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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現況調查與分析 

 

6.1  基地調查 

 

    後壁新東國小木造辦公室及校長宿舍現況基地與周圍環境，因後期之修建皆已與舊

制不符，其中以校長宿舍於民國96（2007）年度由教育部補助之校園局部改造計畫，對

於基地環境改變最大。調查研究茲對新東國小校長宿舍與木造辦公室基地現況作說明： 

 

 

 

【圖6.1.1】新東國小校長宿舍暨雙併宿舍配置示意圖（          排水路徑推測示意圖） 

    新東國小校長宿舍位於校園之東側，與南側之雙併宿舍相對，形成一共用之庭園，

即日治時期教職員宿舍區之生活空間。現況在庭院處仍保存一古井，為早期全校區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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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水源地，極具歷史意義（圖6.1.2）。原校長宿舍東側亦另有一雙併宿舍，但現況已

經拆除。校長宿舍基地四周原為土地，現況佈滿碎石，在入口處與古井間舖有磚作之步

道，另外在前庭與西側庭院間有一以原宿舍廢棄之屋瓦鋪設而成之環狀步道，皆為民國

96（2007）年度由教育部補助之校園局部改造計畫所改建而成（圖6.1.3）。另外，在

民國97（2008）年度永續校園之計畫中，亦將雙併宿舍西側，原榕樹下混凝土地坪改建

為學童之親水遊戲空間（圖6.1.41）。 

 

宿舍區現況在東側有磚造圍牆將周圍之農田與基地作分隔，亦為校園東側之邊界

（圖6.1.5）。在西側圍牆處局部地區因規劃為車庫而鋪設為混凝土地坪。校長宿舍舊

制在建築四周規劃有犬走與排（落）水溝，現況僅在建築西側保留舊制犬走與排水溝（圖

6.1.6），北側緣側處因混凝土地坪之改建，舊制排水溝已以混凝土填平，而東側排水

溝亦疑似因後期便所糞池之增設而遭到破壞，故僅保留西側之舊制排水路徑，且已失去

舊有功能。現況宿舍區內之排水，除了藉由碎石地自然滲透到土地內、外，雨水主要藉

由位於校長宿舍西側，校園規劃之排水系統（溝）進行排水（圖6.1.7）。初步檢視基

地內之排水路徑，地程在中央較高而兩側略低，因此雨水基本上會自基地往兩側匯流，

東側流入基地外較低漥之農田區，而西側則流入校園內之排水溝。另外，現況在雙併宿

舍南側磚牆處有堆高之土丘，而土丘與圍牆外，即基地外側則有灌溉水道。在校長宿舍

處，南側及東側略高而北側及西側低。現況北側因後期改建為混凝土地坪，現況地坪略

作傾斜，南側高而北側低（圖6.1.8）。另外，現況在校長宿舍及雙併宿舍間植有榕樹、

欖仁及茄苳等喬木（圖6.1.9、6.1.10），在雙併宿舍西南側亦植有芒果樹等果樹。 

 

【圖6.1.2】校長宿舍前方古井及磚作走道 【圖6.1.3】基地碎石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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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1.4】雙併宿舍西側孩童親水遊戲空間 【圖6.1.5】基地東側圍牆與外側農田 

【圖6.1.6】校長宿舍西側保留舊制犬走與排水溝 【圖6.1.7】宿舍區西側校園規劃之排水系統(溝)

【圖6.1.8】基地南側土丘與外側之灌溉水道 【圖6.1.9】校長宿舍北側緣側處後期改建為混凝

土地坪（原排水溝填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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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1.10】校長宿舍南側喬木 【圖6.1.11】雙併宿舍西側之大榕樹 

 

 
【圖6.1.12】新東國小木造辦公室配置示意圖（          排水路徑推測示意圖） 

 

新東國小木造辦公室位於校園西側，基地周圍與後期亦進行整建，非舊制。現況木

造辦公室東側部份，即建築主要入口處之門廊略高於週邊（圖6.1.13）。建築在四周配

置有犬走與排（落）水溝，以疏導來自屋頂之雨水（圖6.1.14）。現況在建築之南側與

西側設有綠帶，為草地與土地。建築西側之綠帶略高而形成土坡（圖6.1.15），而土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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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則設置有磚作圍牆，亦為校園西側之邊界。建築北側設有綠帶與混凝土廊道，現況校

園內之排水，主要即透過位於建築北側之排水溝導入基地外之下水道系統。現況基地西

側道路與校園交接處設有排水溝，校園內之污、雨水主要皆匯流至此排放（圖6.1.16、

6.1.17）。初步檢視基地內之排水路徑，在東側入口處因地程明顯較高，因此雨水自兩

側排放至地表或溝渠內（圖6.1.18）。南側處之地坪在西側與中央處略高，因此推測雨

水會自西側匯流後，在流入較低之東側。西側由於圍牆處之地坪較高，因此推測雨水會

自西側流入配置在建築四周之排水溝後，再流入北側而導入基地外。而北側因中央略

高，因此推測雨水會匯流至中央後，再導入西側基地外之下水道系統。另外，現況在木

造辦公室東側植有小葉南洋杉、杜鵑、黃金榕等（圖6.1.19），在北、南側則植有阿勃

勒、芒果樹及豔紫荊等（圖6.1.20、6.1.21），而在西側則有芒果樹及大王椰子等（圖

6.1.22）。 

【圖6.1.13】木造辦公室入口門廊 【圖6.1.14】木造辦公室北側犬走與排水溝 

【圖6.1.15】西側土坡與排水溝 【圖6.1.16】校園內之排水溝導入圍牆外之下水

道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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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1.17】基地西側圍牆與道路交接面之排水

道（基地外道路） 

【圖6.1.18】木造辦公室東側排水溝現況 

【圖6.1.19】木造辦公室東側喬木與觀賞植物 【圖6.1.20】南側喬木 

【圖6.1.21】北側喬木 【圖6.1.22】西側果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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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軸組現況調查與損壞分析1 

 

6.2.1  後壁新東國小校長宿舍軸組現況調查與損壞分析 

 

一、屋架 

 

    後壁新東國小校長宿舍選用之木材為杉木（福州杉，學名：Cunninghamia 

lanceolata），目前屋架之損壞在物理性影響部份，主要受日光（紫外線）照射以

及溫濕度改變之影響，造成木材含水率、成分以及原有構材紋理產生漸次劣化。在

化學性劣化部份，在與物理性破壞之相互影響下，造成木材結構崩解與化學成分改

變，導致構件發霉腐朽，木材顏色改變，變形、龜裂，失去原有結構作用。除了上

述損壞外，由於校長宿舍周圍環境潮濕，適合蟲蟻生長，使白蟻經由地下透過「蟻

道」從建築物底端蔓延而擴散到木屋架中，並在木構件內部繁衍蛀蝕，甚至另築新

巢，持續地破壞柱樑內部，導致木構件失去應有的承載能力，造成屋架全面性損壞。 

     

    初步檢視校長宿舍屋架含水率，針對T2、T4、T5屋架進行含水率檢測，檢測

時溫度為攝氏15.1度，相對濕度為63％
2
。檢測結果，在T2屋架部份：小屋束（屋

架短柱）（V1）含水率為16.5％，南、北二側屋束（V2及V3）分別為17.0％及15.5

％，而小屋梁（H1水平大料）則為14.1％。另外，亦針對棟木（棟桁）及母屋(桁

樑)進行檢測，棟木（棟桁）（B0）之含水率為13.2％，在南向屋面部份，母屋(桁

樑)最高之含水率為20.9％，而在北向屋面母屋(桁樑)之含水率為15.8％。經初步

檢視T2屋架之含水率僅在南側屋面之母屋(桁樑)其含水率超過19％，而靠南側面

之構架含水率則較北側面潮濕（表6.2.1、圖6.2.12）。在T4屋架部份：中束（V1）

含水率為13.2％，南側小屋束（屋架短柱）（V2及V4）之含水率為12.1％及11.6

％，北側小屋束（屋架短柱）（V3及V5）之含水率為15.1％及15.2％。而小屋梁

（H1及H2水平大料）則分別為15.6％及12.6％。另外，亦針對棟木（棟桁）及母

屋(桁樑)進行檢測，棟木（棟桁）（B0）之含水率為13.3％，在南向屋面部份，

母屋(桁樑)最高之含水率為18.7％，而在北向屋面母屋(桁樑)之含水率為15.8

％。經初步檢視T4屋架之含水率皆未超過19％，而南側面之構架亦略溼於北側（表

6.2.2、圖6.2.13）。在T5屋架部份：南、北兩側之小屋束（屋架短柱）（V1及V2）

含水率為14.8％及15.1％，而小屋梁（H1及H2水平大料）則分別為15.2％及15.3

％。另外，亦針對棟木（棟桁）及母屋(桁樑)進行檢測，在南向屋面部份母屋(桁

樑)最高之含水率為13.9％，而在北向屋面母屋(桁樑)之含水率為15.2％。經初步

                                                      
1 「軸組」係指土台與屋頂間之骨架，因此「樑」即包含在軸組之中，亦是屋架之重要部分，研

究茲將其視為屋架部份，於屋架損壞調查部分進行討論。 

2 調查研究所使用之測定儀器為「TRAMEX PROFESSIONAL木材水分計」，測定方式為探針式，測

入深度為木材表面下0.8公分之表面含水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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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T3屋架之含水率皆未超過19％，亦顯示校長宿舍在東側面之屋架亦較西側面

乾燥（表6.2.3、圖6.2.14）。 

 

    綜合上述結果，校長宿舍現況屋架之含水狀況大致良好，含水率基本上仍維

持在合理範圍內，構件之含水率普遍未超出19％。除了含水率檢測外，調查研究

亦初步檢視校長宿舍各單元木構架現況之劣化情形，現況大致良好，構材多數堪

用，僅T10架因鄰近台所處，環境較為潮溼而有較嚴重之白蟻蛀蝕損壞。初步檢視

校長宿舍屋架之損壞現象，主要為：屋架劈裂、潮氣造成之白化及腐朽菌、白蟻

蛀蝕、金屬構件鏽蝕及人為破壞等。以下針對前述的破壞現象進行分析，以釐清

各構架目前的破壞情況與未來修復判斷依據。 

 

【圖6.2.1】校長宿舍屋架示意圖 

 

（一）屋架劈裂之損壞 

 

  校長宿舍屋架所選用之木材為杉木（福州杉），現況損壞現象以木紋方向

之劈裂為主，構件皆有程度不等之劈裂現象。劈裂現象為木材長期受乾濕作用，

使得木材受乾燥應力造成木口割裂、表面割裂、內部割裂等。現況木材劈劣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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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其劈裂寬度可達1.2CM以上，長度則達2公尺以上。除了自然的劈裂外，金屬

補強構件及後續人為破壞也是造成木構架受損的因素之一，構件有沿金屬構件補

強處及後續新增設備處劈裂之情況。初步判斷類似之破壞行為無立即的結構危險

（圖6.2.2、圖6.2.3）。 

【圖6.2.2】T1屋架處母屋(桁樑)劈裂損壞 【圖6.2.3】T2屋架小屋貫（橫向繫材）劈裂 

 

（二）水痕與白化現象 

 

      校長宿舍因屋頂滲雨導致屋架受潮，產生白化現象。木材受日照雨淋，使

構材與外界之化學物質產生作用反應，造成木材結構的崩解或化學成分的改變，

產生白化現象等。透過物理與化學的作用，使得微生物有較理想的條件來攻擊木

材，導致木構架在高濕、高溫下發霉腐朽，造成木材表面顏色改變，進而腐朽。

現況屋架受潮導致腐朽與白化較嚴重處，主要出現在屋面轉角處，一方面因屋頂

面轉角處之防水不易處理，且多為洩水路徑導致雨水容易聚集，另一方構件在轉

角處常以多向且不同斷面之構件進行搭接，導致構件產生細縫及材料強度上之弱

點，形成屋面破壞而使溼氣侵入造成構件破壞（圖6.2.4~圖6.2.7）。 

【圖6.2.4】T3屋架處屋面板白化及腐朽現象 【圖6.2.5】T10屋架端部白化及腐朽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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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2.6】T4屋架白化及腐朽現象 【圖6.2.7】T4屋架(緣側處)白化及白蟻蛀蝕現象

 

（三）生物性侵蝕破壞 

 

      校長宿舍屋架現況對於結構影響較大之損壞，即為生物性侵蝕破壞。屋架

在局部區域已有嚴重之白蟻與腐朽菌類滋生所造成生物性侵害劣化。上述劣化

現象可從腐朽的木料及肉眼可及的白蟻蟻路與蛀蝕現象中，明顯地判別危害範

圍。校長宿舍屋架在T10架處有明顯之蟻道以及蟻窩，推測因其為台所處之屋

架，環境較為潮溼因此遭受嚴重之蛀蝕，顯示白蟻已透過軸柱蔓延至屋架（圖

6.2.7~6.2.9）。 

【圖6.2.8】T1架與T1O架交接處小屋束（屋架短

柱）白蟻蛀蝕 

【圖6.2.9】T1O架小屋束（屋架短柱）白蟻蛀蝕 

 

（四）金屬構件鏽蝕及汙漬 

 

校長宿舍屋架在構材之接合處，以螺栓、尺鐵板及螞蝗釘等金屬鐵件作補

強。在小屋樑（水平大料）與軒桁交接處，會以羽子板螺栓（魚尾螺栓）固定。

另外在水平大料交接處亦會以螺栓加鐵片襯墊鎖緊，防止拉繫材擴張鬆脫。其他

在各構件之交接處，如母屋(桁樑)與小屋束（屋架短柱）之交接處等，亦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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螞蝗釘作為補強。上述補強之金屬鐵件，由於受潮氣影響，日久生鏽，加上木構

