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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零講  課程概述與作業相關解說 

課程目標 

期望能藉由許多實際的案例分析講解，讓「準室內設計師」的同學們能比較實際的理解工程實務與檢查標準，

也同時可以更寫實的去了解到工地工程的這一個很重要的環節。 

課程綱要 

1. 各種工種的施工方式講解 

2. 各種工種施作時會發生的構造性問題與監造重點 

3. 施工進度與工程記錄與回報 

4. 工程估價概說 

5. 各種顧問的協調與溝通 

授課方式 

1. 課堂投影圖片及理論講解 

2. 參觀實際工地 

作業與成績評量 

1. 期中考試   40％ 

2. 期末考試   40％ 

3. 課堂表現及平時成績 20％ 

參考書目 

室內設計師與師工規範/教育之友文化 出版/胡維哲 審校/2008.03 初版 

監工完全上手事件書/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麥浩司出版/許祥德 著/2008.03 1 版 10 刷 

建材監工寶典事件書/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麥浩司出版/許祥德 著/2008.03 初版 

營造法與施工(上、下冊)/茂榮圖書有限公司/葉基棟 吳卓夫 合著 

建築施工大樣事典集/大佳出版社/伊藤喜三郎 監修/筋野三郎 田中和穗 共著/李正隆 編譯 1989.10 第六版 

 



輔仁大學應用美術系  室內設計施工與工程管理課程講義   授課老師 柏永青 

2 

第一講  室內裝修工程的範圍與界定 

何謂室內裝修工程 

完整的室內設計工作實務包含「設計」與「施工」兩個部份，然而「施工」的部份又概略可分為「施作方法」、

「規範標準」和「工程管理」等幾個部份。「室內設計工程」很難由設計者獨立完成，故必須委託各種專業施

工廠商及技術人員來合作協同完成，既然牽涉到「眾人」團體合作，就會產生「管理」的課題，否則就會衍生

出工作效率低落以及完工品質不量與整合溝通等種種困難。既然是由眾多人來合作完成所有的工程項目，而室

內設計工程是一個對完成面品質要求非常高且挑剔的工程種類，所以對於不同的工程人員大家共同的工作規範

及完成標準的齊一性就十分重要，否則我們就很難去要求最後完工品質，也因此各裝修工程種類的「施作方法」

與「規範標準」就很重要。 

室內裝修工程的範圍 

室內裝修工程其實在整個土木建築營建工程的大範圍中佔著很小但卻十分重要的地位，因為我們很多時間是待

在室內空間裡，所以雖然室內設計工程的範圍並不是最大的，但是卻直接關係到我們實際的視覺、觸覺等諸多

感受，所以格外重要。 

 

 

 

 

 

 

 

 

 

 

 

室內裝修工程的範圍 

土木工程 

建築營建工程 

 

景觀園藝 

工程 

室內裝修

工程 

 



輔仁大學應用美術系  室內設計施工與工程管理課程講義   授課老師 柏永青 

3 

 

室內裝修工程 

 

 

 

 

 

 

 

 

 

 

室內裝修工程包含的相關工程 

室內裝修工程的施工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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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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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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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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廚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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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水

工程 

玻璃

工程 

油漆

工程 

初步丈量 設計過程 放樣 施工圍籬架設 清除現場雜物垃圾 

屋頂陽台防水 

 

初步放樣 

 

拆除工程 

 

外門窗工程 

 

隔間水電放樣 

隔間工程 

 

水電工程 消防空調工程 

 

泥水貼磚石材工程 

 

木工輕鋼架放樣 

輕鋼架工程 木作工程 

 

金屬工程 

 

油漆工程 

 

玻璃工程 

 

清潔 窗簾及家飾布 完工 空調室內機裝設 

 

燈具開關插座龍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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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講  先期工程與假設工程 

 

在室內設計主體工程還沒進行之前，會有一些先期工程與假設工程會在主體工程之前先進場施作，這些先於主體工程之前

的工程項目是必須取決於主體工程的特殊性需要來決定的。 

所謂的「先期工程」就是在進行主體工程之前進行的一些初步的整理與修繕等準備工作性質工程，例如「雜物清除」、「屋

頂、外牆或陽台防水工程」等。 

所謂的「假設工程」也就是一些輔助主體工程但卻不屬於主體工程的一些日後完工後不會存在的工程項目，例如「鷹架工

程」、「支撐工程」、「起重機吊車」等。 

丈量 

在我們準備開始進場施作之前，很重要的一個步驟就是必須先核對我們手中來自設計單位的「施工圖」上的重

要尺寸與工地現場的實際尺寸有沒有太大的誤差，因為若有差異，倘若又會影響日後設計面的重要尺寸，最好

能在事先被釐清，並可與設計人員先行討論是否修正或修正對策，這樣可以避免日後工程的難度與因為這些重

大誤差所產生的糾紛。 

在丈量時，一般我們會由平面尺寸開始，從大的結構柱距、牆體、各開口位置由大至小的各部位逐一檢查。再

來就是對於室內高度向度的檢查丈量，從室內的樓板下方淨高到樑下淨高，窗台開口的尺寸，門開口的高寬，

甚至有些時候必須去扣除掉原來的裝修尺寸來求得真正的空間淨高、淨寬。 

在丈量時必須去發現問題並加以推測釐清一些疑問，例如被舊有尚未拆除掉的裝修修飾或覆蓋住的管道、柱、

樑、剪力牆甚或被封掉的窗與其他重要會影響設計及施工的空間元素或瑕疵。 

丈量過程中最好能會同設計人員以及關鍵的施工人員（木工負責人）一齊丈量，當碰到設計或是施工上的問題

時才能同時把問題釐清並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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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圍籬架設 

當碰到店面或是獨立對外的室內空間裝修工程時，為了必須清楚界定工地內、外的範圍時，就必須在工地最外

圍架設「施工圍籬」，施工圍籬除了有界定工地範圍的作用之外，對於商店業主本身也可以有廣告作用，並且

對於擺置於工地內的貴重機具與建材也可免於被閒雜人等順手牽羊的機會，而且對於施工期間的粉塵、噪音與

氣味等也有抑制向外擴散造成損鄰的情事。 

施工圍籬的種類有金屬浪板、木製夾板等許多不同的材質，需要取決於預算或耐候性與否來決定。 

施工圍籬可以視情況留設出入口，而監造管理人員更必須注意人員進出的管理，大的工地甚至會要求施工人員

配戴制式的識別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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鷹架與施工吊車 

室內裝修工程會碰到幾種狀況： 

a.挑高數層樓 b.局部的外牆工程 

當碰到這些工程時因為超過施工梯的高度以及有些是外牆的防水工程騎樓層高度都超過施工梯的極限，此時就

會動用到鷹架或是施工吊車等輔助機具或是架設設備。 

 

 

現場垃圾雜物初步清除 

在我們的工程團隊進入施工之前，有時候會遇到之前的使用者遺留下來的舊家具、垃圾或雜物等物品，為了施

工進度的順利推展，我們要把這些雜物給清除以騰出更大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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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水電及臨時廁所 

比較大型的工地當我們在拆除舊有一切隔間牆或是廚廁設備後會產生沒水沒電沒有洗手間的狀況，這時候可以

委託水電工班幫我們接上臨時水、電、臨時照明、抽風扇、臨時洗手間等設備以利施工機具的正常供電以及施

工現場的基本環境舒適度。 

  

 

屋頂或外牆的抓漏或防水工程 

很多工地尤其是頂樓或是年代燒為久遠的建築物通常或多或少會有屋頂漏水、外牆滲水、壁癌、浴廁內牆壁癌

的狀況，所以當我們事先就發現了這些相關狀況，最好是在所有室內裝修工作尚未進行之前就將之處理妥當，

因為所有內裝工程通常都不防水，而且當內裝工程做上去之後，就很難再處理這些漏水的問題。 

  

公共設施的保護工作 

當我們正要開始工程進行時，由於工程過程中我們的工程人員以及原物料版材建材會經過公共梯廳以及樓、電

梯等公共空間，所以為了減少對鄰居或公共空間因在我們施工期間對環境清潔及因不小心碰撞到原有空間的裝

修而產生的干擾及破壞，所以我們會把所經過的區域及通到作一些基本的保護，例如：通道地坪的保護、電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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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坪牆面天花板的保護等。 

  

  

初步放樣 

當施工現場上述的情況都被解決完成之後，我們還要再會同設計人員以及施工人員做初步放樣的工作，此時的

放樣最重要的工作是要把現場的隔間牆位置與高程基準線大致上先在空間中確定出來，哪些現有的牆體必須要

拆除？哪些可以被保留？窗台高度夠不夠？要不要打除或是重砌？等等問題都牽涉到營建的成本控制，所以初

步的放樣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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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講  拆除工程 

 

除非業主（出資者）交給我們的空間是所謂的「毛胚屋」（毛胚屋即是指空無一物的室內，沒有隔間牆沒有任何的裝修，甚

至沒有浴廁、廚房及水電），否則舊建築內或多或少都會有既有的隔間牆、廚浴設備、現有裝潢物、室內樓梯（如果是獨棟

別墅或是樓中樓的室內空間就會有室內樓梯）等等，有些設計師會把這些空間元素做大幅度的調整，此時就會產生拆除工

程。 

拆光與否 

當初步放樣完畢，會核對檢討出現有構造物與設計後需要隔間砌牆、砌窗台或是打鑿的詳細增減情況，這時候

就可以精確知道哪些牆面或構造物需要完全打除而哪些原有牆面可以保留，而有些牆面只是要把粉刷層或是面

磚打除的。因為每一個新砌新增加的舉動都牽涉到預算的增加，而打除的面積多寡以及打除掉的廢棄物都需要

預算清運，所以一定要仔細核對。 

  

留意結構樑柱及剪力牆 

當我們在執行拆除工程時，要十分注意不要拆除到原有建築的主要結構，例如：樑、柱是最容易判斷的，但有

時候我們也要注意不要拆到建築物的「剪力牆」，或是年代較久的加強磚造建築物，碰到比較厚的磚牆也要特

別注意，因為有可能是承重牆。 

還有一種狀況就是如果是兩層樓或數層樓的中大型室內工地，有時候會有局部樓板或室內樓梯打除的狀況，這

時要注意打除的樓板旁邊是否要做補強的動作，而混凝土樓梯有時候也是結構設計的一部份，所以當我們碰到

要拆除這些建築元素時都要再三觀察與評估。 

一般來說在打除時只要碰到混凝土的牆面或構造物，就要停下來，因為這個徵兆就意味著很有可能打到了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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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如果我們沒有太多的專業知識判斷是不是結構樑、柱、牆，那麼就更應該慎重及詢問專業技師。 

  

水電設備管線拆除 

除了結購物的拆除外，還有很重要的是一些舊有的水電、空調、消防設備管線是否要拆除？舊有的衛生器材馬

桶要保留與否？也要做出檢討。 

尤其是這些設備管線要拆除前要特別確定他們是否還有水？有電？有泡沫？有冷媒？等狀況，如果我們不夠專

業，為求慎重最好委請專業人員來做判斷以及拆除，否則輕則會弄得室內到處都是水，重則會觸電或是散出有

毒物質，那不僅會造成自身的危險更可能造成公共危險。 

所以當我們要拆除水管時要記得把總開關關掉，關掉後還要記得把館內的餘水給先放完，才開始做拆除的動

作。至於電管呢也要特別跟設計單位及水電工作人員確認，是只要抽換管內的舊線，還是要重新配管拉線，這

也攸關拆除的程度，當然很重要的是要先關掉電源總開關後才能做拆除的動作。其他若是要更改室內的消防管

線位置時也要特別注意，因為消防管的系統並非每戶一個單獨的管線系統，所以最好請專業人士來幫助我們做

判斷。 

拆除後暫時的防雨防盜 

有一些老舊公寓的裝修、透天的別墅或是一樓店面的室內，會藉室內裝修的機會把老舊損壞的外窗、大門做一

次徹底的更新，但是這時候工序的安排上就很重要，特別需要注意的是： 

1. 防風雨的問題──由於室內裝修工程多半不能碰到水，所以當抵擋外在天候的窗戶在拆除時，最好我們必須

留意氣象，尤其在夏季會有颱風暴雨，萬一我們堆放在室內的木製建材或是機具以及半完成室內家具，一

但碰到水後果非常嚴重也會造成木料膨脹或重做等嚴重結果，所以當施工期間適逢雨季，舊鋁窗在拆除之

後最好馬上把新鋁窗裝上，要不就是在新鋁窗按裝之前怕水的工程先不要進場施作，或者在新鋁窗尚未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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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好之前先用防水的板材把會潑水進屋內的窗孔嚴密的封住，這些都是十分重要的。 

