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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台灣是炎熱高濕度之海島型氣候，建築物外殼之防水隔熱耐候之考驗是重要課

題。既往對外牆防水施工常因便宜行事而造成建築外殼牆體滲漏現象。近年來防

水材料之發展雖日益精進，但是因為經常忽略防水材與水泥砂漿層之間的黏著力

而造成水氣入侵牆面保護層脫落，也因滲水腐蝕建築牆體影響結構安全。本研究

以筆者承攬施工之新建建築物為試驗對象進行結構體與防水層、水泥砂漿、黏著

層等各項塗刷工程以四種不同組合工序來進行拉拔強度試驗，以解明哪一種工序

組合具有最佳之拉拔強度。經試驗結果以將結構體清潔後按照塗佈順序先塗刷黏

著劑，再以水泥砂漿粉光，最後塗佈防水層之方法，在保養二周後其拉拔強度表

現最佳達到 7.02kgf/cm2，顯示其外牆體保護層最好之接著強度，可以最有效防止

水氣入侵所造成之外牆滲漏，維護建築物之耐候性及對室內空間有效保護性。 

 

關鍵詞：防水材、黏著力、拉拔強度 

 

Test Research on Coating Method of Waterproof 

Material for Building Exterior Wall 

 

ABSTRACT 

   Taiwan has a hot and high-humidity island climate. Waterproof, heat insulation and 

weather resistance of building shells is an important issue. In recent years, although the 

development of waterproof materials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sophisticated, the 

adhesive force between the waterproof material and the cement mortar layer is often 

ignored, and the protective layer of water invades the wall and falls off, the structural 

safety is also affected by the corrosion of the building wall due to water seepage. 

   In this study, the new building under contract by the author was used as the test 

object to carry out the tensile strength test of the structure and the waterproof layer, 

cement mortar, adhesive layer and other painting projects with four different 

combinations of procedures to explain which combination of procedures has the best 

drawing strength.     

   According to the test results, after cleaning the structure, the adhesive is applied 

first, then the cement mortar is used for finishing, and the waterproof layer is fin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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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ed. After two weeks of maintenance, the tensile strength is the best to reach 

7.02kgf/ cm2, showing the best bonding strength of the outer wall protective layer, 

which can most effectively prevent the leakage of the outer wall caused by the 

intrusion of water vapor, and maintain the weather resistance of the building and the 

effective protection of the indoor space. 

Keywords: waterproof material, adhesion, pull-out strength 

一、前言 

台灣屬於炎熱高濕度之海島型氣候，故建築物外殼之防水隔熱耐候之考驗成

為建築物性能保固及安全之重要課題。建築物外牆體長年曝露在日曬風吹雨打且

高溫多濕之氣候環境下，加上國內既往對外牆防水施工常因便宜行事而造成建築

外殼牆體滲漏現象。近十幾年來防水材料之發展雖日益精進，但是因為經常忽略

防水材與水泥砂漿層之間的黏著力而造成水氣入侵形成俗稱「膨拱」之牆面保護

層脫落，使得水氣更容易滲透進入室內造成內壁形成白華現象，也因滲水腐蝕建

築牆體影響結構安全。本研究以筆者承攬施工之新建建築物為試驗對象進行結構

體與防水層、水泥砂漿、黏著層等各項塗刷工程以四種不同組合工序來進行拉拔

強度試驗，以解明哪一種工序組合具有最佳之拉拔強度。拉拔強度最佳之外牆體

保護層顯示其最好之接著強度，可以最有效防止水氣入侵所造成之外殼滲漏，維

護建築物之耐候性及對室內空間之保護性。 

二、建築外牆防水工法考察 

台灣中低層建築外牆以RC結構或磚牆為主，高層建築則多為SC結構或SRC

結構。外牆裝修材種類繁多，早年多為二丁掛瓷磚、大理石、垊石子或輕金屬包

板、近年則興起清水模外牆或複層塗料。外牆滲漏原因很多，本研究考察主要狀

況大致有下列五種:灌漿施工不良、混凝土冷縫、窗框二次施作坎縫不實、帷幕框

矽膠老化、牆內管線滲漏等。現行的外牆滲漏水檢測方式有經驗檢測法、紅外線

熱顯像儀溫差檢測及2.5D剖面檢測法。 

「防水工程」與俗稱之「抓漏」有很大的差異，抓漏僅針對漏水部位處理只

能是事後局部補救。防水工程則是較全面性的處理，已發展出多種工法，不過目

前營建業仍缺乏「防水系統化」的觀念。防水工程不應是一個獨立工程，而必須

與營建工程系統整合，正確觀念應是進行系統性的外牆耐候設計與系統化施工，

才能預防任何可能造成滲漏水的不確定因素。 

目前國內常被使用的外牆防水材料種類依功能分有：阻絕型、滲透型、負水

壓防水材、灌注止漏型等種類，依材質分常用的有兩種：丙烯酸樹脂(acrylic)是壓

克力高分子聚合物能與水泥牆面形成良合接合達到防水功能，矽烷(Silanes)具有

小分子結構容易滲透混凝土毛細孔與水化的水泥發生反應形成聚矽氧烷化學鍵合

反應達到混凝土表面的斥水功能。 

外牆防水工法現行戶外防水工法要由外牆來做防水，施作的方式首先進行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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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清理、裂縫補強，再塗佈防水材。室內負水壓工法則在施工動線不佳的情形下

