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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景 

 研究主題與預期目標 

 相關法規及文獻分析 

 問題面向與課題 

 建議修訂法規內容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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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大綱 



背景 

 國際趨勢 ~ 低碳、生態、環保 

 建築優勢 
◦ 符合低碳城鄉建設需求 

◦ 低排碳低能的生命週期特質 

◦ 帶動永續林業資源循環與經營 

 國內產業需求 ~ 
◦ 適宜的城鄉建築型態 

◦ 公共建築的低碳實踐 

◦ 新的空間文化型態 

◦ 在地林產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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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背景 
木構造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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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背景 木構造集合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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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背景   木構造公共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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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計畫背景   大跨距木構造橋梁 



計畫背景   木構造高層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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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主題 

• 雖然國內木構造建築發展尚不及歐美日等先進國家，但隨著法規的漸
趨成熟，加上市場日需孔急，木構造在國內有十足發展之潛力與空間。
作為扮演推動木構造建築重推手之「木構造建築物設計及施工技術規
範」應具備完整性、時效性與實用性等特色。 

 
• 現行「木構造建築物設計及施工技術規範」係由內政部於85年1月1日

頒訂與實施，再於92與97年修正部分條文，國際木構造發展日新月異
的趨勢之下，許多材料規格性質、結構設計與分析及相關細部規定均
已有大幅之修訂，因此為推動國內木構造及相關低碳建築形式之發展，
有必要儘速進行現行法規之檢討，使木構造建築物設計及施工技術規
範能更臻完善。 

 
• 有鑑於木構造於歐美日等國家相關法規較為完備，且與國內現行法規

之制定背景關係密切，近年來國際之木構造不論於材料營建產業或學
術研究等面向，皆有長足之發展，連帶相關法規部分亦有大幅的修訂
與增補。為促進國內木構造發展之國際接軌程度，並完善法規以為推
動相關產業之手段，為研究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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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現行木構造建築物設計施工技術規範，參照國際相關重要規範(以美加
及日本為主)與配合國家CNS標準規範之增修內容，就木構造建築之規劃與
型式、材料規格與性能、結構計算原則與參數等不同面向，配合實際需求
與學理分析，逐項檢討，並提出技術規範之修訂條文。 
 
此外亦就目前規範中之解說部分，針對現有內容及新增訂之內容，逐一檢
視，探討其與國內現行法規、標準之相容性，以提供從事木構造建築之專
業需求，以提供設計之參據。主要研究方法包括： 
 

(1)  文獻蒐集與分析 
(2)  相關產業及國內外專家訪談 
(3)  透過專家諮詢會議，擬訂法規修訂之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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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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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八十四年十二月十五日內政部台內營字第8486750號函訂頒  

中華民國九十二年五月一日內政部台內營字第0920085511號令修正，並自92年5月1日實施  

中華民國九十七年十月三十一日內政部台內營字第0970808021號令修正第九章建築物之防火規定 

 

 第一章 總則 (principles) 

 第二章 結構計畫及各部份構造 (structural plan and components) 

 第三章 結構分析 (structural analysis) 

 第四章 材料及容許應力 (materials and allowable stresses) 

 第五章 構材設計 (design for structural elements) 

 第六章 構材接合部設計 (design for timber joints) 

 第七章 框組式構造 (2x4 construction system) 

 第八章 建築物之耐久性與維護計畫 (durability and maintenance) 

 第九章    建築物之防火 (fire protection design) 

◦ 附錄一 使用符號  

◦ 附錄二 鋸製材容許應力與彈性模數之修正  

◦ 附錄三 北美樹種群及其材料分等  

◦ 附錄四 框組式構造之剪力牆與橫隔版設計參數  

◦ 附錄五 剪力牆構法及對應之剪力牆倍率 

法規分析      木構造設計與施工規範之架構 



木構造建築物設計及施工技術規範 

CNS國家標準 
木業規範 

日本 
建築基準法 

美國 (2012) 
Wood Frame Construction Manual for 
 One- and Two-Family Dwellings 

美國 (2012) 
National Design Specification For Wood 
Construction 

美國 (2012) 
International Building Codes (Ch.23) 

