程案例施工照片） 



台灣西式木構造住宅類型之研究 

3-8 

3-3 原木層疊式木構造系統 

3-3-1 原木層疊式發展沿革 

原木層疊構造起源於森林資源豐富的地區，

係當地住民為滿足遮風蔽雨與儲存食糧雜物等需

求，就地取材，將樹木以手工方式刨削樹皮成原

木，並採用原始且簡單的井字堆疊方式，構築農

舍或穀倉等建築物（如圖 3-3.1 所示）。因此，原木

層疊構造遍佈地區廣大，係依不同民族特性、不

同氣候環境而產生各式各樣的原木建築。 

 

以歐洲大陸的發展而言，根據文獻 C－5中表示主要發展地區以北歐為主，並以

其為首，向東依序由北歐傳至中歐、東歐、蘇俄、中國最後流傳到日本；在日本地區

的發展，係於 1968 年建設省告示制定關於原木層疊構造的相關規範後，便可自由地

建造此類原木建築，但實際被應用於住宅建築上，則是在 1970 年代以後（C-8）。 

 

若向西發展，則是在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後，由歐洲移民傳入，主要發展地區在北

美地區。其隨著時代及社會之演變，由狩獵、遷徙、定居到觀光休閒，依循著特定模

式發展（C-20）。因此，在北美地區係應用於休閒別墅居多，而在住宅建築方面還是以

框組壁式為主流構法。綜觀原木層疊式系統的發展歷程，目前還尚有遺構存留的地域

包括：北歐、中歐、東歐、蘇俄、中國東北部、日本、北美等地區（C-5）。 

 

3-3-2 原木層疊式系統簡介 

原木層疊構造係將原木構材水平置放並逐層向上堆疊，其構材間接合係利用螺栓

或螺釘加以固定，以作為承重抗剪之結構壁體，並與屋頂構架共同組構成整體木構造

系統。其特點在於使用圓形或方形之實木，以堆疊的方式組成結構牆體，所以使用材

積量高。且在構築完成一段期間後，牆體會有沉陷的現象。 

 

原木層疊式系統的特徵包括原木構材的接合部位處理係考慮到結構強度、防水、

施工性等，而採用舌狀與凹槽狀的接合方式；從防颱、防雨之觀點考慮，會在原木構

材接合面放置止水填墊材料；原木牆交接部位設計應能與機械加工相對應，採用簡單

的嵌接；從施工容易性觀之，軸栓設計應採用當原木結構牆體全部堆疊後亦能施工之

構法（C-5）。 

 

 

圖 3-3.1  挪威地區原木建築（1981）

（資料來源 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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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原木層疊式構成材料 

原木結構牆均直接暴露於外界環境中，故所採用的木材應為耐腐性較佳的樹種。

在北美方面，使用美西側柏為主；在歐洲方面，使用歐洲赤松、德國雲杉等為主；在

日本方面，則以扁柏、紅松等原木為主（C-8）。原木的製造可分為機械加工與純手工

施做，而原木之斷面形狀，在北歐地區傳統多以圓形原木為主（如圖 3-3.2 所示），現代

則包括單面圓弧削切形（圓形）、雙面削切形（雙圓弧形或鼓形）、三面削切形（單圓

弧形或 D形）及四面削切形（方形）等（C-8）（如表 3-3.1 所示）。原木常用規格有 4英

吋×6英吋、6英吋×6英吋、6英吋×8英吋等，其尺寸越大者隔熱效果越佳，但相

對地材料成本亦會提高。 

圖3-3.2北歐地區原木形狀分布圖（資料來源取自 E－2）   

 
表 3-3.1 原木製材斷面形狀分類表（資料來源修改自 C-5） 

斷面形狀 單面圓弧削切形 雙面削切形 三面削切形（D形） 四面削切形 

示意圖 

      

 

在原木的選材上，以成熟材之尺寸較安定，但在使用時應注意死節或節孔等缺陷

的位置。若採用次生林原木應注意未來乾燥收縮與劈裂等問題的產生。在原木的加工

上，若原木以圓形處理，則會將其下側刨削成小的圓弧狀，並在原木層疊處加入襯墊

材料，以確保防水性與氣密性。若原木以方形處理，則會在原木之相互層疊接合處做

槽狀接合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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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 原木層疊式組構方式 

一、原木層疊結構牆體 

1.結構牆體之原木接合 

承受垂直載重之牆體其原木的剖面積須為 120 平方公分以上，相當於直徑

12 公分的原木（C-8），其相互間的接合，為了能抵抗水平力的作用，通常利用

插銷（如圖 3-3.3 所示）與貫穿螺栓（如圖 3-3.4 所示）或大木螺釘（突端螺釘）固

定層疊之原木，而原木軸向接合盡可能不要設置，若無法避免則其接合位置應

上下錯開。另外，在原木構材間可利用止水條及填縫劑來防止水分侵入。 

 
 

圖 3-3.3 插銷（資料來源 C-8） 圖 3-3.4 貫穿螺栓（資料來源 C-8） 

  

2.結構牆體間轉角接合  

原木結構牆體間轉角接合可分為平口接合與錯口接合（如圖 3-3.5、3-3.6 所

示）。一般為了達到原木結構牆體相互間的穩定，原木端部必須從牆面突出 20

公分以上（C-8）。而原木在轉角之接合處理，必須先開溝，再利用方栓、止水

條及填縫劑等材料，來達到防水的效果。 

  

圖 3-3.5 交叉平口接合(資料來源改自 C-19、廠商型錄) 

  

圖 3-3.6 交叉錯口接合（資料來源改自 C-5、美國住宅建材簡訊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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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構造部位間之接合界面 

1.原木牆體與開口部界面之收縮空間 

由於原木材料經加工成製材後，垂直於纖維方向會產生一定程度上的乾燥

收縮。因此，層疊後的原木結構牆體將會隨時間的增加，而產生下陷。一般原

木屋在建造後兩年內，其總高度會降低 3∼10 公分左右（C-20）。為了避免原木

牆體與門框、窗框（如圖 3-3.7 所示）、樓梯（如圖 3-3.8 所示）、內牆底層（如圖 3-3.9

所示）等縱向構件之間的收頭處理部分發生無法密合的情形，故應設置收縮空

間，以確保原木牆體的氣密性與水密性（C-8）。 

 

 
  

圖 3-3.7 開收部收頭處理 圖 3-3.8 樓梯安裝的收頭處理 圖 3-3.9 內牆底層安裝之收頭處理

                                                                     （資料來源 C-8） 

 

2.原木牆體與屋頂山牆界面之防水處理 

為確保原木屋之屋架結構穩定性，在原木結構牆體的山牆面部分，其構築

方式分為上下兩部分，下部為原木結構牆的層疊組立，而上部則為框架結構山

牆的組立（如圖 3-3.10 所示）。因上下部的結構相異，所以在其接合界面的部分，

除了須注意接合強度外，尚須注意接合界面之防水處理，以避免日後此處在風

力或地震力的作用下，產生變形或破壞，進而造成雨水滲漏等問題。 

 

 
圖 3-3.10 原木結構牆與屋頂山牆之接合界面分析（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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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 原木層疊式施工程序 

首先為基礎部分的施作，包含了錨栓的埋設。在原木結構牆還未開始組構前，先

在基礎上固定防腐地檻，並且在地檻與原木結構牆底之間設置一金屬檔板。接著進行

原木結構牆的組立，待其構築完成後，依序再構築二樓樓板、二樓原木結構牆體、屋

頂構架等部分，便完成原木屋主體結構之構築。最後，進行內外部的裝修工程，並安

裝水電設備等，原木屋即完工。而上述步驟即為原木層疊構造整體的施工程序（如圖

3-3.11 所示）。 

 

A.一樓原木結構牆組立 B.二樓原木結構牆組立 

C.屋頂構架組立 D.整體施工完成 

圖 3-3.11 原木層疊式施工程序照片（資料來源 E-1） 

3-4 小結 

藉由對西式木構造住宅系統的探討，可瞭解國外在木構造住宅的發展沿革以及其

系統構法要點。茲將此兩大系統依結構系統、結構體構法、構成材料、接合方式、單

元間組合方式等項目整理如表 3-4.1 所示： 

表 3-4.1 西式木構造住宅系統構法整理表（本研究整理） 

 框組壁式系統 原木層疊式系統 

結構系統 壁式 壁式 

結構體構法 框組壁式 原木層疊式 

構成材料 間柱構材 原木構材（LOG） 

接合方式 釘接合、五金配件接合 突端螺釘接合、螺栓接合 

單元間組合方式 平台式 平台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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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國內西式木構造住宅類型運用現況調查 

4-1 前言 

藉由第二章對木構造住宅結構體構法原理之分析與第三章對西式木構造住宅系

統構法要點之整理，建立可供現況調查比對的認知基礎。而本章將藉由現況調查、訪

談與問卷調查等方式，來了解國內西式木構造住宅構法類型運用現況，進而發現問

題，以作為第五章對於現況問題討論與對策研擬之依據。 

 

4-2 調查計畫 

4-2-1 調查目的 

一、瞭解國內西式木構造住宅的運用現況。 

二、檢討國內西式木構造住宅現況的問題。 

 

4-2-2 調查方法與內容 

由於國內相關文獻未能清楚地對西式木構造住宅於國內應用現況作詳盡說明，故

本研究將針對生產者與住宅案例著手進行調查，並收集完整的資料，以作為調查分析

之依據。而本研究採用的調查方法包括了現場調查、訪談與問卷調查，分述如下： 

一、現場調查與訪談 

對於案例的調查，常會隨著案例開工的時間或工期的長短，而影響調查的

進行。所以，本研究先針對目前正在從事木構造設計或承造之廠商進行初步的

電話訪查，並由廠商介紹正在施工或已使用之案例，並且也願意接受調查者，

據以進行現場調查，並配合相關訪談工作。 

二、問卷調查 

先瞭解國內實際參與木構造住宅設計或承造的專家數量與基本資料，再藉

由問卷設計與試調修正檢討後，利用郵寄問卷的方式，以瞭解國內木構造廠商

在西式木構造住宅構法之應用現況。 

 

4-2-3 調查對象 

為有效調查出實際的樣本數，本研究採用非隨機抽樣法中的判斷抽樣法，又稱立

意抽樣法，此抽樣法是依據研究者的主觀認定，去選取最能適合其研究目的之樣本

（C-21）。因此，首先以中華木質構造建築協會會員為主，再藉由營建類期刊、建築世

界型錄、雜誌與網際網路等途徑，查詢與西式木構造設計、承造相關之專家。最後，

經由初步的電話訪查，判斷抽樣之樣本數的正確性，便確認出本研究實際所要調查之

廠商，而調查廠商名單詳見附錄 A，同時並由廠商提供西式木構造相關案例，以便進

行案例現況調查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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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調查流程 

本研究調查的整體流程如圖 4-2.1 所示： 

 

 

 

 

 

 

 

 

 

 

 

 

 

 

 

 

 

 

 

 

 

 

 

 

 

 

 

 

 

 

 

 

 

圖 4-2.1 調查流程（本研究整理） 

 

調查目的確認 

調查方法及內容擬定

調查對象列冊 

初步電話訪查 

現況調查 問卷調查 

調查結果資料彙整

實際調查廠商確認

個案調查 訪談 

補調 

問卷設計與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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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調查實施 

本節係以廠商初步電話訪談之調查結果為基礎，進行案例現況調查，主要觀察國

內西式木構造住宅構法運用現況與問題，同時探討現況是否有可以改善的空間，以期

提出國內西式木構造住宅在構法發展上的具體建議。 

 

4-3-1 現況調查 

一、調查目的 

1.瞭解國內西式木構造住宅結構體構法之應用現況。 

2.瞭解國內西式木構造住宅結構體工程上的問題點。 

 

二、調查形式 

現場實地的調查形式，主要以目視觀察、相片記錄、訪談填寫調查紀錄表

之形式將案例資料作完整的收集。 

 

三、調查對象與數量 

由廠商提供正在施工或已使用之西式木構造住宅案例，而願意提供資料的

廠商，經整理後可區分為下列兩種情況： 

1.第一種情況：廠商有實際工地可供調查、記錄與訪談，並可提供關於結構體

構法及現場生產性資料。 

2.第二種情況：廠商無施工中之工地可供調查，但願意提供關於結構體構法及

現場生產性資料。 

本研究以第一種情況為主，實際共調查了 6件施工中的案例，同時也由廠

商提供 4件已完工的個案進行案例分析，茲將此 10 件案例之基本資料整理如

下（如表 4-3.1；圖 4-3.1 所示）：  

表 4-3.1 調查案例基本資料（本研究整理） 

案例編號 調查時間 座落地點 建築面積 規模 備註 

WH-01 2004.11.30 南投縣魚池鄉 約 34 坪 1 樓 施工案例 

WH-02 2004.12.29 新竹縣竹東鎮 約 45 坪 2 樓 施工案例 

WH-03 2004.12.30 新竹縣竹東鎮 約 22 坪 1 樓 施工案例 

WH-04 2005.4.7、4.15 台南縣龍崎鄉 約 20 坪 1 樓 施工案例 

WH-05 2005.4.8 新竹縣竹北市 約 56 坪 2 樓 完工案例 

WH-06 2005.4.11、4.28 苗栗縣南庄鄉 約 38 坪 2 樓 施工案例 

WH-07 2005.4.13 新竹縣竹北市 約 61 坪 2 樓 完工案例 

WH-08 2005.4.27 雲林縣斗六市 約 19 坪 2 樓 施工案例 

WH-09 2005.5.26 高雄縣鳳山市 約 42 坪 2 樓 完工案例 

WH-10 2005.5.30 彰化縣鹿港鎮 約 25 坪 1 樓 完工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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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1 調查案例分布地區（本研究繪製） 

四、現況調查內容 

對於現況調查時案例的記錄方式，係以調查紀錄表為主，其內容包括了案

例基本資料（位置、規模、用途、面積等）、結構體資料（構材樹種、尺寸、

防腐處理、接合方式等）、結構體各構造要素接合分析資料、結構體現場生產

性資料（施工人力、方法與程序、施工機具等）與施工流程等。對於調查紀錄

表中的照片與圖面資料來源說明如下： 

 

1.對於施工中的案例，因實際調查其施工過程，故由本研究者親自觀察、繪製

或拍照等記錄之。 

 

2.對於完工案例，因已施工完成，故將參考廠商提供的照片及圖說等記錄之。

而對於無法取得施工照片及圖說時，將參考受訪者的說明、型錄或相關資料

後，自行繪製記錄。 

 