2. 防盜賊的問題──除了戶外窗的防水防盜之外，有時候舊房子整修會連同舊大門都會更新，當我們把舊大門

拆除後便使得室內門戶洞開，最好的方式是同時就按裝上新的大門，如果沒有辦法同時，那麼就必須委請

木工或是鐵工做一個臨時性的大門來維持收工後的工地安全。 

  

拆除後的廢棄物處理  

當我們在拆除後會有許多垃圾或是建築廢棄物，這些廢棄物在台北市是不能在原地或是公共道路空地放置過夜

的，而且這些廢棄物若必須要放置在公共空間一段時間，所有的廢棄物都必須要裝袋，否則會被環保稽查人員

開立罰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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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講  外門窗工程 

 

一般我們在汰換舊有門窗時，比較常使用的是鋁門窗，其次是鐵門窗、不鏽鋼門窗、木門窗等很多選擇，但比較常被使用

的是金屬製門窗，而又以鋁門窗為最常被使用，由於鋁門窗的價格以及加工甚至耐候等等物理特性都很優越、所以廣受歡

迎。年代較久遠的建築或是特別要營造出懷古的感覺才會使用木質材料來做窗櫺。 

 

鋁門窗 

1. 鋁擠型──鋁門窗的製造方式是將鋁原料透過一個模具然後擠壓後成型的，所以一般稱之為鋁擠型。由於不

斷的研發與進步，鋁擠型的斷面設計是十分精巧與科學的，鋁門窗性能的優越與否取決於鋁擠型的緞面是

否精良。 

2. 表面塗裝材質──鋁是一種表面十分容易氧化的金屬材質，且鋁的本色是銀色的，有時候難以搭配繽紛的各

種多樣而感性的室內外面材，所以基於防止氧化及配色多元的可能，廠商會在鋁的表面做處理與塗裝，表

面處理的種類概略分成發色處理與粉體塗裝。 

3. 施工需注意的事項──在安裝時與牆面的接合要先預埋鐵件，預埋鐵件要確實與牆體堅固的結合，門窗在牆

的空間位置也要精準，到底是靠外邊或是靠內側要定位正確，因為會有外牆磁磚修補與室內窗邊收邊的介

面做法問題，一定要弄正確。 

4. 完工檢查──由於金屬窗的表面都會有一層塗裝，所以要注意這層塗裝要保持不被刮傷損壞，門窗在安裝後

表面會包裹一層保護的塑膠紙，盡可能不要去拆，或是另外用瓦楞紙板加以保護，以免在別的工種施工時

去不慎破壞到表面塗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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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製門窗 

鐵製門窗一般來說設計者自行設計的可能性就比較大，也因為可以客製化的製作，所以在價格上也鋁門窗昂

貴，再則是鋼鐵的價格本身較貴之外，他還會加上因為客製化所帶來的工資與塗裝的價錢，所以除了預算比較

充裕之外，相對比較少人用來作為窗戶，反倒是大門，由於大門的數量少而且大門是門面，又因為大門有許多

特殊的機能，所以大門設計訂製的機會很多。 

1. 構造作法──鐵製門窗的骨料（窗料）可以挑選現成的型鋼去拼接或者自行設計骨料以及門扇（窗扇）的斷

面。其作法步驟大略是： 

 

 

 

2. 完工檢查──完工之後須查驗形式尺寸是否相同，塗裝的顏色及質感與色樣是否有差異，門鎖五金是否滑

順，機能是否正常，若有裝設玻璃時，還必須檢查玻璃與門（窗）框的填縫劑顏色是否正確，填縫劑是否

打得漂亮平順。 

不鏽鋼門窗 

不鏽鋼門窗大略的原則跟鐵製門窗類似，但是不鏽鋼的表面處理比較少塗裝上漆，因為不鏽鋼理論上耐候性是

比鐵要好些，但是不鏽鋼的完成表面也有許多不同的樣貌與加工方式，例如：亮面、毛絲面、噴砂等等。像這

些表面處理方式直感各不相同，必須依照設計單位的指定規格或樣品來查驗。 

1. 構造作法──不鏽鋼製門窗的骨料（窗料）其作法步驟大略是： 

 

 

 

2. 完工檢查──除了檢查如鐵門窗相同的要點尺寸、機能與玻璃安裝、五金等等外，外表的質感對照與不鏽鋼

的品質也需要照設計單位的樣本與規定來查驗。 

     

丈量現場 照圖製造骨料 照圖製造門扇 噴漆塗裝 現場組裝 裝設五金門鎖、修飾 

 

丈量現場 照圖製造骨料 照圖製造門扇 表面加工 現場組裝 裝設五金門鎖、修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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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屬捲門 

金屬捲門的種類──金屬捲門有鋁合金的快速車庫門、有鐵捲門、有不鏽鋼捲門、有半穿透式的捲門等，車庫

門多是電動的，而一般的金屬捲門有手動的也有電動的。 

金屬捲門的構成──金屬捲門很重要的幾個主要原素分為捲門箱、捲門、軌道等。 

安裝與監造──在安裝時必須先預埋軌道，然後才做後續其他的安裝工作。在安裝軌道時需注意設計完成的軌

道與裝修完成面材的關係，同時需注意捲門箱的空間是否足夠，捲門箱的包裝方式等。而安裝

完成後除了要觀察外表是否有損傷或刮傷之外，也要測試捲門開關是否順暢，有沒有異常的噪

音等。在交屋之前，遙控器更要妥善保存。 

塞水路 

當我們把任何一種門窗裝到定位以後也固定好，由於構造原理，窗料骨架一定會小於牆體留下的洞，所以為了

防水的理由，我們一定要把窗骨架與牆體之間的縫隙給填滿，填實。 

填實的方法是由施工人員拿一種像鴨嘴的大型針筒注射器，將拌好的水泥沙漿注射進這縫隙中，這步驟一定要

做確實，否則日後雨水會會由窗邊進到室內變成很麻煩的後患。 

當我們把室內的水路給填實之後，千萬要注意一點，那就是防水層的施作必須要做在最靠近水源的地方，所以

窗外的原有面材與防水層一定也要同時修補確實，才能真正防止日後窗邊滲水的可能。 

訂製品與現成品門窗 

一般不管是鋁門窗或是鐵門窗多半是訂製品，因為窗戶的尺寸大小各異，但是室內大門一般的尺寸大致上都比

較固定，所以有一些業者專門生產各式不同樣式材質的金屬大門可供選擇。 

但是前述的所謂訂製品其實嚴格說起來應該算是半訂製品，所謂半訂製品的意思就是說這些施工廠商會用現成

的鋁擠型骨料來針對我們現場需要的尺寸及分割、機能來組合。而鐵質或不鏽鋼製的窗框也都是廠商向原料供

應商訂購不同斷面的型鋼來銲接組合而成的。 

門窗鎖五金 

只要是門或窗就會牽涉到門窗的五金配件，除非是固定窗，否則只要可以開關就會有鉸鍊，鉸鍊的種類很多，

它牽涉到門或窗的開關方向及機能。除了鉸鍊之外還有鎖及把手，窗把手上附帶的鎖通常沒有鑰匙，除非特別

註明，但是門把手以及門鎖樣式就很多了除了各種機能防盜層級以及形式各有不同之外，鑰匙的防盜拷、感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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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磁卡鎖或是其他種類的產品搭配對講機以及電鈴的相關設備，都要針對各設備配備不同而個別去了解，否則

有些門鎖非常昂貴大意造成損失誰都不樂見。配合門鎖五金我們也會配合在做好的門扇上鑽孔配合預埋安裝，

所以這些相關挖孔的尺寸都要弄清楚。 

  

窗扇與玻璃 

一般來說玻璃都是裝在窗扇上，大多是用強化玻璃，隨著安全等級大小尺寸不同在玻璃的選擇上也會有所不

同。例如有厚薄不同的強化玻璃、膠合玻璃、強化膠合玻璃、雙層玻璃中間抽真空、雙層玻璃中間夾百葉等，

這些玻璃還配合高科技材質還有各種反塞程度不同的鍍膜，選項很多，但重要的是要弄清楚各種不同玻璃的厚

度以及相關鋁擠型的配合程度等事宜。 

一般的住家或大樓的門窗玻璃，消費者本身要在買屋或安裝窗戶玻璃時自行跟廠商或建商要求，務必要至少安

裝【6 /mm 強化玻璃】以上的規格，如果是大面積的窗戶玻璃則最低要求要在【8 /mm 以上的強化玻璃】(這

是以有四邊邊框的要求來說)如果以玻璃門或落地隔間的玻璃，最好能要求在【10 /mm 並且是強化過後的狀

況】！因為強化過後的玻璃就算破裂也不會造成任何人之傷害【破裂後為細小顆粒狀，以 SGS 檢驗規範:50mm 

×50mm 破裂之後的顆粒應大於 40 顆以上】！ 

※本段文字來源自【http://www.li-tian.com.tw/meeting_detail_content.php?id=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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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講  隔間牆工程 

 

隔間牆的材質很多種，但大略可以分成澆灌類、疊砌類、輕隔間類（骨架封板）、混合類、玻璃隔間等等。各種不同的種類

也意味著其各自不同材質及施工方式的各種隔間牆，同樣式隔間的基本功能，但因為施工的方便程度不同、造價不同、基

本性質不同、表面質感不同、用途不同等，就產生了好多不同的隔間牆系統。 

 

澆灌類： 

鋼筋混凝土隔間牆 

一般室內設計的隔間牆工程比較少用到鋼筋混凝土做為隔間牆，除非有特殊的結構支撐及補強需要或是設計者

需要清水混凝土的外表質感。 

1. 施作方式 

 

 

 

 

 

 

 

2. 施工管理與查驗── 

a. 如果本鋼筋混凝土牆體工程是隔間同時兼有結構作用，那麼鋼筋配筋的粗細以及混凝土配比與品質就必

須要依照結構設計人員的指示與規範來施作。同時養護的部分也是使混凝土強度達到最高的很關鍵部分。 

b. 另外一種機能就是設計人員純為混凝土表面質感而使用鋼筋混凝土工法，此時對於鋼筋混凝土拆模後的

表面質感表現就很重要，如果在拆模後表面不夠平、孔洞（蜂巢）太多、色澤太不平均等重大缺失，都要

想辦法補救甚或是拆除重作。 

放樣 綁鋼筋 單側模板 

組立 

配水、電管 

預埋開關盒 

另一側模板

組立 

拆模板 養護 修補 完工 灌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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疊砌類： 

砌磚牆 

磚牆厚度及砌法──在遇到砌磚牆時要知道磚牆的厚度與其名稱，一塊磚的長寬高大約是長 22cm×寬 10cm×

高 5.5cm， 

砌磚牆遇到開門或開窗時──砌磚牆是一種疊砌的構法，遇到砌磚牆上需要開口時，底部會因開口而空掉，此

時必須用一支混凝土的楣樑（一般來說有現成品，泥水工會準備）來做支撐，若跨距過大時可以用鋼架來

代替。 

磚牆與原有牆壁的錨定──為了讓隔間磚牆不是一堵一推就倒的孤牆，在砌磚之先必須要在原有的牆邊先預埋

或錨定「鋼筋」或「膨脹螺絲」，並要使磚塊的縫隙確實可以咬合住這些錨定的預埋件，方能使牆體完工

後更加穩固。 

施工監造要點 

1. 放樣時要注意完成面的確實位置必須加上粉光後的尺寸 

2. 磚塊要先泡水 

3. 每日可疊砌的高度要注意 

4. 收工時要砌成鋸齒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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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心磚牆 

空心磚牆施作方式── 

 

 

 

遇到開口、牆頂時的作法──空心磚有一些特殊功用的磚型，可以因應各種開口收邊部份使用。 

施工監造要點──有沒有配筋？配管線時要注意開關位置以及管線要落在空心磚的孔洞上。 

抹縫的品質要注意，並且施工中不小心污染到磚塊上的水泥砂將要儘速清理乾淨

植筋 疊砌空心磚 灌漿 抹縫 配管線 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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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磚牆 

施作方式 

 

 

施工監造要點 

1. 玻璃磚花色型號是否正確 

2. 砌玻璃磚時完成面是否平整磚縫是否整齊 

3. 水泥砂將是否填實黏合 

立骨架 砌玻璃磚 填縫 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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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填縫劑完成面是否美觀 

 

乾式隔間類： 

輕隔間 

輕隔間的面材與牆厚以及隔音程度──在我們施作輕隔間牆之前，要注意輕隔間牆因為其各自需求不同，所以

其面版材質也各自不同。不同的骨架已即不同的面板所加總起來的總牆厚也各自不同。到底是封單層版或

是封雙層版？若是牆的高度過高時，所用的骨架規格也相對加粗，這些都會影響到牆的厚度。 

輕隔間隨著隔音程度與隔熱防火程度不同，其內填物的規格也各自不同，這也是必須在事前注意的。 

施作方式── 

 

