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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新東國小木造辦公室及校長宿舍構造調查與記錄 

 

        新東國小木造辦公室及校長宿舍兩座歷史建築採用日治時期常見之構造形

式，主要構造分為屋頂、牆體與基礎三部分，兩建築之屋頂分別採用西式正同柱式

桁架與日式和小屋屋架，牆體均為編竹夾泥牆外覆雨淋板，牆體下方則為不同高度

之磚造基牆。調查與記錄時細分為屋頂、屋架、天花、牆體、地板與基礎等部位進

行（圖 4.0.1-圖 4.0.4）。 

 

 

 
【圖 4.0.1】新東國小木造辦公室構造系統示意圖（一） 

木造辦公室修復後鋪和瓦

出簷部位簷口天花

辦公室主量體與雨庇接合構造

外牆雨淋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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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圖 4.0.2】新東國小木造辦公室構造系統示意圖（二） 

屋架以上桁條、椽條與屋面板 

辦公室正同柱式屋架

辦公室牆基內側設置矮櫃

辦公室牆體轉折部位雨淋板包覆鐵皮

雨淋板邊緣鋸齒狀壓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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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0.3】新東國小校長宿舍構造系統示意圖（一） 

 

校長宿舍修復後仍鋪設水泥瓦

校長宿舍架高地板現鋪設夾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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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0.4】新東國小校長宿舍構造系統示意圖（二） 

日式和小屋屋架 雨庇天花 

廚房磚造爐灶 

編竹夾泥牆 

木地檻、裙板及勒腳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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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屋頂 

 
一、屋瓦 

 
        新東國小兩木造歷史建築屋瓦的形式如圖 4.1.1 所示，辦公室原為水泥瓦，

目前已改為文化瓦樣式，至於校長宿舍，修復前後均使用水泥瓦，而修復前之瓦片

部分用於庭園景觀鋪面，鬼瓦則用於庭園裝飾。另外校長宿舍基地附近發現之日治

時期文化瓦，背面見有日文印記；鄰近教職員宿舍之水泥瓦未經更換，溝槽樣式較

為簡易，與校長宿舍所使用之水泥瓦有明顯差異（圖 4.1.2-圖 4.1.4）。校長宿舍

原先使用之水泥瓦樣式及尺寸如圖 4.1.5 所示，寬度約 27cm，長度約 42cm；近期

更換之水泥瓦長度略短，約 38cm（圖 4.1.6）。 

 
        上述日治時期水泥瓦之使用大概源自大正中期以後（1920 年代），由日本

石綿瓦廠商開始生產，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日本海軍在德國殖民地青島見有水泥

製屋瓦，於是將這些瓦片用於滿鐵和朝鮮鐵路沿線的驛舍、職工宿舍以及市街

房屋之屋瓦。大正 14 年（1925 年）的「建築資料共同型錄」中已經可以看到許

多製造商生產水泥瓦，另外在昭和 7 年（1932 年）的「台灣建築會誌」也開始

有多家水泥瓦商的廣告。有關水泥瓦相關規範見於表 4.1.1 與表 4.1.2 之中華民

國國家標準。 

 

二、屋面構造 

 

        屋面構造係指屋架桁條以上之構造，由下而上包含椽子、屋面板、防水層與掛

瓦條。椽子通常為斷面 4.5cm 或 6cm 見方的方形斷面角料，間距為 45cm；屋面板

則使用厚度 0.9cm 至 1.2cm，寬度 15cm，長度 90cm 至 180cm 之板材，以垂直椽子

軸向鋪設；緊貼屋面板的防水層在早期多使用油毛氈，亦有使用檜木皮之案例，上

方釘掛瓦條後鋪設屋瓦（圖 4.1.7）。 

 

        根據現況，新東國小兩木造歷史建築屋面構造大致符合上述一般做法。校長宿

舍與木造辦公室之桷仔斷面均為 4.5cm 見方，自牆體邊緣出挑 60cm，末端切垂直

面釘著封簷板；桷仔除了支撐屋面外，也供配置電線之礙子固定之用。校長宿舍屋

面板寬度較大，約 20cm；木造辦公室僅約 15cm。而由木造辦公室屋面缺損部位取

樣之防水層碎片，可確認使用油毛氈。另外，一般日治時期木造建築之屋面板、屋

架、桁條等木構件表面，多有材料廠商之印記，這些印記之字體多以油墨印製，然

而新東國小兩木造建築屋架以上之木構件則未見明顯之廠商印記，現場僅在桁條側

面與斷面留有墨線痕跡。最明顯的標記見於校長宿舍聯繫主屋架之間之小樑與木柱

上端接點處側面，研判應為施作過程工人用於編碼、於現場書寫所留下之標記（圖

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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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1】新東國小木造辦公室屋頂舊貌與現況 

 
【圖 4.1.2】新東國小校長宿舍屋瓦於近期修復時採用水泥瓦          
【表 4.1.1】中華民國國家標準 - 建築用水泥瓦總則 

CNS466 建築用水泥瓦總則﹙民國 43 年 3 月 26 日公佈，民國 73 年 1 月 14 日修訂﹚ 

主要項目 內     容 

1 成分 水泥 25%，細砂 75%，清水為水泥之 50%。 

2 製造許可差 長度容許增加 5mm，減少 3mm；寬度容許增加 3mm，減少 2mm；厚度容

許增加 2mm，減少 1mm。 

3 品質要求 1.形狀應整齊正確、表面無砂眼、無蝕角、表面平滑無斑痕裂縫。 

2.敲擊時發出金屬性清音，吸水率低於 12%，搭接合且無漏水。 

3.色澤應一致，並呈銀灰色或深灰色。 

【表 4.1.2】中華民國國家標準 - 高壓弧脊水泥瓦 

CNS1049 高壓弧脊水泥瓦﹙民國 47 年 5 月 8日公佈，民國 70 年 1 月 27 日修訂） 

主要項目 內     容 

1 尺寸容許誤差 長度容許增加 3mm，減少 2mm；寬度容許增加 3mm，減少 2mm；厚度容

許增加 2mm，減少 1mm。 

2 鋪設密度 每平方公尺鋪設塊數 12 塊。 

3 品質要求 1.瓦面、瓦底式樣與釘孔數不規定，但釘孔數須為 1個以上。 

2.疊合後無壓滑或搖動的情況， 

3.屋面坡度在 25 度以上時，每小時 100mm 兩量須 1小時以上不漏水。

4.抗折強度在 200kg 以上，吸水率在 10%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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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3】新東國小校長宿舍原水泥製鬼瓦與基地旁和瓦 

