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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總則 

1 範圍 

1-1 本施工說明書為工程契約之一部份，由本工程之監管單位提出。 

1-2 未含於本施工說明書之零星工程，均依施工圖樣及設計單位或業主或業主委託顧問人員

之指示施工之。 

2 釋義 

2-1 業主   負責人或代表人。 

2-2 契約   本工程之契約包括施工說明書、圖樣(包括一切隨後發給之各項施工圖例) 、估

價單、工程保證書及簽定契約所必須之各項附屬文件。 

2-3 監管單位 代表業主之工地協調、管理單位。 

2-4 設計人員 業主所委託之設計師。 

2-5 分包人  承包人以外之各項其他包商，與業主立有直接契約，訂明承包有關本工程其他

部份之工程者。 

2-6 小包   與承包人立有契約或為承包人所僱用，按照圖樣說明書承辦本工程內一部份之

工作者，與業主無直接契約之關係。 

2-7 供給材料 契約規定由業主無價供應之材料而言。 

3 實地勘察 

工程施工前，施工廠商應由技師或其指定之負責人，親自前往工地詳細察看地形，原建

築物結構之情況材料運輸路線之狀況。 

4 造價 

除合約另有註明外，凡設計圖樣（包括一切隨後發給之各項施工圖例）所含之項目均為

估價單報價範圍。 

5 保護措施 

5-1 工程施工時，承包人對於工地之各項設施均須妥為保護。 

6 配合單位及材料管理 

6-1 配合單位之施工廠商，運到工地之材料需知會監管單位之監工人員，查驗品質，無誤後，

方可進場，並不得擅自堆放，影響施工進行之一切事務。 

6-2 配合施工廠商，需和監管單位之進度全力配合。 

7 契約圖樣 

7-1 圖樣不明或尺寸不詳時，依業主或業主委託之設計單位或委託之顧問解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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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拆改工程 

8-1 任何工程部份如已按約施作，若有明顯變更時，得依規定程序辦理追加減帳，其增加費

用經由雙方議定後，由業主償付之。 

8-2 承包人如因無法依圖說施工時，可建議業主以其他方式施工，但須以書面或圖面說明並

得業主及設計單位認可簽字始可，以其他方式施工。 

9 保管責任 

工程未經驗收前，不論已完未完部份及材料，皆由承包人保管，如有損壞皆由承包人負

責修理或賠償。(天災或不可抗拒之災害除外) 

10 工料庫房 

凡工料庫房或一切材料堆置地點，事先均應妥善選擇，且經監管單位監工人員許可，不

得妨礙交通並保持衛生。 

11 臨時水電 

除合約另有註明外，工程臨時用水及用電，均依工地規範執行。 

12 施工電梯，昇降運具 

除合約另有註明外，施工電梯及昇降運具，均依工地規範執行。(申請後，方得使用) 

13 工程報表 

承包人於開工後，須擬訂工程進度表，工程進行中應按工程進度確實記錄填寫工地報表，

並時常檢討以利掌握工期，並於次日上午 10 點前派員送至監管單位存查。 

14 樣品製作 

凡施工範圍內之用品材料、配件、面飾等均由施工單位提供所須樣品兩份，送交設計單

位確認後，方可施作。 

15 工地清理 

15-1 工程進行期間，承包人應隨時保持工地之整潔，全部工程完成後，應將施工範圍內清理

完整，與工程無關地帶並應恢復原狀，一切殘料垃圾等雜物應清除。 

15-2 工程完成後，承包人必須完成細部清潔，再提出驗收申請。 

16 工作識別證 

16-1 承包商須以書面製作名冊以申請工作識別證，無工作識別證，不得進入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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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圬工工程 

 拆除工程 

1 通則 

1-1 清除之廢棄物應棄於當地主管機關核准之棄置區。 

1-2 承包商確保其運送清除物所經之道路，隨時維持於清潔及可用之狀況，並符合環保署及

當地主管機關之規定。 

2  拆除 

2-1 所有拆除工作均應執行至圖說所示之程度。 

2-2 拆除工作範圍內，凡屬業主預保留之活動物品，均於施工前由業主先行他移。  

2-3 除另有規定者外，拆除之全部物料應由承包商自行處理，並應移置於自行提供之地區。  

3 現場品質控制 

3-1 拆除作業之方法，順序及時間，應於事前取得業主之核可。 

3-1 所有清除後之區域，應經業主檢驗及核可。 

 

 

 泥水工程 

1 材料規格 

1-1 水泥   採用省產水泥，且為市場品質最佳者。水泥應採用新出廠貨品且包裝完整者，

凡受潮、變質、結塊及出廠逾六個月以上者不得使用。 

1-2 細砂   天然河砂必須洗淨堅硬，不得含有泥滓，貝殼或其他雜物。 

1-3 水    拌合用水應清潔不含油、酸、鹼、鹽份，不含植物或其他有機物質者。 

2 水泥砂漿 

人工拌合須在不漏水之砂漿盆內為之，拌合之時間，於滲入拌合水後，不得少於三分鐘，

砂漿應拌合至色澤均勻，塑度合乎其規定之工作要求者，水泥砂漿不得直接放置或接觸

地面，其已初凝者不得使用。 

3 配合工作 

3-1 承包人應與有關之分包人協調配合，在砌磚時，將一切水電衛生等管線預留洞位或砌入

套管，若有開鑿洞口管槽之必要時，開鑿工作由有關分包人辦理，但在裝配完畢後，圬

工應負責填補完好。 

4 砌磚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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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材料 

水泥漿  同”水泥砂漿”規定拌合。 

紅磚   尺寸準確，色澤均勻及稜角方正。 

4-2 磚工 

潤濕   砌磚前必須前一日將磚用水澆透，使用時再潤濕之。 

疊砌法  灰縫於疊磚時即須填實，各磚二端須塗有充足新鮮灰漿，灰縫    須橫平豎直，

邊角須垂直，且依交砌法施作，即一皮丁磚，一皮走磚，參差相錯，橫縫豎

縫之厚度以 7MM 至 10MM 為限，並應上下一致。 

磚牆與混凝土  金屬或其他建物連接處必須用灰漿灌塞充足，金屬門窗樘框連接處亦須

塞足灰漿。 

砌磚限度 磚牆一日疊砌高度，不得超過一．二公尺，並應按階型疊砌分段完成。 

凡磚工均須與主柱樓板或其他結構部份砌築密合與門窗樘接觸之處須留足夠嵌縫之距

離。 

砌磚前必須先清除浮鬆混凝土、垃圾、渣粒，並用清水沖洗。 

凡有木質裝修，若應用木磚預嵌砌牆內，是項木磚須預塗熱柏油兩度，以防腐朽，牆內

所需鐵件，均需塗刷柏油兩度，於砌牆時埋入。 

門窗開口處跨距在 150CM 以下者，須砌做磚拱，在 150CM 以上者，須做鋼筋凝土過樑。 

5 水泥沙漿粉刷，粉光，打底 

5-1 材料同”水泥砂漿”規定拌合。 

5-2 施工 

施工前先做麻糬線並清潔打掃乾淨。 

粉刷打底時根據麻糬線，要求水平、垂直。 

粉光時之泥水膏稠度適中，不可有雜質及產生波浪高低不平。 

所有粉刷面於施工前均應掃刷清潔，表面及灰縫之鬆粒應除去，表面於粉抺工作施工前

予以充份噴濕。 

含有水泥水灰漿施作粉刷前(如混凝土)，其表面應先用純水泥漿掃面。 

粉底粉刷完成後，面層工作施工前，底度表面應時常噴水，保持濕潤。 

除另有規定者外，水泥粉刷應作兩度施工，底度應使用鏝刀加壓鏝塗，使灰漿固黏於表

面，再用木尺將粉刷面刮平，粉刷之厚度最少應有 1.5CM，粉刷 面暴露於陽光者，須注

意養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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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水工程 