 

施工監造要點 

1. 縱骨架與橫骨架尺寸是否正確無誤？ 

2. 在填吸音棉及封另一側版之前要注意管線配完成沒有？配正確與否？ 

3. 內填物的規格是否正確？密度是否足夠到達規定？ 

放樣 單面封版 配管 完工 立輕鋼架 填塞吸音防火綿 另一側封版 油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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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造隔間 

木造隔間的作法與輕隔間很類似，只是骨架變成木角材而表面版材是木版。所以在規格上是很靈活的。 

施作方式── 

 

 

施工監造要點──與輕鋼架隔間牆類似。 

 

放樣 單面封版 配管 完工 立木角材 填塞吸音防火綿 另一側封版 油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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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類： 

輕質混凝土隔間 

何謂輕質混凝土隔間──所謂輕質混凝土隔間就是在輕隔間的雙面面板之間的空心與骨架的空心夾層空間內澆

灌輕質的混凝土。其外層的面板與骨架做法與輕鋼架隔間作法一樣，但是所封的面板一定要是耐水的水泥

板，而就用水泥板做為模板，然後從牆的最上面澆灌輕質混凝土，所謂的輕質混凝土就是水泥混合很小的

保麗龍球，以減輕牆體的自重。 

施作方式── 

 

 

 

施工監造要點── 

1. 版材要是防水的水泥版 

2. 灌漿時要確實把水泥砂漿灌到每個空隙 

 

其他類： 

玻璃隔間 

施作方式 

 

 

施工監造要點── 

1. 承擔玻璃的框架施工品質的監控 

2. 玻璃種類是否正確無誤？ 

3. 填縫劑顏色及種類是否正確？ 

4. 填縫是否美觀 

 

放樣 單面封版 配管 

完工 

立輕鋼架 

灌漿 

另一側封版，但不到頂 

油漆 把空隙的版封滿 

放樣 丈量玻璃尺寸 玻璃加工 完工 立框架 玻璃裝設 填縫 



輔仁大學應用美術系  室內設計施工與工程管理課程講義   授課老師 柏永青 

23 

第六講  水電工程 

 

室內設計工程除了相關家具等裝修工程之外，很重要的還有供應足夠安全負載設備的電力及維持生活很重要的水源設備、

盥洗設備、衛生設備等。這些設備是室內設計工程的幕後功臣，這些工程不太外顯，但是萬一在事前沒有把工程品質或應

有的機能照顧好，萬一到了完工後才發現哪個水龍頭沒水或是哪盞燈沒有開關，那麼就會十分麻煩且為了一點小狀況要花

費極大的代價去修復。 

 

水電放樣： 

無論水管或電管，很多都是被設計到非常精準的定點出水或是安裝開關、燈具、或其他設備，由於設計者為了

表現十分精準的設計質感，所以除了木作、泥作會被要求得十分精準外，連相關的水電設備都要配合其他裝修

一樣精準，尤其水或電的管路多是配在牆壁裡，而且當水電進場配管線時，所有裝修以及泥作工程都尚未進場，

所以打頭陣的工作精準度的要求與依據就十分重要。尤其是水龍頭的位置常常會被要求對正牆面石材的溝縫，

馬桶的位置也要配合地磚溝縫分割，甚至連地板排水口也都要配合在淋浴間的正中間，在電的方面，電視櫃上

的各種插座要配合造形牆的位置與分割，而天花板上的崁燈位置也要對正許多相對的目標物。所以水電的放樣

時就要先把其他相關的施工圖面先閱讀清楚然後領導水電工程人員進行精準的放樣。 

 

電： 

配電盤位置及大小 

配電盤就是整個空間電力的總開關。所以配電盤的位置很重要，通常在住宅裡的配電盤都會設在玄關或是客廳

旁邊，以便在萬一當無熔絲開關負載超過時跳電後可以立刻重新啟動開關。 

配電盤位置──如上述，配電盤位置對於我們的易達性很重要之外，但也由於他必須在公共且顯眼的位置，所

以往往又與客廳或玄關需要美觀的特性相違背，所以若我們要重新更改配電盤的位置時，位置的選擇

十分需要斟酌。 

配電盤大小與容量──當設計單位把所有的開關插座或用電設備配置數量與相關圖面配置好後，要請相關顧問

或是水電安裝人員評估，評估配電盤大小與吳熔絲開關的數量，配電盤外面有一個箱體，箱體通常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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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屬做的。配電盤大小決定開關箱大小，而開關箱大小決定埋入牆壁的洞大小。 

配電盤裝設──一般配電盤開關箱都是埋牆式的，配電盤與開關箱確定位置後需要把牆的位置挖開一個適合的

洞，並且所有的電源開關插座暗管都會從這裡出去。 

  

配設電管 

電力要能發揮服務我們的功能有幾種途徑，最直接的就是透過插座送電讓我們的電器設備可供使用，另一種就

是通過開關來控制燈具等電器用品，但是我們日常使用的開關、插座背後的管線都是隱藏在牆壁裡的，那也意

味著牆體的背後藏了許多相關管線。 

放樣──室內設計是十分精準的，所以連牆壁上的開關、插座、對講機等凡是視覺上會被看見的元素，都應該

要被精準的配置考慮在機能、美感兼顧的最好位置。 

配管──電線管路隱藏在牆壁裡，並非裸線，而必須先把空管預埋到牆裡，從開關連通到燈具設備；或從開關

箱連通到各開關，就是配管。 

拉線──等管預埋好了，打鑿過的牆壁補平後油漆完成等所有的工程幾乎完成，工程人員會從各空管的一端拉

電線並將開關或插座接好裝好，另一端就會接上燈具或是電源，這樣才算是完成。 

與木工或廚具配合──室內設計的許多設備與燈光或是控制開關會與固定傢俱合而為一，所以如果有開關插座

是附屬在家具上的話，那就必須把會經過傢俱裡的管線先配好，這時候就需要木工的配合，開關插座

也需要開孔，也需要木工的配合。 

比較常見的是天花板或造型家具中的間接燈光與電視櫃上的許多電源與訊號插座等。 

與空調或其他設備配合──在許多家用設備中空調是用電量很大且需要電壓 220 伏特的電器，所以空調機都需

要專用電源，且不同的空調設備或許還有不同的電力需求，此時就需要協調水電工作人員與空調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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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的配合。例如舊房子要裝設室外機時就需要水電把專用電迴路配置到定點去。 

  

弱電（電話、對講機） 

除了供應我們動力來源的強電之外，還有另一種弱電設備，例如室內電話、對講機、網路線、電視天線等就是

所謂的「弱電」設備，這些設備也需要配管，所以也是需要精準的位置尺寸，讓水電人員可以將隱藏管配到定

點，再拉線到每個精準的位置。 

音響、影音設備工程 

音響、視聽、影音設備是另一種系統的設備，會有專業的音響視聽廠商來承作工程，通常這些工程都是在整個

工程最後才會進場施工，但是由於我們的牆體工程以及水電的配管工程是在牆體工程粉光油漆步驟之前就完

成，所以若要將視聽弱電線路埋於牆內，就必須事先於配管時就要先配好。 

很多視聽設備的玩家對於各視聽設備的端子線十分講究，這些端子頭以及發燒線都十分特殊，無論是尺寸或是

線材粗細與材質都要很注意，所以這方面需要先弄清楚相關規格與注意要點，才能在配管時正確無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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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關插座位置 

精準的室內設計會在施工圖上甚至立面圖上確實標示出開關與插座的立面位置或是直放橫放的方式，這時候我

們就必須詳讀這些圖面，以便在配管時正確的配到定位。 

燈具位置 

無論是在牆壁上的或是在天花板上的燈具或設備都有很精準的平面及空間上的位置，既然位置非常精準，所以

也意味著我們事先在把管線拉到定位時也要非常準確的核對。 

傢俱或裝修裡的電線與開關插座及設備 

很多時候我們會將一些開關或插座設計在固定傢俱裡，例如電視櫃上的許多網路、電源、有線電視、視聽器材

等各種不同的插座，我們常會把這些插座用蓋板隱藏美化起來，這時候就必須先與相關水電、木工、泥水、視

聽音響廠商或施工人員先溝通好，才能把傢俱作得更加客製化。 

  

水： 

配給排水管（龍頭及地排） 

放樣定位── 

1. 給水管──所謂「給水管」就是水龍頭所需要的水管，也就是供應我們清潔的水源的水管。由於給水通常都

是靠重力的壓力來推動水流，水塔也多設於整棟建築的高處，由於連通管原理，所以給水管比較沒有洩水

坡度的問題要考慮。但是由於我們在浴室設計時，水龍頭的挑選是很考究與仔細的，也由於高價位水龍頭

通常需要配合的事項很多，個別水龍頭的特殊性與需求是格外需要注意協調工程人員配合的。 

水龍頭無論是從「牆面出水」或是「台面出水」，通常會牽涉到人體工學、牆面磁磚溝縫搭配設計、台面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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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洗洞加工等問題，所以在給水管埋設時就要反推完成面的位置，才不會出現誤差。 

2. 排水管──所謂「排水管」就是我們用過的廢水排放水管，由於他跟給水管的原理性質不同，所以他從水槽

或浴缸的排放源頭開始一路到主要排水幹管之間，一路都是要「往低處流」的。那這個排水管的坡度必須

要維持在起碼 1/100 的洩水坡度。 

 

配污水管（廁所便器定位） 

1. 放樣定位──跟排水管一樣便器與馬桶都有糞管汙水排水管的洩水坡度與定位的問題，所以在這些相關水管

在打鑿預埋配管時就要與水電工程人員精確定位放樣，並在事前就要確認清楚糞管的走向與最後所影響的

地磚鋪設完成面是否需要墊高，這十分重要。 

2. 地坪墊高的問題──由於糞管直徑十分粗大，直徑最少都有 4 英吋，所以很多建築物都會把糞管行經本樓層

的樓版下方，下一個樓層的天花板內進入管道間接到主糞管排放。當我們要改變原有的馬桶坪面配置位置

時，我們不能到樓下人家天花板內施工，所以我們都會把糞管接回到原有的馬桶糞管位置，那新的馬桶到

舊馬桶的這條糞管就會高於地面，於是我們又要用磁磚把他蓋過，整個高度就會高於房間的高度了。 

廚具與給排水 

廚具的設備很多有的需要用電有的需要用到水，例如台面的水龍頭與水槽的排水管，有的廚具會配置洗碗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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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碗機也有幾排水的管路，像這些都是要在事先先配管的，我們都要特別注意，否則遺漏了，等牆面磁磚、廚

具設備等都設置到定位了才發現那就要大費周章的傷腦筋了。 

露、陽台排水 

路台陽台都會淋到雨水，所以落水口就是幫助排水很重要的管道，我們若非必要，不要隨便改變這些落水口的

位置，因為這些落水口都是整個大樓系統的管路，如果任意堵塞或移位，日後發生問題，十分麻煩。 

至於在施工期間，工程人員沒用完的水泥砂漿以及水泥漆的清洗等，很多人會在陽台或廚房清洗，要特別規定

不可以把水泥砂漿往落水口倒，因為這些東西除了容易結塊堵塞水管外，也可能因為化學溶劑汙染環境，必須

要注意管理約束。 

洩水坡度 

水往低處流是大家都知道的淺顯道理，所有關於水的設備多半都有給、排水的問題。特別是排水，一般排廢水、

汙水不太會有馬達等設備輔助，所以需要靠自然的重力來派放到汙水管內，因此在配設任何關於汙水管、廢水

管時切記要使水管呈現起碼 1/100 斜率以上的洩水坡度。 

1/100 的斜率看起來似乎沒甚麼，但是就一般住宅的浴室來說倘若我們擅自更改馬桶位置，就有可能需要將整

個浴室空間墊高，因為糞管的直徑最少都有 4 英吋。 

 

建築硬體： 

管道間 

1. 管道間是甚麼？ 

2. 管道間裡面有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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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講  泥水工程 

