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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資訊

免責聲明

本文件提供一般性建議。本文件提供良好作法
的一般性指南，對本文件所提到的產品和流程的用
途適用性不構成任何形式的保證或聲明。本文件的
使用者應確認和測試本文件內的資訊或產品是否符
合他們的用途或特定應用。使用者應思考地方或特
定情況。本文件的內容反映我們在出版時的知識和
經驗。

本文件的內容反映我們在出版時的知識和經
驗。富美家®無法保證這些資訊的準確性和完整性。
使用者未從本文件所提供的資訊獲得任何權利；資
訊的使用由使用者承擔風險和責任。本文件不保證
富美家®產品的任何特性。富美家®不保證本文件中
的資訊適合使用者的查閱目的。本文件不含有客戶
和第三方可以信賴的設計、結構計算、估算或其他
保證或陳述。

富美家®通訊(包括但不限於印刷品)和富美家®
樣品的顏色可能與將要提供的富美家®產品的顏色
是不同的。富美家®所生產的產品和樣品符合規定
的顏色公差範圍，但即使是相同的顏色(同一個生產
批次的顏色)，也可能有色差。觀看角度也會影響眼
睛對顏色的感知。客戶和第三方必須向專業顧問詢
問關於富美家®產品是否適用他們所要的應用，以
及有關法規。富美家®有權未經事先通知逕自更改
產品(規格)。

最新版的文件取代所有舊版。最新版文件可能含有
使用產品時必須思考的技術變更。最新版文件可在
我們的網站查閱。客戶應記得檢查是否有更新的文
件版本。如果未(正確)遵守最新版的文件內容(可能

不時更新)，可能喪失任何的產品保固。我們已盡一
切努力確保本文件內資訊的準確性，但我們不對任
何疏忽、不正確或印刷錯誤負責。

在適用法律允許的最大範圍內，富美家®不對使
用本文件所引起或與之有關的任何損害承擔責任(無
論是契約或非契約責任)，除非這類損害是富美家®
蓄意行為不當或重大疏失所造成的。富美家®的口頭
和書面聲明、提議、報價、銷售、供應、交付及(或)
合約，連同所有相關活動，均受富美家®一般銷售條
款的約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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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資訊

產品應用
火立克®+潔菌板是一款可用於下述應用的多用途產品

商業領域
適用於商業空間、健康照護、教育、旅館等
同樣可用於電梯車廂內裝、船舶、公共廁所、更衣室與商業廚房

住宅領域
適用於洗衣間、浴室、起居室與廚房
適用於房屋翻新時的室內裝飾牆

火立克®+潔菌板為通過CNS 14705-1國家標準（用以確認建築材料的耐燃程度），且已經主管機關認證的耐燃建築
材料。火立克®+潔菌板能貼合於其它基材，為其提供一定程度的耐燃性能，但並非所有與火立克®+潔菌板貼合後的基
材，均可被認定屬於經認證之耐燃建築材料，因為火立克®+潔菌板與基材間的黏著劑、基材本身的材質或黏合過
程等，均可能會改變或降低火立克®+潔菌板的耐燃性能。與火立克®+潔菌板貼合之基材必須另外經過測試並經主管機
關認證後，方能被認定屬於經認證的耐燃建築材料。

裝飾色紙

不燃芯材

裝飾色紙

特色

火立克®+潔菌板是在高溫與高壓狀態下，使用三聚氰胺樹脂含浸色紙及特殊、不燃芯材製造而成。具備優異
的加工與安裝特性，火立克®+潔菌板為適用於各式應用的理想表面加工材料。

火立克®+潔菌板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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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裝與加工指引