1 品質控制 

防水系統均應由熟練技工施作，並應由一位經製造商核可之監督者，負責管理及指導防

水膜工程施工。 

2 施作細節 

2-1 提送製配圖及文件資料，詳細說明下列所示 

防水系統所採用之施工方法，包括固定方法，收邊及施工程序。 

詳細說明擬使用之固定件，接頭與轉角補強，斷面封口，以及於結構物交界處，管線及

其它開口處封口之細節。 

詳細說明擬使用於接縫及接頭處之試驗方法。 

2-2 工作條件 

  除經業主認可外，不得於會受雨淋之表面，或有水之表面舖設防水膜。 

  除經核准外，防水膜施工時之溫度至少須為 5℃，且持續上升。 

舖設前，須將防水膜材料維持在 10℃以上至 24 小時。 

防水膜施工現場應保持良好之通風，並能符合安全需求。 

3 一般規定 

3-1 防水膜之舖設應嚴格遵守製造廠商之建議程序及符合合約圖所示之標準詳圖。  

3-2 舖設於結構面上之防水膜，不得出現扭結之現象，完工之防水膜表面，不得出現切割，

孔洞，突起或皺摺。如出現前述缺點，應依製造商之建議修補。若防水膜遭受損壞，穿

刺或有透水現象，且不能有效修補時，應拆除更換，其拆換範疇應能滿足結構物之防水

需求。 

3-3 防水膜應從最低處開始舖設。防水膜應留有足夠長度以利搭接。 

3-4 除非合約圖說另有規定外，防水膜之搭接至少應重疊 80MM，防水膜之端搭接應予錯開。 

3-5 防水膜之搭接處應使用自動熱氣機或接觸銲接機或製造商建議之適當溶劑等方式銲接，

以形成雙重銲道，並於雙重銲道間留有一空氣測試管道，以供氣壓測試。 

3-6 所有需埋設裝置設備之地方或安裝裝置設備之預留孔，均應加裝一臨時半球形塞，俾使

裝置設備能穿透過防水膜而固定在其位置上。防水膜應使用圓筒壓刀或經認可之工具切

割。在任何情況下，不得在防水膜上鑽孔，若裝置設備須鑽孔安置，則應按上述之規定

切割，並以認可之封縫劑封口。 

4 防水水泥砂漿防水層，其任一度施工時之氣溫應界於 4℃~30℃；否則不得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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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磁磚工程 

1 材料 

1-1 按設計圖所示之規格、色樣及型式辦理。 

1-2 水泥沙漿調合同泥水工程規定。 

2 一般規定 

2-1 除另有規定外，所有磁磚工程，無論舖設於地面或裝砌於牆面者，均須用 1:3 水泥砂漿

打底一度約厚 1CM，再以水泥漿，約厚 0.3CM 密實舖貼，以面平角直為準。若輕隔間牆面

則需以軟性(附彈性)之黏著劑施工。施作前應先送樣品及施工手冊至監造單位核可。 

2-2 貼地坪之磁磚應注意洩水坡度，不得有積水現象。 

2-3 磁磚工程施工時，所有磚縫間之灰漿溢至磚面者，應立即用濕布抺淨，以免黏結於磚面

污染其外觀。工程完工時，全部磁磚面均須潔淨；並注意勿損磁磚之表面，如有污穢應

以稀鹽酸洗淨之。 

2-4 凡遇有管洞等處，必須造勢開鑿後鑲入，不得草率貼補。 

3 貼磁磚 

3-1 舖貼應先將施工面掃淨，置立標尺，縱橫定線，並預計排列塊數後澆濕。  

3-2 貼磚程序須按圖面或現場人員指示，分割後方可施作，務求四面對齊且儘量少切磚。  

3-3 以 1:3 水泥砂漿舖貼時，每塊磚背灌足灰漿並貼緊，務使磚之底層不留空隙。每皮應以

紗線校正，不論上下縱橫方向務求正直，磚縫亦應平直。 

4 施工 

4-1 壁磚採用硬底施工。 

4-2 壁磚黏貼時必需平整勾縫大小一致。 

4-3 地磚採用軟底或硬底施工，石英磚、馬賽克用硬底。 

4-4 地磚黏貼時，不可有蹺角情形。 

4-5 壁磚和地磚勾縫線一致。 

4-6 地磚完成後若檢查底面空洞者，須挖除更新並不得申請追加，其數量若超過容許，施工

者須負擔磁磚費用。 

 

 

 洗石子工程 

1   範圍: 

凡本工程圖示地坪或牆面施作洗石子工作者，包括材料、人工及一切施工機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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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一般規定: 

2-1 承包人應提送樣品經設計師認可，必要時依設計師之指示，於現場擇一施工面施作實樣

存証，由設計師認可後，方可施工。完工後若與實樣不符，承包人應無價敲除重做，不

得以任何理由或藉口推諉之。 

2-2 承包人應根據使用材料之規格，依現場丈量之實際尺寸繪製施工分割大樣圖，經設計師

認可後，方可施工。 

2-3 施工大樣圖： 

    按施工面之伸縮縫、控製縫、分割縫、勾縫、邊縫及不同色澤之施作原則繪製。  

    施工大樣圖應於施工前適當時間提送設計師審查。 

2-4 嵌縫劑施工前，承包人應先檢送有關技術資料及施工說明書等，經建築師認可後之配比、

厚度及施工方法等規定施作。 

3   材料 

3-1 有關水泥、砂漿材料之規格見水泥、、混凝土、水泥沙漿及水泥粉刷各章節。  

3-2 黑色洗石子之材料為普通水泥、75%之全黑大理石子及 25%之寒水石，或經核可之配比。 

3-3 普通洗石子之材料為普通水泥及寒水石。 

3-4 次白色洗石子之材料為普通水泥及白石子。 

3-5 白色洗石子之材料為普通水泥及特白大理石子。 

3-6 特白洗石子之材料為白水泥及特白大理石子。 

3-7 宜蘭石洗石子之材料為為圖說規定大小粒徑之宜蘭石子及普通泥水。 

3-8 以其他花色洗石子依設計師或合約規定辦理。 

以上所有石子均須堅實，不含泥土及雜質，所有材料樣品均須經設計師認可。  

4   施工 

4-1 施工前，承包人應先做成 30 公分見方之樣品，送設計師核定後方可施工，完工後之洗石

子面應與核可之樣品一致，否則應敲除重做，承包人不得推諉。 

4-2  底層:底層砂漿須以一份水泥三份篩過之清潔河砂以適量之水拌合。 

4-3 面層:俟底層乾燥後，灑水潤濕，並塗刷純水泥漿一層，然後按圖示或設計師指示劃線，

再依規定材料拌合施做面層。 

4-4  面層做好後，俟水泥開始初凝時，即以噴霧器噴洗，使露出石子。本工程須一次粉完，

以免顏色不均，若面積過大，一次不能完工時，須在事先請示設計師決定分隔位置，並

以馬牙型木條分隔，俟其完全乾燥後，將木條拆除，並以設計師指定之材料嵌縫。  

4-5  洗石子完成後，整幅施工面應均勻清潔，不得混濁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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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材工程 

1 一般規定 

1-1 施工前，由承包商依設計圖所示，及施工現場之實地丈量尺寸繪製安裝詳圖，申現場監

管單位確認，以確定石片之大小、尺寸、及石縫位置，承包商方可安排切割製作。  

1-2 施工前，承包商須配合施工進度與施工需要清理現場，牆面凸出施工面基線之混凝土、

磚以及殘留之不必要管線亦需一併清理，對於預留插座之位置、大小等均應事先解悉抑

或查詢現場監管單位。 

1-3 安裝前，牆、柱面均需先清理，並標出施工面基線，再按施工圖示由下而上，務必校正

鉛直，逐層分日舖集，石面接縫寬度以施工方式決定。 

1-4 施工前發包商應清理施工障礙物，使地面乾淨，地面不夠粗糙時，亦應打毛。  

1-5 放樣時應標出水平垂直準線及牆(柱)面線，再依石材之分割圖在牆上彈出每片石材之位

置。 

1-6 地面之凸出地面水平基線部份，發包商應予清除，太凹於水平基線部份，應予填高，以

利施工。 

1-7 石材之面及各邊角均須平整無裂痕損壞者；貼面後各邊緣，轉角及接合之各線面，均須

平直準確，各面平整。 

2 材料 

2-1 依據設計圖所規定石材，大理石均須加作 6 面防水被覆。 

2-2 水泥、白水泥、沙、水等材料，應按本說明書中有關水泥、水泥沙、水泥粉刷、混凝土

等各章規定。 

2-3 使用於器具收邊填縫或防水填縫之矽力康須採用防黴型。 

3 施工規範 

3-1 地面 

將三份沙與一份的水泥加以適量的水攪拌之，至成適當稠度。 

將調好的半稠水泥沙打底舖設成一面約 2-3CM 高度，含石片厚度約 4-5CM。 

於打底舖設好之後，均勻的灑些純水泥漿，其濕度以能使水泥看來呈滑性及黏性為原則。 

舖上石板，用舖石專用膠木搥平均敲打石片使石片與半稠泥漿能完全密合，並同時校正

水平及與鄰板之勾縫，如有一片或多片石板沒有和其他石板位於同一水平，即應拆除，

再次調整打底層之水平，灑上更多之水泥粉再予加一些水弄濕把石板舖集平整。  

3-2 牆壁 

  加強濕式 以不銹鋼膨脹螺絲固定於混凝土牆之方式，每一層石材以不銹鋼件吊掛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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牆背注入 1:2 水泥砂漿，待砂漿強度足夠時，才能施作上一層石材。 

