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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  日式木造建築主要構造概述 

 

一、日式木造建築屋架 

 

     日式木造建築屋架可分成和式屋架及西式屋架兩種形式： 

 

（一）和式屋架(日文：和小屋組)：日本傳統屋頂的構法，屋架並無斜撐桿件，所以穩

定性較差。構造上是在水平大料上豎立高低漸變的短木柱形成屋坡的斜度，因為

短木柱容易因側向力而傾倒，因此在木柱之間會釘斜向連繫材(斷面約 1.5 ㎝×

10.5 ㎝)而相鄰屋架之間設置剪力撐，防止整組屋架面外傾斜（圖附一.1）。 

 

（二）西式屋架(日文：洋小屋組)：日本受西方建築技術影響，以桁架觀念所組成屋架，

一般住宅採用正同柱屋架(King Post) 為主，而副同柱屋架(Queen Post) 通常使

用在跨度約10m 以上的木造禮堂建築。在構造上是以屋面板、桁條、人字大料、

正同柱、腰肢斜角撐、吊鞍(部分案例以鋼棒條代替)及水平大料等桿件組成，部

分桿件結點並有鐵件加強連接；而鄰接屋架之間除了設置剪刀撐以外，通常會在

正同柱下端兩側配置水平夾撐，加強整體屋架的穩定（圖附一.2）。 

 

  常見日式宿舍屋架及相關構件如圖附一.3所示，其中最重要的構件為大樑（小

屋樑）。樑端架設於前、後牆體上端之框架水平構件，通常該部位之結點除了榫接，

還會以魚尾螺栓增加該部位之穩定性。大樑之接續部位通常亦會選擇室內牆體框

架之立柱上端（與屋架大樑軸向垂直之敷樑即通過此處），以防該接續部位強度不

足致使屋架變形，一般日式宿舍屋架大樑結點即設置在「座敷」與「居間」之間

牆體位置，結點（小屋台持繼）上方之立柱所承載的屋面荷重及由此處直接傳遞

至基礎。 

 

  圖附一.4 以及圖附一.5 則是屋架大樑端部與接續榫接部位之施作程序。大樑

端部榫頭樣式預先施作後固定於立面牆體橫木，再依序安置椽條與戶面板等構

件，通常椽條會穿過屋架大樑上緣，但也有其他案例椽條未穿越屋架大樑；大樑

接續部位先後安裝「上木」與「下木」後，以立柱「小屋束」置於其上（圖附一.6）。 

 

二、日式木造建築牆體概述 

 

        日式木造建築除了廣間型的禮堂或辦公室以外，一般住宅之室內外牆，更是抵

抗水平地震力的主要構造。配合建築類型與風貌，傳統牆體的構造尚可區分成「大

壁造」與「真壁造」兩大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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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牆體採用「大壁造」之構法，主要有洋式住宅(官邸)及公共建築物(如車

站、出張所…等)。一般外牆之戶外側披覆雨淋板；裏側施作板條灰泥牆(日文：木

槢牆) (圖附一.7)；而室內分間牆則兩面皆施作板條灰泥牆。通常大壁造牆體的柱

樑構架不外露，屬於「隱柱式」。另外，木框架裏通常會安裝斜撐(日文：筋違)，

除了可以減小建築物的側向變形外，並可大幅提高牆體抵抗地震的能力(圖附

一.8)。 

 

       「真壁造」是在柱樑構架內採用編竹夾泥牆(日文：小舞壁)的構法，亦是台灣

現存日式木造建築最普遍的牆體構造。主要應用在民家住宅、宿舍與寺院等建築。

一般外牆做法是在編竹網的室內側塗抹土漿而室外側釘著雨淋板保護；而室內分間

牆則在編竹網的兩側皆塗抹土漿(日文：荒壁)，土壁厚度如果包括中塗層與表面上

塗層總厚度約 6 ㎝至 9 ㎝。因此垂直、水平的柱樑主構架(斷面 10.5 ㎝×10.5 ㎝

或 12.0 ㎝×12.0 ㎝) 皆外露，屬於「露柱式」的構造(圖附一.9)。 

 

三、編竹夾泥牆之構法、材料與配置方式 

 

   有關日式編竹夾泥牆之構法、材料與配置方式，在「日式編竹夾泥牆在水平返

覆加載下之結構行為及水平耐力評估研究」一文（陳嘉基著，成大博論）有詳盡之

說明： 

 

（一）材料與構法 

 

            日式編竹夾泥牆，除了作為外牆與室內隔間牆外，尚有一部份牆體是做為空

間界定以及填補門窗開口的上、下方，如袖壁、腰壁與垂壁等(圖附一.10)；這

些局部的牆體由於形狀過於瘦長或是構造特性，本身抵抗地震能力非常有限，但

是這些牆體的存在，可以幫忙將不同軸向的牆體或是個別單元牆體彼此連接，因

而提高整棟建築物的勁度與水平抵抗力。以下針對四周皆有柱樑框架圍束之編竹

夾泥牆，就其材料與構法說明如下： 

 

  日式編竹夾泥牆的構造，不論是文獻資料，或是台灣本土案例調查之結果

皆顯示，編竹夾泥牆的施作與工法會受到建築物的規模、樓層高度、重要度、使

用機能與造價影響；特別是就地取材與匠師傳承流派、習慣因素，每個地區局部

材料、工法不儘相同。但是主要材料與施工程序則是大同小異，主要工序有以下

7個步驟：1.兩柱之間貫穿水平貫木、2.組立粗竹片(日文：間渡し竹)骨架、3.

綁緊細竹片(日文：小舞竹)、4.塗抹黏土漿(預先備好土漿及拌合物並經養土階

段)、5.養護(以及另一面土漿施作)、6.中塗層打底抹平、7.上塗層灰泥表面粉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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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附一.1】和式屋架構法（和小屋組） 

 

【圖附一.2】西式屋架構法（洋小屋組） 

 

  

【圖附一.3】日式和小屋屋架形式與端部構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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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三                     步驟四 

【圖附一.4】屋架大樑端部榫接施作流程（圖片來源：「木造の繼手と仕口」） 

【圖附一.5】屋架大樑接續部位榫接施作流程（圖片來源：「木造の と繼手 仕口」） 

   

  
【圖附一.6】日式屋架大樑端部與屋架大樑接續部位（圖片來源：「 の と木造 繼手 仕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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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附一.7】日本早期近代建築牆壁構造（圖片來源：「西化的歷程-中日建築近代化

過程比較研究」） 

日式木造建築常見

之牆體構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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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附一.8】大壁造牆體—隱柱式（台南安平塩業出張所） 

  

【圖附一.9】含斜撐牆體（左）與真壁造牆體 

 

【圖附一.10】日式木造牆體各部位名稱(原始圖面：杉山英男，1996，改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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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貫木的設置 

 

     貫木斷面尺寸通常是10.5㎝×1.5㎝的厚木條，首先在柱子中心線上依貫木位

置，預先挖好槽孔；槽孔洞高約11.5cm-12.5 ㎝，除了方便貫木穿入外，並預留

楔木擊入的空間，使貫木與柱子之間能夠緊密結合，圖附一.11是一棟木地檻距離

上木樑約300㎝的木造建築：水平貫木由下而上依次稱為「接地貫木」(日文：地

貫)、「牆腰貫木」(日文：胴貫)、「門窗貫木」(日文：內法貫)、最上面是「天

花貫木」(日文：天井貫)。 

 

 接地貫木的的上緣須與木地板下端對齊，距離木地檻約45㎝至60㎝。根據調

查，台灣日式木造宿舍之牆體並無接地貫木的設置，由於勒腳牆抬高約45㎝，上

面置放的木地檻已接近木地板位置，所以地板格柵端部可與木地檻直接接合固

定；牆腰貫木則位於接地貫木與門窗貫木之間，距離約90 ㎝，亦有建築物放置兩

支牆腰貫木，彼此距離則縮小為60㎝；門窗貫木距離木地檻經常控制在175 ㎝至

180 ㎝之間，以做為窗楣或是門楣(鴨居)的基材，而天花貫木的高度一般會配合

天花板位置來決定，以方便天花板線腳飾板的固定。 

 

至於柱子與上樑、木地檻的結點，一般以平榫直角接合，一般的構法有（1）

方形短榫、（2）矩形短榫、（3）長榫穿插梢、（4）穿通榫槽縫擊入楔木等4 種

型式(圖附一.12)，較常見有（1） 與（3）兩種；而水平貫木與柱子槽口接合處，

除了空隙須擊入楔木緊密接合外，一般尚有下列4種構造形式：（1）貫木穿過柱

子、（2）貫木以 鬪鉤 榫與柱接合、（3）貫木蛇頭榫接合、（4）貫木鉤榫接合，

其中以1.貫木直接穿過柱子較常見。 

 

 至於兩立柱之間的編竹夾泥牆單元，寬度極少超過180㎝，假如牆寬在180㎝

以上者，一般調整構造系統會在牆中增加一根柱子，以免牆體剛性不足，中間增

加柱子後可視為兩道緊臨的獨立牆體。依據施工匠師說法，牆體單元若太長當貫

木超過180㎝時，牆體會太軟，編竹網容易凹陷，將無法使力塗抹土漿，而且牆

體完工後容易變形並影響美觀。而牆寬在90㎝至180㎝之間的編竹夾泥牆，若牆

體作為外牆使用，通常會配置豎向的角材(斷面約3.5㎝×3.5㎝或4.5㎝×4.5

㎝)，而角材距離一般在45㎝至75㎝之間，並做為雨淋板固定柱；假如是室內牆，

為了使加固木料不外露，一般採用和貫木同斷面的垂直厚木條(垂直貫木)安裝在

牆體中間，可提高框架的勁度並防止竹網凹陷。 

 

 另外，尚有少數案例在外牆角落之內部安裝斜撐桿件補強(央廣民雄分台二層

樓招待)，斜撐斷面尺寸與貫木相同，可以提高建築物垂直構面抵抗面內變形的

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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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編綁竹片 

 

           貫木設置完成後就是編竹網，依匠師使用竹材之經驗，台灣地區以桂竹與長

枝竹為主。編竹片按其尺寸分成粗竹片與細竹片兩種，粗竹片寬約3㎝ (直徑3㎝

竹子取對剖竹片；直徑3cm-4㎝則取4剖竹片)。根據文獻，日本傳統工法是採用直

徑較小約1.5cm-2.0㎝整根不剖切竹子(日文：間渡し竹) 做為粗竹片；而細竹片

則使用寬約1.0cm-2.0㎝的6剖或8剖竹片（圖附一.13）；施作順序是先組立粗竹

片縱橫骨架後，再利用粗竹片綁紮細竹片。編竹前先在柱子、上橫樑、木地檻或

地板樑等框架四周內緣，按粗竹片預定位置挖鑿深度約1.0㎝小凹洞，以便插入兩

端削尖的粗竹片；粗竹片垂直與水平的間距約在30㎝至40㎝之間，水平粗竹片放

樣位置與貫木接近時，可用水平貫木代替。縱橫兩向粗竹片，一定是凹面相對，

而凸面(表皮向外側，組立時在交叉點可用鐵絲或鐵釘假固定可防止錯位。 

 

 粗竹骨架排列完成後，即進行細竹片綁紮，間距大約5cm-7㎝安置一支細竹

片，網目的淨寬約在3㎝至5㎝之間，匠師表示網目大小，土漿不易填滿；假如網

目大於5㎝，則土漿容易垂流失敗。施作過程一般先綁紮垂直向細竹片後，再施

作水平向細竹片，日治時期皆使用黃麻捻繩綁紮，近日則以瓊麻繩索替代。繩索

在粗竹片上纏繞兩次以固定細竹片，但是經過粗竹片與粗竹片相交點以及粗竹片

與貫木相交點，繩索一定要交叉綁紮兩次，可增加編竹網的穩定，細竹片一樣是

凹面相對，凸面朝外。 

 

 根據觀察，垂直與水平竹片交錯部位以麻繩纏繞固定，且兩向竹片大多以光

滑的凸面朝外，這樣的做法可使兩向竹片產生四個接觸點（圖附一.14），麻繩纏

繞時產生的正向壓力可增加竹片間的摩擦力，且接觸點是由竹片內側銳利的邊緣

相互緊觸，綁紮過程具有較佳的穩定效果。而凸面朝內時，僅一個接觸點，且因

竹材以外側光滑面接觸，摩擦係數應遠小於內側面之接觸方式。除了接觸點的數

量與摩擦係數的差異之外，兩向竹片接觸點以凸面朝外時，纏繞固定用之稻草或

麻繩在轉折處的轉角呈鈍角，較不易斷裂。反之兩向竹片以凸面朝內時，稻草或

麻繩在轉折處呈銳角，受外力作用而摩擦斷裂的機率較高。 

 

3.塗抹土漿 

 

         土漿基本組成是黏土、稻草(裁剪成6cm-9㎝)及稻殼(亦稱粗糠)，建築物興建

時，原則上是在基地附近就地取材(稻田土)，匠師表示若是當地黏土含砂質太多，

有時會加入牛糞以增加黏稠性。至於澎湖地區因為不生產水稻，所以在勵志新村

宿舍土壁中未見稻草及稻穀的成份，發現土漿中拌入某種乾燥植物的葉脈與莖桿

(圖附一.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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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附一.11】貫及編竹網的構造(圖片來源：「日式編竹夾泥牆在水平反覆加載下之結構行

為及水平耐震力評估研究」)  

                   

 【圖附一.12】柱與上樑、木地檻結點以平榫接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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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附一.13】編竹夾泥牆構造及竹材尺寸 

       
【圖附一.14】編竹夾泥牆竹片交錯處做法比較（左為一般做法） 

5cm-6cm 

2cm 
3cm 

八剖竹片 

六剖竹片 

水平向竹片，寬度約 2cm。 

垂直向竹片，寬度約 2cm。 

水平向寬竹片，寬度 3cm，端部切削

成尖銳狀伸入立柱預留之凹槽。 

兩向竹片交錯處以麻繩纏繞固定。 

兩向竹片接觸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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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土漿成份的配比，各匠師說法不一，根據陳柏年建築師事務所修復鹿港

街役場街長宿舍編竹夾泥牆土壁成份檢測報告，土壁中無稻穀，而稻草成份約佔

乾燥土漿重量3.7%與4.2%。以室內隔間牆為例，在編竹網完成之後，先於單面塗

抹底塗土漿，俟該層土漿略乾具有初期強度後，再於另外一面塗抹同樣成份的土

漿，必須等土壁乾燥硬化後才可進行下一階段「中塗」與「上塗」的施作。至於

土壁的厚度，據調查台灣以6.5㎝至7.5㎝最多；但是日本文化廳之報告，日本重

要文化財中傳統土壁的厚度約在4.2㎝至6.0 ㎝之間。顯然日本之編竹夾泥牆使用

竹材尺寸比台灣小，對應在土壁厚度亦變得較薄。 

 

  另外，土壁乾燥後會產生收縮及微裂縫，所以中塗層具有抹平、打底的功能，

一般使用純土漿添加少量細砂與麻絨，施作時先把土壁表面溼潤後才可塗抹中

塗，厚度約1.0㎝左右；最後是上塗層，使用麻絨白灰加天然海菜膠(近日以人工

合成海菜粉代替)，做表面修飾粉光，厚度在0.3㎝左右。 

 

（二）牆體的配置 

 

          日本木造建築配置編竹夾泥牆的位置，概可分為建築物四周外牆、室內隔間

牆、櫥櫃(日文：押入)等三處，說明如下（表附一.1）： 

 

    1.四周外牆：做為外牆使用之編竹夾泥牆在戶外側皆披覆雨淋板，以防止天候對牆

體損害；由於外牆受到開口部門窗的影響，很少有大片且完整的牆體存在，一般

零星分布在建築物四周。其他案例調查時亦發現外牆之編竹夾泥牆在構造上可分

為兩種類型，一種是牆體內外側雙面皆有施作土壁，再釘上雨淋板保護；另一種

只在牆體室內側單面施作土壁，即披覆雨淋板，由現場之觀察與判斷，當時匠師

施工時，用抹刀大力壓入土漿穿過竹網，使土漿乾燥後成一土坨攀附在網目上，

可防止土壁的塌落。 

 

    2.室內隔間牆：由於木造宿舍考慮空間彈性使用，所以固定的隔間牆較少，一般配

置在入口玄關兩側，以及較重私密的臥室、浴廁等空間。此部位的編竹夾泥牆兩

面皆外露。所以牆體施作時是兩面抹土，而且表面皆有中、上塗層。由牆體受震

害的案例中亦觀察到，匠師施作內牆時，竹片選用尺寸、平整度與土壁厚度掌握

的精準度皆較佳。一般而言，外牆的竹片、土壁塗抹等皆不及室內牆的施工品質。 

 

    3.櫥櫃(押入)：宿舍內部空間考慮多用途使用，因此須要儲物櫃收藏棉被等寢具，

所以櫥櫃三面的牆體與木製層板組合成一個剛性較佳的構造單元，對於木造建築

抵抗水平外力的提升具有莫大助益，此部位牆體之構法與室內隔間牆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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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外牆表面之雨淋板，根據日人藤森照信所著之「日本近代建築」一書（黃

俊銘譯，97 年 1 月，五南圖書出版），日本殖民時期以後大量出現有別於日式傳統

木構造外牆雨淋板的西式雨淋板構造。如圖附一.16（左）所示為日式傳統木構造

建築之雨淋板做法，牆骨（隅柱與間柱等立柱）之間以編竹夾泥構造填封，內側表

面塗覆灰泥，外側覆蓋雨淋板（下見板），並於固定間距以內側裁切成鋸齒狀的壓

條固定雨淋板。圖附一.16（右）則是典型的美式雨淋板構造，與前者相較，主要

差異在於牆骨的樣式，前者牆骨表面平整，供雨淋板釘著其上，藉由上下板材相互

疊合形成具防水功能的鋸齒面；後者則是直接於牆骨外側裁切成鋸齒狀，供雨淋板

釘著其上形成鋸齒面，僅於牆體邊緣設置壓條（定規柱）增加雨淋板末端之穩定。 

在牆體轉角處，雨淋板分為凹角與凸角兩種接合部位，常以不同形式的鐵件包覆，

具有防水與增加固定效果兩種功能。而包覆鐵件則以鐵釘固定於雨淋板，樣式詳圖

附一.17。 

 

圖附一.18 至圖附一.21 為本研究團隊針對幾處不同日式木造牆體案例之測

繪，一般而言，日式木造牆體如設置斜撐構件，通常位在牆體框架對角線（圖附

一.18）；而在牆體開口部上下，窗檻或窗楣、門楣等橫向構件與牆體框架立柱形成

的框架內，也有在對角位置放置斜撐的案例（圖附一.19）。 

 

四、日式木造建築地板與基礎概述 

 

     根據「日式編竹夾泥牆在水平返覆加載下之結構行為及水平耐力評估研究」一

文（陳嘉基著，成大博士論文，96年7月），基礎除了支撐上部建築物的載重之外，

其形式、數量與配置亦須均勻分佈，不能超過土壤容許的承載力，以避免土壤不

均勻沉陷而導致基礎破壞。木造建築基礎有不抬高與抬高兩種構法，不抬高基礎

如車站、辦公室…等；而抬高基礎為了防潮與通風，一般應用在住宅、宿舍及招

待所。 

 

    而基礎形式又可分為連續基礎與獨立基礎：（一）連續基礎，依建築技術規則

稱為「勒腳牆」(日文：布基礎)，主要配置在建築物四周外牆底下，勒腳牆一般

為1B寬、高度約45㎝至60㎝(圖附一.22)，外側通常以水泥砂漿粉光，並設置通氣

孔；（二）獨立基礎主要支撐木地板樑，又分為「磚墩」與「短木柱」 (日文：

束木)兩種構造，磚墩基礎與連續基礎構造相類似，為磚塊與水泥砂漿所砌築，斷

面尺寸一般是1B×1B，下面為卵石級配加混凝土打底，磚墩頂面以水泥砂漿和地

板樑固定(圖附一.23)。短木柱基礎的功能與配置與磚墩相同，一般小型住宅較常

見，有12 ㎝×12 ㎝方木或直徑約12 ㎝的圓木，其穩定性不佳。地震時為了防止

傾倒，通常在短木柱之間會有斜向貫木，交叉連結拉繫，增加其穩定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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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一.1】編竹夾泥牆不同部位構法 

案例 剖面大樣圖 平面圖 

 

牆體雙面塗抹土漿外覆雨淋板 

(鹿港街役場街長宿舍) 

 

牆體單面塗抹土漿外覆雨淋板 

(麻豆總爺糖廠招待所) 

 

室內隔間牆雙面塗抹土漿 

註：天花板內只有單面施作 

(央廣民雄分台招待所) 

櫥櫃(押入)編竹夾泥牆 

(茶改場魚池分場場長宿舍) 

 

 

 

 

    

 

 

 

 

 

 

 

 