件腐朽、變形之故，造成部份鐵件已失去原有加固功能。另外，鐵件的釘接亦造

成木構件的損壞，即釘接點出現沿木理方向的劈裂，或鐵件生鏽膨脹造成木構件

的損壞。這兩種現象加上結構載重的影響，使得裂痕迅速加深，影響木構件的安

全（圖6.2.10、6.2.11）。 

【圖6.2.10】T5架小屋樑（水平大料）金屬構件

鏽蝕 

【圖6.2.11】TY3金屬構件鏽蝕與鬆脫 

 
【圖6.2.12】校長宿舍T2架含水率及損壞示意圖（紅色區塊為構材劈及損壞嚴重處） 

 

【圖6.2.13】校長宿舍T4架含水率及損壞示意圖（紅色區塊為構材劈及損壞嚴重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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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2.14】校長宿舍T5架含水率及損壞示意圖（紅色區塊為構材劈及損壞嚴重處） 

 

【表6.2.1】校長宿舍T2屋架損壞紀錄表（H1~2：小屋樑（水平大料）、H3~4：小屋貫（橫向繫

材）、Ｖ1~5：小屋束（正同柱）、Ｂ0：棟木（棟樑）、Ｂ1~4：母屋（桁樑）） 

構件編號 

T2 
名稱 

尺寸(CM) 

（∮×L） 

損壞狀況（攝氏15.1度，相對濕度為63％） 

含水率 

堪用狀況

劈裂
腐朽菌

、水痕

白蟻 

蛀蝕 
腐朽 人為 可 堪 劣

01 H1 小屋樑(北) 12×185 ■ ■    14.3 ■   

02 H2 小屋樑(南) 17×230 ■     17.8 ■   

03 H3 小屋貫(北) － ■    ■ 16.7  ■  

04 H4 小屋貫(南) 12×102 ■    ■ 21.0  ■  

05 V1 小屋束 12×105 ■ ■    16.5 ■   

06 V2 小屋束 10×60  ■    17.0  ■  

07 V3 小屋束 10×60 ■ ■    15.5 ■   

08 V4 小屋束 10×60  ■    14.3 ■   

09 V5 小屋束 10×60 ■ ■    15.9  ■  

10 B0 棟木 12 ■ ■    13.2 ■   

11 B1 母屋 12 ■ ■    15.8 ■   

12 B2 母屋 12 ■ ■    20.9  ■  

13 B3 母屋 12 ■ ■    17.4 ■   

14 B4 母屋 12 ■ ■    18.3 ■   

 

【表6.2.2】校長宿舍T4屋架損壞紀錄表（H1~2：小屋樑（水平大料）、Ｖ1~5：小屋束（正同柱）、

Ｂ0：棟木（棟樑）、Ｂ1~7：母屋（桁樑）） 

構件編號 

T4 
名稱 

尺寸(CM) 

（∮×L） 

損壞狀況（攝氏15.1度，相對濕度為63％） 

含水率 

堪用狀況

劈裂
腐朽菌

、水痕

白蟻 

蛀蝕 
腐朽 人為 可 堪 劣

01 H1 小屋樑(北) 15×320  ■    15.3 ■   

02 H2 小屋樑(南) 15×295  ■    15.6 ■   

03 V1 小屋束 10×100 ■ ■    13.2  ■  

04 V2 小屋束 10×65  ■    12.1  ■  

05 V3 小屋束 10×45 ■ ■    15.1 ■   

06 V4 小屋束 10×15  ■    11.6 ■   

07 V5 小屋束 10×17  ■    15.2 ■   

08 B0 棟木 12 ■ ■    13.3 ■   

09 B1 母屋 12 ■ ■    15.5 ■   

10 B2 母屋 12 ■ ■    12.7 ■   

11 B3 母屋 12 ■ ■    15.8 ■   

12 B4 母屋 12 ■ ■    13.0 ■   

B2（13.9） B1（15.0）
H3（14.6）

（15.1） （14.8） 

B3（15.2） 

B5（14.8） 

B4（13.2） 

B6（13.5） 

（15.3） （15.2） 



第六章  現況調查與分析 

 6-13

構件編號 

T4 
名稱 

尺寸(CM) 

（∮×L） 

損壞狀況（攝氏15.1度，相對濕度為63％） 

含水率 

堪用狀況

劈裂
腐朽菌

、水痕

白蟻 

蛀蝕 
腐朽 人為 可 堪 劣

13 B5 敷樑 12 ■ ■    16.1 ■   

14 B6 敷樑 12 ■ ■    15.5 ■   

15 B7 敷樑 12 ■ ■    12.6  ■  

 

【表6.2.3】校長宿舍T5屋架損壞紀錄表（H1~2：小屋樑（水平大料）、H3：小屋貫（橫向繫材）、

Ｖ1~4：小屋束（正同柱）、Ｂ1~4：母屋（桁樑）） 

構件編號 

T5 
名稱 

尺寸(CM) 

（∮×L） 

損壞狀況（攝氏15.1度，相對濕度為63％） 

含水率 

堪用狀況

劈裂
腐朽菌

、水痕

白蟻 

蛀蝕 
腐朽 人為 可 堪 劣

01 H1 小屋樑(北) 15×320 ■ ■    15.3  ■  

02 H2 小屋樑(南) 15×295 ■ ■  ■  15.2  ■  

03 H3 小屋貫(南) 10×171  ■    14.6  ■  

04 V1 小屋束 10×55 ■ ■    15.1  ■  

05 V2 小屋束 10×55  ■    14.8 ■   

06 V3 小屋束 10  ■    － ■   

07 V4 小屋束 10 ■     － ■   

08 B1 母屋 12 ■    ■ 15.0 ■   

09 B2 母屋 12  ■   ■ 13.9 ■   

10 B3 母屋 12 ■ ■   ■ 15.2 ■   

11 B4 母屋 12  ■    13.2 ■   

12 B5 敷樑 12 ■ ■    14.8  ■  

13 B6 敷樑 12 ■ ■    13.5 ■   

 
二、軸組 

 
校長宿舍軸組為檜木所組成之構架。現況軸組構件在室內部份保存良好，主

要損壞在高溫高濕環境下，於木材表面產生之白色腐朽菌。校長宿舍軸組柱列含

水率，檢測時溫度為攝氏15.1度，相對溼度63％，而檢測之位置為柱列之基部，

為軸柱與土台（地檻木）之接合位置
3
。檢測結果，木材含水率較高處為建築西北

處，即位於廚房及浴室側之柱列。一方面，廚房及浴室本就為建築中較為潮濕部

分，另一方面現況空間內堆置有雜物，在門窗關閉且乏人管理之情況下，形成潮

濕之環境。目前西北側柱列含水率最高處為30.8％，現況若以台所及浴室之14根

柱列中，含水率超過19％者即有11支，潮溼之柱列容易導致白蟻之蛀蝕，並透過

蟻道（路）延伸至屋架。現況在臺所處之屋架（T10架）已有明顯之白蟻損壞，在

緣側處之柱列已有明顯可視之蟻道透過軒桁延伸至屋架（圖6.2.15）。現況柱列

除了西北側軸組柱較為潮濕之外，在南側立面之柱列則出現嚴重之白蟻蛀蝕及腐

朽，其中最為嚴重者為入口處之軸柱及東側之軸柱。現況初步檢視校長宿舍軸組

柱列，在53根柱列中，含水率超過19％計有20支，而柱列損壞嚴重不堪用及局部

                                                      
3 調查以木材基部為測定點，基部最木材較易受潮之處。調查研究所使用之測定儀器為「TRAMEX 

PROFESSIONAL木材水分計」，測定方式為探針式，測定儀器探針測入深度為木材表面下0.8公

分（軸組柱斷面為11cm×11cm），主要以表面含水率為主，而非木材中心含水率之測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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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壞嚴重者計有15支，而其中損壞狀況又多以白蟻蛀蝕為主。除了軸組柱之損壞

外，位於真壁牆（編竹夾泥牆）內之間柱亦有損壞。間柱由於屬隱蔽處，因此在

未進行解體調查前無法確認其損害狀況，現況部分真壁式牆體因受地震力之作

用，導致牆體骨材剝落而露出間柱，現況部分在浴室及緣側處之間柱已受白蟻蛀

蝕而嚴重損壞（圖6.2.16）。 

【圖6.2.15】軸柱白蟻蛀蝕並殘留蟻道 【圖6.2.16】間柱白蟻蛀蝕 

 

【圖6.2.17】校長宿舍軸組柱列含水率示意圖 

【表6.2.4】校長宿舍軸組柱列損壞統計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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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件編號 
名
稱 

斷面 
尺寸 

損壞狀況（攝氏15.1度，相對濕度為63％） 
含水率 

堪用狀況 

劈裂
腐朽

菌、水痕
白蟻 
蛀蝕 

腐朽 人為 可 堪 劣

01 VX1Y1 柱 10.5×10.5  ■    16.6 ■   
02 VX1Y2 柱 10.5×10.5  ■    17.5 ■   
03 VX1Y5 柱 10.5×10.5  ■    18.5 ■   
04 VX1Y6 柱 10.5×10.5  ■    18.7 ■   
05 VX1Y9 柱 10.5×10.5  ■    16.8 ■   
06 VX1Y10 柱 10.5×10.5  ■    17.8 ■   
07 VX1Y11 柱 10.5×10.5 ■ ■    21   ■
08 VX1Y13 柱 10.5×10.5  ■    21.2 ■   
09 VX2Y1 柱 10.5×10.5  ■    18.9 ■   
10 VX2Y6 柱 10.5×10.5      21.8 ■   
11 VX2Y10 柱 10.5×7  ■    22.6 ■   
12 VX3Y13 柱 10.5×10.5  ■   ■ 20.4 ■   
13 VX4Y10 柱 10.5×10.5  ■   ■ 19.8 ■   
14 VX5Y10 柱 10.5×10.5  ■    21.9 ■   
15 VX5Y12 柱 10.5×10.5  ■    30.8  ■  
16 VX5Y13 柱 10.5×10.5  ■   ■ 25.6  ■  
17 VX6Y1 柱 10.5×10.5 ■ ■ ■ ■ ■ 12.8   ■
18 VX6Y2 柱 10.5×10.5     ■ 17.8 ■   
19 VX6Y3 柱 10.5×10.5     ■ 19.0 ■   
20 VX6Y6 柱 10.5×10.5      20.4 ■   
21 VX7Y6 柱 10.5×10.5  ■   ■ 17.8 ■   
22 VX7Y7 柱 10.5×10.5  ■   ■ 19.8 ■   
23 VX7Y10 柱 10.5×10.5  ■   ■ 20.9 ■   
24 VX7Y11 柱 10.5×10.5  ■   ■ 28.2 ■   
25 VX7Y13 柱 10.5×10.5  ■   ■ 11.9 ■   
26 VX8Y2 柱 10.5×10.5     ■ 17.5 ■   
27 VX8Y5 柱 10.5×10.5     ■ 20.6 ■   
28 VX8Y6 柱 10.5×10.5  ■   ■ 20.4 ■   
29 VX8Y7 柱 10.5×10.5  ■   ■ 19.3 ■   
30 VX8Y10 柱 10.5×10.5     ■ 19.8 ■   
31 VX8Y11 柱 10.5×10.5  ■ ■   20.5   ■
32 VX8Y13 柱 10.5×10.5 ■ ■    12.2 ■   
33 VX9Y2 柱 10.5×10.5  ■    17.6 ■   
34 VX9Y6 柱 10.5×10.5      18.7 ■   
35 VX9Y11 柱 10.5×10.5  ■   ■ 16.5 ■   
36 VX10Y2 柱 10.5×10.5  ■    17.6 ■   
37 VX10Y10 柱 10.5×10.5     ■ 16.7 ■   
38 VX10Y11 柱 10.5×10.5  ■   ■ 15.6 ■   
39 VX11Y2 柱 10.5×10.5  ■    17.6 ■   
40 VX11Y4 柱 10.5×10.5      18.4 ■   
41 VX11Y6 柱 10.5×10.5     ■ 17.5 ■   
42 VX11Y8 柱 10.5×10.5      18.9 ■   
43 VX11Y10 柱 10.5×10.5     ■ 17.2 ■   
44 VX12Y2 柱 10.5×10.5 ■ ■ ■   14.8   ■
45 VX12Y4 柱 10.5×10.5      11.5 ■   
46 VX12Y6 柱 10.5×10.5  ■    16 ■   
47 VX12Y8 柱 10.5×10.5      17.6 ■   
48 VX12Y9 柱 10.5×10.5  ■    18.4 ■   
49 VX12Y10 柱 10.5×10.5      20.1 ■   
50 VX12Y11 柱 10.5×10.5  ■    17.4 ■   
51 VX13Y9 柱 10.5×10.5      13 ■   
52 VX13Y10 柱 10.5×10.5  ■    15.6 ■   
53 VX13Y11 柱 10.5×10.5      16.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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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後壁新東國小木造辦公室軸組現況調查與損壞分析 

 

一、屋架 

 

木造辦公室屋架所選用之木材為扁柏（學名：Cunninghamia obtusa），現況整

體保存狀況良好，構材主要之損壞為受日光（紫外線）照射及溫濕度改變影響，造

成木材含水率、成分以及原有構材紋理產生之漸次劣化。現況由於屋面局部漏水，

導致屋架在局部區域出現水痕及發霉現象。初步檢視木造辦公室之屋架，並無發現

明顯之蟻道以及白蟻蛀蝕現象。 

     