乾式   以不銹鋼膨脹螺絲或螺栓固定於混凝土牆面之方式，每一層石材吊掛完成後，

以 EPOXY 填充溝槽，使固定件與石材緊粘，石材各片之間隙均以 POLYSULFIDE

填縫劑填充之。 

濕式   以不銹鋼釘及不銹鋼線固定石材，其他工作同濕式加強法。 

3-3 一般規範 

石材貼面之各邊緣、轉角以及接合之各線面須平直，陽角處做法依設計圖所示。  

牆樑如含有門窗洞或彎拱，必要時要裝設支撐，支撐設備施工配件由承包商自行負責，

不得藉詞推諉。 

石材之安裝後，至少 24 小時再用嵌縫，並予拭清，色漿為灰水泥或白水泥和適量的水，

並加入必要之礦物色素與石面同色。 

工程分批、層施工完成拭清後，由承包商作成初驗報告通知工程監管單位驗收不得有施

工不良，撞毁污損之瑕疵，如有瑕疵者由工程監管單位告知，承包商應即修護或更新按

裝。 

4 保護工作 

4-1 施工完畢後，徹底做好保護工作。 

4-2 牆面用 PVC 塑膠布及夾板保護。 

4-3 地面用氣泡布先舖一層後再用夾板覆蓋，接縫處用寬面膠帶完全貼滿。 

4-4 填補縫隙時，以不使用黑沙為原則，以免日久容易使石材間隙產生銹黃。  

4-5 全部施工完畢後應做全面整理洗淨。 

4-6 承包商於濕式施工前必須仔細清潔，若有外露之鐵類必須先以防銹漆覆塗三度後才能施

工。 

4-7 已完成之石材表面不得放置生銹之物品。 

4-8 填縫劑不得為油性之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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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木作工程 

1  一般規定 

1-1 搬運時須加覆蓋，勿受天候影響而致潮濕變形或其他意外損壞。 

1-2 運抵工地後，不得堆置或裝置於任何尚在施工階段中之場所，除非該處混凝土及粉刷工

程已完成，並已充分乾燥，經許可後始得堆置。 

2  放樣 

承包人除應遵照設計圖，將所有木作工程放樣外，並須將每處木作裝修，放出足尺大樣，

若圖面和現場有誤差，繪製實際施作大樣後經有關人員核可後施工。 

3  材料 

3-1 本工程所用木料之種類及等級，按設計圖及施工規範所示為主，惟均應充分乾燥及無蹺

曲蛀孔及破損朽腐者，且不含裂縫、節疤、或其他足以影響其外表、強度及耐久性之缺

點，其具有微小而堅硬之活節疤不致影響其強度之木材，得用於不露面處。 

3-2 夾板及木心板：須用熱板壓製，製造所用之膠質，須為防水合成樹脂。夾板厚度按設計

圖所指定(圖註厚度為淨尺寸)，木心板之厚度應為 18MM，且無斷裂破損及板面蹺曲者。 

3-3 木薄皮：須厚薄均勻，無受潮、裂縫、節疤之弊，但厚度不得低於 50 絲且木理清晰者，

寬幅 15 ㎝左右，長度依實際使用長度不得併接，其使用種類按設計圖所指定，並經業主

確認後施作。 

3-4 美耐板及其他貼面材料：其廠牌、花式、顏色按設計圖所指定。 

3-5 接著劑：無論冷膠、強力膠或其他指定接著劑，須採用市場品質之最佳者。 

3-6 角材 ：良好柳安邊材，尺寸不得少於 1 寸 X1.2 寸，且接觸面須刨光、乾燥防腐處理完

全。 

3-7 圖示露面各尺寸，均為刨光之尺寸，不露面者為毛料尺寸。 

4  五金 

4-1 粗五金：所有洋釘、螺絲、螺栓、錨座等及其他完整安裝所必須之五金均需為防銹產品，

由承包人供應裝置，其必須埋入圬工之內者，須在適當時間提前埋入並由承包人負責檢

位置之準確。 

4-2 細五金：按設計圖所示之規格及型式辦理。 

5  施工及裝合 

5-1 除另有規定外，所有木作均按設計圖施工，若有未註明或不明之處請業主或業主委託設

計師或業主委託顧問人員，解釋辦理。 

5-2 所有粗細木工作，必須為最精良之工作，並經監管單位認可者。 

5-3 線腳或水平橫材之外角及內角，必須用斜拼縫，線腳不得隨意接續，所有接頭應儘量在

轉角扣搭之處。 



 

參--2 

5-4 所有板面之接縫，必須精密，以儘量不易察覺為度，板面貼木薄皮者其可見邊口均需以

實木封邊，木薄皮全面貼裱，其木理之疊合及拼接方法須經監管單位監工人員同意，所

有平面薄皮木作之外角，必須密合暗榫，斜拼縫以冷膠加強，內角須用企口接縫，並留

伸縮之微隙。 

5-5 膠合門所用木料為全部乾燥之實木，整扇膠合門以冷膠加壓而成，表面須用機器磨光平

滑，門扇厚度按設計圖所指定，須裝置五金之處，應先預埋補強結構料。 

6  按裝 

6-1 所有櫥櫃及裝修木作，均須尺寸準確，面平角直，榫縫緊密，用適當之方法準確牢固於

按裝位置。 

6-2 木結構及粗木工作，所有結構料均牢固於指定之位置，必要時得用楔榫撐緊或加裝鐵件，

使其結構強固，不得滑動。 

6-3 推拉閉之隔間門，其頂緣及兩側緣與門樘之槽口面有 3MM 之淨隙，門之底緣與完成地面間

應有 0.6CM 之淨隙(若地面舖地毯者，須預先扣除之)，且不能影響門片開關為原則。 

6-4 細五金須裝置之處，若有必要應先預埋補強木料，裝置時由熟練工人為之，遇有切鑿不

當之處，須慎加修整；五金裝妥之後，應仔細檢驗試用，並調整至使用靈活及不發聲響，

凡露面五金，在未經驗收前，須妥為保護，避免損傷其結構及損污其表面。 

6-5 吊平頂：平頂筋之做法及用料按照圖示，以能負荷平頂粉做後之重量不致下宕為度，無

論任何材料之平頂均須校正水平齊直，吊筋接受夾板之面應刨平，各孔口位置應預先留

置，並做必要之補強木結構，吊筋密度須經監管單位同意。 

6-6 局部如需要用洋釘暫時固定，在恢復原狀後其釘孔必做精細之修飾。 

7  預留工程： 

各相關配合工程部份如空調風管、燈孔、保養孔、出風口等，及水電出入管道孔其尺寸

位置均事先會同監工人員及各相關分包人確定後實施辦理。 

8  現場檢視： 

凡木作工程已至需要檢視或須封閉時，須通知監管單位協同其他配合承包單位檢視後，

方可封閉夾板，避免日後有拆改等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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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塗裝工程 

