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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隨著全球環保意識抬頭，全球森林資源受到人類過度地開發及砍伐，已經造

成森林逐漸消失的主要原因，為了減少過度依賴天然木材，塑木複合材料(Wood-

Plastic Composites，簡稱 WPC)成為替代木材的首選產品，主要採用廢棄木粉及

其他植物纖維，依照比例與塑料(如 PP、PE、PVC等)加工而成。 

本文係探討塑木複合材料使用於國內景觀建材實際情況為研究目的，經調查

國內論文研究文獻，對於塑木類較偏重於材料組成之化學成分研究，對於塑木之

使用及維護，及應注意事項尚無深入探討。故以臺灣地區「新竹市青青草原」及

「台南市雙春濱海遊憩區」之工程為案例，透過現況調查、使用分析等研究方法，

整理發現案例 A、B 其差異如下(1)二案例塑木皆含 PE+PP 材料成分，僅案例 A 之

添加木纖維成分，因含有天然木纖維成分，表面外觀質感與實木非常相似，故可

以取代木材應用於不同場域。(2)二案例經正常使用及維護管理，表面無粉化及龜

劣現象，所以塑木複合材對抗紫外線之破壞，其效果遠優於天然實木及南方松。 

 

關鍵字：塑木複合材料，使用維護，生命週期，回收再利用，綠建材。 

 

Discussion on the Use and Maintenance of Plastic-

Wood Composite Building Materials in Landscape 

Engineering 

Abstract 
With the rise of glob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wareness, global forest resources 

have been overexploited and felled by humans, which has caused the main reason for 

the gradual disappearance of forests. In order to reduce excessive dependence on natural 

wood, Wood-Plastic Composites (WPC) has become a substitute for wood. The first 

choice of products, mainly using waste wood flour and other plant fibers, according to 

the proportion of processing with plastics (such as PP, PE, PVC, etc.). 

This article is to explore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plastic-wood composite materials 

used in domestic landscape building materials for research purposes. After investigating 

domestic papers and research documents, the research on plastic-wood is more focu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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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chemical composition of the material composition, and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the use and maintenance of plastic-wood The matter has not been discussed in depth. 

Therefore, taking the projects of "Green Grassland in Hsinchu City" and "Shuangchun 

Coastal Recreation Area in Tainan City" in Taiwan as case studie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ase A and Case B are found through research methods such as current situation 

investigation and usage analysis as follows: (1) Two case models All wood contains 

PE+PP material. Only the wood fiber is added in Case A. Because it contains natural 

wood fiber, the surface appearance and texture are very similar to solid wood, so it can 

be used in different fields instead of wood. (2) In the second case, after normal use and 

maintenance management, there is no chalking and tortoise on the surface, so the plastic-

wood composite material resists the damage of ultraviolet rays, and its effect is far better 

than natural solid wood and southern pine. 

 

Keywords: Wood-Plastic Composites, Use and maintenance, The life cycle, recycling, 

green building materials 

 

一、 緒論 

本文對國內市場上之塑木複合材料，有關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方法與流程

介紹如下： 

(一) 研究動機與目的 

1. 研究動機 

本節研究擬探討塑木複合材料(WPC)，從塑木完工驗收後消費者使用階段，

針對使用及維護管理情形作為研究動機，瞭解塑木在使用過程中，同時對於後

續維護、保固等具體措施下，使用知識管理減少塑木材料需求評估錯誤、規劃

設計不當，進而改善工程施工品質，降低維修更新不易等問題。 

塑木複合材料的加工生產，係利用塑料、木粉及植物纖維為原料，經由高

溫高壓融合包覆，不會使用任何防腐劑、甲醛等對人體有害的物質。經過生產

加工後之產品，除了減少對天然森林資源的消耗，兼具回收再利用與永續環境

的最佳方式。由於塑木的吸水率極低，約為原木吸水率的十二分之一，因此減

少了由水份造成的腐壞因素。另外，塑木不會受蟲蟻啃食，因此可利用塑木取

代天然原木製品，更能大幅減輕未來更換及保養維修成本的綠建材。 

 

2. 研究目的 

本節研究主要目的，在於研究國內塑木複合材料，針對其使用及維護特性

以及應用的實績案例，比較不同塑木複合材料，從施工完成後，到使用及維護，

對於使用者的實際體驗，其目的說明如下： 

(1) 整合塑木完工後的使用情況，彙整相關問題的改善對策。 

(2) 提出塑木規劃設計如何改善應用於不同場域問題。 

(3) 分析塑木複合材料產品於維護管理的差異。 

 