    木造辦公室之含水率，調查研究初步針對Tx3、Tx2及Tx1架進行抽樣檢測。檢測

時溫度為攝氏15.1度，相對濕度為63％
4
。檢測結果，在Tx3屋架部份：南北兩側陸

樑（水平大料）L1：12.9％、L2：13.8％，棟束（正同柱）V1：12.7％，北側合掌

（人字大料）S2：10％，南、北二側方杖（腰枝斜角撐）分別為：S3：13.9％、S5：

13.3％、S4：13.6％、S6：14.8％。另外，亦針對棟木（棟桁）及母屋（桁樑）進

行檢測，棟木（棟桁）（B0）之含水率為10.9％，在南向屋面部份，母屋(桁樑)最

高之含水率為13.5％，而在北向屋面母屋(桁樑)之含水率為15.6％。經初步檢視T3

屋架之含水率皆未超過19％（圖6.2.27、表6.2.5）。在Tx2屋架部份：南北兩側陸

樑（水平大料）L1：12.7％、L2：13.8％，棟束（正同柱）V1：12.3％，南、北側

合掌（人字大料）S1：13.2％、S2：15％，南、北二側方杖（腰枝斜角撐）：S3：

12.9％、S5：13.3％、S4：13.6％、S6：14.3％。另外，亦針對棟木（棟桁）及母

屋(桁樑)進行檢測，棟木（棟桁）（B0）之含水率為13.9％，在南向屋面部份，母

屋(桁樑)最高之含水率為14.8％，而在北向屋面母屋(桁樑)之含水率為16.5％。經

初步檢視Tx2屋架之含水率皆未超過19％（圖6.2.28、表6.2.6）。在Tx1屋架部份：

南北兩側陸樑（水平大料）L1：10.2％、L2：12.8％，棟束（正同柱）V1：11％，

南、北側合掌（人字大料）S1：13.4％、S2：13.8％，南、北二側方杖（腰枝斜角

撐）分別為：S3：13.6％、S5：13.7％、S4：14.7％、S6：14.5％。另外，亦針對

母屋(桁樑)進行檢測，在南向屋面部份，母屋(桁樑)最高之含水率為14.9％；而在

北向屋面母屋(桁樑)之含水率為15.2％。經初步檢視Tx1屋架之含水率皆未超過19

％（圖6.2.29、表6.2.7）。綜合上述結果，木造辦公室扁柏屋架含水狀況大致良好，

含水率基本上仍維持在合理範圍內，構件之含水率皆未超出19％，依現況檢測果發

現，構件在臨屋簷處較為潮濕，而北側屋面亦較南側屋面潮濕。 

 

除了含水率檢測外，調查研究亦初步檢視木造辦公室各單元木構架現況之劣化

情形，現況屋架除屋面漏雨所導致之水痕與黴菌外，基本上並無白蟻蛀蝕或嚴重之

劈裂現象，屋架保存狀況十分良好。經初步檢視現況屋架之損壞現象有：屋架劈裂、

                                                      
4 調查研究所使用之測定儀器為「TRAMEX PROFESSIONAL木材水分計」，測定方式為探針式，測

入深度為木材表面下0.8公分之表面含水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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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氣造成之白化及腐朽菌、金屬構件鏽蝕及人為破壞等。以下針對前述的破壞現象

進行分析。 

 

【圖6.2.18】木造辦公室屋架損壞示意圖 

 

（一）屋架劈裂之損壞 

 

  木造辦公室所選用之木材為扁柏，現況除局部區域出現細小之劈裂紋外，

基本上構件保存狀況良好。劈裂現象為木材長期受乾濕作用，使得木材受乾燥應

力造成木口割裂、表面割裂及內部割裂等。除了自然的劈裂外，金屬補強構件及

後續人為破壞也是造成木構架受損的因素之一（圖6.2.19、6.2.20）。 

【圖6.2.19】Tx3架局部之劈裂紋 【圖6.2.20】Tx3架人為劈裂 

（二）水痕或白化現象 

圖6.2.24 

圖6.2.25 

圖6.2.21 

圖6.2.20 

圖6.2.22 

圖6.2.23 
圖6.2.26 

圖6.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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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造辦公室現況較主要之損壞為因屋頂滲雨導致屋架受潮，而產生水痕或

白化現象。木材受日照雨淋，使構材與外界之化學物質產生作用反應，造成木材

結構的崩解或化學成分的改變，產生白化現象等。透過物理與化學的作用，使得

微生物有較理想的條件來攻擊木材，導致木構架在高濕、高溫下發霉腐朽，造成

木材表面顏色改變，進而腐朽（圖6.2.21~圖6.2.24）。 

【圖6.2.21】Ty02架陸樑(水平大料)處水痕與

白化現象 

【圖6.2.22】Txa4合掌(人字大料)白化與腐朽

【圖6.2.23】Txa4水痕與白化現象 【圖6.2.24】Tx02白色腐朽菌 

 

（三）金屬構件鏽蝕及汙漬 

 

木造辦公室屋架構材之接合處，以螺栓、尺鐵板及螞蝗釘等金屬鐵件作補強。在

結構材如真束（正同柱）與合掌（人字大料）交接處，會以螺栓加鐵片襯墊鎖緊，

防止拉繫材擴張鬆脫，在母屋(桁樑)與合掌（人字大料）交接處亦會使用螞蝗釘

作為補強。上述補強之金屬鐵件，由於受潮氣影響，日久生鏽，加上木構件腐朽、

變形之故，造成部份鐵件已失去原有加固功能，造成構件繼手處之縮脫，或鐵件

生鏽膨脹造成木構件的損壞（圖6.2.25、6.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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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2.25】Tx02陸樑(水平大料)繼手處鬆脫 【圖6.2.26】Txa3架螞蝗釘鏽蝕 

 

 

【圖6.2.27】木造辦公室T3屋架含水率及損壞示意圖 

 

 

 

【圖6.2.28】木造辦公室T2屋架含水率及損壞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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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2.29】木造辦公室T1屋架含水率及損壞示意圖 

 

【表6.2.5】木造辦公室T3屋架損壞紀錄表（Ｌ1~2：陸樑（水平大料）、Ｖ1：棟(真)束（正同

柱）、V2~8：釣束（釣鞍）、Ｓ1~2：合掌（人字大料）、S3~6：方杖(腰枝斜角撐)、

Ｂ0：棟木（棟樑）、Ｂ1~10：母屋（桁樑）、Ｂ11~12：鼻母屋（押樑）） 

構件編號 

T3 
名稱 

規格(CM) 

斷面×長度 

損壞狀況（攝氏15.1度，相對濕度為63％） 

含水率 

堪用狀況

劈裂
腐朽菌

、水痕

白蟻

蛀蝕
腐朽 人為 可 堪 劣

01 L1 陸樑(南) 12×21×640  ■    12.9 ■   

02 L2 陸樑(北) 12×21×570      － ■   

03 V1 棟（真）束 14×14.5×280      12.7 ■   

04 V2 釣束 6×12×188  ■    13.2 ■   

05 V4 釣束 6×12×155      13.7 ■   

06 V6 釣束 6×12×188  ■    13.4 ■   

07 V8 釣束 6×12×155      13.4 ■   

08 S1 合掌 12×21×600 ■ ■   ■ － ■   

09 S2 合掌 12×21×600  ■    10 ■   

10 S3 方杖 9×12×235  ■    13.9 ■   

11 S4 方杖 9×12×235     ■ 13.6 ■   

12 S5 方杖 6×12×155      13.3 ■   

13 S6 方杖 6×12×155      14.8 ■   

14 B0 棟木 12  ■    10.9 ■   

15 B1 母屋 12  ■    10.9  ■  

16 B2 母屋 12  ■    15.0  ■  

17 B3 母屋 12 ■ ■    13.5  ■  

18 B4 母屋 12  ■    15.6  ■  

19 B5 母屋 12  ■    13.0  ■  

20 B6 母屋 12  ■    11.2  ■  

21 B7 母屋 12  ■    10.4  ■  

22 B8 母屋 12  ■    11.5  ■  

23 B9 母屋 12  ■    13.5  ■  

24 B10 母屋 12  ■    14.4  ■  

25 B11 鼻母屋 12  ■    － ■   

26 B12 鼻母屋 12  ■    － ■   

 

B0 

B2(13.6) 

B4(15.0) 

B6(15.2) B8(11.4) 

B10 

B1(12.9) 

B3(10.8) 

B5(13.8) B7(14.0) 

B9(14.5) 

(11.0) 

(14.7) (13.6) 

(13.4) (15.1) 

(14.5) (13.7) 

(15.2) 

(13.8) 

(12.8) (10.2) 

(13.8)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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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2.6】木造辦公室T2屋架損壞紀錄表（Ｌ1~2：陸樑（水平大料）、Ｖ1：棟(真)束（正同

柱）、V2~8：釣束（釣鞍）、Ｓ1~2：合掌（人字大料）、S3~6：方杖(腰枝斜角撐)、

Ｂ0：棟木（棟樑）、Ｂ1~10：母屋（桁樑）） 

構件編號 
T2 

名稱 斷面(CM) 
損壞狀況（攝氏15.1度，相對濕度為63％） 

含水率 
堪用狀況

劈裂
腐朽菌
、水痕

白蟻
蛀蝕

腐朽 人為 可 堪 劣

01 L1 陸樑(南) 12×21×640 ■ ■    12.7 ■   
02 L2 陸樑(北) 12×21×570 ■ ■    13.8 ■   
03 V1 棟（真）束 14×14.5×280  ■    12.3 ■   

04 V2 釣束 6×12×188  ■    13.4 ■   
05 V4 釣束 6×12×155      14.4 ■   
06 V6 釣束 6×12×188  ■    14.4 ■   

07 V8 釣束 6×12×155      13.8 ■   
08 S1 合掌 12×21×600  ■    13.2 ■   
09 S2 合掌 12×21×600 ■ ■   ■ 15.0 ■   

10 S3 方杖 9×12×235      12.9 ■   
11 S4 方杖 9×12×235      13.6 ■   
12 S5 方杖 6×12×155      15.7 ■   

13 S6 方杖 6×12×155      14.3 ■   
14 B0 棟木 12  ■    13.4 ■   
15 B1 母屋 12  ■    13.5  ■  

16 B2 母屋 12  ■    12.7  ■  
17 B3 母屋 12  ■    14.4  ■  
18 B4 母屋 12  ■    15.8   ■

19 B5 母屋 12  ■    14.1  ■  
20 B6 母屋 12  ■    16.5  ■  
21 B7 母屋 12  ■    13.9  ■  

22 B8 母屋 12  ■    16.4  ■  
23 B9 母屋 12  ■    14.8  ■  
24 B10 母屋 12  ■    14.0  ■  

 

【表6.2.7】木造辦公室T1屋架損壞紀錄表（Ｌ1~2：陸樑（水平大料）、Ｖ1：棟(真)束（正同

柱）、V2~8：釣束（釣鞍）、Ｓ1~2：合掌（人字大料）、S3~6：方杖(腰枝斜角撐)、

Ｂ0：棟木（棟樑）、Ｂ1~10：母屋（桁樑）） 

構件編號 

T1 
名稱 斷面(CM) 

損壞狀況（攝氏15.1度，相對濕度為63％） 

含水率 

堪用狀況

劈裂
腐朽菌

、水痕

白蟻

蛀蝕
腐朽 人為 可 堪 劣

01 L1 陸樑(南) 12×21×640 ■ ■    12.8 ■   

02 L2 陸樑(北) 12×21×570 ■ ■    － ■   

03 V1 棟（真）束 14×14.5×280      10.2 ■   

04 V2 釣束 6×12×188      11.0 ■   

05 V4 釣束 6×12×155      15.1 ■   

06 V6 釣束 6×12×188      12.5 ■   

07 V8 釣束 6×12×155      15.2 ■   

08 S1 合掌 12×21×600 ■ ■    13.4 ■   

09 S2 合掌 12×21×600 ■ ■    13.8 ■   

10 S3 方杖 9×12×235      13.6 ■   

11 S4 方杖 9×12×235      14.7 ■   

12 S5 方杖 6×12×155      13.7 ■   

13 S6 方杖 6×12×155  ■    14.5 ■   

14 B0 棟木 12  ■    －  ■  

15 B1 母屋 12  ■    1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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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件編號 

T1 
名稱 斷面(CM) 

損壞狀況（攝氏15.1度，相對濕度為63％） 

含水率 

堪用狀況

劈裂
腐朽菌

、水痕

白蟻

蛀蝕
腐朽 人為 可 堪 劣

16 B2 母屋 12  ■    13.6  ■  

17 B3 母屋 12  ■    10.8  ■  

18 B4 母屋 12  ■    15.0  ■  

19 B5 母屋 12  ■    13.8  ■  

20 B6 母屋 12  ■    15.2  ■  

21 B7 母屋 12  ■    14.0  ■  

22 B8 母屋 12  ■    11.4  ■  

23 B9 母屋 12  ■    14.5  ■  

24 B10 母屋 12  ■    －  ■  

二、軸柱 

 

木造辦公室軸組為檜木所組成之構架。軸組柱列含水率，檢測時溫度為攝氏15.1

度，相對溼度63％，而檢測之位置為柱列之基部，為軸柱與土台（地檻木）之接合

位置
5
。檢測結果，木材含水率較高處為建築之三處開口處。目前柱列含水率最高處

為30％，出現在北側之入口處，現況初步檢視木造辦公室軸組柱列，在抽測之48根

柱列中，含水率超過19％計有8支。經初步目視檢測，目前柱列並未有蟻道及白蟻柱

蝕之狀況，目前僅有局部柱列出現腐朽現象，整體保存狀況良好。 

 

 
【圖6.2.30】木造辦公室軸組柱列含水率及損壞示意圖 

                                                      
5 調查以木材基部為測定點，基部最木材較易受潮之處。調查研究所使用之測定儀器為「TRAMEX 

PROFESSIONAL木材水分計」，測定方式為探針式，測定儀器探針測入深度為木材表面下0.8公

分（軸組柱斷面為11cm×11cm），主要以表面含水率為主，而非木材中心含水率之測定。 

15.6 

14.2 

12.8 

17.5 

 
15.8 

15.6 

24.3 

17.8 

14.0

13.1

13.2

15.4

14.2

17.8

16.5 

23.5

19.8

21.5

28.4

12.8 

18.6
12.1 

16.8 

12.7 

14.3 
18.4 

14.9 

14.7 

18.1 

14.9 

14.6 12.9 14.2 15.1 15.930.0 

14.6 19.8 11.9
21.7 

22.6 

13.3 

15.2 

13.0 
11.8

19.1 

23.5 

16.2



第六章  現況調查與分析 

 6-23

 