日本 
木質構造設計規範 
同解說 

日本 
木造住宅工事仕樣書 

建築技術規則 

美國(2008) 
Wood Frame Construction Manual for 
 One- and Two-Family Dwellings 
Special Design for Wind and Seismic 

日本 
木造建築構造設計 
JSCA 

法規分析               法規參考架構 13 



法規分析          美國之相關法規 ~ IBC 與 NDS 

由International Code Council(ICC)制定之International Building Code (IBC)中之23章針對木
構造之設計有基本之要求。IBC之前身為the BOCA National Building Code, Standard 
Building Code(SBC)與Uniform Building Code(UBC)，IBC針對木構造設計之方式有三： 
容許應力設計(Allowable Stress Design, ASD)、 
載重與強度因子設計(Load and Resistance Factor Design, LRFD)及 
傳統設計(Conventional Design)。 
  
美國之National Design Specification (NDS)for Wood Construction也針對木構造部分，就
容許應力設計(Allowable Stress Design, ASD)與載重與強度因子設計(Load and Resistance 
Factor Design, LRFD)作相關之規定。NDS之Supplement中有所有材料規格與設計值之表
列，提供實際設計之量化數據。另外有Special Design Provisions for Wind and Seismic 
(SDPWS) 2008針對風及地震之木構造設計提供設計基礎資訊及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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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分析                       美國之相關法規 

 ~ Heavy Timber 與 Frame Constructions 

美國之AF&PA另外制定有Heavy Timber Construction(大型木構造建築)之設計規範，對
以集成材為主之大型木構造提供設計之參考依據。同樣的AF& PA另外制定有Details for 
Conventional Wood Frame Construction針對傳統之框組式木構造提供了詳細的參考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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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分析                        日本之相關法規 

 ~ 農林規格、建築基準法、木質構造設計規準 

日本2012「集成材の日本農林規格」(平成24年修訂)針對集成材之材料物理及力學性
質之等級有最新之修正，其與我國CNS木業規範之內容接近。 
 
日本針對木構造設計之上位法規依據主要依據來自「建築基準法」，而實際之木構造
設計準則以日本建築學會編定之「木質構造設計規範同解說」為主。2006年版已有更
新，如附件三「木質構造設計規準・同解説（2006年版、第4版第1刷）正誤表」。 
 
日本國土與交通省於2007年頒布之枠組壁工法建築物 設計の手引き・構造計算指針
針對框組壁工法之設計及構造計算提供更新之詳細資訊。国際木質文化研究所亦提出
「大断面木造建築物に関する法律条文等」分析，其中詳列了基準法之與大斷面及成
材構造設計之相關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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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分析                       日本之相關法規 

 ~財團法人住宅金融普及協會 

財團法人住宅金融普及協會發行之「木造住宅工事仕樣書」及
「軸組壁工法住宅工事仕樣書」兩冊為最普遍之木造住宅之設
計規範，其與金融貸款及物產保險等機制亦息息相關，凸顯日
本木構造推動體系之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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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訪談與專家諮詢座談 
18 

 實務訪談的目的在於透過設計之問項與實務工作者面對面對話，以取得實
 際操作木質構造建築之設計規畫與施工等經驗，並藉此理解現行法規之適
 用性、實用性及可能改進或調整之空間。本研究計畫訪談之對象包括： 
 