中塗與上塗
粉刷 

木地檻或地
板樑 

（室內牆雙面塗抹） 

中、上塗層柱 

雨淋板

泛水

中、上塗

單邊底塗

中、上塗層

（外牆單面塗抹） 

柱  雨淋板 

豎向
角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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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附一.15】澎湖勵志新村宿舍編竹夾泥牆與底塗、中塗、上塗層 

 

【圖附一.16】日本與歐美的雨淋板，左：日本的押緣雨淋版，右：美國（英國）雨淋

板（資料來源：「日本近代建築」） 

             凸角鐵件       凹角鐵件 

【圖附一.17】包覆雨淋板轉角部位之鐵件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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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附一.18】無開口部之抗震牆體整體構造（台北市齊東街日式宿舍群） 

作用相當於裙板之雨淋板 
（斷面 0.9cm×19cm） 

覆蓋於牆頂上緣外側之板條
灰泥構造（高度約 45cm） 

固定於牆骨與木柱外側面之
木板條 

板條灰泥構造下緣收邊木料
（下緣內側應刻有凹角固定
雨淋板） 

推測貫木位置 

編竹夾泥構造（使用八剖竹
片） 

端部固定於木柱之細竹支
（直徑 1cm 至 2cm） 

固定雨淋板之牆骨（斷面
4cm×4cm） 

斜撐板材（斷面 1cm×9cm，
斜率 1.67） 

撐托雨淋板之楔木（同時可
增加牆骨末端與檻木結點穩
定性，厚 2cm） 

檻木（斷面 10cm×1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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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附一.19】開口部下方之牆體構造與尺寸（台北市齊東街日式宿舍群） 

45cm 

45cm 

22.5cm

30cm 

20cm 

牆體框架角隅木柱（斷面 10cm×10cm） 

牆體內側灰泥 

竹編構造內側之八剖水平竹片（寬度
2cm，間距約 0.5cm，與垂直細竹支以
稻桿綁紮固定） 

牆骨（斷面 4cm×4cm） 

取代垂直向竹片之細竹支
（直徑 1.5cm-1.8cm） 

斜撐板材（斷面 1cm
×9cm，斜率 1/3） 

檻木上方之貫木
（斷面 1cm×9cm）

※磚造勒腳牆基礎為推測構造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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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附一.20】無開口部之抗震牆體整體構造（黃春城校長故居） 

45cm

45cm
26cm 

牆體框架立柱（斷面 10.5cm×10.5cm） 

牆骨（斷面不詳，推測應
為 4.5cm×4.5cm） 

雨淋板（斷面 26cm×0.7cm×180cm，以等距
之三支鐵釘固定於立柱或牆骨） 

貫木（推測位置，斷面不
詳） 

牆骨下端應切有凹角以設
置裙板 

牆體內側編竹夾泥構造 

裙板（厚度 1.5cm，寬度推
測為 6cm，突出檻木 3.5cm） 

檻木（斷面 10.5cm×10.5cm） 

裙板上方之雨淋板為垂直面 

  45cm 
（7 皮磚） 

磚造勒角牆（厚度 1/2B，基礎為推測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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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附一.21】林之助畫室編竹夾泥牆推測構造示意圖 

45cm 

10.5cm 

框架立柱挖鑿方孔供貫木穿入

貫木（推測斷面 1.2cm×10.5cm）

框架立柱兩側刻凹

槽供橫木伸入固定 

裙板刻凹槽深入框架立柱及牆

骨 2.5cm（裙板厚度 1.5cm） 

兩軸向竹片交疊處與牆骨

內側面位置相同 

21cm 

承載架高地板重量之

橫木 

木地檻（未直接承載架

高地板重量） 

雨淋板交疊1.5cm

（t-0.9cm） 

橫木刻凹槽嵌入牆骨 

雨淋板壓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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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日式宿舍室內除了玄關、走道、廚房與衛浴地板因使用性質未架高之外， 

起居空間（「座敷」與「居間」）與緣側則架高約 60cm（勒腳牆及束木高度 45cm，

大引直徑約 10cm，根太斷面為 5cm×5cm）。整個架高地板範圍邊緣以磚造勒腳牆

圍封，為排除圍封範圍之潮氣，會在勒腳牆開設通氣孔（圖附一.24），有些案例

中通氣孔四周設置木質方框，內外側分別以鐵絲網及三根木條防止動物侵入，其

中木條因考量防水及耐久性，放置時呈百葉狀傾斜 45∘洩水。 

 

      勒腳牆以外，架高地板主要由直徑約10cm或10.5cm見方斷面之束木支撐地板

載重，束木底部置放於突出地面之基座以防束木底部受潮腐朽（圖附一.25）。束

木上方支承之大引，大引間距約90cm。大引上方承載間距45cm之根太（軸向與大

引垂直），最後再鋪設寬度約18cm，厚度約1.2cm，長度約135cm之床板。鋪設時相

鄰之兩床板接縫交錯（與砌磚之「破縫」相同），避免接縫集中於同一位置形成構

造的弱點。圖附一.26為其他文獻所載之日式建築基礎構造。 

 
    圖附一.27至圖附一.29為彰化縣歷史建築二林公學校校長宿舍磚造勒腳牆

構造，勒腳牆增加為1B厚，木地檻位置也有所調整，經量測木地檻軸心位於勒腳

牆軸心內側2cm（亦即距離勒腳牆內外側各約為3cm與7cm），也因此可得知固定木

地檻之預埋螺栓應設置在勒腳牆內層磚塊之豎縫位置。另外，木地檻採用U型與L

型兩種形式之鐵件加固，前者用於增加木柱與木地檻節點的穩定性，後者則以內

外兩側不同長度之L型鐵件輔以螺栓固定，使兩軸向檻木於轉折點之穩定性得以提

升。整體而言，此案例之基礎構造樣式相當豐富，具代表性及研究價值。圖附一.30

與圖附一.31則是台中市歷史建築林之助畫室磚造勒腳牆構造與架高地板。 

 

  
【圖附一.22】勒腳牆基礎(原圖來源：飯塚五郎藏，1990) 【圖附一.23】磚墩基礎         

1B×1B 磚墩

1.5B×1.5B 放腳

2B×2B 放腳

兩皮磚

PC打底 

土台（木地檻）

錨定螺栓 

PC打底 

鋪卵石 

（單位：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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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附一.24】勒腳牆通氣孔木格柵與水泥製格柵 

 
【圖附一.25】常見日式宿舍地板與基礎構造 

 

【圖附一.26】日式建築基礎構造（圖片來源：「南投縣歷史建築行政院農業委員會茶葉改良

場魚池分場日式建築修復再利用調查研究報告書」） 

磚造勒腳牆（厚度 1/2B）

地板樑（大引，直徑 12cm）

地板格柵（根太，斷面 4.5cm
×4.5cm） 

束木（直徑 12cm） 

束木基座（TR 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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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附一.27】二林公學校教職員宿舍牆體構造形式與尺寸 

19cm（t=0.6cm） 

牆骨（斷面 4.5cm×4.5cm）

45cm 

1.5cm 
4.5cm 

4.5cm 

牆體框架木柱（斷面

10.5cm×10.5cm） 

雨淋板重疊 1cm 

貫木（位置不

詳） 

裙板（斷面 1.5cm×9cm） 

編竹夾泥構造 

雨淋板壓條（寬度 3cm，

厚度 2.5cm 至 3.5cm）

牆骨下端外側切有凹

槽固定裙板 

用以增加木柱與檻木結點穩定

性之 U型鐵件（寬度 4cm，厚

度 0.5cm，長度不詳） 

木地檻（斷面 10.5cm×10.5 

cm，外側上緣切斜角固定裙

板） 

木地檻底面切凹角放置 U型鐵

件 

24cm（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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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附一.28】二林公學校教職員宿舍牆體轉角部位構造形式與尺寸

編竹夾泥構造 牆骨（斷面 4.5cm×

4.5cm） 

雨淋板壓條 牆體轉角雨淋板壓條（僅部

分斷面刻有鋸齒狀凹槽） 

牆體框架木柱 

內側 L型固定鐵件（t=0.5cm，

w=4cm，l=15.5cm） 

螺栓（ψ＝1.2cm） 

外側 L型固定鐵件（t=0.5cm，

w=4cm，l=27cm） 

27cm 

L 型鐵件轉角 r＝1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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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附一.29】二林公學校教職員宿舍勒腳牆構造 

編竹夾泥牆底部方木（斷面 6cm×6cm） 

牆骨（斷面 6cm×6cm） 

編竹夾泥牆 

裙板（斷面

1.5cm×9cm） 

4.5cm5cm 

35cm（磚厚 5.5cm） 

47cm

15cm

企口木地板 

半圓斷面根太

木地檻（斷面

10.5cm×10.5cm）

木地檻軸心位於勒

腳牆牆心內側 2cm 

17cm 

企口木地板 

編竹夾泥牆底部方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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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附一.30】林之助畫室架高地板構造示意圖 

地板格柵（根太，緊貼牆體框架

橫木） 

牆體框架橫木（10.5cm×18cm，於

短柱上方留設凹榫） 

短柱（將牆體框架橫木承

載之樓板重量傳遞至木

地檻） 

雨淋板 

裙板 

木地檻 

架高木地板

架高地板樑（上緣

切平面增加與地板

格柵之接觸面） 

編竹夾泥牆

地板格柵 

楔木（增加地板樑側向穩定性） 

磚墩（8皮磚厚） 

地坪以下為推測構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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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附一.31】林之助畫室勒腳牆測繪記錄及推測構造 

10.5cm 

12cm 
25cm（4 皮磚）

10cm-20cm 

敷居（末端以榫頭

伸入通柱）  

勒腳牆內側水泥

砂漿粉刷  

牆體框架立柱（通柱）

裙板（於通柱部位刻

凹槽）  

勒腳牆外側上緣斜抹

水泥砂漿 

勒腳牆與木地檻中心軸

略有偏差（約 7.5mm） 

0.5B 順砌勒腳牆（推測

埋入地面 2皮以上）  

勒腳牆1B放腳構造（推

測 2皮以上）   

勒腳牆底部混凝土層

（寬度應與放腳構造相

當，厚度 10cm-20cm）  

木地檻內側切齊

勒腳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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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  日治時期西式桁架類型與跨度討論 

 
一、西式桁架類型 

 
        國內日治時期西式桁架形式，通常以正同柱式桁架（King post truss）、芬克

式桁架（Fink truss）以及偶柱式桁架（Queen post truss）三種類型為主，其中

正同柱式屋架的組構概念是以吊鞍與腰枝斜角橕等構件將整個屋架組構成一穩定

的三角形單元；偶柱式桁架則可視為由三個穩定的三角形單元所形成，並由左右兩

三角形單元之間的水平抗拉構件聯繫；而芬克式桁架，則是由兩對稱的穩定三角形

單元組合而成，亦由兩三角形單元之間的水平抗拉構件聯繫（圖附二.1）。另外在

台中市警察局第一分局禮堂屋架之案例中，此屋架之組構概念可視為由位於中央之

構成屋架主要穩定三角形單元、以及兩側傳遞屋架載重並擴大屋架跨度穩定單元兩

部分組成；亦可將屋架視為由鋼構件組成相同斷面之倒 V形桁架樑，中間再以拉力

桿件增加桁架樑下緣之抗拉能力（圖附二.2）。 

 

 

 

。 

 

 

【圖附二.1】正同柱式桁架、偶柱式桁架與芬克式桁架組構概念示意圖 

7.8m 

19.2m

國定古蹟台灣總督府交通局鐵道部工務室屋架 

彰化縣歷史建築二林
國小禮堂屋架 

穩定三角形單元

穩定三角形單元

拉力桿件 

23.5m 

彰化縣歷史建築溪湖
國小禮堂屋架 

穩定三角形單元 

拉力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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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附二.2】台中市警察局第一分局禮堂屋架組構概念示意圖 

 
         上述日治時期常見的廣間型屋架形式中，正同柱式與偶柱式桁架多以木料做

為桿件材料，芬克式桁架多用角鋼組合而成的桿件，本研究團隊在文化資產總管

理處籌備處借閱的案例資料中，則有木構芬克式桁架的案例以及類似形式的屋架

（台中酒廠倉庫）。他較特殊之形式有原台南日軍步兵第二聯隊營舍（成功大學

歷史系館）之鋼構華倫式桁架（Warren truss）、田中倉庫屋架則為木構比利時

式桁架（Belgian truss）以及台中市警察局第一分局禮堂鋼構屋架。至於新東

國小木造辦公室之桁架則是常見之正同柱式桁架。根據本研究團隊近年來之觀

察，國內日治時期廣間型建築的屋架，最常見的形式有正同柱式桁架、偶柱式桁

架以及芬克式桁架三種，至於這三種屋架形式的使用狀況，與廣間型建築的面闊

方向尺度（即屋架的跨度）有明顯的關係。 

構成屋架之主要穩定

三角形單元 

傳遞屋架載重並擴大

屋架跨度之穩定單元 

由鋼架組構而成之

桁架樑 

增加桁架樑下緣抗

拉力之拉力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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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跨度較小的空間（例如：教室、台糖或台鐵倉庫等跨度約在 10m

以下的空間），多採用木構正同柱式屋架。若跨度大於 10m 以上者，例如學校禮

堂、產業工廠或大跨度倉庫，則採偶柱式桁架與芬克式架。這種現象應該與三種

屋架組構方式的概念有關。正同柱式屋架的組構概念，應是以吊鞍與腰枝斜角橕

等構件，將整個屋架組構成一穩定的三角形單元。偶柱式桁架，則可視為由三個

穩定的三角形單元所形成。至於芬克式桁架，則是由兩對稱的穩定三角形單元組

合而成（圖附二.1）。在這樣的概念下，正同柱式桁架對於建築空間的跨度的適

應性自然受到 較大的限制，因為空間跨度增大，必須增加整個三角形單元的穩

定度，勢必整體性地增加構件數量以及結點數量，也會產生材料使用較不經濟、

以及組裝施工較耗費人工等問題。此外，在構件的受力問題方面，整體三角形構

架增加尺度後，如未同時增加構件的斷面尺寸，構件可能承受過大的力量而損

壞，以腰枝斜角撐而言，即可能因承受過大的軸壓力而挫屈。 

 

          相較之下，偶柱式桁架與芬克式桁架係由尺度較小的穩定三角形單元構成，

並以拉力桿件拉繫，面對空間跨度增加時，穩定三角形單元可在桿件容許的受力

範圍內增加長度，或小規模地增加構件數量，並調整拉力桿件的長度即可，毋須

如正同柱式屋架般整體增加構件數量以維持整體屋架的穩定性，因此較無材料使

用的經濟性以及施工較為不便等問題。另外，偶住式桁架構成的屋面有一特點，

即屋面坡度較其他屋架略大。依據上述說明，可大致推斷日治時期廣間型建築跨

度在 10m 以上時，採用偶柱式桁架式或芬克式桁架的理由。至於大跨度（跨度>10m）

廣間型建築的屋架形式，根據本研究團隊彙整之相關資料顯示，在日治時期早期

鋼筋混凝土技術尚未全面普及發展時，磚木構造的廣間型建築，多採用木構造偶

柱式桁架，例如麻豆總爺糖廠主辦公室等，二林國小禮堂與嘉義竹材加工場則為

純木構造。大約到了日治時期後半期左右，鋼構造與混凝土技術較為純熟之後，

所興建的大跨度廣間型建築，屋架則多為芬克式桁架，例如溪湖國小禮堂、清水

國小禮堂、彰化中山堂等案例。比較鋼構的芬克式桁架以及木構偶柱式桁架，兩

者仍以芬克式桁架較能適用跨度更大（約 15m 以上），原因與正同柱式桁架不利

於大跨度廣間型建築相同（經濟性與施工性）。此外，材料強度的差異，也是鋼

構芬克式桁架較木構偶柱式桁架更具大跨度適用性之重要因素。 

 

如表附二.1 所示，以興建年代排序的 26 棟建築中，採用正同柱式桁架者計

有「台灣總督府鐵道部工務室」、「台中酒廠二號倉庫」、「太平買菸廠」、「菁寮國

小辦公室」、「北港水道唧筒室」、「溪湖庄役場（二）」以及本案「新東國小木造

辦公室」七例，其中有六例跨度在 7.8m 至 11m 之間，北港水道唧筒室則使正同

柱式桁架最小跨度降至 7m。採用偶柱式桁架者計有「南投武德殿」、「台灣總督府

專賣局樟腦工廠」、「麻豆總爺糖廠紅樓」與「溪湖庄役場（一）」等八例，跨度

最小者為「台灣總督府專賣局樟腦工廠」，僅 9m，最大者為「二林國小禮堂」，達

19.2m，其他四例跨度在 11.2m 至 19m 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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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克式桁架者則有「彰化武德殿」、「彰化中山堂」、「嘉義市農試所辦公室」

等七例，跨度最小者為「嘉義市農試所辦公室」，僅 11m，最大者為「溪湖國小禮

堂」，達 23.5m，也是 24 個案例中跨度最大者。特別的是「臺中酒廠禮堂與餐廳」

屋架同時有木造芬克式桁架與偶柱式桁架兩種形式，而「台中酒廠八號倉庫」的

屋架採用類似芬克式桁架原理組構，但桿件的設置形式顯異於芬克式桁架。「原

日軍台灣步兵第二聯隊營舍」則是採華倫式桁架，跨度達 14.6m，也是 26 個案例

中最早使用鋼構屋架者。經由上述比較，可發現跨度較大的廣間型建築多採用芬

克式桁架，偶柱式桁架次之，正同柱式桁架則用於跨度較小之空間。 

 

二、西式桁架比較 

 

          根據表附二.1，在牆體構造方面，正同柱式桁架用於日式木造牆體（例如台

灣總督府交通局鐵道部工務室）與磚造牆體（例如台中酒廠二號倉庫），尚無用

於鐵筋混凝土構造，北港水道唧筒室情形特殊，桁架架設於磚造建築之鋼筋混凝

土屋頂板上。 

 

 偶柱式桁架則用於磚造牆體（例如南投武德殿）以及含扶壁之西式木骨造牆

體（嘉義竹材加工廠以及菁寮國小禮堂），亦未見用於鐵筋混凝土構造，但與正

同柱式桁架用於日式木造牆體相較，含扶壁之西式木骨造牆體，顯然係為配合偶

柱式桁架較大跨度產生外推力所設置。 

 

         而芬克式桁架則用於磚造牆體以及含鐵筋混凝土構造之牆體。至於「原日

軍台灣步兵第二聯隊營舍」採用之華倫式桁架，則是架設於磚造牆體之上。溪湖

庄役場建於日治昭和時期之偶住式桁架所架設之牆體是典型磚造牆體（頂部設有

圈樑），建於光復後之正同柱式屋架則與台中酒廠八號倉庫以及溪湖國小禮堂均

架設於加強磚造牆體。而台中市警察局第一分局禮堂屋架牆體原為純磚造承重

牆，後期增設鋼筋混凝土造之扶壁柱。藉由不同類型桁架採用的牆體構造比較，

可大致了解含鐵筋混凝土構造之牆體適用於大跨度桁架，含扶壁之西式木骨造同

樣可用於大跨度之桁架，磚造牆體則可藉由牆體厚度的控制，用於各種不同跨度

之桁架。  

 

           至於表附二.2 則是列出上述 25 個案例之屋架高度、屋面坡度、桿件數量與

節點數、桿件總長度等項目，並與屋架跨度加以比較，以了解三種主要屋架各項

特徵與跨度之關係。 

 

（一）屋面坡度與屋架跨度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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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附二.3-1 為 26 個案例屋面坡度與屋架跨度的關係，可發現屋面坡度與屋

架跨度之間並無明顯的關連性，不管屋架跨度由 10m 以下增加至 20m 以上，屋面

坡度大致分布在 25∘到 30∘之間左右。25 個案例中，屋面坡度最大的是彰化武

德殿的 39.8∘（芬克式桁架，跨度 12.5m），其次則是二林國小禮堂的 32.0∘（偶

柱式桁架，跨度 19.2m）；最小的則是台中酒廠八號倉庫的 22.6∘（類分克式桁架，

跨度 17.8m）。本案新東國小木造辦公室屋架屋面坡度 29.6∘，略高於平均值。 

 

          再將三種主要類型屋架分開討論，如圖附二.3-2 所示為七個採用正同柱式桁

架之案例的屋面坡度，由橫軸可明顯看出七個案例分布在圖的左邊，顯示正同柱

式桁架的跨度有一定的限制。至於屋面坡度，北港水道唧筒室之外的四例集中在

26.8∘（菁寮國小辦公室）與 28.6∘（太平買菸廠）間，上下範圍僅 1.8∘。計

入北港水道唧筒室溪湖庄役場（二）與本案之桁架後，屋面坡度範圍擴大為 24.7

∘至 29.7∘，範圍增為 3∘。另外兩例台灣總督府交通局鐵道部工務室與台中酒

廠二號倉庫之屋面坡度均約為 27∘。圖附二.3-3 為八個偶柱式桁架案例之屋面坡

度，橫軸顯示該類屋架跨度分佈較廣，縱軸也顯示屋面坡度分佈遠較正同柱式桁

架為廣，坡度最大的案例是二林國小禮堂的 32.0∘，最小的是台灣總督府專賣局

台北樟腦工廠，屋面坡度為 27.1∘，上下範圍有 4.9∘。 

 