砌磚牆類： 

一般隔間磚牆 

裸露磚塊表面的清水磚牆 

1. 磚塊的養護──磚塊運到工地後要先泡水 

2. 溝縫的用途與種類 

3. 砌磚計畫 

面材類： 

鋪地磚 

1. 磁磚計畫──在鋪貼地磚或是壁磚之前一定要對預定鋪貼的磁磚尺寸以及溝縫的確實寬窄尺寸有所瞭解，並

預先做好磁磚計畫，例如放樣基準點在哪裡？哪裡需要整磚？哪裡要對縫？都要事先計畫好，否則工程人

員會照他們方便或是慣常的方式鋪貼，其結果未必是我們要的。 

2. 舊地磚打除──地磚的表面有上釉，所以無法與水泥砂漿有好的黏合，也因此在鋪貼地磚之前一定要先把舊

的地磚打除，同時鋪貼地磚會有相當厚度，不打除也會使室內淨高度減少。 

3. 鋪地磚前的初步地坪防水──在面對鋪貼前的混凝土樓板時，要有一些基本的認知，就是「混凝土並不防

水」，然而我們目前鋪貼地磚的工法都是需要用到含水量較多的水泥砂漿，這時候在施作的過程中就有可能

會有泥水會滲透到樓下的天花板去造成損鄰及賠償的事件，所以在施工之前先要將整個地坪做一次防水工

作，使水泥砂漿能被阻擋在防水層之上。 

4. 磁磚種類與磚縫大小──磁磚由於高溫窯燒時會產生微微的形變，或凸或凹，所以我們要先問磁磚廠商所鋪

貼的面磚與面磚之間需要留多寬的溝縫，以便我們作業。 

5. 抹縫的顏色──既然有溝縫，它就有填縫的問題，填縫有許多顏色的色粉可供選擇，我們可以選擇適當的顏

色來填抹。 

6. 浴廁地磚的洩水坡度與排水口──碰到浴廁或廚房時，地板會有落水口，當我們在做地坪磁磚計畫時必須把

落水口位置一併計畫出來，落水口位置會影響地坪磁磚的鋪貼方式與溝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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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施工流程 

 

 

 

   

貼壁磚 

1. 磁磚計畫──貼壁磚時也是跟地磚一樣要做好計畫，道理就不再多說。 

2. 舊壁磚打除──原理同地磚。 

3. 鋪貼前的壁面防水──無論是鋼筋混凝土牆壁、磚牆、輕隔間牆等都不防水，尤其當會貼壁磚的場合多半是

浴室或是廚房，浴室淋浴間會有水直沖牆面的，所以水會經由牆面滲透到臥房或是隔壁房間，如果沒有做

好防水工作隔壁房間恐怕日後會有壁癌產生，所以一定要先做好防水工作。 

壁面防水與地面防水要一次施作，尤其在牆角與地面交界處要格外注意施作確實不可有漏。 

4. 磁磚種類與磚縫大小──原理同地磚。 

5. 抹縫的顏色──原理同地磚。 

6. 施工流程 

 

 

   

防水工程 鋪水泥砂粉 

完工 

量測水平 放樣 淋水泥漿 

鋪地磚 微調水平 抹縫 

防水工程 完工 放樣 貼壁磚 微調 抹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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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材工程 

1. 石材分割計畫──天然石材分成「花崗石類」與「大理石類」兩種，花崗石類的石材在花紋上通常呈現點狀

結晶，所以在分割計畫上比較沒有對花紋與方向性方面的考量，然而大理石類的石材表面紋飾是有具體方

向性的圖案，所以是可以對花或陣列的。 

石材不像磁磚，有生產模具的固定尺寸限制，所以我們是可以按照空間大小較自由的分割的。 

2. 鋪地面石材──鋪法原理大致同鋪地磚。 

3. 貼牆面石材──由於石板的厚度一般是台制的六分板（約 1.8cm），所以比一般壁磚足足厚上一倍左右，所

以貼牆面石材通常不像貼壁磚一樣直接在背後用鋸齒鏝刀抹上黏著用水泥砂漿就直接貼上，這樣恐怕石材

太重或掉落而傷到人，所以都會使用背後鎖上鐵件吊掛的方式來固定在牆上。 

4. 檯面──檯面石材常常是鋪貼在木作的櫥櫃或是水槽上的，嚴格說起來這種做法比較像是用黏著劑黏合在木

造傢俱上的，這時候就會配合傢俱上的機能來做各種加工。 

打版──由於檯面石材是配合木造傢俱來施作的，實際安裝並不困難，但是木作工程非常精準，所以實際的

尺寸木工最知道，所以會請木工幫我們打一個一比一的型板，而我們再拿這個型板去訂製裁切石

板。 

洗洞──若是浴室的檯面就會碰到水槽、龍頭等孔洞要留設，這種加工會在木工所打的型板上標示出來，加

工廠會按照型板洗洞加工。 

磨邊與加工──石板的側面通常會因為加工材切而呈現粗糙的表面，所以我們也要注意設計面的結果是要甚

麼樣的完成面。是倒角？圓角？加厚磨圓？各有不同的完成結果，加工的工資也各不相同。 

   

硬底工法與軟底工法 

硬底工法──鋪貼地磚或石材很久以前是用所謂的「硬底」的工法，所謂的硬底工法就是在磁磚背面直接用鋸

齒狀鏝刀把水泥砂漿塗抹在地磚背後直接貼在地上，這種工法的優點在於其施工的厚度小，對室

內淨高度影響較小。由於這種工法就順著地坪鋪貼，所以若地坪不是絕對水平的，那麼室內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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磚或石材就會隨著地坪傾斜，並且由於地磚與混凝土樓板之間只有一層約 1cm 左右的水泥砂漿，

且易產生間隙，在日後萬一有重物高壓或是滑輪滑過，便容易產生磁磚或石材鬆脫的狀況。 

軟底工法──也因為這些缺失所以產生了一種「軟底」的工法。軟底工法是在混凝土樓板上先灑上厚厚的一層

預拌好的水泥沙粉，先把大致的水平給弄準確了以後，再澆淋上很稀的水泥水，再把地磚或石材

一塊一塊鋪到定位，且逐一用水平尺測量單塊或整面數塊地磚或石材的水平，若有誤差則在水泥

砂漿尚未乾燥前用木槌或吸盤微調，所以相對之下，軟底工法較精準且耐用，但是他的缺點就是

完工的高度最少會有 6cm〜8cm 的高度，會減少室內的淨高度。 

吐黃的預防 

1. 吐黃──由於石材本身是天然的材質加工磨光而成，所以會有許多天然的毛細孔隙，然而我們施工時所用的

水泥砂漿或是黏著劑本身有其化學成份，有時候這種化學成分會因為水的拌合而解析出來，滲透進天然石

材的毛細孔隙中，而產生化學變化，而浮現在淺色石材的表面一片黃色的斑。 

2. 防治──為了預防上述這種現象我們可以從兩方面去預防： 

a.石材防護──所謂的石材防護就是由專業廠商將高分子防護劑經由溶劑將成分注入石材的毛細孔中，經過

一小段時間的滲透及揮發後，將會留下抗污樹脂成分，並將毛細孔填滿，達到阻隔石材吸收水分及污染

的作用。※本段文字來源自【http://tw.myblog.yahoo.com/jw!X9dYEkOQBQ45iDU0rQNn1iWiKg0S2YeJ/article?mid=48】 

六面防護──石材若要防護就必須做六面就是所謂的六面防護 

b.用白砂取代原來的灰砂拌合白水泥──我們在鋪設地磚或是砌磚牆時用的水泥就是一般的灰色水泥，砂也

是用常見的灰砂，但是當碰到鋪貼淺色的石材時就會改用白砂與白水泥來取代原來的灰砂與灰水泥。 

 

粉刷類： 

水泥粉光 

施工方法──在剛砌好的磚牆或是剛澆灌好的混凝土牆表面一般會用水泥砂漿粉平，使其表面光滑。 

我們會視牆面的凹凸狀況不同分別有粗底與粉光兩次步驟。粗底就是用砂的配比比較多的水泥砂

漿來將牆面做一次初步的整平，然後會用水泥粉比較多的水泥砂漿做第二次的粉光步驟。 

監造重點──水泥粉光的完成表面要平滑，牆面要直挺，千萬不要從側面看起來呈現水波狀或是始摸起來太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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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糙。 

另外就是粉光的轉角處要平直，尤其是陽角的部份千萬不要彎彎曲曲的，一般來說，施工之先，

工程人員都會用護角壓條先將羊角的部位先行確定位置，所以較不會出現上述的狀況。 

   

 

洗石子 

施工方法──將配比適當的小石子（七厘石、宜蘭石或其他種類石子）與水泥砂漿拌合，然後用鏝刀如同水泥

粉光的方式鏝在牆上，俟其將乾時，用小水柱沖洗，把附著在小石子週微的水泥砂漿沖掉，裸露

出石子立體的表面。 

監造重點──牆的平直是必要的，當洗完的石子表面是否均勻？每顆小石子是否都有其該有的立體感。 

   

抿石子 

施工方法──與洗石子大致相同，但是所不同的是在最後水洗的過程改為用海綿沾水把水泥砂漿抹掉，所以叫

做抿石。他完成後與洗石子最大的不同就是洗石子完成後每粒石子較為立體，而抿石子完成後較

平潤。 

監造重點──與洗石子大略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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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石子 

施工方法──先將欲鋪設的面積以銅條做好分割，然後將小石與水泥砂漿的拌合砂漿鏝在地上，待乾後以磨石

機器打磨，最後會成為一顆一顆小石頭的斷面，打蠟後便算完成。 

監造重點──銅條分割的大小要遵照規範的尺寸間距，石子、水泥砂漿與色粉的配比要確認色樣是否與設計單

位提供的相同。 

由於磨石的時候會用大量的水，所以污水的溢流也要特別注意不要去污染到已做好的其他項目。 

  

  

斬假石 

施工方法──斬假石的做法與洗石子在前段都很雷同，但到了整個帶有小石子的粉刷層乾了以後，就會使用鋼

製的鑿器以緊密的方式鑿切，使小時子的面被切刻出來而成。 

監造重點──監造重點在鑿切的公是否細緻漂亮。 

   



輔仁大學應用美術系  室內設計施工與工程管理課程講義   授課老師 柏永青 

35 

粉刷類工程溝縫與大片面積的裂縫控制 

1. 伸縮縫────由於粉刷類工程會有一個很大的材料物理性質上的侷限，那就是「龜裂」，任何材料都有其物

理上因為熱漲冷縮與震動所產生的伸縮係數，也因此當我們在施作粉刷類工程的時候，要有一個認知，就

是如果我們施作尺寸超過材料本身的物理身縮特性極限的大小太多時，因為天候及前述的許多因素，就容

易龜裂，這些裂縫輕則造成視覺心裡感覺上的不舒服，重則甚至會有滲漏水的可能狀況產生。 

2. 施工縫────還有另一種狀況，那就是倘若要施作的面積大到超過單日可做完的工作面積時，也要事先用

溝縫區分出來。使得前一日與後一日不同時間施工的介面是左們所控制之下的。 

3. 縫或壓條────無論是伸縮縫或是工作縫，「縫」本身都只是一種統稱，事實上我們在實際操作時可以用「凹

進去」的縫抑或是平或凸的預埋壓條來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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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講  輕隔間工程 

 

輕隔間工程顧名思義就是以輕型鋼架做為骨架，然後覆以面材作法的所有工程統稱。其中包括牆面與天花板都可以用這種

相關工法來施作。其優點是質輕、耐火、施工時程短、工地較不易受汙染、完工後較平整、配設備管線較容易等，而缺點

則是較不厚實、隔音性較差、在防水性上較弱等。 

 

輕鋼架牆面工程： 

構造及施工方式 

1. 構造──以輕質鋼架（輕鋼架）為骨架，外皮釘覆上各式板材最後批土塗裝上面材的一種輕質隔間牆系統。 

2. 施工方式── 

 

 

 

輕隔間的完成面材質 

所謂完成面亦即表面的板材；在台灣大約可以看見坊間有石膏板、矽酸鈣板、氧化鎂板、水泥板、木夾板等等

不同的面材。 

大部分的面材都不防水，除了水泥板以外。也就是說倘若我們廚房浴室的隔間可以用水泥板作為板材，因為水

泥板可以塗佈防水劑並貼磁磚。 

大部分的人用輕隔間作隔間牆通常表面會批土油漆，但有時候有一些板材的表面質感很像石材，例如水泥板、

氧化鎂板。 

輕隔間牆的隔熱及隔音 

1. 隔熱與隔音的重點是要使空心隔間牆中央產生一層空氣層 

2. 填塞岩棉可達到隔音與隔熱的效果 

輕隔間牆與磚牆或混凝土牆接合處的裂縫防治 

放樣 單面封版 配管 完工 立輕鋼架 填塞吸音防火綿 另一側封版 油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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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質性不同的材質並置於同一個面上容易產生裂縫──相異物質的比重不同，故在遇到濕氣與熱漲冷縮的膨脹係

數也截然不同，所以異種的材質要在同一個面上交接時，硬接一定會龜裂，所以變要想方設法使龜裂情形降

到最低。 

2. 防制方法──溝縫──利用溝縫使不同材質相間隔，中間以彈性的填縫材作為緩衝。 

蓋板──利用蓋板或線板產生一個飾帶也遮蓋住異種材質交接的縫隙。 

  

