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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報告

主題名稱：

由規劃設計觀點看同層排水工法之應用

內容目次：

一、建築設備管線系統之觀念影響平面規劃及空間配置

二、國內住宅類建築同層排水常見之主要工法

三、規劃階段對同層排水工法之選擇與評估

四、垂直管道之規劃：垂直管道視為建築主架構之一部分

五、工程造價差異性評估



A. 傳統的建築設備管線配置概念

管線與結構體交錯無法分離 可穿版預埋崁入結構體

穿版隔層排水

 水平樓層之規劃受到上層穿版管道之干擾 無法各自

獨立彈性調整因而 因而限制下方樓層空間之使用

 其他衍生問題:

1. 上下樓層漏水噪音爭議 管道易阻塞…………

2. 主結構體因常需維修連帶受損 縮短生命週期

一、建築設備管線系統之觀念影響
平面規劃及空間配置



B. 同層排水 / 建築設備管線系統化之基礎

 在垂直的建築空間型態中維持水平樓層空間權力之
獨立性

 透過公共垂直管道連結為各樓層五大管線唯一串聯
方式

“同層排水之應用強化了垂直串連管道配置之重要性”

 上下層之空間使用方式有各自彈性調整可能性

不致互相影響

 維持建築物各樓層濕區區位整合之必要性

 垂直系統化能夠優化建築使用性能 亦更有效率

 公共垂直管道間應被視為建築物系統主構架之一部
分 如同主結構系統 其位置之規劃為衛浴空間配置之
關鍵



C. 同層排水2.0/垂直管道之佈設系統化，

能讓空間未來 調整更有彈性

模矩化之給排水系統:

垂直管道 間之預留及樓版預先降板



二、國內住宅類建築同層排水常見之主要工法

 A.  降版工法

(濕式降版及整體衛浴組裝工法)

 B.  牆排工法

(側排工法 or UT系統工法)

 C.  高架地板工法(國內較少應用)



A. 降版工法：

整合各樓層濕區做降板 匯流接至垂直管道間

規劃應用：

 1. 衛生設備離垂直公共管道之間可容許適當洩水坡度容許

之距離 平面規劃仍有適度彈性

 2.未來在平面濕區之調整彈性受限

 3. 須合併檢討濕區(衛浴廚房)集中設置，及樑位規劃加設小
樑於降版周邊 較傳統隔層排水工法增加結構之費用



案例說明: 一般集合住宅(台北市)

建築案 非非想

• 因降板而需增加小樑之配置 配合原主樑系統留設
• 會增加除降板部分以外之造價



• 衛浴位置與其他空間關係因小樑之整合而調整
• 未來溼區位置不易變動

整合前整合後

案例說明: 一般新建集合住宅(台北市)

同層排水降板溼式較傳統穿版隔層排水工程費用差
價 (一組三件式) 約21,660元
21660x46組=996,360元
每坪差價 918元 增加約 0.51%
(每坪造價平均造價180,000元)



A. 降版工法

濕式工法

主結構樓版降版，以deck
版灌漿作面層，內填輕質混
凝土或碎石

問題 :

 1. 工序介面較複雜，底板及
面層防水層施作及排水管埋
設 .耗時費工，承作廠商之
工程自主品管品質是關鍵

 2. 管線埋入式未來若發生漏
水情況不易維修

 3. 地面下管道增加整合匯流
設備費用

deck 版

降版高度
25-30cm

輕質混凝
土或碎石

垂直排水
立管



A. 降版工法：

整體衛浴現場組裝工法
將預鑄整體衛浴元件併同給排水管線

一併現場組裝

 1. 較為理想之工法，可有效縮短工期

 2. 以預鑄底盤收集排水 漏水發生率低

 3. 節省壁面及底板防水施作費用，較傳統場鑄工法

省人力及費用

 4. 平面上較傳統浴廁須預留長寬各15cm之空間

 5. 只須預留垂直管道及降板，增設浴廁移動有彈性



案例說明 只須預留垂直管道及降板 增設浴廁移動有彈性

目前規劃房型

未來可能變更房型

預作降板位置檢討



B. 側排工法：
配合垂直管道位置配置平面濕區不須降板

 給排水管以可隨時檢修

之箱體乾式包覆由牆面接至垂直管道



規劃應用:

