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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隨著後工業社會的形成趨勢下，作為集合住宅大樓與企業辦公大樓高層建築，

已儼然成並引領著都市的空間形式。在高層化的建築大樓為縮短建造工時室內裝

修輕隔間系統取代傳統磚牆，除降低建築物本身之自重減少受地震力影響，也提

供室內空間更靈活之運用，不論建物用途為辦公或住宅，其隔音需求已越來越重

要，雖然能有效的降低結構承載重，但在隔音上卻相對弱勢，本研究將提供較佳

的隔音工法討論。 

    本研究以建築大樓設計之垂直服務核，包含樓梯、電梯井道等，探討界面接

合、電梯廳牆面施作類型及電梯行進噪音等研討工法及應用，從規劃設計檢討至

施工完成，提供實質可行的研究結果、提出昇降機廂於電梯井道行進噪音防制作

業原則及對策、比較分析不同輕隔間形式與電梯井道搭配之施工方法，經探討後

在噪音防制上以 TYPE-G+A 複層輕隔間增加中空層來降低電梯井道構件之共振

傳遞音，實測值 39.9dB（小於原設計室內標準 55dB），減少 15.1dB 取得良好隔

音性能，為本研究提出之最佳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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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Construction Method and Sound 

Insulation of Light Partition Elevator Shaft 

-Taichung Residential Building Case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trend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 building combined with 

community and business is being the current design of cities. In order to shorten the time, 

modern construction used Light compartment instead of brick wall. Which both lighting 



the building weight and provide space more flexible. Meanwhile, the modern building 

is use more for construct designing. 

The researching is including stairs and elevators. This search exploded the 

construction application from planning to implement. Providing the result to avoid 

volume interference, containing the walls and set up. After all, we use TYPE-G+A 

lighting compartment to lowing the sounds of lifting. Which is 39.9 dB (under than 

standard 55 dB) lost 15.1dB to upgrade the performance of soundproof. This is also the 

best construction method. 

 

Keywords: Taichung City, Light partition, Elevator way, Sound insulation 

performance, Construction method 

 

一、 緒論 

(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1、研究動機： 

   現代建築工程裝修為了達到輕量化降低承載重量且配合多變的設計元

素，從以往僅在戶內分間牆使用輕隔間，到現今包含電梯廳、電梯井

道牆面等空間，輕隔間的使用量漸漸取代傳統RC結構，於建築物中皆

需設計垂直服務核，包含樓梯、昇降設備等，不論建物用途為辦公或

住宅，隔音需求已越來越重要，然而輕隔間雖然能有效的降低結構承

載重量，但在隔音上卻相對弱勢，本研究將為建築產業提供較佳的隔

音工法討論。 

2、研究目的：本研究主要目的係針對國內業者所建造的住宅大樓標準層

之輕隔間界面接合、輕隔間於電梯廳牆面施作類型及電梯行進噪音等

研討施工工法及應用，從規劃設計檢討至施工完成，對於建築設計與

施工提供實質可行的研究結果，其目的說明如下： 

   （1）探討電梯車廂於井道行進噪音防制作業原則及對策。 

   （2）比較、分析不同輕隔間形式與電梯井道搭配之施工方法。 

   （3）提出電梯井道輕隔間施工及補強及加強隔音之工法。 

 (二)、研究方法與流程 

1、研究方法： 

   本文以台中市某住宅大樓作為案例探討以業主需求規定之規範加上廠

商評估使用材料性質，提出方案並經檢討輕隔間工法之完整性做為日

後輕隔間系統隔音界面之參考（如圖1）。 

2、研究流程： 



   本研究採文獻研討、工法規劃及研擬、施工檢討及回饋，經由反覆操

作案例實測數值修改結構形式，進而研擬輕隔間隔音性之工法（如圖

2）。 

         
    圖1 台中市某住宅大樓案例外觀圖            圖2 研究流程圖 

 