          圖附二.3-4 為七個芬克式桁架案例之屋面坡度，橫軸分布範圍與偶柱式屋架

相當，但位置略偏右，顯示芬克式桁架適用之跨度略大。至於屋面坡度分佈亦較

偶柱式屋架為廣，最大的案例是彰化武德殿的 39.8∘，最小的有溪湖國小禮堂與

台中酒廠禮堂與餐廳（一）兩例，屋面坡度均為 25.1∘，上下範圍達 14.7∘。惟

除了彰化武德殿之屋面坡度超過 30∘外，其他六個案例的屋面坡度都在 30∘至

25∘之間。 

 

（二）屋架桿件數量與屋架跨度之關係 

 

           圖附二.4-1 則是 26 個案例屋架桿件數量與屋架跨度的關係，整體而言可發

現兩者有明顯的正相關，隨著屋架跨度的增加，桿件數量也增加。26 個案例中，

屋架桿件數量最多的是溪湖國小禮堂的 28 支（芬克式桁架，跨度 23.5m），其次

則是原台中州農會田中倉庫的 24 支（比利時式桁架，跨度 18.2m）；在加入北港

水道唧筒是之前最少的則是台灣總督府交通局鐵道部工務室與本案等六個架案

例，桿件數量均為 13 支（溪湖庄役場（二）之正同柱式桁架桿件數量即與這些

案例相同），加入後桿件數量最少則成為 9 支。上述七個案例中除了台灣總督府

專賣局台北樟腦工廠為偶柱式桁架，另六個案例均採用正同柱式桁架。這也顯示

正同柱式桁架受限於跨度大小，連帶反應在桿件數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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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樣將三種主要類型屋架分別比較，圖附二.4-2 為七個採用正同柱式桁架之

案例。計入北港水道唧筒室前，屋架跨度從台灣總督府交通局鐵道部工務室的

7.8m 至太平買菸廠的 11m，桿件數量均為 13 支。若單就該類型屋架觀之，跨度

與桿件數量並無明顯關係，但由於此類型屋架的分布對所有的案例而言相當集

中，因此並未影響整體正相關得特性。需注意的是，太平買菸廠用以增加屋架兩

端與牆體之間穩定性之斜撐桿件未計入桿件數量，但實際上對增加屋架跨度有幫

助，因此對正同柱式屋架而言，桿件數量也有隨跨度增加而增加的性質。至於加

入北港水道唧筒室後，由於跨度與桿件數量均降低，使七個案例的跨度與桿件數

量之間開始出現正相關的關係，惟所調查的正同柱式桁架案例跨度集中，此一關

係尚不甚清晰。 

 

          圖附二.4-3 為偶柱式桁架案例之桿件數量，最多的案例是二林國小禮堂與嘉

義竹材加工場的 23 支，最少的是台灣總督府專賣局台北樟腦工廠，僅有 13 支，

上下範圍達 10 支。由於八個案例屋架跨度分佈範圍大，由圖附二.4-3 即可看出

屋架跨度大小與桿件數量多寡有明顯的正比關係。至於圖附二.4-4 七個芬克式桁

架案例中，有五個案例桿件數量均為 20 支，而跨度分佈則從 11m 至 18.3m，顯示

芬克式桁架之桿件數量與跨度並無明顯關係。然而台中酒廠禮堂與餐廳（一）之

木製芬克式桁架（跨度 15.8m，桿件數量 17 支）以及溪湖國小禮堂（跨度 23.5m，

桿件數量 28 支）加入後，即讓桿件數量與跨度大致呈現正比關係。 

 

（三）屋架桿件總長度與屋架跨度之關係 

 

           圖附二.5-1 為 26 個案例屋架桿件總長度與屋架跨度的關係，可發現兩者比

屋架桿件數量與屋架跨度之關係有更明顯的正比關係，桿件總長度大致為跨度的

4 倍。26 個案例中，屋架桿件總長度最長的是溪湖國小禮堂的 98.2m（芬克式桁

架，跨度 23.5m），其次則是二林國小禮堂的 83.2m（偶柱式桁架，跨度 19.2m）；

最短的原是台灣總督府交通局鐵道部工務室，桿件總長度為 27.5m（正同柱式桁

架，跨度 7.8m），計入北港水道唧筒室後，該案例即成為桿件總長度最短者，僅

22m（正同柱式桁架，跨度 7m）。北斗中正堂屋架行室特殊，但總長度 62,6m，為

跨度之 3.75 倍，與平均值接近。 

 

             而七個正同柱式桁架的案例（圖附二.5-2），屋架桿件總長度與屋架跨度之

關係幾呈直線，桿件總長度大致為跨度的 3.5 倍（台灣總督府交通局鐵道部工務

室桿件總長度為 3.53 倍，台中酒廠二號倉庫為 3.57 倍，太平買菸廠為 3.55 倍，

菁寮國小辦公室為 3.51 倍），略低於整體比例，惟北港水道唧筒室的倍率為

3.14，與前四例略有差距，溪湖庄役場（二）之倍率為 3.25，也較前四例略低；

本案桿件總長度大致為跨度的 3.71 倍，則高於整體平均。而正同柱式屋架桿件

總長度最長的案例，計入本案（40.4m）後即超越太平買菸廠的 39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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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柱式桁架的八個案例中（圖附二.5-3），桿件總長度與跨度之比值最大的

是二林國小禮堂的 4.33，其次為嘉義竹材加工場的 4.26；最小的則是南投武德

殿的 3.46，其他四個案例分別是：台灣總督府專賣局台北樟腦工廠為 3.50，麻

豆總爺糖廠紅樓為 3.57，台中酒廠禮堂與餐廳（二）為 3.97，菁寮國小禮堂為

3.81，平均值在 3.7 上下。溪湖庄役場（二）桿件總長度與跨度之比值恰為 4。

屋架總長度方面，最長的是二林國小禮堂的 83.2m，最短則是台灣總督府專賣局

台北樟腦工廠的 31.5m。值得注意的是，本案北斗中正堂屋架採用的是鋼構件，

且形式相當特殊，但是桿件總長度與跨度之比值，與上述多以木構件組構而成之

偶柱式桁架最為接近。 

 

由圖附二.5-4 顯示，芬克式桁架案例的屋架總長度與跨度之比值，最大的

是彰化武德殿（4.42），其次為清水國小禮堂（4.29），最小為彰化中山堂（3.76）。

其他案例(溪湖國小禮堂為 4.18，台中酒廠禮堂與餐廳（一）為 3.78，嘉義市農

試所辦公室為 3.93，旗山國小禮堂為 3.94)之比值約為 3.9。屋架桿件總長度最

長的則是前述溪湖國小禮堂，最短則是嘉義市農試所辦公室的 43.2m。 

 

綜上所述，三種類型桁架桿件總長度與跨度的比值大致為 4，然而彼此間仍

有些許差異。三種類型中以芬克式桁架的比值較高，平均略高於 4；其次為偶柱

式桁架，約為 3.9；正同柱式桁架比值最低，約為 3.5。 

 

（四）屋架桿件節點數與屋架跨度之關係 

 

           穩定的桁架通常必須由桿件構成三角形穩定單元，桁架節點數與桿件數有

一特定的關係（桿件數＋反作用力≧2×節點），因此圖附二.6-1 至圖附二.6-4

所示之屋架桿件節點數與屋架跨度之間的關係，與圖附二.4-1 至圖附二.4-4 屋

架桿件數與屋架跨度之間的關係十分相近。計入北港水道唧筒室之前，圖附

二.6-2 顯示原五個正同柱式桁架不論跨度大小，節點數均為 12 個，無法看出桿

件節點數與跨度的關係。加入後，跨度與節點數均小的北港水道唧筒室即讓兩者

開始略微呈現正相關的關係。圖附二.6-3 則顯示偶柱式桁架節點數隨跨度增加

而穩定增加，有明顯的正相關。 

 

  在圖附二.6-4 中，七個芬克式桁架案例中有五個案例節點數均為 16 個，而

跨度卻由 11m 至 18.3m，也顯示芬克式桁架之節點數量和桿件數量一樣，並未與

跨度有明顯關係。台中酒廠禮堂與餐廳（一）節點數為 15 個，也大致落在前述

五個案例連結而成的趨勢線上。至於溪湖國小禮堂，跨度已高達 23.5m，屋架節

點數也增加到 24 個。北斗中正堂屋架桿件數與各案例相較偏高，但桿件節點數

大致落在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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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屋架桿件節點數與屋架總長度之關係 

 

          圖附二.7-1 至圖附二.7-4 為屋架桿件節點數與屋架總長度之關係，由圖附

二.7-1 可看出整體而言兩者略呈正相關，但正同柱式屋架七個案例中有六個案例

之桿件節點均同，僅北港水道唧筒室之屋架總長度與節點數均較另四例為低，因

此圖附二.7-2 顯示兩者的關連性較低。 

 

而圖附二.7-3 可看出偶柱式桁架之桿件節點與桿件總長有明顯的線性關係。

圖附二.7-4 與圖附二.7-2 情況相近，可知芬克式桁架桿件節點數同樣與屋架總長

度無明顯關係。至於北斗中正堂之屋架桿件節點數與屋架總長度之關係，根據圖

附二.7-3 所示，相較之下明顯接近偶柱式桁架屋架桿件節點數與屋架總長度之關

係。 

 

（六）小結 

 

    經由上述三種主要廣間型桁架的各種性質之比較，可大致整理出以下結論： 

 

        1.屋面坡度與屋架跨度之間並無明顯的關連性，屋面坡度不會隨屋架跨度的增

加而增減，成一定值，大致分布在 25∘到 30∘之間。 

        2.其中正同柱式桁架之屋面坡度範圍較集中，數值亦較小，約在 28∘左右。偶

柱式桁架屋面坡度與範圍均較正同柱式為大，平均坡度接近於 30∘。芬克

式桁架大部份案例的屋面坡度平均值相較於前兩種桁架偏低，約 27∘，但

屋面坡度最大值也由芬克式桁架所構成，顯示鋼構屋架相對於木構屋架而言

有較大的彈性。 

        3.屋架桿件總長度與屋架跨度有密切的正比關係，大體而言屋架桿件總長度約

為跨度的 4 倍。三種桁架中，芬克式桁架的倍率最高，平均略高於 4，其次

為偶柱式桁架，約為 3.9。正同柱式桁架比值最低，約為 3.5。 

4.屋架的桿件數量、節點數量會隨屋架跨度與桿件總長度增加而增加，大致成

正比關係。 

 

          本案新東國小木造辦公室屋架形式為標準的正同柱式桁架，不論是屋架桿件

總長度與屋架跨度之關係、桿件數量以及節點與屋架跨度之關係，均與其他各案

例有明顯而類似的相關性。如僅與其他六個正同柱式桁架案例相較，本案屋架各

項數據與太平買菸廠較為接近，屋面坡度同樣較其他案例平均值略高，跨度僅相

差 0.1m，桿件總長度亦僅相差 1.4m，桿件數量與節點數均相同。而此案例也是

目前為止本研究團隊調查的正同柱式桁架案例中，桿件長度最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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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二.1】廣間型建築屋架形式比較表（一）  

編號 名    稱 種類 興建年代 屋架種類 

1 南投武德殿 歷史建築 1903（明治 36） 偶柱式 

2 台灣總督府專賣局台北樟腦工廠 國定古蹟 1909（明治 42） 偶柱式 

3 原日軍台灣步兵第二聯隊營舍 國定古蹟 1911（明治 44） 華倫式 

4 麻豆總爺糖廠紅樓 國定古蹟 1911（明治 44） 偶柱式 

5 嘉義竹材加工場 歷史建築 1914（大正 3） 偶柱式 

6 彰化武德殿 歷史建築 1930（昭和 5） 芬克式 

7 北港水道唧筒室 歷史建築 1930（昭和 5） 正同柱式 

8 彰化中山堂 歷史建築 1933（昭和 8） 芬克式 

9 旗山國小禮堂 縣定古蹟 1934（昭和 9） 芬克式 

10 台灣總督府交通局鐵道部工務室 國定古蹟 1934（昭和 9）至 1942

（昭和 17） 

正同柱式 

11 嘉義市農試所辦公室 歷史建築 1935（昭和 10） 芬克式 

12 清水國小禮堂 縣定古蹟 1935（昭和 10） 芬克式 

13 溪湖庄役場（一） 歷史建築 1935（昭和 10） 偶柱式 

14 二林國小禮堂 歷史建築 1938（昭和 13） 偶柱式 

15 台中酒廠二號倉庫 無 1938（昭和 13） 正同柱式 

16 台中酒廠八號倉庫 無 1939（昭和 14） 類芬克式 

17 溪湖國小禮堂 歷史建築 1939（昭和 14） 芬克式 

18 原台中州農會田中倉庫 歷史建築 1939 後（昭和 14 後） 比利時式 

19 台中酒廠禮堂與餐廳（一） 無 1941（昭和 16） 芬克式 

20 台中酒廠禮堂與餐廳（二） 無 1941（昭和 16） 偶柱式 

21 菁寮國小禮堂 歷史建築 1951（民 40） 偶柱式 

22 太平買菸廠 無 1954（民 43） 正同柱式 

23 台中市警察局第一分局禮堂 歷史建築 1955（民 44） 其他 

24 菁寮國小辦公室 歷史建築 1956（民 45） 正同柱式 

25 溪湖庄役場（二） 歷史建築 （無資料） 正同柱式 

26 北斗中正堂 歷史建築 1960（民 49） 弓形 

27 安溪國小辦公室 歷史建築 1952（民 41） 正同柱式 

28 安溪國小禮堂 歷史建築 1953（民 42） 偶柱式 

29 新東國小木造辦公室 歷史建築 1958（民 47） 正同柱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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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二.2】廣間型建築屋架形式比較表（二）  

編

號 
名    稱 

屋架 

跨度 

屋架 

間距 

屋架

材料
屋頂材料 牆體構造 

1 南投武德殿 12.5m 2.0m 木 水泥瓦（文化瓦樣式） 磚 

2 台灣總督府專賣局台北樟腦工廠 9.0m 2.4m 木 文化瓦 石 

3 原日軍台灣步兵第二聯隊營舍 14.6m 3.6m 角鋼 水泥瓦 磚 

4 麻豆總爺糖廠紅樓 11.2m 2.7m 木 水泥瓦 磚 

5 嘉義竹材加工場 19.0m 3.6m 木 （現為石棉浪板） 西式木骨造 

6 彰化武德殿 12.5m 2.6m、

1.8m 

角鋼 水泥瓦（文化瓦樣式） 磚 

7 北港水道唧筒室 7.0m 3.2m 木 文化瓦（水泥瓦樣式） 磚（屋架置於

RC 屋頂） 

8 彰化中山堂 16.5m 4.5m 角鋼 水泥瓦（文化瓦樣式） 磚 

9 旗山國小禮堂 15.6m 3.0m 角鋼 （現為烤漆浪板） 磚 

10 台灣總督府交通局鐵道部工務室 7.8m 1.8m 木 （現為烤漆浪板） 日式木造 

11 嘉義市農試所辦公室 11.0m 2.7m 角鋼 文化瓦 鐵筋混凝土 

12 清水國小禮堂 18.3m 3.2m 角鋼 （現為石棉浪板） 磚（含鐵筋混

凝土扶壁） 

13 溪湖庄役場（一） 12.4m 2.6m 木 水泥瓦 磚 

14 二林國小禮堂 19.2m 3.3m 木 石棉板瓦（現為文化

瓦） 

西式木骨造 

15 台中酒廠二號倉庫 9.5m 3.2m 木 水泥瓦 磚 

16 台中酒廠八號倉庫 17.8m 3.3m 木 （現為鐵皮浪板） 加強磚造 

17 溪湖國小禮堂 23.5m 3.4m 角鋼 石棉板瓦、水泥瓦（現

為文化瓦） 

加強磚造 

18 原台中州農會田中倉庫 18.2m 2.7m、

3.6m 

木 水泥瓦 西式木骨造 

19 台中酒廠禮堂與餐廳（一） 15.8m 2.7m 木 水泥瓦 磚 

20 台中酒廠禮堂與餐廳（二） 15.8m 2.7m 木 水泥瓦 磚 

21 菁寮國小禮堂 16.2m 2.6m 木 水泥瓦 西式木骨造 

22 太平買菸廠 11.0m 3.0m 木 水泥瓦 磚 

23 台中市警察局第一分局禮堂 12.2m 2.8m 角鋼 水泥瓦 加強磚造 

24 菁寮國小辦公室 10.3m 1.9m 木 水泥瓦 日式木造 

25 溪湖庄役場（二） 8.7m 3.0m 木 水泥瓦 加強磚造 

26 北斗中正堂 16.7m 3.9m 角鋼 浪形板 鋼筋混凝土

柱樑 

27 安溪國小辦公室 9.1m 2.7m、

3.6m 

木 水泥瓦 日式木造 

28 安溪國小禮堂 16.4m 2.7m 木 水泥瓦 西式木骨造 

29 新東國小木造辦公室 10.9m 3.1m 木 水泥瓦 日式木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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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二.3】廣間型建築屋架形式比較表（三） 

 
※屋架桿件數以實際使用桿件數計，惟屋架吊鞍常由兩支構件組成，此處以一支桿件計。另，增加屋架與

牆體之穩定性所用之斜向夾撐不計入桿件數。為延伸長度而接續之桿件（例如水平大料）亦以接續之桿
件數計之。 

※屋架節點數以不同軸向之桿件接合點計之，為延伸長度之桿件接續點不計入節點數。 
※資料來源：南投縣文化園區修復工程施工紀錄報告書，91 年 12 月，南投縣政府 / 國定古蹟專賣局台北

樟腦廠修復及再利用調查研究，94 年 12 月，行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 國定古蹟原日軍台灣步兵第二聯
隊營舍調查研究暨修復計畫，96 年 6 月，成功大學 / 台南縣定古蹟麻豆總爺糖廠暨閒置空間委託調查
修復計畫再利用及總體規劃報告，91 年 12 月，台南縣政府文化局 / 嘉義市竹材工藝品加工廠等四棟歷
史建築修復及再利用計畫調查研究，93 年 1 月 / 彰化縣歷史建築武德殿修復工程工作報告書，95 年 7
月，彰化縣文化局 / 彰化縣歷史建築彰化市中山堂(公會堂)調查研究，94 年 3月，彰化縣文化局 / 高
雄縣縣定古蹟旗山國小調查研究暨修復計畫，93 年 7 月，高雄縣政府 / 鐵道部原工務室電源室食堂之
調查研究，95 年 11 月，國立台灣博物館 / 嘉義市歷史建築農試所辦公室保存及再利用計畫，94 年 8
月，嘉義市文化局 / 台中縣歷史建築清水國小調查研究與修復計畫，92 年 1月，台中縣文化局 / 彰化
縣歷史建築二林國小禮堂調查研究報告書，94 年 2 月，彰化縣文化局 / 台中創意文化園區歷史建築原
公賣局第五酒廠調查研究及修復再利用規劃，93 年 12 月，行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 彰化縣歷史建築溪
湖國小校門暨禮堂調查研究報告書，94 年 2 月，彰化縣文化局 / 台南縣歷史建築後壁鄉菁寮國小禮堂
辦公室升旗台調查研究，93 年 8 月，台南縣政府 / 台中縣太平買菸場結構安全鑑定報告，90 年 7 月，
台中縣文化局 / 彰化縣歷史建築原台中州農會田中倉庫調查研究暨修復計畫，97 年 5 月，彰化縣文化
局。 