 - 實際具備木構造建築設計或營造經驗之人士 

-了解木構造建築相關法規、產業與國際經驗之專家學者 
 

 實務訪談之重點包括： 
 
-   材料應用與法規之關係 
-   法規支援建築設計之程度 
-   法規技術性(條文)內容之檢討 
-   木構造建築之發展願景及觀感 
 

姓名 職稱 專長經驗與本計畫之關係 備註 

王松永 台大森林系榮譽教授 木構造法規、木材應用科學 

曾俊達 成大建築系教授 木構造法規、木構造營造施工 

林慶元 台科大建築系教授 建築法規與建築設計規畫 

蔡明哲 台大森林系教授 木質材料科學與應用 

郭英釗 建築師(九典) 生態建築設計與木構造公共建築 

洪育成 建築師(考工記) 木構造公共建築、私人住宅設計 

甘銘源 建築師(大藏) 木構造公共建築、生態建築 

富田匡俊 結構設計師 日本木構造規範與木結構設計 

Bojen Yeh 美國APA技術部處長 北美木構造規範與國際發展趨勢 

五十嵐幸夫 日本一級建築師 建築設計法規實務 

陶奇駿 工程學博士(建研所) 
建築材料與結構 

建築技術研發與實驗管理 

王鵬智 建築學博士(建研所) 木構造建築管理及審議實務 



問題面向(1)     配合相關規範之修訂進行更新 

目前針對法規內容已初步提出規範之更新及修正之建議內容，舉例如下: 
 
(1)「4.1.1 結構用木材（包含製材、集成材、結構板材、結構用組合材等）之材種、製 
       材分等、製材尺度、材料標準、材質控制、材料保護、分組標示、以及性能認證等 
     ，應依中國國家標準及本規範之規定。」中國國家標準應修正為中華民國國家標準 
      ，且相關列舉之CNS 446、CNS 447、CNS 13826、CNS 14429皆已取消或修訂。 
 
(2) 4.6.2 解說：由於中國國家標準尚未對針葉樹結構用合板制定標準，因此採用針葉 
 樹結構用合板時，可參考美國UBC97之相關規定，其容許應力如表4.6-5所示…由於美

國UBC97之規定已經大幅更新，相關針葉樹結構用合板之規定應可參考2012年IBC之
規定。 

 
(3) 第七章7.2之解說「（一）建築物防火要求應符合內政部最新頒佈「建築技術規則」之

規定。」因已有目前已有第九章防火設計之規定，解說(一)中之內容宜調整。 
 
(4) 第七章7.4之制式工法內容主要參考摘自“Wood Frame Construction Manual for One- 

and Two-Family Dwellings", 2001 Edition ANSI/AF&PA WFCM-2001）宜修正為2012年之
新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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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面向(2)   既有法規之適用性與實用性之檢討 

針對既有法規中文字模糊不清、相關規定合理性有疑慮及可加強說明或改寫之條文，逐條
檢討，未來將透過諮詢小組逐一檢視修訂，相關細節詳見附錄二:木構造法規修訂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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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法規(含解說)條文 可討論或疑慮之處 建議修訂條文 

等級及4.3.1 纖維方向之容許應力 
表4.2-2 上等結構材比重、年輪寬、缺點之條件 
表4.3-1(b) 上等結構材（針葉樹）纖維方向之容許應力 
在規範中的：表4.2-2 上等結構材比重、年輪寬、缺點之條件中
(c) 使用上等結構材時，除需在設計圖上詳加註明外，需注意於
施工現場確實施作，並需對明示使用部位進行檢測。 
4.3 木材之容許應力 
纖維方向之容許應力 
（2）上等結構材之（b）CNS 444 闊葉樹製材分等列為上等材
且無闊葉樹特有缺點（脆心材等）之樹種，取表4.3-1(a)中所對
應樹種之值的1.25 倍。 
纖維垂直方向之容許壓應力 
（1）木材纖維垂直方向之容許壓縮（壓陷）應力， 
     依表4.3-2 之值。 
（2）不同施力狀態下，容許部份壓縮應力之調整係 
   ‘  數依表4.3-3 之規定。 
結構用集成材之容許應力 
（4）纖維垂直方向之容許拉應力 
    結構用集成材纖維垂直方向之容許拉應力，取表 
    4.5-2 之Lfsx-x 值的1/3。 