五、案例現況調查結果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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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基本資料 

案例編號 WH-01 

調查日期 2004.11.30 

調查方式 ■現場調查  □案例分析 

建築位置 南投縣魚池鄉 

建築物規模 ■一層      □二層      □三層 

建築物用途 ■獨棟住宅  □渡假別墅  □透天厝

建築面積 約 34 坪 

總樓地板面積 約 34 坪 

 

建

築

外

觀

照

片

圖片來源：廠商提供 

案例基本圖面 

一樓平面圖（廠商提供） 正向立面圖（廠商提供） 

 

 

 

 

結構體基本資料 

結構系統 □構架式   ■壁式     □混合式 整體系統 

構法類型 □柱樑式   ■框組壁式 □層疊式   □混合式 

下部結構部位基本資料 

基礎材料 鋼筋混凝土 

基礎型式 □獨立基礎            ■連續基礎 □其他 

基礎部位 

基礎防潮措施 □基礎抬高（通風）    ■基礎抬高（不通風） 

上部結構部位基本資料 

地檻樹種（來源） 南方松（進口材） 

地檻尺寸 4〞× 6〞 

防腐處理（藥劑） ■是（CCA）□否 

地檻部位 

與基礎緊結方式 錨栓接合 

間柱樹種（來源） 南方松（進口材） 

間柱尺寸 2〞× 6〞 

防腐處理（藥劑） ■是（CCA）□否 

接合方式 ■釘接合   □突端螺釘接合 □五金配件  □榫接合

承重牆部位 

覆面板種類 結構用合板 

椽條樹種（來源） 南方松（進口材） 

椽條尺寸 2〞× 10〞 

屋架部位 

與承重牆接合方式 ■釘接合   □突端螺釘接合 ■五金配件  □榫接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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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體各構造要素界面接合分析表 

WH-01：壁式結構系統－框組壁式構法 

屋架與牆剖面圖（本研究繪製） 屋架與牆（廠商提供）  

 

屋

頂 

與

屋

身 

 

牆與牆－L型轉角接合平面圖（本研究繪製） 牆與牆－L型轉角接合（本研究拍攝）

 

牆與牆－T型轉角接合平面圖（本研究繪製） 牆與牆－T型轉角接合（本研究拍攝）

 

 

 

 

 

 

 

屋

身 

間 

 

 

 

 

牆與基礎剖面圖（本研究繪製） 牆與基礎（本研究拍攝）  

 

屋

身

與 

基

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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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體現場生產性基本資料 

工種 木工 人力編組部分 

（木結構工程） 人員編制 3 人/組 

組構方式 ■一體式   □平台式  □混合式 方法/程序部分 

組構程序 基礎施工完成→木地檻固定→牆體構架組立→屋頂

構架組立→牆體覆面板施工→結構體工程完工 

組立搬運作業 □吊車     □小型揚重吊裝機具  ■人力搬運 機具部分 

假設工程項目 ■鷹架     ■爬梯    ■工作台  ■臨時支撐  

施工流程照片（廠商提供）    

  

1.基礎施工照片 2.木地檻施工照片 

  

3.牆體構架施工照片 4.屋頂構架施工照片 

  

5.牆體覆面板施工照片 6.整體外觀照片 

 



台灣西式木構造住宅類型之研究 

4-8 

案例基本資料 

案例編號 WH-02 

調查日期 2004.12.29 

調查方式 ■現場調查  □案例分析 

建築位置 新竹縣竹東鎮 

建築物規模 □一層      ■二層      □三層 

建築物用途 □獨棟住宅  ■渡假別墅  □透天厝

建築面積 約 45 坪 

總樓地板面積 約 60 坪 

 

建

築

外

觀

照

片

圖片來源：本研究拍攝  

案例基本圖面 

一樓平面示意圖（本研究繪製） 正向立面示意圖（本研究繪製） 

  

結構體基本資料 

結構系統 □構架式   ■壁式     □混合式 整體系統 

構法類型 □柱樑式   ■框組壁式 □層疊式   □混合式 

下部結構部位基本資料 

基礎材料 H 型鋼、鋼筋混凝土 

基礎型式 □獨立基礎            □連續基礎 ■其他 

基礎部位 

基礎防潮措施 ■基礎抬高（通風）    □基礎抬高（不通風） 

上部結構部位基本資料 

地檻樹種（來源） 南方松（進口材） 

地檻尺寸 2〞× 4〞 

防腐處理（藥劑） ■是（CCA）□否 

地檻部位 

與基礎緊結方式 螺栓接合 

扥樑樹種（來源） 南方松（進口材） 地板部位 

扥樑尺寸 2〞× 8〞 

間柱樹種（來源） 南方松（進口材） 

間柱尺寸 2〞× 4〞 

承重牆部位 

接合方式 ■釘接合   □突端螺釘接合 □五金配件  □榫接合

椽條樹種（來源） 南方松（進口材） 

椽條尺寸 2〞× 4〞 

屋架部位 

與承重牆接合方式 ■釘接合   □突端螺釘接合 □五金配件  □榫接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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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體各部位構造要素界面接合分析表 

WH-02：壁式結構系統－框組壁式構法 

屋架與牆剖面圖（本研究繪製） 屋架與牆（本研究拍攝）  

屋

頂 

與

屋

身 

 

 

牆與樓板剖面圖（本研究繪製） 牆與樓板（本研究拍攝） 

 

牆與牆（本研究繪製） 牆與牆（本研究拍攝） 

L 型轉角接合平面圖 T 型轉角接合平面圖 L 型轉角接合 T 型轉角接合 

 

 

 

 

 

 

 

屋

身 

間 

 

 

 

 
 

牆與基礎剖面圖（本研究繪製） 牆與基礎（本研究拍攝）  

 

屋

身

與 

基

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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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基本資料 

案例編號 WH-03 

調查日期 2004.12.30 

調查方式 ■現場調查  □案例分析 

建築位置 新竹縣竹東鎮 

建築物規模 ■一層      □二層      □三層 

建築物用途 □獨棟住宅  ■渡假別墅  □透天厝

建築面積 約 22 坪 

總樓地板面積 約 22 坪 

 

建

築

外

觀

照

片

圖片來源：本研究拍攝 

案例基本圖面 

一樓平面示意圖（本研究繪製） 正向立面示意圖（本研究繪製） 

 

 

結構體基本資料 

結構系統 □構架式   ■壁式     □混合式 整體系統 

構法類型 □柱樑式   □框組壁式 ■層疊式   □混合式 

下部結構部位基本資料 

基礎材料 鋼筋混凝土 

基礎型式 □獨立基礎            ■連續基礎 □其他 

基礎部位 

基礎防潮措施 ■基礎抬高（通風）    □基礎抬高（不通風） 

上部結構部位基本資料 

地檻樹種（來源） 南方松（進口材） 

地檻尺寸 2〞× 4〞 

防腐處理（藥劑） ■是（CCA）□否 

地檻部位 

與基礎緊結方式 錨釘接合 

扥樑樹種（來源） 南方松（進口材） 地板部位 

扥樑尺寸 2〞× 6〞 

LOG 樹種（來源） 花旗松（進口材） 

LOG 尺寸 4〞× 8〞 

承重牆部位 

接合方式 ■釘接合   ■突端螺釘接合 □五金配件  ■榫接合 

椽條樹種 SPF（進口材） 

椽條尺寸 2〞× 6〞 

屋架部位 

與承重牆接合方式 ■釘接合   □突端螺釘接合 □五金配件  □榫接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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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體各部位構造要素界面接合分析表 

WH-03：壁式結構系統－原木層疊式構法 

屋架與牆剖面圖（本研究繪製） 屋架與牆（本研究拍攝）  

屋

頂 

與

屋

身 

  

牆與牆（本研究繪製） 牆與牆（本研究拍攝） 

L 型轉角接合平面圖 T 型轉角接合平面圖 L 型轉角接合 T 型轉角接合 

  

牆與樓板剖面圖（本研究繪製） 牆與樓板（本研究拍攝） 

 

 

 

 

 

 

 

屋

身 

間 

 

 

 

      

地板與基礎剖面圖（本研究繪製） 地板與基礎（本研究拍攝）  

 

屋

身

與 

基

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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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基本資料 

案例編號 WH-04 

調查日期 2005.4.7；2005.4.15 

調查方式 ■現場調查  □案例分析 

建築位置 台南縣龍崎鄉 

建築物規模 ■一層      □二層      □三層 

建築物用途 □獨棟住宅  ■渡假別墅  □透天厝

建築面積 約 20 坪 

總樓地板面積 約 20 坪 

建

築

外

觀

照

片

圖片來源：本研究拍攝 

案例基本圖面 

一樓平面示意圖（本研究繪製） 正向立面示意圖（本研究繪製） 

 

 

結構體基本資料 

結構系統 □構架式   ■壁式     □混合式 整體系統 

構法類型 □柱樑式   □框組壁式 □層疊式   ■混合式 

下部結構部位基本資料 

基礎材料 鋼筋混凝土 

基礎型式 □獨立基礎            ■連續基礎 □其他 

基礎部位 

基礎防潮措施 □基礎抬高（通風）    ■基礎抬高（不通風） 

上部結構部位基本資料 

地檻部位 地檻樹種（來源） 無 

扥樑樹種（來源） 無 地板部位 

覆面板種類 夾板 

間柱樹種（來源） 南方松（進口材） 

間柱尺寸 2〞× 4〞 

防腐處理（藥劑） ■是（CCA）□否 

接合方式 ■釘接合   □突端螺釘接合 □五金配件  □榫接合

覆面板種類 夾板 

承重牆部位 

與基礎緊結方式 錨栓接合 

桁條樹種（來源） 南方松（進口材） 

桁條尺寸 2〞× 6〞 

屋架部位 

與承重牆接合方式 ■釘接合   □突端螺釘接合 □五金配件  □榫接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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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體各構造要素界面接合分析表 

WH-04：壁式結構系統－混合式構法 

屋架與山牆剖面圖（本研究繪製） 屋架與山牆（本研究拍攝）  

屋

頂 

與

屋

身 

  

牆與牆（本研究繪製） 牆與牆（本研究拍攝） 

L 型轉角接合平面圖 L 型轉角接合 

 

 

T 型轉角接合平面圖 T 型轉角接合 

 

 

 

 

 

 

 

屋

身 

間 

 

 

 

 

 

牆與基礎剖面圖（本研究繪製） 牆與基礎（本研究拍攝）  

 

屋

身

與 

基

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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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體現場生產性基本資料 

工種 木工 人力編組部分 

（木結構工程） 人員編制 6 人/組  

組構方式 ■一體式   □平台式  □混合式 方法/程序部分 

組構程序 基礎施工完成→牆體構架吊裝組立→屋頂構架組立

→結構體工程完工 

組立搬運作業 ■吊車     □小型揚重吊裝機具  ■人力搬運 機具部分 

假設工程項目 □鷹架     ■爬梯    □工作台  ■臨時支撐  

施工流程照片（本研究拍攝）    

  

1.基礎施工照片 2.牆體構架施工照片（1） 

  

3.牆體構架施工照片（2） 4.屋頂構架施工照片（1） 

  

5.屋頂構架施工照片（2） 6.整體外觀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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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基本資料 

案例編號 WH-05 

調查日期 2005.4.8 

調查方式 □現場調查  ■案例分析 

建築位置 新竹縣竹北市 

建築物規模 □一層      ■二層      □三層 

建築物用途 □獨棟住宅  ■渡假別墅  □透天厝

建築面積 約 56 坪 

總樓地板面積 約 90 坪 

 

建

築

外

觀

照

片

圖片來源：廠商提供 

案例基本圖面 

一樓平面示意圖（本研究繪製） 正向立面示意圖（本研究繪製） 

  

結構體基本資料 

結構系統 □構架式   ■壁式     □混合式 整體系統 

構法類型 □柱樑式   □框組壁式 ■層疊式   □混合式 

下部結構部位基本資料 

基礎材料 鋼筋混凝土 

基礎型式 □獨立基礎            ■連續基礎 □其他 

基礎部位 

基礎防潮措施 ■基礎抬高（通風）    □基礎抬高（不通風） 

上部結構部位基本資料 

地檻樹種（來源） 進口材（南方松） 

地檻尺寸 4〞× 4〞 

防腐處理（藥劑） ■是（CCA）□否 

地檻部位 

與基礎緊結方式 錨栓接合  

扥樑樹種 南方松（進口材） SPF（進口材） 地板部位 

扥樑尺寸 

一

樓 2〞×6〞 

二

樓 2〞×12〞 

LOG 樹種（來源） 美西側柏（進口材） 

LOG 尺寸 6〞×6〞 

接合方式 □釘接合   ■突端螺釘接合 □五金配件  ■榫接合 

承重牆部位 

與地板接合方式 □釘接合   ■突端螺釘接合 □五金配件  □榫接合 

椽條樹種（來源） SPF（進口材） 

椽條尺寸 2〞× 6〞 

屋架部位 

與承重牆接合方式 ■釘接合   □突端螺釘接合 □五金配件  ■榫接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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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體各構造要素界面接合分析表 

WH-05：壁式結構系統－原木層疊式構法 

屋架與牆剖面圖（本研究繪製） 屋架與牆（廠商提供）  

屋

頂 

與

屋

身 

 

牆與樓板剖面圖（本研究繪製） 牆與樓板（廠商提供） 

     

牆與牆－L型轉角接合平面圖（本研究繪製） 牆與牆-L 型轉角接合（廠商提供） 

 

 

 

 

 

 

 

屋

身 

間 

 

 

 

 

地板與基礎剖面圖（本研究繪製） 地板與基礎（廠商提供）  

 

屋

身

與 

基

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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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體現場生產性基本資料 

工種 木工 人力編組部分 

（木結構工程） 人員編制 8 人/組 

組構方式 □一體式   ■平台式  □混合式 方法/程序部分 

組構程序 基礎施工完成→木地檻固定→地板構架組立→一樓

LOG 牆體組立→二樓樓板構架施工→二樓 LOG 牆體

組立→屋頂構架組立→結構體工程完工 

組立搬運作業 □吊車     ■小型揚重吊裝機具  ■人力搬運 機具部分 

假設工程項目 ■鷹架     ■爬梯    □工作台  ■臨時支撐  

施工流程照片（廠商提供）    

  

1.基礎施工照片 2.地板構架施工照片 

  

 3.一樓牆體構架施工照片 4.二樓牆體構架施工照片 

  

5.屋頂構架施工照片 6.整體外觀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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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基本資料 