 
【圖 4.1.4】新東國小雙併式教職員宿舍屋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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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5】新東國小校長宿舍修復前使用之平瓦與邊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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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6】新東國小校長宿舍修復後使用之平瓦與邊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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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7】日式木造宿舍屋面構造示意圖（圖片來源：「雲林縣歷史建築石榴站與職員眷

屬宿舍調查研究修復與再利用計畫」） 

  

  

  
【圖4.1.8】新東國小校長宿舍屋面構造與構件印記 

防水層 

掛瓦條 

屋面板 

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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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屋架 

 

一、新東國小木造辦公室屋架 

 
（一）屋架系統概述 

 
          新東國小木造辦公室主量體屋面係由三座完整的正同柱式桁架與六座半架屋

架支撐，其中兩半座屋架與主屋架正交；另四架半座屋架為斜向，位於斜脊正下

方。屋架跨度 10.9m，高度 3.1m，除了正同柱外另以兩對吊鞍及腰枝斜角撐構成

整組桁架，面外方向以直徑約 12cm 之半圓形斷面剪刀撐與水平夾撐維持穩定

性，每對剪刀撐於交錯部位以及水平夾撐中段部位，均填塞木塊後以螺栓固定，

用以防止這些長細比較高的半圓斷面構件受軸壓力作用而有側向挫屈的情形發

生。較特別的是三座屋架間距不同，由於東西兩屋架相距 450cm，如將中座屋架

置於兩屋架距離中心點，載重將無法直接由牆體框架立柱向下傳遞，因此將中央

屋架置於距離東座屋架 270cm，與西座屋架相距 180cm 處，三座屋架中僅中座屋

架末端未以火打樑增加端部側向穩定（圖 4.2.1-圖 4.2.4）。屋架構件中以正同

柱兩端結點所匯集的構件數量最多，中座屋架正同柱上下各有 6支（脊桁、剪刀

撐、人字大料）及 8 支（剪刀撐、水平夾撐、水平大料、腰枝斜角撐）構件匯集，

而東、西兩座屋架正同柱因需連結斜向屋架，不僅斷面尺寸增大，外側切斜角形

成六邊形斷面以供斜向屋架人字大料搭接，該結點共計 8支構件匯集；正同柱下

端已連結腰枝斜角撐、剪刀撐及水平夾撐，斜向屋架之水平大料無法直接匯集於

此，因而架設於主屋架與東西向半座屋架水平大料間之斜撐上。圖 4.2.5 則是屋

架於簷口部位之構造，人字大料上下分別由臥樑及壓樑夾住，並以螺栓增加穩

性。特別的是，火打樑外端另釘著一圓形斷面簷桁條（即簷桁），減少椽條出挑

長度，此做法不甚符合構造原理，相當少見。 

 

（二）與菁寮國小、安溪國小辦公室比較 

 

           同樣位於後壁鄉之菁寮國小與安溪國小辦公室，興建時期與新東國小木造

辦公室相當，因此三棟建築構造形式具有共通性，但也有明顯的差異。如圖 4.2.6

所示，三棟木造辦公室屋架均為木造正同柱式桁架，但菁寮國小與新東國小辦公

室跨度較大，桁架主要構件形成的三角形單元內均以兩組吊鞍與腰枝斜角撐維持

桁架剛度；安溪國小辦公室僅有一組。菁寮國小與新東國小辦公室均以三座完整

屋架配合六座半架桁架構成四坡廡殿屋面，安溪國小辦公室則由四座屋架配合兩

側和式屋架組成歇山式屋頂。三棟建築中僅菁寮國小辦公室之屋架間距相等，另

兩棟建築桁架各有 1.8m、2.7m 以及 2.7m、3.6m 不同間距。另外，三棟木造辦公

室之牆體立面分割略有不同，高度也有差異，但用來抗震的構造主要為外側覆蓋

雨淋板之編竹夾泥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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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1】新東國小木造辦公室屋架系統現況  

人字大料（15cm×21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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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夾撐（ψ＝12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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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2】新東國小木造辦公室之屋架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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叉而成，交錯部位填入木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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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3】新東國小木造辦公室主屋架結點 

辦公室桁架由兩組吊鞍及

腰枝斜角撐組構而成。 

辦公室三座屋架之中除中央

一座之水平大料末端未設置

火打樑之外，東西兩座均設

有火打樑。 

正同柱上端計有脊桁、人字大

料與剪刀撐匯集於此，共計該

結點匯集 6支構件。 

正同柱下端計有腰枝斜角

撐、水平大料、水平夾撐

與剪刀撐等共計 8支構件

匯集於此結點。 

腰枝斜角撐與人字大料接合點

以鋼筋製成之螞蝗釘加固。 

吊鞍上下均以螺栓與人字大

料及水平大料連接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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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4】新東國小木造辦公室斜向屋架結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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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西向半座屋架人字大料

共 8支構件匯集於此。 斜向屋架水平大料未延

伸至正同柱，而是架設於

主屋架與東西向半座屋

架水平大料間之斜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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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兩側45∘方向

延伸人字大料與

水平大料。 

斜向屋架人字大料與吊

鞍、腰枝斜角撐之結點。

斜向屋架末端同

樣以臥樑及壓樑

夾住水平大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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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5】新東國小木造辦公室簷口部位構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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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大料表面切斜面後以垂直面抵抗人字大