上等結構材的表列項目當中，只有針葉樹I~IV類，是否唯
有針葉樹可做為上等結構材？而限制了闊葉樹之使用 
構材比重必須採樣(就是現場隨機抽取木料)實驗，其他像
是年輪寬等等…都是目測判斷的，... 施工現場確實施作，
並需對明示使用部位進行檢測… 
規範中無上等闊葉樹製材分等表，是否須增列？又是否闊
葉樹僅有上等材之分，但無上等結構材？ 
上等結構材的等級表&纖維方向之容許應力表4.3-1(b)中並
沒有闊葉樹，但在彈性模數表4.4-1中出現了闊葉樹。 
其中表4.3-3與表4.5-2之(a)施力狀態的圖例是相同的，但中
文標示意同字不同，(b)的中文標示亦稍有不同。是否需統
一例如： 
表4.3-3-木材中間部分之壓陷 
表4.3-4-木材中央部份壓陷 
表4.5-3-在構材中間之壓陷 
表4.5-3 結構用集成材纖維垂直方向之容許壓陷應力中闊葉
樹2類之容許部分壓縮（壓陷）應力為36 kgf/cm2，但於表
4.3-2 木材纖維垂直方向之容許壓縮應力中闊葉樹2類之容
許部分壓縮（壓陷）應力為35 kgf/cm2 



問題面向(2)   既有法規之適用性與實用性之檢討 

針對既有法規中文字模糊不清、相關規定合理性有疑慮及可加強說明或改寫之條文，逐條
檢討，未來將透過諮詢小組逐一檢視修訂，相關細節詳見附錄二:木構造法規修訂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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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  
結構構材與構架及其他位於載重路徑之構材與構架之設計，應能安全承受施工
及使用期間預期作用其上之任何載重，使其不超過容許之應力與撓度。不規則
建築物之形狀效應及抵抗側向力單元之剛度應予以適當考量。 
7.3 工程設計法之解說引用部分 
（摘自"Wood Frame Construction Manual for One- and Two-Family Dwellings", 
2001 Edition ANSI/AF&PA WFCM-2001） 
表7.3-2 框組式構法對地震之必要剪力牆量例表中 
屋頂為金屬板、石板、石棉浪板、木板及其他類似 
之輕型材料者…… 
上述以外之屋頂材料覆蓋….. 

 

…使其不超過容許之應力與撓度…建議將撓度改為變形 

並建議補充圖說。 

已有Wood Frame Construction Manual for One- and Two-Family 

Dwellings", 2012 Edition 建議修正 

石版應為重型屋頂材料，建議剔除 

日文原文為 

…重い屋根の住宅（瓦葺） 

即為瓦屋面及其他重屋頂 

建議修正 

7.3.10  
框組式構造之剪力牆及橫隔版的細部得依下列規定辦理： 
（1）框架構材之厚度應至少為 38 mm，牆間柱之中心距不得超過455mm。 
（2）鄰接之覆蓋板邊緣應固定於框架構材上。 
（3）除橫隔版或剪力牆之邊緣部份外，木質橫隔版及剪力牆應以不小於900mm 
x 尺寸之木質結構板材建構之。 
（4）於接近邊緣、開孔及其他框架變化處，覆蓋板之最短邊尺寸不得小於300 
mm，否則覆蓋板所有邊緣均須以框架或橫擋支撐。 
（5）剪力牆於所有覆蓋板邊緣均應配置框架構材或橫擋。凡覆蓋板寬度不及
300 mm 者均應予橫檔支撐。 
（6）可能受到經常潮濕條件之鐵釘，應具有保護性之被覆層以防止腐蝕。 
（7）鐵釘釘著處距覆蓋板邊緣不得少於10 mm，沿覆蓋板內部框架（或橫擋）
之釘距不得超過300 mm。上述鐵釘應牢固地釘入構材中，但不應釘著過力而陷
入覆蓋板中。 
7.4.1  
框組式構造應依第 7.3 節工程設計法之規定設計施工，惟符合下列條件之建築
物，得依7.1.2 節規定之認可程序通過的制式工法設計施工。 
（1）單棟建築物之總樓地板面積不得超過600 m2 且長寬均不得超過24m； 
（2）建築物之高度應不超過三層或平均屋頂高不超過 10 m，平均屋頂高度之
定義參考圖7.4-1； 
（3）各框架內之構材間距不得超過610 mm； 
（4）橫隔版或屋頂構架之單一跨距不得超過8 m； 
（5）單層承重牆高度不得超過3 m； 
（6）單層非承重牆高度不得超過6 m； 
（7）椽條出簷不得超過椽條跨距三分之一或610 mm，參考圖7.4-2； 
（8）斜屋頂懸出山牆部份，不得超過桁條長度之半或610 mm（參考圖7.4-3）；
若斜屋頂出山牆部採用牆板繫條者，則不得超過310 mm（參考圖7.4-4）； 
（9）屋頂之坡度不得超過45°。 

