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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三明治外牆立面系統從規劃設計到施工管控不佳將影響到外牆性能、造

價、期程等，因此在廠房外牆工程中模矩規格化深具關鍵，如何在工期短、數

量多及施工快等要求確保設計施工品質，發揮其優點，並因應循環建築、綠建

築等趨勢需求，為現階段三明治外牆系統發展重點之一。本研究藉由整理相關

文獻及過去案例瞭解三明治外牆立面從設計施工、經費、管理維護、拆解廢棄

等，彙整其要項，探討提出採用模矩規格化方式，提供業界作為參考。 

    提出具體對策如下：在平面規劃可從三明治外牆板單元寬60、90、100cmX

長600~800cm尺寸來模矩化依據需求設計，如：橫式搭接取柱跨600~800cm、直

式搭接取柱跨600~900cm除以60~90cm寬分割來設計施工；在立面規劃若採橫式

搭接則以60~90cm倍模矩決定空間高度(如：300~750cm)，採直式搭接取

300~750cm作為空間高度參考用模矩來分割，能從基座、牆身、屋頂等做

15~750cm等尺寸分割，收邊材可採6、9cm的倍模矩尺寸來整邊，不僅呈現極簡

的空間風格也降低浪費材料或不易收邊造成漏水等經濟使用上的問題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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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the Construction Method of the 

Moulding System of the Facade of the Sandwich 

Exterior Wall-Take the factory as an Example 

Abstract 
Poor management and control of the sandwich facade system from planning and 

design to construction will affect the performance, cost, and schedule of the outer wall. 

Therefore, the standardization of the mold moment in the exterior wall engineering of 

the factory is the key to the short construction period, large quantity and The 

requirements of fast construction, such as ensuring the quality of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taking advantage of its advantages, and responding to the trend of circular and green 

buildings, are one of the key point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andwich exterior wall 



system at this stage. This study compiles relevant documents and past cases to 

understand the sandwich facades from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funding, management 

and maintenance, dismantling and discarding, etc., and summarizes the main items, 

discusses and proposes the use of modulus standardization methods, and provides the 

industry as a reference. 

The specific countermeasures are proposed as follows： in the plan planning, the 

dimensions of the sandwich external wall panel unit width 60, 90, 100 cm * length 600 

~ 800 cm can be modeled and designed according to requirements, such as： horizontal 

lap, column span of 600 ~ 800 cm, straight type The lap span is 600~900cm divided by 

60~90cm width for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if horizontal lap is adopted in the vertical 

plan, the space height is determined by 60~90cm times the modulus (such as： 

300~750cm), and straight Take 300~750cm as the space height reference and divide it 

with the modulus. It can be divided into 15~750cm and other sizes from the base, wall, 

roof, etc., and the sapling material can be adjusted by 6 or 9cm times the modulus size. 

The side not only presents a minimalist space style, but also reduces economic use 

problems such as waste of materials or difficult to collect edges causing water leakage. 

 

Keywords：Sandwich exterior wall, Facade system, Exterior wall construction, Moment 

normalization, Factory building 

 

 