 

輕鋼架天花工程： 

明架、半明架礦纖天花 

明架、半明架天花板就是我們平常所說的輕鋼架礦纖天花板，特性就是質輕、易施作、易拆裝等特性，所以我

們常在辦公室或是公共空間看見。 

由於是一種組裝的現成品，所以比較需要注意的是所挑選的型號及花色是否正確？以及天花板高程是否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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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樣點與對縫 

輕鋼架礦纖天花是一種 60cm×60cm 模矩的方塊天花板，所以要特別注意他的放樣點是否跟設計的放樣點一

樣，這必須仔細核對清楚。 

這種天花板系統是一種模矩化的工業產品，所以相應有許多不同功能的套件會相應而出，例如：燈具、空調出

風口蓋板、空調回風口蓋板、甚至許多辦公室自動化的空氣清淨機都會配合這種模矩來製造。 

施工方式 

1. "釘修邊"以彈線墨繩或雷射水平儀，抓好水平在將修邊條沿水平線釘製。 

2. "固定吊筋"先做好記號 4 呎寬度，再用火葯槍把吊筋固定在水泥屋頂上。 

3. "組合骨架"依序將骨架組裝 12 呎(主架)-4 呎(副架)-2 呎(副架)。 

4. "調整水平"利用雷射水平儀將骨架的高度調整至修邊條的高度。 

5. "鋪蓋面板"水平調整好之後，最後的步驟將板子依序的蓋在骨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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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講  木作工程(一) 

 

木作工程是室內設計工程各種工種中的主力工程，而且由於木料本身易加工，表面質感變化多，而且木紋飾十分天然美麗，

所以一般住家室內多喜歡以木作來作為主要骨架及表面材質。 

木料的挑選若無特殊指定，建議使用防腐角材，如果是接近濕氣重的家具或是木工項目就應該使用防潮板材。 

 

木材型式種類 

板材──板材可分為實木板、合板類、密集板類 

角材──角材亦可分為實木角材、集成材角材等 

板材尺寸──板材大致有兩種尺寸：a.90 公分×180 公分、b.120 公分×240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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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暗架造型天花板 

基本構造方式── 

 

 

木暗架及角材的間距──木暗架的間距是很重要的，大約每 1 尺半（45cm）一支角材呈格子狀在預定的空間高

度上，我們要特別注意這些骨架要足夠，不能疏於這種規格，否則封板以後會因為角材（暗架）過疏而導

致板材因熱漲冷縮或是含水過多而產生中間下垂的瑕疵現象。 

封面板──封面板通常會用矽酸鈣板來釘在原來的木暗架上，如果表面有特殊需求面材，再以黏貼的方式黏貼

上，在封面板時要注意板材最好是交錯排列，然後每塊板與板中間要留縫隙或倒角以使日後油漆人員可以

事先用彈性材填縫批土防止接合處龜裂。 

用不鏽鋼釘──釘天花板時由於天花板多半都是淺色，所以如果用鐵釘來釘，萬一日後生鏽，鏽苞很容易膨脹

出到表面來甚至會泛黃形成許多黃色的小顆粒狀凸起物，所以使用不鏽鋼釘便可以預防這樣的情況產生。 

到牆壁邊的收邊──造型天花板到了牆邊，一定會跟牆面交接，交接介面形成一個陰角，這個陰角最難處理，

很容易因熱漲冷縮而產生裂縫，所以對於這個陰角的處理方式就會有幾種方式，但道理不外乎幾種：凹進

去的溝縫、平接、外加上去凸出來等做法。 

溝縫──預留溝縫讓裂縫裂在溝縫的陰角裡。 

線板──用外加的線板蓋住原來會龜裂的陰角。 

窗簾盒──若到窗邊，可以用窗簾盒來收邊。 

挖燈孔──我們常常會在天花板中使用很多嵌燈，但是嵌燈的直徑各有不同甚至有些嵌燈是方形的，重要的是

我們要弄清楚嵌燈的正確位置，正確的尺寸，否則挖錯的話很難補。另外還有一點就是嵌燈的位置要先跟

木工人員傳達清楚，這樣就可以在燈具的位置閃掉木暗架，而不會在挖燈孔時挖斷天花板骨架而讓天花板

的整體結構被破壞而減低原有的堅固性。 

檢修口──在天花板與樓板之間的空隙中會有很多的設備或管線，最常見的就是隱藏式的空調風機，由於空調

機需要維修清理，所以我們就留設一個活門使工程人員日後在例行的保養維修時可以不用拆天花板，這就

是檢修口。但是檢修口畢竟會留下一個痕跡，所以我們要盡可能使這個檢修口不明顯，甚至會用設計的手

法把檢修口隱藏在天花板的 pattern 裡。 

高程的確定 放樣 釘木暗架 封板 釘線板 挖燈孔

封板 

完工 油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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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板 

基本構造方式依高低不同可分為── 

1. 平釘地板──緊貼著地面釘上木地板，這時候特別要注意原始水泥地坪的平整以及在鋪釘木地板前要事先鋪

上防水塑膠布以免反潮的毛細作用讓木地板膨脹變形。 

2. 高架地板──跟平釘地板一樣先鋪好防潮塑膠布，跟天花板一樣，再用木暗架在正確的高程上釘好，其密度

也約為 1 尺半一支角材，有的人會在釘滿角材而尚未封板之前投入樟腦丸、竹炭或是其他乾燥或除蟲的物

品，然後用夾板封板，封板後再釘上木地板完成。 

木地板的走向──若設計單位沒有特別指定，當我們在鋪釘木地板時必須注意到整個房間的橫直大的走向，就

台灣人的習慣來說，會從房間門開始看，木地板的橫向走向最好平行房間門。 

排列樣式種類──木地板一般是長條狀的，現成品寬度有 10 公分、12 公分、15 公分等形式，長度有 60 公分、

90 公分、120 公分等形式。拼貼排列方式除了許多花式拼花我們必須依照設計單位的圖樣施

作之外，一般的拼法分為丁掛型、亂尺型等形式。 

到牆邊的收邊──地板鋪貼到牆邊時，要預留一些空間給木地板伸縮膨脹，尤其是平行長向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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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縫──可以只留溝縫，但是木地板的邊緣要注意鋸齊，完成後記得要用矽膠填縫。 

踢腳板──也可以用踢腳板把這個縫隙蓋掉。 

  

  

牆面造型壁板 

當嫌牆面太過空，或是因為為了要修正比例等等許多設計以及實際因素，會在既有的牆面上再封上造型壁板，

所以造型壁板的作法會因功能不同有不同的設計及作法。 

單純的分割造型──有些壁板的外型只是單純的分割，這最簡單 

鏤空造型與其他材質搭配──有些是為了造型牆的背光及鏤空層次所以會用木板去刻鏤造型或是搭配金屬材質

等不同作法。這時候異種材質交接時要特別注意接接介面要格外細心的處理。 

牆體本身的平整度──當我們要外加上一片新的造型牆板時，由於木造傢俱非常精準，會有極好的垂直水平完

成面，所以若原有的牆體並不平整，而我們的造型牆又是鏤空背光的狀況時，那麼這原有的

牆體就會在背光的照射下呈現凹凸不平的窘況，因此原使牆體的平整度必須要特別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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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型拉門 

我們為了空間的多元使用，有時候設計人員會將固定的隔間牆體改換成活動拉門以因應多重改變的使用模式。

此時，設計人員就會利用各種配合現地狀況以及開關型態各不相同的方法設計出許多不同形式的造型拉門。 

拉門的開關方式──拉門的開關方式可大略區分為幾種：a.橫拉、b.「之」字型拉法、c.各自單獨開關型等。 

拉門的軌道與五金──a.軌道與滑輪，b.鉸鍊、c.天地鉸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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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講  木作工程(二) 

廚櫃 

櫥櫃的形式種類── 

1. 高櫃──所謂高櫃就是超過 150 公分以上的櫃子，通常是有門片的衣櫃或是儲物櫃。 

2. 吊櫃──懸掛在半空中的櫥櫃就是吊櫃，通常是儲物櫃或書櫃。 

3. 矮櫃──落地但高度不超過腰部以上的櫃子。 

4. 隱藏櫃──有些時候由於配合造型需要會有一些像暗門或跟牆體一樣顏色的櫃子，或是做在天花板造型中、

高架地板下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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櫥櫃五金 

1. 鉸鍊──櫥櫃門片所用到的鉸鍊以所謂的「西德鉸鍊」為主，西德鉸鍊優越可調整的特性使得櫥櫃門片有各

式變化的可能性，例如門片要「密縫」或是「預留溝縫」都很自由，也讓設計師有更多的櫥櫃設計表情可

以發揮。 

2. 衣櫥配件──衣櫥內為了配合不同的衣著收納，於是便有許多各式的五金配件供我們選用。例如：吊衣橫桿、

抽屜式金屬籃、掛勾、吊褲架、領帶格等。 

3. 抽屜滑軌──木作櫥櫃常常會碰到抽屜，抽屜的推拉必須仰賴抽屜滑軌，抽屜滑軌隨著機能不同，也有一般

型與自動回歸型幾種型式。 

4. 消音片──櫥櫃門片在開關時往往因為鉸鍊過緊而使門片碰撞到櫃身產生巨響，因此，有經驗的人會在櫃門

的角落貼上消音片，以減低前述的碰撞噪音。 

 

 

櫥櫃與設備的配合 

櫥櫃中有時會暗藏燈具開關或是簧片，讓使用者一開櫃門櫃內的燈光就會啟動。也有櫥櫃上需要暗藏插頭

設備的，甚至是櫥櫃內有內置日光燈間接燈光的，但重點是這些設備的規範以及尺寸都是我們在事先要先

行瞭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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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板 

層板的支撐構造 

１. 牆面植筋──由於層板式懸挑出牆面且具有置物機能的訂製家具，所以承重的角色就格外重要，如果層板需

要承受比較重的重量時，我們就會在原來的牆面上預埋鋼筋，使木作的面板更能承受較大的重量，但在完

成後是看不出來的。 

２. 直接釘掛──如果不是需要承受很大重量的層板，就直接釘在牆面上即可。 

  

活動家具 

木造門窗 

房間門 

１. 造型門片 

２. 門框收邊 

木造窗櫺 

木格柵 

其他雜項製作物 

造型線板──造型線版就是用選定的造型線版以釘槍直接釘在天花與牆面的陰角處，但是有時候線板的長度不

夠長，所以會有銜接處，銜接處通常木工都會鋸成 45 度的斜角相接合使熱漲冷縮時，線板有空

間可以輕微位移。 

踢腳板──踢腳板分成木夾板以及塑膠製品 

窗簾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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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造家具的面材 

噴漆或刷漆（俗稱「白身」） 

貼天然木皮 

貼美耐板 

貼波麗板 

貼塑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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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講 油漆工程 

油漆的種類與場合 

外牆──外牆油漆會有防水的考量，所以會選用油性的塗料，一方面可以斥水，一方面可以使內牆比較不易滲

水進來。 

內牆──內牆塗裝通常可以使用油性或是水性的水泥漆來作為主要塗料，水性水泥漆的溶劑是水，所以較為方

便，但是由於內牆油漆是使用者直接會看見感覺到的完成面，所以在管理上就必須特別注意到批

土、磨平等工序要確實徹底，且完成的顏色要符合設計單位指定或提供的色樣。 

  

  

木製家具──木製家具通常會貼上實木皮，實木皮非常薄，很容易被刮破或損傷，而且也僅僅只有木皮本色一

種顏色，頗為單調，也因此在塗裝的過程中可以將木皮用染色劑染成比較特殊或是有質感的色調，

以使木製家具可以在保有豐富美麗的天然木皮質感之外，還有更多多彩的色調變化，且完整的漆料

塗裝，還可以對木製家具本身產生很好的保護功能，這就是木製家具需要油漆的原因。 

一般來說，貼木皮的木製家具都會採用「油性」的塗料來完成，但是近幾年來，大家越來越注重油

性塗料溶劑「甲苯」對我們身體的危害，所以有些人會選擇以「檜木油」來塗擦木製家具或是木地

板，這是一種新的塗裝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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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屬──金屬的塗裝通常也都是以油性塗料塗裝，也就是用「噴漆」的方式完成，因為鋼鐵遇水易鏽蝕，所以