 
框組式構造之設計細節多參考自Wood Frame Construction Manual for 
One- and Two-Family Dwellings 
建議重新檢視對照補充較完整之內容或以副冊方式呈現 
(1) 長寬不得超過24 m，故單層面積不得超過576 m2，為規定中

又載明不得超過三層，其總樓地板面積勢必可能超過600 m2 
(4) 依原文:支撐樓板之桁架、梁與I型梁之單一跨距部的大於8 m(26 

feet)，其各構件之間距不得大於731 cm(24 feet) 
(7) 椽條出簷不得超過椽條跨距三分之一或610 mm僅限於實木椽條，

若為I型梁或桁架則依製造規格或設計圖說規定。 
原文另有規定：同樓層之同邊剪力牆之交錯不得大於120 cm (4 feet)，
上下樓層之剪力牆則不得交錯 

原法規(含解說)條文 可討論或疑慮之處 建議修訂條文 
7.4.2  
制式工法之結構應詳盡規劃，其抗風壓及抗地震之設計條件，均應依建築技術
規則之規定辦理。 

 
原文敘及uplift與hold down分別為抗風昇力與錨定的接點設計，應予
補充 
本節多摘自"Wood Frame Construction Manual for One- and Two-Family 
Dwellings",2001 Edition ANSI/AF&PA WFCM-2001）。目前已有2012年
版，應詳細對照並修正之。 



問題面向(3)       建議新增加之章節 

由於近年來木構造市場在國內發展蓬勃，除傳統之住宅型態外，已擴及大型之公共建築物
及橋梁等特殊建築，建議有必要增加規範涵蓋之範圍。又台灣地處災害頻繁地區，有必要
針對耐震設計及抗風設計等相關內容，作擴大之規範及論述，以利於推動木構造建築之實
際應用，因此，建議未來可增加章節有： 
 
 (1)   耐震設計專章及解說 
 (2)   抗風設計專章及解說 
 (3)   大型及特殊木構造設計及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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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面向(3)       建議新增加之章節 (1)   耐震設計專章及解說 

5.1 木構造之載重變形特性之分析 
 
(1) 載重變形特性之基本解釋 
     (a) 抗彎構件(梁) 
     (b) 抗壓構件(柱) 
     (c) 抗拉構件(斜撐) 
     (d) 剪力構件(壁體，剪力牆) 
     (e) 接合部之抗彎 
     (f) 接合部之抗拉 
(2) 載重變形特性之訂定 
(3) 載重變形之實驗設計與規定 
 

5.2 壁量設計法 
 
(1) 基本規定 (建築基準法) 
     (a) 基礎型式之規定 
     (b) 耐力壁配制之規定 
     (c) 接合部之規定 
(2) 壁倍率之設計方法 
(3) 耐震設計之必要壁量 
(4) 抗風設計之必要壁量 
(5) 設計之其他注意要點 
 