由室內進行負水防水工程。各類外牆防水工程及施工方法則先以砂輪機整理牆面

雜質再用高壓水刀清洗後，在外牆結構體上進行防水層、黏著層及水泥砂漿粉光。 

本研究之測試實驗即以RC結構牆體為測試體，以丙烯酸樹脂為防水材，在外

牆結構體上進行防水層、黏著層及水泥砂漿粉光等三項塗佈層以不同工序之排列

組合進行實體測試。 

三、外牆防水層剝離成因探討 

本研究案例建築工程位於台南市東區鋼筋混凝土構造地上3層獨棟之新建建

築物，建物高度11.15m建築面積150.83m2總樓地板面積352.25m2，建築物為三樓

結構工程。於110年3月23日完成結構體28天養護後，於4月19日進場施作全區外牆

防水工程，不料建築物外牆(含女兒牆)粉刷層發現小範圍膨起，泥作施工廠商自

行使用黏著劑改善又陸續發生至大面積空心剝離。本研究會同專業技師於民國7

月13日至現場進行相關測試，依據建築物外牆防水及粉刷界面衝突發生損害現況

進行現場拉拔試驗規劃修復方式。 

依據 CNS 12611 標準規範，抗拉強度試驗須達 6 kgf/cm2以上才合乎黏著劑接著強

度之規定。本研究為探討建築物外牆玻璃損害原因，於現場屋頂西側女兒牆分別

以 4組不同施工方式之水泥砂漿粉刷層(厚度以 3公分為基準)，於養護滿 14天即

21天後，於現場進行拉拔試驗，發現防水塗層工序影響接著強度至鉅。 

 

 

圖 1 四種塗佈層不同工序組合之工法 

 

圖 2 防水層拉拔實驗樣區位置 

 

     由相關研究文獻指出，目前外牆防水施工法分為防水材結構體塗佈、粉刷面

層塗佈及結構與粉刷面層混合塗佈等三種方法。但防水材與水泥砂漿之間黏著力

往往都會被忽略，產生日後粉刷層空心及面材剝離等現象，由於防水材沒有黏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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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因此若混凝土結構含水將造成「膨拱」損壞的可能性，當外水滲入水氣存

在粉刷層與防水層之間，無法排水透氣，伴隨因外在天氣的溫度造成高溫，防水

材料產生熱脹冷縮現象，水蒸氣的壓力造成粉刷層鼓突空心狀況；由於粉刷層與

防水層無法全面黏結，水一旦滲透到建築物裡面，在有限的空間內，太陽曬後產

生熱能，於該界面如全形成水蒸氣，以 18cc 概算為 1 mole的水蒸氣，體積變為

22.4公升。換言之在該界面有限度的夾層空間，將產生約 22,400/18=1,240 倍的

壓力，足以破壞原有的防水層，隨之粉刷層剝離自重加速大面積破壞。  

     本案場外牆大面積剝離現象，研判可能與防水層於結構體與水泥砂漿間之黏

著力不佳所造成。由其黏著界面檢討:結構層(沒有黏著性)，黏著層(提供主要黏

著)，水泥砂漿層(少許黏著性)因為混凝土較磚牆吸水率低，且表面較平滑(較無

摩擦力)，不像磚牆有磚縫，可以讓後續黏著的材料可以崁入，因此膨拱損害發

生在黏著層與結構層以及水泥砂漿層的界面。由於結構層本身吸水率極低且塗布

防水塗料時，因此就算提高黏著劑等級仍未見效果，因此水泥砂漿粉刷層直接自

結構體(防水層表面)大面積剝離，而非由黏著層因水灰比黏著強度不足而損害。

若以每平方公尺厚度 1cm 水泥砂漿可用 20kg 乾重計算，施作厚度為 2.5cm，重

量等於一包 50kg水泥，底下材料若黏着性能不住，砂漿容易因為重力造成向下

滑移。 

      與一般外牆貼磚相較之下，於水泥砂漿層外部全面塗布防水層，因為水泥

砂漿層外部大部分貼磚，貼磚都會使用益膠泥，黏著劑使用不會太差，且外部貼

磚負重比水泥砂漿重量輕很多，發生問題的機率較低。 

 
圖 3 本研究案施工圖示與損害態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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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防水層施作圖層表示 

  

  圖 5四種工法實務取樣                       圖 6 現場拉拔測試照片 

 