料外推力 

水平大料表面切凹槽以固定壓樑 

壓樑 

臥樑 

火打樑 

椽條末端釘著封

簷板 

火打樑及水平大

樑末端外側釘著

簷桁 

臥樑與壓樑之間以

螺栓固定 

簷口天花內側釘著於臥樑表面

簷口天花外側釘著於封簷板內

側之木條 

牆體上半部編竹夾泥牆外側拉

毛處理 

壓樑切斜面以固定椽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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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東國小、菁寮國小與安溪國小木造辦公室屋架系統 

 新東國小 菁寮國小 安溪國小 

室內面積 
169.0m2 

（10.9m×15.5m） 

162.3m2 

（10.3m×15.8m） 

132.9m2 

（9.1m×14.6m） 

屋頂形式 四坡廡殿式 四坡廡殿式 歇山式 

屋瓦 水泥瓦（更為文化瓦） 水泥瓦 水泥瓦 

屋架形式 正同柱式（兩組吊鞍） 正同柱式（兩組吊鞍） 正同柱式（僅一組吊鞍）

屋架構材 木 木 木 

屋架跨度（L） 10.9m 10.3m 9.1m 

屋架高度 3.1m 2.6m 2.6m 

屋架間距 1.8m、2.7m 2.7m 2.7m、3.6m 

屋架數量 3 座（兩側各 3半座） 3座（兩側各 3半座） 4座（兩側為和式屋架）

牆體構造 編竹夾泥牆覆雨淋板 編竹夾泥牆覆雨淋板 編竹夾泥牆覆雨淋板 

牆體高度（H） 4.3m 4.1m 4.0m 

L/H 2.53 2.51 2.28 

【圖 4.2.6】新東國小木造辦公室與安溪國小、菁寮辦公室屋架系統比較 

10.9m 

10.3m 

9.1m 

新東國小木造辦公室 

菁寮國小辦公室 

安溪國小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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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東國小校長宿舍屋架 
 

        新東國小校長宿舍之屋架形式為「和小屋組」，但與一般常見的日治時期和小

屋屋架相較，屋架短柱（小屋束）之間並無貫穿短柱或連接短柱上端之構件維持屋

架面內穩定性，僅桁條上方之椽條可協助維持屋架面內之穩定性；屋架面外方向主

要係由上方之桁條以及架上於屋架大樑之間的天花板樑維持穩定（圖 4.2.7）。 

 

      如圖 4.2.8 所示之校長宿舍屋架系統，整個校長宿舍可視為由東、西兩個量

體組成（東側量體長軸為東西向，西側量體長軸為南北向），最完整之屋架位於兩

量體之交界處，由五支短柱構成；另一處較完整之屋架亦在東側量體，但已位於正

脊下方之東側屋面，因此並未形成三角形單元，而由四支短柱構成梯形單元，其中

中央兩支較長之短柱即用來支撐斜脊脊桁。東側量體東端之兩斜向屋架則由三支短

柱構成，其中最長之短柱位於正脊與斜脊之交點，中間之短柱則與前述梯形單元屋

架共用。西側量體則無完整之屋架單元，除中段部位自東側量體中軸延伸處之外，

均由斜向三角形單元構成，這些單元多由三支短柱構成，僅南側兩斜向屋架最短之

短柱以小樑取代。圖 4.2.9 則是校長宿舍幾處重要的屋架構件結點：位於兩量體交

界處之屋架大樑接續榫接構造較為特別，為常見之日式木造建築「台持繼手」，為

了增加榫接部位之穩定性，以貫穿兩構件之螺栓固定；而屋架大樑之榫接部位上下

分別為支撐脊桁之短柱以及聯繫牆體框架立柱上端之敷桁。東側量體梯形單元屋架

之大樑接續方式亦採台持繼手，但並未以鐵件加固。屋架大樑末端與軒桁之固定方

式亦為日式木造建築之標準做法，同時以魚尾螺栓固定。另外斜向屋架短柱與脊桁

之間為兩軸向桁條接續點，為增加該結點之穩定性，兩桁條之間另以螞蝗釘連結。 

 

       圖 4.2.10 為上述屋架節點之樣式，圖 4.2.11 則是屋頂角隅處兩軸向軒桁交

接點之構造示意圖，其中一軸向之軒桁為完整構件，另一軒桁需拆解為兩部份，

並以燕尾榫固定於完整之軒桁。軒桁末端均裁切凹槽嵌入椽條，斜脊脊桁於軒桁

交點處之下緣裁切凹榫後與兩軒桁結點固定。 

 

三、桁條榫接方式 

 

         新東國小木造辦公室桁條接續係採俗稱犁壁榫之日式「追掛繼手」榫接方式，

追掛繼手俗稱「犁壁榫」，在日式木構造上屬於缺口對接的一種，用於構件長度不

足時接續之用，使用的部位相當普遍，包括屋頂構造中桁條、敷桁與牆基木地檻等

水平向構件的接續。九二一災後歷史建築修復，很多日式木構造個案因修復者對此

種榫接的力學行為與構造功能不甚熟悉，施作上常發生錯誤，修復結果不僅無法回

復原有榫接的功能，該部位反成結構上不利點，一有外力作用，極易產生損壞。圖

4.2.12 則是方形斷面構件犁壁榫的樣式與組裝過程，圖 4.2.13 與表 4.2.1 則是各

案例不同部位之犁壁榫以及細部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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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7】新東國小校長宿舍和小屋屋架現況 

屋架短柱上端支撐桁條（兼

具維持屋架面外穩定功能）

桷材具維持屋架面內穩定之
功效 

屋架短柱 

屋架中柱 

屋架大樑（小屋樑） 

敷樑 

與桁條軸向相同之屋面板 

屋架短柱 

桁條（具有天花板樑之作用）

屋架中柱 

牆體框架立柱上端施作凸榫伸

入屋架大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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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8】新東國小校長宿舍屋架系統 