案例編號 WH-06 

調查日期 2005.4.11；2005.4.28 

調查方式 ■現場調查  □案例分析 

建築位置 苗栗縣南庄鄉 

建築物規模 □一層      ■二層      □三層 

建築物用途 □獨棟住宅  ■渡假別墅  □透天厝

建築面積 約 38 坪 

總樓地板面積 約 94 坪 

 

建

築

外

觀

照

片

圖片來源：本研究拍攝 

案例基本圖面 

一樓平面示意圖（本研究繪製） 正向立面示意圖（本研究繪製） 

 
 

結構體基本資料 

結構系統 □構架式   ■壁式     □混合式 整體系統 

構法類型 □柱樑式   ■框組壁式 □層疊式   □混合式 

下部結構部位基本資料 

基礎材料 鋼筋混凝土、H型鋼 

基礎型式 □獨立基礎            □連續基礎 ■其他 

基礎部位 

基礎防潮措施 ■基礎抬高（通風）    □基礎抬高（不通風） 

上部結構部位基本資料 

地檻樹種（來源） 加州紅木（進口材） 

地檻尺寸 4〞× 4〞 

防腐處理（藥劑） ■是（CCA）□否 

地檻部位 

與基礎緊結方式 錨栓接合 

扥樑樹種（來源） SPF、花旗松（進口材） 地板部位 

扥樑尺寸 2〞× 8〞 

間柱樹種（來源） 南方松、SPF、花旗松（進口材） 

間柱尺寸 2〞× 4〞 

接合方式 ■釘接合   □突端螺釘接合 ■五金配件  □榫接合 

承重牆部位 

覆面板種類 OSB 

椽條樹種（來源） SPF、花旗松（進口材） 

椽條尺寸 2〞× 8〞 

屋架部位 

與承重牆接合方式 ■釘接合   □突端螺釘接合 ■五金配件  □榫接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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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體各構造要素界面接合分析表 

WH-06：壁式結構系統－框組壁式構法 

屋架與牆剖面圖（本研究繪製） 屋架與牆（本研究拍攝）  

屋

頂 

與

屋

身 

 

牆與樓板剖面圖（本研究繪製） 牆與樓板（本研究拍攝） 

 

牆與牆（本研究繪製） 牆與牆（本研究拍攝） 

L 型轉角接合平面圖 T 型轉角接合平面圖 L 型轉角接合 T 型轉角接合 

 

 

 

 

 

 

 

屋

身 

間 

 

 

 

  

地板與基礎剖面圖（本研究繪製） 地板與基礎（本研究拍攝）  

 

屋

身

與 

基

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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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體現場生產性基本資料 

工種 木工 人力編組部分 

（木結構工程） 人員編制 6 人/組  

組構方式 □一體式   □平台式  ■混合式 方法/程序部分 

組構程序 鋼構基礎施工完成→木地檻固定→地板構架組立→局部

牆體構架組立→二樓樓板構架組立→局部牆體構架組立

→屋頂構架組立→牆體覆面板施工→結構體工程完工 

組立搬運作業 ■吊車     □小型揚重吊裝機具  ■人力搬運 機具部分 

假設工程項目 ■鷹架     ■爬梯    □工作台  ■臨時支撐  

施工流程照片（本研究拍攝）    

  

1.鋼構基礎施工照片 2.地板構架施工照片 

  

 3.牆體構架施工照片 4.屋頂構架施工照片 

  

5.牆體覆面板施工照片 6.整體外觀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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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基本資料 

案例編號 WH-07 

調查日期 2005.4.13 

調查方式 □現場調查  ■案例分析 

建築位置 新竹縣竹北市 

建築物規模 □一層      ■二層      □三層 

建築物用途 ■獨棟住宅  □渡假別墅  □透天厝

建築面積 約 61 坪 

總樓地板面積 約 80 坪 

 

建

築

外

觀

照

片

圖片來源：本研究拍攝 

案例基本圖面 

一樓平面示意圖（本研究繪製） 正向立面示意圖（本研究繪製） 

  

結構體基本資料 

結構系統 □構架式   □壁式     ■混合式 整體系統 

構法類型 □柱樑式   □框組壁式 □層疊式   ■混合式 

下部結構部位基本資料 

基礎材料 鋼筋混凝土 

基礎型式 □獨立基礎            ■連續基礎 □其他 

基礎部位 

基礎防潮措施 ■基礎抬高（通風）    □基礎抬高（不通風） 

上部結構部位基本資料 

地檻樹種（來源） 南方松（進口材） 

地檻尺寸 4〞× 6〞 

防腐處理（藥劑） ■是（CCA）□否 

地檻部位 

與基礎緊結方式 錨栓接合 

扥樑樹種（來源） 南方松（進口材） 地板部位 

扥樑尺寸 2〞× 10〞 

構材樹種（來源） 南方松（進口材） 

構材尺寸 柱：8〞× 8〞； 樑： 4〞× 6〞 

構架部位 

接合方式 □釘接合   □突端螺釘接合  □五金配件  ■榫接合

間柱樹種（來源） 南方松（進口材） 

間柱尺寸 2〞× 6〞 

防腐處理（藥劑） ■是（CCA）□否 

接合方式 ■釘接合   ■突端螺釘接合  □五金配件  □榫接合

承重牆部位 

覆面板種類 OSB  

椽條樹種（來源） 南方松（進口材） 

椽條尺寸 2〞× 8〞 

屋架部位 

與圍樑接合方式 ■釘接合   □突端螺釘接合  □五金配件  □榫接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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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體各構造要素界面接合分析表 

WH-07：混合結構系統－混合式構法 

屋架與牆剖面圖（本研究繪製） 屋架與牆（業主提供）  

屋

頂 

與

屋

身 

 

牆與樓板剖面圖（本研究繪製） 牆與樓板（業主提供） 

 

構架與牆（本研究繪製） 構架與牆（業主提供） 

L 型轉角接合平面圖 T 型轉角接合平面圖 

 

 

 

 

 

 

 

屋

身 

間 

 

 

 

 

 

地板與基礎剖面圖（本研究繪製） 地板與基礎（業主提供）  

 

屋

身

與 

基

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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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基本資料 

案例編號 WH-08 

調查日期 2005.4.27 

調查方式 ■現場調查  □案例分析 

建築位置 雲林縣斗六市 

建築物規模 □一層      ■二層      □三層 

建築物用途 □獨棟住宅  □渡假別墅  ■透天厝

建築面積 約 19 坪  

總樓地板面積 約 35 坪 

 

建

築

外

觀

照

片

圖片來源：本研究拍攝 

案例基本圖面 

一樓平面示意圖（本研究繪製） 正向立面示意圖（本研究繪製） 

 

 

結構體基本資料 

結構系統 □構架式   ■壁式     □混合式 整體系統 

構法類型 □柱樑式   ■框組壁式 □層疊式   □混合式 

下部結構部位基本資料 

基礎材料 鋼筋混凝土 

基礎型式 □獨立基礎            ■連續基礎 □其他 

基礎部位 

基礎防潮措施 □基礎抬高（通風）    ■基礎抬高（不通風） 

上部結構部位基本資料 

地檻樹種（來源） 南方松（進口材） 

地檻尺寸 2〞× 4〞 

防腐處理（藥劑） ■是（CCA）□否 

地檻部位 

與基礎緊結方式 錨栓接合 

扥樑樹種（來源） 南方松（進口材） 地板部位 

扥樑尺寸 2〞× 8〞 

間柱樹種（來源） 南方松（進口材） 

間柱尺寸 2〞× 4〞 

防腐處理（藥劑） ■是（CCA）□否 

承重牆部位 

接合方式 ■釘接合   ■突端螺釘接合  □五金配件  □榫接合

椽條樹種（來源） 南方松（進口材） 

椽條尺寸 2〞× 6〞 

屋架部位 

與承重牆接合方式 ■釘接合   □突端螺釘接合  ■五金配件  □榫接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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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體各構造要素界面接合分析表 

WH-08：壁式結構系統－框組壁式構法 

屋架與牆剖面圖（本研究繪製） 屋架與牆（本研究拍攝）  

屋

頂 

與

屋

身 

 

牆與樓板剖面圖（本研究繪製） 牆與樓板（本研究拍攝） 

      
 

牆與牆（本研究繪製） 牆與牆（本研究拍攝） 

L 型轉角接合平面圖 T 型轉角接合平面圖 L 型轉角接合 T 型轉角接合 

 

 

 

 

 

 

 

屋

身 

間 

 

 

 

 

牆與基礎剖面圖（本研究繪製） 牆與基礎（本研究拍攝）  

 

屋

身

與 

基

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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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基本資料 

案例編號 WH-09 

調查日期 2005.5.26 

調查方式 □現場調查  ■案例分析 

建築位置 高雄縣鳳山市 

建築物規模 □一層      ■二層      □三層 

建築物用途 ■獨棟住宅  □渡假別墅  □透天厝

建築面積 約 42 坪 

總樓地板面積 約 77 坪 

 

建

築

外

觀

照

片

圖片來源：廠商提供 

案例基本圖面 

一樓平面圖（廠商提供） 正面立面圖（廠商提供） 

 

 

結構體基本資料 

結構系統 □構架式   ■壁式     □混合式 整體系統 

構法類型 □柱樑式   □框組壁式 ■層疊式   □混合式 

下部結構部位基本資料 

基礎材料 鋼筋混凝土 

基礎型式 □獨立基礎            ■連續基礎 □其他 

基礎部位 

基礎防潮措施 □基礎抬高（通風）    ■基礎抬高（不通風） 

上部結構部位基本資料 

地檻樹種（來源） 南方松（進口材） 

地檻尺寸 2〞×6〞 

防腐處理（藥劑） ■是（CCA）□否 

地檻部位 

與基礎緊結方式 錨栓接合 

扥樑樹種（來源） 南方松（進口材） 地板部位 

扥樑尺寸 4〞×6〞 

LOG 樹種（來源） 美西側柏（進口材） 

LOG 尺寸 6〞×6〞D-LOG 

承重牆部位 

接合方式 □釘接合   ■突端螺釘接合 □五金配件  ■榫接合 

椽條樹種（來源） SPF（進口材） 

椽條尺寸 2〞×8〞 

屋架部位 

與承重牆接合方式 ■釘接合   □突端螺釘接合 ■五金配件  □榫接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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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體各構造要素界面接合分析表 

WH-09：壁式結構系統－原木層疊式構法 

屋架與牆剖面圖（本研究繪製） 屋架與牆（廠商提供）  

屋

頂 

與

屋

身 

 

牆與樓板剖面圖（本研究繪製） 牆與樓板（廠商提供） 

        

牆與牆－L型轉角接合平面圖（本研究繪製） 牆與牆－L型轉角接合（廠商提供） 

 

 

 

 

 

 

 

屋

身 

間 

 

 

 

 

牆與基礎剖面圖（本研究繪製） 牆與基礎（廠商提供）  

屋

身

與 

基

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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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基本資料 

案例編號 WH-10 

調查日期 2005.5.30 

調查方式 □現場調查  ■案例分析 

建築位置 彰化縣鹿港鎮 

建築物規模 ■一層      □二層      □三層 

建築物用途 □獨棟住宅  ■渡假別墅  □透天厝

建築面積 約 25 坪 

總樓地板面積 約 25 坪 

 

建

築

外

觀

照

片

圖片來源：廠商提供 

案例基本圖面 

一樓平面圖（廠商提供） 正向立面圖（廠商提供） 

 

 

 

結構體基本資料 

結構系統 □構架式   ■壁式     □混合式 整體系統 

構法類型 □柱樑式   □框組壁式 □層疊式   ■混合式 

下部結構部位基本資料 

基礎材料 H 型鋼、C型鋼、混凝土 

基礎型式 ■獨立基礎            □連續基礎 □其他 

基礎部位 

基礎防潮措施 ■基礎抬高（通風）    □基礎抬高（不通風） 

上部結構部位基本資料 

地檻樹種（來源） 放射松（進口材） 

地檻尺寸 2〞× 6〞 

防腐處理（藥劑） ■是（CCA）□否 

與基礎緊結方式 螺栓接合 

地檻部位 

與承重牆接合方式 ■釘接合   □突端螺釘接合□五金配件  □榫接合 

間柱樹種（來源） 放射松（進口材） 

間柱尺寸 2〞× 4〞 

防腐處理（藥劑） ■是（CCA）□否 

承重牆部位 

接合方式 ■釘接合   □突端螺釘接合□五金配件  □榫接合 

椽條樹種（來源） ■進口材（放射松） □本省材 

椽條尺寸 2〞× 6〞 

屋架部位 

與承重牆接合方式 ■釘接合   □突端螺釘接合□五金配件  □榫接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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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體各構造要素界面接合分析表 

WH-10：壁式結構系統－混合式構法 

屋架與牆剖面圖（本研究繪製） 屋架與牆（廠商提供） 屋

頂 

與

屋

身 

 

牆與牆－L型轉角接合平面圖（本研究繪製） 牆與牆－L型轉角接合（廠商提供） 

 

牆與牆－平行接合平面圖（本研究繪製） 牆與牆－平行接合（廠商提供） 

 

 

 

 

 

 

 

屋

身 

間 

 

 

 

 

牆與基礎剖面圖（本研究繪製） 牆與基礎（廠商提供）  

 

屋

身

與 

基

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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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體現場生產性基本資料 

工種 木工 人力編組部分 

（木結構工程） 人員編制 4~5 人/組 

組構方式 ■一體式   □平台式  □混合式 方法/程序部分 

組構程序 鋼構基座施工完成→木地檻固定→牆體構架組立→

屋頂構架組立→結構體工程完工 

組立搬運作業 □吊車     □吊卡車  ■人力搬運 機具部分 

假設工程項目 □鷹架     ■爬梯    □工作台  ■臨時支撐  

施工流程照片（廠商提供）    

  

1.鋼構基座施工照片 2.地板構架施工照片 

  

3.木地檻施工照片 4. 牆體構架施工照片 

  

5.屋頂構架施工照片 6.整體外觀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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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調查案例結構體構法彙整分析 

針對上述 10 個案例現況調查的結果，依結構系統、結構體構法、垂直載重

結構、抵抗水平力結構與單元間組合方式等項目進行討論，以了解目前國內西式

木構造住宅結構體構法的運用現況。 

 