(二) 研究方法與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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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方法： 

首先以相關文獻分析及個案研究為基礎，再以塑木複合材料功能分析、問卷

調查及實際訪談為方法，蒐集塑木生產業者及消費者的意見。為達上述目的，

本研究採擬用個案研究法、功能分析法進行研究。 

2. 研究流程： 

研究流程係從塑木複合材料於使用改善對策、改善場域問題、維護管理差異，

經文獻回顧及案例探討等層面評估，彙整成果分析與比較說明。本文之研究

作業流程(如圖1所示)。 

 

二、 文獻回顧 

國內論文研究文獻，有關塑木類之研究較偏重於材料組成之化學成分研究，

經調查對於塑木材料使用及維護應注意事項尚無具體之研究探討。本節主要針對

塑木複合材料之使用材質、產品應用、物理特性及維護保養，分別說明如下： 

 

(一) 塑木工程使用 

1. 塑木材質： 

(1) PE：聚乙烯（Polyethylene）是生活中最常用的塑膠之一，大量用於

製造塑膠袋、薄膜、桶等產品，亦是現今塑膠廢棄物的最主要來源。 

(2) PP：聚丙烯（Polypropylene）是一種半結晶的熱塑性塑膠，具有較高

耐衝擊性，機械性質強韌，抗多種有機溶劑和酸鹼腐蝕。 

(3) Wood Fiber：木纖維（亦稱木質纖維）通常是從樹木中提取的纖維素

元素，用於製造包括紙張在內的材料。木纖維主要從硬木、軟木木材

等碾磨過程中提取收集，也可以從使用過的紙材料中回收。 

(4) 玻纖：玻璃纖維（Fiberglass），亦稱玻璃纖維強化塑膠（Fiber-Reinforced 

Plastic）是一種經過複合工藝而製成的複合材料。 

(5) 再生綠建材：指利用回收材料經過再製程序所製造之建材產品，符合

廢棄物減量(Reduce)、再利用(Reuse)及再循環(Recycle)等 3R 原則製

成之建材。 

 

圖 1 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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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塑木應用： 

塑木複合材具備低吸水率、很適合用於水岸景觀，尤其處在潮濕、

酸鹼度高的海邊、湖泊等特殊場所，不發黴長斑、不生蟲腐爛，可長期

處於戶外各種惡劣環境，更適合臺灣高溫潮濕的天然環境發揮其特性，

降低維修保固養護之成本，加上塑木材料可以重覆回收再利用，是非常

好的綠色建材。如用於室外座椅、花圃、垃圾桶、花架、涼亭、圍籬設

施，以及鋪設木棧道、扶手欄杆、景觀平台等(如圖 2、圖 3)。 

 

(二) 塑木工程維護 

1. 塑木特性： 

(1) 吸水率：吸水率是表示物體在正常大氣壓下吸水程度的物理量。 

(2) 比重：塑木和一般木材比較，塑木的比重較大，通常在 1.1 到 1.18，而一

般木材比重為 0.4~0.7。 

(3) 翹曲：塑木產品的整體收縮相當均勻，較不會發生變形或是翹曲的現象。 

(4) 防腐性：腐朽、蟲蛀、白蟻是天然木材類建材運用過程中最嚴重的缺點之

一，塑木具有抗防腐之特性，長期使用較無問題。 

表1 塑木複合材料物性表 

物性試驗項目 試驗方法 試驗結果 

比重 ASTM D792 0.8-1.0 

抗彎曲彈性模數 (kgf/cm²) ASTM D790 9088 

抗彎曲強度 (kgf/cm²) ASTM D790 185 

抗壓強度 (kgf/cm²) (10%壓縮量時) ASTM D695 153 

吸水率(%)(23℃,24hr,重量增加率) ASTM D570 0.8 

釘著力 (kgf) (8號木工螺絲) ASTM D1037 280 

耐候性 (200小時) ASTM G154 Cycle 1 無粉化及龜劣現象 

材質判定 FTIR+DSC+TGA HDPE+木纖維 

*資料來源：吳上榜、陳春盛「台灣塑木產業永續發展探討」，P5-4。 

 

 

 

圖 2 塑木造型平台圖 圖 3 塑木景觀步道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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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維護保養： 