編

號 

名    稱 屋架 

種類 

屋架

跨度

屋架

高度

屋面 

坡度 

桿件

數量 

桿件 

總長 

節點數

1 南投武德殿 偶柱式 12.5m  3.8m 31.3∘ 20 43.2m 14 

2 台灣總督府專賣局台北樟腦工廠 偶柱式 9.0m 2.3m 27.1∘ 13 31.5m 10 

3 原日軍台灣步兵第二聯隊營舍 華倫式 14.6m 3.5m 25.6∘ 15 47.0m 11 

4 麻豆總爺糖廠紅樓 偶柱式 11.2m 3.2m 29.7∘ 18 40.0m 12 

5 嘉義竹材加工場 偶柱式 19.0m 5.0m 27.7∘ 23 81.0m 22 

6 彰化武德殿 芬克式 12.5m 5.0m 39.8∘ 20 55.2m 16 

7 北港水道唧筒室 正同柱式 7.0m 2.0m 29.7∘ 9 22.0m 8 

8 彰化中山堂 芬克式 16.5m 4.2m 27.0∘ 20 62.0m 16 

9 旗山國小禮堂 芬克式 15.6m 4.0m 27.2∘ 20 61.5m 16 

10 台灣總督府交通局鐵道部工務室 正同柱式 7.8m 2.0m 27.2∘ 13 27.5m 12 

11 嘉義市農試所辦公室 芬克式 11.0m 2.7m 26.2∘ 20 43.2m 16 

12 清水國小禮堂 芬克式 18.3m 5.0m 28.6∘ 20 78.5m 16 

13 溪湖庄役場（一） 偶柱式 12.4m 3.8m 31.5∘ 19 49.6m 18 

14 二林國小禮堂 偶柱式 19.2m 6.0m 32.0∘ 23 83.2m 18 

15 台中酒廠二號倉庫 正同柱式 9.5m 2.5m 27.7∘ 13 34.0m 12 

16 台中酒廠八號倉庫 類芬克式 17.8m 3.7m 22.6∘ 21 62.2m 24 

17 溪湖國小禮堂 芬克式 23.5m 5.5m 25.1∘ 28 98.2m 24 

18 原台中州農會田中倉庫 比利時式 18.2m 4.3m 25.3∘ 24 78.6m 22 

19 台中酒廠禮堂與餐廳（一） 芬克式 15.8m 3.7m 25.1∘ 17 59.7m 15 

20 台中酒廠禮堂與餐廳（二） 偶柱式 15.8m 4.2m 28.0∘ 19 62.7m 17 

21 菁寮國小禮堂 偶柱式 16.2m 4.2m 27.4∘ 21 61.7m 16 

22 太平買菸廠 正同柱式 11.0m 3.0m 28.6∘ 13 39.0m 12 

23 台中市警察局第一分局禮堂 其他 12.2m 2.8m 24.7∘ 23 48.4m 19 

24 菁寮國小辦公室 正同柱式 10.3m 2.6m 26.8∘ 13 36.2m 12 

25 溪湖庄役場（二） 正同柱式 8.7m 2.0m 24.7∘ 13 28.3m 12 

26 北斗中正堂 弓形 16.7m 2.0m 13.5∘ 23 62.6m 20 

27 安溪國小辦公室 正同柱式 9.1m 2.6m 29.7∘ 9 28.6m 8 

28 安溪國小禮堂 偶柱式 16.4m 4.4m 28.2∘ 19 62.5m 16 

29 新東國小木造辦公室 正同柱式 10.9m 3.1m 29.6∘ 13 40.4m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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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附二.3-1】西式屋架跨度與屋面角度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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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附二.3-2】正同柱式屋架跨度與屋面角度關係 

屋架跨度(m) 

屋面坡度(度) 

彰化武德殿 

溪湖國小禮堂台灣總督府交通局
鐵道部工務室 

台中酒廠八號倉庫 

北港水道唧筒室 
溪湖庄役場(一) 

溪湖庄役場(二) 

台中市警察局第一分局禮堂 

北斗中正堂

新東國小木造辦公室

安溪國小辦公室 

安溪國小禮堂 

屋架跨度(m) 

屋面坡度(度) 

台灣總督府交通局
鐵道部工務室 

台中酒廠二號倉庫 太平買菸廠

菁寮國小辦公室

北港水道唧筒室 

溪湖庄役場(二) 

台中市警察局第一分局禮堂 

北斗中正堂

新東國小木造辦公室

安溪國小辦公室 

安溪國小禮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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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附二.3-3】偶柱式屋架跨度與屋面角度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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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附二.3-4】芬克式屋架跨度與屋面角度關係 

屋架跨度(m) 

屋面坡度(度) 

台中酒廠禮堂與餐廳（一）

彰化武德殿

彰化中山堂

旗山國小禮堂 

嘉義市農試所辦公室 清水國小禮堂 

溪湖國小禮堂 

台中市警察局第一分局禮堂

北斗中正堂 

屋架跨度(m) 

屋面坡度(度) 
南投武德殿

台灣總督府專賣
局台北樟腦工廠 

麻豆總爺
糖廠紅樓

嘉義竹材加工場 

二林國小禮堂 

台中酒廠禮堂
與餐廳（二）

菁寮國小禮堂

溪湖庄役場(一) 

台中市警察局第一分局禮堂 

北斗中正堂 

新東國小木造辦公室

安溪國小辦公室 

安溪國小禮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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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附二.4-1】西式屋架跨度與屋架桿件數量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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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附二.4-2】正同柱式屋架跨度與屋架桿件數量關係 

屋架跨度(m) 

桿件數量 
溪湖國小禮堂 

原日軍台灣步兵
第二聯隊營舍 

嘉義市農試所辦公室

台灣總督府交通
局鐵道部工務室 

北港水道唧筒室

溪湖庄役場(一) 

溪湖庄役場(二) 

台中市警察局第一分局禮堂

北斗中正堂 

新東國小木造辦公室

安溪國小辦公室 

安溪國小禮堂 

屋架跨度(m) 

桿件數量 

台灣總督府交通
局鐵道部工務室 台中酒廠二號倉庫 菁寮國小辦公室

太平買菸廠 

北港水道唧筒室 
溪湖庄役場(二) 

台中市警察局第一分局禮堂

北斗中正堂 

新東國小木造辦公室

安溪國小辦公室 

安溪國小禮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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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附二.4-3】偶柱式屋架跨度與屋架桿件數量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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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附二.4-4】芬克式屋架跨度與屋架桿件數量關係 

屋架跨度(m) 

桿件數量 

台中酒廠禮堂與餐廳（一）

彰化武德殿 
彰化中山堂

旗山國小禮堂 

嘉義市農試所辦公室 清水國小禮堂 

溪湖國小禮堂 

台中市警察局第一分局禮堂

北斗中正堂 

屋架跨度(m) 

桿件數量 南投武德殿

台灣總督府專賣
局台北樟腦工廠 

麻豆總爺
糖廠紅樓

嘉義竹材加工場 

二林國小禮堂 

台中酒廠禮堂
與餐廳（二）

菁寮國小禮堂

溪湖庄役場(一) 

台中市警察局第一分局禮堂

北斗中正堂 

新東國小木造辦公室

安溪國小辦公室 

安溪國小禮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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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附二.5-1】西式屋架跨度與屋架桿件總長度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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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附二.5-2】正同柱式屋架跨度與屋架桿件總長度關係 

屋架跨度(m) 

桿件長度(m) 

台灣總督府交通
局鐵道部工務室 

台中酒廠二號倉庫

菁寮國小辦公室
太平買菸廠 

北港水道唧筒室 
溪湖庄役場(二) 

台中市警察局第一分局禮堂

北斗中正堂 

屋架跨度(m) 

桿件長度(m) 

溪湖國小禮堂 

台灣總督府交通
局鐵道部工務室 

北港水道唧筒室 

溪湖庄役場(一) 

溪湖庄役場(二) 

台中市警察局第一分局禮堂

北斗中正堂 

新東國小木造辦公室

安溪國小辦公室 

安溪國小禮堂 

新東國小木造辦公室

安溪國小辦公室 

安溪國小禮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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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附二.5-3】偶柱式屋架跨度與屋架桿件總長度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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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附二.5-4】芬克式屋架跨度與屋架桿件總長度關係 

屋架跨度(m) 

桿件長度(m) 

台中酒廠禮堂與餐廳（一）

彰化武德殿

彰化中山堂

旗山國小禮堂 
嘉義市農試所辦公室 

清水國小禮堂 

溪湖國小禮堂 

台中市警察局第一分局禮堂

北斗中正堂 

屋架跨度(m) 

桿件長度(m) 
南投武德殿

台灣總督府專賣
局台北樟腦工廠 

麻豆總爺
糖廠紅樓 

嘉義竹材加工場 

二林國小禮堂 

台中酒廠禮堂
與餐廳（二）

菁寮國小禮堂

溪湖庄役場(一) 

台中市警察局第一分局禮堂

北斗中正堂 

新東國小木造辦公室

安溪國小辦公室 

安溪國小禮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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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附二.6-1】西式屋架跨度與屋架節點數量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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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附二.6-2】正同柱式屋架跨度與屋架節點數量關係 

屋架跨度(m) 

節點數量 

溪湖國小禮堂 

台灣總督府交通
局鐵道部工務室 

台灣總督府專
賣局樟腦工廠

台中酒廠八號倉庫

北港水道唧筒室 

溪湖庄役場(一) 

溪湖庄役場(二) 

台中市警察局第一分局禮堂

北斗中正堂 

新東國小木造辦公室

安溪國小辦公室 

安溪國小禮堂 

屋架跨度(m) 

節點數量 

台灣總督府交通
局鐵道部工務室 

台中酒廠二號倉庫

菁寮國小辦公室 太平買菸廠 

北港水道唧筒室 

溪湖庄役場(二) 

台中市警察局第一分局禮堂

北斗中正堂 

新東國小木造辦公室

安溪國小辦公室 

安溪國小禮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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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附二.6-3】偶柱式屋架跨度與屋架節點數量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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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附二.6-4】芬克式屋架跨度與屋架節點數量關係 

屋架跨度(m) 

節點數量 溪湖國小禮堂 

台中酒廠禮堂與餐廳（一）

彰化武德殿 彰化中山堂

旗山國小禮堂 

嘉義市農試所辦公室 清水國小禮堂 

台中市警察局第一分局禮堂

北斗中正堂 

屋架跨度(m) 

節點數量 南投武德殿

台灣總督府專賣
局台北樟腦工廠

麻豆總爺
糖廠紅樓 

嘉義竹材加工場 

二林國小禮堂 
台中酒廠禮堂
與餐廳（二） 菁寮國小禮堂

溪湖庄役場(一) 

台中市警察局第一分局禮堂

北斗中正堂 

新東國小木造辦公室

安溪國小辦公室 

安溪國小禮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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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附二.7-1】西式屋架桿件總長度與屋架節點數量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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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附二.7-2】正同柱式屋架桿件總長度與屋架節點數量關係 

桿件長度(m) 

節點數量 

溪湖國小禮堂 

台灣總督府交通
局鐵道部工務室 

台中酒廠八號倉庫

台灣總督府專賣
局台北樟腦工廠北港水道唧筒室 

溪湖庄役場(一) 

溪湖庄役場(二) 

台中市警察局第一分局禮堂

北斗中正堂 

新東國小木造辦公室

安溪國小辦公室 

安溪國小禮堂 

桿件長度(m) 

節點數量 

台灣總督府交通
局鐵道部工務室 

台中酒廠二號倉庫

菁寮國小辦公室 太平買菸廠 

北港水道唧筒室 

溪湖庄役場(二)

台中市警察局第一分局禮堂 

北斗中正堂 

新東國小木造辦公室

安溪國小辦公室 

安溪國小禮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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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附二.7-3】偶柱式屋架桿件總長度與屋架節點數量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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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附二.7-4】芬克式屋架桿件總長度與屋架節點數量關係

桿件長度(m) 

節點數量 

溪湖國小禮堂 台中酒廠禮堂與餐廳（一）

彰化武德殿

彰化中山堂

旗山國小禮堂 嘉義市農試所辦公室 

清水國小禮堂 

台中市警察局第一分局禮堂 

北斗中正堂 

桿件長度(m) 

節點數量 南投武德殿

台灣總督府專賣
局台北樟腦工廠 

麻豆總爺
糖廠紅樓 

嘉義竹材加工場 

二林國小禮堂 

台中酒廠禮堂
與餐廳（二）

菁寮國小禮堂

溪湖庄役場(一) 

台中市警察局第一分局禮堂

北斗中正堂 

新東國小木造辦公室

安溪國小辦公室 

安溪國小禮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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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附二.8】各案例桁架形式與跨度比較 
           

 
 

           

 

                 

 

 

  

 

 

 

 

 

 

 

 

 

 

 

 

 

 

 

 

 

 

 

 

 

 

 

 

 

 

 

 

 

 

 

 

 

 

 

 

 

5m 

1.南投武德殿（跨度 12.5m） 

2.台灣總督府專賣局樟腦工廠（跨度 9m） 

3.原日軍台灣步兵第二聯隊營舍（跨度 14.6m）

1900 

1901 

1902 

1903 

1904 

1905 

1906 

1907 

1908 

1909 

1910 

1911 4.麻豆總爺糖廠紅樓（跨度 11.2m）



附錄 

 附 2-23 

 
           

 

 

 

 

 

 

 

 

 

 

 

 

 

 

 

 

 

 

 

 

 

 

 

 

 

 

 

 

 

 

 

 

 

 

 

 

 

 

 

 

 

 

5m 

5.嘉義竹材加工廠（跨度 19m）

1912 

6.彰化武德殿（跨度 12.5m） 

8.彰化中山堂（跨度 16.5m） 

1913 

1914 

1915 

1933 

1932 

1931 

1930 

7.北港水道唧筒室（跨度 7.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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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m 

9.旗山國小禮堂（跨度 15.6m）

10.台灣總督府鐵道部工務室

（跨度 7.8m） 

11.嘉義農試所辦公室（跨度 11m）

12.清水國小禮堂（跨度 18.3m） 

1934 

1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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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m 

14.二林國小禮堂（跨度 19.2m） 

15.台中酒廠二號倉庫（跨度 9.5m）

16.台中酒廠八號倉庫（跨度 17.8m）

1938 

1939 

1935 13.溪湖庄役場（一）（跨度 12.4m）

17.溪湖國小禮堂（跨度 23.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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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m 

20.台中酒廠禮堂與餐廳（二）（跨度 15.8m）

21.菁寮國小禮堂（跨度 16.2m）

 

1941 

1951 

18.原台中州農會田中倉庫（跨度 18.5m）

19.台中酒廠禮堂與餐廳（一）（跨度 15.8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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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         23.台中市警察局第一分局禮堂 

（跨度 12.2m） 

            

 

                
 

                 

                26.北斗中正堂（跨度 16.7m） 

 

 

 

 

 

 

 

 

 

 

 

 

 

 

 

 

 

22.太平買菸廠（跨度 11m）

24.菁寮國小辦公室（跨度 10.3m） 

1954 

5m 

1956 

25.溪湖庄役場（二）（跨度 8.7m） 

1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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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 

 
1958             27.安溪國小辦公室（跨度 9.1m） 

 

 

 

 

 

 

 

               

28.安溪國小禮堂（跨度 16.4m） 

 

 

 

 

   29.新東國小木造辦公室（跨度 10.9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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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  新東國小木造辦公室暨校長宿舍日常管理維護記錄查核表 

 

【表附三.1】新東國小木造辦公室暨校長宿舍日常維護之記錄與查核表(月、季) 

保養級別 日常維護(月、季) 

檢查地點  檢查日期  

檢查人員  查核人員  

  
 

檢視

項目 
檢    視    內    容 檢視說明 

1-1.基牆是否有青苔，水漬或積水。 是□ 否□  

1-2.基牆是否有裂隙、破損現象。 是□ 否□  

1-3.基牆有無歪斜或局部下陷。 是□ 否□  

1-4.基牆通氣孔是否雜物堆積，通氣孔隔柵是否鬆

脫損壞。 
是□ 否□ 

 

1-5.地坪有無破損、裂隙或劣化現象。 是□ 否□  

一
、
基
座
及
地
坪 

1-6.基牆內地坪是否堆積雜物。 是□ 否□  

2-1.地板是否有裂隙、破損現象。 是□ 否□  

2-2.地板是否有潮濕、腐朽、蛀蝕現象。 是□ 否□  

2-3.地板是否有下陷、變形現象。 是□ 否□  

2-4.地板構件是否有鬆脫或使用過程出現雜音。 是□ 否□  

二
、
地
板 

2-5.地板是否有載重過大或過於集中情形。 是□ 否□  

3-1.牆體木柱及壁面是否出現污損、滲水、裂紋及

破損現象，木柱是否蛀蝕。 
是□ 否□ 

 

3-2.牆體木柱與壁面之間界面以及木框架構件接續

部位是否出現脫離現象。 
是□ 否□ 

 

3-3.門、窗扇部位之框架是否有下陷情形。 是□ 否□  

3-4.雨淋板是否潮濕、腐朽、裂紋、破損或蛀蝕。 是□ 否□  

3-5.雨淋板是否自牆體鬆脫。 是□ 否□  

3-6.雨淋板轉折部位固定鐵件是否鏽蝕、鬆脫。 是□ 否□  

三
、
柱
及
牆
身 

3-7.外牆灰泥裝修是否出現污損、潮濕、裂紋及破

損現象。 
是□ 否□ 

 

4-1.門窗構件是否破損、變形、濕腐、蛀蝕。 是□ 否□  

4-2.門窗是否有滲水情形。 是□ 否□  

4-3.門窗五金是否有損壞及脫落現象。 是□ 否□  

4-4.門窗是否能順利開啟。 是□ 否□  

四
、
門
窗 

4-5.雨庇是否有破損、變形、濕腐、蛀蝕現象。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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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

項目 
檢    視    內    容 檢視說明 

5-1.屋架構材是否有彎曲變形、破損、濕腐現象。 是□ 否□  

5-2.屋架構件是否發現蟻道或蛀蝕現象。 是□ 否□  

5-3.屋架固定鐵件是否鏽蝕、鬆脫或佚失。 是□ 否□  

五
、
屋
架 

 
 
 
 
 
 
 
 
 
 
 
 
 
 
 
 
 
 
 
 
 
 
 
 
 
 
 
 
 
 
 
 
 
 
 
 
 
 
 
 
 
 
 
 
 
 
 
 
 
 
 

5-4.桁條、屋面板是否出現水漬、腐朽、蛀蝕以及

損壞情形。 
是□ 否□ 

 

6-1.屋面外觀是否產生曲線不順暢，呈上下扭曲狀。 是□ 否□  

6-2.屋瓦是否有脫落、破損現象。 是□ 否□  

6-3.瓦片之空隙是否有不平均或過大情形。 是□ 否□  

6-4.屋頂是否漏水。 是□ 否□  

6-5.屋頂天溝有無阻塞或積水現象。 是□ 否□  

六
、
屋
頂 

6-6.天溝、落水管等相關構件固定情形是否良好。 是□ 否□  

7-1.四周排水溝渠是否保持暢通，環境內有無積水。 是□ 否□  

7-2.舖面是否平整，地磚是否有沉陷、損壞或佚失

情形。 
是□ 否□ 

 

7-3.花木是否有定時修剪與整理，草坪是否有定時

整理。 
是□ 否□ 

 

7-4.相關設施之鋼構材是否鏽蝕、損壞，木構材是

否潮濕、腐朽、斷裂或佚失。 
是□ 否□ 

 

七
、
週
邊
景
觀 

7-5.相關設施是否污損、破損或故障。 是□ 否□  

8-1.電氣設備使用是否有異常現象。 是□ 否□  

8-2.電氣管溝是否有積水、損壞情形。 是□ 否□  

8-3.電氣照明設備是否絕緣完好。 是□ 否□  

8-4.配線或延長線之用量是否符合負載規定。 是□ 否□  

八
、
電
氣 

8-5.發熱設備與易燃構件之間是否保持適當距離。 是□ 否□  

9-1.滅火器是否設置於指定處。 是□ 否□  

9-2.滅火器壓力表顯示是否正常。 是□ 否□  

9-3.消防設備（火警綜合盤、火警受訊總機、偵煙

設備、緊急廣播設備、緊急照明燈、避難方向

指示燈及緊急出口標示燈）是否正常運作。 

是□ 否□ 

 

9-4.防災動線是否保持暢通。 是□ 否□  

9-5.避難場地是否維持淨空。 是□ 否□  

9-6.消防車輛進出通路是否保持暢通。 是□ 否□  

九
、
消
防 

9-7.鄰接歷史建築本體的週遭是否有堆放危險性易

燃物或爆炸物。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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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

項目 
檢    視    內    容 檢視說明 

備
註
︵
請
配
合
照
片
及
圖
面
說
明
︶     

     

   

------------------------------------------------------------------------ 

  

    

處
理
原
則 

1.一般狀況處理：發現青苔、植物附生，或有局部污損情形，毋須通報，自行進行清

潔除污工作。天溝、排水溝渠若有堵塞現象，應立即排除。屋瓦局部輕度破損，應

儘快更換。 

2.緊急狀況處理：門窗、牆體、屋頂天花若有滲水情形應做緊急處理（如鋪設帆布避

免屋況繼續惡化），並立即通報主管機關進行維修。 

3.結構體破壞通報：若有歪斜、變形或局部下陷等結構體破壞情形，應立即通報主管

機關進行處理。 



歷史建築後壁新東國小木造辦公室及校長宿舍調查研究暨修復計畫 
 

 附 3-4 

【表附三.2】新東國小木造辦公室暨校長宿舍日常維護之記錄與查核表(年) 

保養級別 日常維護(年) 

檢查地點  檢查日期  

檢查人員  查核人員  

 

檢視

項目 
檢    視    內    容 

1-1.基牆是否有青苔，水漬或積水。 

    若有請詳述: 
是□ 否□

1-2.基牆是否有裂隙、破損現象。 

    若有請詳述: 
是□ 否□

1-3.基牆有無歪斜或局部下陷。 

    若有請詳述: 
是□ 否□

1-4.基牆通氣孔是否雜物堆積，通氣孔隔柵是否鬆脫損壞。 

    若有請詳述: 
是□ 否□

一
、
基
座
及
地
坪 

1-5.地坪有無破損、裂隙或劣化現象。 

    若有請詳述: 
是□ 否□

備
註
︵
請
配
合
照
片
及
圖
面
說
明
︶ 

        
  -------------------------------------------------------- 

     