一、緒論 
(一) 研究動機與目的 

 1. 研究動機 

在國內廠房常採用三明治外牆(又稱複層金屬板) 立面構法系統，因為其

施工快速、外觀美觀等特性，近年來廣泛地使用在辦公、科技廠房、大型商

場及公共建築上，近年來三明治外牆的發展及工程經驗之累積，目前國內也

具備製造生產、設計及施工之基礎，但是在設計整合、工程技術及施工品質

上還有許多環節需要進一步研究探討。 

在目前國內業界中，廠房使用三明治外牆之案例不勝枚舉，但從規劃設

計到營建施工往往未採用外牆立面模矩化系統產生許多介面整合問題，造成

不必要的廢料、門窗立面分割不齊影響美觀、時間人力成本等問題衍生，如

果能找出其問題點並加以改善，以達成設計性能、使用需求、減少廢棄物、

立面外型美觀及時間人力成本等要求，必能對國內三明治外牆之發展上有所

貢獻。這些問題不僅對建築物外牆設計施工上造成影響，甚至在後續使用上

更可能產生外觀污損、漏水等問題，因此探討問題發生之因素，對於改善三

明治外牆設計施工整合是相當重要的課題。 

 2. 研究目的 

本研究在於研究國內業者所建造的三明治外牆立面系統，以廠房為例(如圖

1 所示)其特性以及應用的實績案例，比較不同建築構造、橫直式施工方式及形

式接合於三明治外牆立面系統，從規劃設計檢討到施工完成，對於建築設計與

工程施工提供實質可行的研究結果，其研究目的如下： 

(1) 探討三明治外牆板立面模矩化系統之造型設計。 



(2) 瞭解三明治外牆施工構造構法系統及材料接合形式特性。 

(3) 分析比較廠房採用三明治外牆之特色與應用。 

(二) 研究方法與流程 

1. 研究方法： 

本文以廠房作為案例探討，分為不同建築構造接合三明治外牆立面系

統，在不同外牆立面施工方式(橫/直舖式)(如圖1所示)需求上產生不同的接合

設計，將各種組合工法進行完整性及外觀檢討等。 

2. 研究流程： 

本研究將以模矩化規劃設計進行比較差異，分別探討三明治外牆立面系

統採橫直式等兩種分割方式，針對廠房外牆立面進行對應結構系統及室內空

間模矩化分割方式來設定，有廠務辦公室、廠房、倉庫、裝卸平台、雨庇及

機房等，其完成設定後，其與三明治外牆立面系統接合在分類為室內有裝修

面及無裝修面，產生之各種接合形式及施工工序探討，以實際施作案例現場

進行完整性、外觀探討 (如圖2所示) 。 

     

        

 

 

 

 

 

 

 

 

 

 

 

 

 

 

              

 

 

                                              

 

 

圖1.1 三明治外牆立面直舖式廠辦圖 

 

圖 1.2 三明治外牆立面橫舖式廠辦圖 圖2 研究流程圖 

 



二、 文獻探討 

探討以三明治外牆論文、材料介紹、系統功能、施工方式、構法特色： 

(一) 複層金屬板(三明治)外牆施工品質問題與對策之研究： 

國內複層金屬板的發展與使用現況，採用之構工法、使用材料種類、建築

物類型及案例分布，將施工品質問題歸納為1.規範及圖說、2.精度控制、3.骨架

安裝、4.複層金屬板、5.收邊作業以及6.填縫作業等六方面 (施翔騰。2007)。 

(二) 三明治外牆材料介紹： 

1. 材料本身概述：三明治外牆板材料本身係以內外二層金屬板間加上岩棉(複

合)材料，一體成型(如圖3所示)。 

2. 外牆系統概述(如圖4所示)：此三明治外牆板係應用在建築物外牆立面系統

之室外側，以C型鋼固定於結構體，有時會依需求而異決定是否設立室內側

牆面建材材質予以進行室內裝修，如圖4所指室內裝修材以矽酸鈣板為例，

其金屬板間夾岩棉目的為符合建築相關法規外牆防火構造之規定。 

 

 

 

 

 

 

 

 

 

(三) 三明治外牆施工方式(如圖5所示) 

1. 放樣及骨架安裝：(1)選擇放樣位置(2)設定放樣基準點(3)彈墨線(4)安裝二

次鐵件(5)C型鋼立料(6)安裝與固定。 

2. 三明治外牆板運輸及存放：(1)貨車運輸(2)工地存放。 

3. 三明治外牆板安裝：(1)運送吊裝(2)安裝位置(3)開口施作(4)門窗收邊安裝

(5)笠木收邊安裝(6)轉角收邊安裝(7)雨庇安裝(8)造型鋁板 

4. 防水填縫工程：用Silicon沿著接合收邊處進行防水填縫阻隔水路。 

5. 外牆立面清潔完工：所有工序完成再次檢查、收尾，確認完工再行清潔。 

6. 防火層間塞施工：(1)材料介紹：防火層間塞材料本身為岩棉，具備防火時

效一小時之性能。(2)防火層間塞施工順序：先固定骨料於樓板，再塞防火

岩棉於固定骨料於樓板之間，最後再用鋼板封板 。 

 

(四) 三明治外牆施工構法特色(與鋼筋混凝土外牆作為比較)： (如圖6所示) 