1  材料 

本工程使用之油漆、調合漆、防銹漆、壓克力漆、噴漆、烤漆、水泥漆及其他特殊塗裝

料，除特別註明廠牌外，均為市場品質之最佳者。 

2  樣品 

承包單位依設計師，設計圖，指定預先製備本工程各項塗料工作之顏色樣本，送業主核

准後方可施工，其尺寸為 30 X 30 公分各 2 份。 

3  一般規定 

3-1 所有經核定之塗裝材料，及本說明書未載之特殊塗裝材料，承包廠商應確實按照製造廠

商之說明書辦理有關塗裝料之調合。 

3-2 所有塗裝用料，均需原封運至工地，未經監管單位監工人員許可不得開箱加淡或摻入他

物混用。 

3-3 承包商需為其本身工作及其他有關或鄰近之工作及物品，準備妥當之覆蓋物，以便在塗

裝工程中用以遮護各部份之工作，免為塗裝料所污損，若有污損須負清潔及賠償之責。 

3-4 室內塗裝工作進行時，室內之地面及牆面應先掃淨，並採取各種可能之預防方法，以鎮

壓塵埃不使飛揚。 

3-5 塗裝材料應按監工人員之指定地點堆置，堆置處應潔淨通風，塗裝料所浸透之布絮、殘

物、工作衣等易燃物品，須在每日工作結束後清離工地，以防火災發生。 

3-6 每一表面上各層塗裝料應為同一廠牌之同類產品。 

3-7 天花夾板上之接隙需用特殊補縫劑，並使接縫不產生不容許之裂痕。 

4  表面之準備 

4-1 總則：凡受漆面須按其特性予以適當之準備，塗裝工作開始前，應將所有空間打掃清潔，

受漆面須完全乾燥，如有污損，塵埃或表面粗糙者，均需先與潔淨或處理後在塗裝。  

4-2 圬工及粉刷表面：混凝土：  圬工及粉刷表面之須接受塗裝者，均需除去粉屑、油脂、污

漬等，牆面及平頂上之刮痕、裂縫、孔洞及鏝灰面之瑕疵，均須略加切開，並填以適當

之嵌補粉灰，所有修補均應打磨以臻光滑平整之表面。 

4-3 木造作之表面須用砂紙磨光，使將所有粗糙毛邊、細片或碎片除去，然後將粉屑刷去油

脂或污漬須用適當之清除劑，接縫、裂縫及釘眼須以適當嵌補油灰修補，俟乾硬後用砂

紙磨光。 

4-4 金屬物面上在塗底度之前須將所有雜物如油脂、銹屑、鱗片及污物等徹底清除，遇有焊

膏之表面須用苯精清除。 

4-5 鐵製品表面上留有上述各雜物者皆須除去，遇有表面有損害處，須補塗紅丹或防銹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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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不平之表面須用砂紙磨光。 

4-6 鍍鋅金屬之表面，需要塗裝者，須徹底用醋酸或其他合格之溶液洗滌，然後用水徹底沖

洗，塗裝之前金屬面必須乾燥。 

5  塗裝料之調合 

所有塗裝料在使用前，須徹底調合及視需要加以過濾，添加劑或稀釋劑須按製造廠商之

使用標準，加入已調合之塗裝料中。 

6  塗裝之施工 

6-1 總則：凡空氣中充滿灰塵或濕度及溫度不適合於塗裝施工時，不得施工。  

6-2 施工標準：塗裝材料須小心塗佈至一均勻薄膜，以不呈流動、鬆弛、蠕移等瑕疵，若無

特別規定之表面處理，塗裝時需儘量不顯刷痕，塗裝均勻，最後表面須光滑及色澤均勻。 

6-3 乾燥：每度塗裝須在地二度塗裝以前徹底乾燥，除製造廠商另有規定者外，每 2 度塗裝

間需有 24 小時之隔間。 

6-4 砂光：室內木作及金屬品之底度，須徹底及均勻用砂紙磨光，俾使面層塗裝得施於光滑

平整之表面，轉角處需以木模包覆砂紙垂直或平行磨光，使角度挺直，不得有鈍角產生。

所有磨光工作均需機械完成(線板除外)。 

6-5 塗裝度數：除特別規定外，圬工及粉刷表面作水泥漆或塑膠漆者，須作一底三度，木作

表面先作木器底漆一度，再塗刷油漆、噴漆或其他特殊塗裝料三度或三度以上。  

6-6 塗裝方法：除設計圖樣已規定塗裝方法外，不論以漆刷、滾筒、噴槍或其他特殊方法進

行塗裝，均應先經監管單位認可。 

6-7 裝設：所有電器裝置及開關插座蓋等，於塗裝前須先除下，事後在予裝回。或以膠膜完

全保護，不使受染。 

7  清理 

塗裝工程完成後，須將工作所留殘料、空罐、布絮等雜物運離工地，凡地面、牆面、五

金或設備等為塗裝料所污染、濺污者，須自個表面上清除。 

8  乳膠漆施工說明 

8-1 補土：先貼進口膠帶後以白膠加石膏將接縫補平。 

8-2 磨砂紙：以#150 砂紙將接縫及不平處磨平。 

8-3 打底：以調和漆將表面打水打底或油底。 

8-4 批土：以進口石膏乳液批土至表面平整為止。 

8-5 磨砂紙：以#220 砂紙將表面磨平。 

8-6 上面漆：以乳膠漆刷於表面。 

8-7 補土：以白膠加石膏再補平伸縮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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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磨砂紙：以#220 砂紙將表面磨平。 

8-9 上面漆：以乳膠漆將表面刷至均勻平整為止。 

9  木皮染色施工說明： 

9-1 補土：以膠土將木造之接縫及釘孔處補平。 

9-2 磨砂紙：以#180 砂紙將木造表面磨平。 

9-3 染色：以正牌油漆將木造表面染色。 

9-4 上頭度底漆：以正牌油漆連上底漆兩次。 

9-5 磨砂紙：以#240 砂紙將木造表面磨平。 

9-6 上二度底漆：以正牌油漆連上二度底漆兩次。 

9-7 磨砂紙：以#320 砂紙將木造表面磨平。 

9-8 上面漆：以正牌油漆連上面漆兩次。 

9-9 磨砂紙：以#400 砂紙將木造表面磨平。 

9-10 上面漆：上兩次面漆使表面完全均勻平整為止。 

10  木作噴漆施工說明 

10-1 磨砂紙：首先以#180 砂紙將木造表面磨平。 

10-2 補土：以塑膠土將木造表面之接縫釘洞補平。 

10-3 磨砂紙：以#220 砂紙將木造表面磨平。 

10-4 噴底漆：以正牌底漆噴勻。 

10-5 磨砂紙：以#240 砂紙將木造表面磨平。 

10-6 噴二度底漆：以正牌二度底漆噴兩次。 

10-7 磨砂紙：以#320 砂紙將木造表面磨平。 

10-8 噴面漆：以正牌面漆將木造表面噴勻。 

10-9 補土：以塑膠土將木造表面之接縫釘動洞補平。 

10-10 磨砂紙：以#400 砂紙將木造表面磨平。 

10-11 噴面漆：以面漆將木造表面噴至均勻平整為止。 

11  柚木油施工說明 

11-1 燒：以酒精火及洋干漆混合著燒木造表面。 

11-2 磨砂紙：以#180 砂紙將木造表面磨平。 

11-3 上油：以美國油或日本柚木油刷於表面兩次。 

11-4 乾燥：上油完畢後須等兩天乾燥，不可有灰塵。 

11-5 磨砂紙：以#240 砂紙將乾燥後之木造表面磨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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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上油：以美國油或日本柚木油刷於表面兩次。 

11-7 乾燥：上油完畢後須等兩天乾燥，不可有灰塵。 

11-8 磨砂紙：以#400 砂紙將乾燥後之木皮表面磨平。 

11-9 上油：以美國漆或日本柚木油刷於表面兩次。 

11-10 乾燥：上油完畢須等兩天乾燥。不可有灰晨。 

11-11 磨砂紙：以#800 砂紙將乾燥後之木造表面磨平。 

11-12 最後清理：以乾布將木造表面上油處擦淨後打水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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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玻璃明鏡工程 

1  材料規格 

1-1 凡玻璃均須均勻，無扭曲，氣泡，波紋以及其他缺點者為合格，所有玻璃之種類、花色、

顏色、厚度均按設計圖樣辦理，使用前須先送樣品，經監管單位人員鑑定確認後，方可

使用。 

1-2 除特別規定者外，所有玻璃按裝所用之填縫劑為矽膠，應為市場品質之最佳者。 

1-3 凡明鏡皆按圖示尺寸、厚度裁製，表面光滑平整，不得有扭曲，氣泡，波紋等缺點，使

用前須先送樣品經監管單位人員認可。 

2  按裝 

2-1 按裝玻璃工作，除塗料外，應於全部門窗，隔間框架裝妥後為之。 

2-2 承包人須在工地確實丈量，複核各尺寸，對工作之精確須負全責，所有玻璃及明鏡均應

按其光緣之實際尺寸量度裁切，並預留伸縮位置。 

2-3 凡固定玻璃或明鏡之本質或金屬壓條須先行移去，並於玻璃或明鏡裝妥後或裝回者，在

按裝工作中不得損及壓條及其上之螺絲或銅錠等。 

2-4 按裝玻璃，須在裝置前於木質或金屬框槽內預置橡膠墊塊，貼紙膠帶再行灌注矽膠，待

矽膠充填完畢未硬化前，應將遺留在框槽邊線及附近工程上殘餘之矽膠或痕跡等小心清

除；所有矽膠填縫應以最小值為準，修整刮平，使與壓條邊線密合，不得有氣泡或縫隙

現象。 

2-5 按裝完畢之玻璃，須加標誌表明已裝有玻璃。 

2-6 明鏡之按裝，依圖示五金及適當之按裝方法，準確裝置於指定位置，鏡邊界面之矽膠填

縫不得大於 0.2 ㎝。 

3   補配及清潔 

3-1 凡破碎不全或裝置不妥之玻璃明鏡，損傷或按裝不妥之壓條，均須由承包人負責更換，

業主不另計價，在工程驗收前不論玻璃或明鏡由何人或何故損壞，均由承包人負責裝復。 

3-2 承包人須洗去或徹底清除所裝玻璃及明鏡上之污漬、油漆、粉刷或其他有礙觀瞻之物。  

3-3 如業主在一部份工程完工，而全部契約尚未完竣既駐入使用時，承包人得要求先行檢視

該部份之玻璃及明鏡，確已按裝妥善，並無破裂，茲不再負責該部份玻璃及明鏡之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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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地面材工程 