5.3 容許應力設計法 
 
5.4 極限應力設計法 
 
5.5 エネルキー法(能量設計法) 

依據財團法人日本構造技術者學會編定之「木造建築構造設計」第五章「耐震設計法」，架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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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面向(3)       建議新增加之章節 (1)   耐震設計專章及解說 

財團法人日本建築防災協会訂定：簡易耐震評估法 (左)與精密耐震評估法(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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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面向(3)       建議新增加之章節 (2)   抗風設計專章及解說 

美國AWC發行的Special Design Provisions for Wind and Seismic with Commentary, edition 2008 

 (抗風與耐震特殊設計規範與解說，2008年版)架構內容如下： 

25 

Design Flowchart  設計流程 
  
General Design Requirements  一般設計要求 

General 一般說明 
Terminology 定義 
Notation 標記 

  
Members and Connectors   構件與接點 

Framing 框組 
Sheathing 覆蓋物 
Connections 接合部 

  
Lateral Force-Resisting System   水平抵抗系統 

General 一般說明 
Wood Frame Diaphragms 木框架隔板系統 
Wood Frame Shear Walls 木框架剪力牆 
Wood Structural Panel Designed to Resist Combined Shear and Uplift from Wind 風造成之
剪力與風昇力之結構合版設計 

 



問題面向(3)       建議新增加之章節 (2)   抗風設計專章及解說 

美國AWC發行的Special Design Provisions for Wind and Seismic with Commentary, edition 2008 

 (抗風與耐震特殊設計規範與解說，2008年版)計算架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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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面向(3)       建議新增加之章節 (3)大型及特殊木構造設計及解說 

IBC (International Building Code)中的2304.10中規定Heavy Timber Construction 大型木構造設計 

之相關架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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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4.10.1 Columns 柱 

2304.10.1.1 Column connections 柱的接點 

2304.10.2 Floor framing 地板框架 

2304.10.3 Roof framing 屋頂框架 

2304.10.4 Floor decks 地板 

2304.10.5 Roof decks 屋面板 

美國之AF&PA另外制定有Heavy Timber Construction(大型木構造建築)之設計規範，對以集成材為主之
大型木構造提供設計之參考依據。 



問題面向(3)       建議新增加之章節 (3)大型及特殊木構造設計及解說 

28 

美國之AF&PA另外制定有Heavy Timber Construction(大型木構造建築)之設計規範， 
對以集成材為主之大型木構造提供設計之參考依據。 



問題面向(3)       建議新增加之章節 (3)大型及特殊木構造設計及解說 

29 

美國之AF&PA另外制定有Heavy Timber Construction(大型木構造建築)之設計規範，對以集成材為主之
大型木構造提供設計之參考依據。 



問題面向(3)       建議新增加之章節 (3)大型及特殊木構造設計及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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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國土與交通省於2007年頒布之枠組壁工法建築物 設計の手引き・構造計算指針針對框組壁工

法之設計及構造計算提供更新之詳細資訊。国際木質文化研究所亦提出「大断面木造建築物に関
する法律条文等」分析，其中詳列了基準法之與大斷面及成材構造設計之相關條文如下： 
 
１．建築基準法 
  第20条 構造耐力 
      第21条 大規模の建築物の主要構造部 
  第25条  大規模の木造建築物等の外壁等 
  第26条 防火壁 
2．建築基準法施行令 
  第46条 構造耐力上必要な軸組等 
  第81条 適用 
  第82条 許容応力度等計算 
  第82条の2 層間変形角 
  第82条の3 剛性率、偏心率等 
  第82条の4 保有水平耐力 
  第82条の5  屋根ふき材等の構造計算 
  第109条の4 法21条第1項の政令で定める部分 
  第114条   建築物の界壁、間仕切壁及び隔壁 
  第115条の2 防火壁の設置を要しない建築物に関する技術的基準等 
  第129条の2の3 主要構造部を木造とすることができる大規模の建築物の技術的基準等 