1. 施工快速：(1)無須現場綁鋼筋、模板固定及澆置混凝土等待齡期強度。 

圖 3 三明治外牆面板剖面圖 圖 4 三明治外牆系統示意圖 



(2)所有施工構件都能事先在工廠預製，如：牆板單元寬60、90、100cmX長

600~800cmX厚5cm；立料斷面單元(如C型鋼)15X6.5cm；收邊材可取倍

模矩尺寸(如：3、6、9、12、15cm…等)，再運至現場組裝。 

(3)現場僅需因應尺寸收邊問題收邊材可取倍模矩尺寸(如：3、6、9、12、

15cm…等)，進行現場校對與裁切施工，可節省廢料產生。 

2. 造價控制：(1)因應物價上漲(如：鋼筋、模板等)，三明治外牆較易控管。 

(2)三明治外牆為固定模矩尺寸，現場收邊僅依模矩控管較能控制造價。 

3. 施工品質：(1)因為工廠預製再至現場施工，品質較為穩定。 

(2)現場施工事先放樣且流程固定較為精準。 

4. 外牆裝修：(1)可依據業主喜好挑選外牆顏色預製後再至現場施作。 

(2)無須進行外牆粉刷，組立完工即為外牆裝修。 

5. 立面輕巧：三明治外牆為金屬面材，外觀上較鋼筋混凝土外牆輕巧。 

6. 現場調整：三明治外牆現場調整度高(如：能現場開口預留窗戶裝設)。 

7. 回收利用：三明治外牆具綠建材認證，且可以回收再生。 

8. 結構輕巧：三明治外牆自重比鋼筋混凝土輕，有利於耐震。 

9. 專業施工：現場施工需要銲接專業技術人員來施作。 

10.防水工程：因是分段施作，故在結合上需要施作防水填縫。 

11.收邊工程：因是分段施作，故在單元板材間轉折處需施作收邊工程。 

12.基座工程：三明治外牆結構為金屬構件，故需如同鋼構造需考量基座。 

 

 

 

 

 

 

 

 

 

 

 

 

 

 

 

 

 

放樣基準點彈墨線 C型鋼安裝 板材安裝於 C型鋼 塞防火岩棉 

圖 5 三明治外牆主要施工方式 

立料工廠預製構法快速 安裝板材後可現場開口安裝門窗 

圖 6 三明治外牆施工構法特色

圖 

吊裝設備運送外牆板材 外牆立面清潔完



三、規劃設計 

(一) 三明治外牆板基本尺寸說明(如圖7所示) 

1. 寬度：(1) 以60cm、90cm、100cm為固定尺寸。 

    (2) 依固定尺寸施作較為平價(無須另外收開機模具費)。 

2. 長度：(1) 600cm~810cm(考量結構應力傳遞問題)範圍可調整。 

(2) 依上述尺寸無須另外收開機費。 

(3) 規劃設計施工上仍須注意整邊問題，減少不必要的廢料產生。 

3. 三明治外牆板立面單元橫直式鋪法說明 

  (1) 橫式：同圖7基本尺寸，在立面外牆為水平向(橫向)鋪設(如圖8所示)。 

  (2) 直式：同圖7基本尺寸，在立面外牆為垂直向(直向)鋪設(如圖9所示)。 

4. 三明治外牆板立面分割規劃 

  (1) 橫式：利用三明治外牆單元尺寸設計水平向(牆板寬60、90、100cmX長

600~800cmX厚5cm；立料斷面(如C型鋼)15X6.5cm；收邊材可取倍模矩

尺寸(如：3、6、9、12、15cm…等)施工鋪設廠房立面外牆 (如圖10)。 

(2) 直式：利用三明治外牆單元尺寸設計垂直向(牆板寬60、90、100cmX長

600~800cmX厚5cm；立料斷面(如C型鋼)15X6.5cm；收邊材可取倍模矩

尺寸(如：3、6、9、12、15cm…等)施工鋪設廠房立面外牆 (如圖11)。 

 

 

 

 

   

  

   

  

  

 

 

 

 

 

 

 

 

 

 

 

圖 7 三明治外牆板基本尺寸 圖 8 三明治外牆立面橫式鋪設 圖 9 三明治外牆立面直式鋪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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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三明治外牆橫式單元尺寸規劃 

廠房立面外牆實例圖 

圖 11 三明治外牆直式單元尺寸規劃 

廠房立面外牆實例圖 

 



四、細部界面接合 

(一) 立面設計細部接合原則 

1. 基座：三明治外牆板本身為金屬構材，故在接地面同鋼結構需考量RC台

度基座避免受潮，RC台度(基座)高度可依據立面模矩尺寸做設計調整，

如：15、30、60、90、120cm等。 (如圖12所示) 

2. 牆身：三明治外牆板牆身因結構考量會與立柱接合，並用二次鐵件來調

整，讓立面外觀有平整的美感，外牆板室外緣與結構體距離約29.4cm，

業界通例取30cm設計施工，符合模矩規格尺寸。在外牆板接合處可採三

層防水材料(止水膠條、填縫劑、鋁擠型面板)來施作(如圖13所示)。 

 

 

 

 

 

 

 

 

 

 

3. 屋頂：三明治外牆板與屋頂結合方式有很多種，列舉常見方式為用三明

治外牆板作為山牆或女兒牆用笠木來收邊 (如圖14所示)，其笠木收邊立

面尺寸為30cm，符合倍模矩規格尺寸。 

4. 開窗：三明治外牆板窗戶開口可依模矩規劃繪製設計圖說在現場裁切予

收邊，若有雨庇在立面上可設計30cm施作，在細部收邊材鋁擠型為

7.4X5.9cm，設計施工上可取7.5X6cm(各預留0.1cm來依現場調整)皆符合

倍模矩規格，可減少現場不必要廢料產生或增加人力成本 (如圖15)。 

 