【表6.2.8】新東國小木造辦公室軸組柱列損壞統計一覽表 

構件編號 名
稱 

斷面 
尺寸 

損壞狀況（攝氏15.1度，相對濕度為63％）
含水率 

堪用狀況

劈裂 腐朽
菌、水痕

白蟻
蛀蝕

腐朽 人為 可 堪 劣

01 VA1 柱 10.5×10.5     ■ － ■  
02 VC1 柱 10.5×10.5     ■ － ■  
03 VE1 柱 10.5×10.5     ■ － ■  
04 VH1 柱 10.5×10.5     ■ － ■  
05 VI1 柱 10.5×10.5     ■ 17.5 ■  
06 VL1 柱 10.5×10.5     ■ 12.8 ■  
07 VM1 柱 10.5×10.5     ■ 14.2 ■  
08 VO1 柱 10.5×10.5     ■ 15.6 ■  
09 VP1 柱 10.5×10.5     ■ － ■  
10 VA2 柱 10.5×10.5     ■ 15.8 ■  
11 VP2 柱 10.5×10.5     ■ 14.9 ■  
12 VH3 柱 10.5×10.5     ■ 11.8 ■  
13 VA4 柱 10.5×10.5     ■ 15.6 ■  
14 VP4 柱 10.5×10.5     ■ 14.6 ■  
15 VA5 柱 10.5×10.5    ■ ■ 24.3  ■ 
16 VC5 柱 10.5×10.5     ■ － ■  
17 VE5 柱 10.5×10.5     ■ 19.1 ■  
18 VG5 柱 10.5×10.5     ■ － ■  
19 VH5 柱 10.5×10.5     ■ 13.0 ■  
20 VI5 柱 10.5×10.5     ■ 15.2 ■  
21 VL5 柱 10.5×10.5     ■ 13.3 ■  
22 VN5 柱 10.5×10.5     ■ 22.6 ■  
23 VO5 柱 10.5×10.5     ■ 21.7 ■  
24 VP5 柱 10.5×10.5     ■ 30 ■  
25 VA6 柱 10.5×10.5 ■    ■ 17.8 ■  
26 VP6 柱 10.5×10.5     ■ 23.5 ■  
27 VA7 柱 10.5×10.5     ■ 16.2 ■  
28 VP7 柱 10.5×10.5     ■ 12.9 ■  
29 VA8 柱 10.5×10.5     ■ 14.0 ■  
30 VP8 柱 10.5×10.5     ■ 14.6 ■  
31 VA9 柱 10.5×10.5     ■ 13.1 ■  
32 VP9 柱 10.5×10.5     ■ 14.2 ■  
33 VA10 柱 10.5×10.5     ■ 13.2 ■  
34 VP10 柱 10.5×10.5     ■ 19.8 ■  
35 VA11 柱 10.5×10.5     ■ 15.4 ■  
36 VP11 柱 10.5×10.5     ■ 15.1 ■  
37 VA12 柱 10.5×10.5     ■ 14.2 ■  
38 VP12 柱 10.5×10.5     ■ 11.9 ■  
39 VA13 柱 10.5×10.5     ■ 17.8 ■  
40 VP13 柱 10.5×10.5     ■ 15.9 ■  
41 VA14 柱 10.5×10.5     ■ － ■  
42 VB14 柱 10.5×10.5     ■ 12.8 ■  
43 VD14 柱 10.5×10.5     ■ 18.6 ■  
44 VF14 柱 10.5×10.5     ■ 28.4 ■  
45 VH14 柱 10.5×10.5     ■ 21.5 ■  
46 VJ14 柱 10.5×10.5     ■ 19.8 ■  
47 VL14 柱 10.5×10.5     ■ 23.5 ■  
48 VM14 柱 10.5×10.5     ■ － ■  
49 VO14 柱 10.5×10.5     ■ 16.5 ■  
50 VP14 柱 10.5×10.5     ■ － ■  
51 VF15 柱 10.5×10.5     ■ 12.1 ■  
52 VL15 柱 10.5×10.5     ■ 16.8 ■  
53 VF16 柱 10.5×10.5     ■ 18.1 ■  
54 VL16 柱 10.5×10.5     ■ 14.3  ■ 
55 VF17 柱 10.5×10.5     ■ 14.9 ■  
56 VG17 柱 10.5×10.5     ■ 14.7 ■  
57 VK17 柱 10.5×10.5     ■ 12.7 ■  
58 VL17 柱 10.5×10.5     ■ 18.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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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外裝現況調查與損壞分析6 

    

6.3.1  後壁新東國小校長宿舍外裝損壞調查
7
 

 

（一）南（正）向立面外裝現況調查表 

 

    南向立面外裝現況，屋面現況鋪設水泥瓦，為民國96（2007）年所修建（圖

6.3.2），現況部分舊有瓦作改作庭院地坪舖面，初步推測為舊制文化瓦（和瓦）。

現況封簷板嚴重腐朽，板面留有舊制固定落水管之金屬勾，現況已嚴重鏽蝕，水平

向落水管佚失。出檐屋面板（天花板）腐朽、剝落。入口及出格子窗作之出檐雨遮

屋頂板面金屬披覆嚴重鏽蝕，出檐天花板面剝落，板面出現水痕及青苔（圖6.3.3）。     

 

外牆裝修部分，柳杉雨淋板（下見板）外裝表面色澤褪去，留下深厚之木紋以

及節疤，表面並出現水、菌痕及白化現象，現況局部板面留有藍色油漆。屋簷下方

灰漿裝修層剝落、木摺裸露、乾裂（圖6.3.4）。牆身保留舊制五金鐵件，現況嚴重

鏽蝕。牆身押緣木（未設置雨押）形制特殊，現況腐朽、斷裂（圖6.3.5）。磚造連

續面基礎裝修層剝落，清水磚面裸露風化，灰縫灰漿剝落。土台（地檻木）白蟻蛀

蝕、腐朽（圖6.3.6）。在地坪現況有沉陷現象，並於後期修復，地坪沉陷導致基礎

破壞外，亦造成門柱洗石子裝修斷裂（圖6.3.7）。入口門作形制保存良好，玻璃面

為後期新增，現況門框木作輕微腐朽，混凝土門檻斷裂，金屬軌道鏽蝕導致門扇開

關不易。客間窗扇出格子形制保存良好，窗作下方並設有雨押，外側加設紗窗。座

敷窗扇未設置出格子窗及雨押，推測於後期拆除，現況於外側加設紗窗。 

 

【圖6.3.1】校長宿舍南（正）向立面外裝損壞示意圖 

                                                      
6 本章之撰文方式，為利讀者了解實際損壞狀況及後續建議之修復方式，故以圖例與表例對照之方式以利

讀者比對與閱讀。關於建築整體之修復原則非本章節著重之重點，相關內容得詳【第七章  新東國小木造

辦公室及校長宿舍修復計畫】 
7 調查研究進行階段於民國99（2010）年3月4日，高雄甲仙地區發生規模6.4的地震，校長宿舍

因震災而產生局部之損壞。經調查研究初步檢測震災並未產生具即刻危險性之損壞。 

圖6.3.2 

圖6.3.3 
圖6.3.4 

圖6.3.5 圖6.3.6 圖6.3.7 

屋面瓦於民國96（2007）年 

，修復為水泥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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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3.2】南向屋頂 

部位別 屋頂 

材料 水泥瓦 

破壞 

形式 

現況水泥瓦為後期新建，非舊制。

修復 

建議 

配合屋架及屋頂防水工程進行解體

修復，初步建議得依現況拆解後重

組復原。 

備註 舊制瓦作拆卸作為庭院地坪裝修

材。未來經建築師考證後，必要時

經專家學者同意，得依舊有形制、

工法及材料仿作復原。 

 

【圖6.3.3】出檐屋面板 

部位別 屋面板 

材料 木作 

破壞 

形式 

出檐屋面板（天花板）腐朽、剝落。

現況板面受潮，板面出現水痕及青

苔。 

修復 

建議 

破損及腐朽板面拆除，依舊有工法

及形制修復，並加強防腐處理。 

備註  

 

【圖6.3.4】南向立面屋簷 

部位別 屋簷 

材料 木作 

破壞 

形式 

1、封檐板面腐朽、舊制落水管佚

失、固定金屬五金鏽蝕、變形。

2、屋簷下方灰漿裝修層剝落、木摺

乾裂，裸露。 

修復 

建議 

1、封檐板依舊制工法及形制仿作復

原，並加強防腐處理。佚失落水

管及五金依現存構件仿作復原。

2、灰漿裝修層依原配比修復之。 

備註 拍攝時間：99.03.04（甲仙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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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3.5】牆身土臺、基礎 

部位別 土台、基礎 

材料 木作 

破壞 

形式 

1、 磚作連續基礎外裝剝落，清水

磚面裸露風化，灰縫灰漿剝落。

2、 土台（地檻木）與磚作基礎接

合處白蟻蛀蝕、腐朽。 

修復 

建議 

1、土台（地檻木）抽換，依原工法

及形制修復之。土台與基礎接合

處需加強防水處理。 

2、破損磚作基礎局部拆除，磚作以

原材質（清水磚）修復，輕微處

得以流質材料補強之，必要時得

以金屬材料進行基礎補強。 

備註 未設雨押 

 

【圖6.3.6】東向牆身基礎 

部位別 雨押 

材料 木作 

破壞 

形式 

牆身押緣木形制特殊，現況腐朽、

斷裂。 

修復 

建議 

押緣木依原材質及形制抽換，不得

破壞舊有形制。修復時得以現代材

料加強與土台及基礎間（表面及隱

蔽之接觸面）之防水處理。 

備註 未設雨押 

 

【圖6.3.7】玄關入口地坪及門柱 

部位別 入口 

材料 門柱洗石子裝修 

破壞 

形式 

1、地坪於後期修復，並有修復痕

跡，並有沉陷。 

2、門柱洗石子裝修斷裂，上方柱身

新漆油漆裝修，雨淋板腐朽、包

覆金屬鏽蝕。 

修復 

建議 

1、 地坪配合基礎工程修復，必要

時得進行地坪改良 

2、 門柱外裝拆除，檢視內部木柱

損壞情況並進行修復。外裝雨

淋板及五金依原制仿作修復。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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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東（右）向立面外裝現況調查表 

 

    東（右）向立面屋面現況鋪設水泥瓦，為後期所修建，推測舊制為文化瓦（和

瓦）。現況封簷板腐朽並有白化現象，板面留有舊制固定落水管之金屬勾，但已嚴

重鏽蝕，水平向落水管佚失（圖6.3.9、6.3.10）。出窗遮雨板面腐朽、剝落，金屬

披覆鏽蝕。 

 

    在外牆裝修部分，屋簷下方灰漿裝修層剝落、木摺乾裂，裸露（圖6.3.9）。雨

淋板（下見板）板面腐朽，表面色澤褪去，留下深厚之木紋以及節疤，並有白化及

穿孔現象（圖6.3.11）。雨淋板拼接處固定五金鏽蝕，接合面鬆脫。牆身保留舊制

五金鐵件，現況嚴重鏽蝕。雨淋板牆身末端未作雨押，僅加強末端雨淋板之斜度，

現況板面腐朽、斷裂。雨淋板轉角包覆五金鏽蝕（圖6.3.12）。 

 

    磚造連續面基礎裝修層剝落，磚面裸露、風化及斷裂，灰縫灰漿剝落。連續磚

作基礎面上設有混凝土製之通氣窗（圖6.3.13）。現況基礎處保存舊制陶作糞管，

陶作糞管斷裂僅剩出口（圖6.3.14）。便所及台所處開窗及便所下方通氣窗扇形制

保存良好，開窗保留舊制格子外框，現況木作外框腐朽，便所處窗框並保留舊制落

水管之五金構件。下方通氣窗扇木作窗框腐朽，玻璃破損現況開關不易。 

 

 

 

 

 

【圖6.3.8】校長宿舍東（右）向立面外裝損壞示意圖 

 

圖6.3.9 
圖6.3.10 

圖6.3.11 

圖6.3.12 圖6.3.13 

圖6.3.14 

屋面瓦於民國96（2007）年修復為水泥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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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3.9】西向屋簷 

部位別 屋簷 

材料 杉木 

破壞 

形式 

1、 封檐板面腐朽，板面出現水痕

及青苔。 

2、 屋簷下方灰漿裝修層剝落、木

摺乾裂，裸露。 

修復 

建議 

1、封檐板依舊制工法及形制仿作復

原，並加強防腐處理。 

2、剝落灰漿裝修層依原配比修復

之。 

備註 拍攝時間：99.03.04（甲仙地震）

 

【圖6.3.10】封檐板及落水五金 

部位別 屋簷 

材料 木作 

破壞 

形式 

封檐板面腐朽、白化。封檐板上殘

存舊制固定落水管之五金構件，金

屬落水管現況佚失、固定五金鏽

蝕、變形。 

修復 

建議 

落水五金配合屋頂修復工程恢復舊

制，並恢復舊有排水路徑（系統）。

落水五金依現存殘件，依舊有形制

仿作復原，並加強防腐處理。 

備註  

 

【圖6.3.11】西側外牆 

部位別 牆身 

材料 杉木雨淋板 

破壞 

形式 

雨淋板（下見板）板面腐朽，表面

色澤褪去，留下深厚之木紋以及節

疤，並有白化及穿孔現象。雨淋板

拼接處固定五金鏽蝕，接合面鬆脫。

修復 

建議 

雨淋板配合牆體修復解體檢視，初

步建議得全部拆卸，依原材質、尺

寸及工法仿作修復。外牆在不影響

材料強度下得增加防腐處理，如碳

化等。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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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3.12】東南外牆雨淋板 

