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攻略

舒適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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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標準而言， 分貝以下的

就開始感到不夠安靜、

室內環境是安靜的、 分貝

40

分貝以

50

住在鄉下或野外的室內為 分貝左

上大部分人會覺得吵、無法入睡。

55

一

透過裝修打造不受干擾的舒適居住空間，針對四大影響居家的元素：噪音、光線與色彩、溫
溼度及材質（過敏原及化學物質）來切入，使裝修時，不但兼顧美感、設計，也能一併將這
些可能在日後干擾居住品質的原因也先併入考量。

文＿林黛羚
攝影＿王正毅、張克智 設
計＿大進設計林函青
圖片提供＿快好耐
02-2739-0396、三夏建材0800-038331、忠國
鋁業0800-013-135、廣居國際03-4637288、瑞
銘總和健康建材02-8792-8278、B&Q

分貝左右。

氣只需通風。

公里）時

普通施工雙層窗。降低
分貝以上
軌

3

道窗框」，就可以隔絕 分貝以上

璃窗，軌道用普通常見的「

在一道牆上裝兩道普通的玻

15

冷氣又浪費電、冬天更不需要開冷

密窗一關起來，空氣就不流通，開

人，只好花錢安裝氣密窗，但是氣

龍而失眠、脾氣暴躁等。大部分的

臨於馬路邊的住戶，常會因車水馬

為困擾居民的主要原因。尤其是緊

交通所產生的噪音，已經成

裝修法

隔絕「戶外噪音」亦保持通風的

方法

則在

（平均車速每小時

右、而在都市中的雙線道大馬路旁

20

20
～
30

機器上的數字也從 分貝降到 分

兩道窗，馬上就覺得安靜許多，而

測量，從完全沒關、關一道窗、關

隆路旁，我們在現場用噪音測試器

喔 ！快好耐總經理的辦公室位於基

15

55
開方向，也可以阻隔部份音源。

內外窗都關
關外窗

施工。隔音又通風

運用「交錯雙層窗」原理

內外窗都開

分貝左右。

音，依照施工與材質，有效隔音在

開啟的雙層窗，不用密閉也可以隔

因更加嘈雜，他們早已發展出交錯

耐總經理魏志剛表示，在大陸都市

因為聲音是透過空氣傳送的。快好

時達到隔音又通風，是不可能的，

大部分的設計師會認為，要同

三軌道雙層窗。攝影＿王正毅

三軌道窗反向開窗、左右水平不同

貝。若是夜晚比較安靜，就可以將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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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音來自四面八方，建築物外
面的噪音，通常都用氣密窗來
有效隔絕。然而在冬天不想開
冷氣及暖氣，有沒有可能保持
通風又隔掉部份噪音？要怎樣
才能讓室內在低分貝狀態、安
穩入睡？樓上鄰居吵，要怎麼
改樓地板最有效？

透過全面的隔音設計與完善施工，搭配設計
與美感佈置，打造寧靜、無噪音干擾的居家
空間。

透過施工減少室外、
室內、樓層噪音

舒適宅全攻略／隔離噪音

隔離噪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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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p
瞭解相關法規
保障自己的耳朵