鐵工的製作物塗裝通常都用油性塗料。 

但是由於鐵工加工的特殊性，會有焊點、或是接合的縫隙，所以當噴漆或是烤漆之前也會先批土磨

平整後才開始噴上底漆及面漆。 

石頭漆──除了上述的一些基本類型的塗裝方式之外，還有一些各式琳瑯滿目的塗裝，例如所謂的石頭漆，就

是一種特殊的油漆種類，他是將樹脂、漆料、砂或是碎石拌合在一起以噴漿的方式完成，所以在施

工完成後會有某些天然石材部分外表的花色及質感。 

石頭漆通常用在一些外牆的收邊或是室內想要有石材質感卻不想花太多錢時就可以使用石頭漆來

作收邊處理。 

※參考資料 http://www.multi-color.com.tw/  http://www.stonecity.com.tw/ 

其他特殊塗裝──油漆或是塗裝的種類十分多樣且龐雜，但是重點不外乎底材須處理平整，面漆品質是否達到

要求，色樣是否合乎指定的顏色及質感。 

油漆的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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牆面油漆步驟 

 

 

木皮噴漆步驟 

 

 

地坪環氧樹脂 

 

油漆的檢查方式與規範 

油漆的檢查── 

牆面水泥漆──牆面油漆很重要的就是完成後的平整，所以在施作過程中批土及磨平的動作很重

要，必要的話可以用電燈貼近牆面的方式來檢查是否平整。 

實木木皮──由於實木皮家具表面所貼的實木皮都是獨一無二，也牽涉到木皮本身對花的問題，所

以在油漆的過程中就必須要很注意，從木皮是否染色？染的顏色是否正確？到每一層底

漆最後面漆的完成，表面是要亮光、半平光、平光？都要弄清楚，也要充分與施工人員

作好樣本核對的工作，否則顏色噴錯後果不堪設想。 

金屬── 

其他── 

磨平 批土 磨平 底漆 磨平 面漆 磨光 面漆 木皮染色 

粗磨 磨平 批土 底漆 細磨 面漆 完成 批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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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講 組合櫃與廚具工程 

組合櫃與廚具的製作 

場外製作現場組裝── 

組合櫃與廚具通常是同一個廠商承包，通常都是在工廠製作成半成品後來到現場組裝的，也因此並非在現

場製作完成的，也因為這樣，所以常會發生尺寸有出入的現象。 

  

現場組裝時會碰到的狀況 

櫃體尺寸的誤差── 

一般來說，工廠內製作的傢俱常常會碰到一種狀況，就是尺寸可能會有出入，所以當組合櫃或廚具廠商來

丈量時，要特別交代叮嚀廠商要丈量仔細，因為有時候整個空間並不是絕對正方的，如果遇到了現場狀況

不好，更不能偷懶馬虎，一定要丈量確實，才能發現誤差的癥結所在，也才能靠設計的技巧或收邊來解決

修飾現場各種狀況的問題。 

很多時候，這些廠商沒有特別交代，他們會將廚櫃作稍微小一點，以置入空間中，最後若誤差或空隙處再

用蓋板蓋掉，這是不是我們要的？如果不是那我們在丈量與溝通時最好就要與施工廠商溝通清楚，以免當

人家已經在工廠做好後有要人家拆掉重做，十分曠日費時且耗費成本。 

廚具與其附屬的設備與五金 

設備── 

廚房會裝設的設備最基本的有三機：抽油煙機、烘碗機、爐具，除此之外還會有冰箱、烤箱、微波爐、電

磁爐、洗碗機、逆滲透紫外線殺菌濾水器、廚餘攪碎機、咖啡機、果汁機、電鍋、電熱水瓶等等。 

比較需要注意的是抽油煙機、洗烘碗機、瓦斯爐、冰箱、烤箱、逆滲透紫外線殺菌濾水器、廚餘攪碎機，

因為這些設備都需要電力或瓦斯，洗碗機要有給排水、電力的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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廚具櫃體有時候會有一個高櫃叫電器櫃，裡面專門讓使用者放烤箱、微波爐、電鍋、電熱水瓶的，所以會

配置比較多的插座。 

抽油煙機必須要注意到的是向外排油煙的風管，風管的直徑最小也有 4 英吋，如果當我們改變了原有廚房

或廚具的平面位置時，要特別注意風管離穿牆而出的孔距離要適當不能太長，而且萬一要過樑，就會影響

到天花的造型與高度，要特別注意。 

  

五金── 

廚具的廚具日新月異，從西德鉸鍊的演進到抽屜滑軌以及抽屜內的隔間配件、掛勾等琳瑯滿目，可以仔細

去體會其觸感、機能性。 

當系統櫃或組合櫃用來作為衣櫃時，有許多機能性極強又有質感且美觀精巧的配件與五金可以選用，例如

吊衣桿、吊褲架、內衣褲收藏格、抽屜式網籃等，我們要在事先先確定所有五金配件，因為那跟櫃體的製

作有關，也跟價位有關。 

  

廚具工程會碰到的相關材質及介面 

當廚具櫃體工程進場施作時會碰到許多其他工程的支援與配合，有些是幕後工程有些是面材工程，這一切

都要事先溝通好，也要先知道設計完成面的結果，我們才能夠事先預留、拉管線、打鑿、鑽孔、收邊等等

最完美的準備與生產出最好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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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電 

泥水 

玻璃 

不鏽鋼板 

石材或人造石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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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講 金屬工程 

金屬的度量衡單位 

金屬無論是型鋼或是鋼板因為十分精準，所以是用 mm 來作為度量衡單位。 

金屬型鋼的製造方式 

金屬型鋼是用模具軋製的方式製造出來的，所以大量生產的型鋼相對是比用特殊訂製燒焊的要經濟，所以我們

手中最好能有一本所謂的「鋼鐵手冊」以便從中挑選出適合的型鋼來運用。 

 

金屬型鋼的加工組裝方式 

 

 

 

  

金屬工程的監造 

鐵 

不鏽鋼 

 

型鋼或鋼板裁切 銲接成型 把銲點磨光 補土 磨光 完工 噴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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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講 玻璃工程 

玻璃的度量衡單位 

因為玻璃板材的精準度很高，所以玻璃通常以 mm 來作為基本度量單位。 

建材玻璃的種類 

清玻璃、毛玻璃（噴砂玻璃）、色玻璃、壓花玻璃、雙層玻璃 

玻璃的加工 

磨邊──平板玻璃的邊緣通常相當銳利堅硬，極易割傷身體，所以玻璃施工人員最基本都會用手持式磨砂機粗

略的磨成不割手。但是如果我們的玻璃是用作桌面或者無邊框直接裸露玻璃側面的方式，那麼就要比

較精細地磨邊，磨邊依照加工完成後的結果不同可分為 

鑽孔──玻璃上常常會需要裝置一些金屬五金來使玻璃更可以發揮其實用性功能，例如玻璃門上就會需要有鉸

鍊、把手、門鎖之類的五金配件，所以我們為了要裝置這些配件，便會需要在玻璃上鑽孔，玻璃的鑽

孔需要特別加工，尤其是玻璃門片需要強化，鑽孔的動作更是要在強化之前就完成，強化完後的玻璃

是沒辦法再做任何鑽孔或加工的。 

  

噴砂──平板玻璃通常都是以清玻璃為主，有時候因為設計需要，我們需要透光卻又不想讓視線可以穿透，這

時候我們會需要「霧面」的效果，或是我們想要在清玻璃上做些圖案，此時我們是可以把玻璃拿去噴

砂的。噴砂後的玻璃是霧面狀的，所以可透光現亮度但卻看不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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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玻璃強化的原理是以單層普通玻璃加熱，到軟化溫度後，急速冷卻，玻璃表面就會形成壓縮狀態，來

增加它的強度。玻璃表面的縮力跟它的中心層互相牽引平衡，會給予充分的張力，當外力超過它內部

封閉的張力，這種張力就會失去平衡而粉碎，成為無數的細粒狀。 

強化玻璃的特性──耐壓力及衝力是普通玻璃的 3~5 倍。玻璃破碎時，顆粒成鈍角，比較不會傷害人

體。耐溫差變化可達攝氏 250 度。強化後無法再做鑽孔或切割，玻璃表面的平整度會較強化前略差，

但是還可合乎鍍膜製程。適合厚度在 5mm 以上的玻璃。 

※本段文字來源自【http://rocoes.com.tw/2008c/tempered.htm】 

膠合──玻璃並非只有我們常見的單層玻璃而已，其時還可以利用「膠合」的加工方式將兩片質性不同的玻璃

密合在一起。 

夾紗──在膠合加工步驟的同時，我們可以用半透光的美術紙或是美麗紋飾的紗質傢飾布夾於其中，讓玻璃表

面呈現更多樣的質感。 

支撐玻璃的五金 

爪件、滑輪、鉸鍊、門鎖、商業空間用五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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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的施作方式 

 

 

玻璃的黏合與填縫 

玻璃的接合不像木板可以用釘子，所以基本的接合方式可分成五金螺釘鎖件、黏著劑兩種。 

五金鎖件──是以活動的方式來接合，有現成的也有專門設計訂製的。 

黏著劑──黏著劑多半以矽膠為主，但最近越來越多是以 UV 膠（無影膠）來黏合。UV 膠經紫外光照射迅速固

化，透明度高,接著力強和耐候性好。多用於玻璃接著，可達固定無痕效果。 

       

 

放樣 丈量玻璃尺寸 玻璃加工強化 完工 訂做框架及五金 玻璃裝設 填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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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講 其他雜項工程與清潔 

塑膠地磚類： 

塑膠地磚 

塑膠地磚尺寸──塑膠地磚的尺寸很多種但是形狀大略可分為正方形及長方形兩種。正方形的有 30 公分×30

公分、45 公分×45 公分、60 公分×60 公分等，長方形的有 15 公分×90 公分等尺寸，其厚度有 2mm

以及 3mm 兩種厚度。 

塑膠地磚鋪貼步驟──塑膠地磚在鋪貼前一定要先把地坪整平，若原有地坪是地磚有溝縫，也要把溝縫用批土

批平，之後才上膠鋪貼，鋪貼完後再把如階梯或是與其他材質交接處用蓋板或是壓條收好完成。 

塑膠地磚施工方法及保養地磚施工方法： 

1.所有的室內裝潢工程（包括油漆）未完成時，不應施工鋪設地磚，除非有完好適當之覆蓋保護，防

止地磚被污染或破壞 

2.地磚置放不能受雨淋或陽光直接照射，應平坦的放置於室溫２０度以上之場所 

3.地面或新鋪之水泥地，須等完全乾後才能施工，一般需要３０天以上，如通風良好者，亦要３週以

上，水泥地板須以正確比率１：３做粉光，粉光約３天後才能踩踏 

4.地磚施工前應先勘查地面，含水率在４０％以下才可施工，４０％～６０％為特殊地面，宜先試鋪

小面積確認後再施工，超過 6０％時不可施工 

5.施工前須先將地面徹底清掃乾淨，若有凹凸不平或其他不良處，應予磨平或補平(可用石膏粉)，地

面嚴重起砂時，應予重新粉 光或採雙層鋪設 

6.依照建築物訂基準墨線，求出中心點，再用角尺量取９０度求出垂直平分線，然後用墨斗彈出基準

線 

7.塗佈進口水性膠應沿著基準線中心點為起點，向四面中之一面基準線開始以齒狀鋼刮板刀（齒口要

密而淺）塗佈進口水性膠，約２０～３０分鐘即可鋪設地磚，其塗佈面積配量約６０分鐘內能貼完

為宜，塗佈時應力求均 勻，且水性膠屬於半感壓性膠，貼時只需要在地磚上加壓力即可 

8.水性膠塗佈後，待其水份略為揮發（約２０分鐘），以手輕觸不粘手為原則，即開始由中心點沿基準

線逐一鋪設地磚，鋪設時地磚應對齊，由上往下放罝，並在每片地磚四周輕壓，使每片與地面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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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水性膠由接縫處擠壓溢出時，請立即用濕布擦淨粘沾之地磚，若未能即時擦淨，等乾後就較難處理，

請特別留意 

10.四週邊緣收尾，須將欲鋪設之地磚置於已鋪設完成之最後一片地磚上，使兩片地磚完全吻合，再取

另一片地磚作為定規，一邊緊靠牆壁，對邊用美工刀沿其邊緣處切割，然後沿切割切削線拆斷，並

將其鋪貼於牆壁之地面處 

11.四週邊緣施工完成時，須徹底清掃切割之碎片，再用滾筒沿線輪壓或腳踩一踩，使未吻合之地磚邊

緣吻合平坦，然後用濕布擦淨，若乾後還有粘沾時，請用微量松香水或去漬油小心的清除，再用清

水擦拭乾淨 

12.鋪設完工後，先除去所有污漬，再用壓克力樹脂水臘保養表面，以保地磚亮麗 

13.日常清潔時，以濕布拖拭清理即可，為了維護地磚表面光亮，要定期打臘，每月約２～３次使用壓

克力樹脂水臘保養，可常保地磚亮廲如新 

※本段文字來源自【http://yang1216.myweb.hinet.net/chih.htm】 

塑膠地磚收邊方式──塑膠地磚很薄又銳利而且斷面很薄也不美觀再加上塑膠地磚是用黏膠黏成的，構造斷面

容易因進水而脫落，所以基於美觀上、安全性與構造上的原因，會在階梯的陽角或是與其他地坪面材

交接處用鋁製 L 型或一字型收邊條蓋板覆蓋並保護塑膠地磚的邊緣處。 

 

