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外牆改修專科工法

介紹與選擇介紹與選擇

－借鏡日本經驗－



美麗家園是我們共同的夢想

居住放心

市容優雅市容優雅

美感蘊育

引以為榮



但是當磁磚有可能

會掉到路過的

你的頭上時，你的頭上時，

那可能就不美麗了。





當從天上落下來的 不是雨水 …而是.......



外牆整建 拉皮 改修

該從何處著手?該從何處著手?



舊磁磚“敲”or “不敲”?舊磁磚“敲”or “不敲”?



全面敲除磁磚前三思

• 敲除噪音�精神壓力
• 粉塵飛散�嚴重污染
• 巨量廢棄物
• 漫長工程黑暗期• 漫長工程黑暗期
• 損害原建築結構體
• 裂縫漏水疑慮



局部敲除磁磚

• 大幅減量的敲除噪音
• 粉塵飛散降低
• 廢棄物量大幅降低• 廢棄物量大幅降低
• 施工期掌握度高
• 保持原建築結構體強度
• 最適合人口密集區之

外牆拉皮工法



怎麼才剛拉皮沒多久

又掉磁磚 ?又掉磁磚 ?



傳統敲磁磚再貼磁磚工法案例-1

六張犁站附近大樓
更新工程完成至今僅6~7年

外觀磁磚已出現剝落，再次補強後修

繕痕跡明顯。



敦南二段-住宅商辦大
廈
改修工程完成至今僅6~7年外觀磁磚已

出現剝落，再次補強修繕。

傳統敲磁磚再貼磁磚工法案例 - 2



年輕的建築物也會發生!!!

基隆路商業大樓
屋齡20年，2015年發
生外掛石材脫落，目前
正準備進行更新工程。



忠孝東路聯合報大樓

外掛石材脫落案例 忠孝東路 聯合報大樓



混凝土中性化

產生的影響產生的影響



關於水泥中性化

What is 水泥中性化?
• 原本混凝土應維持在強鹼性

( 約PH12～13 ) 以保護結構鋼筋
• 因長期受到亞熱帶氣候烈日、

Ok!

劣化
( 約PH12～13 ) 以保護結構鋼筋

• 因長期受到亞熱帶氣候烈日、
風雨侵蝕及多次強烈地震考驗

• 鋼筋鏽蝕，膨脹，擠壓基底
混凝土，導致隆起，表面龜裂
而影響磁磚或附著物脫落。

劣化



對於塗料

因為不了解

而產生的誤解

因為不了解

而產生的誤解



外牆拉皮-四步驟
整合式外牆拉皮工法—從基底到外飾

Step 1. 調查與診斷Step 1. 調查與診斷
Step 2. 水泥中性化善
Step 3. 新基面塑造
Step 4. 決定外飾材



紅外線診斷
雨前 vs. 雨後

牆面含水處定位測量

打診棒檢測
牆面敲擊檢測



診斷程序

1

2

紅外線診斷紅外線診斷
牆面含水處定位測量

打診棒檢測打診棒檢測
牆面敲擊檢測

1

2 4

3

3

4

局部診斷局部診斷完成完成
圈記

局部剔除局部剔除

脆弱部位脆弱部位

2 4





水泥中性化檢測工具箱

• 打診棒
• 水泥中性化指示藥
• 中性化變色標準表
• 深度測量規
• 龜裂測量尺• 龜裂測量尺
• 游標尺(測鋼筋直徑用)
• 毛刷
• 空氣注入器
• 工具手提箱
• 資料卡



水泥中性化 檢測 &

對策工法

1. BR. 工法

2. SS  工法



正常現象下

選用BR工法

BR 工法 – BUILDING REFRESH 

選用BR工法

有效抑止水泥中性化



不良混凝土體質改善

黑心海砂屋

SS 工法 – Salt Stop 

黑心海砂屋

SS工法鹽份析出防蝕



SS 工法 – Salt Stop 

１基底修復 ２塗抹底漆 ３塗抹主材１基底修復 ２塗抹底漆 ３塗抹主材

４塗抹上塗材:





