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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大綱
((((一一一一))))建築物建築物建築物建築物

1111、、、、認識認識認識認識建築物建築物建築物建築物：：：：板板板板、、、、梁梁梁梁、、、、柱柱柱柱、、、、牆及基礎牆及基礎牆及基礎牆及基礎。。。。

2222、、、、樓板樓板樓板樓板設計承載荷重設計承載荷重設計承載荷重設計承載荷重。。。。

3333、、、、裂縫裂縫裂縫裂縫對結構安全的影響對結構安全的影響對結構安全的影響對結構安全的影響。。。。

4444、、、、建築物建築物建築物建築物發生傾斜對結構的影響發生傾斜對結構的影響發生傾斜對結構的影響發生傾斜對結構的影響。。。。

5555、、、、何謂何謂何謂何謂海砂屋海砂屋海砂屋海砂屋？？？？海砂屋如何判斷海砂屋如何判斷海砂屋如何判斷海砂屋如何判斷？？？？如何檢測如何檢測如何檢測如何檢測？？？？

6666、、、、輻射輻射輻射輻射鋼筋對人體有何影響鋼筋對人體有何影響鋼筋對人體有何影響鋼筋對人體有何影響？？？？那個年代的建物可統有輻射鋼筋的那個年代的建物可統有輻射鋼筋的那個年代的建物可統有輻射鋼筋的那個年代的建物可統有輻射鋼筋的
疑慮疑慮疑慮疑慮？？？？如何去查詢輻射屋的相關資訊如何去查詢輻射屋的相關資訊如何去查詢輻射屋的相關資訊如何去查詢輻射屋的相關資訊？？？？

7777、、、、中古屋中古屋中古屋中古屋常見的漏水問題常見的漏水問題常見的漏水問題常見的漏水問題，，，，如何去判斷漏水如何去判斷漏水如何去判斷漏水如何去判斷漏水？？？？

8888、、、、壁壁壁壁癌癌癌癌。。。。

9999、、、、建築物建築物建築物建築物裝修材料含甲醛對人體的影響裝修材料含甲醛對人體的影響裝修材料含甲醛對人體的影響裝修材料含甲醛對人體的影響。。。。

10101010、、、、如何如何如何如何檢查地磚及壁磚的空心檢查地磚及壁磚的空心檢查地磚及壁磚的空心檢查地磚及壁磚的空心、、、、隆起及膨拱隆起及膨拱隆起及膨拱隆起及膨拱。。。。

((((二二二二))))住宅住宅住宅住宅電氣檢測電氣檢測電氣檢測電氣檢測

認識建築物認識建築物認識建築物認識建築物

載重傳遞路徑：
板板板板→→→→梁梁梁梁→→→→柱柱柱柱→→→→基礎基礎基礎基礎
樓板必須有足够强度和
勁度來承載其上面的家
具、設備和人等載重，
並傳遞給支撐板之構件
--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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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為一水平構件，
主要承受板傳遞之垂
直載重並與柱共同承
受水平地震力。

 柱：為一垂直構件，
主要承受梁傳遞之垂
直載重並與梁共同承
受水平地震力。

板板板板

梁梁梁梁

柱柱柱柱

牆牆牆牆(牆壁牆壁牆壁牆壁) ：在建築學建築學建築學建築學上是指一種垂直
向的空間空間空間空間隔斷結構，是空間分隔中最重
要的元素之一。

結構結構結構結構牆牆牆牆((((剪力牆及剪力牆及剪力牆及剪力牆及承重牆承重牆承重牆承重牆))))與與與與非結構非結構非結構非結構牆牆牆牆
((((隔間隔間隔間隔間牆牆牆牆))))：：：：就結構行為來說，牆依其原
始設計是否考慮其為結構系統中之受力
構件來判斷。也就是說在結構設計時牆
是存在結構系統中共同承受垂直及水平
載重，且確實依其受力大小來設計其厚
度及配筋，該牆就是結構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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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基礎基礎基礎：：：：其主要功能係將上部結構物如柱、牆或
擋土牆等之載重傳遞到土層內。

一般基礎大致可約略分成兩大類：即淺基礎淺基礎淺基礎淺基礎及
深基礎深基礎深基礎深基礎。。。。

淺淺淺淺基礎基礎基礎基礎：：：：一般適用在地質條件較好而且結構物
並無傾倒或滑動的顧慮的系統上，屬於這類施
工方式之常見基礎有下列四種：獨立獨立獨立獨立基礎基礎基礎基礎，，，，牆牆牆牆
基礎基礎基礎基礎、、、、聯合聯合聯合聯合基礎及基礎及基礎及基礎及筏筏筏筏基基基基。。。。

深基礎深基礎深基礎深基礎：：：：當當當當地盤表層的地質條件很差，無法使
用淺基礎時，則需採用深基礎來克服。常用之
深基礎有下列兩種：：：：樁樁樁樁基及基及基及基及沈箱沈箱沈箱沈箱基礎基礎基礎基礎。。。。

筏基版 

筏基梁 

外牆 

柱 

柱 

樓板設計承載荷重樓板設計承載荷重樓板設計承載荷重樓板設計承載荷重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構
造編第一章基本規則
第 十七條(最低活載
重)：建築物構造之
活載重，因樓地版之
用途而不同，不得小
於左表所列；不在表
列之樓地版用途或使
用情形與表列不同，
應按實計算，並須詳
列於結構計算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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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板設計承載荷重樓板設計承載荷重樓板設計承載荷重樓板設計承載荷重

10

建築平面建築平面建築平面建築平面
以居住的防震安全而言以居住的防震安全而言以居住的防震安全而言以居住的防震安全而言，，，，建築平面的規劃原則建築平面的規劃原則建築平面的規劃原則建築平面的規劃原則，，，，重點可分為重點可分為重點可分為重點可分為：：：：

((((1) 1) 1) 1) 規則規則規則規則

(2) (2) (2) (2) 簡單簡單簡單簡單

(3) (3) (3) (3) 對稱對稱對稱對稱

 建築物長度過長時建築物長度過長時建築物長度過長時建築物長度過長時，，，，除了熱脹冷縮會導致額外應力造成裂縫外除了熱脹冷縮會導致額外應力造成裂縫外除了熱脹冷縮會導致額外應力造成裂縫外除了熱脹冷縮會導致額外應力造成裂縫外，，，，
在地震時也很容易造成建築物端部的破壞在地震時也很容易造成建築物端部的破壞在地震時也很容易造成建築物端部的破壞在地震時也很容易造成建築物端部的破壞。。。。建築物平面轉折的部建築物平面轉折的部建築物平面轉折的部建築物平面轉折的部
分在地震時經常因為分在地震時經常因為分在地震時經常因為分在地震時經常因為應力集中應力集中應力集中應力集中現象而導致破壞現象而導致破壞現象而導致破壞現象而導致破壞。。。。