檢核表

˙開始前，請先檢查並確認已取得所有正確的工具與材料。

˙確認牆壁平直且垂直。

˙所有接縫與裁板處備有彈性空間。

˙收邊條處備有彈性空間。

˙部分具指向性的圖樣或紋理在安裝前可能需整修以確保板材的方正性。

˙確認所有接縫皆已使用矽利康密封。

˙立即移除過量黏著劑或殘餘矽利康。

˙可使用溫肥皂水清洗此板材。

˙如果施作現場不符合上述條件，請勿安裝。

˙不可使用任何研磨性清潔劑或拋光劑。

檢查基材類型
不適合的基材：
˙潮濕的基材。

˙不可直接黏貼至ALC輕質混凝土板材上。

˙不可直接黏貼至水泥牆表上。

˙不可直接黏貼至具有塗層或紋理的表面上。

現場準備
安裝過程中，請使用尺與鉛垂線確認牆壁的平直性及垂直性。牆壁應乾淨、乾燥、無灰塵、且無油脂。且

應去除釘子之類的所有突出物。

請預先檢查每一塊板材與牆壁的方正性，因為在某些狀況中，可能需要於安裝前修剪或刨平板材邊緣。

※請依符合您所在國家法律規定選擇基材及創造結構。

火立克®+潔菌板不可用於下述狀況中
1)  安裝現場溫度低於5°C

2)  安裝現場相對濕度超過90%

3)  基材冷凝結露

※請確認所用基材符合當地的相關建築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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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材 矽利康結構性
玻璃密封膠

免釘膠
(聚氨酯)

纖維水泥板
(建議最小厚度超過8mm及材料密度
為1.2-1.5g/cm3)

矽酸鈣板
(建議最小厚度超過9mm)

粉刷
(建議含水量≤4.5%、黏合強度≥
1.0N/mm2、平整度≤2mm)

*

*

*

*

*

*

建議基材與黏著劑

※將表面上任何鬆散或片狀粉粒、灰塵及油脂移除以確保免釘膠或結構性黏著劑的黏合強度。混凝土/水泥砂
漿/氧化鎂板及其他多孔基材應使用多層建材用膠合界面活性劑密封。請遵守製造商的應用與乾燥時間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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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與安裝
火立克®+潔菌板產品的預處理

在正常狀況下，於現場將板材包裝及兩面保護膜*移除。施作現場凌亂可能造成板材表面損傷，請於安裝
前保留保護膜*。安裝前，請先將板材置於一個平坦的乾淨表面上48小時。這樣可確保火立克®+潔菌板達到它的水
份含量平衡。

*並非所有花色及表面處理都附有保護模。



3mm

3mm

2mm

板材背面

鋸片移動方向

板材正面

安裝工序

01.基材處理

01.基材處理

02.準備軸線及固定位置

07.邊緣處理 ‒ 收邊條或密封膠

04.雙面膠施貼

05.黏著劑施作

03.裁切與鑽孔

06.安裝火立克®+潔菌板

針對不同種基材類型進行正確工序處理。

02.準備軸線與固定位置
軸線準備過程中，請確認板材接縫與基材接縫位置錯開。在
火立克®+潔菌板板材間隨時留有 3mm 寬的間隙。

03.裁切與鑽孔
註: 請務必確實穿帶適當安全裝備，如: 防塵面罩、眼睛與聽力
保護裝置及手套。

使用靠尺確定裁切平直且正面位於進給方向前方(正面附有保
護膜*)。使用每公分內鋸齒數為10-12的細齒手鋸或電鋸，或
者亦可使用石工用切割圓鋸。註:建議使用專門用於積層板裁切
的線鋸。

可使用銼刀、砂紙或刨子進行邊緣修整。當使用鋁合金接合及
使用彩色矽膠時，此修整是必要的。建議緩慢鑽孔並使用一個
基底來支撐板材，以避免板材背面裂開。

*並非所有花色及表面處理都附有保護模

加工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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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R(Φ12)mm

6R(Φ12)mm

30mm

內裁切
1)  於開口的四個角處鑽孔，請參閱上圖

2)  使用適當刀鋸在孔洞中間進行裁切

3)  移除不需要的部分

外裁切
1)  在該角內鑽出一個孔洞，請參閱上圖

2)  依據孔洞尺寸使用適當刀鋸進行板材裁切

3)  移除不需要的部分

04.雙面膠施貼
將雙面膠置於離板材邊緣30mm處，且將膠帶彼
此相連黏貼。

鑽孔時，請確認每一個圓角的圓角半徑至少有6mm，以避免圓角破裂。

註: 若無法遵循上述說明，可能會造成板材破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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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mm