 壁紙壁布工程 

1  材料規格 

1-1 本工程所用壁布、壁紙，承包人須按設計圖樣所指定之花色或顏色辦理，惟應質地柔韌、

色紋清晰，不因氣候變化而伸縮者。 

1-2 膠合劑.. 壁布、壁紙舖貼所用之漿糊或白膠之使用方法，均確照出品廠商之說明辦理。 

2  施工 

2-1 舖貼之牆面，不論是水泥粉光或夾板表面，須充份乾燥、表面平整，並將塵土或不潔之

物掃淨，所有縫隙及凸凹不平之處應嵌填批土打磨平整，鬆粒或油漬尤須以適當方法處

理淨盡。 

2-2 舖貼時先將整支壁布、壁紙裁成所需尺寸，按出品廠商說明用量，將膠合劑於器皿中調

合後，以軟刷均勻塗佈於紙布之背面，再將壁布、壁紙疊接貼覆於牆上，以硬刷及特製

壓克力片將紙布刮平貼實，使空氣或結塊之膠合劑無法殘留於紙布與施工面之間，並用

工作刀將紙布疊接及多餘之部份，以木尺為準整齊劃開，使成為密實之接縫，以目視不

易察覺為度。 

2-3 凡整幅牆面之壁布、壁紙須上下同長，不得以零料併接，有規則花紋之壁布、壁紙，須

對花併接，且併縫須整齊。 

2-4 牆面遇有開關、插座等電氣或其他裝置時，須先將面板蓋除下，待糊壁紙布舖貼完畢後

再予裝回；凡轉角不可切割併接與門窗、櫥櫃銜接處，須特別注意接縫整齊密合，不得

草率舖貼。 

2-5 壁布、壁紙貼好後必須平整乾淨，不得有皺紋，空開不接縫或兩塊貼在一起的情形。 

3  清理 

3-1 整幅牆面之壁布、壁紙舖貼完成，應全部加以檢查，接縫間所溢出之膠合劑及表面有污

漬之處，須立即清除，如有鼓起或浮鬆現象，須拆除重貼、舖貼完成後，須將每室處所

留殘料、布絮等雜物運離，並保持室內通風乾燥。 

 

 

 地毯工程 

1 材料規格 

1-1 本工程所用地毯，均由承包人按設計圖樣所指定之厚度、花色或顏色辦理，惟應織理細

密，無硬結毛及組織鬆脫等現象。 

1-2 熱熔膠帶：依施工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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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木釘排 ：依施工圖說。 

1-4 海棉  ：依施工圖說。 

2 樣品 

2-1 地毯如須併接特殊花式，應先行試併，由監管單位監工人員實地察看同意後照做。  

2-2 本施工法，請承包人提供施工大樣確保施工方法正確。 

3 施工： 

3-1 底層地面須充份乾燥，表面平整，並將塵土，鬆粒或不潔之物掃淨。 

3-2 地毯舖設前，將房間尺寸量準，先行均勻舖貼波浪海棉厚度為 0.8 ㎝一層，再把地毯展

開於將舖貼之面積上，並儘量將接縫處調整至不明顯的位置，然後進行舖設工作，接縫

之處理採用熱熔膠帶，施工時須使用腳式蹬緊器將地毯緊密貼實，四周再用排釘固定，

遇有電氣、電話或其他管線時，須以工作刀將管線位置之地毯十字劃開，將管線穿出後

貼實；壓邊條；踏步；飾條，按實際之需求及圖說規定裝置。 

3-3 除另有規定外，地毯須以整捲舖貼，接縫緊密，不得以小片拼接；凡有規則花紋之地毯，

須對花拼接，不可任意舖設，上述缺點若經設計人員指出時，承包人須拆重舖，不得藉

詞推諉。 

3-4 施工時，注意使地毯倒毛方向一致。 

3-5 壓邊條，踏步，飾條，按實際之需求及圖說規定裝置。 

4 清潔 

4-1 每室地毯舖設完成，應既全部加以檢查，凡有浮鬆現象或接縫脫線等缺點，承包人應以

適當方法加以修整，並使用吸塵機具將地毯表面之毛球，碎屑清除淨盡。 

 

 

 塑膠地磚工程 

1 材料 

1-1 除另有規定外，其厚度不得小於 2 ㎜，且尺寸及色澤應依合約圖說所示或業主指示。 

1-2 黏著劑須符合 CNS 之規定或依地磚製造廠商之建議，並經業主認可者。 

2 施作 

2-1 底層混凝土面先用 1:3 水泥砂漿，依合約圖說所示厚度，粉光平整，俟充分乾燥後始可

舖貼地磚。舖成地磚之好壞，全在底層是否完善，應切實注意表面水平，乾燥與清潔。  

2-2 依照黏著劑製造廠商之建議，使用凹痕鏝刀塗佈黏著劑至均勻厚度。 

2-3 安裝地磚材料時，應使舖貼之各邊呈對稱，或依合約圖說所示之樣式舖貼。地磚之舖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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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應自一端牆至另一端牆，包括廚櫃下方之空間，地板有開口，與牆交接處，及門檻

底部之塑膠地磚應予適當切割。地板不同高度之鄰接處，塑膠地磚應以壓邊條收頭，並

使壓邊條與垂直面密合，須確實排除所有氣泡及皺紋。 

2-4 地磚舖貼至相當面積後，黏著劑尚未確凝前，即以橡膠滾輪作充分之滾壓使其貼實平整，

並增加黏著效果。 

2-5 地磚接合處擠出之黏著劑應依照製造廠商建議之材料及方法清除。 

2-6 待地磚完全舖貼完畢後再舖貼踢腳板。 

3 修整打臘 

3-1 塑膠地磚鋪成後應即全部加以檢查修飾，如有凸起浮鬆，應拆去重貼。表面溢膠及染污

之處應該用清潔溶劑抹去，再行全部擦拭清淨，然後打地板臘至光亮平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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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織品工程 

 窗簾工程 

1  材料 

1-1 本工程所用之窗簾布，均由承包人按設計圖樣所指定之花色及顏色辦理。  

1-2 五金軌道須由廠商提供並送 30 ㎝之樣品，由業主審查認可後，方可施作裝。 

2  一般規定 

2-1 紗簾.蛇型 2 倍 

2-2 飾簾.蛇型 2.5 倍 

2-3 布之接縫須緊密，不可鬆脫。 

2-4 兩布交接處須重疊約 1 ㎝。 

2-5 離地不得大於 1 ㎝ 

2-6 車線要直。 

2-7 有花樣、須對花。 

2-8 上擺須摺邊約 7.5~9 ㎝。 

2-9 下擺須單層摺邊約 24 ㎝，加鉛條垂重，不挺時須以鉛塊補助。 

3  工廠裁製 

依設計圖所示丈量各窗所需尺寸  算布料  裁剪  車縫  成品。 

4  現場按裝 

4-1 按裝前室內及窗戶之玻璃和框，須打掃清潔完畢。 

4-2 按裝須注意牢固度與平整度。 

4-3 按裝後需燙平直並調整，垂度至最佳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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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金屬工程 