1.在結構系統方面 

          共有 9個案例是以壁式的結構系統為主，僅有 1個案例為樑柱式與框組壁
式的混合式結構系統。 

2.在結構體構法方面 
          4個案例屬於框組壁式構法，3個案例屬於原木層疊構法，3個案例屬於

混合式構法。而混合式構法係為國人自行加以改良之混合系統。 
3.在垂直載重結構方面 

          有 5個案例的主要垂直構材斷面尺寸係以 2英吋×4英吋為主，而有 2個
案例的垂直構材尺寸係為 2英吋×6英吋。 

4.在抵抗水平力結構方面 
共有 7個案例其抵抗水平力結構在水平軸向上係皆利用夾板的方式，顯示

現況案例在抵抗水平能力方面相當不足。 
5.在單元間組合方式方面 

          3個案例以平台式為主，而有 2個案例採混合式。混合式的組合方式為系
統局部採一體式構築，而局部採平台式構築。 

 

茲將上述分項討論結果整理如表 4-3.2 所示： 

表 4-3.2 調查案例之結構體構法分析表（本研究整理） 

垂直載重結構 抵抗水平力結構 案例編號 結構系統 

 

結構體構法 

垂直構材 水平構材 垂直軸向 水平軸向 

單元間組合

方式 

WH-01 壁式 框組壁式 2〞×6〞 2〞×6〞 合板 － － 

WH-02 壁式 框組壁式 2〞×4〞 2〞×4〞 夾板 夾板 平台式 

WH-03 壁式 原木層疊式 － 4〞×8〞 － 夾板 － 

WH-04 壁式 混合式 2〞×4〞 2〞×4〞 夾板 － － 

WH-05 壁式 原木層疊式 － 6〞×6〞 － 夾板 平台式 

WH-06 壁式 框組壁式 2〞×4〞 2〞×4〞 OSB 覆面 夾板 混合式 

8〞×8〞 4〞×6〞 WH-07 混合式 混合式 

2〞×6〞 2〞×6〞 

OSB 覆面 夾板 一體式 

WH-08 壁式 框組壁式 2〞×4〞 2〞×4〞 夾板 夾板 混合式 

WH-09 壁式 原木層疊式 － 6〞×6〞 － 夾板 平台式 

WH-10 壁式 混合式 2〞×4〞 2〞×4〞 夾板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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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問卷調查 

一、調查動機 

由於國內木構造住宅市場尚未發展成熟，相關設計及承造廠商的業務分佈

狀況、材料應用、採用規範、結構體構工法等皆處於未知階段，故本研究擬調

查出上述內容，以確認國內木構造住宅的發展現況。 

 

二、調查目的 

1.瞭解國內木構造住宅應用現況。 

2.瞭解國內木構造住宅在生產性上的問題。 

 

三、調查對象與數量（如表 4-3.3 所示） 

1.中華民國木質構造建築協會 

在協會會員名冊中，經過初步電話訪查得知，協會內目前有 7個團體會

員與 4位個人會員正在從事木構造建築設計與承造的業務，故在協會方面以

此 11 個單位為調查的樣本。 

 

2.相關廠商方面 

由營建類期刊、建築世界型錄、雜誌與網際網路的途徑，查詢其曾設計、

承造木構造住宅的廠商，共查詢到 22 家廠商，並以此為其餘之調查樣本。 

表 4-3.3 問卷調查對象（本研究整理） 

分類 寄發數量 樣本資料來源 

中華民國木質構造建築協會 11 份 中華民國木質構造建築協會會員名冊 

已知相關廠商 22 份 查詢營建類期刊、建築世界型錄、雜誌與網際網路

 

四、調查形式與內容 

問卷形式分別採用封閉式與開放式併用的問答表，其中開放式問題主要針

對相關設計承造業者的基本資料為主。而填答方式則以多項勾選式與填入式併

用。問卷內容包括調查生產者背景資料、國內木構造建築發展歷程、材料應用

現況、法規使用情況、結構體構法現況、結構體現場生產層面現況及木構造住

宅使用維護情況等項目。 

 

五、調查時間 

本問卷以郵遞方式寄出，於民國 94 年 5 月 5 日寄發，民國 94 年 5 月 13

日為問卷回收截止日，總共寄發 33 封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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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回收與結果統計分析 

1.回收結果 

問卷調查之回收問卷份數共 17 份，回收率為 51.52%，皆為有效問卷。而

整體回收問卷統計如表 4-3.4 所示： 

表 4-3.4 寄出與回收問卷數量統計表（本研究整理） 

寄出與回收問卷數量統計 

 寄出問卷份數 回收問卷份數 有效問卷 無效問卷 回收率 

合計 33 份 17 份 17 份 0 份 51.52% 

 

2.資料分析方法 

進行問卷統計分析前，必須先確認統計分析的方法，並從調查結果的初級

資料中選取最佳的資訊以進行分析。本研究之調查目的係為了解木構造住宅材

料運用與結構體構法現況，並探討生產層面與使用維護等相關問題。因此，在

分析方法方面採用敘述統計的方式，將資料加以組織分析，並用圖形或數值來

表達一些現象（C-21），以便從統計數值推斷木構造住宅之運用現況。 

 

3.問卷調查結果統計分析 

A.生產者背景資料調查統計 

A-1 廠商公司成立時間之資料 

表 4-3.5 廠商公司成立時間統計表 

廠商公司成立時間之資料 

廠商編號 7 10 12 13 14 15 17 18 21 24 25 26 27 28 29 32 33 

成立時間 2000 1974 － 1991 1988 1995 1994 1945 1998 1997 1987 － － 1989 1995 1981 1979

成立年限 5 31 － 14 17 10 11 60 7 8 18 － － 16 10 24 26 

大部分的廠商公司成立時間多在十年以上，顯示木構造構工法在國內已有

一定程度的發展與經驗。其中成立時間較長的廠商，少數為早期的材料供應

商，而後來再從事木構造設計與施工之業務。 

 

A-2 廠商經營項目之統計 

表 4-3.6 廠商經營項目統計表 

廠商經營項目之統計 

經營項目 木構造建築材料買賣 木屋規劃設計 木屋施工 木屋維護 其他 

廠商數 11 17 16 14 0 

百分比 64.7% 100.0% 94.1% 82.4% 0.0% 

大部分的廠商多以統包的型態，一手包辦規劃設計與施工之業務，顯示廠

商的設計能力與其工作團隊的專業素養，係為影響住宅成品品質的重要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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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若沒有公正的性能檢驗制度，消費者便僅能由完工後外觀來作選擇與

判斷。另外，廠商多以設計施工整合的方式供應住宅，且少部分的廠商通常不太

樂意讓自己的 know－how 外流，使得正確的構法技術掌握在少數的廠商中，容易

形成封閉的系統，造成木構造建築產業整體素質參差不齊。 

 

A-3 廠商設計與施工技術來源之統計 

表 4-3.7 廠商設計與施工技術來源統計表 

廠商設計與施工技術來源之統計 

技術來源 由國外取得整套系統代理 由國外取得自行改良 自行研發 其他 

廠商數 0 12 5 0 

百分比 0.0% 70.6% 29.4% 0.0% 

約有 70.6%的廠商其設計與施工技術來源由國外取得，並經過自行改良；而

約有 29.4%的廠商屬於自行研發的系統。由此可知，在引進國外系統時常會配合

地域性之社會需求與生產環境條件進行構法的改良，以適應本土市場環境。 

 

A-4 廠商主要供應地區之統計 

表 4-3.8 廠商主要供應地區統計表 

廠商主要供應地區之統計 

供應地區 北部 中部 南部 東部 

廠商數 10 14 11 5 

百分比 58.8% 82.4% 64.7% 29.4% 

廠商主要供應地區以中部地區所佔的比率最多，而南部與北部次之，而東部

地區則較少。推測原因可能是因為中南部之廠商數量較多，且其土地廣闊又多丘

陵等因素所影響。而東部地區則因為廠商數少，若西部的廠商欲往東部拓展業務

則需要負擔時間與交通成本等因素所影響。 

 

A-5 廠商設計或承造之木構造住宅案例規模之統計 

表 4-3.9 廠商設計或承造之木構造住宅案例規模統計表 

木構造住宅案例主要規模之統計 

規模 一層樓 二層樓 三層樓 四層樓 其他 

廠商數 4 13 0 0 0 

百分比 23.5% 76.5% 0.0% 0.0% 0.0% 

廠商所設計與承造之木構造住宅案例其規模以二層樓的建築物所佔的比率

最高，一層樓次之，而三、四層樓則完全沒有。由此顯示國內木構造住宅普遍以

二層樓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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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 廠商 93 年居住類型建築物年供應量之統計 

表 4-3.10 廠商 93 年居住類型建築物年供應量統計表 

廠商 93 年居住類型建築物年供應量之統計 

年供應量 5 棟以下 5~10 棟 10 棟以上 其他 

廠商數 8 7 1 0 

百分比 47.1% 41.2% 5.9% 0.0% 

去年大部分的廠商年供應量多在十棟以下，顯示木構造建築在台灣房屋市場

發展上尚不熱絡。 

 

B.光復後國內木構造建築發展歷程調查統計 

B-1 國內木構造建築發展的萌芽時期調查之統計 

表 4-3.11 國內木構造建築發展的萌芽時期調查統計表 

國內木構造建築發展的萌芽時期調查之統計 

時期 60 年代 70 年代 80 年代 其他 不清楚 

廠商數 1 9 3 0 3 

百分比 5.9% 52.9% 17.6% 0.0% 17.6% 

多數廠商認為國內木構造建築發展萌芽時期為 70 年代，其中部分廠商更表

示約在 75、76 年為國內木構造建築發展的萌芽時間點。 

 

B-2 國內最早發展之木構造建築類型統計 

表 4-3.12 國內最早發展之木構造建築類型統計表 

國內最早發展之木構造建築類型之統計 

木構造類型 活動式組合木屋 框組壁式木屋 原木屋 柱樑式木屋 其他 不清楚 

廠商數 11 0 0 3 1 1 

百分比 64.7% 0.0% 0.0% 17.6% 5.9% 5.9% 

多數廠商認為活動式組合木屋為國內最早發展的木構造建築類型。另由訪談

資料得知，此時期的木構造建築物主要用途以臨時性使用需求為主，如工務所、

接待中心、警衛室等。 

 

B-3 到目前（94 年）為止，國內木構造建築發展較為熱絡的時期調查之統計 

表 4-3.13 國內木構造建築發展較為熱絡的時期調查統計表 

到目前為止，國內木構造建築發展較為熱絡的時期調查之統計 

時期 70 年代 80 年代 90 年代初 其他 不清楚 

廠商數 0 13 0 0 3 

百分比 0.0% 76.5% 0.0% 0.0% 17.6% 

多數廠商認為民國 80 年代為國內木構造建築發展較為熱絡時期，而且部分

廠商表示約在 83、84 年為發展較為熱絡的時間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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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 承上題，發展較為熱絡的時期木構造建築市場主要用途之統計 

表 4-3.14 發展較為熱絡的時期木構造建築市場主要用途統計表 

發展較為熱絡的時期木構造建築市場主要用途之統計 

用途 遊樂區 

小木屋 

汽車旅館 庭園 KTV

小木屋 

啤酒屋 渡假

別墅 

住宅 頂樓加蓋 其他 不清楚

廠商數 14 7 6 1 9 5 5 1 0 

百分比 82.4% 41.2% 35.3% 5.9% 52.9% 29.4% 29.4% 5.9% 0.0% 

由調查得知，發展較為熱絡的時期木構造建築市場主要以遊樂區小木屋為

主，渡假別墅次之，顯示當時木構造建築物主要是以休閒用途為主。 

 

C.材料應用調查統計 

C-1 廠商使用木材來源之統計 

表 4-3.15 廠商使用木材來源統計表 

廠商使用木材來源之統計 

進口地區 木材來源 進口材 

北美地區 紐澳地區 歐洲地區 其它 

本省材 

廠商數 17 17 6 4 1 0 

百分比 100.0% 100.0% 35.3% 23.5% 5.9% 0.0% 

廠商所使用的木材完全以進口材為主，而進口的地區主要以北美地區為主，

以紐澳地區與歐洲地區次之，顯示國內目前木材來源主要是仰賴進口木材。 

 

C-2 廠商材料取得方式之統計 

表 4-3.16 廠商材料取得方式統計表 

廠商材料取得方式之統計 

取得方式 直接由國外進口原木、

國內自行加工 

直接由國外進口製材 向國內材料供應商購買 其他 

廠商數 0 7 11 0 

百分比 0.0% 41.2% 64.7% 0.0% 

國內廠商取得木材方式以向國內材料供應商購買為主，而直接由國外進口製

材者次之。顯示若木材供應之行銷管道不完善、健全，則可能會使木材供應價格

偏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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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法規與規範使用情況調查統計 

D-1 廠商木結構設計所採用規範之統計 

表 4-3.17 廠商木結構設計所採用規範統計表 

廠商木結構設計所採用規範之統計 

國內或國外規範 規範引用 有引用規範 

台灣規範 美國規範 日本規範 其他 

無引用規範

廠商數 13 5 11 1 1 4 

百分比 76.5% 29.4% 64.7% 5.9% 5.9% 23.5% 

國內廠商多數都有採用規範進行木結構設計，而採用之規範以美國規範所佔

之比率最高，亦有部分廠商採用國內規範，而採用日本規範僅一家，另外還有一

家廠商採用加拿大規範，顯示國內木構造建築廠商大多引進國外構法與其規範，

但亦有少數廠商是屬於自行研發者，則無引用任何規範。 

 

D-2 廠商設計或承造之木構造住宅案例申請建築執照比例之統計 

表 4-3.18 廠商設計或承造之木構造住宅案例申請建築執照比例統計表 

廠商設計或承造之木構造住宅案例建築執照申請比例之統計 

申請比例 每個案例皆申請 僅部分申請 皆無申請 其他 

廠商數 1 14 1 1 

百分比 5.9% 82.4% 5.9% 5.9% 

在廠商設計或承造過的木構造住宅案例中，多僅部分申請建築執照，其中部

分廠商申請比例僅為二至三成，顯示在木構造建管層面尚需加強。 

 

E.木構造住宅結構體構法現況調查統計 

E-1 廠商設計或承造木構造住宅結構體最常採用構法之統計 

表 4-3.19 廠商設計或承造木構造住宅結構體最常採用構法統計表 

廠商設計或承造木構造住宅結構體最常採用構法之統計 

結構體構法 構架式（柱樑式） 壁式（框組壁式、層疊式） 混合式 其他 

廠商數 2 13 2 0 

百分比 11.8% 76.5% 11.8% 0.0% 

結構系統採壁式之框組壁式或原木層疊式構法所佔比率最高，而構架式或混

合式僅佔少數。推測原因可能是構架式接點處理較為不容易，且技術性較高，又

單元構材斷面較大，構材單價亦較高，使得建造成本提高，故市場需求量較低。 

 