部位別 雨淋板與土臺處 

材料 木作 

破壞 

形式 

現況未作雨押，僅加強末端雨淋板

之斜度，現況板面腐朽、斷裂。雨

淋板轉角包覆五金鏽蝕。 

修復 

建議 

初步建議依舊有形制修復。轉角包

覆五金依原制仿作，修復時得以現

代材料加強與土台及基礎間（表面

及隱蔽之接觸面）之防水處理。 

備註  

 

【圖6.3.13】東側連續基礎 

部位別 基礎 

材料 磚造 

破壞 

形式 

磚造連續面基礎裝修層剝落，磚面

裸露、風化以及斷裂。 

修復 

建議 

破損磚作基礎得進行局部拆除，以

原材質替換修復之，破損輕微處以

流質材料補強，必要時得以金屬材

料進行基礎補強。土台（木地檻）

與基礎接合處需加強防水處理。 

備註  

 

【圖6.3.14】便所處基礎及化糞池 

部位別 便所 

材料 磚作化糞池 

破壞 

形式 

現況基礎處保存舊制陶作糞管，陶

作糞管斷裂僅剩出口。 

修復 

建議 

便所及化糞池依再利用計畫重新規

劃設計。舊制化糞設施形制特殊，

未來修復時建議得進行局部之殘蹟

保存。 

備註 化糞池處置有舊制疑似混凝土製之

爐具，建議需依現況修復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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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北（背）向立面外裝現況調查表 

 

    北（背）向立面封簷板腐朽，板面留有舊制固定落水管之金屬勾，現況已嚴重

鏽蝕，水平向落水管佚失。出檐屋面板（天花板）腐朽、剝落。入口及出格子窗作

出檐雨遮屋頂板面金屬披覆嚴重鏽蝕，出檐天花板面剝落，板面出現水痕及青苔（圖

6.3.16）。 

 

    在外牆裝修部分，雨淋板（下見板）表面色澤褪去，留下深厚之木紋以及節疤，

局部區域雨淋板材掉落，內部骨材裸露、乾裂（圖6.3.17）。屋簷下方灰漿裝修層

剝落、木摺裸露、乾裂。牆身保留舊制五金鐵件，現況嚴重鏽蝕。牆身押緣木（未

設置雨押）形制特殊，現況腐朽、斷裂。磚作臺度受地震作用，表面裝修層剝落，

牆身於轉角處之灰縫剝落，紅磚整塊掉落、斷裂（圖6.3.18）。緣側處敷居嚴重腐

朽，與緣柱接合處腐朽斷裂（圖6.3.19）。雨淋板押緣木腐朽斷裂。 

 

    緣側連續磚作基礎裝修層局部剝落，磚身白化且生青苔，混凝土通氣口柵欄滋

生青苔（圖6.3.20）。犬走斷裂，並有後期修復痕跡，現況後期新增管線破壞舊制

犬走及排水溝（圖6.3.21）。緣側處窗扇及落地窗扇保存舊制，窗框腐朽且不易開

關，落地窗扇腰板剝落，窗扇外側新增紗窗。台所處舊制格子外框及門扇保存良好，

出格子木作外框腐朽，外側新增紗窗。 

 

 

 

 

【圖6.3.15】校長宿舍北（背）向立面外裝損壞示意圖 

 

圖6.3.16 

圖6.3.19 
圖6.3.18 

圖6.3.20 

圖6.3.17 

圖6.3.21 

屋面瓦於民國96（2007）年修復為水泥瓦 



第六章  現況調查與分析 

 6-31

 

【圖6.3.16】北向屋簷封檐板及窗作雨遮 

部位別 屋簷 

材料 木作 

破壞 

形式 

1、雨遮板出檐受潮產生水痕，板面

嚴重腐朽，板材剝落。 

2、屋頂板面金屬披覆嚴重鏽蝕。 

修復 

建議 

雨遮板建議拆除，依原形制仿作修

復，木作屋頂板面及金屬板面建議

依原材質及工法修復之，並依現代

材質加強防水處理。 

備註 拍攝時間：99.03.04（甲仙地震）

 

【圖6.3.17】金屬落水管 

部位別 牆身 

材料 木作雨淋板 

破壞 

形式 

雨淋板（下見板）表面色澤褪去，

留下深厚之木紋以及節疤，局部區

域雨淋板材掉落，內部骨材裸露、

乾裂。 

修復 

建議 

雨淋板配合牆體修復解體檢視，堪

用材留用，不堪用材依原材質、尺

寸及工法仿作修復。外牆得增加防

腐處理。 

備註 拍攝時間：99.03.04（甲仙地震）

 

【圖6.3.18】北側臺所磚作臺度 

部位別 臺度 

材料 磚作 

破壞 

形式 

磚作臺度受地震作用，表面裝修層

剝落，牆身於轉角處之灰縫剝落，

紅磚整塊掉落、斷裂。 

修復 

建議 

1、 磚作臺度得進行局部解體，剝落

處以原材質替換修復，破損輕微

處以流質材料補強，必要時得以

金屬材料進行基礎補強。 

2、 後期新增管線拆除。 

備註 拍攝時間：99.03.04（甲仙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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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3.19】北向立面緣側處 

部位別 緣側處敷居 

材料 木作 

破壞 

形式 

緣側處敷居嚴重腐朽，與緣柱接合

處腐朽斷裂。雨淋板押緣木腐朽斷

裂。 

修復 

建議 

建議配合緣側處床組與基礎修復工

程作整體修復。初步建議需進行解

體修復，損壞嚴重處依原材質及工

法仿作修復並加強防腐，必要時得

於接合處以金屬構件補強。 

備註 拍攝時間：99.03.04（甲仙地震）

 

【圖6.3.20】基礎及通氣孔 

部位別 基礎 

材料 磚造基礎、混凝土通氣孔（框） 

破壞 

形式 

緣側連續磚作基礎裝修層局部剝

落，磚身白化且生青苔，混凝土通

氣口柵欄滋生青苔。 

修復 

建議 

1、磚作連續基礎以流質材料進行灌

注補強，並得進行局部解體檢測

以確認實際損壞狀況。配合床組

修復，在不影響歷史建築風貌條

件下，以可逆工法進行金屬材料

之補強。 

2、緣側床組建議得解體修復。 

備註 拍攝時間：99.03.04（甲仙地震）

 

【圖6.3.21】犬走及排水溝 

部位別 犬走 

材料 磚作 

破壞 

形式 

犬走斷裂，並有後期修復痕跡。現

況後期新增管線破壞舊制犬走及排

水溝。 

修復 

建議 

配合基礎及基地排水溝渠作整體之

修復。未來為避免水溝堵塞，在不

影響歷史建築風貌之條件下，得加

設可卸式溝蓋或增設陰井。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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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西（左）向立面外裝現況調查表 

 

    西（左）向立面封簷板腐朽，板面留有舊制固定落水管之金屬勾，現況已嚴重

鏽蝕，水平向落水管佚失。出檐屋面板（天花板）腐朽、剝落。入口及出格子窗作

出檐雨遮屋頂板面金屬披覆嚴重鏽蝕，出檐天花板面剝落，板面出現水痕及青苔（圖

6.3.23）。 

 

    在外牆裝修部分，雨淋板（下見板）表面色澤褪去，留下深厚之木紋以及節疤，

並有白化及生菌。屋簷下方灰漿裝修層剝落、木摺裸露、乾裂。牆身保留舊制五金

鐵件及落水管，現況嚴重鏽蝕。牆身押緣木（未設置雨押）形制特殊。台所處磚作

臺度受地震力作用，表面裝修層剝落，牆身於轉角處之灰縫剝落，紅磚整塊掉落、

斷裂。現況西側台所處磚作台度與雨淋板牆體接合處分離，推測磚作臺度可能受地

震力或地坪之沉陷產生位移，未來修復時建議得進行基礎及地坪之解體調查以確認

實際損壞狀況後，擬定修復計畫，必要時得強化基礎構造。現況西側牆面台所處臺

度留有舊制通氣孔，但舊制排煙管（煙囪）佚失且失去功能（圖6.3.24）。 

 

    磚造連續面基礎裝修層剝落，磚面裸露、風化，裝修面青苔滋生。連續磚作基

礎面上設有通氣窗（圖6.3.25）。犬走斷裂並有後期修復痕跡。開窗保留舊制格子

外框，現況木作外框腐朽，窗扇開關不易，並於外側新增紗窗。 

 

 

 

【圖6.3.22】校長宿舍西（左）向立面外裝損壞示意圖 

 

 

 

圖6.3.23 

圖6.3.25 

圖6.3.24 

屋面瓦於民國96（2007）年修復為水泥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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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3.23】西向立面出窗遮雨出檐 

部位別 出窗 

材料 木作 

破壞 

形式 

1、雨遮板出檐受潮產生水痕，板面

嚴重腐朽，板材剝落。 

2、屋頂板面金屬披覆嚴重鏽蝕。 

修復 

建議 

雨遮板建議拆除，依原形制仿作修

復，木作屋頂板面及金屬板面建議

依原材質及工法修復之，並依現代

材質加強防水處理。 

備註 拍攝時間：99.03.04（甲仙地震）

 

【圖6.3.24】台所通氣孔（煙囪） 

部位別 臺所外牆 

材料 磚造 

破壞 

形式 

1、現況西側牆面與雨淋板牆體接合

處出現位移。 

2、西側牆面台所處臺度留有舊制通

氣孔，現況舊制排煙管（煙囪）

佚失且失去功能，現況並有後期

修補痕跡。 

修復 

建議 

1、 修復時建議進行基礎及地坪之

解體，如有沉陷狀況，得以現

代工法強化基礎構造。 

2、 通氣孔依現況修復，必要時得

經考證後復原舊制煙囪。 

備註  

 

【圖6.3.25】西側連續磚作基礎 

部位別 基礎 

材料 磚造 

破壞 

形式 

磚造連續面基礎裝修層剝落，磚面

裸露、風化，裝修面青苔滋生。連

續磚作基礎面上設有通氣窗。 

修復 

建議 

破損磚作得進行局部解體確認基礎

損壞狀況。外裝建議敲除，破損處

以流質材料補強，必要時得以金屬

材料進行基礎補強。混凝土通氣窗

框配合基礎修復。土台（木地檻）

與基礎接合處需加強防水處理。 

備註 拍攝時間：99.03.04（甲仙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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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  後壁新東國小木造辦公室外裝損壞調查 

 

（一）東（正）向立面外裝現況調查表 

 

    東向立面屋瓦為後期修建，為現代和瓦（黑瓦、文化瓦），非舊制，現況保存

狀況良好。屋面封檐板腐朽，在開口部上方出檐部分，封檐板處後期以金屬板封閉

（新作排水路），影響歷史建築風貌（圖6.3.27）。門廊屋頂板板面變形，並有水

痕及白化現象，推測上方釣木及棟架亦已腐朽或損壞。板面於後期新增燈作（圖

6.3.28）。 

 

    在外牆裝修部分，杉木雨淋板形制保存良好，現況漆米黃色油漆，目視板面保

存狀況良好，輕微風化與破損，外牆轉角以五金包覆，現況亦已漆上油漆，無法確

認其損壞狀況。屋簷下方灰作裝修層保存良好，僅局部髒污。現況外牆較為嚴重之

損壞，為木摺牆身在地震力作用下
8
，因軸組骨架變形擠壓而造成裝修層之剝落，初

步檢視其裝修層之剝落無立即結構性危險（圖6.3.29）。 

 

    木造辦公室基礎在無法解體調查之情況下，無法確認其實際之損壞狀況，現況

在台度、犬走及排水溝處已於後期進行修復。入口門扇及窗作形制保存良好，但框

架已變形，導致門扇開關不易且無法緊閉。現況窗扇亦受後期新增之設備管線影響

而無法正常開關。 

 

【圖6.3.26】木造辦公室東（正）向立面外裝損壞示意圖 

                                                      
8 調查研究進行階段於民國99（2001）年3月4日，高雄甲仙地區發生規模6.4的地震，校長宿舍

因震災而產生局部之損壞。經調查研究初步檢測震災並未產生具即刻危險性之損壞。 

圖6.3.27 

圖6.3.29 

圖6.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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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3.27】東向外牆出檐 

部位別 外牆出檐 

材料 木作 

破壞 

形式 

雨遮板出檐受潮產生水痕，板面嚴

重腐朽，板材剝落。部分板面於後

期新增鋼板面。 

修復 

建議 

雨遮板建議拆除，依原形制仿作修

復，並依現代材質加強防水處理。

備註 拍攝時間：99.03.04（甲仙地震）

 

【圖6.3.28】門廊屋頂板 

部位別 門廊屋頂板 

材料 木作 

破壞 

形式 

門廊屋頂板板面曲折、並有水痕及

白化，推測上方釣木及棟架亦已腐

朽或損害。板面於後期新增燈作。

修復 

建議 

門廊屋頂板面拆除，檢視門廊棟架

損壞狀況並進行修復。屋頂板面依

現有尺寸重新仿作修復，並加強防

水及防腐。 

備註  

 

【圖6.3.29】外牆壁體 

部位別 外牆 

材料 木摺、灰作裝修 

破壞 

形式 

入口外牆受地震力作用，外牆灰作

裝修（含後期水泥砂漿修復層）剝

落，木摺板裸露。 

修復 

建議 

灰作裝修面現況破損嚴重，建議得

全面敲除新作。灰作成分建議依舊

制復原，成分經試驗確認配比後，

經建築師設計及專家學者同意後修

復，必要時得調整配比。 

備註 拍攝時間：99.03.04（甲仙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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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南（左）向立面外裝現況調查表 

 

    南（左）向立面現況屋面瓦為後期修建，為現代和瓦（黑瓦、文化瓦），非舊

制，現況保存狀況良好。屋面封檐板及出檐屋面板損壞較為嚴重，出檐天花板受地

震力之作用，局部區域已經脫落，造成內部屋架及桁木外露（圖6.3.31）。開口部

上方出檐部分，封檐板處後期以金屬板封閉（新作排水路），影響歷史建築風貌。 

 