1  一般規定 

1-1 凡金屬製品之材料、規格、尺寸、製造、組合方式及接縫材料，施工方法等，均須依設

計圖樣之規定，準確製作。 

1-2 若無特別規定，金屬板於裁剪加工前表面須先貼附 PVC 保護膜以茲保護，待按裝完畢清

潔時方得撕除，金屬製品搬運時，須以 PE 塑膠氣泡布及包裝紙包裝，小心裝妥，以免表

面受損。 

2  材料 

2-1 不銹鋼、銅、鋁料、鍛鐵之材質、厚度，均依施工圖樣及設計人員之指示使用之。  

2-2 補強鐵件及螺栓，表面需鍍鋅處理或塗紅丹漆一層防銹。 

2-3 丹銅使用成份若無特別規定，厚度為 1.5 ㎜。 

2-4 鋁板以上市既成品並經設計師認同者。 

2-5 型鋼及鋼板尺寸規格詳圖示。 

2-6 未含於本施工說明書內之材料，均依施工圖樣及設計人員之指示使用之。  

3  工廠製作 

3-1 金屬製品需焊接加工者，以電氣氬焊處理，焊縫修整平滑，不得露出焊痕，表面為毛絲

面者，須再加工處理恢復原狀，不得有不規則之線條。 

3-2 金屬製品之組合，如不以螺絲鎖固，則以特殊絶緣強力接著劑黏合，不可脫落。  

3-3 表面處理 

不銹鋼板組成部材後，以填平或砂紙修整歪曲及龜裂部份，並用 #80~#100 砂紙將表面處

理為毛絲面。 

銅製品先刨光，超音波洗淨，再烤透明漆。 

4  按裝 

4-1 金屬製品之按裝，須先以擴張螺栓打固牢於結構體內，再將製品焊牢固定；其必須埋入

圬工之內者，須適時提前埋入。 

4-2 按裝與相關工程應密切配合(尤其木作部份)並準確按裝於圖示位置，按裝後須再檢查各

部尺寸位置之正確性，不得有扭曲及凹凸不平的現象。 

4-3 補強鐵件或按裝之鐵繫件及螺栓，於現場熔焊接部份應塗紅丹漆防銹。 

5  清潔 

按裝完成後，應撕去保護膠帶，再以適當之清潔劑將金屬製品表面徹底清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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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金工程 

1 一般規定 

1-1 所有門窗傢俱及其他活動部份，均須按照圖樣所示，除另有規定，所有五金皆由承包人

供應及按裝；本工程所用五金，不論省產或進口產品，使用前均須將樣品送交監管單位

人員檢驗認可，方得使用。 

1-2 凡五金之材料、型式、顏色等須均勻一致，表面光潔，不得有刮傷及磨損之現象，所有

五金按裝完畢，未經驗收前，其突出或露面部份應以適當方法保護之，若發現有上述缺

點，承包人須負責換新，不得藉詞推諉。 

1-3 如有任何部份所需之五金未經示出或說明時，應比照其他類似部份之規定辦理。如圖說

內無此種類似之情形時，承包人須依照設計人員之指示，配裝各項適用之五金。  

1-4 如圖說規定之五金不適合於完成之裝修部份者，承包人應改裝或訂製其他適當之各類五

金，以完成其功用。 

1-5 所有門窗五金均須按裝置情形所需，使用金屬之木螺絲釘或機器螺絲釘裝設。  

2 材料規格 

2-1 本工程所用各式五金，均依設計圖樣所示。 

2-2 凡五金之附屬另件及其螺絲、墊片等，皆應與主體部份之材料相同，露面部份，其表面

處理亦須與主體部份相同。 

3 裝配位置 

除另有規定外，一般五金皆按下列位置裝配 

3-1 門鉸鏈：鉸鏈上面一片之頂緣應距門樘槽口之邊緣 15 ㎝，下面一片之底緣應距完成地面

25 ㎝；如有三片鉸鏈時，中間一片應裝配於上下二片間距之中央。 

3-2 櫥櫃門鉸鏈、門止、拉手：裝配位置由監管人員指定，櫥櫃木門扇淨高在 90 ㎝以下者，

裝配彈簧暗鉸鏈二只；淨高在 90 ㎝以上者，裝配彈簧暗鉸鏈二只以上，暗鉸鏈之型式以

設計圖樣指定為主。玻璃門鉸鏈或吊撐配件均按圖示辦理。 

3-3 門鎖：除另有規定外，鎖把手之中心應距完成地面 1 公尺。 

4 裝配五金 

4-1 所有五金之裝置均應嚴格遵守出口廠商說明書之規定施行，裝置五金時，如用木螺絲繫

固者，應先用木鑽將各種螺絲鑽入約螺絲本身長度之一半深度，再將螺絲旋入，無論如

何不得用釘錘將螺絲直接釘入。 

4-2 凡裝配五金，有需要使用樣板，以便裝置準確時，承包人應隨時供應；該樣板可用金屬

或木製，使用應經監管人員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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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  木門工程 

1  外場準備製作 

1-1 材料準備 

使用之木材須為一級木料並充份乾燥，經防蟲防腐藥劑處理，無痂巴之表面，且不得有

翹轉之情形。 

門片使用之心材須為四面刨光，排列要整齊，厚度要依規定，並注意厚度及重量要求。 

1-2 門片壓合 

 使用機械高壓製作，以防水膠劑熱壓，門片不得有凹凸或翹角之情形。 

 壓合要注意門片規定之重量及厚度，房間門須為 45 ㎏左右，厚度 42~45 ㎜，浴室門為 32

㎏左右，厚度 40 ㎜。 

 門片須直角裁切實木封邊，並於工廠完成門弓器暗槽鎖槽孔門眼等配件鑽鑿。 

1-3 線條製作 

 所有線條均須依設計圖示開刀模，不得以臨時組合之刀具製作。 

 線條之製作要明顯、筆直。 

 線條須於固定前先行填土補縫及打磨。 

 固定時注意尺寸，並使用防水膠劑，確定膠合度。 

1-4 門斗組立 

 門斗組合須注意接口並確認為 90 度之直角組合。 

 門斗接合的地方均須準膠接合。 

 門斗溝縫及消音條預留縫要在工廠製作，以確保品質。 

1-5 底塗 

所完成之門斗門片均須於工廠完成一度底塗，以防回潮以致變形。 

1-6 包裝運送 

完成門斗、門片、均須妥善包裝加裝塑膠護角，以防污損、撞傷。 

運送材料前須事先(3 日前)以傳真或電話通知現場安排進貨場地。 

運送至工地須依規定場地堆放，並妥善保管。 

2  進場施作 

2-1 施工計劃 

須於事前訂立施工程序計劃，以便各配合之相關工程能充份協調進度。 

承包人待一切準備就緒後，可準備材料進場，並安排人員會同監管單位檢驗進場材料。 

2-2 門斗立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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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斗按裝須依放樣起線安放，並依腰高水平基準線定門高。垂直立線要 90 度垂直於地

面。各方面確定無誤後方可立裝固定。 

門斗固定方式： 

輕鋼架石膏板隔間： 

輕鋼架石膏板隔牆完成後，保留一面石膏板不鎖，將門斗放樣調好位置，從背

後鑽孔穿過木門斗及 CSTUD，以螺絲固定後。鎖合石膏板。 

廠商提供： 

如施工單位有其他更佳之施作方式。可書面提出經業主及監管單為同意施作。 

門斗固定要安全牢固，不可鬆動擺晃。 

2-3 門片合修 

門片合修要逐個刨修完成，並確定彈性鉸鍊能自動閉合，關門動作順暢無阻，但不可有

隙縫，須保持門與消音條之密合，以達隔音最佳效果；並注意門底須保留隙縫 6 ㎜(門底

至木地板完成面)，以利門開合。 

門片合好後，需測試裝鎖準洞，確定可順利安裝，並鑿好門斗鎖孔槽及門眼預埋門弓器

等配件所須之孔洞。 

所有五金安裝完成後，須小心拆下包裝好，將門片編號妥當，再交由油漆做表面塗裝。  

 油漆表面塗裝須細心研磨，漆面要平均，門片線條要保持鮮明，下端亦要油漆，以防回

潮變形。 

 表面塗裝完成後，依編號小心送至各房，並小心安裝鉸鍊及其他五金，調好彈性鉸鍊之

彈性。最後再點漆修補。 

2-4 保護 

 門斗門片完成後，承包商須自行保護至驗收通過。 

 驗收前，承包人須再檢查塗裝，若有缺點要在驗收前改善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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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 活動傢俱工程 