設計＿大進設計 林函青

Tips

沒有同時可又隔又吸音的單一建材

勿有細縫、勿打洞、以免功虧一簣

包「保溫層」

因為音波是以漣漪由圓心像

周邊以圓球體方式傳送的，若能阻

斷漣漪，就有可能降低音量。透過

裝修方法，你也可以自己在家設置

「通風隔音窗（如圖）」：將兩邊

天花板裝吸音材。吸收室

8

的雙層窗的玻璃分為三段，外側是

理石膏板之隔音量為 分貝。密封

內外反射音波

5

朝下開、內側則是朝上開，雙層窗

新房子空空的、在裡面講話常

處理可有效增加隔音量達 分貝，

結果單層未密封處理石膏板

之隔音量為 分貝，單層已密封處

28

22

5

的兩片玻璃最佳厚度約在 ～ 公

會有「回音」，又稱「迴音」。不

影響工程品質。然而，雙層未密封

3

釐左右、兩片玻璃之間的間隔則在

論聲音是從裡面還是外面傳來，若

處理及已密封處理之隔音均為 分

33

6

～ 公釐為佳。

在天花板、牆面裝吸音材，就可以

要的隔音關鍵。

貝。可見第二道密封處理並非最重

5

降低音波在空間中來回反射、震動

3
分貝，這也

方法

隔絕「樓層與樓層之間噪音」的

裝修法

如果樓上住戶有小孩、或者作

息與樓下不同，樓下住戶通常會受

到干擾，這是聲能傳遞造成振動的

3

～

的低頻嗡嗡聲約

是為何視聽室要強調吸音，這樣才

能過濾掉來回反射的音波、讓耳朵

2

若能做到輕隔間牆的兩面及天花板都鋪隔音棉、搭配優質氣密窗，對
人耳而言幾乎達到寂靜的環境。設計＿大進設計 林函青 攝影＿張克智

獲取較純的音質。

方法

隔絕「房與房之間的噪音」的

輕隔間裝修重點

「與其在自家天花板做隔音，

結果。鋪木地板、地毯會較磁磚、

建議幫樓上住戶的地板做隔音，更

乾式輕隔間之材料及施工法具

便捷等多項優點，為各種建築物所

能有效緩衝聲波傳遞。」快好耐

石材來得有降音效果。

採用。由郭清香、陳瑞鈴、陳金文

的魏志剛表示，「在鋪地板之前，

有隔音、隔熱、防火、質輕、施工

在中華民國音響學會所發表的論文

先鋪上隔音地板，裡面的多層結構

154

可以緩衝聲能傳遞。」目前坊間有

L45

三夏氣墊隔音地板，據廠商自行實

44 JIS

驗，其阻隔樓地板輕量重量緩衝音

達 日本工業規格 級，就是可減

少 分貝音量。如果擔心自家作息

會影響到樓下鄰居，建議可使用地

4

板隔音法。

方法

管道、機械噪音隔音法

廁所馬桶的水管、風管振動、

抽水幫浦、管道間等振動產生的噪

音，大部分都是去五金行買保溫墊

25
～

包覆，但效果極低。魏志剛建議用

095

圖片提供＿瑞銘總和健康建材

三明治式包覆材其中間含制振貼片

到別的空間、影響他人安寧。
←隔音單品精選

如橡膠、金屬或鉛片，加上下兩層

如果家裡有影音設備、卡拉O K
等，不管音效再好、歌聲再妙，都不
應該影響到左鄰右舍。可參考各種視
聽室的吸隔音配備，有效阻隔噪音傳

結構的防火吸音棉，能夠降低

分貝的效果。

不想聽噪音、更不要製造噪音喔！

氣墊隔音地板可減少40分貝以上的噪音、
也減少腳踝對脊椎的反作用力。圖片提供＿三夏建材

《不同施工法之輕隔間隔音性能》

包「隔音棉」

用來當做隔聲用，只有10分貝。

30

魏志剛敲擊沖水馬桶鐵管
沒有包覆、包覆保溫層及
包覆隔音棉，就有30分貝
的落差。攝影＿王正毅

雖然雙層窗、輕隔間牆都有隔音效果，但魏志剛
提醒讀者，在窗框與牆面的交接處應用塑膠墊取
代日後會腐蝕的小木條、而輕隔間牆也不要釘東
西或打洞穿電線，否則聲音就會藉由這些縫隙、
孔洞傳入。

中探討，以常見「雙層雙面 公釐

1.方式不同：
隔音是利用隔牆把噪音源和接受者分隔開，
兩者分別處於兩個空間（房間）中。吸音是聲波入
射到吸聲材料表面上，聲能被吸收，降低了反射。
聲源與接受者處與同一個空間（房間）中。
2.材料不同：
厚重密實的材料隔音性能好（質量定律），
如混凝土牆。鬆散多孔質軟的材料吸音係數高，如
玻璃棉、礦纖板、岩棉。
3.度量不同：
隔音用分貝（dB）表示。50分貝是很強的隔
音，即入射到隔牆上的聲能只有十萬分之一透過
牆。50分貝隔聲牆上，若有面積只占1╱1000的孔
洞，牆隔音降到只有30分貝。吸音用線性標度，
吸音係數達0.2以上就可稱為吸聲材料，0.9是很高
的吸聲係數，但取對數，只是10分貝，也就是說