地震與建築物地震與建築物地震與建築物地震與建築物(pp.10~21)
參考文獻參考文獻參考文獻參考文獻：：：： http://www3.nstm.gov.tw/earthqu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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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字型口字型口字型口字型：：：：為耐震上較良好的建築結構為耐震上較良好的建築結構為耐震上較良好的建築結構為耐震上較良好的建築結構，，，，不不不不
容易受到損壞容易受到損壞容易受到損壞容易受到損壞。。。。

LLLL字型字型字型字型：：：：若若若若BBBB太長左右搖晃時太長左右搖晃時太長左右搖晃時太長左右搖晃時，，，，與與與與AAAA區交接處區交接處區交接處區交接處
容易在地震後受到破壞容易在地震後受到破壞容易在地震後受到破壞容易在地震後受到破壞。。。。若若若若AAAA區長度太長前區長度太長前區長度太長前區長度太長前
後搖晃時後搖晃時後搖晃時後搖晃時，，，，AAAA區端部容易在地震後受到破壞區端部容易在地震後受到破壞區端部容易在地震後受到破壞區端部容易在地震後受到破壞。。。。

TTTT字型字型字型字型：：：：若若若若B.CB.CB.CB.C太長左右搖晃時與太長左右搖晃時與太長左右搖晃時與太長左右搖晃時與AAAA區交接處區交接處區交接處區交接處
容易在地震後受到破壞容易在地震後受到破壞容易在地震後受到破壞容易在地震後受到破壞。。。。若若若若AAAA區長度太長前區長度太長前區長度太長前區長度太長前
後搖晃時後搖晃時後搖晃時後搖晃時，，，，AAAA區端部容易在地震後受到破壞區端部容易在地震後受到破壞區端部容易在地震後受到破壞區端部容易在地震後受到破壞。。。。

UUUU字型字型字型字型：：：：若若若若B.CB.CB.CB.C太長左右搖晃時太長左右搖晃時太長左右搖晃時太長左右搖晃時，，，，與與與與AAAA區交接區交接區交接區交接
處容易在地震後受到破壞處容易在地震後受到破壞處容易在地震後受到破壞處容易在地震後受到破壞。。。。若若若若AAAA區長度太長區長度太長區長度太長區長度太長
前後搖晃時前後搖晃時前後搖晃時前後搖晃時，，，，AAAA區兩端部容易在地震後受到區兩端部容易在地震後受到區兩端部容易在地震後受到區兩端部容易在地震後受到
破壞破壞破壞破壞。。。。

HHHH字型字型字型字型：：：：若若若若B.C.D.EB.C.D.EB.C.D.EB.C.D.E太長左右搖晃時太長左右搖晃時太長左右搖晃時太長左右搖晃時，，，，與與與與AAAA區區區區
交接處容易在地震後受到破壞交接處容易在地震後受到破壞交接處容易在地震後受到破壞交接處容易在地震後受到破壞。。。。若若若若AAAA區長度區長度區長度區長度
太長前後搖晃時太長前後搖晃時太長前後搖晃時太長前後搖晃時，，，，AAAA區兩端部容易在地震後區兩端部容易在地震後區兩端部容易在地震後區兩端部容易在地震後
受到破壞受到破壞受到破壞受到破壞。。。。 11

12

建築立面建築立面建築立面建築立面

正方型正方型正方型正方型：：：：形狀均勻且高寬比不要超過形狀均勻且高寬比不要超過形狀均勻且高寬比不要超過形狀均勻且高寬比不要超過 4 4 4 4 之立面形之立面形之立面形之立面形
狀狀狀狀，，，，耐震上較為良好耐震上較為良好耐震上較為良好耐震上較為良好。。。。

倒倒倒倒TTTT型型型型：：：：上層區較低層區明顯退縮且底部容易產生上層區較低層區明顯退縮且底部容易產生上層區較低層區明顯退縮且底部容易產生上層區較低層區明顯退縮且底部容易產生
破壞破壞破壞破壞。。。。

倒凸型倒凸型倒凸型倒凸型：：：：高層區出挑長度太長或剛度遠較底層為大高層區出挑長度太長或剛度遠較底層為大高層區出挑長度太長或剛度遠較底層為大高層區出挑長度太長或剛度遠較底層為大
時時時時，，，，底層容易產生破壞底層容易產生破壞底層容易產生破壞底層容易產生破壞。。。。

高瘦型高瘦型高瘦型高瘦型：：：：高瘦之立面形狀在地震作用下很容易產生高瘦之立面形狀在地震作用下很容易產生高瘦之立面形狀在地震作用下很容易產生高瘦之立面形狀在地震作用下很容易產生
複雜之變形及破壞複雜之變形及破壞複雜之變形及破壞複雜之變形及破壞。。。。

中間退縮型中間退縮型中間退縮型中間退縮型：：：：中間層突然退縮或剛度變小時中間層突然退縮或剛度變小時中間層突然退縮或剛度變小時中間層突然退縮或剛度變小時，，，，中間中間中間中間
層很容易產生破壞層很容易產生破壞層很容易產生破壞層很容易產生破壞。。。。

建築物在立面上建築物在立面上建築物在立面上建築物在立面上，，，，應該避免突然的形狀變化應該避免突然的形狀變化應該避免突然的形狀變化應該避免突然的形狀變化。。。。形狀規劃形狀規劃形狀規劃形狀規劃、、、、寬度均勻變寬度均勻變寬度均勻變寬度均勻變
化是使建築物耐震良好的設計化是使建築物耐震良好的設計化是使建築物耐震良好的設計化是使建築物耐震良好的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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牆面配置牆面配置牆面配置牆面配置
牆面具有良好的抵抗水平地震力之能力牆面具有良好的抵抗水平地震力之能力牆面具有良好的抵抗水平地震力之能力牆面具有良好的抵抗水平地震力之能力，，，，因此地因此地因此地因此地
震後常見柱樑完好而牆壁開裂的情況震後常見柱樑完好而牆壁開裂的情況震後常見柱樑完好而牆壁開裂的情況震後常見柱樑完好而牆壁開裂的情況，，，，即牆壁吸即牆壁吸即牆壁吸即牆壁吸
收了大量的地震能量收了大量的地震能量收了大量的地震能量收了大量的地震能量，，，，使柱樑不受損害使柱樑不受損害使柱樑不受損害使柱樑不受損害。。。。 在樑柱在樑柱在樑柱在樑柱
設計上設計上設計上設計上，，，，應採用應採用應採用應採用““““強柱弱樑強柱弱樑強柱弱樑強柱弱樑””””的觀念的觀念的觀念的觀念，，，，亦即柱的亦即柱的亦即柱的亦即柱的
強度應相對地較樑的強度為高強度應相對地較樑的強度為高強度應相對地較樑的強度為高強度應相對地較樑的強度為高，，，，以免柱子先行破以免柱子先行破以免柱子先行破以免柱子先行破
壞壞壞壞，，，，造成崩塌造成崩塌造成崩塌造成崩塌。。。。