傢飾布： 

窗簾布 

丈量時要注意製作尺寸要能蓋得過窗洞 

窗簾盒的配合──窗簾布一般可以掛單層也可以掛雙層，所以要特別留意是掛幾層，因為倘若沒有弄清楚的話

窗簾盒的深度會太窄而無法容納兩層甚至三層的窗簾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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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簾的正反面──窗簾布有正反面之分，一般來說窗簾布的正面朝室內，而反面朝窗外。 

窗簾的拉繩──窗簾布會有控制的拉繩，是可以指定在窗的左邊或是右邊的，有的人喜歡把拉繩放在比較看不

見的角落，有的人喜歡放在明顯且方便的地方，因為使用者的主觀看法不同，是可以指定位置的。 

  

百葉簾 

繃布、繃皮革或人造皮 

「繃布」、「繃皮」在室內裝修工程中，可能分別出現在「牆壁」、「沙發」等場合，繃布的同時，通常會有泡棉

夾雜其中，因為這些布類產品並非硬的有稜有角的性質，所以對於花色以及最後的質感、澎鬆程度如何，事前

一定要與設計單位溝通清楚，或者要設計單位提供樣品以咨參考。 

繃布圖案──繃布或繃皮有許多不同的式樣，在繃布時要確認清楚設計單位指定的式樣，需不需要縫釦子，扣

子的是樣是甚麼都要確實交代清楚。繃布時要弄清楚傢飾布的布幅寬度以及縫線加上泡棉以後會消耗

的完成後布幅尺寸。 

木工打板──另一種繃布的方式是一塊一塊單元式的，通常這種形式的繃布會配合木工壁板或是其他裝潢尺

寸，所以必須委請木工幫忙把每塊繃布壁板的底板先裁切好，重點是要按順序先編號，因為木工十分

精準尤其碰到的模矩是菱形的或不規則形的，更需要確實編號註記否則會裝不回原位。 

繃沙發布或床──繃沙發布或是造型床頭板就必須委請木工先把木胚體釘製好，然後送去傢飾布工廠繃布，在

繃布期間要撥空會同設計人員去工廠查看，看看會不會差異太大或繃錯，若繃錯的話就可以立刻更改。

因為有些傢飾布是進口布，不一定會有庫存，所以萬一做錯會耽誤工期並造成損失。 

   



輔仁大學應用美術系  室內設計施工與工程管理課程講義   授課老師 柏永青 

62 

地毯 

地毯的鋪法──地毯分為 a.中鋪型 與 b.滿鋪型 兩種，中鋪型地毯就是挑選一塊喜歡且適合的地毯鋪上即可，

而滿鋪型地毯則是鋪滿整個房間。 

現成地毯的種類與尺寸──滿鋪地毯鋪法又有一種方塊地毯，方塊地毯一塊大小尺寸約為 60 公分×60 公分，可

以一塊接一塊的鋪貼，鋪起來幾乎看不見接縫，但是由於方塊地毯花樣比較模矩化及單調，所以一般

鋪在公共場合或辦公空間。 

另一種滿鋪地毯是長度不限，但幅寬是有限制的，適合用在旅館或住家的房間裡。 

  

壁紙： 

壁紙的施工步驟── 

 

 

壁紙完工後的檢查──壁紙完工後要看看有沒有氣泡般的凸起，以及連鎖的花紋圖案有沒有對齊到看不出接縫。 

  

其他收尾工程： 

掛畫條 

舊有壁紙撕除 牆面批土 貼壁紙 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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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門擋 

填縫 

清潔工程： 

清潔工作比較重要的就是最後結果的驗收，玻璃、廚櫃、層板、浴廁、廚具、陽台等都要逐一檢查，尤其是地

板，若是拋光石英磚或石材，要打赤腳去走一下，看會不會粉粉的。 

清潔工作很重要的部份是最後垃圾的處理，最好是讓清潔公司全部帶走不要遺留。 

清潔後，工程部份就應該算是大工告成，從此以後到交屋，最好不要再有工程進行，除了窗簾傢飾布之類的零

星無汙染工作，否則就還要再花一次錢委託清潔人員來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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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講 室內裝修施工圖(一) 

公寓住宅空間施工圖 

獨棟式住宅空間施工圖 

圖的系統 

平面圖—原始平面、設計平面、尺寸放樣、天花平面、地坪材料、設備相關平面等 

立面圖—各向剖立面 

施工詳圖—傢俱施工詳圖 

尺寸 

規格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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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講 室內裝修施工圖(二) 

商業空間施工圖 

送審圖面 

防火建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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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講 工程進度表、工程記錄與日報表 

在工程管理上，我們常常會透過許多表格來記錄工程中的種種並藉以管理控制工程進度或者是向業主以及主管

回報每日的工作狀況等。 

工程進度表 

在工程管理上，進度的預估與掌控是很重要的，所以工程進度表的製作也很重要，一般來說工程進度表上會以

工程項目種類、預定時間、實際進度為主要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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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記錄 

每日的工程記錄是在管理上很重要的項目，例如工種、各工種出工人數、天氣、每日完成的進度等都要記錄，

最好能夠配合詳實的照片記錄，以咨證明我們確實的工作進度以及封在內部的許多設備面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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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日報表及聯繫函 

如果把工程記錄加以格式化並系統性的加以整理，在比較大型或有規模的機構除了內部需要呈報留存之外，與

業主之間的聯繫也需要用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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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講 工程估價 

商業買賣行為的概念 

估價單內容 

假設工程 

拆除 

水電 

泥水 

木作 

油漆 

鋁窗 

玻璃 

金屬工程 

五金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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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講 工程合約 

契約的法律概念 

保護雙方── 

語意明確── 

設計合約 

工程合約 

設計及工程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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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委託合約書範例 

 

本合約由委託人﹕         （以下簡稱甲方） 

特委任受託人﹕          （以下簡稱乙方） 

擔任室內設計案壹件﹐雙方共同於中華民國   年  月  日簽訂而生效。 

工程名稱﹕ 

工程地點﹕ 

 

其雙方悉共同依照下列條款辦理﹕ 

第一款﹕一﹑乙方就甲方要求察勘及測量現場尺寸﹑結構或設備。 

二﹑擬定平面基本規劃配置圖（基本設計）。 

三﹑繪製施工圖﹑包括照明﹑基本水電氣配置﹑（實施設計﹑詳細設計）。 

四﹑提供材料﹑配色樣板。 

五﹑配合甲方調整工程預算。 

六﹑督察及指導工程之進行。 

 

第二款﹕設計委託書簽定後，甲方非有不可能完成設計之原因，不得委託他人另行設計。乙方提出之設計案得經甲

方審核，如有必要，並有權提出修正，但所提出之修正須經雙方討論同意方可。 

 

第三款﹕甲方如有特殊情況必須終止設計之進行，應書面通知乙方，甲方並應該支付已完成部份設計之工本費。 

 

第四款﹕設計費收費標準﹕ 

設計面積坪數為                          坪（參照附件之坪數圖）。 

總設計費用為新台幣                           元計之（未含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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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款﹕設計費付款方式﹕現金或支票 

一﹑簽約時付總設計費20％新台幣         元整。 

二﹑完成平面圖、天花圖、配電圖設計時， 

付總設計費30％新台幣          元整。 

三﹑完成立面圖、施工圖設計、配色表、材料表、工程預算書時， 

付總設計費50％新台幣          元整。 

第六款﹕一﹑甲方未按協議書付款時，不得要求設計單位繳交圖面。 

二﹑簽約時，甲方須以現金或即期支票將第五款第一條之款項給付乙方。 

三﹑其餘進度達成時，甲方須按照上列日期或進度，以現金或即期支票給付乙方。 

四﹑乙方如未按照約定交圖或有特殊情況終止設計之進行時，不得要求甲方付款。 

 

第七款﹕本契約條文如有未盡事宜，甲乙雙方以誠實合理獲得協議後以書面補充之。 

 

第八款﹕本契約一式兩份，由甲乙雙方各執壹份存照。 

 

委託人（甲方）﹕ 

身分證字號﹕ 

地址﹕ 

電話﹕ 

 

受託人（乙方）﹕ 

身分證字號﹕ 

地址﹕  

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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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裝修工程合約 

 

立合約書人：    (以下簡稱甲乙方)現甲方委託乙方       室內設計工程一宗，雙方

同意訂立共同遵守條款如下： 

第一條：工程名稱：  

 

第二條：工程地點：  

 

第三條：工程範圍：乙方依照設計詳圖、施工說明及估價單(如附件)，經甲方簽證同意後依所列項目進行施工。若

設計者為第三人時，設計人有代甲方監督工程之權，乙方應盡力協調之，若有爭議，則由甲方自理之。 

 

第四條：申請手續：有關本工程各項手續及主管官署之許可，得委由乙方代辦之。但所需費用應由甲方負擔。 

若申請文件需蓋甲方印信，甲方應儘快協助辦理，不得拖延。 

 

第五條：工程期限： 

(一)自本合約書簽訂日起 10 天內開工，全部工程應在工作天   天內完工，但至遲不得超逾

           年  月  日。 

(二)如因甲方需追加工程或工程中途有所變更時，以致影響完工日期，則完工日期由雙方另行協商訂之。 

(三)倘因不可抗力之事變，或其他不能歸咎於乙方之事故致工程進行受影響時，應經甲、乙雙方會同至現

場查驗屬實後，依照不能工作之實際日數核算延長工程期限。 

 

第六條：總工程價款：新台幣                                              元整。 

 

第七條：付款辦法：依下列方式或附表方式為之。 

(一)雙方簽約時，甲方即付工程總價款 30%計新台幣                         元整。 

(二)開工時付工程款 30%計新台幣                                         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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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完工後付工程款 30%計新台幣                          元整。 

(四)尾款 10%計新台幣                                  元整。 

 

第八條：增減工程： 

(一)本工程範圍得隨時經雙方同意後增減之，其增減部分如與本合約附件內所訂項目相同時，即比照該單

價計算增減金額，如增減之項目與本合約附件有所不同時，應由雙方議定其金額，由甲方簽認後施工，

並由書面附入本合約內作為附件。 

(二)增減工程之價款併入原定最後兩期付款中平均增減支付。 

 

第九條：工程安全：施工期間乙方應切實注意工人及四周人畜建物之安全，並應裝置安全設備和警示標誌，若有任

何損害他人生命、身體、財產之情事，概由乙方自行負責，與甲方無涉。 

 

第十條：工程驗收：全部工程完竣後，乙方應即通知甲方驗收。甲方應於接到驗收通知五日內偕同前往驗收，不得

拖延，否則應支付按尾款 10%計算之遲延賠償金。 

若工程有不合設計圖與施工說明書之情形，乙方應遵從甲方指示更正之，另外擇期通知甲方驗收。但甲方

不得藉口工程和設計圖與施工說明書不合而拖延支付尾款。 

 

第十一條：罰則： 

(一)逾期罰款：如工程未能按期完成，乙方應按日以工程總價款千分之一償還甲方，本罰款由甲方應付乙

方之工程款項中扣除之，乙方不得異議。 

(二)如甲方未依約定日期付款時，乙方得停工迄甲方付款後再行復工，其延誤之時日不計入工作天，完工

日期應順延之。並得就已收取之款項抵償所有已完成之工程或設備之價額，如尚有損害並得請求賠償

之。若因而解除契約時，乙方已收之金額得沒收之，並得請求損害賠償。 

(三)工程進行中，甲方一發現工程所用材料或施工與本合約不符時，應即通知乙方更正，乙方應邀同甲方

查驗更正之。甲方若怠為通知乙更正，則視為甲方同意變更。乙方經查驗屬實而不更正時，甲方得主

張解除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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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條：保固期限：本工程自正式驗收之日起保固六個月。在保固期內如確因工作不良、材料不佳而有損害者，

乙方應付免費修復之責。但因不可抗力之原因而造成之損壞。不在此限。 

 

第十三條：本合約為雙方同意簽訂，雙方不得以其他文件與本合約作相反之解釋，又本契約之任何一條因任何原因

解釋無效時，不影響其他條款之效力。 

 

第十四條：雙方就本契約約定事項有所爭議時，雙方同意委由中華民國室內設計協會調解委員會協調解決之。 

甲、乙雙方均應服從調解委員會所作調解，切實履行。調解費用由雙方分擔之。 

 