1  範圍： 

本章所規定之工項，係指活動傢俱如沙發，茶几，辦公桌椅，餐桌椅，高低櫃等非繫固

於牆或地坪之木或金屬工程。 

2  一般規定： 

2-1 施作單位於施作前，需提供所列材料樣品，並繪製施工圖及內部結構圖例，供業主及設

計單位確認後，方可施作。所有傢俱製品須按圖樣所示型式及尺寸製作。凡製作上所必

須之墊料、五金鐵件及結構支撐，無論圖樣及本說明書註明與否，皆由承包單位負責供

給裝置，不得藉詞推諉及增加造價。 

2-2 凡傢俱皆須在外場製作，外場須能保護木料及成品，不致受風雨、氣候、油漬等所侵害，

更須隨時防護意外之發生。如承包人在自設工廠中製作，設計人員有權隨時赴廠檢視一

切，不得藉詞推諉。 

2-3 凡相當數量之傢俱製品，於製造前，須先製作實物樣品；另經由業主或設計師指定須製

作樣品者同，經設計人員鑑定無誤後，方可大量製造，否則發生或缺失等情事，概由承

包單位負責。 

3  材料： 

3-1 本章所使用之木料、夾板、木心板、木薄皮、美耐板等材料，按本說明書內關於該項之

規定辦理。沙發布、塑膠合成皮、小牛皮等沙發及桌椅之表面材料，及填充之泡棉及製

作所須之墊料等，均按圖示辦理，使用前須送樣品經設計人員認可後，方得製作。傢俱

之金屬構件及使用之細五金，按設計圖所示之材質、規格、尺寸、型式辦理，加工或使

用前承包單位應先將樣品送交設計人員檢驗認可。 

3-2 本章內所使用之油漆、噴漆、透明漆、調合漆、防銹漆、水泥漆等塗料，除特別註明外，

須合乎國家標準規定製造，且為市場品質之最佳者。未含於本施工說明書內使用材料，

均按出品廠之使用辦法及設計人員之指示使用之，不得逕行施工，若因冒失從事致與設

計原意違背時，承包單位須運回重作，不得加價。 

4  施工及裝合： 

4-1 除另有規定之材料，所有傢俱木作及金屬構件均按設計施工，若有未註明或不明之處應

請設計人員解釋由施作單位補繪製施工詳圖予設計單位審核確認，並遵照辦理。 

4-2 施工及裝合工作，按本說明書內有關規定辦理。 

4-3 油漆及修飾工作，按本說明書內關規定辦理。 

4-4 凡細木之表面，須光滑平整，不露刨斧痕跡，並須用砂紙磨光，不得露刺。與金屬或其他

材料接合處，須準確緊密，表面清潔，不得有裂痕及污損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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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工程驗收前，承包單位應將所有五金校正準備完善，以備監工及設計人員檢查，如認為

不良之五金，承包人應立即更換重做，不得藉詞推諉或增加造價。 

5  搬運： 

承包單位於自設廠中製作傢俱，包裝搬運至工地途中，須注意避免碰撞及污損，若因此

造成斷裂、脫漆、鬆動、破損等情事，承包單位須負責修復原狀，不得要求加價補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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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壹 天花隔間工程 

 輕鋼架天花工程 

1  一般規定 

1-1 本工程未進行前，欲施工房間內之牆面粉刷、隔間封板、窗簾盒等相關工作須先行完成，

窗戶玻璃亦須安裝完畢，方可施工。 

1-2 未施工之材料，不得堆置於任何尚在施工階段之房間，材料堆置處應乾燥、清潔、地面

須舖設防潮墊板，材料須水平置放。 

1-3 應依照製造廠商之規定施工，以期達到設計之防火時效，吊架構件應平整保持在同一平

面上。 

1-4 安裝燈具、空調及其他設備所需之開口，應有框架並予以適當之支撐補強。除契約另有

規定外，此項工程應由施工單位負責，不另計價。 

1-5 房間之隔音很重要，其四週之型料，應緊貼牆面。 

2  材料規格 

2-1 板材 

明架用 2’×2’×5/8”不燃，高密度礦纖板。 

吸音係數在 0.5~0.6 級以上。 

隔音能力在 35~39 級以上(連續性天花板)。 

火燄漫延度經 SDTM E84 測試為 0~25，UL 測試為 25 以下。 

隔熱值：C 值為 0.63，R 值為 1.6。 

反光率 75%(LR-1)以上，(WHITE FINISH ONLY)。 

材質不含石棉成份，需由原生產廠商提出證明。 

2-2 吊架 

不論明暗架均為 ASTM  C635 分類之直接懸吊系統，材料為 0.4 ㎜ TH 熱浸鋅鋼板，每平方

米鋅含量為 180G 以上，面寬 15/16”(24 ㎜)。 

吊架在承受礦織吸音板、燈具、出風口及其他設備後之變形，不得超過吊筋間距之 1/360。 

主架應為 ASTM C635 規定之中級者，最少應能承載 12LB/FT(17.9 ㎏)均佈載重而變形不超

過吊筋間距 1/360。 

壁條與支架特性同主架，以搭接方式與主架結合。 

吊架尺寸精度，檢驗及載重試驗方式，均應按 ASTM C635 之規定。 

吊筋固定於樓板之方式，採繫釘法，須避免破壞樓板內之管架，固定方式按原廠施工手冊，

或 HILTI 施工手冊責任施工，固定點之承載力須能負荷吊架及所有附件之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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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廠家 

板料：另訂。 

吊架及附件：CONSMAT 或同級型骨架。 

3  施工 

3-1 放樣：依核定之施工大樣圖及圖示之天花板高度放樣。 

3-2 吊具裝設及上吊筋：依圖示實施擊釘片裝設，再將抽直之#12 鍍鋅鐵絲或其他指定吊筋，

穿過擊釘片下端之圓孔，予以固定，端部吊筋應設於主架方向自牆面粉刷起 15 ㎝以內。 

3-3 分板：依圖示板塊之分配，將主架位置作記於牆面水平線下，然後拉水平線以為上架水

平線之依據。 

3-4 釘壁處:將 L 型之收邊壁條著牆面之水平線加以固定，其外角交接採用 45°密接方式，其

餘則採用搭接方式。 

3-5 上主架及支架：按原設計之方向，將主架以吊筋吊住，使其平搭於水線上，每根主架之

首尾稍為固定，主架安裝時與主架垂直之支架亦同時進行，架與架之間距離為 24”。 

3-6 調水平：主架支架全部安裝完成時，再調整架子之高低，使其安合達到平直之要求，然

後將主架固定於吊筋上。 

3-7 設備器具安裝：架子水平調整完成並予固定後，燈具、空調出風口及其他一切附著於天

花器具，應即安裝。吸音板表面必須挖孔應依照吸音板施工手冊之規定，器具安裝完成後

之外觀不得留有挖孔痕跡或缺損，否則必須更換重做。 

3-8 上板：礦纖吸音板依設計圖樣懸放於架上即完成。安裝前工作人員須先洗手乾淨再施工，

如有不潔之板面，應立即拭淨，否則必須予以更換。 

4  如有下列缺點時則認為不合格，應由施工單位更換改進： 

4-1 表面欠平整或線條欠平直。 

4-2 污損礦纖吸音板無法清潔成原狀。 

4-3 有折斷或缺角者。 

4-4 色澤不一致者。 

4-5 板面鬆動或滑落。 

4-6 吊架系統在結構上欠堅固者。 

5  注意事項 

5-1 距燈具或空調出風口 24”內若無裝設吊筋，則須補強之。  

5-2 礦纖板之花紋若有方向性，須按設計人員之指示排列。 

5-3 工程未驗收前，凡礦纖板有受潮、變色、破損等情形，或骨架部份有污漬、落漆等情形，

承包人須負責更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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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矽酸鈣板石膏板隔間工程 

1 一般規定 

1-1 除本說明書或施工圖另有規定外，均應依照各廠牌對其產品使用及安裝所印行之施工手

冊處理。 

1-2 承包人須將所有材料及五金另件等樣品，送請監管單位人員或業主核可後，方得使用，

如業主認為須製作隔間系統之組合大樣時，承包人必須照做，並經認可後依樣施工。  

1-3 材料堆置應離危險區，並置於乾燥清潔之處，底部應舖設防潮板並水平堆放。工程未驗

收前，無論已完成及未完成部份及材料，皆由承包人自行保管。 

1-4 石膏板封板前，隱蔽在隔間內部之管線工作，如電氣、給排水、空調、電話、資訊等系

統，須監管人員會同各施工單位查驗合格後，方可封板施工。 

1-5 承包人須於施工前提出材料說明、施工大樣圖、施工程序。 

2 材料處理 

2-1 所有石膏板料及組件都必須以原廠包裝未開封狀態運至工地，石膏板堆存時應平放，且

要避免接觸潮濕表面。 

2-2 所有材料包裝須有明顯清晰之標示，以說明產品之規格及其使用。 

2-3 石膏板不得使用破損或潮濕之石膏板，並按照製造廠商規定方式儲存、保護及處理。  

3 材料規格 

3-1 金屬骨架 

一般規定 

鍍鋅量：120G/M
2 
 以上(兩面)。 

橫彎曲(㎜)：支槽及間柱 L/1000 以下，補強鐵槽 2L/1000 以下。 

撓度(㎜)：2L/1000 以下。 

種類： 

垂直鋼槽：經冷軋輪加工成型，有沖孔之熱浸鋅槽鋼，以利管線穿越，側翼加強以便螺

絲固定，其尺寸為 65 ㎜ ×45 ㎜ ×15 ㎜ ×0.8 ㎜，”C”型。 

水平槽鋼：鍍鋅鋼板經冷軋輪加工成型後，其尺寸為 38 ㎜ ×10 ㎜ × 

0.8 ㎜，”         “型。 

上下支槽：鍍鋅鋼板經冷軋輪加工成型後，其尺寸為 67 ㎜ ×40 ㎜ × 

0.8 ㎜，”         “型。，角度為 88°。 

3-2 擊釘：上下支槽安裝於混凝土樓板上時，始用之低速擊釘，尺寸為Ψ3.2 ㎜×19~25 ㎜，抗

拉力 365 ㎏，抗剪力 490 ㎏以上。 

3-3 石膏板：採用進口 TYPE×石膏板，規格為 4’×8’×12 ㎜，且有倒角，本工程隔間牆為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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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封雙層石膏板。 