良好的牆面配置原則都是要對稱良好的牆面配置原則都是要對稱良好的牆面配置原則都是要對稱良好的牆面配置原則都是要對稱、、、、均勻分布均勻分布均勻分布均勻分布，，，，在在在在
建築物的長建築物的長建築物的長建築物的長、、、、短方向都要有適當配置的牆面短方向都要有適當配置的牆面短方向都要有適當配置的牆面短方向都要有適當配置的牆面。。。。

挑高挑高挑高挑高：：：：破壞集中在底層柱之上破壞集中在底層柱之上破壞集中在底層柱之上破壞集中在底層柱之上
下端下端下端下端，，，，使得建築物成為不穩定狀使得建築物成為不穩定狀使得建築物成為不穩定狀使得建築物成為不穩定狀
態態態態，，，，甚至底層完全崩塌甚至底層完全崩塌甚至底層完全崩塌甚至底層完全崩塌。。。。

14

窗台窗台窗台窗台：：：：窗台造成短柱破壞窗台造成短柱破壞窗台造成短柱破壞窗台造成短柱破壞，，，，在在在在
學校沿走廊方向設置窗台的建築學校沿走廊方向設置窗台的建築學校沿走廊方向設置窗台的建築學校沿走廊方向設置窗台的建築
常常使得底層柱被完全剪壞常常使得底層柱被完全剪壞常常使得底層柱被完全剪壞常常使得底層柱被完全剪壞，，，，並並並並
造成上層疊置於下層之崩塌情形造成上層疊置於下層之崩塌情形造成上層疊置於下層之崩塌情形造成上層疊置於下層之崩塌情形。。。。

牆體配置在一樓中斷未連貫牆體配置在一樓中斷未連貫牆體配置在一樓中斷未連貫牆體配置在一樓中斷未連貫
到基礎到基礎到基礎到基礎：：：：破壞集中在底層破壞集中在底層破壞集中在底層破壞集中在底層，，，，
甚至引起骨牌式崩塌甚至引起骨牌式崩塌甚至引起骨牌式崩塌甚至引起骨牌式崩塌。。。。

騎樓騎樓騎樓騎樓：：：：騎樓柱折斷騎樓柱折斷騎樓柱折斷騎樓柱折斷，，，，建築物從建築物從建築物從建築物從
基礎拔起並傾倒基礎拔起並傾倒基礎拔起並傾倒基礎拔起並傾倒。。。。



2018/5/4

8

影響建築物的耐震性能的主要因素可從下影響建築物的耐震性能的主要因素可從下影響建築物的耐震性能的主要因素可從下影響建築物的耐震性能的主要因素可從下
列幾點討論列幾點討論列幾點討論列幾點討論：：：：
1.1.1.1.平面形狀平面形狀平面形狀平面形狀。。。。
2.2.2.2.立面形狀立面形狀立面形狀立面形狀。。。。
3.3.3.3.牆面配置牆面配置牆面配置牆面配置。。。。
4.4.4.4.樑柱配置樑柱配置樑柱配置樑柱配置。。。。
5.5.5.5.管線配置管線配置管線配置管線配置。。。。

15

以居住的防震安全而言以居住的防震安全而言以居住的防震安全而言以居住的防震安全而言，，，，建築平面的規劃原則建築平面的規劃原則建築平面的規劃原則建築平面的規劃原則，，，，重點可分為重點可分為重點可分為重點可分為：：：： 規則規則規則規則、、、、
簡單簡單簡單簡單 、、、、對稱對稱對稱對稱。。。。

建築物長度過長時建築物長度過長時建築物長度過長時建築物長度過長時，，，，除了熱脹冷縮會導致額外應力造成裂縫外除了熱脹冷縮會導致額外應力造成裂縫外除了熱脹冷縮會導致額外應力造成裂縫外除了熱脹冷縮會導致額外應力造成裂縫外，，，，在地在地在地在地
震時也很容易造成建築物端部的破壞震時也很容易造成建築物端部的破壞震時也很容易造成建築物端部的破壞震時也很容易造成建築物端部的破壞。。。。建築物平面轉折的部分在地震建築物平面轉折的部分在地震建築物平面轉折的部分在地震建築物平面轉折的部分在地震
時經常因為時經常因為時經常因為時經常因為應力集中應力集中應力集中應力集中現象而導致破壞現象而導致破壞現象而導致破壞現象而導致破壞。。。。

16

平平平平面配置原則面配置原則面配置原則面配置原則

良好結構平面配置良好結構平面配置良好結構平面配置良好結構平面配置 不良的結構平面配置不良的結構平面配置不良的結構平面配置不良的結構平面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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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震良好之立面形狀規劃設計耐震良好之立面形狀規劃設計耐震良好之立面形狀規劃設計耐震良好之立面形狀規劃設計：：：：

1.1.1.1.單棟房舍應儘量採用形狀規則單棟房舍應儘量採用形狀規則單棟房舍應儘量採用形狀規則單棟房舍應儘量採用形狀規則、、、、寬度均勻變化之立面寬度均勻變化之立面寬度均勻變化之立面寬度均勻變化之立面。。。。

2.2.2.2.避免高寬比過大之細長立面形狀避免高寬比過大之細長立面形狀避免高寬比過大之細長立面形狀避免高寬比過大之細長立面形狀，，，，一般房舍高寬比需小於一般房舍高寬比需小於一般房舍高寬比需小於一般房舍高寬比需小於 4 4 4 4 。。。。

3.3.3.3.立面上應儘量避免突然之幾何變化立面上應儘量避免突然之幾何變化立面上應儘量避免突然之幾何變化立面上應儘量避免突然之幾何變化，，，，如樓層退縮如樓層退縮如樓層退縮如樓層退縮、、、、出挑出挑出挑出挑、、、、或成或成或成或成
倒梯形倒梯形倒梯形倒梯形。。。。

17

立立立立面配置原則面配置原則面配置原則面配置原則

良好結構立面配置良好結構立面配置良好結構立面配置良好結構立面配置 不良好結構立面配置不良好結構立面配置不良好結構立面配置不良好結構立面配置

耐震良好之牆體平面配置原則耐震良好之牆體平面配置原則耐震良好之牆體平面配置原則耐震良好之牆體平面配置原則：：：：

(1)(1)(1)(1)牆體在平面配置上應力求對牆體在平面配置上應力求對牆體在平面配置上應力求對牆體在平面配置上應力求對
稱且均勻分布稱且均勻分布稱且均勻分布稱且均勻分布。。。。