四、測試概要與成果分析 

1. 本案建築物於 110 年 7月 13日隨機選取 2處牆面(3樓北面及西面牆面等各 1

處)進行初始拉拔測試，北面僅 3kgf/cm2，西面則未達行試驗即已破壞。 

2. 於民國 110年 7月 15日至 7月 18日期間試驗樣組區打除原彭共損害粉刷層並

按上述 4種工法重新施作，7月 22日至 7月 30日進行養護，於養護 2週後即

8月 3日，選取各樣區左上角隅(5*5cm 試片)進行第二次拉拔測試；取至小數

後 2位，由表 10-1可看出，除樣區 4達規定值，其它 3樣區皆未達。拉拔強

度優序：樣區 4>樣區 1>樣區 2>樣區 3。 

3. 再於養護 3週後即 8月 10日，選取各樣區中央(5*5cm 試片)進行第三次拉拔測

試，如表 10-2，除樣區 4達規定值，其它 3樣區皆未達，拉拔強度優序：樣區

4>樣區 3>樣區 2>樣區 1。以上測試實況如圖 7所示。 

4. 從拉拔測試破壞之試體可看出，樣區 1~3皆於黏結層與水泥砂漿粉刷層界面直

接拉拔破壞(即試體即為粉刷層厚 3公分)，樣區 4則為水泥砂漿粉刷層拉拔破

壞(即試體約不到 1公分，部份黏著層殘留於結構體)。如圖 8所示照片。 

 

表 1 養護 2週後拉拔強度測試數據            (8月 3日選取各樣區左上角隅) 

樣區 kN 拉拔強度(kgf/cm2) 判定 

1 1.239 5.05 NG 

2 1.110 4.53 NG 

3 1.102 4.49 NG 

4 1.720 7.02 OK 

備註：1kN 等於 101.97162 kg，拉拔強度至少應在 6kgf/cm2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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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養護 3 週後拉拔強度測試數據    (8月 10 日選取各樣區左上角隅)  

樣區 kN 拉拔強度(kgf/cm2) 判定 

1 0.507 2.07 NG 

2 0.684 2.79 NG 

3 1.072 4.37 NG 

4 1.692 6.90 OK 

備註：1kN 等於 101.97162 kg，拉拔強度至少應在 6kgf/cm2 以上 

 

 

 

 

  

圖 7 四種實驗樣態粉刷層拉拔測試 

      

圖 8 現場拉拔後試體破壞照片與圖示 

 

五、結論與建議 

經現場檢視，標的物牆面水泥砂漿粉刷層剝離損害甚為明顯，建築物外牆塗

刷雖經加入黏著層改善，但效果不佳仍有大面積剝落，以下就本案測試建築物外

牆損害原因探討並建議採用工法4，總結如下： 

1. 由現場拉拔強度測試，於養護後隨時間拉拔強度漸明顯下降，因拉拔強度不

足，空心膨拱造成向下重力而將中央及下方等剪力撕裂。其破壞原因係由於防

水材本身不透氣也非黏著材，因此造成膨拱後水份進入到結構體內，水份蒸發

←工法 4 

←工法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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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強大壓力，表面又因防水材阻礙水蒸氣壓力遂將防水層外的材料拱脫，水

泥砂漿粉刷層漸漸剝離結構體，因此結構體與粉刷層間黏結界面水氣入侵是為

剝離主因。 

2. 樣區工法 3於牆面加鋼釘，雖未達規定值但無論角隅或中央等拉拔強度約

4.37~4.49 kgf/cm2尚稱穩定，確實也增加了黏結層與粉刷層之間的握裹力。因

此單純的黏著層(如工法 2)未必有足夠的強度，就算再進一步用鋼釘補強(如工

法 3)，亦無法達到規定強度。工法 1以原設計圖說方式施工，隨時間而拉拔強

度由 5.05 kgf/cm2驟降至 2.07 kgf/cm2，這也說明因此膨拱現象由小面積而擴展

至大面積之原因。 

3. 由拉拔試驗破壞殘體可看出工法 4依序在外牆結構體上先塗佈黏著劑，第二塗

層以水泥砂漿粉光、最後將防水層施作於最外層，如此第二及第三塗層可以與

結構體第一塗層之黏著劑緊密黏結，因此無論從試體角隅或中央僅能拉拔不到

1公分的殘體，拉拔強度約在 6.90~7.02 kgf/cm2變化甚微且一直表現出高於規

範要求之 6 kgf/cm2，是這四種工法中最佳之拉拔強度。  

4. 綜而言之，若防水材塗佈於結構體與粉刷層之間，無論採用黏結層或其它補強

(如加鋼釘、金鋼砂等)仍無法增加有效的握裹力以提昇拉拔強度，本案標的物

災施工防水層時全面塗抹防水材於結構體，因而更加劇垂直面破壞。除粉刷層

重量外，防水材由於不吸水，若結構體或是砂漿層內存在水氣，因熱效應水蒸

氣產生張力，粉刷層材料即容易造成膨拱剝離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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