處
理
原
則 

1.一般狀況處理：發現基座與地坪青苔、植物附生，或有局部污損情形，毋須通報，

自行進行清潔除污工作。 

2.緊急狀況處理：地坪或基礎若有明顯裂縫、滲水情形應做適當處理（如鋪設帆布避

免雨水沖刷），並立即通報主管機關進行處理。 

3.結構體破壞通報：地坪或基礎若有明顯歪斜、變形或局部下陷等影響結構體破壞情

形，應立即通報主管機關進行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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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

項目 
檢    視    內    容 

2-1.地板是否有裂隙、破損現象。 

    若有請詳述: 
是□ 否□

2-2.地板是否有潮濕、腐朽、蛀蝕現象。 

    若有請詳述: 
是□ 否□

2-3.地板是否有下陷、變形現象。 

    若有請詳述: 
是□ 否□

2-4.地板構件是否有鬆脫或使用過程出現雜音。 

    若有請詳述: 
是□ 否□

二
、
地
板 

2-5.地板是否有載重過大或過於集中情形。 

    若有請詳述: 
是□ 否□

備
註
︵
請
配
合
照
片
及
圖
面
說
明
︶ 

 

 

處
理
原
則 

1.一般狀況處理：發現地板有局部污損情形，毋須通報，自行進行清潔除污工作。如

有載重過大或過於集中情形，應自行調整使用方式。 

2.緊急狀況處理：地板若有明顯裂縫、潮濕、腐朽滲水情形應做適當處理（如鋪設帆

布避免雨水沖刷），並立即通報主管機關進行處理。 

3.結構體破壞通報：地板若有明顯歪斜、變形或局部下陷等影響結構體破壞情形，應

立即通報主管機關進行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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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

項目 
檢    視    內    容 

3-1.牆體木柱及壁面是否出現污損、滲水、裂紋及破損現象，木柱是

否蛀蝕。若有請詳述: 
是□ 否□

3-2.牆體木柱與壁面之間界面以及木框架構件接續部位是否出現脫

離現象。若有請詳述: 
是□ 否□

3-3.門、窗扇部位之框架是否有下陷情形。 

    若有請詳述: 
是□ 否□

3-4.雨淋板是否潮濕、腐朽、裂紋、破損或蛀蝕。 

    若有請詳述: 
是□ 否□

3-5.雨淋板是否自牆體鬆脫。 

    若有請詳述: 
是□ 否□

3-6.雨淋板轉折部位固定鐵件是否鏽蝕、鬆脫。 

    若有請詳述: 
是□ 否□

三
、
柱
及
牆
身 

3-7.外牆灰泥裝修是否出現污損、潮濕、裂紋及破損現象。 

    若有請詳述: 
是□ 否□

備
註
︵
請
配
合
照
片
及
圖
面
說
明
︶ 

  

---------------------------------------------------------------------- 

  

 

處
理
原
則 

1.一般狀況處理：局部污損情形毋須通報，自行進行清潔除污工作。 

2.緊急狀況處理：柱及牆身若有明顯裂縫、滲水情形應做適當處理（如披覆帆布等類

似材料防止雨水滲入），並立即通報主管機關進行處理。 

3.結構體破壞通報：柱及牆身若有明顯歪斜、變形或局部下陷等影響結構體破壞情

形，應立即通報主管機關進行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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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

項目 
檢    視    內    容 

4-1.門窗構件是否破損、變形、濕腐、蛀蝕。 

    若有請詳述: 
是□ 否□

4-2.門窗是否有滲水情形。 

    若有請詳述: 
是□ 否□

4-3.門窗五金是否有損壞及脫落現象。 

    若有請詳述: 
是□ 否□

4-4.門窗是否能順利開啟。 

    若有請詳述: 
是□ 否□

四
、
門
窗 

4-5.雨庇是否有破損、變形、濕腐、蛀蝕現象。 

    若有請詳述: 
是□ 否□

備
註
︵
請
配
合
照
片
及
圖
面
說
明
︶ 

  

 

--------------------------------------------------------------------- 

 

處
理
原
則 

1.一般狀況處理：有局部污損情形毋須通報，自行進行清潔除污工作。 

2.緊急狀況處理：門窗扇若因故損壞應依原貌進行修復，並通報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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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

項目 
檢    視    內    容 

5-1.屋架構材是否有彎曲變形、破損、濕腐現象。 

    若有請詳述: 
是□ 否□

5-2.屋架構件是否發現蟻道或蛀蝕現象。 

    若有請詳述: 
是□ 否□

5-3.屋架固定鐵件是否鏽蝕、鬆脫或佚失。 

    若有請詳述: 
是□ 否□

五
、
屋
架 

5-4.桁條、屋面板是否出現水漬、腐朽、蛀蝕以及損壞情形。 

    若有請詳述: 
是□ 否□

備
註
︵
請
配
合
照
片
及
圖
面
說
明
︶ 

 

 

處
理
原
則 

1.一般狀況處理：屋架構件發現有局部污損情形毋須通報，自行進行清潔除污工作。

2.緊急狀況處理：屋架固定鐵件如有佚失應適當處理（如以適當構件臨時加固），並

立即通報主管機關進行處理。 

3.結構體破壞通報：屋架若有明顯歪斜、變形或局部下陷等影響結構體破壞情形，應

立即通報主管機關進行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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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

項目 
檢    視    內    容 

6-1.屋面外觀是否產生曲線不順暢，呈上下扭曲狀。 

    若有請詳述: 
是□ 否□

6-2.屋瓦是否有脫落、破損現象。 

    若有請詳述: 
是□ 否□

6-3.瓦片之空隙是否有不平均或過大情形。 

    若有請詳述: 
是□ 否□

6-4.屋頂是否漏水。 

    若有請詳述: 
是□ 否□

6-5.屋頂天溝有無阻塞或積水現象。 

    若有請詳述: 
是□ 否□

六
、
屋
頂 

6-6.天溝、落水管等相關構件固定情形是否良好。 

    若有請詳述: 
是□ 否□

備
註
︵
請
配
合
照
片
及
圖
面
說
明
︶ 

 

---------------------------------------------------------------------- 

  

 

處
理
原
則 

1.一般狀況處理：發現青苔、植物附生，或有局部污損情形，毋須通報，自行進行清

潔除污工作。 

2.緊急狀況處理：屋面若有明顯裂縫、滲水情形應做適當處理（如鋪設帆布避免雨水

沖刷），並立即通報主管機關進行處理。 

3.結構體破壞通報：屋面若有明顯歪斜、變形或局部下陷等體破壞情形，應立即通報

主管機關進行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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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四 歷史建築後壁新東國小木造辦公室及校長宿舍訪談紀錄 

 

訪談紀錄（990623） 

 

1、時間：99 年 6 月 23 日（星期三）上午 9時 30 分 

2、出席單位：吳建邦校長、退休教師：吳舉人主任、林碧月老師、徐秀娟老師、

吳師母、吳貴雀老師。校友:葉猛、潘先生。 

             成大研究發展基金會：孔繁宇、黃棟群。 

   

 

3、訪談紀錄： 

 

問：新東國小的校舍在日治時期及光復後的配

置為何? 

林、葉:這可能是吳主任最了解，吳主任最早

來這學校。 

潘:菁寮國小那時後人數多，之後就分配到新

東國小，那建築物你看安溪寮的辦公廳與這相

同，安溪與菁寮國小也是一樣。 

問:那蓋的人是同一人嗎? 

潘:蓋的那個人，因為時間有一段距離，我也

不曉得了。 

問:是縣政府內的人設計的還是?那個型式是

怎麼設計的?為什麼三個學校都一樣呢? 

吳主任:這可能是縣政府發包的。 

林:要問吳主任應該是最了解，他那時候當主

任。 

葉:我們這邊比較慢蓋，我記得我大姐她們都

是讀安溪寮國小。 

潘:因為這人數多，我知道的是，我是第十九

屆，那時候一班都是六十幾人三班，空間不

足，那間辦公廳還有用來當教室輪流使用。 

問:那時後教室只有第一排嗎? 

潘:只有前面，我還有印象，它前面是蓋水泥

瓦屋頂，底下是台灣檜木木造。 

林:日本時代木造的，那時候入學只有前面第

一排。 

問:校舍是什麼時候拆的? 

吳校長:你說前面這一棟嗎?前面這一棟是六

十三、六十四年蓋的。 

林:你這一份資料很清楚，都有記載到，是差

不多。 

吳校長:與這邊的時間是一致的。 

問:那最早的時候學校有什麼設施?除了辦公

室、宿舍、校長宿舍之外，還有沒有其他的，

好比說現在沒有，還是說現在有，還是它很早

就有?老師知道我的意思嗎? 

吳主任:那個井，學校都是用那井喝水的。 

潘:以前那校長宿舍前的古井我們在念的時候

就在了。這邊是老師的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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林:蕭○○老師也是住這，教導主任住那邊的

宿舍，吳主任住隔壁宿舍，這林○○住這邊。 

吳校長:如果要了解校舍的變化，我會後再提

供一本校刊，去年編的那裡面從創校，分教場

那時代，那時候的老師都有描述。 

問:從光復後就只有一個辦公室嗎?那運動場

呢? 

吳主任:運動場是台糖的土地，裡面就有一個

運動場了。 

吳校長:我們現在還是跟台糖租土地。 

問:老師那以前辦公室是誰蓋的? 

葉:第一棟改成 RC 的，那時候是信行蓋的。 

林:信行蓋的不理想。再增建上去的是廖清權

蓋的，第二棟那邊教室，那時候蓋平屋頂，那

時候校舍有搬，我們三個老師同一間教室，那

牆壁蓋了連在一起，那時後下雨，雨水漏到校

舍內把我們的黑板全部都淋濕了。 

問:所以三棟蓋的時間都不同? 

林:不同時期。 

問:第二棟是什麼時候蓋的? 

吳校長；第二棟我們還要再查，我們再查建物

所有權狀，第三棟是范○○的時候蓋的，八十

幾年蓋的。第二棟在相接所以保健室蓋在上

面。 

潘:第二棟是佳○蓋的，是近幼稚園跟保健室

那間的牆面要相接，已經將牆面打好了，我看

了就懂，我是綁鋼筋的，要怎麼接續所以一看

就了解了。所以才搭那鴿舍，我都很了解。牆

面都打好了，鋼筋要接續，結果建築師說不能

接，那我印象很深刻，結果事情很失敗。 

林:這些事我先生都很了解，只是我先生已經

不在了，他都很清楚。 

問:那木造辦公室，有同樣情形嗎?好比整修、

漏水問題呢? 

林:我那時候是主計，主計要交接給我憑證，

但全部都沒有憑證，那時候是李○○老師全部

都沒有資料，只跟我說事情讓我去辦，因為都

下雨淹水結果都沒有資料，那時候白蟻很多，

整個儲櫃都是白蟻。 

問:辦公室以前有白蟻? 

林:有，那都潮溼。 

問:有整修過嗎? 

潘:我知道整修那間辦公廳，那整間屋頂都換

過，但是裡面都構造都是大支杉木。 

問:那都是西式木屋架。 

潘:目前只有出簷屋面板損壞。但目前辦公廳

是不會漏雨的，那天地震我進去看，有稍微損

壞，屋頂部份。 

吳校長：老師你說那儲櫃是連在一起，那儲櫃

是後來才做的嗎? 

潘:那我做的，辦公廳的嗎?那我做的，我把中

間挖洞打通，以前裡面很髒都是白蟻，那時候

是蔡校長去買材料，我才把它裝設網子，所以

就是現況這樣。還有油漆。 

問:老師那現在儲櫃是有換過就是了? 

吳校長:應該是這樣說，那儲櫃是後來做的，

門是密合的，後來我們潘先生把中間打一個

洞，弄網子上去，所以你現在看到的櫃子型式

比較特別，是他弄的。 

問:那結構的部份有整修嗎? 

潘:沒有，那都是以前的樣子，只有油漆過，

大約民國八十幾年整修，那上面的屋瓦都換

過。 

吳校長:我們有那時候的合約書。那原本辦公

室有蓋天花嗎?還是後來加的，還是原有的? 

葉:辦公室天花那時候就有了，因為那是木架

的都會有天花。 

潘:那辦公廳是你蓋的嗎? 

葉:民國四十幾年蓋的，可能有參與翻修，但

是忘了。 

林:你做過太多案子了，都忘了。 

問:所以最早辦公室是住在新營國小對面的包

商蓋的嗎? 

林:那是新正國小對面，他有來做過，所以要

問什麼詳細的我有問過。但是他說人家都拆光

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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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所以整個興建過程匠師、縣府技師的資料

都沒有了嗎? 

潘:那整個都沒記錄嗎? 

林:那個校長死了沒辦法查，莊校長，他都知

道整個過程。 

葉:後來這些廁所都是潘○○設計的。 

吳主任:廁所只有十萬塊而已。 

林:辦公廳我來任教的時候就有了。我來之前

就有了，我來念書的時候都是木造的教室，沒

有辦公廳，我來讀一學期就轉到菁寮了，我是

菁寮畢業的。 

問:所以請老師回憶一下你學生時代新東國小

的情況。 

林:與菁寮國小比較，辦公室、禮堂都一樣。 

葉:後來蓋的都是看那邊的樣式去設計的。 

問:那就是去模仿那邊的設計。 

林:後壁鄉的可能都一樣，都同樣的。 

問：為什麼都一樣呢? 

葉:那時候菁寮國小與安溪國小同樣的。 

林:菁寮、後壁再分去後壁再分來新東，這算

是菁寮的分校。 

葉:所以它的樣式都一樣。 

林:我走過去看一看都一樣。後來蓋的我不知

道。 

葉:以前人家都說公學校。 

林:我們這邊是分教場。那個鄭寶子說我們這

邊是鴿子場。我剛好第一次聽到鴿子場，校慶

結束去我家，我跟他說分教場，他笑著說那有

鴿子場。 

林:人家都問你在那教書?新東國小，我都說新

東國中啦，我跟他們說分教場，他們才知道。 

葉:那時候新東國中還沒有。 

林:那時候還沒有，後來我跟他們說這間學校

剛好跟我同年次，我出生這間學校剛好獨立出

來，剛好跟我同年齡。 

問：那你小時候在學校讀書的情形，可不可以

回憶一下?好比如說在那間教室讀書、下課之

後在那邊活動? 

林:我在新營搬回來的，搬回來在林○他們

家，住他們家，在他們家的時候我得到痢疾

病，很囉嗦！生重病啦！後來有一天我爸爸說

八歲了應該要入學囉，那時候都沒有年齡限

制，隔天他看到校長，那時候校長叫徐○○，

新港東的徐○○，說校長校長我一個女兒要讀

書了，校長說:明天把她帶來。 

問：是新東國小校長嗎? 

林：新東國小分教場那時候校長他就是蘇○○

他爸爸啦。現在來學校就把我帶到幾年幾，這

邊只有三年級到六年級了，沒有一二年級的。 

問:尋常跟高等的分別。 

林:我那時候都跑去廟裡，廟叫做王宮，在王

宮那邊都聽人家在唱國歌，我跟本連幼稚班都

沒讀過，日本字我都不懂啦，來的時候都會想

說，為什麼這邊沒有一二年級呢?我來就入三

年級，我來的時候就是三年級了，是粱○○老

師那間，是素○教的。 

問:是日本治時期嗎? 

林:不是，是光復後三十五年。 

林:現在來的時候，在素月那間，我們一個林

○的他妹妹叫蓮○，她就幫我準備簿子跟鉛

筆，然後來上課，我都聽不懂。我那表姐看一

遍寫五六字，我看了也不敢讀，我跟本連一點

都不會，她都幫我寫筆記，做到我都不知道她

在寫什麼，我每日都很認真的跟她來跟她回

去，讀到都不知道在讀什麼。校長就說，比較

小的如果下大雨安全問題就不用來學校上

課，我很認真，每天都跟我表姐來上學。一星

期過後，讀一星期後，那城市的老師已經不在

了，帶我們來水溝這邊，大家在那邊活動談天

就是了，他就拿他們家的照片給我們看，我們

在那邊看看了，就說老師那是在煮飯，老師那

在幹嗎，那時候在讀書都要老師去村莊找人來

念，大家都不念啦，那時只要介紹一個學生就

送一個戒指，那時候我們在那邊說的很開興，

大家都要回去就說，我們今天要退學，明天要

入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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葉:在等戒指嗎? 

林:不是，不是，我們今天退學回去，後天要

入學，就是星期六回去，星期日休息，星期一

來就重新編班，編班就照年齡來重新編班，編

班就編去一年級，那些適齡兒童就編去三年，

那一年二年的就編去一年，那一年級的時候就

是林○○老師教我們的，那個老師菁寮來的，

三不五時就請假，三不五時就在生病，有老師

跟沒老師一樣，也沒有課本，我們都沒課表，

那就讀什麼呢，「人人○○○○○○○○○○

我來你來，來來去去」，這樣讀，讀兩本沒完，

跟本連國語都沒有讀。 

葉:那你很聰明，剛入學什麼都會。什麼都知

道，那麼聰明。 

林:我都和信○、富○，我們三個都在一起，

回家的時候都在門口呈邊背書，數學從一到

十，一學期要讀十字，我記得我四都寫相反。

後來我們搬家，搬到菁寮，入學讀菁寮，進度

差很多，人家國語都教到二十幾課了，我連讀

一字都沒有，都用念的，連日本書都沒有，我

都和信○、富○三個帶著在門口呈都在背書。 

葉:你和信○，信○和我同班的。 

林:我知道，就是這樣我才知道你是我同學。 

林:秀○也是。雄○也是，那個周○○也是。 

葉:那時後的事我都不知道了。 

問：有回億了，那就會想起來。 

林:在我有印象中，我在新營我妹妹還沒出生

的事我都還記得起來，叫我念詩歌我現在還會

念，在路邊檢田螺回去的時候，那個彭○那日

來都在回億那件事，三年而已值得回億。我們

在那邊講不停，我都一個人打赤腳去摸田螺這

樣。再來去菁寮，第一次人家就說要背書教到

二十幾課了，不會的人都打，大家都躲在桌

下，不會的去外面站在太陽底下，手就舉這

樣，我就想說這樣我怎麼行，我在新東國小跟

信道有得拼了，我是優等生喔。我去到那一字

都不懂，再來老師說，數學抄一抄算完的拿來

給我改 2+3=、3+6=，一直抄我抄很快，加跟

等於我都不會學，我會寫馬上拿去排第一位，

老師就說你也要算，我就回什麼是算。 

問:就是要給個答案。 

林：我就拿回家，我爸那時候有讀菁寮國小畢

業。 

問:日本時代的。 

林:是，日本時代，我問我爸什麼是算，他說

來來我教你，就去外面照太陽這樣教我，教我

一次就知道了。 

問:真的很聰明。 

葉:真的很聰明，這做老師很適合。 

林:現在來就要考試，什麼我都還沒念書就要

考試，我就問同學什麼是考試，我知道我不跟

你說，現在就慘了是該怎麼辦，我就回家問我

爸爸什麼是考試，這就不知道你就讀書，這你

就把它填入，都我教一次我就懂了，讀這無效

無效。我們剛好有一個接腳舅，腰一個童養

媳，她就不喜歡讀書，就說我們不要讀這讀這

很辛苦，來我們來去玩，我們就開始書包背著

說要去上學，怎麼那麼剛好被我爸遇到，說你

們要去那，現在是上學時間，你們不用去喔，

沒話說了，去去去你遲到跟我一樣從長短樹去

菁寮都遲到都被罰站，你去被罰站沒關係，我

就乖乖去，去也沒被老師罵，我就溜進去，溜

進去在怎麼讀再怎麼跟就跟不上。 

葉:都用走的去菁寮。 

林:那時候我爸在菁寮再來分教場，就是這樣

我們搬去菁寮很近。現在再去就沒辦法，就第

二次逃學，我爸爸又遇到就兇說，你再逃學就

要打了。我一年級剛好四個老師，一個林○

○、一個鄭○○、一個翁○○、一個澎○，都

有代課的，一個壽仙的姨我都記得我一年級四

個老師，第一學期我十九名，這樣還有十九

名，都硬讀的。 

潘:創校開始從留下來到現在不知道有沒有我

就不曉得了。 

問:這棟是日本時代的。 

潘:這棟是擺這，校長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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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校長宿舍是光復後蓋的。 

葉:是建校後蓋的。 

林:這裡面的資料我來看。 

葉:以前蓋學校不就都沒有蓋宿舍。 

問:讓日本人住宿舍，因為日本老師都住宿舍。 

林:就前面只有一棟木造教室。 

葉:徐○都當校長兼校工，校長兼打鐘。 

問:老師你剛剛說這個鐘，有這個東西嗎? 