(2)(2)(2)(2)建築物長方向及短方向壁量建築物長方向及短方向壁量建築物長方向及短方向壁量建築物長方向及短方向壁量
不可過於懸殊不可過於懸殊不可過於懸殊不可過於懸殊。。。。

(3)(3)(3)(3)為增加建築物長方向壁量為增加建築物長方向壁量為增加建築物長方向壁量為增加建築物長方向壁量，，，，
可將矩形柱規劃成含翼牆柱可將矩形柱規劃成含翼牆柱可將矩形柱規劃成含翼牆柱可將矩形柱規劃成含翼牆柱
((((柱旁增加柱旁增加柱旁增加柱旁增加90CM90CM90CM90CM以上牆壁以上牆壁以上牆壁以上牆壁))))，，，，
並在樓梯間並在樓梯間並在樓梯間並在樓梯間、、、、廁所等空間中廁所等空間中廁所等空間中廁所等空間中
平行建築物長軸方向設置剪平行建築物長軸方向設置剪平行建築物長軸方向設置剪平行建築物長軸方向設置剪
力牆力牆力牆力牆。。。。

18

牆體平面配置原則牆體平面配置原則牆體平面配置原則牆體平面配置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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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震良好之牆體立面配置原則耐震良好之牆體立面配置原則耐震良好之牆體立面配置原則耐震良好之牆體立面配置原則：：：：

(1)(1)(1)(1)牆體配置應儘量上下連續牆體配置應儘量上下連續牆體配置應儘量上下連續牆體配置應儘量上下連續，，，，且且且且
上上上上、、、、下牆體的中心應力求一致下牆體的中心應力求一致下牆體的中心應力求一致下牆體的中心應力求一致。。。。

(2)(2)(2)(2)若牆體有開口若牆體有開口若牆體有開口若牆體有開口，，，，則開口位置應則開口位置應則開口位置應則開口位置應
上下一致上下一致上下一致上下一致，，，，且開口面積應小於且開口面積應小於且開口面積應小於且開口面積應小於
該牆體面積之該牆體面積之該牆體面積之該牆體面積之1/6 1/6 1/6 1/6 。。。。

19

牆體立面配置原則牆體立面配置原則牆體立面配置原則牆體立面配置原則

耐震良好之耐震良好之耐震良好之耐震良好之梁梁梁梁和柱的配置和柱的配置和柱的配置和柱的配置，，，，對對對對
支撐建築物本身支撐建築物本身支撐建築物本身支撐建築物本身，，，，具有非常重大具有非常重大具有非常重大具有非常重大
的影響的影響的影響的影響。。。。就像人的身體骨架就像人的身體骨架就像人的身體骨架就像人的身體骨架，，，，如如如如
果失去支撐效果果失去支撐效果果失去支撐效果果失去支撐效果，，，，人就會站不直人就會站不直人就會站不直人就會站不直。。。。
良好的良好的良好的良好的梁梁梁梁柱配置柱配置柱配置柱配置，，，，柱的剖面應稍柱的剖面應稍柱的剖面應稍柱的剖面應稍
微大於微大於微大於微大於梁梁梁梁，，，，形成強柱弱形成強柱弱形成強柱弱形成強柱弱梁梁梁梁。。。。此外此外此外此外，，，，
梁梁梁梁柱的中心線應一致柱的中心線應一致柱的中心線應一致柱的中心線應一致；；；；若不一致若不一致若不一致若不一致
容易產生額外應力容易產生額外應力容易產生額外應力容易產生額外應力。。。。

20

梁梁梁梁柱配置原則柱配置原則柱配置原則柱配置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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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管線指的是集排水管建築物管線指的是集排水管建築物管線指的是集排水管建築物管線指的是集排水管、、、、
電力電力電力電力、、、、電信管等電信管等電信管等電信管等。。。。一般建築為一般建築為一般建築為一般建築為
了使建築美觀了使建築美觀了使建築美觀了使建築美觀，，，，這些管線就常這些管線就常這些管線就常這些管線就常
常被埋設在樑柱或牆壁中常被埋設在樑柱或牆壁中常被埋設在樑柱或牆壁中常被埋設在樑柱或牆壁中，，，，結結結結
果使整體結構的抗震效果大打果使整體結構的抗震效果大打果使整體結構的抗震效果大打果使整體結構的抗震效果大打
折扣折扣折扣折扣。。。。良好的建築物管線配置良好的建築物管線配置良好的建築物管線配置良好的建築物管線配置，，，，
應與建築結構分開或設置管道應與建築結構分開或設置管道應與建築結構分開或設置管道應與建築結構分開或設置管道
間間間間。。。。

21

建築物管線配置原則建築物管線配置原則建築物管線配置原則建築物管線配置原則

建築物的耐震概念可以分為兩個層面建築物的耐震概念可以分為兩個層面建築物的耐震概念可以分為兩個層面建築物的耐震概念可以分為兩個層面：：：：

第一是增加建築物結構強度第一是增加建築物結構強度第一是增加建築物結構強度第一是增加建築物結構強度，，，，也就是也就是也就是也就是
應用建築技術應用建築技術應用建築技術應用建築技術，，，，加以補強或調整加以補強或調整加以補強或調整加以補強或調整。。。。

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由於現代的科學進步由於現代的科學進步由於現代的科學進步由於現代的科學進步，，，，我們發我們發我們發我們發
展出許多展出許多展出許多展出許多設備設備設備設備，，，，裝在建築物上裝在建築物上裝在建築物上裝在建築物上，，，，可可可可
以隔絕地震波以隔絕地震波以隔絕地震波以隔絕地震波，，，，減少傳遞到建築物減少傳遞到建築物減少傳遞到建築物減少傳遞到建築物
的地震波能量的地震波能量的地震波能量的地震波能量。。。。或是吸收或是吸收或是吸收或是吸收地震波能地震波能地震波能地震波能
量量量量減少減少減少減少建築物建築物建築物建築物的受力的受力的受力的受力。。。。

22

建築物的耐震概念建築物的耐震概念建築物的耐震概念建築物的耐震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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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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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常我們在室內平常我們在室內平常我們在室內平常我們在室內，，，，可以用以下的方法可以用以下的方法可以用以下的方法可以用以下的方法，，，，防止物品防止物品防止物品防止物品
在地震過程中掉落而引起的傷害在地震過程中掉落而引起的傷害在地震過程中掉落而引起的傷害在地震過程中掉落而引起的傷害。。。。