 1.因檢修方便，適合維修頻率較高之空間類型，以及未來內部空間有變更使用之

可能，如出租型空間、宿舍、出租型公宅等衛浴空間

 2. 配置需配合緊鄰公共垂直管道間位置

 3. 屬公共建築並採集中設置衛生設備時，宜採側排工法，可集中定期檢修維護

 4. 乾式施工工序單純，維修容易，污水廢水牆排，地排地板做凹槽淺溝處理 。

 4. 牆排配管空間25公分配合牆排式，無水箱馬桶，不佔用室內空間

 5. 若用掛牆式馬桶，地面清潔較方便

 6. 可維持當層樓板相同高程，不需預先降板，但樓板厚度需增加至

 問題：

 1. 單元平面衛浴空間受到垂直留設管道之限制

 2. 牆面配管箱體構架費用稍高，目前地排管尚須依賴進口產品



案例說明:

依給排水垂直系統設置

 應用案例: 出租型社會住宅

 可避免未來因頻繁之維修而
縮減建築生命週期及增加維
管成本

 總工程預算118000元/坪

 側排系統費用45000元/單元

x420units=18,900,000

 攤提每坪約1500 元

 增加造價占總工程費用1.3 %



案例說明:

給排水同時與結構體分離之系統: UT系統

台大平面 應用案例: 學生宿舍

 可避免未來因頻繁之維修而
縮減建築生命週期及增加維
管成本

 總工程預算126,000元/坪

 側排系統費用=22,000,000元

 攤提每坪約1122 元

 增加造價占總工程費用0.9 %



三、規劃階段對同層排水工法之選擇與評估

 可達到同層排水之工法:

降板 側排 整體衛
浴…..etc

 同時未來可因應空間彈
性調整的工法: 側排UT

及整體衛浴

 維管需求高之空間

未來隔間使
用調動可能
不大之空間

未來隔間使
用調動可能
較大空間

未來維管機
率頻繁空間

(整體衛浴組裝工法)

(降版濕式工法) (側排工法)

A. 確認在生命週期中對於空間用
途性質之階段性規劃

B. 衛浴空間維護管理佔整體建
築維管成本比例



降板工法 與 側排(牆排)工法之比較

A. 建築生命週期內空間使用方式變異

性不大時可考慮之工法

1. 濕式降板工法

樓板預作降板 增加工程樓板面及結構樑規
劃之複雜度若建築物未來生命週期內之內
部可考慮

2. 降板現場組裝整體衛浴工法

樓板規劃及結構系統較複雜

B. 建築生命週期內空間使用方式可能調

整變動及高維修率可考慮之工法

1. 側排工法

可維持樓板面一致性規劃 但垂直管道支流
社 因須因應未來調整平面之可能性須預作
系統性規劃與留設 前置作業較為複雜 設置
費用較高維護檢修較方便

2. 高架式現場組裝整體衛浴工法



四、垂直管道之規劃: 垂直管道視為建築主
架構之一部分

配置方式:

公共核心區

外周區(辦公空間
合併柱結構包版)

依據最小空間單位

垂直管道之模矩化，

未來單元合併擴大

時可彈性調整
(節自昇陽城中)



平面模矩模擬

垂直管道預留



五、工程造價差異性評估

1. 降板濕式工法
• 增加降板結構補強及增設

頂版填充材費用
• 增加防水層施作費用
• 人力密集工資高

2. 降板整體衛浴組裝工法
• 增加底盤及內牆預鑄板費用
• 增加內側牆體組裝費用
• 減少隔間牆單側牆版及

牆內灌漿或輕鋼架費用
• 減少隔間牆內側及底板防水

層費用
•3. 側排乾式工法
• 增加側包版及管線及設備鋼構

固定費用
• 增加淺溝型地排費用



謝謝聆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