 

 

 

 

 

 

 

 

 

圖 12 三明治外牆台度收邊詳圖 圖 13 三明治外牆斷面詳圖 

圖 15 三明治外牆窗戶收邊詳圖 圖 14 三明治外牆山牆笠木收邊詳圖 



5. 收邊：三明治外牆板其他收邊方式，如：外牆轉角處、開門處等，皆採

用鋁擠型(造型美觀考量)加填縫材(防水考量)來施作，能從圖15得知面室

外側的鋁擠型收邊材尺寸皆與模矩3倍數有關，剛好與三明治外牆板本

身寬度60cm、90cm有模矩倍數關係 (如圖5所示)，故立面轉角或開門處

轉角收邊材可採6、9cm的模矩尺寸來設計施工(如圖16圖17所示)。 

 

 

 

 

 

  

 

 

  

 

 

 

 

 

6. 橫直向搭接：三明治外牆板在整體立面系統上有常見的搭接有兩種，差

別在於與C型鋼立料方向不同，若為橫向搭接(如圖18所示)則C型鋼為垂

直向立料，若為直(縱)像搭接(如圖19所示)則C型鋼為水平向立料，無論

是橫直向搭接在C型鋼與結構體(無論鋼筋混凝土造或鋼構造)都會預留

5cm(現場誤差值調整)用二次鐵件與結構體接合。 

 

  

 

 

 

 

  

 

 

  

 

 

 

 

圖 16 三明治外牆轉角收邊詳圖 圖 17 三明治外牆門收邊詳圖 

圖 18 三明治外牆橫向搭接詳圖 圖 19 三明治外牆直(縱)向搭接詳圖 

50mm 預留現場調整 

結構體 

結構體 

50mm 預留
現場調整 



五、結論與建議 

三明治外牆立面系統由於本身係以規格化量產，在安裝上速度比其他外牆構

法系統快，從規劃設計到現場施工等管理，都會影響到建築廠房外牆工程的性

能、造價、期程等，因此在建築廠房外牆工程中模矩規格化是非常關鍵的，因應

循環建築、綠建築等趨勢需求,為現階段三明治外牆外牆系統發展重點之一。以

下針對三明治外牆立面模矩化系統應用在廠房工程主要特性上的結論說明如下： 

(一) 結論：  

1. 三明治外牆板立面模矩化系統之造型設計：從三明治外牆板面單元寬 60、90、

100cmX 長 600~800cm 的基本尺寸來模矩化立面外觀設計需求，確認空間高

度需求進行基座、牆身、屋頂模矩化等造型設計。 

2. 三明治外牆施工構造構法系統及接合形式特性：其構造接合無論是橫直向搭

接在 C 型鋼與結構體都會預留 5cm 現場調整用二次鐵件與結構體接合。另

外從立面造型設計尺寸可得知其基座可設計 15、30、60、90、120cm；牆身

室外緣與結構體距離可設計 30cm；屋頂笠木收邊立面尺寸為 30cm；細部收

邊材可設計 6、9cm，皆可以 3cm 倍模矩規格化來設計施工。 

3. 比較廠房採用三明治外牆之特色與應用：三明治外牆施工構件都能事先在工

廠預製，如：牆板單元寬 60、90、100cmX 長 600~800cmX 厚 5cm；立料斷

面單元(如 C 型鋼)15X6.5cm；收邊材可取倍模矩尺寸(如：3、6、9、12、15cm…

等)，再運至現場組裝，現場僅需因應尺寸收邊問題收邊材可取倍模矩尺寸(如：

3、6、9、12、15cm…等)，進行現場校對與裁切施工，可節省廢料產生，亦

可降低人力時間成本；立面可依外牆板面單元寬 60、90、100cmX 長

600~800cm 的基本尺寸來因應外觀設計需求作橫直式分割搭接。 

(二) 建議： 

建築平面空間規劃可從三明治外牆板單元寬60、90、100cmX長600~800cm

尺寸來模矩化依據空間需求設計，如：橫式搭接柱跨距600~800cm、直式搭接取

柱跨距600~900cm除以60~90cm寬分割等進行設計施工；在立面規劃若採橫式搭

接則取60~90cm倍模矩決定空間高度(如：300~750cm)，採直式搭接取300~750cm

作為空間高度參考用模矩來分割，亦能從基座、牆身、屋頂等做15、30、60、

90、120~300~750cm等尺寸分割，收邊材可採6、9cm的倍模矩尺寸來設計施工整

邊，不僅能呈現極簡的空間使用風格也降低浪費材料或不易收邊造成漏水等經濟

使用上的問題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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