校長宿舍東側斜向屋架由三

支短柱（小屋束）與脊桁構

成，並與東側南北向屋架共用

地二支短柱。短柱與脊桁之間

為桁條。 

校長宿舍西側北端斜向屋架由三短柱與脊桁

構成，正脊下方短柱由兩屋架共用。 

校長宿舍西側南端斜

向屋架由兩短柱與脊

桁構成，長度最短之短

柱以小樑取代。 

校長宿舍兩量體連接

處為五支短柱支撐之

主屋架，亦為整棟建築

形制最完整之屋架。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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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9】新東國小校長宿舍屋架結點 

 
屋架大樑（小屋架）

於敷桁部位之接點

採用台持繼榫接方

式，並以貫穿兩構

件榫頭之螺栓加

固。其中中央主屋

架之台持繼榫接上

方設有支撐脊桁之

短柱。 

屋架大樑末端上下分

別切凹榫與軒桁及椽

條搭接，並以穿越軒

桁之魚尾螺栓增加結

點之穩定性。 

屋架大樑末端與敷桁

之間填塞木塊。 

兩軸向之屋架大樑搭接後

墊至木塊支撐桁條，藉以

取代短柱（小屋束）。 

斜向屋架末端短柱。

斜向屋架短柱與脊桁之間

同時為兩軸向桁條接點，

兩桁條並以螞蝗釘加固。斜向屋架末端短柱。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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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10】新東國小校長宿舍屋架結點樣式 

榫端凸出物，突出 2cm，寬度

1.5cm，增加榫接側向穩定。 

上下榫頭之間斜面用以維持構

件受軸拉力作用之穩定性。 

屋架大樑（上木）留設方孔供

短柱（小屋束）凸榫伸入。 

上下榫頭之間垂直面用

以承受構件軸壓力。 

椽條末端切垂直面

後供封簷板釘著。

軒桁外側收邊木條。 

椽條之間於軒桁上方之

縫隙以木板填封。 

魚尾螺栓尾段以螺栓固定於屋

架大樑，前段穿越軒桁固定。

牆體上緣外側以板條灰泥構造

裝飾，內側為編竹夾泥構造。

軒桁外側切斜面凹槽供椽條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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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11】新東國小校長宿舍屋架角隅處構造（圖片來源：「木造の繼手と仕口」） 

※屋架角隅處為兩軸向軒桁之交會點，其中一軸向

之軒桁為完整構件，另一軒桁需拆解為兩部份，

並以燕尾榫固定於完整之軒桁。 

※軒桁末端均裁切凹槽嵌入椽條，斜脊脊桁於軒桁

交點處之下緣裁切凹榫後與兩軒桁結點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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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12】新東國小木造辦公室桁條犁壁榫與常見犁壁榫樣式與組構順序（圖片來源：

「木造の繼手と仕口」）  

步驟一 步驟二 

步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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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13】不同構造部位之犁壁榫及犁壁榫細部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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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各案例追掛繼手之構造部位以及各細部尺寸比值 

案例編號與名稱 構造部位 案例編號與名稱 構造部位 

1 福興農會穀倉 牆頂敷桁 8 蕭壟文化園區 A-13 倉庫 桁條 

2 嘉市竹材加工廠辦公室 簷廊桁條 9 新化街役場 水平夾撐 

3 嘉市竹材加工廠 水平夾撐 10 山上水道 牆頂敷桁 

4 嘉市文化園區電工室 簷廊桁條 11 山上水道 桁條 

5 澎湖公賣局 桁條 12 溪湖國小禮堂 桁條 

6 蕭壟文化園區 A-15 倉庫 剪刀撐 13 社頭斗山祠 檻木 

7 蕭壟文化園區 A-15 倉庫 水平夾撐 14 彰化武德殿 檻木 

各部位尺寸比值 

案例

編號 
b/a c/a d/a i/a j/a a/W a/D b/D f/D g/D 

1 0.10 0.25 0.06 0.06 1.00 1.50 1.50 0.15 0.17 -- 

2 0.09 0.22 0.09 -- 1.00 1.57 1.57 0.14 0.14 -- 

3 0.08 0.19 0.06 -- 1.00 2.00 1.20 0.10 0.12 -- 

4 0.13 0.25 0.13 -- 1.00 1.33 1.33 0.17 0.17 -- 

5 0.10 0.30 0.10 -- 1.00 1.25 -- 0.13 0.13 -- 

6 0.15 0.11 0.11 -- -- 3.00 1.35 0.20 -- 0.30 

7 0.12 0.16 0.08 0.08 0.88 2.78 1.25 0.15 0l15 -- 

8 0.10 0.23 0.23 -- 1.00 1.50 1.50 0.15 0.15 -- 

9 0.10 0.10 0.10 0.13 1.00 2.50 1.25 0.13 0.13 -- 

10 0.10 0.30 0.10 -- 1.00 1.25 1.25 0.13 0.13 --- 

11 0.10 0.20 0.10 0.13 1.00 1.67 1.50 0.15 0.15 -- 

12 0.08 0.32 0.08 0.05 1.00 1.23 -- 0.10 0.12 -- 

13 0.09 0.16 0.07 -- -- 2.14 2.14 0.10 -- 0.14 

14 0.09 0.29 0.06 -- 1.05 1.43 1.15 0.10 0.12 -- 

平均 0.102 0.220 0.098 0.090 0.994 1.796 1.416 0.142 0.139 0.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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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牆體 

 

一、木造辦公室牆體構造 

 
        新東國小木造辦公室牆體分為上下兩部分，下半部為 1B 磚造基牆，上半部牆

體由寬度 91cm、外覆雨淋板之編竹夾泥牆以及 182cm 寬之窗扇開口構成（圖

4.3.1）。編竹夾泥牆之牆體框架構件為 10.5cm 見方斷面之木料，框架之間填塞編

竹夾泥構造（厚度約 7cm），外覆寬度 19cm 之雨淋板（厚度 0.9cm，上下板材重疊

約 1.5cm），雨淋板因固定於牆體框架垂直構件（通柱）外緣，邊緣須以鋸齒狀壓

條收邊；至於牆體轉角處之雨淋板則包覆鐵皮，以達到固定雨淋板以及防雨之效

果。雨淋板與編竹夾泥構造之間形成 2cm 至 3cm 之空氣層也有助於調節氣溫，最下

層之雨淋板略凸出牆面 1cm 覆蓋檻木防水以取代裙板。編竹夾泥牆框架底部之檻木

為牆體上下兩部分之連結構件，檻木以預埋於磚造基牆之錨栓固定，框架之通柱再

以末端之凸榫埋入檻木之凹榫固定。檻木通常固定於基牆中心，然而新東國小木造

辦公室檻木位至略偏內側（檻木內外兩側分別與基牆邊緣相距 6cm 與 9.5cm）。 

 