    在外牆裝修部分，杉木雨淋板形制保存良好，現況漆米黃色油漆，目視板面保

存狀況良好，輕微風化與局部破損，外牆轉角以五金包覆，現況亦已漆上油漆，無

法確認其損壞狀況。屋簷下方灰作裝修層保存良好，僅局部髒污。。 

 

    木造辦公室基礎在無法解體調查之情況下，無法確認其實際之損壞狀況，現況

在台度、犬走及排水溝處已於後期進行修復（圖6.3.32）。外牆開窗受地震力之作

用產生變形，現況於外側加設之固定窗框亦已腐朽、變形，窗扇開關不易（圖6.3.33、

34）。 

 

【圖6.3.30】木造辦公室南（左）向立面外裝損壞示意圖 

 

【圖6.3.31】南向屋面 

部位別 屋面板 

材料 木作 

破壞 

形式 

1、封檐板嚴重腐朽，現況屋面未設

排、導水設施，部分板面於後期

新增鋼板面（排水溝）。 

2、出檐屋面板（天花板）腐朽、剝

落。 

修復 

建議 

封檐板及屋面板得拆除新作，依舊

有工法及形制修復，並加強防腐處

理，並建議重新檢討屋面排水系統。

備註 拍攝時間：99.03.04（甲仙地震）

 

圖6.3.31 

圖6.3.32 

圖6.3.33 

圖6.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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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8

【圖6.3.32】基礎、犬走與排水溝 

部位別 基礎、犬走 

材料 磚作 

破壞 

形式 

洗石子台度、犬走（方塊磚裝修）

及排水溝為後期修復，現況保存狀

況良好，維持排水功能。 

修復 

建議 

配合基礎及基地排水溝渠作整體之

修復，建議依現況保存。 

備註 拍攝時間：99.03.04（甲仙地震）

 

【圖6.3.33】南側外牆開窗 

部位別 外牆開口部 

材料 木作、清、霧面玻璃 

破壞 

形式 

外牆開窗受地震力之作用產生變

形，現況於外側加設之固定窗框亦

已腐朽、變形，窗扇開關不易。 

修復 

建議 

窗扇修復配合軸組及壁體修復工程

進行校正。必要時得增加窗框轉角

及上楣樑之強度。窗扇依現況局部

修復，不得任意或仿作。 

備註 拍攝時間：99.03.04（甲仙地震）

 

【圖6.3.34】南側立面外牆開口部 

部位別 外牆開口 

材料 木作 

破壞 

形式 

外牆開口部門框腐朽，現況於外側

加設紗門。門作受地震力影響變

形，現況開關不易。 

修復 

建議 

門作配合牆體修復工程進行校正。

門扇依現況檢修不得任意解體或仿

作。門框損壞嚴重者以新材質替

換，並加強門框及門楣構造。外裝

部分建議得以人工進行去漆。 

備註 拍攝時間：99.03.04（甲仙地震）

圖片為新增紗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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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西（背）向立面外裝現況調查表 

 

    西（背）向立面為現代和瓦（黑瓦、文化瓦）非舊制，保存狀況良好（圖6.3.36）。

屋面封檐板腐朽，在開口部上方出檐部分，封檐板處後期以金屬板封閉（新作排水

路），影響歷史建築風貌。 

 

    在外牆裝修部分，杉木雨淋板形制保存良好，現況漆米黃色油漆，目視板面保

存狀況良好，輕微風化與破損，外牆轉角以五金包覆，現況亦已漆上油漆，無法確

認其損壞狀況。屋簷下方灰作裝修層保存良好，僅局部髒污。現況牆面受後期新增

之設備管線破壞，牆面並有預埋管線，管線押條木腐朽，管線外露（圖6.3.37）。 

 

    木造辦公室基礎在無法解體調查之情況下，無法確認其實際之損壞狀況，現況

在台度、犬走及排水溝處已於後期進行修復。窗作形制保存良好，牆身開口部新增

空調及防盜設備，破壞歷史建築牆面（圖6.3.38）。 

 

 

 

 

【圖6.3.35】木造辦公室西（背）向立面外裝損壞示意圖 

 

圖6.3.36 

圖6.3.37 

圖6.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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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3.36】西向屋頂 

部位別 屋頂 

材料 和瓦（文化瓦） 

破壞 

形式 

現況屋面瓦作為後期所修建，為現

代瓦作，非舊制。 

修復 

建議 

為配合屋架及屋頂防水工程修復，

後續屋面瓦作需進行解體修復。瓦

作現況保存良好，建議得依現況修

復，未來屋面修復完成後，堪用瓦

作需進行重組，不需置換。 

備註 拍攝時間：99.03.04（甲仙地震）

 

【圖6.3.37】洗石子台度及犬走 

部位別 台度 

材料 洗石子 

破壞 

形式 

洗石子台度及犬走保存狀況良好。

牆面留有預埋管線，現況管線押條

木腐朽，管線外露。 

修復 

建議 

配合再利用設計，重新規畫水、電

設備，並採隱蔽式設計。舊制管線

設備如影響歷史建築風貌，建議得

配合牆面整修，拆除並恢復原貌。

備註 拍攝時間：99.03.04（甲仙地震）

 

【圖6.3.38】西向立面開口部 

部位別 開口部 

材料 木作 

破壞 

形式 

牆身開口部新增空調及防盜設備，

破壞歷史建築牆面。 

修復 

建議 

配合再利用計畫，未來空調設備、

防盜及消防等設備，建議盡量在不

影響歷史建築風貌之原則下，採隱

蔽式之設計。 

備註 拍攝時間：99.03.04（甲仙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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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北（右）向立面外裝現況調查表 

 

    北（右）向立面屋面瓦為後期修建，為現代和瓦（黑瓦、文化瓦）非舊制，現

況保存狀況良好。屋面封檐板及出檐屋面板損壞較為嚴重，出檐天花板面受地震力

之作用，局部區域已經脫落，造成內部屋架及桁木外露（圖6.3.40）。開口部上方

出檐部分，封檐板處後期以金屬板封閉（新作排水路），影響歷史建築風貌。 

 

    在外牆裝修部分，屋簷下方灰作裝修層保存良好，僅局部髒污。杉木雨淋板形

制保存良好，現況漆米黃色油漆，目視板面保存狀況良好，輕微風化與局部破損，

外牆轉角以五金包覆，現況亦已漆上油漆，無法確認其損壞狀況。後期新增之遮雨

棚架破壞歷史建築牆面（圖6.3.41）。 

 

    木造辦公室基礎在無法解體調查之情況下，無法確認其實際之損壞狀況，現況

在台度、犬走及排水溝處已於後期進行修復。外牆開窗受地震力之作用產生變形，

現況於外側加設之固定窗框亦已腐朽、變形，窗扇開關不易。外牆開口部門作嚴重

腐朽。受地震力影響門作變形，現況開關不易（圖6.3.42）。 

 

 

 

 

 

 

【圖6.3.39】木造辦公室北（右）向立面外裝損壞示意圖 

圖6.3.40 
圖6.3.41 

圖6.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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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3.40】北向屋頂屋面出檐 

部位別 屋檐 

材料 木作 

破壞 

形式 

1、封檐板嚴重腐朽，現況屋面未設

排、導水設施，部分板面於後期

新增鋼板面（排水溝）。 

2、出檐屋面板（天花板）受地震力

作用剝落，導致屋架及桁木外

露。 

修復 

建議 

封檐板及屋面板建議拆除，並依舊

有工法及形制仿作修復，並加強防

腐處理，需重新檢討屋面排水系統。

備註 拍攝時間：99.03.04（甲仙地震）

 

【圖6.3.41】北向外牆 

部位別 外牆 

材料 木作雨淋板 

破壞 

形式 

雨淋板輕微風化，形制保存良好，

現況漆米黃色油漆。後期新增之遮

雨棚架破壞歷史建築牆面。 

修復 

建議 

雨淋板形制保存良好，建議得進行

檢修，堪用材留用，不堪用材依原

材料及形制仿作。後期新增之油漆

初步建議得以人工去漆恢復原色，

並加強防腐處理。配合再利用設

計，後期新增棚架建議拆除。 

備註 拍攝時間：99.03.04（甲仙地震）

 

【圖6.3.42】北向牆面開口部 

部位別 外牆開口 

材料 木作 

破壞 

形式 

外牆開口部門作嚴重腐朽，後期新

增紗門。受地震力影響門作變形，

現況開關不易。 

修復 

建議 

門作配合牆體修復工程進行校正，

門扇依現況檢修不得任意解體或仿

作。門框損壞嚴重者以新材質替

換，並加強門框及門楣構造，外裝

部分建議得以人工進行去漆。 

備註 拍攝時間：99.03.04（甲仙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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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內裝現況調查與損壞分析 

 

6.4.1  後壁新東國小校長宿舍內裝損壞調查 

 

    宿舍在內裝部份，天花板受溫濕作用，產生局部之變形、斷裂，導致密實不合。在

室內真壁牆體部分，土牆面出現局部之裂縫，長押部份亦有輕微之變形，造成門扇開關

不易，牆體遭設備管線破壞。另外，室內部分羽目板剝落，編竹夾泥牆體裸露，真壁牆

體骨材泥作乾裂、剝落，竹條與木摺散落腐朽。而在室內窗扇部份，現況開關不易，局

部門扇變形無法密實，門框腐朽及部份玻璃破裂。 

 

 

 

 

【圖6.4.1】後壁新東國小校長宿舍內裝損壞示意圖 

圖6.4.3 
圖6.4.4 

圖6.4.5 

圖6.4.6 
圖6.4.7 

圖6.4.8 

圖6.4.9 

圖6.4.10 圖6.4.11 
圖6.4.12 
圖6.4.13 

圖6.4.14 
圖6.4.15 

圖6.4.16 

圖6.4.17 

圖6.4.19 圖6.4.18 

圖6.4.20 
圖6.4.21 圖6.4.22 

圖6.4.23 

圖6.4.24 圖6.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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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4.1】後壁新東國小校長宿舍（踏込、玄關）內裝現況調查表 

空間 部位 構造材料（名稱） 現況描述 修復建議 備註 

踏 

込 

、 

玄 

關  

天井 

竿緣天井 天井板面後期以夾板修

復，現況僅留有舊制緣

木。新修板面保存良好。

配合屋頂修復工程，後期

新修之天花夾板面建議拆

除，並依原材質及工法仿

作復原。 

圖6.4.2 

內 

牆 

北 真壁式（小舞竹為

基底、麻刀壁土、

白灰） 

 

1、牆體髒污，並有水痕。

南側牆體受新增電氣

設備及管線破壞。 

2、南側泥作裝修層斷裂、

剝落，北側牆面受潮，

油漆裝修剝落。 

1、牆體外裝斷裂及剝落部

分，建議得進行局部拆

除，確認內部小舞竹及

軸組之實際狀況後進行

修復。損壞嚴重者（小

舞竹、筋違）依原工法

及材質修復之，修復前

需進行樣體試作，必要

時得進行牆體構造補

強。 

2、後續再利用設計管線以

隱藏式為原則。 

3、羽目板依現況修復，表

面水痕及髒污去除。 

圖6.4.2 

南  

東 真壁式（小舞竹為

基底、麻刀壁土、

白灰） 

羽目板（台度） 

軸組骨架 

1、牆體目視保存良好，現

況牆面污漬。 

2、牆面留有後期增加之電

源開關及管線。 

3、羽目板受潮並有水漬。

圖6.4.3 

西 圖6.4.4 

地坪 

踏込：混凝土地坪 

玄關：鋪設夾板

（舊制為紅檜） 

1、 踏込地坪角落斷裂，

玄關床板後期以夾板

修復。 

2、 踏込及玄關磚作台階

面裝修層剝落，清水

磚面裸露。 

1、 配合基礎及床組工程

進行修復。必要時得

進行地坪改良。 

2、 後期新增夾板地坪拆

除，依舊制修復，初

步得復原為長條硬木

拼組之方式。 

圖6.4.5 

圖6.4.6 

門 D01 木作玻璃門（水平

推拉） 

1、木作門扇為舊制，現況

門 扇 受 地 坪 沉 陷 影

響，樘木及門檻分離、

變形，開關不易。 

2、部分玻璃面為後期抽

換，現況氣窗中央處舊

制疑似設置燈座，現況

改為玻璃面。 

木作門扇依現況形制修

復，不得拆除。現況新增

設備拆除，配合屋頂及基

礎工程校正水平，並要時

得進行局部之補強。後期

新增玻璃面拆除，依舊制

修復。 

圖6.4.7 

D02 佚失 門扇佚失，推測舊制為水

平推拉門（襖）。 

依舊制仿作復原，形制經

建築考證設計，經專家學

者同意後仿作復原。 

 

D05 佚失 門扇佚失，推測舊制為單

開。舊制板門推測拆卸置

於浴室處。 

依舊制仿作復原，形制經

建築考證設計，經專家學

者同意後仿作復原。 

 

損壞狀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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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4.2】玄關竿緣天井後期以夾板新作，牆

面受潮，油漆裝修剝落。 

【圖6.4.3】牆面受後期新增管線破壞 

【圖6.4.4】羽目板水漬、髒污。 【圖6.4.5】踏込及玄關磚作台階面裝修層剝

落，紅磚面裸露。 

【圖6.4.6】門扇地坪混凝土門檻斷裂，金屬軌

道鏽蝕，現況開關不易。 

【圖6.4.7】氣窗中央處舊制疑似設置燈座，現

況改為玻璃面。 

 

 

 

 

 

【表6.4.2】後壁新東國小校長宿舍（居間（座敷、次之間））內裝現況調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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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 部位 構造材料（名稱） 現況描述 修復建議 備註 

居 

間 

天井 

竿緣天井 天井板面後期以夾板修

復，現況僅留有舊制緣

木。緣木腐朽並有水痕及

白化現象。現況於板面新

增電氣設備。 

配合屋頂修復工程，後期

新修之天花夾板面建議拆

除，並依原材質及工法仿

作復原。 

圖6.4.8 

圖6.4.12

內 

牆 

)