 



第四章 台灣木構造住宅結構體構法類型之調查 

4-37 

 

E-2 廠商設計或承造木構造住宅最常採用構造類型之統計 

表 4-3.20 廠商設計或承造木構造住宅最常採用構造類型統計表 

廠商設計或承造木構造住宅最常採用構造類型之統計 

構造類型 柱樑構造 框組壁構造 原木層疊構造 複合構造 其他 

廠商數 3 15 9 5 0 

百分比 17.6% 88.2% 52.9% 29.4% 0.0% 

以框組壁構造所佔比率最高，其次為原木層疊構造。結果顯示目前木構造住

宅之構造類型以框組壁構造與原木層疊構造為主，但在國內木構造建築物設計與

施工規範內尚缺原木層疊構造的完整規範，故其建築管理、設計與施工規範皆值

得有關單位再加以重視。 

 

E-3 廠商設計或承造木構造住宅之主結構體接合部接合方式之統計 

表 4-3.21 廠商設計或承造木構造住宅之主結構體接合部接合方式統計表 

廠商設計或承造木構造住宅之主結構體接合部接合方式之統計 

接合方式 螺栓接合 釘接合 突端螺釘接合 五金接合 榫接合 其他 

廠商數 14 9 11 10 6 0 

百分比 82.4% 52.9% 64.7% 58.8% 35.3% 0.0% 

主結構體接合部之接合方式主要以螺栓接合、五金接合、突端螺釘接合、釘

接合為主，而接合方式亦反應結構體構法類型，以突端螺釘接合為例，其多使用

於原木層疊式構法（可由現況調查得知）。另外，榫接合採用的比率較少，可能

是技術性與人力耗費上的考量。 

 

F.木構造住宅結構體現場生產層面調查統計 

F-1 廠商木結構工班編組狀況之統計 

表 4-3.22 廠商木結構工班編組狀況統計表 

廠商木結構工班一般編組狀況之統計 

編組狀況 2∼4 人/組 4∼6 人/組 6∼8 人/組 8 人/組以上 其他 

廠商數 2 6 6 3 0 

百分比 11.8% 35.3% 35.3% 17.6% 0.0% 

木結構工班編組狀況以 4~8 人/組所佔的比率最高，顯示一般編組多以 4人

以上為主。但實際上要依案例之規模大小、施工難易度及其工期長短作為取決因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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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2 廠商之木結構工班參與木構造建築其他工程施作之統計 

表 4-3.23 廠商木結構工班參與木構造建築其他工程施作統計表 

廠商之木結構工班參與木構造建築其他工程施作之統計 

 其他工

程項目 

是 

基礎工程 外部裝修工程 內部裝修工程水電工程 其他 

否 

廠商數 14 5 12 13 0 0 3 

百分比 82.4% 29.4% 70.6% 76.5% 0.0% 0.0% 17.6% 

國內木結構工班普遍有施作建築物其他部位之工程，以內部、外部裝修工程

為主，在水電方面則皆無參與施作，表示水電工程部分皆以外包型態處理，而水

電包商是否熟知木構造工程水電的安裝原則與施工注意事項則無法得知，故此問

題值得加以注意。 

 

F-3 二層樓規模木結構之主結構體施工構築方式之統計 

表 4-3.24 二層樓規模木結構之主結構體施工構築方式統計表 

二層樓規模木結構之主結構體施工構築方式之統計 

施工構築方

式 

一體式 

（兩層樓一次構築）

平台式 

（分層構築） 

混合式（局部一體式、 

局部平台式） 

其他 

廠商數 3 11 2 1 

百分比 17.6% 64.7% 11.8% 5.9% 

主結構體施工構築方式係以平台式所佔比率最高，顯示平台式的構築方式，

除了可藉由樓板（平台）的構築來增加結構整體的結構強度外，亦可提供施工上

的便利性。 

 

F-4 工地現場搬運作業使用方式之統計 

表 4-3.25 工地現場搬運作業使用方式統計表 

工地現場搬運作業使用方式之統計 

搬運方式 吊車吊運 小型揚重機吊運 人工搬運 其他 

廠商數 15 5 10 1 

百分比 88.2% 29.4% 58.8% 5.9% 

工地現場搬運作業以吊車為主，而以人工搬運次之。此調查結果與木構造的

施工特性頗不相符，一般木構造建築因構材多為規格化製材，故施工現場之搬運

以人工搬運即可完成，且可減少重型機具的使用，故現況在工地現場搬運方式可

再加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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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5 工地現場施工假設工程需求之統計 

表 4-3.26 工地現場施工假設工程需求統計表 

工地現場施工假設工程需求之統計 

假設工程 鷹架 爬梯 臨時支撐 工作台 其他 

廠商數 17 8 8 5 0 

百分比 100.0% 47.1% 47.1% 29.4% 0.0% 

假設工程需求以鷹架的比率最高，代表大部分的施工作業必須於一定高度以

上的室外側施作。而臨時支撐較常用於框組壁式構法中，因為其牆體構架剛組立

時，結構的整體剛性較為不足，尚需再加上補強鐵件及樓板施作完成後，才能達

到整體的結構強度，同時亦是提高施工作業的安全性措施。 

 

F-6 廠商承建木結構工程所參考施工規範來源之統計 

表 4-3.27 廠商承建木結構工程所參考施工規範來源統計表 

廠商承建木結構工程所參考施工規範之統計 

引用施

工規範 

參照建築師施

工說明書 

參照自訂施工

說明書 

參照國外施工

規範 

指導手冊 依實務經驗 其他 

廠商數 1 5 11 3 13 0 

百分比 5.9% 29.4% 64.7% 17.6% 76.5% 0.0% 

國內木構造施工標準的認定方式，現況係以依實務經驗為主，而參照國外施

工規範次之，主因為國內尚缺乏木構造施工規範與標準所導致的結果。若國內無

法建立木構造相關的施工規範，供設計、施工及監督單位作參考，則施工品質將

無管控之依據。 

 

F-7 廠商在木結構體工程施作完成後檢驗方式之統計 

表 4-3.28 廠商在木結構體工程施作完成後檢驗方式統計表 

廠商在木結構體工程施作完成後檢驗方式之統計 

檢驗方式 依規範檢驗 依經驗檢驗 無檢驗動作 其他 

廠商數 4 12 0 0 

百分比 23.5% 70.6% 0.0% 0.0% 

調查結果顯示國內木構造住宅結構體施工完成後皆有執行施工檢驗的動

作，但大部分的廠商是依經驗檢驗，無施工規範之依據。所以在完工品質方面較

難有標準去做查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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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木構造住宅使用維護情況調查統計 

G-1 既存之木構造住宅平均保養頻率之統計 

表 4-3.29 既存之木構造住宅平均保養頻率統計表 

已建成之木構造住宅平均保養頻率之統計 

保養頻率 一年一次 二年一次 三年一次 其他 

廠商數 0 7 8 2 

百分比 0.0% 41.2% 47.1% 11.8% 

一般既存木構造住宅約在完工後 2~3 年開始進行保養，但此條件是要在對材

料有正確的選擇、確實的施工方式與品質管控情況下才成立。若沒有上述的執行

動作，則會因保養頻率過長等因素，而使得木構造住宅性能方面出現問題。 

 

G-2 既存之木構造住宅使用者最常反應的問題統計 

表 4-3.30 既存之木構造住宅使用者最常反應的問題統計表 

已建成之木構造住宅使用者最常反應的問題統計 

現況問題 木材發霉、腐朽、蟲蛀 漏水 隔音性能不佳 其他 

廠商數 9 15 7 2 

百分比 52.9% 88.2% 41.2% 11.8% 

在既存之木構造住宅性能問題方面，主要以漏水問題為主。而漏水問題的因

素有很多，其中最主要的因素就在於界面間防水的處理方式，包括了外牆與屋

頂、外牆轉角部位等位置。其次，還有木材發霉腐朽與蟲蛀的問題，歸因於對材

料特性的認知不清、選用材料失當與施工未確實所造成。 

4-4 小結 

本章藉由現況調查、訪談與問卷調查，來瞭解國內西式木構造住宅運用現況問

題，在第五章將會加以分析探討，並提出改善對策。茲將調查中發現的問題彙整如下： 

一、現況調查問題部分 

1.材料使用的問題：使用品質堪慮與缺陷的材料、材料發霉。 

2.結構體組構方法的問題：結構設計不良、水平抵抗力不足、組構方法錯誤。 

3.結構體施工技術的問題：施工不確實、施工方法錯誤。 

二、訪談問題部分 

1.供應者的問題：法定身份不明、素質良莠不齊。 

2.施工者的問題：施工技術參差不齊。 

3.木構造市場的問題：惡性削價競爭。 

三、問卷調查問題部分 

1.木構造規範的問題：國內設計與施工規範尚不適用、完工未依規範查驗。 

2.建管機制的問題：僅部分申請建照。 



第五章 類型彙整、問題歸納與對策研擬 

5-1 

第五章 國內西式木構造住宅類型彙整、問題歸納與對策研擬 

5-1 前言 

經由第四章現場調查、訪談與問卷統計分析，瞭解國內西式木構造住宅結構體構

法運用現況與生產層面上的問題。本節擬先彙整其類型並探討發展的歷程，接著由生

產系統與法規制度兩大方向進行探討，並歸納分析現況問題所在，進而研擬改善的對

策。 

 

5-2 國內西式木構造住宅結構體構法類型彙整 

依第 2-3-2 節木構造住宅結構體構法原理探討與第三章西式木構造住宅系統構

法要點整理，可將第四章現況調查、訪談與問卷調查所得之調查結果，彙整分類出目

前國內西式木構造住宅結構體構法類型，本研究將其歸納為兩大類，分別為：國外引

進型與本土改良型，而在國外引進型中又包含兩大構法系統分別是原木層疊式與框組

壁式（如表 5-2.1 所示）。 

表 5-2.1 國內西式木構造住宅結構體構法類型分類表（本研究整理） 

類型分類 現況調查案例分類 

原木層疊式 WB-03、05、09 國外系統型 

框組壁式 WB-01、02、06、08 

混合改良型 混合式 WB-04、07、10 

 

茲將各類型在台灣發展歷程與其構法分析說明如下： 

一、國外引進型 

（一）原木層疊式系統 

1.在台灣發展歷程 

藉由訪談資料（附錄 D）得知，此系統約在民國 70 年代中期，由國內廠商

引進台灣。發展之初，系統是以整套代理的方式，而代理的地區以美國、北歐、

紐西蘭等地區為主，多應用於休閒別墅。原木屋在台灣的發展過程中一直都不

熱絡，導因於系統係採用原木組構成壁體，而材料本身單價較高，導致整體造

價居高不下，較少被國人廣為採用，故目前仍多應用於休閒別墅方面。 

2.構法應用現況分析 

早期原木層疊構造在原木斷面形狀上種類較為多樣，係依整根原木經由加

工的程度加以區分。而由原木組構成之原木壁體，其原木間之接合方式係採用

木栓接合、螺栓接合、螺釘接合與榫接合等方式。在原木交叉部接點的接合方

式係以平頭或錯口接合為主（C-8）。目前，依現況調查結果得知，原木斷面形

狀以 D形與方形之原木為主，原木間之接合方式主要以突端螺釘接合為主，而

在其交叉部接合方式係以平頭接合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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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框組壁式系統 

1.在台灣發展歷程 

藉由訪談資料（附錄 D）得知，約在民國 70 年代末期，即有部分廠商自行

至北美地區取得框組壁式構、工法相關技術，並配合國內社會與生產環境的條

件加以改良，這是框組壁式系統在台灣發展的開端。但要說到比較有系統地在

台灣推廣與發展，就一定要提及全美林產品協會。約在民國 83 至 84 年間，當

時台灣木構造房屋建築市場較為蓬勃發展，而且木構造建築設計或承造的廠商

將近達一百家之多（C-20）。鑑於台灣木構造市場有其發展之前景，故全美林產

品協會便以整套框組式系統推廣的方式，試圖打入台灣木構造市場，藉以拓展

其林產品事業至台灣。 

 

但因國內在木構造建築方面仍有諸多限制，例如：法規限制、貸款問題、

市場接受度等。所以，全美林業協會在台灣的推廣不算順利。到了民國 80 年

代末期至 90 年代初期，由加拿大木業協會與駐台辦事處等單位繼續在台灣推

廣屬於北美框組壁式木構造系統。目前，經由現況調查與問卷調查統計（表

4-3-20）得知，框組壁式構法為台灣木構造住宅結構體主流構法，因其系統在

造價上能隨使用者的性能要求等級之不同，而作局部的調整，故較適合台灣木

構造住宅市場之發展。 

 

2.構法應用現況分析 

框組壁式構法係由規格化製材組構成承重牆，樓層間依平台式的構築方式

逐層向上施工。承重牆係由斷面 2英吋寬與其倍數深之製材，在 16 英吋或 24

英吋的間距內組構而成。在水平力的抵抗上，係由剪力牆的配置加以承受。目

前，框組壁式構法其間柱多以 2英吋×4英吋之斷面為主，剪力牆多由結構合

板或 OSB 板等覆面板構成，而較少採用嵌入式斜撐構件。唯壁體在抵抗水平力

時，如何將力量傳遞至基礎的機制較為薄弱，故值得再加以注意。 

 

二、本土改良型 

混合式構法屬於各系統構法間的混合運用，係生產者考量當時的社會需求與

生產環境因素，自行加以混合改良設計。故在時間軸上，此系統的發展時間點較

難去作明確地界定。而系統改良後之性能，亦沒有經過相關實驗認證，故較難提

供性能上的保障。在現況調查與問卷調查中，亦僅有少數廠商設計或承造屬於混

合式構法。因此，目前本土改良型之混合式構法還有待相關實驗去驗證，才能夠

確保此類構法未來在台灣發展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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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問題歸納 

國內西式木構造住宅系統主要來源為引進國外構法，而國外現有的構工法都是經

過長年發展，最後演變成現今的型式。所以，在引進國外系統時，也應該檢討國內在

發展過程中地域性條件的配合程度。一般而言，地域性條件的內容，可分為自然條件、

社會條件、生產條件和政策引導等四大類（J-3）去探討。但其中自然條件與社會條件

資料的收集與解讀之可信度可能會受到質疑。故本研究分析的項目以可信度較高者為

主，例如生產條件中的生產組織、建材生產與建築技術項目，可由文獻整理或調查方

法明白地解讀其對構工法的影響。而政策引導因具有公認的地位與實證的証明，通常

是影響較顯著且容易判讀的項目。因此，本研究將分為生產系統與法令制度兩大方面

進行現況檢討，以利國內推廣木構造住宅之參考。 

 