問題面向(3)       建議新增加之章節 (3)大型及特殊木構造設計及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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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日本國土交通省大臣官房官廳營繕部訂定之
木造計畫設計基準 
大斷面木造建築物之構造計算流程如右 



問題面向(3)       建議新增加之章節 (3)大型及特殊木構造設計及解說 

依據日本國土交通省大臣官房官廳營繕部訂定之
木造計畫設計基準之 
集成材建築物 
因樓高、樓地板面積與樓層條件 
訂定不同之耐震計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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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面向(4)     新增補之工法與材料 

國際上近年來在木構造領域中之發展迅速，許多新的高性能木構造材料及工法如雨後春筍
般的出現，例如源自歐洲的「縱橫多層次實木結構積材」(Cross Laminated Timber, 簡
稱CLT)之研發已突破傳統木建築之規模及型式。在國外許多低碳建築設計案例中也大放光
彩，更有國家如：加拿大、日本、美國等國家已全力推廣或輔導產業投入CLT的研發及應
用。圖五為CLT材料及構造系統示意，圖為30層樓CLT高樓建築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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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面向(4)     新增補之工法與材料 

目前國內已引入CLT材料(圖七)，但仍須以新材料新工法之評定方式進行結構與防火之性
能，所需負擔之財務較重，建議可將此類工法列入章節解說中。同樣的，國際間有許多符
合國家標準或相關認證機構之特殊工法或材料，建議可列入解說或規範附錄中，有助於我
國規範之國際接軌，並收鼓勵創新木構造設計之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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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面向與計畫內容架構 

木構造建築物設計及施工技術規範 

配合相關規範 
之修訂進行更新 

既有法規之適用性 
與實用性檢討 

新增補之 
工法與材料 

建築技術規則 

建議新增加之章節 

CNS國家標準 
木業規範 

日本相關法規 
與技術規範 

美國相關法規 
與技術規範 

大型木構造 
防火設計 

解說 

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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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意見之意見綜整 

 
(1)現行台灣木構造規範之適用性及可能限制與障礙? 

36 

1. 現行法規內容原以日本之梁柱式木構造設計為主，僅於
第七章中敘及北美盛行之框組式工法及制式工法，與國
外現有將(1)柱樑式工法，(2)框組式工法及(3)大型及特殊
木構造皆有專門且完整之規範相較，實顯不足，長久以
往，對不同之材料規格、設計工法、維護管理及法規訴
求，易造成混淆並阻礙木構造之發展。 
 

2. 延續上述觀點，本法規應有完整之資訊，就不同工法、
不同結構設計、不同之材料規格及不同之建築管理限制
(包括防火設計)等，進行結構性之調整。 



專家意見之意見綜整 

 
(2)木構造規範之增補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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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規範應針對現有木構造高度限制詳細檢討其定義，尤其
其影響異質(混合式)構造之發展，四層樓高之限制是否指
由地平水準線(GL)計算起，亦或由底層之RC構造層算起。 
 

2. 現有規範中之防火設計內容為侷限木構造發展之主要因
素之一，除缺乏樓地板與屋頂系統之防火設計規定外，
國外權威單位(UL)認可且應用多年之標準工法尚未能納入
我國之規範，對木構造之建築設計造成許多建管之疑慮，
亦有礙產業之發展。 
 

3. 由於國內近年來大型木構造公共建築之發展有蓬勃之趨
勢，且配合低碳城鄉建設之訴求，木構造之開放性及創
意應被鼓勵，建議規範中應增加大型木構造之設計規定
(尤其是結構設計與防火設計等內容)。 