二、 文獻探討 

     文獻探討以輕隔間種類應用於建築空間垂直服務核系統作業說明如下： 

(一)、輕隔間種類 

     1、板材種類（如圖3）： 

  （1）石膏板：是一種以專用紙包覆石膏而成的板狀建材，具有防火、耐

震、隔熱及隔音等效果，有多種種類以及規格，一般居家常用的為

普通石膏板，其規格多為 9mm、12mm 和 15mm。 

  （2）矽酸鈣板：是由石英粉、矽藻土等許多原料，經過多道的程序製作

而成的板材，具有防火、防潮、隔音及防蟲蛀等多項優點，同樣有

多種種類及規格，居家常用的為 6mm、9mm 以及 12mm。 

  （3）纖維水泥板：強度高、容易安裝，不會因潮濕或水氣而改變優越的

結構及物理性，適用範圍：浴室、廚房、室內外牆及超高大樓隔間

使用。 

     2、乾式及濕式： 

  （1）乾式隔間：由前面所述之兩種板材皆適用，隔間內可視需求填塞隔

音棉，施工速度快，重量輕，常用於房間隔間，格局要變更時容易

拆卸，但較不耐潮溼，衛浴、廚房等用水區域較不建議採用乾式輕

隔間。 

  （2）溼式隔間：又稱灌漿牆，是一種在隔間內填入輕質混凝土、保麗龍

球的隔間系統，內含保麗龍球的配比愈高，牆體重量愈輕，且仍保

有混凝土不透水的特性，常用在衛浴、廚房等區。 



   

圖 3 輕隔間板材種類圖 

(二)、填充材：厚度在十公分以上之玻璃棉、岩棉或陶瓷棉填充。 

(四)、噪音音源類別：1、住宅案例電梯使用規格：運行速度180m/min，2、空

氣音-電梯車廂上下運行對空間壓縮之風切聲，3、衝擊音-電梯井道軌道構

件與電梯環樑固定之構件，受電梯車廂上下運行之傳遞音。 

(五)、法規檢討：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構造篇規定昇降機道與居室相鄰之輕隔間

分間牆其牆厚度需在15cm以上。 

 

三、 案例分析與執行 

     本節以台中某住宅大樓案例介紹與執行過程說明，如下： 

(一)、以台中某住宅大樓為例 

 1、案例簡介:台中七期集合住宅，建築規模：地上33樓，地下6樓，主要由

鋼構、RC混凝土、單元帷幕、直橫料帷幕建構，內部裝修包含輕隔間

牆、磁磚、石材、暗架天花等。 

     2、輕隔間類型 

（1）乾式隔間牆：乾區隔間，間隔客廳、臥室等隔間（如圖 4）。 

（2）濕式隔間牆：用於浴室、廚房、陽台等經常使用水源之空間需求，

於隔間板中間填充輕質灌漿材（如圖 5）。 

（3）單面隔間牆：用於鋼柱包柱、帷幕背襯包板等，僅需施作骨料及單

面隔間板材（如圖 6）。 

          

         圖 4 乾式隔間牆圖     圖 5 濕式隔間牆圖     圖 6 單面隔間牆圖 

石膏板 矽酸鈣板 纖維水泥板 



     3、分析樓層平面：（1）本文案例建築物標準樓層為5樓至27樓，將以同一

電梯位置不同樓層戶別進行研究（如圖7）。（2）輕隔間於電梯井道施

作處類型分類，濕式隔間牆及乾+濕式輕隔間牆（如圖8、圖9）。（3）

原設計於電梯井道採用乾式隔間牆，經檢討後採用濕式隔間牆。 

 

圖 7 帷幕單元系統示意圖 

     