         牆體框架通柱之間應設有水平向之貫木以用於竹編施作過程之穩定。另外，

入口兩側牆體因有雨庇防雨無需覆蓋雨淋板，外側覆蓋板條灰泥構造，而雨淋板至

簷口部位約 90cm 範圍亦使用板條灰泥裝修，表面做拉毛處理，入口雨庇山牆亦有

相同處理。至於辦公室隔間牆同樣為編竹夾泥構造，兩側均白灰粉刷，為木造辦公

室主要之抗震牆體。圖 4.3.2 為木造辦公室主要牆體構造。 

 

二、校長宿舍牆體構造 

 

         校長宿舍之牆體構造與辦公室一樣可大致分為兩種，一種為外牆，形式與辦公

室大致相同（框架木料斷面尺寸亦為 10.5cm 見方），木框架內為編竹夾泥構造，外

側覆蓋雨淋板（寬度 17cm），上緣採板條灰泥裝修（表面未做拉毛處理），經量測，

板條灰泥構造之木摺斷面約 0.7cm×（3.5cm-4cm），間隙略小（0.7cm）；竹片寬度

則在 1.7cm 至 3.3cm 之間為多。內牆亦為兩側白灰粉刷之編竹夾泥牆，僅玄關兩側

之牆體台度覆蓋垂直板材（羽目板）。兩棟建築外牆較大的差異在於開口部位之規

律性，校長宿舍因使用機能較複雜，開口規律性不若木造辦公室明顯（圖 4.3.3）。 

 

         日治時期木造官舍之牆體框架內常有增設抗震之斜撐構件（附錄一），根據現

況，校長宿舍並無此一措施，推測應為抗震牆體之增設而無施作斜撐之必要。而覆

蓋於外牆表面之雨淋板，同樣以最下層突出牆面之雨淋板取代裙板防止雨水浸溼檻

木，由損壞部位發現，檻木外側上緣釘著一 3cm 見方之木條將最下層之雨淋板往外

撐托，木造辦公室應採相同做法。雨淋板寬度則比木造辦公室大，為 21cm。圖 4.3.4

與圖 4.3.5 即為校長宿舍主要牆體之構造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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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1】新東國小木造辦公室牆體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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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2】新東國小木造辦公室兩種主要牆體構造 

固定板條之牆骨 
用於維持牆體框架剛度之編竹

夾泥構造，內側白灰粉刷。 

牆體表面板條灰泥構造，板條

兩端固定於通柱外側。 

編竹夾泥牆外側覆蓋雨淋板。

用於固定雨淋板及板條灰泥構

造邊緣之壓條。 

入口門框線板。 

用於維持牆體框架剛度之編竹

夾泥構造，內側白灰粉刷。 

維持編竹夾泥構造剛度之貫木。 

牆體之間的窗扇。 

磚造基牆內側之木造櫥櫃。 

檻木軸心位於磚造基

牆軸心內側 1.5cm。 

雨淋板邊緣鋸

齒狀壓條。 

最下層雨淋板突出牆面排

水（作用相當於裙板）。 

預埋於磚造基牆之錨栓，

用以固定檻木。 

1B 磚造基牆。 

17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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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3】新東國小校長宿舍牆體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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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4】新東國小校長宿舍外牆構造 

92cm 

軒桁與椽條之間填封之木板。

牆體外側上緣板條灰泥裝修。

板條灰泥裝修與雨淋板之間壓

條，下緣內側刻有凹槽固定雨

淋板上緣。 

雨淋板上緣伸入壓條凹槽。

牆體框架橫木（斷面 10.5cm

×6cm）。 

牆骨，供雨淋板及壓條釘著。

49cm 

1B 磚造勒腳牆，凸

出地面 8皮磚。 

犬走，洩水坡度 80/1000。

牆骨，供雨淋板釘著，內緣

與竹編交錯點相同。 

貫木，用以維持竹編施作過

程穩定。 
編竹夾泥構造。 

釘著於檻木外側之木

條（斷面 3cm 見方），

用以撐托最下層雨淋

版凸出牆面。 

檻木，中軸線與勒腳

牆中軸線重合。 

預埋於勒腳牆之錨栓，

用以固定檻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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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5】新東國小校長宿舍外牆現況與玄關側牆構造 

87cm 

通柱 

檻木 

垂直板材（羽目板），下端

釘著於檻木上方之木條，

上端嵌入壓條內凹槽。 

室內勒腳牆，寬度 0.5B，

凸出地面 5皮磚，玄關側

表面水泥砂漿粉刷。 

30cm

垂直板材（羽目板）上端之木條，

內側留設凹槽固定板材。 

垂直板材（羽目板）內側之編竹

夾泥構造，表面白灰粉刷。 

牆骨，供垂直板材與

橫向木條釘著。 

固定於檻木上方之木

條供垂直板材下端釘

著。 

檻木旁之地板格柵

（根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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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地板與基礎 

 

        新東國小木造辦公室及校長宿舍木造牆體下方均為 1B 荷蘭式砌法磚造牆體，

分別高出地坪 95cm（15 皮磚）及 45cm（7 皮磚），表面裝修部分，校長宿舍係以水

泥砂漿粉刷，木造辦公室則以抿石子處理，由校長宿舍勒腳牆現況可發現打底層表

面留有粗糙之刮痕，係用以增加與表層水泥砂漿之間的黏結性。木造辦公室磚造基

牆及校長宿舍勒腳牆於地面以下之做法應與日治時期同類型建築相同，以混凝土打

底施作放腳構造後往上砌築牆身，而牆體上緣適當間距也預埋錨栓用以固定檻木

（附錄一）。由現況觀察，檻木並無採用其他鐵件增加於立柱結點處之穩定性。至

於勒腳牆之通氣孔罩，校長宿舍採用的是樣式簡單的水泥製品。 

 