一、生產系統方面 

（一）生產供應體系問題檢討 

1.廠商法定身分模糊，且素質良莠不齊 

依建築法規定，建築物之設計人或承造人應為依法登記開業之建築師及

營造廠，故需對木構造建築廠商之法定身分加以定義及說明。且根據現況調

查與訪談得知，目前所有的木構造住宅廠商都是以個案訂製方式生產，而且

普遍以設計兼併施工的統包方式。大致上，廠商型態可分為三大類，第一類

是公司承包木構造住宅工程型態；第二類是材料商兼作木構造住宅工程型

態；第三類是木結構工班承造木構造住宅工程型態。大多數的廠商在木結構

設計方面不依靠建築師或其他專業技師，而少數廠商是憑經驗設計或沒有經

過結構設計，而直接承造木構造住宅。故目前在廠商專業素質方面存有良莠

不齊的問題。 

 

2.部分廠商專業設計能力尚不足、勞工技術程度參差不齊 

台灣目前缺乏木結構部分的專業技師，木構造的結構分析不同於鋼筋混

凝土構造及鋼構造，先是各種不同樹種會有不同等級，其應力都不同。而且

木構造的接點很少為剛性接點的行為，側向力大部分需要依靠剪力牆或斜撐

抵抗，剪力牆的分析還要考慮覆面板的厚度、強度及五金配件等各種組合下

力量的傳遞。在現況調查的案例中，也僅有少部分廠商考量並實際施作。另

外，施工者的技術程度攸關工程品質的優劣成敗，從訪談調查中得知，為使

勞力僱傭穩定，施工者常扮演多能工的角色。而技術工產生多以學徒的方式

習得施工技術，而未接受正統的技術養成訓練。所以傳授者的技術與認知便

直接影響學徒的程度，在上述諸多不確定的學習環境下，施工者的技術程度

是值得懷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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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競爭環境以低價競爭為主 

現況部分廠商為了取得更多業務，常以低價策略的方式惡性競爭取得業

務，取得業務之後，又因成本及利潤上考量，將原本應該具備的防潮、防水、

隔熱、透氣等細部處理都簡化或省略不施作，導致出現眾多不堪氣候與時間考

驗的木構造住宅，使得消費者誤認為木構造建築不適於台灣氣候環境。 

 

（二）結構體生產性現況問題檢討 

1.材料應用的問題 

（1）選材與用材失當 

木材屬於生物性天然有機質材料，在選材及用材須特別注意，以避免

日後使用時，產生木材劣化與腐朽之情況。但在現況調查的案例中發現，

在材料應用方面其品質的控管上出現相當大的問題，例如：使用品質堪慮

的材料（如圖5-3.1、5-3.2、5-3.3所示）與使用具缺陷木材（如圖5-3.4所示）等。 

 

圖5-3.1 品質堪慮的構材（本研究拍攝） 圖5-3.2品質堪慮的牆面覆面板（本研究拍攝） 

圖5-3.3品質堪慮的地板覆面板（本研究拍攝） 圖5-3.4輪裂缺陷的LOG構材（本研究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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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施工中材料保護不良 

因為木構造住宅興建工地常常位於郊外山區，所以在施工過程中遇到下雨

的情況時有所見。因此，在施工過程中，若沒有對木構造建材做適當的保護措

施，常可見已安裝完成的材料會有發霉的情況發生（如圖5-3.5、5-3.6所示），上

述原因常是導致日後材料腐朽與蟲蛀的重要因素。 

 

圖5-3.5施工中構材發霉情況（本研究拍攝） 圖5-3.6施工中覆面板發霉情況（本研究拍攝） 

 

2.結構體組構方法的問題 

（1）整體系統部分 

A.結構系統設計不良 

以原木層疊式構法為例，原木牆係為抗剪之承重牆，理論上應能直接

將垂直載重或水平外力傳遞至基礎部位。但在現況調查案例中，發現因管

線配置的方便性，而在原木牆體下設置一道框架，將承重的壁體設置在此

框架上（如圖5-3.7所示）。此種結構系統的設計，係將框架視為可傳遞垂直

載重與抵抗水平外力的結構，但實際上框架的做法，並非為承壓抗剪之結

構，故此種結構系統係為不良的設計。 

 

B.水平抵抗能力不足 

以框組壁式構法為例，為了使框組壁式構造能充分抵抗作用在建築物

之水平力，各樓層應配置足夠的剪力牆。但在現況調查案例中，許多系統

沒有配置足夠抵抗水平力的剪力牆結構，例如外牆皆以不具足夠結構性能

的夾板作為覆面板（如圖5-3.8所示），且亦未見其設置斜撐等情況，這些缺

陷在裝修完成後很難被發現，而此問題的產生與廠商的結構知識和現場施

工技術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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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3.7 以框架承載上部LOG壁體（本研究拍攝） 圖5-3.8 外牆皆以夾板作為覆面板（本研究拍攝） 

 

（2）各構造要素及其接合部分 

A.屋架與承重牆間接點強度不足 

部分廠商在屋頂椽條與承重牆接點的接合作法，係直接將屋頂椽條置放

於承重壁體的雙頂板上，在牆體或椽條板處未有相對應的凹槽處理，便以釘

接合簡易處理，且並未再以任何五金配件或全高橫檔將其椽條端部固定制約

（如圖 5-3.9、5-3.10 所示）。因此，在台灣多颱風的氣候環境下，此種接點的

接合強度是值得懷疑的。 

 

圖 5-3.9 屋架與承重牆接點狀況（本研究拍攝） 圖 5-3.10 屋架與承重牆接點狀況（本研究拍攝） 

 

（3）壁體開口補強方式不佳 

承重壁體在開口部的上方位置應設置楣樑，作為開口之上部垂直載重的傳

遞構件。但在現況調查中，發現有楣樑設置位置不佳情況（如圖5-3.11所示）。若

開口部的跨度過大或承載荷重過重時，易造成開口部的變形、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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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地板扥樑配置方式錯誤 

地板構架具有傳遞垂直載重與維持地板水平剛性的作用，故地板扥樑配置

應以樑深為縱向平行配置。但在現況調查的個案中，卻發現地板扥樑的配置是

以樑深為橫向平行的錯誤配置方式（如圖5-3.12所示）。 

 

圖 5-3.11 開口部補強方式（本研究拍攝） 圖 5-3.12 地板扥樑配置方式（本研究拍攝） 

 

3.結構體施工技術的問題 

（1）承重牆與基礎間錨定不確實 

承重牆係利用錨栓與基礎緊結以傳遞垂直載重，故與基礎緊結的方式應確

實。但在現況調查中，發現部分個案錨定方式不正確，並且不當地破壞牆體構

架，完全沒有達到緊結的作用（如圖 5-3.13、5-3.14 所示）。在水平外力作用時，

牆體會有移位與破壞的可能性發生。 

 

圖 5-3.13 承重牆與基礎之錨定方式（本研究拍攝） 圖 5-3.14 承重牆與基礎之錨定方式（本研究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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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因管路配置而破壞牆體構架 

在木構造住宅工程管路的安裝上，應該儘量避免破壞牆體構架，非不得已

要在牆體構架上開孔時，則必須依照規定的開孔方式進行施工，並作適當的結

構補強。 

 

在現況調查的案例中，部分個案在管路的施作上明顯地破壞了承重牆體構

架（如圖 5-3.15、5-3.16、5-3.17、5-3.18 所示），雖然完成了管路的安裝與固定，

但承重壁體的垂直載重承載能力與水平力抵抗能力卻也受到嚴重的破壞，導致

整體結構強度不足，進而影響使用的安全性。 

 

圖 5-3.15  牆間柱因與預埋管路衝突而被切斷的情況 

（本研究拍攝） 

圖 5-3.16  因排水管路的關係將頂板切斷的情況 

（本研究拍攝） 

  

圖 5-3.17  因排水管路的關係將底板切斷的情況 

（本研究拍攝） 

圖 5-3.18  因配水管路的配置而破壞 LOG 壁體的情況 

（本研究拍攝） 

 

 

 



第五章 類型彙整、問題歸納與對策研擬 

5-9 

二、法規制度方面 

1.建管機制尚待加強 

由訪談得知，目前有部分木構造建築廠商反應，雖有很大意願去興建木構造

住宅，但在建管行政審查程序上不易通過，很多木構造住宅申請案，可能因為建

管人員對木構造規範尚不完備，且無審查之依據，而審查較為保守，故會限制想

依合法程序申請建築執照的案件。故在此情況下，大多數的木構造住宅就沒有申

請建築執照，而少數有申請建築執照的案例多半未經過結構簽証；或多以農舍等

用途申請建照，如此就不必經過建築師專業簽證，而結構性能當然也沒有經過認

證。如果這些住宅未來發生性能上缺陷，可能會造成消費者對國內的木構造住宅

產生刻板的印象，認為木構造不適合在台灣氣候環境下發展，而阻礙其發展。 

 

2.木構造建築物設計與施工技術規範尚欠完備 

國內木構造建築設計與施工技術規範已於民國 92 年 5 月修訂頒行，不過在

問卷調查統計（表 4-3.17）與現況調查中發現，國內較少完全依照現行規範所建

造的木構造住宅案例，顯示現行的規範尚未能完全適用於國內現況的生產環境。

主要歸因於目前國內木材多依靠進口來源，而廠商慣用的木材樹種與等級及其結

構設計方式在現行規範內容並未有相關規定。其次在於國內興建木構造住宅的部

分業主多偏好採用原木層疊式構法，而此類型構法在規範中尚未有結構或施工要

求等相關規定。況且現行規範尚缺防火部分的規定，這些都是造成現行規範尚未

被廣泛採用的原因。 

 

5-4 研擬對策 

一、對國內生產系統問題的改善對策 

（一）生產供應體系改善對策 

1.將木構造建築廠商納入專業營造業 

依營造業法的規定，可將木構造建築廠商納入專業營造業的體系中，專

門從事木構造房屋的營建工程，並訂定其承造木構造房屋的最大規模與金額

上限，若超過規模金額之案件，則可搭配綜合營造廠聯合承攬，以提昇廠商

的專業性與競爭力。 

 

2.加強在職教育，落實證照制度 

藉由現況調查中發現，國內部分的設計與承造者尚無法全盤了解木構造

住宅構工法之特性，若能委託國內相關的研究機構或協會，定期舉辦教育輔

導，並發給施工技術證照，落實證照制度，使其設計與施工管理者對木構造

建築的設計與施工特性能更清楚掌握，如此木構造住宅整體的施工品質才能

提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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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同業聯盟資源整合 

未來欲形成開放的營建環境，廠商間必須組成類似同業聯盟的團體或加

入類似木質構造建築協會等單位，整合木構造住宅生產系統供應鏈之上下游

供應商，減少惡性競爭，以提供更具市場競爭力的住宅。 

 

（二）結構體生產性現況問題改善對策 

1.品質檢核表的建立，以落實施工品管制度 

依據問卷調查統計（表 4-3.28）顯示國內木構造住宅結構體施工完成後，

皆有執行施工檢驗的動作，但大部分的廠商都是依經驗檢驗，所以在完工品

質方面較難有標準去做判斷。故在施工過程中，若能依作業程序檢討每項作

業應注意事項，並建立品質檢核表的檢驗制度，如此材料與施工品質才能獲

得實質上的確保。 

 

2.建立本土化之木構造施工體制 

政府相關單位應研擬適合本土之木構造規範與標準，並針對人、事、物

建立完整的施工體制，包含訂定施工訓練體制（施工人員）、研擬施工協助

體制（相關規範）及研發施工輔助機械（生產方法與機具）。 

 

二、對國內法規制度問題的改善對策 

1.減少法規模糊地帶，加強落實建築管理機制  

以目前建管行政作業程序而言，住宅的結構安全與品質全由建築師簽証

負責，間接使得非主流技術或新技術不受法規監督。雖然建築技術規則總則

篇第四條中對於新材料、新工法、新技術、新設備有其規定與認定制度，但

目前卻僅在材料及設備方面的認定較多。此外，對於違章建築的取締不夠嚴

格也是使建管廢弛的原因之一。故應修法以減少法規中的模糊地帶，並加強

執行建築管理，以保障不具專業知識的消費者的安全與權益。 

 

2.研修木構造相關規範，使其適用於台灣本土生產環境 

在木構造住宅發展受限的原因中，沒有完備的技術規範可引用是主要的

原因之一。因此，若能由公部門修訂更加完備的規範及解說，相信更能提昇

廠商的木構造建築專業知識與技術。目前，內政部建築研究所與學術單位正

在致力於木構造耐火性能設計與驗證之相關研究，以期望補足國內木構造規

範內尚缺的防火部分相關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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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係為國內西式木構造住宅結構體構法之基礎研究，在研究過程中發現國內

木構造住宅系統主要以引進國外系統為主，亦有國人自行研發改良之系統。但目前普

遍存在品質良莠不齊的問題。鑑於此，首先由構法原理的文獻整理，來建立可供觀察

與檢討之依據。再以現況調查、訪談與問卷調查來了解國內目前實際發展的情況。經

資料整理與統計分析後，歸納出結構體構法類型及其現況的問題，並作對策的研擬。

茲將所得之研究結果整理於下，並對後續研究提出建議與方向。 

 

6-1 結論 

一、國內西式木構造住宅結構體構法類型分類 

在文獻回顧過程中發現國內木構造住宅構法相關文獻或研究報告十分缺

乏，且並無相關文獻針對木構造住宅結構體構法作明確地歸納分類。因此，本

研究經由木構造住宅系統相關文獻回顧與現況調查，將國內西式木構造住宅結

構體構法類型歸納分類整理如下： 

第一類：國外引進型，其結構體構法屬於原木層疊式與框組壁式。 

第二類：本土改良型，其結構體構法屬於混合式。 

 

二、國內西式木構造住宅結構體構法的運用現況 

由第 4-3-2 節問卷調查結果整理，在材料使用方面，目前以進口材（100%）

為主，主要進口的地區以北美地區為主。在規範引用方面，主要採用美國規範

（64.7%）為主。在建照申請方面，大多數廠商（82.4%）僅部分申請。在木構造

住宅結構體構法運用現況方面，目前以壁式結構系統之框組壁式構法（88.2%）

為主。在施工規範引用上，主要以實務經驗（76.5%）為主。在完工檢驗方面，

主要依經驗檢驗（70.6%）為主。 

 