林:莊校長都是敲鐘的。 

問:以前在那邊。 

林:在辦公廳那邊。我們來就有辦公廳了。 

潘:我來了就沒有了。 

問:在辦公廳那邊噹噹噹。 

林:徐○很兇大家都說他很兇，我也被他兄

過，下雨我也來讀三年級，他說你是沒在聽

嗎？叫你壞天氣不要來你還來，在這邊念被

兇，在菁寮在逃學。我在問一到六年級的擔任

老師他們都不知道，我現在還記得，我們那菁

寮莊校長現在還在。 

問:老師你那時候是在新東國小那一間教室上

課?你有印象嗎?以前的校舍是幾間呢? 

林老師:前面那邊，六間那邊，我入學是三年

級我記得是三年級。 

問:是那一間? 

林:我忘了。就沒有一二年級。 

葉:一年只有一間教室蓋六間。 

林:那時後不是空教室，我進去剛好三年級，

三年級是素○教的，素月我有看到她的照片，

在煮飯在做什麼的。她都常說陳○、陳○，我

不知道誰是陳○。她現在還在大家都叫我去找

她。 

問:回億一下小孩子時候，以前是什麼情況？ 

潘:對阿，回憶以前環境跟現在都不一樣了，

我來了就不一樣了。現在就改變很多了。我那

時候都還有印象樹種那邊。 

林:那時候我來，他差不多四年級了，我先生

說這很夠努力的。 

問:對了主任說以前都沒有圍牆? 

林:圍牆那是舊的現在才改的，他太太就是被

圍牆垮倒這邊受傷的。那邊都種樹，樹根都把

圍牆舉起來了。現在校慶，我表哥林○他大哥

跟我說，我跟你說你去跟學校反應，我們學校

那都牆圍好好的，為什麼要把牆敲掉，我說一

句歹聽的，人家如果上課跳進去把小孩子拖出

去該怎麼辦?我說人家現在學校都流行這樣我

該怎麼說，我沒說，那林○說的。 

吳主任:這邊的牆都敲掉了。 

林:這那時候水溝旁人家都種東種西。 

問:那老師你來學校的時候，這邊有做什麼設

施? 

葉:那是後來的。 

林:他來這邊讀書的。 

葉:讀書那時候我都沒印象了。 

問:你小時候念書的印象，有什麼設施，都沒

有印象了喔。 

林:那時候的升旗台在第三棟那邊後面向北

的。向北的後來才改去那邊的。 

問:就是在第三棟這邊。 

林:我們來的時候，後面那個莊校長都在教室

後面高的地方種木瓜，我們都吃木瓜。 

問:所以以前主任說田的地方就是果園。 

林:不是果園，這教室後面的土都墊高，都種

木瓜，木瓜很漂亮，我那時候剛來，我四十八

年進來。 

問:就是請老師們回憶一下以前學校的情形? 

林:在那邊有種芭樂、香蕉，值日的時候都有

人來偷摘，光天化日。 

問:在那邊? 

林:在籃球場這邊。 

問:在禮堂的前面。 

林:不是，西邊，那邊我們都撿芒果有一陣子

都在種芒果，公所發動的。 

問:那公所發動的。 

林:叫人家撿芒果子來換芒果栽，然後栽在路

那邊。 

問:那以前升旗在那邊呢?你不是說那邊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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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木瓜?那升旗在那邊升旗? 

林:不是，不是，我們這教室後面地都墊高，

一段而已，都種而已，操場本來就是操場， 

操場都是土的，升旗台在這邊後來才改去那邊

的。 

問:所以，以前就是在這邊升旗面對這升旗。 

林:這第三棟，第三棟都向北的，升旗台都向

北的。現在改過去那邊陳文林校長四十週年校

慶就在那邊做活動的。 

問:那以前的廁所在那邊? 

林:廁所在原本那邊，第一棟第二棟那都是本

來的，後來改沖水用的。後來才蓋這棟的 

。 

問:這一棟是最早的。 

林:對，這是最早的。 

問:所以廁所也是木造的嗎? 

林:不是是我讀書的時候，我畢業四十八年這

些就有了。 

問:所以你讀書的時候廁所在那邊? 

林:在辦公室前面那邊。所以我畢業派來這邊

就有了。 

問:四十八年這棟就有了。 

林:那邊就有了。 

問:這棟那時候是鋼筋 RC? 

林:那時候信行就有在蓋了。 

問:是 RC 還是磚造的? 

林:好像是磚造的。我讀書的時候是木造的，

派來的就。 

問:不是木造的，幾層樓呢? 

林:一樓而已，後來才蓋上去的。就是蓋的歪

歪斜斜的。 

問:改過兩次了。 

吳校長:教室是這樣，應該說以前是斜頂，後

來打掉，你現在看到的一排，但是分兩次建的

先從辦公室那邊蓋一蓋，然後又在蓋另一邊，

它等於是水平增建的。 

問:然後有增建二樓嗎? 

吳校長:沒有、沒有，是水平增建。 

問:剛剛老師說她四十八年來的時候已經不是

木造了，然而它是一層樓的。 

吳校長:以前就是那個斜頂改平頂，有的是平

頂再增建，有的是老舊再打掉蓋新的。 

問:所以四十八年的時候第二棟就有了。 

林:第二棟有，然後再增建一間，在裡原先有

兩間然後再增建一間，接的地方都有漏雨。 

問:你剛剛說的有漏雨的地方。 

潘:後來才蓋視聽教室的。 

林:視聽教室是後來的，那個主任比較有在注

意這個，我比較記憶人的。 

潘:我經歷過的總務就他，一個叫黃○○。 

林:黃○○那時候，我當主計，要是什麼事情

我都要怕死了。 

潘:自己的東西拿去家裡，他還是都在罵的。 

林:我就是他這樣我才退休的，我也是捨不得

退休的。黃○○那我同事，我把他處理好，學

校他就是最大的，學校要是什麼事都要第一個

知道的。 

潘:他現在還在工作嗎? 

林:他現在在洗腎。他人其實是不錯的。 

吳校長:老師，其實我們這邊調查研究包含辦

公室及校長宿舍，這個孔老師跟黃先生很認真 

包括這邊的老師宿舍都幫我們畫好了。 

問:應該的。 

林:我有把它看過了，這差不多啦。 

問:老師那校長的宿舍以前是住什麼人? 

林:住莊校長，莊校長在這邊中風。 

問:中風喔。 

林:中風完後沒人住，然後換蕭○○老師住，

她剛好生第一胎，這邊比較方便叫她媽媽來幫

她照顧，再來就沒有人住了。那個○○他們是

住旁邊的宿舍。 

問:旁邊那邊以前有宿舍喔？ 

林:這邊一排，再後面一排，我也住過後面的

宿舍，我也住過。 

問:那個在那邊? 

林:在排球場的前面。那個連續的，這校長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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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這邊一排，這後面一排鋼筋水泥的。 

問:以前這邊有宿舍喔?是光復後蓋的嗎? 

林:光復後蓋的沒人要住，住這邊不方便。那

個郭凱旋校長也住這邊，說買菜什麼都不方

便。沒人要住，我先生要從嘉義縣要轉過來，

條件說要住宿舍才要讓你過來。 

問:所以，以前就是有住過? 

林:我們有來住過。 

問:你是說在那邊? 

林:是在籃球場南邊。 

問:幾棟?幾棟? 

林:後面、後面那個鋼筋水泥的。 

問:是一間還是? 

林:那好幾間的，有一個吳○○老師也住在那

邊。 

問:這宿舍是什麼時候蓋的?你四十八年來就

有了嗎? 

林:那時候就已經有了，什麼時候蓋的我不知

道。 

問:你住多久? 

林:我住沒多久，也是 55 年來的，馬上就回去

了。有一次大地震，不是東山那邊地震房子都

倒光光，那時候我們就住在那邊。 

問:地震的時候宿舍有什麼損壞的嗎? 

林:都沒有。 

問:學校都好好的喔，那宿舍、辦公廳都沒怎

麼? 

林:那時候我剛好拿一個溫罐要煮溫開水，差

點跌倒，那都是日本宿舍，後面都是榻榻米的

是鋼筋水泥建造的，下面都是榻榻米的。 

問:這樣喔。 

吳主任:你也沒睡到榻榻米。 

林:我們都睡榻榻米的，寶○住在隔壁。 

問:我們現在就是要了解這學校興建過程，因

為校長宿舍跟辦公室是歷史建築，所以我們想

要藉由這兩棟建築物對學校的歷史做一個了

解，那吳老師剛說這李先生在光復後對後壁地

區的學校歷史有很大的貢獻，希望我們把這件

事情給提出來，那想說你是不是說有印象，以

前那個李先生到底做了什麼事情，可以讓後壁

這個地區學校發展變的這麼好。 

徐:我也不了解。 

問:也不了解喔。 

徐:那年齡差很多，那是我爸爸他們那年齡的。 

問:這個李先生他是○○○的人為什麼對新東

的○○地區有貢獻? 

徐:因為他是菁寮人。 

問:所以他跟教育部去申請經費，還是什麼條

件之下他對這個地區有這麼大的貢獻? 

徐:我也不知道。 

問:所以他是你們的親戚? 

徐:那個李連春是我爸爸的好朋友，不是親戚。 

林:我們這校門口是金○的校友會提供的。 

葉:那個我蓋的。經費是金成他們出的。 

徐:他好像是傑出校友。 

林:我記得他們來同學會就蓋那個校門。 

葉:校門口那個歡迎門。 

林:國父銅像那個圓環，國父銅像我不知道怎

麼來的。 

問:校門是民國六十九年蓋的？ 

林:差不多，那是校友提供的。 

問:那學校除了校門還有什麼其他設施是葉先

生蓋的? 

葉:廁所、教室有蓋。 

問:是幾年蓋的? 

葉:好像是蓋一棟。 

吳貴雀:你是蓋那一邊，你是蓋這邊還是那

邊，那不就先蓋那邊，那不就是辦公廳那邊。 

林:那邊不是改造的嗎?。 

吳貴雀:那是拆起來蓋的。 

問:那一棟比較早。 

葉:這一棟。這邊首先蓋的。 

問:然後你在來蓋這一棟，接起來這樣喔。 

葉:那時候是張○○設計的。 

問:誰設計的? 

葉:張○○建築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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林:張○○建築師，建築師新營的。 

問:新營的張○○建築師喔，都他設計的嗎? 

葉:我知道這一棟其他我都不知道。廁所這邊

是潘○○。 

問:也是新營的建築師? 

葉:是新營的建築師 

問:你說的廁所是禮堂前面的廁所。 

葉:好像這邊一棟、這邊一棟、這還有一棟。

做三棟的樣子。 

林:有三間廁所，沒幾個學生。 

徐:一共四間，後來要蓋午餐那間就改掉了。 

問:什麼時後? 

林:它那裡面都有。 

葉:那時候李○○當總統的時候，就是說李○

○出來巡視學校，去廁所看到廁所就很醜。 

問:李○○有來過新東國小? 

葉:不是，不知道在那邊，他出來巡視。 

問:所以整個全部。 

葉:全國的學校廁所都改造，那時候廁所蓋很

多。 

問:這樣喔，所以四棟都是那時候蓋的。 

葉:三棟的樣子，兩棟新的，一棟修改。 

林:我們也掃過廁所的。五六年級都要掃廁所

的。 

問:老師可以請你回億一下，你在學校的時候

這辦公室跟校長宿舍是什麼情況，什麼人蓋

的，有沒有修復過怎麼使用? 

徐:校長宿舍我來的時候就這樣，我剛進來沒

有辦公室，用一般教室。 

問:所以你來的時候教室有幾間? 

徐:十八班級。 

問:校舍呢?有幾間? 

徐:教職員宿舍嗎? 

問:不是教室，教室。 

徐:十八間，那時候是木造的。 

問:有怎麼多喔。十八間教室 

吳:我進來的時候五十八年就有了。 

林:沒有，他晚我十年來的。她最早來了，四

十五年就來了。 

問:老師那辦公室是誰蓋的? 

徐:我好像是我爸爸○○那一年蓋的? 

問:是縣政府蓋的，還是找地方的匠師，還是

建築師?那一個? 

林:那誰蓋的我不知道。 

徐:我來的時候四十五年還沒蓋。 

問:是四十七年蓋的。 

徐:那之前我爸爸，四十五年，禮堂就是，那

辦公室不知道誰蓋的。 

問:不知道是誰蓋的，是縣政府還是?為什麼? 

那個菁寮跟安溪的辦公室都一樣? 

徐:這不知道。 

林:那設計都一樣。 

吳貴雀:那鄉公所設計的。 

問:鄉公所設計的喔。 

吳貴雀:如果三個都一樣就可能是後壁鄉公所

弄的。 

問:是那邊的師傅呢? 

徐:我不知道，那個很久了都四五十年了。 

林:那個來了，都不在了。 

問:老師，所以你以前來的是什麼樣的情形? 

辦公室沒有嗎? 

徐:沒有。 

問:辦公室沒有嗎?前面就是十八間木造的教

室? 

徐:現在不是有三棟那以前就是木造三排。 

問:以前不是只有前面一排嗎? 

徐:全部都是木造的。 

問:全部都木造，是日本時代蓋的?還是光復後

蓋的? 

葉:光復後蓋的。 

問:就是四十五年之前。 

葉:我們是光復後入學的，只有前面六間。 

林:我記得只有兩間。 

問:兩間什麼? 

林:都是木造的，這邊不知道是不是，我印象

中只有兩間，都在這邊排隊，財員阿做我們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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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 

問:小時候，學校的情形到底是怎樣呢?剛剛老

師回億說這邊有兩間校舍。 

林:好像兩間教室，也不是當教室，木造的我

記得了間，這邊一排。 

葉:好像是後來敲掉這三棟都有。 

問:三棟都有。 

葉:這邊都是木造敲掉的。 

林:後來再蓋的我也不知道，我進來就不一樣

了。 

問:四十八年就不一樣了。 

林:這已經是鋼筋平模的，這後來都增建的。 

葉:有的都拆起來很久了，只有基礎放在那邊。 

問:四十八年就拆掉了。 

林:我們來的時候都是信行蓋的，都蓋的歪七

扭八的，整個都。 

問:你剛剛有說。 

林:禮堂是我知道是隆力蓋的，蓋到走路了。 

問:所以最早是就有木造的辦公室? 

林:不是，教室。 

問:教室就有三排了。 

林:沒有廚房，廁所的出入式的第一棟那邊。 

問:是小孩子那時候，還是四十八年完。 

林:小孩子的時候，我已經忘了沒什麼印象了。 

問:老師你剛剛說禮堂比辦公室早喔。 

徐:禮堂慢。 

問:你父親蓋的嗎? 

徐:那時候是，那個辦公室就不是。 

問:當時候為什麼要蓋禮堂呢?誰設計的? 

林:那時候後壁鄉禮堂都一樣。 

問:都一樣。 

林:那時候菁寮還是木造的禮堂，我們畢業四

十八年。 

葉:菁寮的現在也是木造禮堂。 

問:那時候學校的建設是那裡?是縣政府、鄉公

所都不知道? 

林:那都不知道。 

徐:這應該是三對等去蓋的，也有可能是縣府

用的或鄉公所用的。 

問:但時間都不一樣? 

徐:那要去問公所的才知道，可以去問看看。

但是年輕的應該不知道。 

問:對，我看不容易。 

問:主任來學校的時候是住那個地方? 

徐:應該他四十三年就來了，我記得他四十三

年來的。 

問:所以這個辦公室應該是主任那時代蓋的? 

林:余○○老師，吳主任之前的余○○老師，

現在還很好，但是重聽。 

問:校長宿舍跟辦公室興建的歷史最重要，現

在是古蹟，是誰蓋的、師傅是誰、誰設計的? 

徐:這很難查起了，太久了。 

林:我只記得禮堂是日仔蓋的，蓋到走路。 

徐:我爸爸不知道叫那邊的師傅來處理。 

問:那邊的師傅? 

徐:不知道，我爸爸已經不在了，九十幾歲了。 

林:我們教書的沒在管這些事的。 

問:那以前的辦公室怎麼使用的，在教室當辦

公室，然後才移到這邊來，剛剛老師說以前校

舍不夠用，辦公室會當教室用。 

林:有，我們在那邊上課過，教過五六年級的

歷史，我們一二年級要去兼五六年級的課。說

我們的課太少。 

問:在辦公室上課? 

林:對，在辦公室上課，我教歷史的。 

問:為什麼要在這邊上課?是學生太多?還是? 

林:我們還有上下午班，因為教室在修建。 

問:那時候教室在修建喔。 

林:二年級收三班，三班我們三個教一教。 

問:所以最早那邊上課? 

林:我們教室都在後面，前面都是高年級的，

低年級都在後面。 

問:剛剛老師說，我們現在有圖，這邊是校長

的辦公室，這邊是職業室。 

林:校長辦公室在那，還有職業室。 

問:那老師怎麼辦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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林:辦公在這邊。 

問:那老師怎麼辦公?家具跟現在一樣嗎? 

林:那我們那時候在辦公室上課，那辦公室在

那邊呢?我忘記在那邊了。 

問:校舍在整修的時期。 

林:那時候我們辦公室在那邊?蔡○○校長校

長室來才改到二樓的。不然一開始是在這邊

的。 

徐:這兩間格局還是一樣。 

問:剛剛好像說這櫃子有改過。 

徐:只有整修過，連屋瓦都整修過。 

林:有整修過。 

徐:詹校長的時候，屋瓦是詹校長那時候用的。 

問:什麼時候弄的? 

林:校刊裡面有，七十幾年。 

問:這邊都一直整修過? 

徐:這都整修過，結構都一樣。 

問:所以師母也都不記得了喔。 

吳師母:不記得，我們來的時候，人都不知道

住多久了。 

林:你最清楚，你最早來的。教室在那邊，你

們來的時候教室，你先說，那時候有辦公廳嗎? 

吳師母:有的只有舊教室。 

問:最早的辦公室在第一棟。 

吳師母:最早在那邊。 

林:他們住在隔壁。 

問:那這一棟是住誰? 

林:這林○○老師，已經不在了。 

問:也是老師住的。 

問:有幾間宿舍? 

徐:四間。 

問:就是在禮堂後面。 

林:禮堂的前面。 

問:那時候禮堂還沒蓋。 

林:禮堂是五十幾年蓋的，我們五十幾年住那

邊才在蓋禮堂。 

問:所以禮堂在蓋的時候，宿舍還在? 

林:本來就有宿舍，我們就住在那宿舍。 

徐:不一樣。 

林:不一樣，這宿舍後面禮堂。 

問:這圖在那，剛剛說的宿舍在這邊有四間? 

林:不是不是，在這裡面。 

問:宿舍呢? 

林:不是，這教室。 

問:禮堂在這邊，這是排球場籃球場。 

林:在這邊。 

問:在現在廁所的旁邊。 

林:在廁所的這邊一點點。 

吳師母:在那倉庫的旁邊。 

問:倉庫的旁邊 

林:宿舍就三棟 

吳師母:在倉庫的旁邊就對了，旁邊蓋四間。 

問:後來拆掉才變籃球場。 

徐:對，拆掉才變籃球場。 

吳師母:那拆掉才變籃球場。 

問:這邊有一間廚房? 

林:廚房後來才蓋的。 

問:現在沒有在用了嗎? 

林:現在沒有了，那時候都在燒開水 

徐:小朋友帶飯。 

林:還有蒸飯。 

徐:那個拆掉了，廚房沒有了。 

問:這裡是後來的廁所，這邊有一個師母說的

倉庫。 

徐:倉庫有。 

問:那是什麼時候蓋的? 

林:那也是廚房那時候蓋的。 

徐:也是簡單蓋一間而已。 

林:好像是先有倉庫才有廚房的 

問:廚房是六十九年蓋的。 

林:這個前後差不多這樣。 

問:校長宿舍最早這是空地，還是田地? 

吳師母:那校長宿舍最早有一個竹子的叢，後

面有一叢竹，很大一叢。 

問:在車棚這邊嗎? 

吳師母:在一叢竹旁邊才蓋那四間的，什麼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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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我忘了。 

問:那校長宿舍旁邊是什麼? 

徐:兩間宿舍。 

問:那時候還有兩間宿舍。什麼時候蓋的? 

吳師母:那兩間差不多學校成立前就有了。 

問:所以以前校長宿舍旁邊還有兩間木造宿

舍。 

徐:跟這邊一樣。是木造的 

問:是雙併的嗎? 

吳師母:對。 

徐:後來四間是後來蓋的。 

問:那兩間是說這種的兩間還是一間? 

吳師母:兩戶在住就對了。 

問:那這間宿舍日本時代就有了。所以日本時

代就這邊，一間那邊兩間。 

吳師母:那兩間拆除的最早蓋的，我們來的時

候那兩間最早蓋的。 

問:那是什麼時候拆除的。 

吳師母:什麼時候拆除的我不知道，人都搬走

了就拆除了。 

問:那時候這棟住什麼人?拆除掉的。 

吳師母:黃○○跟一個林○○。 

問:那最早的校門一要在這邊? 