1.1.1.1.用五金配件固定書櫥用五金配件固定書櫥用五金配件固定書櫥用五金配件固定書櫥、、、、磁器磁器磁器磁器、、、、或其他高的傢或其他高的傢或其他高的傢或其他高的傢
俱俱俱俱。。。。

2.2.2.2.幫櫃子門把裝設穩固的閂子幫櫃子門把裝設穩固的閂子幫櫃子門把裝設穩固的閂子幫櫃子門把裝設穩固的閂子。。。。

3.3.3.3.將熱水器將熱水器將熱水器將熱水器、、、、瓦斯桶固定在牆壁上瓦斯桶固定在牆壁上瓦斯桶固定在牆壁上瓦斯桶固定在牆壁上。。。。

25

傢俱之防震傢俱之防震傢俱之防震傢俱之防震

裂縫對結構安全的影響裂縫對結構安全的影響裂縫對結構安全的影響裂縫對結構安全的影響
一般房屋結構裂縫的產生原因有三大類：

1.1.1.1. 材料材料材料材料本身的特性本身的特性本身的特性本身的特性：：：：水泥水化過程中的水份蒸發造成体積的收

縮變化(乾縮)及溫度熱脹冷縮造成体積的變化等就屬於這一

類。

2.2.2.2. 房屋結構受外力的作用房屋結構受外力的作用房屋結構受外力的作用房屋結構受外力的作用：：：：最常見的就大地震過後產生的剪力

裂縫。基礎的不均勻沉陷也會造成建築物上產生一些明顯的

裂縫。另外梁承受太大的垂直載重或是跨度較大的梁其長期

撓度過大時也很容易造成其上之牆裂縫的產生。

3.3.3.3. 施工造成施工造成施工造成施工造成：：：：施工時造成冷縫的存在，或是施工時未確保應有

的保護層厚度，造成鋼筋銹蝕膨脹撐開混凝土造成裂縫的產

生。



2018/5/4

14

就力學行為來分類，一般分成兩類：結構性裂縫結構性裂縫結構性裂縫結構性裂縫與非結構性裂縫非結構性裂縫非結構性裂縫非結構性裂縫。

結構性裂縫結構性裂縫結構性裂縫結構性裂縫：：：：因外力作用、不均勻沈陷及溫度作用造成構件受力
而形成的裂縫稱之，一般這類裂縫對原結構強度有一定程度的影
響，視其形成位置及大小而定。這類裂縫的特性就是有方向性，
如最常見的在地震力作用下牆面所形成的45度斜裂縫。

非結構性裂縫：不是因外力作用形成的裂縫稱之，最常見就是混
凝土在水化過程中的水份蒸發造成龜裂，這類裂縫的特性就是沒
有方向性，對原結構強度影響較小，但如裂縫過大或過深可能會
影響建築物的耐久性。

乾縮及熱脹冷縮裂縫乾縮及熱脹冷縮裂縫乾縮及熱脹冷縮裂縫乾縮及熱脹冷縮裂縫-水化過程
的亁縮及冷縮熱脹變形造成，是
最常見的房屋裂縫，一般在屋頂
或沿梁的水平裂縫，沿窗角的豎
裂等，一般溫度型裂縫對房屋結
構安全影響不大，這種裂縫，只
影響房屋室內的外觀，不會影響
房屋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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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縫裂縫冷縫裂縫冷縫裂縫冷縫裂縫-施工時因前後澆
注混凝土停留時間過長，對
已固化混凝土表面未進行特
殊處理，一般裂縫屬直線型，
且為穿透型如屬外牆易有漏
水問題，對結構安全有一定
的影響。

不均勻沉陷不均勻沉陷不均勻沉陷不均勻沉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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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造成的剪力裂縫地震造成的剪力裂縫地震造成的剪力裂縫地震造成的剪力裂縫

地震造成的剪力裂縫地震造成的剪力裂縫地震造成的剪力裂縫地震造成的剪力裂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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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造成的剪力裂縫地震造成的剪力裂縫地震造成的剪力裂縫地震造成的剪力裂縫

地震造成地震造成地震造成地震造成的裂縫的裂縫的裂縫的裂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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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造成地震造成地震造成地震造成的裂縫的裂縫的裂縫的裂縫

地震造成地震造成地震造成地震造成的裂縫的裂縫的裂縫的裂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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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造成地震造成地震造成地震造成的裂縫的裂縫的裂縫的裂縫

地震造成地震造成地震造成地震造成的裂縫的裂縫的裂縫的裂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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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造成地震造成地震造成地震造成的裂縫的裂縫的裂縫的裂縫

地震造成地震造成地震造成地震造成的裂縫的裂縫的裂縫的裂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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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造成地震造成地震造成地震造成的裂縫的裂縫的裂縫的裂縫

地震後檢查建築物裂縫的注意事項地震後檢查建築物裂縫的注意事項地震後檢查建築物裂縫的注意事項地震後檢查建築物裂縫的注意事項

檢查建築物先觀察牆裂縫
是否具方向性具方向性具方向性具方向性、是否呈現呈現呈現呈現
接近單向接近單向接近單向接近單向45454545度或度或度或度或雙向雙向雙向雙向45454545度度度度
交叉交叉交叉交叉、、、、是否與梁柱交界面與梁柱交界面與梁柱交界面與梁柱交界面
有水平及垂直裂縫有水平及垂直裂縫有水平及垂直裂縫有水平及垂直裂縫。。。。柱柱柱柱、、、、
梁梁梁梁、、、、剪力牆是否有接近剪力牆是否有接近剪力牆是否有接近剪力牆是否有接近45454545
度或交叉的斜向裂縫。另
外建築物整体有無異常傾
斜，基礎有無沈陷等也都
需一併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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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後檢查建築物裂縫的注意事項地震後檢查建築物裂縫的注意事項地震後檢查建築物裂縫的注意事項地震後檢查建築物裂縫的注意事項

地震過後，檢查房子可以
從梁柱下手，震後的房子震後的房子震後的房子震後的房子
分成分成分成分成ABCABCABCABC三個等級三個等級三個等級三個等級，如果柱
子出現X形、V形斜向和地
面呈現45度就是屬於A級必
須立刻離開屋內，並且儘
速通知專業技師前往，檢
查房屋是否有崩塌的危險！

檢查建築物裂縫的注意事項檢查建築物裂縫的注意事項檢查建築物裂縫的注意事項檢查建築物裂縫的注意事項

分析研判該建築物裂縫屬
性，可用超音波儀器檢測
裂縫的寬度及深度，如果
研判屬於結構性裂縫，則
已對結構安全有影響需請
專業技師進行評估其嚴重
性。如果裂縫深度達到鋼
筋部位如果有滲水現象會
腐蝕鋼筋則會影響建築物
的耐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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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發生傾斜對結構的影響建築物發生傾斜對結構的影響建築物發生傾斜對結構的影響建築物發生傾斜對結構的影響
依臺北市建築物工程施工損害鄰房鑑定手冊工程性補償費標準