3-4 隔音填塞材料：2”24K 岩棉。 

3-5 護角：為陽角使用，熱浸鋅角鋼，翼長至少 5/4”。 

3-6 接縫補土及紙帶，採用美國規格，用於石膏板平面接縫及陰角處。 

3-7 石膏板第一層固定用螺絲為自攻式螺絲：規格為 3.5Ψ×32 ㎜，3.5Ψ×25 ㎜。第二層固定

用 U 型釘，規格為 4×28 ㎜。 

4 施工 

4-1 一般規定 

除特殊規定外，乾式牆系統依製造原廠之建議規範及指示施工。 

所有隔間之輕鋼架及石膏板，全部伸入天花至樓板底。 

石膏板與 R.C.樓板、地面、壁面、四周相接之接縫，須打矽力康，以確保隔音效果。 

所有電器弱電出口必須交錯不可重疊。 

4-2 金屬骨架 

依設計平面圖放樣除設計圖另有規定，以擊釘安裝最大間距 90 ㎝在樓板固定上下橫槽連

接成線，並保持垂直，立柱以間距 24”垂直套入上下橫槽固定，同一隔牆之立柱門口指

向應相同，如遇轉角，則須加強或縮短排列距離，凡門框、窗框、設備開口及無支持端

應加以補強。 

凡裁切、開孔、立柱與上下座之組立，須使用指定之工具施工，骨架組立完成後，應校

正全部骨架之立柱，並檢視其垂直水平，並通知監管單位協調，配合工程單位裝配管線。 

4-3 石膏板 

石膏板應依現場所需尺寸精確裁切、挖孔、端邊於立柱中心線，依雙層構，採水平、垂

直封板且配合隔牆高度選用恰當長度之石膏板，以減少對接、相鄰之對接處須於予錯開，

隔牆相對兩面之石膏板接合處，不得在同一立柱上所有石膏板接合應端對端、邊對邊，

端邊不得有相互壓迫之現象。 

內層石膏板採水平向安裝，以自攻螺絲 L=32 ㎜於每 270 ㎜間距內裝釘之，並於其與檈板、

地面、樑下、柱子等之間隙約 5 ㎜處，需以矽力康填充，外層石膏板採垂直方向安裝，

內、外層間以南寶樹脂冷膠塗佈之，並用 U 型釘 4×38 ㎜縱向裝釘之，其內、外層石膏板

接縫，不能在同一線上，需錯開。 

石膏板之端邊不得為開孔之邊緣，門框開口之石膏板接合處須在門楣上方中央處，封板

應依序與立柱開口逆向施作封板完成一側，始施作隔牆另一側。 

隔間牆石膏板之邊端不得與鄰接之結構碰接，板料邊端與鄰接面應保持 1/4”之距離並填

以矽力康填縫劑。 

4-4 批土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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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層石膏板之倒角接合處、U 型釘、螺絲釘頭皆需補土處理。 

先將兩片石膏板相接處之 V 型縫隙，以石膏膠液補平，等完全乾燥後再塗一層薄的石膏

膠液，隨即將紙帶的中心線，對準縫隙線，以鏝刀壓平，紙帶不可重疊使用，紙帶表面

亦須加一層薄石膏液，紙帶不可暴露於外，然後再施工以第二，三道補土，等第三道完

全乾燥後，以高級細砂紙將表面處理平滑即成。 

施工時必須使用補土專用鏝刀，並以單方向進行塗抹，第一道使用 4”鏝刀，第二道使用

6”鏝刀，第二道使用 8”鏝刀，每道塗抹面積必須等其完全乾燥(乾燥時間在良好天氣時

須 24 小時以上，遇較潮濕時，乾燥時亦需遞增)方可進行下一道補土施工。 

外轉部份須用金屬護角補強，以專用螺絲鎖固，表面以石膏膠液做一底二度補土處理，

做法同接縫處理。 

5 施工誤差容許範圍 

5-1 視覺偏差 

任何可以肉眼察覺之裂縫，凹凸不夠水平或不夠鉛直之處均須修正。 

5-2 牆面偏差 

與鉛直垂直最大偏差不得超過 3/8 英吋。 

5-3 板上之凹凸 

24 英吋內最大不超過 1/8 英吋。 

 

 

 輕質磚隔間工程 

1 施工工具 

 水平尺  波浪型鐵件 

 攪拌機  鐵釘 

 橡皮槌  鋼釘 

 砌磚用膠泥杓  攪拌桶 

 手鋸  水泥；砂 

 電鋸檯  實抹固 

 L 型鐵  

2 施工前段作業 

2-1 放樣、立木門框(由業主先行完成)，預設管路(地面 30 ㎝以內、頂面倒吊 10 ㎝以內)。 

2-2 在磚牆外面拉水平及垂直吊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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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依隔間尺寸再決定白金磚之數量及切割。 

2-4 攪拌 3:1 之水泥砂漿做為第一層砌磚之水平打底。 

2-5 於攪拌桶內攪拌實抺固加水適量(輕質磚專用膠泥)約 5 分鐘做為輕質磚接著用。 

2-6 砌做前須先清除施做地面之雜物，並用以水澆濕其施做範圍。 

3 施工 

3-1 視地坪之高低誤差，以決定第一層磚之水平高度。 

3-2 將水泥沙澆注在施作墨線上，並在其上層再澆注一層實抹固以便輕質磚與底層水泥地之

基礎更為緊密結合。 

3-3 砌磚時須先請現場工地主任，在結構體處標明粉光厚度，再決定輕質磚需凸出 RC 結構體

多少公分，以便磚面完成後能與結構體粉光面齊平。 

3-4 砌磚時，每一塊輕質磚均以水平尺測量其磚之水平及垂直。 

3-5 砌磚時應採交丁方式，上下層磚交丁，不得低於 10 ㎝以下。 

3-6 砌磚每達二層時，在磚與 RC 結構體及磚與門框之間，須用 L 型鐵在 4、6 層固定，作用

在於加強輕質磚牆，正面耐撞力及防止因地震所產生磚與結構體之裂縫。 

3-7 砌磚至門框上方時，應將輕質磚平均切割置於門框之兩側，使其承載重量均等。  

3-8 砌磚至最上層時，須預留 1~1.5 ㎝，並打入 PU 發泡劑，以防止樓地板下壓，或地震產生

位移應力所產生的裂縫。 

3-9 刮除所有溢出之實抺固。 

4 注意事項 

4-1 門框最好能背溝寬 10.4 ㎝，深度 0.5 ㎝(由業主提供)。 

4-2 砌磚一定要求飽漿狀態。 

4-3 L 型鐵須嵌入輕質磚內，與磚面齊平。 

4-4 實抹固應視砌磚面積攪拌約為 5 分鐘左右，在 4 小時內使用完畢，以避免浪費增加成本。 

4-5 砌磚固定後，應盡量避免再移動，影響密合度。 

4-6 預留管路部份，應盡量將水電管包在磚內。 

4-7 第一層打底砌磚，應確實凝固後，次日再砌第二層至頂。 

4-8 磚牆須在完成 24 小時後，再行水電管路配管作業，(應以圓鋸方式開槽溝，不得以敲打

方式施做)。 

5 後續作業 

5-1 待牆面完成乾燥後，使用磨板磨去不平之處。 

5-2 批土時，應在磚牆與橫樑平面交接處，貼上伸縮纖維膠帶，以避免因材質收縮比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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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造成的龜裂。 

5-3 管線配置作業完成後，所產生之補空工作，由水電承包商以水泥沙漿，填補至低於牆面

約 2 ㎜，最多不得高於輕質磚牆面，再由砌磚包商用實抺固批土蓋過。 

5-4 牆角處，為避免因碰撞缺角，先貼纖維護角再行批土。 

5-5 批土時，牆面全部貼防裂布，牆角再貼輕質磚專用護角，之後再批白土，交給油漆工程

修補油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