三、國內西式木構造住宅現況問題檢討與對策研擬 

（一）對於國內現況的問題觀察與檢討可歸納為下列幾點： 

1.供應者法定身分模糊，素質良莠不齊；2.在材料使用上出現嚴重

的品管問題；3.將近半數的案例有嚴重的結構問題，尤其在水平抵抗能

力方面；4.施工者在施工技術上參差不齊；5.完工後僅依經驗檢驗，難

以確保施工品質；6.多數案例未經過結構計算，且未申請建照。 

（二）針對以上現況問題點提出的改善對策可歸納為下列幾點： 

1.將木構造供應廠商納入專業營造業；2.建立品質查核機制，落實

施工品管制度；3.加強教育輔導，落實證照制度；4.研擬適合本土之木

構造施工規範與標準；5.加強落實建築管理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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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建議與後續研究 

一、建議 

（一）建立木構造不同類型構工法之資料庫 

結合產、官、學、研各方的知識、技術與資源，另參酌國外標準及

規範，建立國內木構造構工法技術與規範文件的資料庫，包含構工法相

關技術文件、施工說明書、施工品質檢查表，用以發展出適合國內本土

的木構造設計、施工規範及相關標準。 

 

（二）研擬符合各木構造構法類型之相關規範 

木構造住宅市場產能少，且以小公司承攬木構造工程居多，雖採用

相同結構體構法，但施工方法卻有所差異，且並非每種系統皆經過性能

試驗。因此，若由專責的研究機構，負責研擬符合各木構造構法的規範，

方能促使木構造相關法源更趨完備。 

 

（三）落實木構造建築設計施工教育培訓與證照制度 

國內部分設計與承造者尚且無法全盤了解木構造住宅構工法之特

性，若能委託國內相關研究機構定期舉辦教育輔導，並發給施工技術證

照，落實證照制度。期使設計與施工管理者更能對木構造的設計與施工

特性清楚掌握，如此木構造住宅整體的施工品質才能提昇。 

 

二、後續研究建議 

（一）木構造各構法類型間造價差異性之比較 

當國外系統與國內改良研發的系統，若在性能方面差異性不大時，

則消費者往往會以價格因素作為建造與否的決定性因素。因此，未來可

針對木構造住宅各構法類型進行造價的差異性分析，用以導出適合國內

生產供應鏈現況的主流構法，如此才能使木構造在未來的發展上更具競

爭力。 

 

（二）西式木構造系統施工品管機制之建構 

研究過程中發現，部分廠商尚未建立一套制度化的現場施工品管機

制。因此，以品管環境穩定的規格製材到工地現場組裝時，若未建立系

統化的現場管理模式，則將會導致木構造住宅的施工品質無法確保，進

而影響未來的使用性能。因此，未來可針對西式木構造住宅施工品管機

制進行研究，擬定相關的施工規範、施工品管制度與施工檢核表等，以

確保木構造住宅之施工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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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A  木構造廠商名冊 

●：表示為木質構造建築協會團體會員  ○：表示為木質構造建築協會個人會員 

地址 區域 編號 廠商名稱 

網址 

聯絡電話 備註

 

台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五段 151 號 7 樓之 10 1 德閤實業有限

公司 http://www.archi.net.tw/vipweb/6401/

TEL：02-87879832 

FAX：02-87872054 

○ 

台北市信義區松德路 180 巷 8-1 號 2 優是設計實業

有限公司 http://www.ydesign.com.tw/ 

TEL：02-27236163 

FAX：02-27237107 

● 

台北市大安區通化街 170 巷 14 號 2 樓 3 星碟設計工程

有限公司 http://stardisk.myweb.hinet.net/ 

TEL：02-27370120 

FAX：02-27369680 

 

台北市士林區重慶北路 4段 57 號 3 樓 

台北市 

4 鼎大開發設計

有限公司 http://home.kimo.com.tw/framehome/ 

TEL：0917188338 

 

 

台北縣汐止鎮明峰街 297 巷 3 弄 1號三樓5 淳諭有限公司 

http://www.palletwood.com 

FAX：02-26924966  

台北縣土城市金城路二段 396 號 4 樓 6 皇冠木屋有限

公司  

TEL：02-82619191 

 

 

台北縣三重市頂崁街 21-2 號 7 益琦營造有限

公司 http://www.sesan.com.tw 

TEL：02-85123466 

FAX：02-85123528 

 

台北縣淡水鎮樹興里福寮 1-7 號 

台北縣 

8 新宿組合木屋

有限公司  

TEL：02-86262355 

 

 

桃園市永樂街 135 號 桃園市 9 新逸豐國際公

司  

TEL：03-3345334 

FAX：03-3310812 

 

新竹縣芎林鄉富林路一段 261 號 新竹縣 10 居林國際開發

公司 http://home.kimo.com.tw/asperworld 

TEL：03-5937218 

FAX：03-5937266 

● 

苗栗縣 11 楓清楊實業公司 苗栗縣獅潭鄉和興村福興 35 號 TEL：03-7931961  

台中市忠太東路 55-1 號 2C 12 考工記工程顧問

有限公司  

TEL：04-22033880 

FAX：04-22035331 

 

台中市北屯區昌平東六路 1之 11 號 13 富竺木屋股份

有限公司 http://www.fuhjwu.com.tw 

TEL：04-24229426 

FAX：04-24229437 

 

台中市 

14 美森原公司 台中市西屯區安和路 181 號 4F 之 1 TEL：04-24627874 ● 

台中縣神崗鄉中山路 1000 號 15 全美林顧問開

發有限公司 http://www.amh.com.tw/ 

TEL：04-25619723 

FAX：04-25618605 

 

台中縣大里市大里路 432 號之 7 16 地興木屋 

http://hipage.hinet.net/地興 

TEL：04-24071151 

FAX：04-24075126 

 

台中縣豐原市北陽路 20 號 

台中縣 

17 東山雅筑木作

工程公司 http://www.ds-loghome.com.tw/ 

TEL：04-25292801 

FAX：04-252954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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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為木質構造建築協會團體會員  ○：表示為木質構造建築協會個人會員

地址 區域 編號 廠商名稱 

網址 

聯絡電話 備註

 

南投縣鹿谷鄉鹿谷村中正路二段 302 號 18 宏昌木材行 

http://myweb.hinet.net/home5/lcc5826/index.htm 

TEL：049-2752030 

FAX：049-2754096 

● 

南投縣埔里鎮中山路四段 53-1 號 19 頂代木屋有

限公司 http://myweb.hinet.net/home4/dingdai/index.htm 

TEL：049-2916323 

FAX：049-2916346 

 

南投縣草屯鎮碧興路一段 376 號 20 居安木藝有

限公司 http://www.chu-an.com.tw/ 

TEL：049-2380289 

FAX：049-2380287 

○ 

南投縣草屯鎮碧興路二段 123 號 21 鉅隆木屋公

司 http://www.glhs.com.tw/ 

TEL：049-2367038 

FAX：049-2367623 

 

南投縣埔里鎮和四街 26 號 

南投縣 

22 建欣木屋工

程公司 http://jslog.myweb.hinet.net/ 

TEL：049-2999482 

FAX：049-2999610 

○ 

彰化縣永靖鄉九分路 340 巷 118 號 23 美家組合木

屋公司 http://home.pchome.com.tw/world/meihouse/index.html 

TEL：04-8246507 

FAX：04-8246506 

 

彰化縣埔鹽鄉彰水路二段 116 號 24 丞懋木造股

份有限公司 http://w ww.sunlist.com.tw 

TEL：04-8658585 

FAX：04-8657367 

 

彰化縣鹿港鎮東興路 188 號 25 福泰木屋股

份有限公司 http://www.fautai.com.tw/ 

TEL：04-7783988 

FAX：04-7786085 

 

彰化縣線西鄉彰濱工業區東八路 8號 

彰化縣 

26 聯美林業股

份有限公司 http://www.ufpc.com.tw 

TEL：04-7582956 

 

 

嘉義縣大林鎮中正路 901 號 27 福樟實業有

限公司 http://www.furejang.com.tw/ 

TEL：05-2650485 

FAX：05-2659548 

● 

嘉義縣竹崎鄉義隆村大坪頂 2-5 號 

嘉義縣 

28 松懋木屋 

http://hipage.hinet.net/SUNG-MAO 

TEL：05-2617751 

FAX：05-2615996 

 

台南縣永康市中山北路 699 號 台南縣 29 奕穎實業公

司  

TEL：06-2036933 

FAX：06-2022437 

● 

高雄市苓雅區青年二路 212 號 12F 之 2 30 郁捷實業公

司  

TEL：07-2413350 

 

 

高雄市鹽埕區莒光街 197 號 3F 之 3 

高雄縣 

31 德赫實業有

限公司  

TEL：07-5329031 

FAX：07-5329028 

 

屏東縣萬丹鄉磚寮村廟仔後 4-3 號 屏東縣 32 明昱木屋科

技明昱企業 http://woodylog.myweb.hinet.net 

TEL：08-7071812 

FAX：08-7071552 

 

花蓮縣吉安鄉永興村永豐路 288 號 花蓮縣 33 華信木屋設

計公司 http://www.homeplan.com.tw/ 

TEL：03-8522033 

FAX：03-85388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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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B 問卷 

敬啟者： 

晚輩為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研究所研究生，為了解國內木構造建築發展歷程與木構造

住宅結構體構工法之運用現況，針對國內各廠商先進們的背景資料、生產狀況與目前已

完成或正施工中之木構造建築案例進行問卷調查與了解，並請於民國 94 年 5 月 13 日前，

以所附之回郵信封寄回（郵資已附），敬請撥冗惠以填寫，謹此由衷感謝。        

       順頌時祺                        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研究所 

研 究 生：林俊榮 

指導教授：曾俊達 教授 

【本問卷僅供學術研究使用，問卷內容絕對保密！】           聯絡電話：0937991493       

   

  問卷內容說明：（請於填寫前詳細閱讀） 
為避免您填寫問卷時的誤解，本研究將相關的用語定義與木構造住宅結構體構

法分類說明如下： 

一、木構造住宅：四層樓以下，主結構體以木材構築而成之住宅。 

二、建築構法：所謂建築構法是為實現建築物全部或部分所需的機能，選用適宜建

築材料，經由適切接合技術所建構的建造系統。 

三、木構造住宅結構體構法分類表： 

結構系

統分類 

構法 

分類 

定義 系統構成示意 

(以二層樓為例) 

案例圖示 

構架式 柱樑式 

 

 

 

以木材之線狀構材組構成整

體式之柱樑骨架，其垂直載重

或水平外力係由骨架的柱、樑

承載傳達至基礎。 

 

 
柱樑構造 

框組壁式 以木材之線狀構材組構成框

架，再配合斜撐或覆面板組構

成抗剪之承重壁體，其垂直載

重或水平外力係由剪力牆承

載並傳遞至基礎。  

 

框組壁構造 

壁  式 

層疊式 以原木之線狀構材逐層堆疊

組構成抗剪之承重壁體，其垂

直載重或水平外力係由原木

牆承載並傳遞至基礎。 

 
 

原木層疊構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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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卷內容開始：（請填寫下列資料，並於下列之□中選擇適當者打ˇ） 

A 部分：生產者背景資料調查                                                       

（1）請問貴公司成立的時間：          （請填寫年代） 

 

（2）請問貴公司經營項目？（可複選） 

□木構造建材買賣 □木屋規劃設計 □木屋施工 □木屋維護 □其他       

 

（3）請問貴公司設計與施工技術主要來源？（請單選） 

□由國外取得整套系統代理 □由國外取得自行改良 □自行研發 □其他      

 

（4）請問貴公司供應地區多以哪一些區域為主？（可複選） 

□北部  □中部  □南部  □東部   

 

（5）請問貴公司已設計或承造之木構造住宅案例多以哪一種樓層數為主？（請單選） 

□1層樓  □2 層樓  □3 層樓  □4 層樓  □其他        

 

（6）請問貴公司去年（93 年）在居住類型建築物的年供應量為何？（請單選） 

□5棟以下.約   棟 □5~10 棟.約   棟 □10 棟以上.約   棟 □其他         

 

B 部分：國內木構造房屋發展歷程調查                                               

（1）就您認為下列哪一個時期為光復後國內木構造建築發展的萌芽時期？（請單選） 

□60 年代、約民國    年□70 年代、約民國    年□80 年代、約民國    年 

□其他        □不清楚 

 

（2）就您認為下列哪一種木構造類型為國內光復後最早發展的系統？（請單選） 

□活動式組合木屋      □框組壁式木屋      □原木屋（LOG HOME） 

□柱樑式木屋  □其他        □不清楚 

 

（3）就您認為到目前為止，下列哪個時期曾為國內木構造建築發展較為熱絡的時期？（請

單選）□70 年代、約民國    年 □80 年代、約民國    年 □90 年代初、 

約民國    年 □其他        □不清楚 

 

（4）承接上題，請問您發展較為熱絡的時期木造建築市場以哪一種用途的建物居多？（可

複選）□遊樂區小木屋 □汽車旅館 □庭園 KTV 小木屋 □啤酒屋 □渡假別墅 □住

宅 □頂樓加蓋 □其他        □不清楚 

 



附錄 B問卷 

B-3 

C 部分：材料應用現況調查                                                   

（1）請問貴公司所使用的木材來源為何？（選【進口材】者，請於括號內繼續勾選） 

□進口材（□北美地區（美國、加拿大）□澳洲 □紐西蘭 □ 其他       ） 

□本省材 

 

（2）請問貴公司材料取得的主要方式為何？（請單選） 

□直接由國外進口原木、國內自行加工； □直接由國外進口製材； 

□向國內材料供應商購買； □其他         

D 部分：法規與規範使用情況調查                                                              

（1）請問貴公司木結構設計採用的規範為何？（選【有】者，請於括號內繼續勾選） 

□有（□國內規範 或 國外規範□美國 □日本 □其他        ）  

□無 

 

（2）請問貴公司設計或承造之木構造住宅案例申請建築執照的比例為何？（請單選） 

□每個案例皆申請 □僅部分申請，約      成 □皆無申請 □其他         

 

E 部分：結構體構法現況調查                                                                  

（1）請問貴公司設計或承造的木構造住宅結構體最常採用的構法為何？（請單選，並配合

第一頁之木構造住宅結構體構法分類表填寫） 

□構架式（柱樑式）□壁式(框組壁式、層疊式) □混合式 □其他        

 