（1）（Δ/H）＜1/200：修復
房屋傾斜率（Δ/H）低於1/200 者，應估列標的物損
害部份之修復費用。

（2）1/200≦（Δ/H）≦1/40：結構安全影響評估及修復
補強

房屋傾斜率（Δ/H）超過1/200，但未達1/40 者，應
評估工地施工對標的物結構安全所造成之影響，並依
評估結果估列標的物損害部份之修復補強費用，其中
補強應考慮因傾斜增量所引致標的物基礎或結構之強
度損失。

（3）（Δ/H）＞1/40：重建
房屋傾斜率（Δ/H）超過1/40 者，不論損害情況如何，
應依房屋重建造價估算費用。

海砂屋海砂屋海砂屋海砂屋

海砂屋海砂屋海砂屋海砂屋，在台灣通俗的說法是指使用含鹽份的海砂
摻入預拌混凝土所建造的房屋；精確的說法則是依
據國家標準CNS 3090的定義指的是「混凝土氯離子
含量超過標準值（0.15kg/m3）」。海砂屋常見的問
題有：牆壁及天花板混凝土剝落、鋼筋外露鏽蝕等，
影響居住安全。在不動產交易過程中，混凝土氯離
子含量數據會大幅影響估價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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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的海砂屋典型的海砂屋典型的海砂屋典型的海砂屋

海砂屋與輻射屋發生年份海砂屋與輻射屋發生年份海砂屋與輻射屋發生年份海砂屋與輻射屋發生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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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砂屋對結構影響海砂屋對結構影響海砂屋對結構影響海砂屋對結構影響

當混凝土保護層有裂縫或蜂窩有裂縫或蜂窩有裂縫或蜂窩有裂縫或蜂窩存在，鋼筋鋼筋鋼筋鋼筋遇到混凝土中的
氯離子氯離子氯離子氯離子及由裂縫滲進來的水份水份水份水份開始產生腐蝕作用，其生成
物体積會膨脹体積會膨脹体積會膨脹体積會膨脹對混凝土產生擠壓，造成混凝土裂縫加大及
剝落。辨別裂縫是否為鋼筋腐蝕所造成，可以觀察裂縫的
走向是否和鋼筋配置的方向相同。另外，若混凝土出現裂
縫，也可以進一步觀察是否有鏽水流出，當混凝土的裂縫
中有鏽水流出，代表裡面的鋼筋已經生鏽了。鋼筋鏽蝕後
其有效面積會隨鏽蝕程度逐漸減少，因此其承載能力也跟
著逐漸降低，對結構安全影響很大。

建築物輻射鋼筋建築物輻射鋼筋建築物輻射鋼筋建築物輻射鋼筋

民國72年，台灣電力公司第一核能發電廠工地所
購進的鋼筋在通過大門時，使輻射偵測器大響，
經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追查發現為輻射鋼筋，另
有輻射鋼筋流入正在興建的工地。經協商後，由
營造廠、鐵工廠與鋼鐵公司共同出資拆除具有放
射性物質的樓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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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輻射鋼筋建築物輻射鋼筋建築物輻射鋼筋建築物輻射鋼筋

民國74年，有牙科診所申請安裝X光機。原能會
派人檢測時，X光機尚未通電就有強烈的輻射現
象，經仔細偵測後發現輻射乃是從建築物的牆
柱放出。原能會為避免帶來困擾，以屏蔽加鉛
板方式結案。

建築物輻射鋼筋建築物輻射鋼筋建築物輻射鋼筋建築物輻射鋼筋

民國81年7月底，一位台電員工將輻射偵測儀器帶回家，
卻意外發現家中就有輻射。新聞披露之後，經由一封匿名
檢舉函檢舉，有媒體開始炒作，並首次登出台北市龍江路
一大樓也發現輻射鋼筋(即民生別墅社區)的照片，事件才
逐漸引爆社會關注。原能會多次派人前往檢查，引起極大
居民恐慌。多數居民也是在檢查當時才知道輻射為何物，
並首次知道自己住輻射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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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1620162016年政府管制輻射鋼筋建築物年政府管制輻射鋼筋建築物年政府管制輻射鋼筋建築物年政府管制輻射鋼筋建築物

7777、、、、8888年代建築物輻射鋼筋事件年代建築物輻射鋼筋事件年代建築物輻射鋼筋事件年代建築物輻射鋼筋事件

民國7、80年代，輻射屋事件驚動全台，台北民生別墅、南港台

肥國宅等皆是知名的例子。據原能會網站顯示，在不含天然背景

輻射及醫療劑量的情況下，一般民眾年劑量限值為1毫西弗，而

台灣地區每人每年接受的天然背景輻射劑量約為1.62毫西弗，但

當年輻射屋檢測出來的輻射暴露量超標最高卻達千倍以上。

輻射屋事件爆發後，原能會就輻射屋的相關興建資料，包含興建

時間、地點，營造廠商等分析，列出可能同樣遭受輻射鋼筋汙染

的建築物，並通知屋主買房子 先上網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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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漏水建築物漏水建築物漏水建築物漏水

建築物漏水建築物漏水建築物漏水建築物漏水

漏水的類別

一般結構物漏水分給
水管漏水、排水管漏
水、牆面裂縫漏水、
屋頂漏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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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漏水建築物漏水建築物漏水建築物漏水----給水管漏水給水管漏水給水管漏水給水管漏水

給水管漏水大部份是水管
有破損，或是接頭有鬆脫
縫隙等。因給水管有水塔
水壓所以牆面會很快的冒
出水且迅速蔓延整個牆面，
檢查較容易。給水管大部
份供應在廚房、衛生間、
陽台等地方。

排水管漏水排水管漏水排水管漏水排水管漏水

一般建築物排水管指廚房、陽台、衛浴間等排放汙

水支管，排水管沒有水塔水壓，在排放汙水時才有

水，其冒水為間歇性，跟給水管不同但必須反覆的

觀察才能判斷是否排水管漏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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汙水管漏水常見的缺失汙水管漏水常見的缺失汙水管漏水常見的缺失汙水管漏水常見的缺失

汙水管3通接頭有鬆脫孔
隙，汙水由接縫處流出，
雖然冒出水不會很大，
但在檢查時注意牆面滲
水濕潤度並用水分檢測
儀量測含水量，並紀錄
就能判斷是否屬於排水
管漏水。