05.黏著劑施作
將特殊黏著劑施打於板材上，塗蓋寬度為4mm且厚度至少厚
於雙面膠帶3mm。

步驟1. 於板材周圍施打寬度4mm的黏著劑。

步驟2. 於雙面膠帶界內範圍，以Z字形方式施打黏著劑。

一般情况

部分裁切

內開口

以直線方式連續施打於邊緣處

以直線方式連續施打於邊緣處

以直線方式連續施打於邊緣處

以Z字形方式施打於裡面部分

以Z字形方式施打於裡面部分

內開口的部分放大視圖

以Z字形方式施打於裡面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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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時固定用的雙面膠

07.邊緣處理 ‒ 收邊條或密封膠
1)  鋁合金或塑膠條(類似3mm/4mm UV板邊條)

*於收邊條內預留距離板材邊緣2mm的縫隙。

安裝板材前必須先固定陰角收邊條。裁切成精確長度並使用鍍鋅平頭釘固定以確保釘頭與表面齊平。

將板材置於整個表面上以確保板材下方無空隙且板材與基材之間充份黏著。

請仔細遵循製造商指示，因為
黏著劑固化前的板材調整寬限
時間是有限的。

如果使用塑膠或鋁製裝飾條，
必須先安裝裝飾條才能將板材
黏合至適當位置上。

陽角 端口收邊

陰角1 陰角2

拼接

06.安裝火立克®+潔菌板



彩色矽利康
彩色矽利康可做出無縫的外觀並且密封所有外露邊緣以避免水、髒污或蒸氣的滲透。

2)  密封膠收邊方式

將板材邊緣的保護膜*
移除。

*並非所有花色及表面處理都附有保護模。

*使用膠帶密封縫隙後部，以確保密封膠不會沾染到基材。

在板材中間留下大於3mm
的縫隙，將遮蔽膠帶貼於
板材表面 縫隙處並使用密
封膠填滿縫隙。

立 即 使 用 刮 刀 刮 除 過
多的密封膠。

移除遮蔽膠帶。

3mm+

加工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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矽酸鈣板或纖維水泥板安裝

1.支撐結構

a.混凝土牆

使用厚度3mm以上(60mm*60mm)的鍍鋅角鐵作為骨架。主龍骨之間的最大空間為600mm。依據板材
表面尺寸決定輔龍骨間隔距離，但不可超過1200mm。請依結構計算進行調整，並將實際狀況列入考量。

b.輕鋼架

※請依據當地室內裝修法規安裝龍骨結構。

2.沿地面放置6mm墊塊作為板材的暫時支撐。此縫隙可使框
架平穩移動。請小心確保地板舖設過程中不讓水泥、黏著劑
或水泥漿進入該縫隙。

3.由中央往外固定板材以避免任何隆起。使用釘子或螺釘固
定的工序過程中，請確認板材緊貼框架以降低板材背面緊固
件毀損的可能性。

關於固定點的間隔距離，請參閱上述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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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與保養指南

保養
1. 為移除表面髒污，可使用軟布沾中性清潔劑以輕擦方式擦掉髒污; 接著再確實使用乾布擦乾水份。

2. 不可使用尼龍硬毛刷、鋼刷或研磨性清潔劑，否則可能會造成表面損傷。

加工免責聲明
為避免板材因壓力造成破裂，請確認所有圓角或接合點都有一個至少6R以上的圓弧。

請參閱加工指南以取得更多資訊。

1. 請遵守加工指南內指示以避免任何的可能傷害或意外。

2. 搬運與操作此材料時，請使用防滑手套。加工過程中，請穿著防護護目鏡及防塵口罩。

3. 依據使用的黏著劑，安裝過程中可能會釋放出VOC (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因此，請保持環境的適當通風。

4. 使用不當的建造方法或材料可能會造成因施工不良而引起的意外。執行任何建造及安裝作業前，請先與現
場建築監督人員確認。

5. 驗收前，請先徹底檢查是否存在任何缺陷。

使用免責聲明
如果水泥牆存在水份的話，可能會造成火立克®+潔菌板膨脹，進而無法平坦地黏合於牆壁表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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