（2）請問貴公司設計或承造的木構造住宅最主要的構造類型為何？（可複選） 

□柱樑構造 □框組壁構造 □原木層疊構造 □複合構造□其他         

 

（3）請問您木構造住宅之主結構體接合部主要的接合方式為何？（可複選） 

□螺栓接合 □釘接合 □突端螺釘接合 □五金接合 □榫接合 □ 其他      

 

F 部分：結構體現場生產層面調查                                                               

□ 人力組織 

（1）請問貴公司木結構工班一般的編組狀況為何？（請單選） 

□2∼4人/組，約      坪□4∼6人/組，約      坪□6∼8 人/組，約      坪□8

人/組以上，約      坪□ 其他           

 

（2）請問木結構工班是否也參與木構造建築物其他工程之施作？（選【是】者，請於括號

內繼續勾選） 

□是（□基礎工程□外部裝修工程□內部裝修工程□水電工程□其他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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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工方法 

（3）請問您以二層樓規模木結構為例，主結構體施工構築的方式為何？（請單選） 

□一體式（兩層樓一次構築） □平台式（分層構築） □混合式（局部一體式、局部

平台式） □其他           

 

□ 施工機具 

（4）請問工地現場搬運作業所用的方式為何？（可複選） 

□吊車吊運 □小型揚重機吊運 □人工搬運 □其他           

 

（5）請問您現場施工之假設工程需求為何？（可複選） 

□鷹架（鋼製、竹製）□爬梯 □臨時支撐 □工作台 □其他          

 

□ 品質管控 

（6）請問貴公司承建木結構工程所參考之施工規範為何？（可複選） 

□參照建築師施工說明書 □參照廠商本身施工說明書 □參照國外施工規範□指導

手冊 □依實務經驗 □其他           

 

（7）請問貴公司在木結構體工程施作完成後，檢驗方式為何？（請單選） 

□依規範檢驗 □依經驗檢驗 □無檢驗動作 □其他           

 

G 部分：木構造住宅使用維護情況調查                                                  

（1）請問您木構造住宅完工後，平均約每幾年保養一次？（請單選） 

□一年 □二年 □三年 □其他           

 

（2）請問您非貴公司承造之木屋，在使用者居住一段時間後，最常反應的問題為何？（可

複選）□木材發霉、腐朽、蟲蛀 □漏水 □隔音性能差 □其他         

 

H 部分：相關建議                                                                    

                                                                                   

                                                                                   

                                                                                  

 

I 部分：專家基本資料                                                                

公司名稱：                 填表者姓名：             職稱：                

聯絡電話：                 E-mail：                                       

如需要本調查成果，請於右欄表示：□ 是 □ 否 

最後，再次感謝您百忙之中撥冗填寫！



附錄 C問卷統計資料 

C-1 

附錄 C  問卷資料統計 

 



附錄 C問卷統計資料 

C-2 

 



附錄 C問卷統計資料 

C-3 

 



附錄 D國內木構造建築發展演變歷程訪談紀錄 

D-1 

附錄 D  台灣木構造建築發展歷程訪談紀錄 

 

訪談紀錄表 1 

訪談時間 2005 年 4 月 12 日 

受訪者 洪育成 先生 

訪談內容 

1.台灣木構造建築發展演變的歷程？  

因為我大約在 80 年代末期才回台灣，所以在此之前的發展就不太清楚。但若指國外廠商在台推廣正規框組壁系統的話，

則是先有全美林業，而後有加拿大 BC 省。但是因為木構造在國內的發展過程阻礙重重，例如：設計者的問題、木結構技師

的問題、法規限制、造價問題、消費者接受度等等，皆使得國內目前木構造佔有率偏低。 

2.國內木構造建築的發展現況？ 

在材料方面，進口地區以北美地區、紐西蘭、歐洲等地為主。在樹種方面，若是框組壁系統則以 SPF、花旗松為主，若

是 log home 系統則以美西側柏為主。在施工方面，管線要穿孔都要依照規範，另外亦需要有保護措施（鐵件），以防止裝修

時不慎破壞。 

3.對國內未來木建築發展議題上的建議？ 

對適合台灣發展的木構造系統建議，在住宅建築方面為框組壁系統；在公共建築方面為柱樑系統；在休閒別墅方面則為

log home 系統。另外，對於公部門及業界的建議，在公部門方面修法時請參考最新版、瞭解市場機制、配合公會舉辦在職教

育；在業界方面廠商應多參與在職教育相關課程。 

訪談紀錄表 2 

訪談時間 2005 年 4 月 13 日 

受訪者 辜國治 先生 

訪談內容 

1.當初國內發展木構造的契機？ 

物質生活充裕、生活品質的提昇、世界觀開放，與嚮往親近大自然是當初發展的契機。在大量引進國外系統的同時，並

開發本土板屋。在當時木屋市場裡面大家就知道國外框組式系統確實比較好，但牽涉到 know-how 與材料的供應，所以大家

轉向選擇 log home。而大多數供應者多以為 log 只要疊一疊就好了，以致於忽略了施工品質，所以只要時間一久，性能就

出現問題。消費者多僅會質疑施工上有問題，但卻不知其實材料供應上也會有問題。所以從材料的正確選擇與正確施工，才

能確保木屋的實際性能。2×4系統也是目前內政部營建署在推的木構造系統，在這個系統內所表現出來的各項性能才是能

夠適合大眾居住的，且能夠根據成本的考量去調整建築品質的系統。 

2.國內木構造系統發展演變？ 

最早發展的是 log home 系統，log home 一進台灣，接著板屋就出現了，等到全美林業在台推廣時，才將真正的 2×4

系統含整套材料帶入台灣，但在 log home 與板屋發展的期間就有類似 2×4的系統出現，因為板屋品質差，但 log home 造

價過高，就有混合式好像 2×4的系統出現。 

3.國內在發展過程中面臨的最大阻礙為何？ 

在台灣的氣候環境裡，大家都以為高溫、高濕就不適合發展木構造，其實不然，以目前所蓋的 2×4系統，在美國稱為

全氣候型房屋，即在任何地方都適合興建，例如：阿拉斯加（冰天雪地）、德州（沙漠地帶）、華盛頓州五大湖區（高濕氣候）、

佛羅里達（颶風地區），主要的重點在於你有沒有選擇正確的材料，做正確的施工。現階段普遍性的問題就是漏水、白蟻與

黴菌，接著材料就會腐朽，而腐朽就是耐久性的問題，那耐久性就是成本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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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紀錄表 3 

訪談時間 2005 年 4 月 27 日 

受訪者 顏文聰 先生 

訪談內容 

1.最早發展的木構造住宅系統為何？ 

國內最早發展的木構造系統為組合式木屋，約在民國 73、74 年間，因為組合式木屋系統是由規格化的單元牆版片組構

而成，具有造價低廉、施工快速與可拆卸及移動等特性，所以當時幾乎都應用於臨時性建築上，例如：遊樂地區渡假小木屋、

農莊、工廠辦公室、接待中心、守衛室、工務所、幼稚園、頂樓加蓋、農舍等用途。 

2.發展初期廠商為何多集中於彰化地區？ 

關於這個問題我也曾經思考過，大概可歸納出下列幾個因素，但只是自己的推測還未加以求證。第一點是彰化地區為傳

統工藝之重鎮，所以在地的雕刻師傅多，因為要蓋木屋至少尺寸要看的懂；其次可能是彰化地區製材廠多，材料使用上取得

較為便利。最後可能是交通因素，因為彰化位於臺灣中部地區且距台中港亦不遠，所以材料運輸上具有相當的優勢。 

3.國內木構造系統發展演變？ 
國內木構造住宅系統類型發展的演變大致上是先有板屋（類似框組壁構造，是配合國內特殊生產環境進行改良的系統），

接著是半圓木屋，最後是原木屋也就是 log house，這樣的分類方式是根據木屋的造型與組成材料來作分類。而原木屋剛開始

的發展是先由材料商推廣興建，所以通常材料商會附上施工的教學影帶，讓原木屋技術成為開放性的技術。 

4.國內木構造市場現況發展？ 
國內木構造廠商大概可分為專業廠商、材料商兼作、木工師傅承造與仲介等四種類型，其中仲介在早期比較多，現在幾

乎很少見。而在木構造建築完工的品質方面，目前各廠商間落差很大，導因於客戶對造價方面的觀念認知問題，因為客戶常

常要求造價便宜就好，但卻不知道在台灣這種氣候環境下，要蓋木屋其實是有一定程度上的成本不可以省的。但為配合客戶

的要求，所以廠商常常依客戶願意出的價錢而蓋出符合那樣價錢的品質，所以現在的木屋市場較為混亂。 

訪談紀錄表 4 

訪談時間 2005 年 4 月 28 日 

受訪者 鍾錦泉 先生 

訪談內容 

1.LOG HOUSE 在國內的發展歷史？ 

國內第一家 LOG HOUSE 公司為匯昕，約在民國 75 年成立，而早期材料都要自己進口，所進的 LOG 材料以黃松為主。國

內第二家為美森原公司，約在民國 77 年成立，進口的 LOG 材料以美西側柏為主。早期的木屋公司多由工班出去作，而蓋木

屋的關鍵在於技術，發展地區以中部為主，一開始 LOG HOUSE 以休閒用途為主，後來少數以住宅為主，發展的層數主要是

1.2 樓，因為發展到 3樓不經濟，單價成本會提高。 

2.國內木構造系統發展演變？ 

國內最早開發的木構造系統是以國人自行研發的組合式木屋系統為主，到了 75.76.77 年間才有 D-LOG 系統引進台灣，

到了 78.79 年間早期的組合木屋公司也想要蓋 LOG 系統，因為 LOG 系統的生意很好，同時裝潢工班也想蓋木屋，所以當時整

個木構造建築市場非常混亂，施工品質呈現兩極化，法律糾紛與漏水問題不斷。同時，在 83.84 年間全美林業協會來台推廣

正規的 2×4框組式系統，此時台灣的木構造系統呈現多樣化的風貌，有早期的組合木屋、D-LOG 系統及 2×4系統。 

3.國內木質構造建築協會成立的背景？ 

78.79 年開始籌組木質構造建築協會，成立的目的在於對外（國外）有溝通的窗口，而對內為木屋品質把關的機構。在

民國 83 年時正式成立，當初想建立一套認證制度，執行木構造建築生命週期各階段的檢查。但發展至今尚未得到政府全力

的支持，因此沒有彰顯當初成立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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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E  國內木構造建築發展重要事件 

 

年代 相關事件 

1974 年 2 月 建築技術規則構造篇第四章木構造專章頒行 

1975 年 8 月 建築技術規則構造篇第四章木構造第一百七十一條，增修木構造建築物之簷高不

得超過七公尺，並不得超過二層樓 

1994 年 1 月 空間雜誌社舉辦「原木屋的運用與發展座談會」 

1995 年 3 月 台灣省林試所與全美林產品協會舉辦「木造房屋建築技術研討會」 

1995 年 3 月 中華民國木質構造建築協會成立 

1995 年 6 月 舉辦「木構建築結構與居住性研討會」 

1995 年 11 月 增訂建築技術規則構造篇第四章木構造第一百七十一之一條，規定木構造建築物

之簷高不得超過十四公尺，並不得超過四層樓 

1996 年 1 月 頒行「木構造建築物設計與施工技術規範」 

2000 年 1 月 舉辦「木構造建築之耐震、耐燃、耐久性研討會」 

2000 年 12 月 舉辦「加國木構造住宅建築研討會」 

2001 年 5 月 內政部建研所與加拿大森林工業理事會（COFI）、國家林產工業技術研究院

（Forintek）簽署「中、加木構造技術合作備忘錄」。 

2002 年 10 月 在台南歸仁成大航太校區內政部建研所性能實驗群設備館舉行木構造建築展示

屋的開幕典禮 

2003 年 7 月 在台南歸仁成大航太校區內政部建研所性能實驗群設備館二樓會議室，舉辦「木

構造建築物設計及施工技術規範講習班」 

2003 年 10 月 內政部營建署與加拿大林業委員會（COFI）簽署二項合作備忘錄 

2003 年 5 月 修訂頒行「木構造建築物設計與施工技術規範」 

2004 年 3 月 舉辦「木構造建築物法規及技術實務」研討會 

2004 年 3 月 營建署與加拿大 B.C 省駐台辦事處舉辦「實務」和「設計」兩種不同面向的木結

構實務與設計訓練課程 

2004 年 12 月 舉辦台加合作「木質構造建築物之防火、耐久性及市場」研討會 

2005 年 7 月 舉辦「木構造家庭住宅及別墅之結構設計、施工及管理」研討會 

 

 



附錄 F：國內木構造住宅應用實例照片 

F-1 

附錄 F  國內木構造住宅應用實例照片 

 

案例名稱 溫泉之戀集村渡假別墅 案例地點 台南縣東山鄉 

調查時間 20041023（本研究拍攝） 構法類型 框組壁式 

案例名稱 南華大學宿舍群 案例地點 嘉義縣大林鎮 

調查時間 20041201（本研究拍攝） 構法類型 框組壁式 

案例名稱 某公館 案例地點 苗栗縣南庄鄉 

調查時間 20041229（本研究拍攝） 構法類型 原木層疊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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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名稱 某公館 案例地點 南投縣魚池鄉 

調查時間 20050408（廠商提供） 構法類型 框組壁式 

                

案例名稱 某公館 案例地點 新竹縣竹北市 

調查時間 20050408（廠商提供） 構法類型 原木層疊式 

             

案例名稱 某公館 案例地點 苗栗縣南庄鄉 

調查時間 20050408（廠商提供） 構法類型 框組壁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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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名稱 某公館 案例地點 南投縣魚池鄉 

調查時間 20050408（廠商提供） 構法類型 框組壁式 

          

案例名稱 某公館頂樓加蓋 案例地點 南投縣埔里鎮 

調查時間 20050408（廠商提供） 構法類型 原木層疊式 

       

案例名稱 某公館 案例地點 苗栗縣南庄鄉 

調查時間 20050408（廠商提供） 構法類型 框組壁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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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名稱 某大樓頂樓加蓋 案例地點 台南市 

調查時間 20050415（本研究拍攝） 構法類型 原木層疊式 

           

案例名稱 台大鳳凰茶園雙人式套房 案例地點 南投縣鹿谷鄉 

調查時間 20050516（廠商提供） 構法類型 框組壁式 

案例名稱 台大鳳凰茶園家庭式套房 案例地點 南投縣鹿谷鄉 

調查時間 20050516（廠商提供） 構法類型 框組壁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