排糞管漏水常見的缺失排糞管漏水常見的缺失排糞管漏水常見的缺失排糞管漏水常見的缺失

排糞管大部分在彎頭接縫
有鬆動縫隙，汙水從縫隙
流出來，一般排糞管排出
汙水不會很大，並帶有糞
臭味及混濁的汙水，通常
會隨著排糞管流入管道間，
所以檢查時必須從管道間
檢查是否有水流下的跡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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牆面裂縫漏水或滲水牆面裂縫漏水或滲水牆面裂縫漏水或滲水牆面裂縫漏水或滲水

牆面裂縫漏水或滲水，通
常發生在外牆較多，漏水
的多寡視裂縫的寬度及深
度，一般牆面裂縫漏水或
滲水牆面都會產生壁癌及
水漬的痕跡所以檢查時注
意牆面裂縫的寬深及紋路
就能判斷是否屬牆面裂縫
漏水。

坊間檢測抓漏使用的儀器坊間檢測抓漏使用的儀器坊間檢測抓漏使用的儀器坊間檢測抓漏使用的儀器----紅外線熱像儀紅外線熱像儀紅外線熱像儀紅外線熱像儀

紅外線熱像儀抓漏是最快速
的檢測方法之一，此類儀器
可以判斷冷熱水管漏水的源
頭，當牆面或是地面水管有
破洞漏水會滲水時，紅外線
熱像儀會顯示不同顏色及輻
射性的擴散色即可判斷是否
管路有漏水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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坊間檢測抓漏使用的儀器坊間檢測抓漏使用的儀器坊間檢測抓漏使用的儀器坊間檢測抓漏使用的儀器----水分計水分計水分計水分計

水分計檢測水分方法有物
理法及化學法，一般檢測
牆面含水量以物理法超音
波方式檢測，一般壁癌或
牆壁滲水通常都用化學法
水分計檢測含水量，根據
數據判斷牆體含水量來分
析屬於那類的滲水。

坊間檢測抓漏使用的儀器坊間檢測抓漏使用的儀器坊間檢測抓漏使用的儀器坊間檢測抓漏使用的儀器----聲納型測漏儀聲納型測漏儀聲納型測漏儀聲納型測漏儀

聲納型測漏儀是利用聲納
原理，檢查水管內因破洞
流水聲音，利用探針或是
感應聽筒，將流水聲波傳
輸到儀器及聽筒，根據聲
波的頻率判斷流水量及水
壓，聲納型通常用在較大
型給水管，一般家庭給水
管檢測漏水較少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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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漏水檢測注意事項建築物漏水檢測注意事項建築物漏水檢測注意事項建築物漏水檢測注意事項
驗收清單驗收清單驗收清單驗收清單 新成新成新成新成屋屋屋屋

試水測試，檢查防水層
及排水功能是否正常

針對屋頂、外牆、浴廁進行防水工程檢查及試水測試：
浸水至少超過2公分及48小時以上，確認防水層是否
施作完善，觀察下層樓及相隔鄰房間有無漏水現象。

可視屋況與賣方協調，針對浴室、
廁所、廚房、屋頂等常濕性的區域，
進行局部防水測試。

排水處設計是否理想 於試水測試後，針對排水管、雨水管、水槽、水龍頭進行排水及設備測試，確認排水孔是
否排水順暢， 檢視每一次使用時排水管線水流經之處有無漏水現象。亦可以針對每一支
排水管進行至少12小時的灌水試驗，檢驗有無滲漏。

馬桶會不會漏水 測試馬桶水箱有無破裂，及馬桶與地面的接合處是否有漏水問題。
較簡易的方法：可將有顏色的試劑袛入水箱，如果未沖水而馬桶裡的水卻跟著變色，就可
能有漏水問題。也可將有顏色的試劑滴入馬桶內，沖水後有顏色的水從地板滲出，有可能
馬桶的排水管與地板接合處有龜裂的現象。

內外牆／窗台是否有裂
縫或水漬

觀察外牆與內牆有無裂縫與水漬，並仔細檢查與窗戶四周的交接處，是否有未接合的問題。
檢查窗戶是否有損傷及鏽蝕的現象，以及滴水線、窗台庇水板的設計是否有逹到防阻水源
侵入的功效。

瓷磚／壁磚／地磚 仔細檢查室內各個空間的地板、天花板及內牆四周之鋪面層的磁磚有無貼好，或是有無任
何剝落、歪斜、刮傷、髒污、破損的現象，注意瓷磚貼合間的細縫及與牆面四個角隅是否
有緊密黏合。

天花板有無明顯水漬 針對室內各個空間天花板，尤其是衛浴及廚房的天花板、鋪面層的油漆是否塗刷均勻、牆
角四周接合處是否平整密合，仔細查看牆面是否有任何裂縫、脫落及漏水痕跡。

家具、壁紙背後 家具及壁紙背後最容易成為驗收的死角，檢查時可加強注意家具背後的牆面及死角。

建築物壁癌建築物壁癌建築物壁癌建築物壁癌

•壁癌壁癌壁癌壁癌，又稱白華白華白華白華、吐露吐露吐露吐露，
是指在混凝土混凝土混凝土混凝土、、、、磚磚磚磚塊塊塊塊等材
質中，可溶解溶解溶解溶解的成份隨水
溶解，在水份蒸發之後，
析出白色的鹽類鹽類鹽類鹽類附著物質。
其產生的原因相當複雜，
因此工程界仍無法找出一
勞永逸的防治方法，故以
「壁癌」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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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白華初始白華初始白華初始白華

亦稱為灰花，是水泥水泥水泥水泥在開始凝固的階段，因為水份
蒸發而從表面析出的白色物質，通常會發生在外牆
磁磚的接縫處。這種白華在水泥凝固後就不會再產
生，而且只會薄薄地附著在牆面，可以洗刷掉，或
是擺放一段時間後自然消失，對結構並無損傷。

乾式白華乾式白華乾式白華乾式白華

乾式白華是水份與水泥中
的游離鈣（CaO）結合成氫
氧化鈣（Ca(OH)2）後，再
形成的含水結晶。因為結
合的過程中體積會膨脹，
有可能會造成水泥牆面被
擠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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濕式白華濕式白華濕式白華濕式白華
又稱為白華垂流，形成的原
理與鐘乳石相似。即當滲入牆
面的水份太多，將Ca(OH)2帶
出牆面，在水蒸發後形成結晶，
或是隨水流沉澱。這種白華在
老舊的建築物中最常見難以消
失。通常來源是集中於同一處，
沿著牆面的裂縫，慢慢沾染覆
蓋到其他地方。只要水源不被
斷絕就會不斷產生，而且可能
腐蝕鋼筋降低結構物的耐久性。