        校長宿舍之架高地板也與一般日治時期木造官舍相同，以圓形斷面木短柱以及

1B 磚墩（束木）支撐圓形斷面地板樑（大引，直徑約 10cm-12cm）。磚墩多用配置

於牆體框架立柱下方，藉由較大的材料強度與斷面積直接承載垂直載重後分散於地

面；木短柱主要用於支撐地板樑。架高地板樑表面刻有凹槽供地板格柵（根太，斷

面 4cm×4.5cm）嵌入固定（圖 4.4.1）。 

 

 

 
【圖 4.4.1】新東國小校長宿舍磚造勒腳牆及架高地板（圖片來源：新東國小吳建邦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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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其他 

 

一、門窗 

 

        新東國小木造辦公室及校長宿舍之門窗扇大多保持原貌，惟校長宿舍室內門扇

佚失情形較嚴重。根據行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96 年 1 月出版之「日式木造宿舍修

復再利用解說手冊」，日式建築之門窗（建具）大多採用橫拉開關方式，稱為「引

戶」，但廁所及半間（90cm）寬之置物櫃等處則採用門軸轉動之開關，稱為「開戶」。

新東國小校長宿舍居室間之門扇原應有兩類，一為貼薄和紙、具採光功能之「障子

門」，一為貼有不透光紙層、具私密功能之「襖」。貼在襖門框架之紙張在外層通常

使用較厚之「唐紙」，因此襖門也稱為「唐紙障子」；底層通常貼廢紙，在其他歷史

建築即見襖門內層貼覆製帽工廠廢棄之賃率表單。窗扇則以「格子」窗為代表，「格

子」的作用在於視線阻隔，使戶外不易看清室內，最常見之「格子」窗為嵌在兩柱

之間的「平格子」，另有突出牆面 30cm 至 45cm 之「出格子」，藉由嵌在柱子的板材

承載重量。新東國小校長宿舍仍保留多處出格窗，辦公室之窗扇形式較為單純，但

應為原樣式（圖 4.5.1、圖 4.5.2）。 

 

二、雨庇及校長宿舍入口簷柱 

 

        新東國小木造辦公室之雨庇形式有兩種，其中入口雨庇具備完整之兩坡屋面，

並具有強化入口意象之功能；窗扇則以連續性之雨庇提供遮雨雨遮陽之功能，底部

並鋪設簷口天花加以美化（圖 4.5.3）。校長宿舍雨庇亦有兩種主要形式，施作位

置如圖 4.5.4 所示，一種位於西北側廚房開口部上方，支撐雨庇載重的構件為三角

形支撐架；另一種雨庇施作於南側入口並延續至西向牆面，相較於前者做法較為精

緻。如圖 4.5.5 及圖 4.5.6 所示，此種雨庇係由厚度約 3cm 之出挑變斷面板材支撐

整個構造之重量，板材斷面內大外小，符合懸臂構造之力學行為，而變斷面之斜面

同時可做為洩水坡度（斜率約 22%）。出挑板材上下分別釘著雨庇屋面板及雨庇天

花板，屋面板表面以亞鉛板覆蓋，上緣另以一包覆亞鉛板之木條以增加雨庇與牆面

縫隙之防水效果，木條上方即為牆體上緣之板條灰泥裝修，兩者之間另以一突出牆

面之壓條固定；出挑板材外端釘著封簷板，封簷板內側面至牆體框架橫木之間是雨

庇天花板。 

 

        校長宿舍入口簷柱做法相當罕見，簷柱本身為 10.5cm×10.5cm 之方木，表面

包覆雨淋板，雨淋板轉角部位同樣包覆鐵皮。簷柱下端基座斷面呈八邊形，推測簷

柱底端應預先施作下寬上窄之凸榫埋入突出地面之混凝土基座後，表面再施作洗石

子裝修（圖 4.5.7）。圖 4.5.8 即簷柱基座洗石子，主要成分為混合貝殼之白石，

外形尖銳不規則；另外，入口地坪同樣有洗石子，粒料色澤偏黃，因用途異於簷柱

基座，外形較為圓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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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落水管與天溝固定鐵件 

 

        新東國小校長宿舍外牆仍殘留少數落水管及天溝固定鐵件。一般天溝固定鐵件

係由三個鐵件組合而成，分別為支撐天溝之半圓鐵件、焊接於半圓鐵件底端之勾狀

鐵件以及用以壓制天溝之鐵件，其中勾狀鐵件穿越封簷板後以鐵釘固定於椽條側

面，將天溝重量傳遞至屋架系統；壓制天溝之鐵件則於兩端以錨栓與半圓鐵件固

定。而固定落水管的鐵件則由內外兩半圓環狀鐵件組成，兩者以端部之錨栓固定連

結，內側環狀鐵件另突出一尖銳部位穿越雨淋板後伸入牆骨固定。至於位在窗開口

部位之落水管則另以一叉狀鐵件固定於出格子或牆面壓條。上述鐵件寬度多在

1.5cm 至 2cm、厚度 2mm 至 3mm 之間，半圓鐵件直徑則視天溝與落水管大小而定，

新東國小校長宿舍支撐天溝之半圓鐵件直徑約 6m，寬度 2cm，厚度 3mm；固定落水

管之半圓鐵件直徑約 7.5m（圖 4.5.9、圖 4.5.10）。 

 

四、廁所與爐灶 

 

（一）廁所 

 