第十五條：雙方任何通知文件應以下列通信地址為之。 

甲方： 

乙方： 

若通信地址有所變更時，應以書面方式通知對方。 

第十六條：雙方同意以台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第十七條：本契約作為一式二份，由甲、乙雙方各執乙份，以資信守。 

立契約書人： 

甲方： 

負責人： 

地址： 

電話： 

 

乙方：  

負責人： 

地址：  

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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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講 專業技師配合與管理 

何時會用到專業技師 

室內設計工程是一個團隊合作的工程，所以除了例行的工程之外，有很多專業的知識並非我們所專精、需要更

加專業的專業技師，來幫助我們並提供我們這些特殊設備或是結構補強等相關的材質或是尺寸的數據，此時顧

問的協助能幫我們完成許多超出我們知識範圍的許多數據以使我們的工作得以順利推行。 

有哪些專業技師 

結構──倘若我們遇到一些非不得已的打除樓版或是樓梯增加，抑或是樓板荷重改變等到底需要多少的支撐以

及補強，我們都必須借助結構技師來幫忙計算。 

機電──有時候我們會遇到一些特殊設備他的用電量很大超出我們的經驗範圍之外，所以我們必須要委託專業

的機電顧問幫我們計算或是簽證。 

空調──空調的冷凍噸也是每個案子都會請教空調顧問的，要用多大的主機？要用多少子機？都需要專業顧問

來計算，尤其遇到博物館的裝修，需要恆溫恆濕系統，更是十分專業的事情。 

燈光──展示空間或是當我們想要精準的投射某種氣氛的光線，是需要專門的燈光顧問來協助的。 

音響──專業的視聽室或是會議室、音樂廳等。 

景觀──室內設計工程有時候會連帶有戶外的庭園或者陽台、露臺、室內造景或是植生牆等，該如何覆土？該

如何施肥？都必須仰賴景觀顧問。 

廚房廚具──一般住家或是餐廳的專業廚房是很專業的，所以都必須仰賴專業顧問廠商提供相關設備技術指導。 

醫療──醫療器材機械專業廠商例如：牙醫、X 光機、耳鼻喉科、美容雷射、復健科、或是健檢中心等都有一些

特殊的設備，而這些設備也都會有專業廠商。 

其他──如材料商，施工協力廠商等。 

如何與專業技師配合 

要提供我們足以製作的圖面相關資料或規範 

施工廠商或建材商可以為我們做許多義務性的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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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講 與施工人員溝通的技巧 

相互尊重平等的概念 

藍領以及白領──藍領階級與白領階級只是工作性質的不同，職業無貴賤，更何況現今技術工的收入遠比上班

族要高得多了，更何況室內設計工程的師傅們都是有精良技藝的，我們有很多時候都需要他們幫忙，

所以要拋棄既有的成見，以相互尊重的心態去對待大家。 

不同的分工──各種不同的技術工匠之間也是平等的，只是工作內容不同而已。 

工資工時計算 

按日計薪──這些技術工都是按日薪計的，十天或十五天發一次薪水。每天出門就算一天全薪，即使出來工作

半天也算一天工，得算一天工資。每天從早上八點工作到下午五點，中午休息一個小時。 

加班的工資計算──如果遇到趕工，需要加班，超過下午五點後，每四小時另算一天工資，再來就是每兩小時

算一天工資，所以一般來說，工地很少無緣無故加班的。 

以共同成就完美結局為目標 

排解不同廠商之間的衝突──很多時候在不同工程項目相銜接的時候，會有銜接不上或者是因為分工不清而導

致一些工班與工班之間的誤會或摩擦，但是基於工程管理的考量，這些摩擦都很容易導致最後工程品

質的打折扣甚至工期延宕的情事產生，若姑息或者不管，最後脫累了整體工程，倒楣的還是我們自己，

所以，遇到工地的一些衝突一定要顧全大局，務使工程順利進行為主要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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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講 室內消防 

消防的原理 

建材的阻擋──火災時，最怕的就是有助燃物，所以接觸到火源的第一層介面最好是可以不燃。 

滅火器材──火災時，如果能在閃燃期就撲滅，就不會延燒，這時候就必須積極的用滅火器材撲滅。 

防火的區劃──在消防法規上對於大空間，會區分為數個小區，在遇到火災時，所有防火門都會關閉，讓燒起

來的火勢只在該區劃中悶燒，不會蔓延到更大的區域。在防火區劃上的牆面或是開口，都是防火的。 

防煙排煙──人在火場中，多半不是被燒死的而是被濃煙嗆死或是被濃煙中的有毒物質導致休克而被燒死，所

以大型的公共空間都會有排煙的機器設備或是一些垂壁，使煙霧能充分被排出到室外，減少對室內其

他人的侵害，並能有清醒的意識逃生。 

逃生方向指示──在火災發生時，最先被損壞的就是電源，所以在密閉空間內，即使是白天，沒有著火的地方

也會伸手不見五指，所以大型公共空間都會留有緊急電源，以備在火災時供應最僅有的逃生維生電力

的。這些電力，會把所有的緊急照明燈具、緊急逃生方向指示燈點亮，讓人可以順著這些最基本的燈

源逃生。 

消防設施與設備 

防火門── 

防煙垂壁── 

偵煙器── 

灑水頭── 

逃生方向指示燈與緊急照明燈── 

防火建材 

何謂防火建材？ 

什麼是防火建材？顧名思義，防火建材指的就是當火災發生時，建材即便觸碰到火源，也不會立即燃燒，

具有延緩火勢蔓延的功效。而這段延緩的時間，就稱為「防火時效」，從三十分鐘到一百八十分鐘不等。 

有關防火建材的研究，目前有內政部建築研究所於民國八十一年七月成立的防火實驗室，專門進行各項防

火材料的試驗，不斷強化防火建材的品質，確保民眾在災害發生時的安全。而防火建材又可細分為不燃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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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與耐燃材料。 

根據「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一條第二十八項明文規定，不燃材料指的是混凝土、磚或空心磚、

瓦、石材、鋼鐵、鋁、玻璃、玻璃纖維、礦棉、陶瓷品、砂漿、石灰或其他經中央主管建築機關認定，符

合耐燃一級之不因火熱引起燃燒、熔化、破裂變形及產生有害氣體之材料。 

而耐燃材料的定義，則是指耐燃合板、耐燃纖維板、耐熱塑膠板、石膏板及其他經中央主管建築機關認定，

符合耐燃三級之材料。除不燃及耐燃材料外，「建築技術規則」中的規範，另有一種耐火板，包含木絲水泥

板、耐燃石膏板及其他經中央主管建築機關認定，符合耐燃二級標準之材料。 

※參考資料  http://tw.knowledge.yahoo.com/question/question?qid=1405122108651 

防火建材之試驗方法： 

耐燃性級別試驗方法──耐燃一級 耐燃二級 耐燃二級 A 耐燃三級 基材試驗(20分鐘)及表面試驗(10分鐘) 

表面試驗(10 分鐘) 表面試驗(10 分鐘)及附加(穿孔)試驗表面試驗(6 分鐘) 

目前內政部防火材料審查委員會已議定下列認定基準： 

一、不燃材料(耐燃一級材料)──在火災初期(閃燃發生前)時，不易發生燃燒現象，亦不易產生有害的濃煙

及氣體，其單位面積的發煙係數低於 30,同時在高溫火害下，不會具有不良現象(如：變形，熔化、龜

裂......等)之材料。 

材料內容：混凝土、磚或空心磚、瓦、石料、人造石、石棉製品、鋼鐵、鋁、玻璃、玻璃纖維、礦棉、

陶磁品、砂漿、石灰及其他類似之材料，經中央主管建築機關認定合格者。 

材料一般名稱：玻纖複合人造石、矽酸鈣板、水泥礦纖板、石膏複合板、爐石礦物板、礦物纖維板、

木質纖維化妝石膏板、珍珠岩板、輕質混凝土板、礦纖矽酸鈣板、鋼板貼覆石膏板、蛭石板、岩棉板......

等。 

二、耐火板(耐燃二級材料)──在火災初期(閃燃發生前)時，僅會發生極少燃燒現象，其燃燒速度極慢，其

單位面積的發煙係數低於 60, 同時在高溫火害下，不會具有不良現象(如：變形，熔化、龜裂......等)

之材料。 

材料內容：木絲水泥板、難燃石膏板及其他類似之材料，經中央主管建築機關認定合格者。 

材料一般名稱：紙面石膏板、化妝鋁板、木絲水泥板、木粒片石膏板、木質纖維化妝石膏板、耐燃中

密度纖維板、阻燃塗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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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耐燃材料(耐燃三級材料)──在火災初期(閃燃發生前)時，僅會發生微量燃燒現象，其燃燒速度緩慢，

其單位面積的發煙係數低於 120, 同時在高溫火害下，不會具有不良現象(如：變形，熔化、龜裂......

等)之材料。 

材料內容：耐燃合板、耐燃纖維板、耐燃塑膠板、石膏板及其他類似之材料，經中央主管建築機關認

定合格者。 

材料一般名稱：輕質氣泡混凝土磚、木纖維水泥板、玻璃纖維板、木粒片水泥板、蜂巢鋁板、耐燃中

密度纖維板、阻燃塗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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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講 住宅工程監造 

與設計單位確定每一個細節 

住宅是人每天生活的容器，所以在裡面停留的時間較長，而且一般人家裝修花了一大筆錢後總希望能

夠維持較久的時間，而且每天都會比較仔細的觀看、碰觸、使用一切的訂製家具與裝修，也因此，住宅的室內

裝修工程品質是需要較堅固、較細緻的。 

也因為上述住家的室內裝修有這麼多重的原因，所以務必要把設計單位所提供的尺寸、樣式、細部作

法、材質色樣等，皆須要在工程開工前先讀清楚並盡可能釐清所有問題，才能達到比較好的工程品質。 

實際工作天的計算 

住宅在住宅區的施工由於受到整個區域的特性限制，所以一般來說假日是不能夠施工的，所以如果我

們預計的工期是 60 天，就必須把這期間所有的假日停工日都算進去才會是實際的工期。 

日曆天──所謂的日曆天，就是不分平日與假日，照著日曆上的天數計算謂之。 

工作天──所謂的工作天，就是扣除掉所有國定假日後所剩下的實際工作天數謂之。 

損鄰事件的預防 

當我們在從事住宅的室內設計工程監造管理時，有許多事情是要注意的，例如能預防在先的損鄰事

件，當我們遇到有些施工涉及到與隔壁或樓上下鄰居的介面時，最好能夠事先留意或思考到該工程項目是否會

涉及對樓版或是牆面的破壞、滲漏等性質的工程項目，都要特別叮嚀施工廠商其相關防護的措施都要事先仔細

的做好，以免因為我們的疏失造成損鄰事件，青則要賠償損失、修復，重則會吃上官司。 

隔戶牆──與鄰房共用的牆面謂之。 

上、下樓版──與樓上相隔的是上樓版，而與樓下相隔的是下樓版。 

公共空間區域的保護 

公共門廳 

樓梯間 

電梯 

屋頂防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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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講 商業空間監造 

施工圍籬 

商業空間多半都在十分公共顯眼的地方，於施工過程中，多半商家都會顧及形象，不喜歡讓人看見雜

亂的店面內部，所以會用比較美觀的臨時性板材將店門口圍起來，此時，施工圍籬上又可以拿來作為商家的形

象廣告，所以施工圍籬常會在商業空間裝修時成為必要的一個施工項目。 

商業空間的屬性 

一般販賣商店──一般商店是比較單純的商業空間類型。 

餐飲空間──餐飲空間比較需要注意的是專業廚具設備的配合，以及電力瓦斯設備的問題，若遇到小火鍋以及

燒烤或是鐵板燒，還有更加複雜的設備面問題需要面臨。 

百貨專櫃──百貨專櫃會碰到的除了前述不同屬性的商業空間會面臨的問題外，還必須去釐清百貨公司各自的

一些規範，以及百貨公司統一的電路與空調等。 

診所──醫療診所也有各種不同的科別，例如一般的內兒科是比較單純的，但遇到牙醫診所或是骨科、耳鼻喉

科、檢驗診所等都有其各自的特殊設備，有的需要給、排水的配合，有的需要有隔離輻射線的鉛牆鉛

門，都不是平常常見的設備，很新鮮也很需要格外留心。 

一般店面 

施工時間的精簡 

若有需要日夜兼程施工搶時間── 

百貨公司 

單獨櫃施工多半是夜間施工── 

在場外製作半成品到現場組裝── 

商業空間的工程品質 

商業空間的施工品質一般來說比住宅來說要粗糙，多半只要看得過去，以少花為宜，畢竟商家做生意

需要壓低成本，除非是業主特別交待要有比較好的品質，或是所謂的「精品專櫃」才會被要求有比較高的工程

品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