 圖 8  A棟電梯井道輕隔間分類圖   圖 9  B棟電梯井道輕隔間分類圖 

(二)、電梯井工法之規劃研討 

     1、輕隔間類型規劃研討：（1）乾式隔間牆雙層板：施作於機房、電梯井

道、管道間等服務核空間之輕隔間（如圖10）。（2）乾式+濕式隔間

牆：機房、電梯井道、管道間等服務核等空間濕式輕隔間，再增加一道

乾式輕隔間形成複層隔間牆系統（如圖11）。 

        
  圖 10 乾式隔間牆雙層板剖面圖     圖 11 乾式+濕式隔間牆剖面圖 



 2、電梯井道與隔間關係介紹，本案於電梯井道牆施作不同型式，輕隔間方

式研討依不同形式之隔間牆差異分析如下（如表1）： 

（1）TYPE-E：使用單層石膏板+雙層矽酸鈣板搭配中間層24K-2”岩棉

以乾式隔間施工法加強電梯井道隔間牆厚度以達到隔音性。 

（2）TYPE-G+ TYPE-A：使用濕式輕隔間+中空層+乾式輕隔間增加雙層

隔間牆間之中空層，降低電梯井道構件之共振傳遞音。 

        表 1 研討方案彙整表 

TYPE 空間 乾式/濕式 施作方式 

E 
電梯井

道牆 
乾式 

25.4mm 石膏板+CH92型骨架+15mm 石

膏板+9mm 矽酸鈣板 

G+A 
電梯井

道牆 
乾+濕式 

9mm矽酸鈣板+C40型骨架+10mm中空層

+9mm纖維水泥板+H92型骨架+9mm纖維

水泥板(輕質灌漿) 

 3、電梯井道輕隔間牆與環樑立柱配合方式，依現場施工方式分為環樑立柱

先做及環樑立柱後做二種方案（如表2）。 

 4、環樑立柱先做：鋼構主體樑、柱安裝時與環樑立柱同時施作，電梯井道

輕隔間牆在環樑立柱完成後需由井道內施作，最後於井道以矽利康填補

孔隙（如圖12、圖14）。 

 5、環樑立柱後做：此方案在輕隔間規劃研討時提出之變更方式，施作順序

為鋼構主體樑、柱安裝時，井道環樑立柱先不施作，同時戶內輕隔間牆

可先行進場施作，待環樑立柱安裝完成後接續進場由室內側施作井道隔

間牆，最後於井道以矽利康填補孔隙（如圖13、圖15）。 

 6、本案例在研討不同施工工序在於評估電梯井道牆完成後的隔音上之差異

及優缺點。 

  表 2 井道施作工序差異說明表 

                    工法
項目 環樑立柱先做 環樑立柱後做 

井道內輕隔間封板方式 正封板 襯板 

封板時間 較長 較短 

井道內輕隔間孔隙填縫效果 較佳 較差 

        

       圖12 環樑立柱與鋼柱同時安裝電梯井道與室內隔間可同時施作 



       

      圖13 環樑立柱於室內隔間完成後安裝電梯井道隔間需後做 

         

        圖14 井道內輕隔間牆正封板照片    圖15 井道內輕隔間牆襯板照片 

(三)、電梯井補強之施作與試驗 

          依研擬方案評估不同型式電梯井道牆之規格及噪音檢測差異，本案於

電梯井道牆施作不同型式輕隔間方式研討；以 TYPE-E 使用雙層板及

TYPE-G+A 使用濕式+乾式輕隔間兩種型式進行案例測試說明如下（如表

3）（圖 16～圖 19）： 

      表 3 輕隔間型式差異說明表 

        型 式

項 目 

TYPE-E  

(環樑先做) 

TYPE-E 

(環樑後做) 

TYPE-G+A 

(環樑先做) 

TYPE-G+A 

(環樑後做) 

井道內封板方式 正封板 襯板 正封板 襯板 

室內噪音測試(dB) 41.0 47.4 39.9 43.5 

梯廳噪音測試(dB)  42.0 46.4 40.8 41.7 

         
         圖16 TYPE-E 環樑先做(梯廳)       圖17 TYPE-E 環樑後做(室內) 