小提醒

舒適宅全攻略／隔離噪音

小常識

石膏板」作為輕隔間材質。

依據噪音管制法第四條
「製造不具持續性或不
易量測而足以妨害他人
生活安寧之聲音者，由
警察機關依有關法令
處理之。」通常住家不
外乎屬於第一類～第三
類的管制區，但若你家
旁邊有娛樂場所、小工
廠、卡拉OK等噪音污
染屢勸不改，不要忽視
你的權益，立即通報各
地環保局，或撥打全國
免付費報案語音專線
0800-066-666、或上環
保局www.epb.tpc.gov.tw
瞭解「噪音管制」相關
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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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交錯雙層窗」原理施工。隔音又通風。
圖片提供＿快好耐

www.myhomelif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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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地板減振墊

日東遮音片
不用改變施工方法，也可與多種建
材併用。為高密度軟片中含高比重
金屬粉，1.5公釐厚即可隔離21d B
（500Hz）～27dB（1000Hz），且不
易產生共振，面密度3.9kg/m，詳洽
02-8792-8278瑞銘總和健康建材。

為樓地板減振隔音材，適合所有空間
之地板。隔音量，因頻率不同最高約
25分貝，RW=25，詳洽02-2739-0396
快好耐。

波浪吸音棉

隔音單品精選

吸音率NRC=0.6~0.8。材料依厚度不
同價格每坪約NT.3,500～6,000（未
稅），含施工價格約NT.4,500～6,500
（未稅），詳洽02-2739-0396快好
耐。

複合夾層結構╱吸音海棉表面減振彈性
隔音板

B&Q門底擋縫條

東甫NAT-100G系列
隔音STC=38.02分貝(4000HZ隔音達40.62分貝
)國立海大實驗室，國家專利認証達25項，1
才NT.650元，詳洽02-8666-5550金鑫。

阻隔噪音入侵或防止室內聲音外洩。氣密性高
可阻隔風沙、昆蟲等由縫隙進入，阻隔冷暖氣
外洩，尺寸10X5X5000m／m，NT.159元詳洽
0800-008-007B&Q。

舒適宅全攻略／隔離噪音

進口材料因匯率不同無法正確報價未稅
約N T.82,500∼100,000元（1捲╱42㎡）
（1.4M*30M）無單賣。依材料厚度不同隔音量
約23∼30分貝。詳洽02-2739-0396快好耐。

BALUK德國帕洛克節能斷
熱隔音窗
德國原廠五金「內倒內開
窗」。隔音達40分貝。可做
到先上懸後平開、水密100kgf
以上、上斜拉杆由最高級別
BS304不銹鋼製造、具有防抬
防撬功能，含安裝每平方公尺
約NT.12,000～15,000元，詳洽
03-463-7288廣居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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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能吸隔音毯
忠國尊爵級隔音窗

隔音量因頻率不同最高約28分貝。未稅
約NT.30000∼45000元。詳洽02-2739-0396快
好耐。

達人Data
噪音剋星 魏志剛
現任 快好耐總經理
特色	研究噪音十多年餘，為中華民國振動與噪
音工程學會所推薦，並擔任台北市政府環
境保護局的「娛樂營業場所噪音防制技術
諮詢會」主講人。專治工廠大樓、社區公
寓等所產生的噪音。成立有快好耐噪音事
業部www.trieee.com、02-2739-0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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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坪不含施工NT.10,000∼12,000元
（未稅）。隔音量約28分貝。詳洽
02-2739-0396快好耐。

三夏氣墊隔音地板
英國防火吸隔音棉
將130分貝的隨身警報器放到包覆著吸音棉的
箱子中，在上面的隔音棉沒蓋住的狀況為86分
貝，蓋上後則變為53分貝。詳洽02-2739-0396
快好耐。

阻隔樓地板輕量、重量緩衝音達JIS日本工業規格
L45級，如樓上桌椅移動聲、腳步吵雜聲。相當
1000赫茲75分貝聲響可減少至31分貝，減少44分
貝音量，達到居住環境1級標準。甲醛釋放量低於
CNS F2、全程VOC Free。連工帶料每坪NT.5,500～
5,800元，詳洽0800-038331三夏地板。

為避免「迴音」，可在較大的空間適度擺設
傢具。

樓地板隔振墊

隔音等級STC為41分貝、CNS A3196評估為
40分貝、水密性75kgf／m2無漏水情形、氣
密性2m3／h.m2以上等級、抗風壓360kgf／
m2以上等級，每平方公尺NT.720元起，詳洽
0800-013-135忠國鋁業。

設計＿陳忠狄 攝影＿張克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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