       在「日式木造宿舍修復再利用解說手冊」一文指出，日治時代之廁所可分為

掏取式、沖水式兩大類，掏取式廁所又稱普通便所，沖水式則有大正便所與改良

便所兩類。大正便所係將磚砌或混凝土製污水槽設於便器正下方，其掏取口設於

廁所外部，槽內設有刻度，清理時為了盡量減少異味則依刻度留下定量污水，以

供其繼續進行自然之化糞作用。改良便所係將大正便所之污水槽擴大為腐敗槽、

移動槽及掏取槽，污水需置於腐敗槽內逾三個月供其自然分解、有效滅菌後，移

至其他污水槽，再予以掏取清除，此類廁所又稱為「多層式便所」。根據新東國

小校長宿舍廁所外觀，其形式應為大正便所，而廁所因通風需求而在檻木上方開

設一高度約 20cm 之通氣窗（圖 4.5.11）。 

 

（二）爐灶 

 

          校長宿舍廚房緊鄰西側牆體設有一傳統形式之磚砌雙口爐灶（圖 4.5.12），

爐灶地坪突出廚房地面一皮磚，南北兩邊為順砌 4皮磚造支座。由於爐灶之磚造

底板僅有一皮磚厚，為了防止開裂，底板下方預先鋪設具抗拉功能之木板（木板

兩側深入支座上端）。底板以上至灶台共六皮磚厚，其中風道與火門高度佔兩皮

磚，爐膛則有三皮磚高，火門開口呈拱型，係由兩塊半邊製成圓弧之紅磚並排疊

砌而成，外側覆蓋精緻鑄鐵灶門。鼎孔直徑約 30cm，邊緣以寬度約 5cm 之鑄鐵

鼎框收邊。兩爐膛共用一突出牆面約 10cm 之排煙口，但煙囪已佚失。圖 4.5.13

即為校長宿舍爐灶構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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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1】新東國小辦公室及校長宿舍保存完好之門扇 

  

  
【圖 4.5.2】新東國小辦公室及校長宿舍保存完好之窗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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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3】新東國小辦公室入口與窗扇雨庇 

  
 

 

 

                              

【圖 4.5.4】新東國小校長宿舍雨庇位置與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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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5】新東國小校長宿舍雨庇構造（一） 

牆體框架橫木。 

牆體框架內編竹夾泥構造。 

牆體框架之間牆骨，供

板條灰泥構造固定。 

板條灰泥構造。 

板條灰泥構造下緣壓

條，亦可增加下方包覆

亞鉛板之木條穩定性。

雨庇屋面板，表面包覆

亞鉛板。 

雨庇封簷板。

雨庇天花板。

雨庇天花板與牆體框

架水平構件之壓條。 

供雨庇屋面板及雨庇天花板固定

之變斷面出挑木板，端部固定於

牆體框架橫木與牆骨之結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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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6】新東國小校長宿舍雨庇構造（二） 

51cm 

入口簷柱（表面包覆雨淋板）。 

牆骨，外側供板條灰泥

構造之木摺釘著。 

牆體框架橫木。 

牆體框架內編竹夾泥構造，與板條灰

泥構造之間形成空氣層。 

包覆亞鉛板之木條，增加雨庇與

牆面縫隙之防水效果。 

斜向變斷面出挑木板，

端木伸入簷柱固定。 

封簷板內側壓條。 

雨庇屋面板表面包覆之亞鉛板

於外端彎折固定。 

雨庇斜度約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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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7】新東國小校長宿舍入口簷柱構造 

簷柱（10.5cm×10.5cm）。

簷柱上端線板。

19cm 

簷柱末端留設凸榫埋入基座。 

雨淋板轉折處包覆

鐵件，上端與底面以

鐵釘固定於板材。 

簷柱基座表面洗石子裝修。 

2cm 

雨淋板，以鐵釘於上層板材下緣釘入簷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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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8】新東國小校長宿舍入口地坪及簷柱基座洗石子 

貝殼碎片，長邊 1.5cm，表面有

細紋。 

綠石，粒徑約 3mm-5mm，外型較

圓滑，所佔比例約 3%。 

白石（混雜細微貝殼碎片），粒

徑多在 2mm-8mm，外形尖銳不規

則，所佔比例 95%以上。 

褐石，粒徑多在 4mm-7mm，外形

圓滑，所佔比例約 80%。 

白石，粒徑 2mm-8mm，外形不規

則，所佔比例約 15%。 

黑石，粒徑 4mm-6mm，外形圓滑，

所佔比例約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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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2

 

 

 

 

 

 

 

 

 

【圖 4.5.9】新東國小校長宿舍落水管及天溝固定鐵件樣式與尺寸 

錨栓（用於連接並固定半圓鐵件）。

ψ＝0.9cm 

ψ＝7.5cm 

內側半圓鐵件突出部位（末

端埋入雨淋板壓條）。 

外側半圓鐵件（於落水管安裝後套於

外側固定）。 

內側半圓鐵件（固定於雨淋板

壓條，藉由錨栓與外側半圓鐵

件連結以固定落水管）。 

1.5cm

t＝0.3cm 

將天溝固定鐵件釘著

於椽條側面之鐵釘。 

連接天溝固定鐵件上下

兩部份之錨栓。 

用以壓制天溝之

上半部鐵件。 

用以支撐天溝之下半部半圓鐵件（半徑

約 6m，寬度 2cm，厚度 3mm）。 

焊接於支撐天溝半圓鐵件底

端之勾狀鐵件（穿越封簷板

後以鐵釘固定於椽條側面，

寬度 2cm，厚度 3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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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10】新東國小校長宿舍窗戶部位落水管固定鐵件樣式與尺寸 

2cm 

3.5cm 

ψ＝12cm 

5cm 

16.5cm 

4.7cm 

9cm 固定叉狀鐵件之鐵釘，鐵件預留釘孔直徑約

0.5cm，距離鐵件邊緣分別 1cm 與 3cm。 

叉狀鐵件（t＝0.3cm），末端彎折後以鐵釘固

定於出格窗或外牆壓條。 

外側半圓環狀鐵件。

內側半圓鐵件，藉由錨栓與外側半圓

鐵件連結以固定落水管。 

內側半圓鐵件夾入叉狀鐵件後

以錨栓固定。 

用於連接並固定兩半圓鐵件之錨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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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11】新東國小校長宿舍廁所部位牆體構造 