居

間 

(

北 真壁式（小舞竹為

基底、麻刀壁土、

白灰） 

 

南側牆面窗作編竹夾泥土

壁出現裂縫且局部剝落，

窗作下方壁體與四周木作

框架分離。 

1、灰作裝修層建議得進行

刮除（解體），以確認

內部小舞竹及軸、間柱

之實際狀況，軸組變形

嚴重者進行校正，構材

損壞嚴重者（小舞竹、

間柱）依原工法及材質

修復，必要時得以金屬

構件進行牆體構造補

強。灰作修復前需進行

樣體試作，  

2、後續再利用設計管線以

隱藏式為原則。 

 

南 圖6.4.9 

東 真壁式（小舞竹為

基底、麻刀壁土、

白灰） 

軸組骨架 

1、局部裝層於後期以水泥

砂漿粉刷，並漆白色油

漆。現況局部牆體髒

污，白色油漆剝落。西

側牆體受新增電氣設

備及管線破壞。 

2、牆體受地震力作用，編

竹夾泥牆體與軸組柱

列間產生位移，推測軸

組框架已有變形。 

 

西 圖6.4.8 

內 

牆 

)

次

間 

(

北 真壁式（小舞竹為

基底、麻刀壁土、

白灰） 

軸組骨架 

北側壁體髒污。  

南 牆面編竹夾泥土壁出現裂

縫，壁體與四周木作框架

分離。 

圖6.4.12

圖6.4.14

東 壁體髒污。壁體與四周木

作框架分離。 

 

西 壁體髒污。局部裝修層剝

落，編竹夾泥牆體與軸組

柱列間產生位移，推測軸

組框架已有變形。 

圖6.4.13

 

地坪 

夾板 

（床之間處保存

舊制紅檜地板） 

現況地板為後期新增於舊

制木地板之夾板。現況新

增夾板與敷居間未留有高

程差（榻榻米厚度）。 

配合基礎及床組工程進行

修復。建議將新增夾板地

坪拆除，復原舊制床組（長

條硬木拼組），並檢討地

坪之高程差與相對關係。

關於室內地坪高程之復

原，未來建議得依再利用

計畫進行調整。 

圖6.4.10

門 D03 木作板門 

 

木作門扇為舊制，中央設

格子窗，並設玻璃，並保

留舊制五金。現況板面腐

朽，開關不易。 

木作門扇依現況進行檢修

不得拆除。五金構件鏽蝕

不堪用處，得依舊制仿作

復原、 

 

D06 佚失 

(上方小壁設二處

通風口，並以小舞

竹為裝飾) 

門扇佚失，推測舊制為

襖。(現況於浴廁處留有拆

卸下之板門，推測為舊制

襖，詳表6.4.6。) 

依舊制(拆卸板門)復原，

形制經建築考證設計，專

家學者同意後仿作復原。 

圖6.4.11

Da1 舞良戶（上、下各

一座，共四扇） 

形制保存良好，板面輕微

腐朽，後期新增五金構

件。 

依現況檢修，不得任意拆

除或以新制新作。 

圖6.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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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8 佚失 

(上方小壁設通風

口，並以小舞竹為

裝飾) 

門扇佚失，推測舊制為

襖。(現況於浴廁處留有拆

卸下之板門，推測為舊制

襖，詳表6.4.6。) 

依舊制(拆卸板門)復原，

形制經建築考證設計，經

專家學者同意後仿作復

原。 

 

D10 障子(腰付障子) 

(上方小壁設二處

通風口，並以小舞

竹為裝飾) 

拆卸並存放於宿舍內，舊

制和紙拆除，新增木板，

現況形制保存良好，詳表

6.4.6。 

依現況保留門扇檢修，不

得任意解體或新作，並恢

復舊制透光功能。 

圖6.4.15

Da2 舞良戶（上、下各

一座，共四扇） 

形制保存良好，板面輕微

腐朽，後期新增五金構

件。 

依現況檢修，不得任意拆

除或新作。 

 

窗 W02 木作水平推拉窗 窗框受潮白化，部分玻璃

新修為拼花玻璃，現況窗

框輕微變形，開關不易。

依現況檢修，不得任意拆

除或以新制新作。 

 

損壞狀況 

【圖6.4.8】居間竿緣天井緣木腐朽 【圖6.4.9】編竹夾泥土壁出現裂縫且局部剝落

【圖6.4.10】新增夾板地坪與敷居間未留有高程 【圖6.4.11】居間（隔間原設襖）押入舞良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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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4.12】居間（次之間）竿緣天井緣木腐朽

並有水痕，編竹夾泥牆體位移 

【圖6.4.13】居間（次之間）壁體髒污 

 

【圖6.4.14】居間（次之間）壁體出現裂縫 【圖6.4.15】腰付障子 

 

【表6.4.3】後壁新東國小校長宿舍（茶之間、客間）內裝現況調查表 

空間 部位 構造材料（名稱） 現況描述 修復建議 備註 

居 

間  
天井 

竿緣天井 天井面後期以夾板修復，

現況僅留有舊制緣木。 

天花夾板建議拆除，並依

原材質及工法仿作復原。 

 

內 

牆 

)

客

間 

(

北 真壁式（小舞竹為

基底、麻刀壁土、

白灰） 

軸組骨架 

1、 壁體髒污，出現水

痕，小壁通氣孔處出

現裂紋。 

2、 與新增地板接合處土

壁外露。 

1、 灰作裝修層建議得進

行刮除（解體），確

認內部小舞竹及軸、

間柱之實際狀況，軸

組變形嚴重者進行校

正，構材損壞嚴重者

（小舞竹、間柱）依

原工法及材質修復，

並加強防腐處理，並

得以金屬構件進行牆

體構造補強。灰作修

復前需進行樣體試作

 

南 南側牆面窗作編竹夾泥土

壁出現裂縫且局部剝落，

窗作下方壁體與四周木作

框架分離。 

 

東 牆體後期以水泥砂漿粉

刷，現況牆體斷裂，並有

大面積之浮突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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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1、牆體髒污。 

2、編竹夾泥牆體局部剝

落，地震力作用造成軸

組柱列間產生位移。壁

體與地坪交接處柱列

榫頭以及土壁外露。

與配比試驗，以恢復

舊制為原則。 

 

2、後續再利用設計管線以

隱藏式為原則。 

圖6.4.16

內 

牆 

)

茶

之

間 

(

北 真壁式（小舞竹為

基底、麻刀壁土、

白灰） 

軸組骨架 

北側壁體髒污。局部牆面

新作粉刷，牆體受後期新

增之管線破壞。 

 

南 牆體局部剝落，與軸組柱

列間產生位移。局部壁體

橫木(胴差し)脫落。 

圖6.4.18

東 壁體髒污。牆面留有自天

花板留下之水痕及土漬。

 

西 壁體髒污。局部裝修層剝

落，編竹夾泥牆體與軸組

柱列間產生位移。 

圖6.4.19

地坪 

鋪設夾板（舊制為

紅檜） 

1、現況地板為後期新增於

舊制木地板之夾板，並

改變舊制高程關係。 

2、地坪與地樑交接處位

移，柱列榫頭以及土壁

外露。 

建議將新增夾板地坪拆

除，復原舊制床組（長條

硬木拼組），並檢討地坪

之高程差與相對關係。室

內地坪高程之 

復原建議得依再利用計畫

進行調整。 

圖6.4.17

門 D4 佚失 

(上方小壁設通風

口，並以小舞竹為

裝飾) 

門扇佚失，推測舊制為

襖。(現況留有拆卸下之板

門，推測舊制為襖，詳表

6.4.6。)押居變形。 

依舊制(拆卸板門)復原，

形制經建築師考證設計，

經專家學者同意後仿作復

原，並加強楣樑構造。 

 

D7 

D9 佚失 

 

舊制不詳，推測為舞良

戶。 

仿作復原，形制經建築考

證設計，經專家學者同意

後仿作復原。 

 

窗 W3 木作水平推拉窗 

外側作格子外框 

窗框受潮白化，窗框變

形，開關不易。 

依現況檢修，不得任意新

作，加強楣樑構造。 

 

W4 

損壞狀況 

【圖6.4.16】牆體髒污並有水漬，敷居變形 【圖6.4.17】地坪與地樑交接處土壁外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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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4.18】茶之間壁體橫木(胴差し)脫落。(拍

攝時間：99.03.04甲仙地震） 

【圖6.4.19】茶之間西側壁體髒污，局部裝修層

剝落 

 

【表6.4.4】後壁新東國小校長宿舍（緣側、便所）內裝現況調查表 

空間 部位 構造材料（名稱） 現況描述 修復建議 備註 

緣 

側 

、 

便 

所 

天井 

竿緣天井 天井板面後期以夾板修

復，現況僅留有舊制緣

木。新增電氣設備。 

新修天花夾板面建議拆

除，並依原材質及工法仿

作復原。 

圖6.4.20

內 

牆 

北 真壁式（小舞竹為

基底、麻刀壁土、

白灰） 

1、牆體髒污、裂紋，與軸

柱列間產生位移。 

2、甲仙地震後，北側編竹

夾 泥 牆 土 壁 嚴 重 崩

落，小舞竹散落，間柱

嚴重腐朽。 

灰作裝修層建議得進行刮

除（解體），確認內部小

舞竹及軸、間柱之實際狀

況，軸組變形嚴重者進行

校正，構材損壞嚴重者（小

舞竹、間柱）依原工法及

材質修復，並加強防腐處

理，並得以金屬構件進行

牆體構造補強。 

圖6.4.21

圖6.4.21

圖6.4.22

南  

東 牆體髒污、裂紋，與軸柱

列間產生位移。 

 

西  

地坪 

鋪設夾板（舊制為

紅檜） 

現況地板為後期新增於舊

制木地板之夾板，並改變

舊制高程關係。 

建議將新增夾板地坪拆

除，復原舊制床組（長條

硬木拼組），並檢討地坪

之高程差與相對關係。 

 

門 D11 舞良戶（木作，單

開、上方設玻璃

窗） 

形制保存良好，板面輕微

受潮、腐朽。 

依現況檢修。  

D12  

D13 落地玻璃窗扇 形制保存良好，窗框腐

朽，腰板破裂，局部玻璃

後期替換為拼花玻璃。窗

作現況以新增五金固定，

無法正常開關 

依現況檢修，不得新作。

後期修復之拼花玻璃拆

除，恢復為清、霧面玻璃。

新作五金拆除恢復舊有功

能。 

 

D14 舞良戶（木作，單

開、上方設玻璃

窗） 

形制保存良好，板面輕微

受潮、腐朽。 

依現況檢修。  

窗 W5 木作水平推拉窗

（兩扇） 

外側作格子外框 

形制保存良好，板面輕微

受潮、腐朽。 

依現況檢修。  

W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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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1 木作水平推拉通

氣窗（兩扇） 

 

形制保存良好，窗框受

潮、腐朽，霧面玻璃脫離。

依現況檢修。 圖6.4.23

W7 木作水平推拉窗

（兩扇） 

形制保存良好，窗框受

潮、腐朽。 

依現況檢修。  

損壞狀況 

【圖6.4.20】北側牆面土壁崩落 (拍攝時間：

99.03.04甲仙地震） 

【圖6.4.21】土壁崩落，小舞竹散落，間柱腐朽

(拍攝時間：99.03.04甲仙地震）

【圖6.4.22】便所壁面受潮，裝修層剝落 【圖6.4.23】便所下方通氣窗扇 

 

【表6.4.5】後壁新東國小校長宿舍（台所及浴室）內裝現況調查表 

空間 部位 構造材料（名稱） 現況描述 修復建議 備註 

台 

所 

、 

浴 

室 

天井 

竿緣天井 天井板面後期以夾板修

復，現況僅留有舊制緣

木。 

新修天花夾板面建議拆

除，並依原材質及工法仿

作復原。 

 

內 

牆 

北 真壁式（小舞竹為

基底、麻刀壁土、

白灰） 

軸組骨架 

編竹夾泥牆體髒污，局部

裝修層剝落，內部骨材外

露。 

1、 灰作裝修層建議得進

行刮除（解體），內

部小舞竹及軸、間柱

損壞嚴重者，依原工

法及材質修復，並加

強防腐處理，並得以

 

西 圖6.4.24

南 真壁式（小舞竹為

基底、麻刀壁土、

1、編竹夾泥牆體煙燻髒

污，局部裝修層剝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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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 白灰） 

軸組骨架 

磚作臺度 

內部骨材外露。 

2、磚作臺度與上部軸組框

架分離，磚作壁體破

損、局部磚材剝落 

3、浴室磚作牆體受後期新

增水電設備破壞。 

金屬構件進行補強。 

2、 臺度得進行局部解

體，剝落處以原材質

替換修復，並加強灰

縫黏結強度。破損輕

微處以流質材料補

強，並得以金屬材料

補強。 

3、新增管線拆除，配合再

利用計畫採隱蔽式設

計。 

 

地坪 
混凝土地坪 地坪破損。 得依再利用計畫重新規劃

設計。 

圖6.4.25

門 D15  佚失 形制不詳 仿作復原，形制經建築考

證設計，經專家學者同意

後仿作復原。 

 

D16 木作板門 

(設玻璃固定窗) 

木作板門腐朽，門框斷

裂、變形無法正常開關，

現況板面後期以木條加

固。舊制五金破損，後期

新增五金 

依現況檢修。損壞嚴重者

以原材質及形制修復。後

期新增五金拆除，舊制五

金依殘件仿作修復並恢復

功能。 

 