吳師母:一直都在那邊。 

林:這邊有一個猪舍很討厭，現在拆除了。 

問:猪舍在這邊? 

林:都在那邊釣魚。 

問:以前是魚池喔? 

徐:現在填平了。 

問:所以以前校門不在這邊喔。 

徐:校門在這邊側門在那邊。 

問:所以以前這邊是一個圓環? 

林:圓環在前面。 

徐:圓環是沒有現在怎麼漂亮。這都後面改造

的。 

林:校門就金成他們來弄的。 

問:所以最早這邊就是木造辦公室? 

林:木造辦公室，就一排，那一間我不知道了，

三年級到六年級，現在來編班又編去一年沒有

二年，現在我聽我同學信道他大姐，說三年四

年又跳一級。 

徐:那時候有跟我同學嗎?我在這邊讀一年級

而已。 

林:我讀一學期而已，我和信○、富○，所以

校長叫我去調查，我從富○那邊去調查出信○

出來。 

問:四十三年這有一個木造，老師來的時候? 

徐:不是，吳主任他們四十三年來的，我四十

五年來的。 

林:我知道這邊是木造的這邊還有兩間但我不

知道做什麼了，要放學的時間都在這兩間中間

排隊。 

問:所以那時候這邊有一排。 

林:這邊有兩間。 

問:這邊都沒有。 

林:我來的時後都改變了。 

問:四十八年就鋼筋一樓平房的。這邊也都有。 

林:對。 

問:老師剛剛不是說都是木造的? 

徐:木造是前面的。 

問:後面的呢? 

徐:後面兩間 

問:這邊呢? 

林:我來的時候就是鋼筋了。平房了。 

問:就木造拆除了變鋼筋了。 

林:我來的時候，辦公室後來禮堂才蓋的，廁

所有。 

問:剛剛葉先生說，這兩間有改過? 

徐:這第二棟這邊嗎? 

葉:拆掉蓋新的。 

林:我記得這邊兩間，兩間後來再添一間，好

像是三間這邊分開，這邊有一個中廊，中間有

一個中廊。 

問:以前這邊有一個中廊? 

林:現在還有。現在有一個中廊，這邊兩間再

添一間，我們那二年級城市的老師跟蕭老師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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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同一間教室，現在下雨時再接一間沒接好，

那張家祥設計的，抓漏最困難了，整個都把黑

板字淋的很難處理。 

葉:那時候是家祥主張不要接下去，都打好要

接鐵，但他不接啦。 

徐:上面不知道在搭一個什麼。 

葉:有來做防水很多次，地震就跑來。 

問:廁所以前就有了嗎? 

林:那出入式的。我都挑過肥。 

問:這邊有一個水塔也是? 

林:第二棟的廁所也是一開始就有了 

問:四十八年就有了。 

林:後來才興建的。 

問:興建就是這一棟。 

林:禮堂前面這一棟。 

問:這邊不是有一個倉庫還是廚房就是兩棟中

停旁邊? 

林:這邊沒有，是幼稚班的遊樂場所。 

吳師母:有一個水塔，打水去水塔上面。 

徐:下面可以當儲藏室。 

問:這水塔後來就改過來嗎? 

吳師母:這水塔現在已經沒有了。有一個井可

以抽水，我知道的時候是一個水塔。 

問:現在幼稚園這的地方有一個水塔。 

徐:有，以前是有。 

問:這個古井是什麼時候留下來的? 

林:我來的時候就有了。 

吳師母:建設學校才挖的，這以前都是田地，

這個古井是我留的保留的，那時候人家要填

了，是我保留的。可惜啦，現在讓小孩子知道

什麼是古井，不然現在小孩子不知道什麼是古

井。 

問:那現在是古蹟了。 

吳師母:現在要挖一個古井已經不簡單了。這

個古井才可以飲水思源，多少人來都吃個古井

的水，多少人就出多少泉，很好吃又○，沒有

那個○○。 

林:吃古井菜都挑這個古井的水。 

問:以前學校就只有這一個古井嗎? 

林:只有一個井。 

問:全部學校都用這個井。 

林:買菜不方便人家都不住宿舍，要去新營買

菜。 

問:什麼時候開始有自來水的? 

林:自來水是林昌那時候的。 

吳師母:不是，是陳○○校長的時候。 

問:所以最早學校的飲用水都靠這口井喔。 

林:靠井。 

徐:靠這口井。 

問:所以這口井很重要喔。 

林:我們這在這邊都來這挑水。 

問:所以中午做菜都要靠這口井。 

吳師母:所以才捨不得讓它填平，我保留這口

井很高興。 

問:所以民國五十幾年才沒有在用的。 

 

~訪談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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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五  『歷史建築後壁新東國小木造辦公室及校長宿舍調查研究暨修復計畫』

審查意見彙整表 

 

一、服務建議書審查意見彙整表 

審查意見 修正情形 

一、校長宿舍在近一、兩年曾有修繕，該

次修繕做了哪些、拆了哪些、更換了

哪些，宜有完整瞭解。 

感謝委員指正。將依委員意見於期中報告

針對校長宿舍修繕歷程進行討論，相關內

容預定彙整於【第三章  新東國小木造辦

公室及校長宿舍建築特色】。 

二、透過歷任校長及資深教職員之訪談可

獲得深入口述資料。 

感謝委員意見，以依委員意見與現任校長

竟形初步之訪談，並與校方初步確認，預

定於調查研究基礎資料彙整完成後，由校

方協助進行退休員工之深度訪談。 

三、經過幾十年環境變遷，宿舍區外部空

間(包括校長宿舍後面之球場、大禮

堂)有了很大之變化，其變遷過程及

原空間配置宜藉此次調查研究加以

建立之。 

感謝委員意見。將依委員意見於期中報告

針對校原變遷進行討論，相關內容預定彙

整於【2.2 節  新東國小歷史】。 

四、文物之搜集包括老照片，此部份除了

請校方協助亦可透過村民提供來增

加之。 

感謝委員意見。將依委員意見進行老照片

之蒐集。 

五、現有校長宿舍內部空間可能已有局部

改變(如風呂場)，其原形貌及設施請

注意之。 

感謝委員意見。將依委員意見透過訪談及

相關案例之分析進行內部空間原貌之討

論，相關內容預定彙整於【第三章  新東

國小木造辦公室及校長宿舍建築特色】。 

六、設備調查(包括原管線、照明等)亦請

納入本調查研究。 

感謝委員意見。將依委員意見於期中報告

進行設備調查，相關內容預定彙整於【第

四章  新東國小木造辦公室及校長宿舍

構造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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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見 修正情形 

七、現場尚有原來之日本瓦及生產來源請

探討之。 

感謝委員意見。將依委員意見，針對庭院

內殘留瓦作背面之廠商標記，進行瓦作材

料之探討，相關內容預定於期中報告彙整

於【第四章  新東國小木造辦公室及校長

宿舍構造調查】。 

八、本案與菁寮、安溪國小約略同時期建

築，可就此三校之校園配置理念有所

比較，並在歷史沿革中回溯追尋原有

配置或沿革變化。辦公室之建築風格

亦與菁寮、安溪國小極為類似，可一

併討論比較！ 

感謝委員意見。將依委員意見於期中報告

針對後壁地區之初等學校歷史及建築類

型進行探討，相關內容預定彙整於【2.2

節  新東國小歷史】。 

九、再利用計畫可針對宿舍區如何成為鄉

土教學園區之遠景，多發揮創意(尤

其是學校與社區之互動關係)。 

感謝委員意見。將依委員意見與校方進行

再利用方案之討論，相關內容預定彙整於

【第八章  新東國小木造辦公室及校長

宿舍再利用計畫】。 

十、報告書中引用其他案例的照片時，請

註明出處。 

感謝委員指正。並依委於意見修正。 

十一、應將參考書目列入。 感謝委員指正。已依委員意見增列參考書

目。 

十二、期待期中報告在歷史調查與建築形

式特色、價值研判上有更多調查成

果。 

感謝委員指正。 

十三、文章內錯字相當多，請仔細校對。 感謝委員指正，並依委員見加強完稿報告

書之校正。 

十四、針對建築體各部份損壞之現況調查

內容仍有待加強。 

感謝委員指正，並依委員見於期中報告加

強各部份損壞之現況調查，相關內容預定

彙整於【第六章  現況調查與修復建

議】。 

十五、調查內容對室內空間配置之分析建

議再加強 

感謝委員指正，並依委員見於期中報告加

強空間配置之分析，相關內容預定彙整於

【第三章  新東國小木造辦公室及校長

宿舍建築特色】。 

十六、第七頁對各章節之分項與內容不

符。 

感謝委員指正，並已重新檢討章節安排。

十七、建築體內相關文物之紀錄仍有待加

強。 

感謝委員指正，並依委員見於期中報告加

強文物調查，相關內容預定彙整於【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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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5-3

審查意見 修正情形 

章  新東國小木造辦公室及校長宿舍構

造調查】。 

十八、本計劃撰寫詳實、架構清晰，惟因

僅屬建議之綱要計畫，部份有關補

強建議及再利用計畫可俟進行後再

行論述，於邏輯上較為合理。 

感謝委員指正，補強建議及再利用計畫相

關內容將於調查進行後調整。 

十九、建築本身之歷史沿革可再深入搜

尋，可由同時期學校、眷舍或同地

區(台南縣市)之類同建築等著手。 

感謝委員意見。將依委員意見於期中報告

針對後壁地區之初等學校歷史及建築類

型進行探討，相關內容預定彙整於【2.2

節  新東國小歷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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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5-4

二、期初審查意見彙整表 

審查意見 修正情形 

一、有關在歷史沿革中針對原始配置沿革

予以回溯，並就約略同時期之＂菁

寮＂、＂安溪＂國小相互比較，應該

會對當時(光復初期或日治時期之校

園配置理念有所釐清) 

感謝委員指意見，將依委員意見針對後壁

地區初等教育歷史進行討論，進而釐清新

東國小之創校理念及配置概念，相關章結

預定彙整於【2.2.1 後壁地區初等教育沿

革 】。 

二、辦公室風格與＂菁寮＂、＂安溪＂國

小極為類似，應可相互比較並就當時

是否有可能採＂日式標準圖＂並由

台灣匠師沿襲日式工法來施作? 

感謝委員指意見，針對木造辦公室建築分

析部分，將嘗試與＂菁寮＂、＂安溪＂之

辦公室進行比較，相關章結預定彙整於

【3.3  新東國小木造辦公室】。。 

三、校長宿舍之規模應可就大正 11 年

(1922 年)台灣總督府公佈的官舍建

築標準表比較、分析及論述。 

感謝委員指意見，將依委員意見就大正 11

年(1922 年)台灣總督府公佈的官舍建築

標準表進行比較，相關內容預定彙整於

【3.1  日治時期官舍標準比較】。 

四、木構件及各部位結構補強方式之論述

很周全，但仍請注意其整體結構系統

之解析，並就其容易損毀處予以補強

即可，尤其原有工法及結構、構造系

統之尊重，鐵件補強工法資料很權，

但在本縣之歷史建築本體規模均不

大，仍可能採原工法，鐵件補強不宜

太多而導致應力系統改變太大。 

感謝委員指正。根據結構耐震評估，本建

築 

抗震能力偏低，建議應針對牆體抗震力加

以 

補強，補強方式可在牆體框架四個角隅增

加 

補強構件，降低對原貌之影響程度。惟本

文 

提出之補強方式係參考性質，後續仍應由

修 

復設計建築師研擬具體補強工法。 

五、承上，寧可多針對應做成分(底塗、

中塗、面塗)及麻絨配比或其他內容

物之解析或補強是本案之重點。 

感謝委員指正。有關編竹夾泥牆成分將於

期末報告增加相關說明，麻絨配比或其他

內容物建議於後續修復解體階段進行解

析。 

六、本案再利用有機會朝向學校或社區之

結合，在歷史建築本體的修復上可多

著重在〝現地展示〞教育功能。 

感謝委員指正。相關內容將於期末報告補

充。 

七、本次為期初審查，重點在於報告書未

來關注的對象是否恰當與執行能力

的預檢視。由目前期初報告所提之章

節架構而言，關注的對象在歷史、建

感謝委員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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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見 修正情形 

築特色的挖掘與解析，構造現況的調

查與評估，修復的建議；再利用建議

等，就報告書要求而言，實屬恰當。

八、就執行能力來說，根據目前第二章的

內容有諸多的誤謬與不足，包括對區

域歷史上行政變遷說明錯誤，本校的

名稱說明語焉不詳，以及未有本建築

相關歷史介紹來看，未來團隊應加強

歷史部分的調查與收集工作，藉以能

對此二棟建築有更清楚的價值界定。

感謝委員指正，相關內容將修正於【第二

章  新東國小木造辦公室及校長宿舍歷

史】。 

九、有關第三章建築特色論述部分，應先

將本地名稱與日式用語予以界定，另

外，行文中有許多名稱上的疑義，如

「廣間」是指用於會客開會的房間，

而不是文中所提「玄關」。另「統間」

一詞是日式用語或本地名稱？為避

免使閱讀產生疑問與混淆，第三章中

文章及圖中所使用文字請統一並釐

清。 

感謝委員指正，部分日治時期大型官舍

(宿舍)圖說中，會將玄關前方之廊道（中

介空間）命名為「廣間」，並將會客空間

獨立稱為「應接室」，故文中才略作補述，

現依委員意見刪除。另「統間」指大跨度

之空間，現統一以坊間常用之說法，統一

改為「廣間」。相關內容將修正於【3.2  新

東國小校長宿舍空間】。 

十、有關與其他案例之比較，主要目的在

呈現地方特色與本身特色，因此，比

較對象應放在地域性的比較，如鄰近

地區的日式宿舍，以及類似規模的官

舍及辦公室的比較，依此原則選擇比

較案例，較能突顯本建築價值。(是

否有同批工匠施作的可能性) 

感謝委員指正。本文第三章與其他案例之

比較原係為探討台灣地區不同規模的日

式木造宿舍各種性質之空間面積關係之

差異性與關聯性。後續將依委員建議蒐集

鄰近地區日式宿舍進行探討。 

十一、p4-2 所標示的尺寸與 p3-8 圖所標

示尺寸不同。 

感謝委員指正。P4-2 為構造系統示意圖，

正確之圖示將於期末報告補充。 

十二、p4-4 文中所標示圖號與 p4-6 所呈

現的不同。 

感謝委員指正。已修正圖號。 

十三、p4-15 案例編號所指的是那些案例。 感謝委員指正。該案例係引述自文獻，該

文獻未載明編號所對應之案例。 

十四、未來期待加強本案的構造調查說

明。P4-27~p4-41。 

感謝委員指正。構造調查將於期末報告加

強相關內容。 

十五、第六章 p6-3 屋頂(防水層)是否修

改為屋頂(落水管)文中並未見防水

感謝委員指正，第六章以重新撰寫，相關

內容將修正於【第六章  現況調查與分



歷史建築後壁新東國小木造辦公室及校長宿舍調查研究暨修復計畫 

 附 5-6

審查意見 修正情形 

層說明。 析】。 

十六、圖 7.4.3 所指是何案，應說明。 感謝委員指正。圖 7.4.3 為歷史建築彰化

武德殿附屬建築屋頂修復過程。 

十七、有關本建築的歷程性發展，與各時

期形貌價值討論，形貌復原討論，

以及是否要作舊貌復原等，均應有

所討論。另修復原則真實性也應有

討論。 

感謝委員指正，現關於歷史建築原始之圖

說及圖像不足，期末將以訪談補其不足。

現歷史建築形貌保存完整，未來將建議以

現況（舊貌）復原為原則，相關內容初步

彙整於【第六章  現況調查與分析】、【第

七章  新東國小木造辦公室及校長宿舍

修復計畫】。 

十八、有關日式勒腳牆磚砌表現圖面，為

避免造成誤解請重新檢視繪製出來

圖面中磚材組砌方式是否有錯，如

P7-25•圖 7.4.6 圖磚砌即呈現破

縫。 

感謝委員指正。已修正相關圖面。 

十九、再利用部分配合學校教育、學校與

社區互動關係上，建築可以扮演何

種角色的方向思考。 

感謝委員指正。相關內容將於期末報告補

充。 

二十、第四章構造調查部分多引用相關調

查研究報告之資料。(如苗栗縣黃春

城校長宿舍乙計劃)篇幅雖多，但少

有針對本案之直接描述紀錄。 

感謝委員指正。相關內容將於期末報告補

充。 

二十一、第六章現況調查中除針對現況及

修復建議外，應深入探討損壞之

成因及可能之型式推斷，方符合

調查研究之核心精神。 

感謝委員指正，並依委員意見將相關內容

初步彙整於【5.4 節  甲仙地震災損紀

錄】、【第六章  現況調查與分析】。 

二十二、測繪圖多以 A4 大小表現，尺寸

難以辨識。建議以 A3 列印，另

外圖 1A-2 之天花板、2A1-1 之平

面圖牆厚、2A1-2 之木地板及其

板材續接斷點及木製之大引，根

太等構件尺寸應標示明白。 

回覆委員意見：測繪圖均有詳細相關尺寸

標 

註，另外會加註比例尺圖例，已能清楚辨

識。 

天花板及牆厚、大引根太預計於期末以大

樣 

圖表示之。 

二十三、本報告為期初報告，但各章節似

乎已趨完整，無法辨別計畫進行

感謝委員指正。相關內容將於期末報告補

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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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見 修正情形 

之程序與邏輯，如再利用計劃應

有分析過程，修復計劃則應參考

未來再利用方向調整為宜。 

二十四、第三章名稱建議為〝建築型制及

空間研究〞，本章各小結之特色

兩字亦可考慮略去，平面則宜改

為空間，與其他案例之比較亦針

對空間及型制。 

感謝委員指正，並依委員意見修正。 

二十五、第四章名稱建議為〝構造研究〞。 感謝委員指正。 

二十六、第六章名稱建議為〝現況損壞調

查與分析〞，修復建議於另章。 

感謝委員指正，並依委員意見修正。第六

章內文為配合損壞狀況對照說明修復建

議，主要之修復原則獨立於【第七章  新

東國小木造辦公室及校長宿舍修復計

畫】。 

二十七、歷年修繕紀錄及相關營建史請納

入。 

感謝委員指正，現關於歷史建築原始之圖

說及圖像不足，期末將以訪談補其不足。

二十八、文物之調查及老照片蒐集請再加

強。 

校長宿舍及辦公室之文化資產價

值透過歷史、建築之探討，請討論

之。 

感謝委員指正，現關於歷史建築原始之圖

說及圖像不足，期末將以訪談補其不足，

並針對其歷史、空間及構造等之文化資產

價值進行論述。 

二十九、這幾年新東國小曾辦了多次與本

歷史建築有關之研習活動，請

納入本報告。 

感謝委員意見，並依委員意見，將相關內

容預定彙整於【第二章  新東國小木造辦

公室及校長宿舍歷史】。 

三十、安全評估請針對現況，以為修復及

補強之基礎依據。 

感謝委員指正。已針對現況進行安全評

估。 

三十一、測繪圖集係現況，損壞宜註記

之。 

感謝委員指正。已針對損壞位置進行註

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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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期中審查意見彙整表 

審查意見 修正情形 

一、校園配置沿革，尤其日治時期及光復

初期至今之配置變化應補充，與菁

寮、安溪之比較仍需加強。 

感謝委員指正。已針對委員意見進行補

充，詳 P2-23~29。 

二、建築特色之論述有很多分析、比較，

請於各小節中提出小結。好像還缺

了＂木造辦公室採西式屋架＂，宿舍

採＂和小屋＂之構造特色。 

感謝委員指正，已補充兩歷史建築之屋架

調查記錄，詳 P4-11 第 4.2 節。 

三、P4-41 有關木造辦公室之屋架案例比

較，應納入安溪國小。P4-40 應儘可

能納入安溪國小禮堂。 

感謝委員指正。已將安溪國小禮堂與安溪

國小辦公室屋架納入討論，詳附錄二。 

四、有關結構耐震評估顯現明顯耐震不足

情形，既有甲仙地震可供驗證，應就

現況之震損紀錄與耐震評估情形有所

必較。並得以修正補強及加固區位！

感謝委員指正。已委請專業單位進行分

析。 

五、經歷史沿革之解析，教職員宿舍屬於

日治時期興建之建物，其餘(木造辦公

室、校長宿舍)則為光復後沿襲舊制及

工法之產物，是否在風格論述及特色

解析章節中加入教職員宿舍棟，則該

棟建物納入整修及預算編列材能順理

成章。 

感謝委員指正，於【3.1  日治時期官舍

標準比較】章節中加入雙併宿舍之分析，

詳 P3-6~10。 

六、內容豐富、架構嚴謹，資料之彙整需

再統合，有些不相關者或許放在附錄

中，儘可能朝向與本案主題相關者著

力，避免焦點散失。 

感謝委員指正。已將日式木構造概述與西

式桁架比較相關內容移至附錄。 

七、為便期末報告完成後能提供學校後續

研究及相關研習活動參考，並為修復

設計之基礎依據，針對本期中報告建

議如下： 

 