        
       圖18 TYPE- G+A 環樑先做(室內)   圖19 TYPE G+A 環樑後做(室內) 

 

  四、成果分析與討論 

(一)、電梯井道補強之特性比較： 

          由於現代建築設計及施工能力不斷提升大樓也越蓋越高，有別於傳統

RC建築，設計團隊在超高大樓材料的輕量化上越來越講究，由於大樓高度

不斷提升設計電梯通道儼然成為大樓的基本設施，隔間牆不在只是戶內分

間用輕質牆，漸漸的電梯井道牆面也走向輕量化的時代，以本案為例現場

電梯井道皆以輕隔間牆方式施作，在符合結構牆度、防火時效及低噪音的

使用需求上大大降低大樓承載自重且比起傳統 RC 結構，在施工速度上相

對快速；本案經檢討後以兩種不同輕隔間型式施作電梯井道牆（如表 4）。 

      表4 成果分析表 

       比較 

型式 

TYPE-E  

(環樑先做) 

TYPE-E  

(環樑後做) 

TYPE-G+A 

(環樑先做) 

TYPE-G+A 

(環樑後做) 

噪音測試 

設計值(dB) 
60  60  60 60  

噪音測試_室內 

實際值(dB) 
佳 極差 優 差 

噪音測試_梯廳 

實際值(dB) 
差 極差 優 佳 

防火時效(hr) 1 1 2  2 

鋼構安裝時程 較長 較短 較長 較短 

樓板澆置 較晚 較早 較晚 較早 

輕隔間施工工期 短 長 短 長 

電梯進場施作時程 較早 較晚 較早 較晚 

 



(二)、工法及噪音作業對策及原則（如表5）。 

      表5 不同類型輕隔間牆優缺點比較 

        型 式    

項 目 
TYPE-E  

(環樑先做) 

TYPE-E 

(環樑後做) 

TYPE-G+A 

(環樑先做) 

TYPE-G+A 

(環樑後做) 

空間節省度 14.14cm 14.14cm 16.9cm 16.9cm 

修改方便性 修改不易 修改容易 修改不易 修改容易 

減少噪音值 

(室內標準55dB) 

41.0 

(-14.0) 

47.4 

(-7.6) 

39.9 

(-15.1) 

43.5 

(-11.5) 

 

五、結論 

          在現今電梯設備不斷更新追求高速運行下，良好之隔音性能除能減緩

人們於室內空間生活之舒適性及生活品質，本文探討以台中某住宅大樓為

案例，經研討輕隔間補強、試驗案例分析與執行、成果分析與討論本案例

實證以不同型式輕質隔間牆施作於電梯井道結論如下： 

1、以TYPE-E環樑立柱先做，因鋼構主體安裝時與電梯井道環樑立柱同時

施作，經測試該方案室內隔音性尚符合設計需求並可提早交付電梯工

程進場施工，環樑立柱後做經測試該方案室內隔音質較差，後續交付

電梯工程進場施工較晚，且兩者防火時效皆達1hr。 

2、以TYPE-G+A環樑立柱先做，因鋼構主體安裝時與電梯井道環樑立柱

同時施作，經測試該方案室內隔音質最佳並可提早交付電梯工程進場

施工，環樑立柱後做經測試該方案室內隔音質尚符合設計規範，後續

交付電梯工程進場施工較晚，且兩者防火時效皆能達2hr。 

3、輕隔間材料於防火時效皆能達1hr以上若增加面板厚度或以複層牆型式

施作除能提高隔音性亦能增加防火時效，實作案例探討後在噪音防制

上以TYPE-G+A（複層輕隔間）較能取得良好之隔音性能，原設計室

內標準55dB，實作案例探討後在噪音防制上實測值39.9dB，減少

15.1dB取得良好之隔音性能，施作要件影響除輕隔間牆體厚度、材料

密度、輕隔間骨架與電梯環樑立柱界面造成之間隙及牆面機電管線配

置造成之空隙是否填實亦會影響牆體本身隔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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