窗 W8 木作水平推拉通

氣窗（兩扇） 

外設木格子外框 

形制保存良好，窗框受

潮、腐朽。 

依現況檢修。  

W9  

W10 圖6.4.24

家具 磚造爐灶 

及流理台 

磚造爐灶及流理台形制保

存良好。磚造爐灶斷裂，

與上方窗作分離。 

依現況檢修。配合基礎修

復加強磚造臺度之基礎。 

圖6.4.26

廚櫃 形制保存良好 依現況檢修 圖6.4.27

損壞狀況 

【圖6.4.24】玄關竿緣天井後期以夾板新作，牆

面受潮，油漆裝修剝落。 

【圖6.4.25】牆面受後期新增管線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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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4.26】牆面受後期新增管線破壞 【圖6.4.27】台所廚櫃 

 

    調查於期間內於原台所及浴側處（後期置於校長宿舍北側屋外），發現已卸下之門

扇（建具）16扇，初步推測其門扇有可能為校長宿舍，或為雙併宿舍舊制窗扇拆卸後而

置於宿舍內。調查研究初步就其中13具，推測為原校長宿舍之門扇進行調查，詳表6.4.6。 

 

【表6.4.6】新東國小校長宿舍門扇調查表 

編號 圖片說明 編號 圖片說明 

D17 

 

D18 

 

保存

現況 

障子（87.5×176.5（公分）） 

形制保存良好，和紙破損， 

保存

現況

障子（87.5×176.5（公分）） 

形保存良好，局部組子破損，現況於一側新增

夾板。 

修復

建議 
推測舊制為居間與緣側處障子（D10） 

修復

建議
推測舊制為居間與緣側處障子（D10） 

D19 D20

保存

現況 

木板門（79.5×174.5（公分）） 

中央組子窗破損，現況釘壓克力板。 

保存

現況

板門（90.5×179（公分）） 

門面腐朽、水痕，局部板面破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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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復

建議 
推測舊制為浴室與台所處單開門（D15）

修復

建議
舊有形制與位置不詳。 

D21 D22

保存

現況 

舞良戶（79.5×174.5（公分）） 

形制保存良好，板面輕微腐朽。 

保存

現況

板門（87.5×176.5（公分）） 

門面腐朽、水痕，引手五金保存良好。 

修復

建議 

舊有位置不詳。（推測非新東國小校長宿

舍門扇（建具）） 

修復

建議

舊有形制與位置不詳（初步推測舊制位於居間

或廊道間，原制為木板門或由舊制「襖」所改

建）。 

D23 D24

保存

現況 

板門（87.5×176.5（公分）） 

門面腐朽、水痕，推測非舊制。 

保存

現況

舞良戶（87.5×174.5（公分）） 

形制保存良好，板面腐朽、水痕。 

修復

建議 

舊有形制與位置不詳（初步推測舊制位於

居間或廊道間，原制為木板門或由舊制

「襖」所改建）。 

修復

建議

舊有位置不詳。（推測非新東國小校長宿舍門

扇（建具）） 

D25 D26

保存

現況 

板門（87.5×176.5（公分）） 

門面腐朽、水痕，推測非舊制。 

保存

現況

舞良戶（87.5×176.5（公分）） 

形制保存良好，板面腐朽、水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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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復

建議 

舊有形制與位置不詳（初步推測舊制位於

居間或廊道間，原制為木板門或由舊制

「襖」所改建）。 

修復

建議

舊有位置不詳。（推測非新東國小校長宿舍門

扇（建具）） 

D27 D28

保存

現況 

板門（87.5×176.5（公分）） 

推測非舊制。 

保存

現況

木板門（87.5×174.5（公分）） 

形制與五金引手形制保存良好，現況組子破

損。 

修復

建議 

舊有形制與位置不詳（初步推測舊制位於

居間或廊道間，原制為木板門或由舊制

「襖」所改建）。 

修復

建議

推測舊制為台所與居間（茶之間）間之水平拉

門（D9）。 

D29 

 

保存

現況 

木板門（87.5×174.5（公分）） 

形制保存良好，現況組子破損。 

修復

建議 
推測舊制為廊下與玄關處單開門（D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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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2 後壁新東國小木造辦公室內裝損壞調查 

 

 
【圖6.4.28】後壁新東國小木造辦公室內裝損壞示意圖 

 

【表6.4.7】後壁新東國小木造辦公室（辦公室）內裝現況調查表 

空間 部位 構造材料（名稱） 現況描述 修復建議 備註 

辦 

公 

室 

天井 
夾板天花 夾板天花現況形制保存良

好，非舊制。 

初步建議得配合再利用設

計重新規劃。 

 

內 

牆 

東 1、大壁式（木摺

為基底、麻刀

壁土、白灰） 

2、磚作基礎、台

度。 

3、西側牆面木作

（造型板材）

台度。 

1、室內壁體於甲仙地震時

受地震力作用，造成局

部壁體裝修層剝落，土

壁裸露（主要出現在角

落），壁體與軸組分

離，出現縫隙。 

2、基礎（牆身台度）牆體

受潮，產生壁癌，裝修

層浮凸剝落。現況於踢

腳處新增面磚。 

3、西側木作台度漆黃漆，

保存良好。 

4、牆體受後期新增設備管

線破壞。 

1、 牆體受地震力作用之

損壞，建議得將裝修

與土壁敲除，針對軸

組（框架）進行補強，

得增加斜撐材或於角

落新增構件。麻刀壁

土及灰作需經材料試

驗確定成分後，依原

配比及工法修復。 

2、 磚作壁體壁癌處理，

並加強防水處理。 

3、 新增設備配合再利用

計畫進行重新規劃，

並以隱蔽式為原則。 

圖6.4.29

圖6.4.30

北 圖6.4.31

圖6.4.32

西 圖6.4.33

圖6.4.34

南 圖6.4.35

圖6.4.37 

圖6.4.29 
圖6.4.30 

圖6.4.31 
圖6.4.39 

圖6.4.32 

圖6.4.34 

圖6.4.33 

圖6.4.42 

圖6.4.40 

圖6.4.41 

圖6.4.43 

圖6.4.44 

圖6.4.36 
圖6.4.38 
圖6.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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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坪 
混凝土地坪 

地（磁）磚 

目視磁磚面保存狀況良

好，非舊制。 

建議配合再利用計畫進行

重新設計。 

 

門 D01 木作玻璃門（雙

扇，清、霧面玻

璃）、玻璃通氣窗

（雙扇） 

形制保存良好，後期塗草

綠色油漆並新增五金構件

（把手、鎖頭）破壞門扇。

現況門框（楣）嚴重變形

導致門扇無法正常閉合。

1、建議依現況進行局部檢

修，不得任意解體。進

行去漆處理後加強材料

之耐候性。後期新增五

金拆除，恢復舊制，把

手形制得參考D05門仿

作復原。 

2、配合牆壁修復（結構補

強）進行門楣校正，以

恢復舊制功能。 

 

D02

~ 

D05 

單開木作板門

（清、霧面玻璃，

玻璃通氣窗） 

1、形制保存良好，現況漆

綠漆。現況窗框輕微腐

朽，後期新增五金把手

與鎖頭。D2、D3外側新

增紗窗，外門框輕微變

形開關不易。 

2、D05門保存舊制把手，

把手鏽蝕，新增鎖頭。

圖6.4.34

 

窗 W01

~ 

W05 

木作玻璃水平推

拉窗(雙開，清、

霧面玻璃) 

1、 形制保存良好，現況

窗扇漆草綠油漆，於

一側加設紗窗，窗框

變形，開關不易。 

2、 W3局部霧面玻璃替換

成拼花玻璃。 

3、 W4窗扇嚴重變形。 

4、 W11、14通氣窗扇受後

期新增管線破壞，無

法閉合 

5、 W12窗框腐朽、霧面玻

璃替換拼花玻璃。 

1、 建議依現況進行檢

修，不得任意解體。

破損嚴重處依原材

料、形制及工法仿作

抽換。材料進行去漆

處理後加強材料之耐

候性。五金依舊制修

復，後期新增管線拆

除，恢復通氣窗功能。 

2、配合牆壁修復（結構補

強）進行門楣校正，並

且恢復舊制功能。 

 

W11

~ 

W15 

木作玻璃水平推

拉窗(雙開，清、

霧面玻璃) 

 

家

具 

儲

櫃 

木作儲櫃 形制保存良好，儲櫃受後

期新增設備損壞。儲櫃門

（通氣孔）為後期改作。

依現況檢修。 圖6.4.36

課表 木作、玻璃框 形制保存良好。 現況檢修，進行文物保

存。 

圖6.4.37

配置圖 木作、彩色壓克力 2幅，形制保存良好。 圖6.4.38

損壞狀況 

【圖6.4.29】東側牆體受地震力作用，土壁剝落

(拍攝時間：99.03.04甲仙地震）

【圖6.4.30】基礎受潮，產生壁癌(拍攝時間：

99.03.04甲仙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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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4.31】北側牆面受地震力作用，裝修層斷

裂、剝落(拍攝時間：99.03.04甲

仙地震） 

【圖6.4.32】牆面新增設備（監視器）破壞歷史

建築牆面 

【圖6.4.33】西側牆面受地震力作用，土壁剝落

(拍攝時間：99.03.04甲仙地震）

【圖6.4.34】西側木作台度。D05門保存舊制把

手，把手鏽蝕，並新增鎖頭 

【圖6.4.35】南側牆面受地震力作用，導致土壁

剝落(拍攝時間：99.03.04甲仙地

震） 

【圖6.4.36】儲櫃受後期新增設備損壞，櫃門（通

氣孔）為後期改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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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4.37】木作課表 【圖6.4.38】壓克力配置圖 

 
【表6.4.8】新東國小木造辦公室（行政電腦室(原校長室）內裝現況調查表 

空間 部位 構造材料（名稱） 現況描述 修復建議 備註 

行 

政 

電 

腦 

室 

)  

原 

校 

長 

室 

(  

天井 
夾板天花 夾板天花現況形制保存良

好，非舊制。 

初步建議得配合再利用設

計重新規劃。 

 

內 

牆 

北 1、大壁式（木摺

為基底、麻刀

壁土、白灰） 

2、磚作台度。 

3、東、南側牆面

木作（造型板

材）台度。 

1、室內壁體於甲仙地震時

受地震力作用，造成局

部壁體裝修層剝落，土

壁裸露（主要出現在角

落），壁體與軸組分

離，榫接分離。 

2、牆身台度磚作台度受

潮，產生壁癌，裝修層

浮凸剝落。西側牆面新

增洗手台。 

3、牆體受後期新增設備管

線破壞，牆面新增角材

以釘掛相片。 

1、牆體受地震力作用損

壞，建議得將裝修與土

壁敲除，針對軸組（框

架）進行補強，得增加

斜撐材或於角落新增

補強構件。 

2、磚作壁體壁癌處理，並

加強防水處理。 

3、新增設備配合再利用計

畫進行重新規劃，並以

隱蔽式為原則。 

圖6.4.39

南  

東 圖6.4.41

西 圖6.4.40

圖6.4.42

地坪 
混凝土地坪 

地（磁）磚 

現況目視保存狀況良好，

非舊制。 

建議配合再利用計畫進行

重新設計。 

 

窗 W08 

~ 

W10 

木作玻璃水平推

拉窗(雙開，清、

霧面玻璃) 

1、 形制保存良好，現況

窗扇漆草綠油漆，於

一側加設紗窗，一側

窗扇無法正常開關，

現況外側新增鐵窗。

2、 W8新增空調設備及框

架，導致通氣窗無法

開關 

依現況進行檢修。材料進

行去漆處理後加強材料之

耐候性。鐵窗拆除，五金

依舊制修復。後期新增管

線及空調設備拆除，恢復

通氣窗功能。空調設備及

保全設施建議以隱蔽式為

原則。 

 

 

 

損壞狀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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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4.39】北側牆面土壁剝落(拍攝時間：

99.03.04甲仙地震） 

【圖6.4.40】西側牆面裝修層剝落(拍攝時間：

99.03.04甲仙地震） 

【圖6.4.41】南側牆面木作台度形制保存良好

(拍攝時間：99.03.04甲仙地震）

【圖6.4.42】西側磚作台度壁癌，並新增洗手台

(拍攝時間：99.03.04甲仙地震）

 
 
【表6.4.9】新東國小木造辦公室（儲藏室（原值夜室））內裝現況調查表 

空間 部位 構造材料（名稱） 現況描述 修復建議 備註 

儲 

藏 

室 

)  

原 

值 

夜 

室 

(  

天井 

夾板天花 夾板天花現況形制保存良

好，非舊制，部份板面佚

失。 

初步建議得配合再利用設

計重新規劃。 

 

內 

牆 

北 1、大壁式（木摺

為基底、麻刀

壁土、白灰） 

2、磚作台度。 

3、東、北側牆面

木作（造型板

材）台度。 

室內壁體於甲仙地震時受

地震力作用，造成局部壁

體裝修層剝落，軸組榫接

分離。 

牆體受地震力作用之損

壞，建議得將裝修與土壁

敲除，針對軸組（框架）

進行補強，得增加斜撐材

或於角落新增構件。 

 

南  

東 圖6.4.43

西 圖6.4.44

地坪 
混凝土地坪 

地（磁）磚 

現況目視保存狀況良好，

非舊制。 

建議配合再利用計畫進行

重新設計。 

 

門 W06 

W07 

木作玻璃水平推

拉窗(雙開，清、

霧面玻璃) 

形制保存良好，現況窗扇

漆草綠油漆，於一側加設

紗窗。 

建議依現況進行檢修，不

得任意解體。材料進行去

漆處理後加強材料之耐候

性。後期新增紗窗拆除，

五金依舊制修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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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壞狀況 

【圖6.4.43】儲藏室東側壁體裝修層剝落 【圖6.4.44】儲藏室西側壁體裝修層剝落，軸組

與牆體分離 

 
 
 
 
 
 
 
 
 
 
 
 
 
 
 
 
 
 
 
 
 
 
 
 
 
 
 
 
 
 
 
 
 

【圖6.4.45】新東國小木造辦公室入口現況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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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4.46】新東國小木造校長宿舍入口現況情形

 

【圖6.4.47】新東國小木造辦公室東南向外觀現況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