塑木材料不僅防潮、防水，解決了天然木製產品在潮溼和多水環境中，易

吸水膨脹、受潮腐爛、龜裂變形等問題，更是能抗腐蝕、防黴變、白蟻蟲

蛀、耐酸鹼，以及不含甲醛、可回收再利用。以下針對塑木維護保養說明: 

(1) 定期保養：塑木在保養及維護上，不需額外使用保養漆、護木油之維護，

可節省每年額外的維護費用。 

(2) 清潔維護：塑木可使用清水清洗或中性清潔劑清潔即可，惟不可使用漂白

水及其他具強酸、強鹼等，具腐蝕性清潔劑(如含有鹽酸、氯化氫成分)之

溶劑清洗。塑木表面若沾有特殊污漬，如油墨、油漆等可以直接用專用的

去漬油來進行表面清潔擦拭。 

(3) 修復工具：塑木可以使用一般傳統木作修復工具，如電鑽、鑽尾、倒角刀、

圓鋸機、切斷機即等，具備機械切割、鋸、鑽孔、開榫頭功能。 

(4) 損壞修理：損壞清理的時候，一定要注意不要讓砂紙、打磨器或者金屬工

具比較硬的東西來對木塑地板進行修理，電鑽、十字批頭、麻花鑽頭、手

鋸、鐵錘使用時亦須特別小心，減少塑木型材龜裂之發生。 

三、 案例介紹 

本節研究以臺灣地區之工程案例 A「新竹青青草原」及案例 B「台南市雙春

濱海遊憩區」之景觀工程為探討範圍，針對使用及維護階段之探討如下。 

            

     圖 4 新竹青青草原現況圖       圖 5 台南市雙春濱海遊憩區現況圖 

(一) 案例A：新竹青青草原 

基地位在新竹市香山區的青青草原，因擁有一望無際翠綠大草原而有此命名，

是一處適合親子、寵物、家庭的大型休憩公園。民國 105 年 7 月青青草原「奔 FUN

遊憩設施改善工程」正式完工啟用，遊憩設施包括遊戲平台、賞鳥樹屋，以及全

長 54 公尺「北台灣最長」的磨石子溜滑梯等有趣的戶外遊憩設施。 

1. 設計圖說(如圖6所示) 

(1) 本案地板採用 3*14cm 實心木紋環保塑木面板，接合處間隙約 0.5cm。 

(2) 地板下方採用 80*80*3mm 不銹鋼方管為骨架，單向間距約 50cm 一支。 

2. 案例A完工照片(如圖7所示) 

本案所有五金件使用不鏽鋼材質施作，主要避免日後生鏽腐蝕並影響連接

牢度，大幅減少後續一般景觀工程使用及維護管理作業之成本費用，並延

長塑木設施工程之生命週期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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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案例B：台南市雙春濱海遊憩區 

雙春濱海遊憩區位於八掌溪、急水溪之間，是台南市最北端的海濱公園，距

離南鯤鯓代天府約五分鐘車程，園區內自然景觀與生態豐富都相當豐富。 

1. 設計圖說(如圖8所示) 

(1) 本案地板採用 2.7*14cm 實心木紋環保塑木面板，收邊採用 2*15cm 及

2*10.5cm 中空木紋環保複合塑木，接合處間隙約 0.5cm。 

(2) 棧道地板下方為既有混凝土立柱基座，支撐骨架採用 100*50*2.3mm 及

125*125*3mm 鍍鋅方管，並搭配不鏽鋼扣件鎖固塑木材料。 

2. 案例B完工照片(如圖9所示) 

濱海公園利用塑木複合材料抗防潮、防水、抗腐蝕特性，施作棧道及休憩

平台，大面積使用塑木地板，其吸水率低特性，減少水氣造成局部損壞，

影響整體美觀。加上維修與養護成本費用較低，便於清潔之特性，節省後

期維修和保養費用，適合臺灣海島型的潮濕氣候。 

圖 6 塑木欄杆、平台施工示意圖 

圖 7 塑木平台、欄杆完工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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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成果分析與比較 

本節針對塑木複合材料成果分析說明，以及塑木材質、密度、吸水率、抗曲

強度及衝擊強度之成果比較，分別說明如下: 