晶狀鹽晶狀鹽晶狀鹽晶狀鹽
晶狀鹽的主要成份是硫酸鹽硫酸鹽硫酸鹽硫酸鹽或
氯化鹽氯化鹽氯化鹽氯化鹽等可溶性鹽類鹽類鹽類鹽類。這些物質
的產生不是來自混凝土本身，有
可能是來自於在拌合的過程當中，
被污染水或拌合材料，也可能是
結構體中滲入被污染的水而造成。
這種白華會讓混凝土強度降低，
甚至風化破碎。若是硫酸鹽，可
能對混凝土造成硫化作用硫化作用硫化作用硫化作用；若屬
氯化鹽則會腐蝕鋼筋，都會減低
建築物的壽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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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癌對生活環境的影響壁癌對生活環境的影響壁癌對生活環境的影響壁癌對生活環境的影響----1111

牆壁長壁癌的地方，表示空氣中的濕度很高，
環境很潮濕，最容易孳生黴菌。壁癌除了損壞
建築物外，發生壁癌的牆面溫暖、潮濕，又有
許多毛狀結晶物及孔隙，正適合黴菌、細菌等
微生物大量繁殖。當您發現長壁癌的牆面由白
轉綠或黑時，即代表您的住家已被黴菌所攻佔，
開始對居住者的居家環境及身心健康產生無形
的侵害。這些黴菌隨著空氣飄到各處，不斷繁
殖，充斥於整個居家週遭環境。

壁癌對生活環境的影響壁癌對生活環境的影響壁癌對生活環境的影響壁癌對生活環境的影響----2222
(一) 損害建築物及傢俱、衣物：在溫濕的環境下空氣中
飄浮的黴菌孢子會掉落在有機物上（例如木材、纖維、皮
革、油滴等）萌芽，生長菌絲，蔓延伸張。因此使得建材、
衣物、傢俱之材質變質、劣化、分解、腐朽、侵蝕崩壞而
失去原有之功能，稱之『黴害』。如果溫濕度適宜，木材、
壁紙、油漆、纖維、皮革、……..等固然會發黴，即使是
照相機、顯微鏡的玻璃鏡頭、飛機燃料油箱之金屬材質，
甚或塑膠水管材質，都可能受到黴菌之侵蝕而遭受破損。
因此，居家裡的浴室、地下室、廚房水槽下、粉刷之牆壁
面、磁磚隙縫、壁紙、衣櫥、櫥櫃之背面、壁櫥內、收藏
之衣服器物…..到處都會發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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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癌對生活環境的影響壁癌對生活環境的影響壁癌對生活環境的影響壁癌對生活環境的影響----3333

(二) 食物之發黴與中毒 。

(三) 黴菌感染：空氣中飄浮之黴菌孢子如果著落在人
體皮膚粘膜、傷口上，即會造成感染最常見者例如香
港腳、白癬即是。

(四) 黴菌過敏 ：空氣中的黴菌孢子或代謝產物，可
能成為人類過敏原，會引起支氣管哮喘、蕁麻疹，過
敏性鼻炎、結膜炎、角膜炎、皮膚炎、腸胃炎等過敏
症。
(內容來源：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檢驗所 環境檢驗雙月刊)

建築物裝修材料含甲醛對人體的影響
甲醛（HCHO）是一種無色、具強烈刺激性氣味的氣體，易溶于水、
醇醚。目前已被世界衛生組織確定為致癌和導致畸形物質。如裝
修和傢俱中含有的甲醛，其釋放期長達3—15年。甲醛對人體健
康的影響主要表現在嗅覺異常、刺激、過敏、肺功能異常、肝功
能異常和免疫功能異常等。

其濃度在空氣中達到0.06—0.07毫克／立方米時，兒童就會發生
輕微氣喘；達到0.1毫克／立方米時，就有異味和不適感；達到
0.5毫克／立方米時，可刺激眼睛，引起流淚；達到30毫克／立
方米時，會立即致人死亡。

我國也於1996年頒佈了《居室空氣中甲醛的衛生標準》，明確規
定居室空氣中甲醛的最高允許濃度為0．08毫克／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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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裝修材料含甲醛對人體的影響
1、對眼及呼吸道粘膜刺激的影響：長期接觸低濃度的甲醛引起的
主要症狀是流淚、打噴嚏、咳嗽甚至出現眼結膜炎、鼻炎以及支氣
管炎等。

2、對免疫系統的影響：甲醛可引起過敏性哮喘，大量接觸時還可
引起過敏性紫癜。

3、對肝臟的損害：甲醛主要經肝臟代謝，由腎臟排出。如果體內
甲醛超過肝臟的解毒能力就可損害肝臟。

4、對皮膚的影響：甲醛蒸汽可以在空氣中直接接觸皮膚，引起皮
炎、皮膚發紅、劇痛、裂化以及水皰反應。反覆刺激可以引起指甲
軟化、黑褐色變。

5、對內分泌系統的影響：甲醛接觸者可出現手顫、手掌多汗、肢
體麻木和指端觸覺降低。長期接觸低劑量的甲醛還可以引起婦女月
經紊亂。

建築物裝修材料含甲醛對人體的影響
6、致突變與致癌作用：實驗表明，甲醛可共價結合於DNA上，表現
為單股DNA破壞。

7、對神經系統的影響：甲醛屬於神經毒物。試驗表明，它可以引
起神經系統的變性壞死，DNA合成減少。長期接觸甲醛者，可以發
生不同程度的頭痛、記憶力減退和睡眠障礙等症狀。
(參考文獻：https://kknews.cc/health/65o84vv.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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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甲醛污染的建築裝飾材料的原因
1、裝飾材料以及新的組合傢俱是造成甲醛污染的主要來源。裝修

材料及傢俱中的膠合板、大芯板、中纖板、刨花板、(碎料板)
的粘合劑餘熱、潮解時甲醛就釋放出來，是室內最主要的甲醛
釋放源。

2、泡沫塑料做房屋防熱、禦寒的絕緣材料。在光和熱的作用下泡
沫老化，釋放甲醛。

3、用甲醛做防腐劑的塗料、化纖地毯、化妝品等產品。

4、室內吸煙，每支煙的煙氣中含甲醛20-88ug，並有致癌的協同作
用。

甲醛去除方法

1、開窗通風。

2．綠色植物吸收。

3．納米光催化技術：利用納米光催化分解甲醛。

4．遮蓋技術(噴霧、粉刷)：對污染源進行遮蓋處理。

5．氧化技術：利用強氧化特性，分解污染；用漂白水霧。

6．甲醛分解技術：利用貴重金屬鉑金在常溫下把甲醛分解成二氧
化碳和水。

7. 使用除甲醛的噴霧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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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地磚及壁磚的空心、隆起及膨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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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結束

感謝您的用心聆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