 （1）第二章節部份，有關新東國小之設

置宜再深入(如具體背景原因、設

置點之選擇與協商、學校名字之商

訂及變遷…等)。 

感謝委員指正，由於現存史料之缺乏，調

查研究儘就訪談內容補充相關之歷史資

料，相關內容補充於【2.2.2  後壁地區

菁寮、安溪寮及菁寮公學校新港東分教場

沿革】，詳 P14~22。 

 （2）為使歷史部份增加縱深，新東國小 感謝委員指正，並依委員意見增加訪談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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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見 修正情形 

設校至今重要活動，事件之史料、

照片蒐集以及歷任校長、教職員，

及校友訪訊不宜簡略。 

容，相關資料補充於【附錄四  訪談紀

錄】。 

 （3）兩校新東與安溪國小歷史建築之營

建史請專節述之，其中辨公室與校

長宿舍在屋架構法上有所不同，其

設置歷史背景宜仔細探討。 

感謝委員指正，已補充新東國小與安溪、

菁寮國小木造辦公室屋架系統比較，詳

P4-17。 

 （4）新東原來亦有木造大禮堂，現改建

為 RC，原木造禮堂及現存辦公

室、辦公室在菁寮、安溪亦皆有，

後壁鄉其他學校是否亦有這套設

施，其背後歷史請做探討。 

感謝委員指正，禮堂非本次調查研究範

圍，調查研究儘就相關之發展歷史略補充

於【2.2.2  後壁地區菁寮、安溪寮及菁

寮公學校新港東分教場沿革】。 

 （5）現存校長宿舍及對面教職員宿舍周

邊空間環境歷史之變遷和考證宜

納入。 

感謝委員指正。已針對委員意見進行補

充，詳【2.2.2  後壁地區菁寮、安溪寮

及菁寮公學校新港東分教場沿革】，

P2-14~22。 

 （6）相關設備及歷史文物亦請做一調查

(如鐵砲風呂、古井、舖於庭院之

原黑瓦…等)。 

感謝委員指正。已於第四章增加相關調查

與記錄，部分構造與文物因受限於現況與

計畫期程而未能充實，敬請見諒。 

 （7）有關兩校歷史建築之構造調查，請

再加強，目前呈現的多是文獻或他

案資料，反而兩校建築之具體調查

結果，卻相當單薄，舉例而言，校

長宿舍之上台構法尤其轉角、雨淋

板、披水、戶袋、屋瓦、風呂場、

台所、便所、欄間、玄關，玄關外

面包有金屬片保護之木柱，窗外上

面之雨庇(上有亞鉛板)，原有落水

管、便所排氣管…等，均未見於報

告。另外辦公室玄關之精細作法亦

被忽略。 

感謝委員指正。已於第四章增加相關調查

與記錄，部分構造與文物因受限於現況與

計畫期程而未能充實，敬請見諒。 

 （8）兩校歷史建築之結構系統表示不甚

清晰(P4-1、P4-2)，尤其校長宿舍

更容易造成誤導，請修正。結構系

統之表示宜能看出基座、屋身(含

軸組及壁體)及屋頂三個部份之作

感謝委員指正。已修正兩歷史建築結構系

統圖，詳 P5-5 至圖 P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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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及相互關係。 

 （9）甲仙地震經驗對進行、調查研究中

之兩校歷史建築甚為珍貴，建議再

深入探討在本次地震下，這兩校歷

史建築之地震反應，並與實際損害

做比較，進而延伸此探討以掌握兩

校歷史建築之真正耐震能力(目前

之評估甚為粗略)。 

感謝委員指正。已委請專業單位進行分

析。 

 （10）第六章部分損壞後馬上有其對應

之修護方式，雖然直接但在邏輯上

仍宜先有更上層之文資價值判定

及延伸之修復原則為基礎。 

感謝委員指正。第六章撰文方式為利讀者

進行實際損壞狀況與修復建議之對照，故

以圖例與表例方式以利比對、閱讀。關於

建築整體之修復原得詳【第七章  新東國

小木造辦公室及校長宿舍修復計畫】。 

 （11）綜合歷史、工藝、建築等調查研

究結果，須有本歷史建築之文化資

產價值綜合論述。 

感謝委員指正，並且依委員意見增補文化

資產價值歸納，詳 P1-6。 

八、本期中報告針對本體部分之歷史調查

內容呈現資料過少，其創建緣由，建

築體增修改建歷程等相關問題均尚未

解答，期待期末報告針對此加強調查

論述。 

感謝委員指正。已針對委員意見進行補

充，詳【2.2.4  新東國小木造辦公室及

校長宿舍沿革】。 

九、本案為戰後所建，在擇取案例比較時，

應考慮比較案例之選擇標準應相近、

或為年代相近、或為功能相近、或使

用者身份相近，案例的比較目的亦須

闡明，以呈現其價值性為主較有意義。

感謝委員指正。本案係藉由與其他案例比

較以了解與不同年代、功能案例之差異。

十、若要比較日式宿舍，雙併教職員宿舍

亦須納入，如此方易看出新東國小在

日治後期的角色。 

感謝委員指正。相關內容已將雙併教職員

宿舍納入討論。 

十一、本案名稱有諸多日文名稱之使用，

請給予，固定的體例呈現，如日文

名(中文名)或中文名(日文名)，應

列表說明名稱之意義。 

感謝委員指正，並依委員意見修正。 

十二、空間比例的比較目的為何?對於其價

值性的闡示之重要性為何? 

感謝委員指正。本案藉由空間比例之比較

以了解日治時期不同等級官舍主要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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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見 修正情形 

空間比例之異同，以及本案與其他案例之

異同。 

十三、P4-1 何謂西式木造與傳統日式木

造? 

感謝委員指正，已修正相關文字敘述。 

十四、屋瓦、木料的歷史調查內容可加充

實。 

感謝委員指正，已補充屋瓦及木料之測繪

記錄，歷史調查因受限於計畫期程而未能

充實，敬請見諒。 

十五、對整體架構之紀錄詳細、對細部之

接合方式均能加以分析，紀錄並配

合圖片解說內容相當豐富。 

感謝委員肯定。 

十六、Pl-1 第 2 行、P4-42 對板條灰泥牆

日文為 "木摺壁"之紀錄建議再查

證，日文應為 "木摺壁"。 

感謝委員指正，並依委員意見修正。 

十七、P1-6 第一行歷＂室＂建築，錯字請

修正。 

感謝委員指正，並依委員意見修正。 

十八、P3-9 第 3.2 節＂一、新東國小校長

宿舍空間＂乃建議修正為＂"一、新

東國小校長宿舍空間配置＂ 

感謝委員指正，並依委員意見修正。 

十九、4-16 頁起討論屋架類型及跨度乙

節，內容雖十分豐富，但仍有建議

如下： 

 

 （1）中柱式及偶柱式屋架為木構屋

架，但芬克式屋架為鋼構發展後

方出現之型式，構法沿革及邏輯

不同不宜合併討論。 

感謝委員指正。相關討論主要在於比較三

種屋架之異同，因而納入討論。另相關內

容已移至附錄供參考之用。 

 （2）桁架本為因應製材尺寸標準化及

長短限制之解決方案，在木構更

為明顯，桿件數量、跨度大小及

節點數量本就有合理之關係。研

究目的為何 ? 

感謝委員指正。相關整理係為了解三種主

要桁架桿件數量、跨度大小及節點數量之

具體關係。另補充同時期之安溪國小禮堂

與安溪國小辦公室屋架納入討論。 

 （3）真空加壓式木材防腐處理，可以

不同藥劑施作之，但不等同於ACQ

防腐，施作宜注意。 

感謝委員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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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期末審查意見彙整表 

委員 審查意見 修正情形 

1. p.1-5 研究方法與架構中，第

5列有建築現況調查，第 8列又

有構造調查，第 10 列有破壞調

查，易混淆。建議構造調查改構

造分析，破壞調查改破壞現況分

析與評估。 

感謝委員指正。第四章內容以現

況之構造記錄為主，且未採特定

之理論與方法進行研究，似不宜

稱為分析，為免混淆另改標題為

構造調查與記錄。  

感謝委員指正，並依委員意見修

正，詳 P1-5。 

2. 木造辦公室與校長宿舍經過

詳細的分析，有一些屬於人文歷

史、匠師手法與地方特色的部

份，建議另外提煉於 p.1-6 文化

資產價值歸納，目前所寫的歸納

表有點籠統，無法凸顯其特色。

感謝委員指正，並依委員意見加

強【表 1.3.1】之內容，詳 p.1-6。

3. P.3-11 第 1 段中根據校長口

述，指的是哪一個校長？第 3行

中寫與傳統日式住宅之配置有些

許差異，是日式住宅還是日式宿

舍？ 

感謝委員指正，並依委員意見修正

內文，詳 P3-11。 

4.校長宿舍與安溪與菁寮國小辦

公室、禮堂均為地方匠藝的表

現，是否可再試著透過鄉公所或

地方相關耆老追查其原施作者。

感謝委員指正，初步透過新東國小

退休教職員訪談，僅能推測木造辦

公室與禮堂皆為鄉公所主導，但無

法確認原施作者（設計、施工者）。

5.報告中仍有諸多錯字，如 p2-1

註 2-12 第 1 行 p2-14 表下第 6

行 p4-16 第 5 行中的臥梁，請自

行重新檢核。 

感謝委員指正，並依委員意見修

正。 

林 

世 

超 

委 

員 

6.本報告完整詳實，審查通過。 感謝委員意見。 

1. 新東、安溪、菁寮等三校之木

造辦公室構造型態及內涵關係極

為密切，若有直接文獻證明對本

議題之貢獻可期。 

感謝委員意見。 

2.校長宿舍雖不為日治時期建

造，但尺寸模具皆明顯沿用日式

作法，中央廊道設置應非特例，

日治時期亦有類同做法。 

感謝委員指正。根據本研究蒐集

之案例，中央走廊多見於面積較

大之案例，而校長宿舍為所有採

用中央走廊配置之案例中面積最

小的一例。 

陳 

啟 

仁 

委 

員 

3.校長宿舍入口處有一單柱外覆 感謝委員指正。校長宿舍入口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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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 審查意見 修正情形 

雨淋板作法甚為奇特，但未有特

別考證及論述。（如由來、匠師或

有否類似證明） 

柱因無進一步之考證資料，故加

強該部位之測繪記錄。 

4.木屋架說明與屋架名稱檢測仍

不一致（有日文稱法亦有中文稱

法），建議予以統一。 

感謝委員指正，並依委員意見於日

文稱法後加註中文稱法。 

5.4-11 末段＂用來抗震木造均

為…編竹夾泥牆＂不完全正確。

編竹夾泥牆有部份抗剪效果，但

全體仍為柱樑式構造之剛性提供

耐震功能。 

感謝委員指正。根據相關研究顯

示，本類型建築柱樑式構造之剛

性  即來自編竹夾泥構造，另依

委員意見修正相關文字。 

6. 6-7 頁中木材為杉木（福杉

木），為述明台灣杉木抑或外來之

杉木，括弧中福州杉建議以學名

取代之。 

感謝委員指正，並依委員意見於括

弧處加註英文學名，詳 p6-7。 

7.7-35 頁中束木端部架高可與

基礎拉開（但不宜過大，如 10mm

即可）另螺栓應標 2件，才有支

撐作用。 

感謝委員指正，原做法係採一件

螺栓，故於束木端部塗覆瀝青防

水並緊貼基礎，避免束木側向轉

動。另依委員建議做法加註相關

文字。 

 

8.結構評估中木材之密度及 MOE

之假設數值過高，建議密度：

500kg/cm3 350 kg/cm3。 

MOE=100000 kgf/cm
2  

80000kgf/cm2。另動態模擬有助

於房屋整體剛性之判斷。除層間

變位角外，建議就最大應力部份

與容許應力作比較；作為修復或

補強之參考。 

感謝委員指正，並將委員意見加

註於本文（P5-52 表 5.5.1）。另

補充最大應力與容許應力之比

較，詳 P5-64。 

1.期初審查時本人之意見（一）

～（三）研究團隊均有適當回應，

並補充周全。 

感謝委員肯定。 曾 

國 

恩 

委 

員 
2.第 5 章有關結構安全評估論述

中宜加入＂小結＂說明其安全

性，並作為未來結構補強之依

據。 

感謝委員指正，新東國小兩歷史

建築耐震評估結果詳 P5-24 上部

構造評估結果，顯示現況耐震能

力不良，建議應採用適當工法予

以補強，以提高整體結構的抗震

能力。其中木造辦公室有明顯之

偏心效應，補強時應列入考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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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依木構損壞情形來看（研究團

隊之調查結果）應可嘗試採用＂

架上修復＂（儘可能勿拆解成

空），可多考量原壁體瓦作等，若

評估屬堪用者，儘可能留用為原

則（納入修復原則中）。 

感謝委員指正。新東國小兩歷史

建築現況保存狀況良好，近期內

應無修復必要，未來修復時如保

存狀況仍維持良好，應可依委員

意見採用架上修復。另將委員意

見加註於本文，詳 P7-37。 

4. 第 7 章修復計畫中應就本案

之損壞調查結果及文化資產價值

評估等，確定本案各部位之修復

層級及修復部位之確認（不宜只

提供一般性之修復建議），作為修

復經費彙整之依據。 

感謝委員指正。由於本案修復時

間尚未確認，具體修復方式暫無

法確定，因此僅提出一般性之修

復建議與概估之修復經費供後續

設計單位參考。 

5. 再利用計畫中大致確定木造

辦公室未來提供為校史室並與社

區有所結合，校長宿舍大致仍維

持居家功能。依此，則本調查研

究宜針對以上使用強度彙提＂結

構安全＂、＂消防避難＂、＂無

障礙＂等法令整合評估其因應處

置方案。 

感謝委員指正，並依委員建議另

補充因應計畫概要供參

（P8-68），詳細內容建議由後續

設計單位提出整合評估。 

 

6. 本案原則通過。 感謝委員意見。 

1.本報告架構完整，內容深入，

受託團隊之用心相當值得肯定。

感謝委員肯定。 

2.目錄—I 1.2 與 1.3 小節標題

重複請修正。 

感謝委員指正，並依委員意見修正。

3.在第 2章之歷史研究中，若能

再增加相關文物將使內容更加豐

富生動。 

感謝委員指正，初步針對現存獎

盃、狀及校刊資料增加校史內容，

詳 p2-20。 

4.在第 7章，7.5 節中之標題「…

修復建議」，因本報告係後續修復

設計之基礎依據，＂建議＂二字

所具指導性與依據性較低，建議

可再斟酌。 

感謝委員指正，本調查研究為供

後續修復設計建議之參考，實際

修復方式，仍尊重修復建築師之

設計方案為主。 

張 

嘉 

祥 

委 

員 

5. p.2-18，建議能將本校近 3

年有關之活動(尤其與校長宿舍

感謝委員指正，並依委員意見增加

校方近 3 年之有關活動，詳

p2-16~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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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 審查意見 修正情形 

及教職員宿舍有關之教學活動)

納入之。 

6. p.2-19，很多老照片皆以「戰

後..」標明，建議能進一步考究

其正確或接近之年代。 

感謝委員指正，並依委員意見加註

年代，詳 p2-20。 

7. p.2-24，第 2階段敘及「後壁

三傑」，建議三傑之人名皆能納

入。 

感謝委員指正，並依委員意見於內

文納入後壁三傑之生平事蹟，詳

p2-25 

8. p.2-31 倒數第八行別字「…，

代蕭性女教師…」請更正之。 

感謝委員指正，並依委員意見修

正，詳 p2-33。 

9. 1967 年新東國小新建大禮

堂，其當初原圖樣或建成照片若

能收錄之，對歷史部份將更增豐

富性。 

感謝委員意見，調查研究期間查無

相關之圖樣與照片。 

10. p.3-11，有關校長宿舍之

間，便所外部應有小便斗及洗手

盆，另浴室會有浸泡之浴桶等，

建議能再進一步探討之。 

感謝委員指正，校長宿舍便所現況

僅設置有大便斗，未設置有洗手台

及小便斗。另浴室處舊制風呂佚

失，推測為後期改建所致，針對上

述內容補充於 p3-14。 

11. p.3-12 最後一行「…有橫拉

之襖門…」，日式名稱應只有

「襖」，另亦可以紙拉門稱之。最

後一行「類似高架地板之結構作

法…」語意不甚精確，請修正之。

感謝委員指正，並依委員意見修

正，詳 p3-12。 

12. p.3-19，圖 3.3.3 門廊及四

周犬走之貼面材似有不同，請再

檢查之。 

感謝委員指正，圖 3.3.3 門廊及四

周犬走之貼面材皆為後期新貼之方

塊地磚。 

13. p.3-20，圖 3.3.4 請附上。 感謝委員指正，並依委員意見修

正，p3-20。 

14. p.6-1，基地調查小節中，排

水方向宜再確切，不宜＂推測＂

之。另校長宿舍及雙併宿舍週邊

環境之主要樹木建議能列表。 

感謝委員指正，基地排水方向主要

依測量之高程點作判斷，已依委員

意見重新檢視，詳 p6-1、6-4。校長

宿舍及雙併宿舍週邊樹木已作初步

辨識，兵標示於圖例中，詳 p6-4、

6-6。 

 

15. p.6-4，圖 6.1.10 排水方向 感謝委員指正，基地排水方向主要

依測量之高程點作判斷，已依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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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 審查意見 修正情形 

及與環境排水系統關係請再檢

視。 

意見重新檢視，詳 6-4。 

16. p.6-8「…（二）氧化作用或

白化作用」用詞請再檢視。 

感謝委員指正，並依委員意見修正。

17. p.7-38，屋面與防水項目

中，小項 3—屋面板以新料替

換，似可再斟酌。基本上修復時

判斷可用者宜留用之。 

感謝委員指正，並依委員意見修

正，詳 p7-38 頁。 

18. p.7-53，景觀工程框列

2,200,000 元，全區水電設備框

列 1,659,700 元，宜略加內容說

明。 

感謝委員指正，並依委員意見修

正，詳 p7-62 頁。 

 

19. 測繪圖中若能再加有關風呂

場、便所（包括糞坑）以及廚房

等空間部位之剖面圖成果將更為

良好。 

感謝委員指正，已補充相關空間之

剖面圖。 

1. p.2-20、2-21 圖 2.2.10 及

2.2.11 另由新東國小與校內退

休教師確認。 

感謝委員指正及協助。 

2. p.2-24 提及後壁三傑，惟內

容似有漏植（殷占魁）建議考證

後加以增列。 

感謝委員指正，並依委員意見於內

文納入後壁三傑之生平事蹟，詳

p2-25 

3. p.2-32 第 11 行電腦教室請修

正為行政電腦室;p.3-19 圖

3.3.3 請一併修正。（圖 3.3.4 無

圖說） 

感謝委員指正，並依委員意見修

正，詳 p2-34、p3-19、p3-20。 

吳 

建 

邦 

校 

長 

4. 部份文字誤植，建請一併修

改： 

＊p.2-1 註 1 

＊p.2-19 地九節改為地久節 

＊p.2-31 莊俊＂原＂校長改為

莊俊元校長;第 10 行＂代＂改

為＂待＂。 

感謝委員指正，並依委員意見修正，

詳 p2-1。 

感謝委員指正，並依委員意見修正，

詳 p2-20。 

感謝委員指正，並依委員意見修正，

詳 p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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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 審查意見 修正情形 

 ＊木造辦公室之再利用經校方評

估仍維持原用途。 

感謝委員意見。 

1.報告書內容中，對於所提及之

人物建議標註生歿年代，例如

p.2-24。 

感謝委員指正，並依委員意見修正，

詳 p2-20。 

2.P.7-52，7.7 節內文所列修復

經費與表列金額不符。另請於經

費概算表中補充再利用經費預估

額度。 

感謝委員指正，並依委員意見修正，

詳 p2-33。 

3.P.7-53，表 7.7.1 之項次排序

錯誤，例如應為壹『四』全區水

電設備工程…，其餘類推修正。

感謝委員意見。 

4.P.8-23，8.3 節再利用規劃構

想所述內容與校方（校長）之想

法是否貼近，應進一步檢討，並

依檢討結果修正相關內容。 

感謝委員指正，再利用規劃構想

已於校方進行討論。 

5. P.8-40，天花板以上之屋架空

間不宜配置管線，與 P.8-44 木屋

架設置免電力自動偵測滅火設備

之構想是否衝突？ 

感謝委員指正並依委員意見修正

相關內容。 

臺 

南 

縣 

政 

府 

文 

化 

處 

6. P.8-44，（4）為因應震後『歷

史建築』結構體之穩定性…。 

感謝委員指正並依委員意見修正

相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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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六  『歷史建築後壁新東國小木造辦公室及校長宿舍』木材材種鑑定記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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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7-1

附錄七  現況實測圖面及修復建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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