(一) 成果分析：國內以PE、PP為基材生產之塑木產品日趨穩定，其中大部份產品

仍應用於棧道及地板。國內從現在添加的木粉、竹屑與PVC、PE回收塑膠擠出

成型，逐漸朝利用天然長纖植物與PP、PVC回收塑料，以射出成型方向研發生

產。本文研究之案例針對塑木複合材料實際之性能特點做分析如下： 

1. 塑木添加木粉、長纖植物及玻纖材料，將影響塑木複合材之物理機械性能。 

2. 塑木雖然有較高的強度及韌性，但因不具備有天然木材之剛性，因此不能

作為主要結構材料，仍須與不鏽鋼或鍍鋅鋼材搭配施作跨距較大之結構。 

(二) 成果比較：隨著時間的推移，塑木複合材料的品質已經得到技術改善，以下針

對二案例之塑木產品的應用對比分析說明(如表2所示)。 

1. 吸水率：添加木纖維材料之塑木，吸水率比未添加之塑木者大。 

2. 密度：添加木纖維材料之塑木，其密度比未添加之塑木者大。 

3. 抗曲強度及衝擊強度：只有PE+PP成分之塑木材料，抵抗彎曲及衝擊強度

優於添加木纖維材料之塑木。 

 

圖 8 塑木棧道施工示意圖 

圖 9 塑木棧道完工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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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研究案例塑木複合材比較表 

性能特點 
案例A 

新竹青青草原 

案例B 

台南市雙春濱海遊憩區 

(1)環境差異 一般平地/無鹽害 海邊/潮濕/鹽害 

(2)塑木材質 PE+PP+木纖維 PE+PP 

(3)使用頻率 多/長年使用 多/長年使用 

(4)維護方式 一般清潔保養 一般清潔保養 

(5)吸水率及密度 較大 較小 

(6)抗曲強度及衝擊強度 較小 較大 

 

五、 結論與建議 

塑木複合材料未來可充分應用在建築材料、戶外傢俱、交通設施、居家景觀、

工業產品等。目前國內公司針對塑木複合材料，在非人為使用不良或保養不當之

前提，有業者承諾正常使用狀況下提供保固。 

塑木複合材料以木材廢料、竹材廢料、植物纖維與回收塑料加工製成，即使

是在戶外風吹日曬，也不會腐爛、碎裂或者產生龜裂。因為添加天然木纖維的成

份，塑木具備有良好的抗塑性能，以及較佳的熱脹冷縮性能，並且像天然木材一

樣易於加工，除能夠降低木材的使用量，符合世界各國積極提倡天然資源回收再

利用，永續經營之環保理念。塑木複合材料不龜裂翹曲、膨脹變形，加上維修與

養護簡易，便於清潔等特性，節省後期維修和保養費用。 

本節針對國內已施工完成之景觀工程為實際探討案例，進行文獻回顧、案例

介紹、成果分析與比較等內容，結論與建議說明如下： 

(一) 結論： 

探討塑木複合材料從工程需求探討、規劃設計，到施工完成之使用狀況，

進而改善消費者的使用認知與行為，減少對天然木材的依存及消耗，加上塑木

產品可以回收循環再利用，有效減少環境污染及對社會的危害，減輕人類對天

然資源的消耗。以下整理二案件之塑木結論如下： 

(1) 探討二案例完工後的使用情況，彙整相關問題及對策。 

塑木產品在實際的案例上，目前為止都還相當美觀且耐用，相較一般

天然木棧道使用多年後，面層磨損遇雨容易濕滑，塑木更具有優勢。 

(2) 探討二案例規劃設計差異，進而改善應用於不同場域問題。 

二案例塑木皆含 PE+PP材料成分，僅案例A之塑木添加木纖維成分，

因含有天然木纖維成分，表面外觀質感與實木非常相似，故可以取代

木材應用於不同場域。 

(3) 比較二案例塑木複合材料產品於維護管理的差異。 

二案經正常使用及維護管理，表面無粉化及龜劣現象，所以塑木複合

材對抗紫外線之破壞，其效果遠優於天然實木及南方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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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建議： 

隨著環保低碳的發展愈加迅速，基於消費者的使用需求，隨著人類對環境

資源重視程度的提高，利用舊物的回收和資源綜合利用為核心，廢棄物品的循

環型經濟發展模式，已成為回收再利用經濟發展的趨勢。 

塑木產品防水、防潮、防腐、不變形的特點，可減少各類工程完工後的使

用維修服務成本，建議未來應該針對塑木組合成分，制定其合理對應之保固期

限。加上透過回收再利用，改變人們對塑木產品的使用觀念，將來在臺灣本島

可以持續開發新的塑木環保產品，促進生產業者對塑木有更多研究發展，進而

減少消費者對塑木複合材不適用之誤解，可見其市場仍是潛力無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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