廁所通氣窗雨遮板。 局部裁切之雨淋板。

廁所通氣窗窗楣，斷面 10.5cm×6cm，

兩端施作凸榫固定於通柱。 

廁所通氣窗。

編竹夾泥構造。

以通柱做為通氣窗

垂直邊框。 

化糞池及上方混凝土蓋。

1B 勒腳牆。

固定雨淋板之壓條。

廁所牆體內側踢腳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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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12】新東國小校長宿舍爐灶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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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13】新東國小校長宿舍爐灶構造 

外牆編竹夾泥構造

外覆雨淋板。 

爐灶外側0.5B磚牆。 

爐灶底板，厚度 1

皮磚，寬度約 65cm。

1B 磚造勒腳牆。 

廚房混凝土地坪。

爐灶下方廚房混凝土地坪鋪設 1皮磚。

犬走。 

爐灶底板下緣鋪

設木板，提供磚

造底座抗拉力。

爐灶 0.5B 磚造支座。

廚房牆體檻木。 

爐膛（灶腹）及下方爐床，爐

膛底部放置鑄鐵格柵以燃燒

柴火，鼎孔邊緣為鑄鐵鼎框。

ψ＝30cm 

火門（灶口）。

風道。 

排煙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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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建材數量估算 

 

         新東國小木造辦公室及校長宿舍兩歷史建築主要構造建材數量估算如表

4.6.1 與表 4.6.2，兩棟建築因面積不同，各需使用約 3400 片與 1400 片之各式瓦

片數量，所需磚材各約 11000 塊與 4500 塊，木材才積數各約 6000 才（16.2m
3
）

與 4100 才（11.1m
3
）。就木造辦公室而言，各部位以屋架所需之木料數量最多，

約佔 49%；其餘屋頂構造所需木料約佔 24%，略低於牆體木料用量；校長宿舍則以

牆體木料使用比例最高（約 45%），屋架次之（約 26%），至於屋頂其他構件與地板

之木料使用比例分別為 12%與 15%，由兩建築各構造部位木料使用比例之差異，亦

可印證兩建築在構造形式的差異性。至於磚材用量的差異除了建築面積不同外，

主要係因木造辦公室基牆高度為日式木造勒腳牆高度之兩倍所致。 

 

【表 4.6.1】新東國小木造辦公室主要構造建材數量估算 

構造或部位別 構件或材料 形狀或斷面尺寸 數量 

平瓦 30cm×29.5cm 3094 片

簷口瓦 30cm×29.5cm 139 片

邊瓦 30cm×29.5cm 18 片

角瓦 30cm×29.5cm 2 片

隅瓦 -- 4 片

脊瓦 -- 163 片

屋瓦 

鬼瓦 -- 3 片

屋面板（含簷口天花） t=0.9cm 280.0m2（933.3 才）

1 屋頂 

椽條 4.5cm×6.0cm 526.3m（526.3 才）

屋架主構件 12cm×20cm、12cm×15cm 184.8m（1560.5 才）

屋架次構件 12cm×9cm、11cm×6cm 159.2m（530.7 才）2 屋架 

桁條（含中脊）  ψ＝12cm 201.2m（842.6 才）

牆體框架（含檻木） 10.5cm×10.5cm 314.1m（1282.6 才）

牆骨 4.5cm×4.5cm 102.0m（76.5 才）

斜撐板材、貫木 1cm×9cm 107.1m（35.7 才）

竹片 w＝2cm（ψ＝5cm 八剖） 1377.0m（約 29 支長度

6m 之竹材） 

板條 0.6cm×3cm 322.2m（21.5 才）

3 牆體 

雨淋板 0.9cm×19cm 237.6m（150.5 才）

4 基礎 磚造基牆 20 皮磚與 2皮放腳基礎 50.3m（10870 塊磚）

※構材斷面尺寸係採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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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2】新東國小校長宿舍主要構造建材數量估算  

構造或部位別 構件或材料 形狀或斷面尺寸 數量 

平瓦 38cm×27cm 928 片

簷口瓦 38cm×27cm 164 片

邊瓦 38cm×27cm 2 片

角瓦 38cm×27cm 1 片

隅瓦 -- 6 片

脊瓦 38cm（21.5cm）×27cm 103 片

脊底瓦 -- 103 片

屋瓦 

鬼瓦 -- 10 片

屋面板 t=0.9cm 95.2m2（317.3 才）

1 屋頂 

椽條 4.5cm×6.0cm 161.5m（161.5 才）

屋架大樑 ψ＝16cm 68.5m（510.1 才）

屋架短柱 ψ＝12cm 22.2m（93.0 才）

繫材 ψ＝12cm（半圓斷面） 25.7m（53.8 才）
2 屋架 

桁條 ψ＝12cm 101.8m（426.3 才）

牆體框架（含檻木） 10.5cm×10.5cm 394.2m（1609.5 才）

牆骨 4cm×4cm 96.5m（57.2 才）

斜撐板材、貫木 1cm×9cm 77.3m（25.8 才）

竹片 w＝2cm（ψ＝5cm 八剖） 2257.0m（約 47 支長度

6m 之竹材） 

板條 0.6cm×3cm 362.1m（24.1 才）

3 牆體 

雨淋板 0.9cm×19cm 244.3m（154.7 才）

大引 ψ＝12cm 43.2m（181.0 才）

根太 4cm×4cm 117.9m（69.9 才）4 地板 

地板 t=1.2cm 57.5m2（255.6 才）

勒腳牆（0.5B、1B） 9 皮磚與 2皮放腳基礎 45.0m（4830 塊磚）

磚墩 1B 見方 15 座（405 塊磚）

束木基座 1B 見方 47 座（188 塊磚）
5 基礎 

束木 

木造 ψ＝12cm 21.2m（88.8 才）

※構材斷面尺寸係採平均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