建議修改法規與增補內容  

38 

(1) 先前參考日系之規範內容比例較高，而北美之框組式工法 
 則僅侷限於第七章，與國內市場推展現狀稍有落差。 
(2) 防火法規部分仍不完整，對於樓地板及屋頂之防火設計依 
       據闕如，造成實務設計者之困擾，也形成建管人員判斷 
       之資訊落差。 
(3) 國內結構計算經驗不足，建議未來可編寫範例手冊(可參 
 考附錄六 法規系統性版面整理參考)或試算案例，有助於基

礎設計人員之了解，亦能有效提升本規範之實用性。 
(4) 混合式(異質)構造(如木構與RC混造)方式雖有提及，但未能 
 明確說明木構造樓層高度限制之計算方式，亦有礙混合式(異

質)構造之發展。 
(5)   建議未來法規應將梁柱式工法與框組式工法區隔並列，除較

符合國際趨勢外，亦有助於國外相關規範之參考引用，與相
關產業之流通順暢。建議未來木構造規範架構如圖十四所示。 



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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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 

39 Ch1. 總則

Ch.2 結構計畫及各部份構造

Ch.3 結構分析

Ch.4 材料及容許應力

Ch 5A 梁柱式構造 Ch. 5B 框組式構造及制式工法

Ch. 6A 構材設計 Ch. 7A 接合部設計 Ch. 6B 構材設計 Ch. 7B接合部設計

Ch.8B 抗風與耐震設計

Ch. 9B 建築物之耐久性
與維護計畫

Ch.10 B 防火設計

Ch. 9A 建築物之耐久性
與維護計畫

Ch. 8A 抗風與耐震設計

Ch.10A 防火設計



40 法規條文修訂部分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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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法規條文系統性整理部分內容 



45 法規條文系統性整理部分內容 



46 法規條文系統性整理部分內容 



結論 
47 

  
(1) 本研究透過蒐集美、日等國對木構造建築相關技術規範、研究與技術

報告，檢討修訂國內木構造建築規範之內容，力求與國際發展趨勢接
軌，並經由實務訪談、專家座談等方式，聚焦探討國內木構造規範內
容之適切性、時效性與正確性。 
 

(2) 針對中華民國CNS之木業規範、標準，以及國外(美日)木規範之修 
   訂內容，檢討現行技術規範中，有關材料規定、結構設計與防火法規  
        等之修正項目，可提升「木構造建築物設計及施工技術規範」之實用 
        程度為主，以完善之法規基礎做為推動相關產業之手段。 
 
(3)   本研究最終成果將整理研提「木構造建築物設計及施工技術規範」 
        修訂之建議條文，未來可作為提送內政部營建署之審議機制之基礎 
        依據，完成增修訂之規範版本。 
 



建議 48 

  
(1) 先前參考日系之規範內容比例較高，而北美之框組式工法則僅

侷限於第七章，與國內市場推展現狀稍有落差。建議未來法規
應將梁柱式工法與框組式工法區隔並列，除較符合國際趨勢外，
亦有助於國外相關規範之參考引用，與相關產業之流通順暢。 

 
(2) 防火法規部分仍不完整，對於樓地板及屋頂之防火設計依據 
      闕如，造成實務設計者之困擾，也形成建管人員判斷之資訊 
      落差。建議將外國權威單位(UL)認可且應用多年之標準防火 
      設計工法納入正式之規範內容中。 
 
(3) 近年來木構造市場在國內發展蓬勃，除傳統之住宅型態外， 
      已擴及大型之公共建築物及橋梁等特殊建築，建議有必要增 
      加規範涵蓋之範圍。又台灣地處災害頻繁地區，有必要針對 
      耐震設計及抗風設計等相關內容，作擴大之規範及論述，以 
      利於推動木構造建築之實際應用， 
 
(4) 國內結構計算經驗不足，建議未來可編寫範例手冊或試算案例 
     ，有助於基礎設計人員之了解，亦能有效提升本規範之實用性。 
 



設計規範之外 

還有… 

施作規範與品質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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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住宅平台式木構架建築工法優良施作指南 
 

加拿大木業協會與營建署共同出版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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