Step 4. 外飾材決定美學



原舊建築磁磚面

基底健檢
- BR 工法

複 習 4 步 驟

打造新基面

外牆面飾選擇

- MA  工法

- SA    工法

- GR   工法

- SF     工法

- 白色工法

打造新基面

高聚合陽離子水泥





摩 登 藝 術 石



摩摩登登 藝藝術術 石石

日日本本 最受好評最受好評 天然天然造型軟性造型軟性石石材材裝飾外牆板裝飾外牆板



輕量石材感外牆首選!
--日本MA 摩登藝術石

•創造石材氣度的首選
•日本拉皮工法人氣第一的天然石裝飾外牆板
•像天然花崗岩，砂岩等真石材面的質感
•多功能合一，外牆盔甲包覆式工法
•日本外牆拉皮界 最高人氣工法。

摩登藝術石

•日本外牆拉皮界 最高人氣工法。

摩登藝術石：MA STONE 砂岩石調：MA 砂岩



“軟性岩片設計,可作彎曲”，
“一體式含防水接縫設計”
“十年保固”
“ 表面層經抗UV 抗污處理”
“ 色彩豐富，外牆配色選擇多樣”
“ 防震，保護建築物安全”

MA特點



MA STONE 摩登藝術石 台灣實績案例-1

after

before

北市富陽三愛大樓



台北富陽三愛大樓外牆外飾工程



台北六福皇宮大樓外牆整修工程



MA STONE 摩登藝術石 日本實績案例-1



MA STONE 摩登藝術石 日本實績案例-2



日式風格造型塗料日式風格造型塗料



GR 工法

什麼是GR 工法? 
日本菊水GRANADA 質感造型塗料 + 施工意匠 = GR 工法

奈米風格造型塗料奈米風格造型塗料

GranadaGranada

Granada SiGranada Si

Granada Granada 彈性彈性

日本菊水GRANADA 質感造型塗料 + 施工意匠 = GR 工法
（亦可適用於室內造型裝修設計）

集日式意匠風格於一體的質感造型塗料！

GRANADA 質感造型塗料能自然融入環境，創造豐富個人特色價值的最佳造型塗料。

不僅外觀多彩，且對環境耐候性佳，抗污， 防霉～自潔性塗料。還記得仿彿格林童話中的城堡的牆壁嗎? 

對於新的外牆裝飾，不再只是磁磚的世界，透過Granada造型塗料，

你將可以發現利用材質風格可以傳遞著你對生活的態度。



GR 工法質感&造型

詮釋內外牆造型藝術風格的最佳人氣塗料 !!



GR 工法 質感造型塗料 台灣實績案例-1

高雄 私人宅



GR 工法 奈米彈性造型塗料 日本實績案例-1

東京都 岩本町







SF 工法介紹

SF 新柔工法 – 專為覆蓋舊塗料所設計！



SF 工法-實績案例



SF 工法-實績案例



No.No.No.No.

1111 後製清水混凝土修飾保護工法



SA 工法特色

SA SA SA SA 工法

• 完全無機水性系列，日本建築業界最受歡迎指定專用

• 具憎水效果之滲透型清水混凝土保護系統

No.

1

• 具憎水效果之滲透型清水混凝土保護系統

• 日本健康建材標準 最高等級FF ☆☆☆☆☆☆☆☆認證。

（ 最嚴格甲醛含量限定標準的規範）

• 完全水性綠色建材，保障人體與環境安全。

• 奈米級滲透防護分子，長效保護混凝土軀體，高耐候性，保潔度高，

搭配正確設計與施工程序，於各種天候下仍歷久彌新。



SA 工法 後製清水模 台灣實績案例-1

before after

新莊 個人住宅



SA 工法 後製清水模 台灣實績案例-2

新北 五股工業區

before

after



SA 工法 真清水模保護 台灣實績案例-1 楊梅 藍公館



白色工法

挑戰極致白色！



白色工法





外牆實例-1

原建築照

3D模擬圖



外牆 實例-2

3D模擬圖

原建築照

3D模擬圖



外牆 實例-3

原建築照

3D模擬圖



由內到外，用專業為您服務由內到外，用專業為您服務



www.pomplus.com.tw



感謝您的參與！
T E L: 02 - 2704 – 7217

感謝您的參與！
T E L: 02 - 2704 – 7217
台北市敦化南路二段100號3樓
www.pomplus.com.tw
www.taiwansa.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