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山建築  白白海之家 2 

建材設備說明 

                                                   

結構： 

一、 本建築全部採用永久性鋼筋混凝土 RC 筏式基礎結構，並依台南市政府工務局

所核准圖樣施工，符合內政部所頒佈之建築技術規則最新規範及CNS要求標準。 

二、 外牆皆達採 18cm 以上，兩側鄰棟隔牆為鋼板牆達 25cm，其餘牆面採雙層鋼筋

RC 結構施工，混凝土採用台灣水泥預拌混凝土。 

三、 箍筋採統榮鋼鐵一字筋施作，於鋼筋鑄造時即製成設計尺寸。 

四、 鋼筋綁紮配合以俗稱黑輪之鋼筋保護器確保保護層厚度。 

五、 灌漿完成後以自動灑水養護 7天，7天拆模。 

 

外觀： 

一、 正面外觀以日本菊水化工仿清水模工法處理，於 2F 陽台以上之空間內側以白

色石頭漆處理，並施作玻璃帷幕牆，外安置不鏽鋼格柵，管道皆以金屬隔柵處

理。1F 車庫外牆為金屬牆，配合鐵門、電動捲門整體造型。 

二、 兩側牆面與鄰棟之退縮空間以水切處理，內側牆面屋頂露臺為菊水白色石頭

漆，中庭空間以日本菊水化工仿清水模工法處理。 

三、 後院於 2F 以上之牆面鋪貼灰色石紋丁掛磚施作白色石頭漆安裝不鏽鋼格柵，

安裝正面圍牆為不鏽鋼格柵牆。外部管道皆以金屬隔柵安置。 

四、 後院圍牆鋪貼灰晶石小棧道(5cm*40cm)石板。 



五、 外觀為了整體美觀，公司保有變更權利。 

 

大門： 

一、車庫入口採用歐樂利摺疊式電動門。 

二、車庫入口小門採用鋼木門。 

三、車庫內側玄關大門採用鋼木門，搭配耶魯指紋密碼鎖。 

 

地坪： 

一、 車庫地坪鋪設黃山石 36156 (30cm*60cm)地磚。 

二、 後院地坪鋪設坎 CICOGRES-坎培爾灰(30cm*60cm)地磚。 

三、 1F 客廳、梯間鋪設蒂諾(斜紋)石材。 

四、 1F 衛浴地磚鋪設 RAK 9G-108R(30cm*60cm)地磚。 

五、 2F 室內地坪鋪設蒂諾(橫紋)石材。 

六、 2F 公共衛浴鋪設 RAK 9G-105 特(30cm*60cm)地磚。 

七、 2F 露臺鋪設黃山石 75973(15cm*70cm)地磚。 

八、 2F 天井鋪設黃山石 75973(15cm*70cm)地磚。 

九、 3F 梯間、走廊地坪鋪設蒂諾(斜紋)石材。 

十、 3F 前後臥室地坪水泥粉光降低，日後室內設計工程時施作木地板。 

十一、 3F 前衛浴鋪設 RAK 9G-105R 特(30cm*60cm)及 BALDOCER-KB4652 灰(40 cm 

*60cm)地磚。 

十二、 3F 後衛浴鋪設 PIEMME-PIE3672(30cm*60cm)地磚。 



十三、 3F 陽台鋪設黃山石 75973(15cm*70cm)地磚。 

十四、 4F 梯間地坪鋪設蒂諾(斜紋)石材。 

十五、 4F 主臥室、書房地坪水泥粉光降低，日後室內設計工程時施作木地板。 

十六、 4F 前主臥衛浴鋪設 ATLAS CONCORDE-CA3623(30cm*60cm)地磚。 

十七、 4F 後衛浴鋪設 PIEMME-PIE3677(30cm*60cm)地磚。 

十八、 5F 梯間地坪鋪設蒂諾(斜紋)石材。 

十九、 5F 湯屋鋪設黃山石 75973(15cm*70cm)地磚。 

二十、 5F 後方露臺鋪設黃山石 75973(15cm*70cm)地磚。 

 

樓梯： 

一、 電梯旁樓梯各層踏面及平台鋪設蒂諾(斜紋)石材。搭配金屬製扶手。 

二、 4F 前樓梯為鋼梯，踏面為木質集成材。搭配金屬扁管扶手。 

 

牆面： 

一、 全部室內牆面採用利登毫灰平光水泥漆。 

二、 1F 衛浴舖貼 RAK 6G-106(60cm*60cm 切 20cm*60cm)。 

三、 2F 廚房牆面鋪設三洋 ML3612T(30cm*60cm)壁磚。 

四、 2F 公共衛浴舖貼 IRIS-IR3622(30cm*60cm)壁磚。 

五、 3F 前衛浴鋪貼 BALDOCER-KB4652 灰(40cm*60cm)壁磚。 

六、 3F 後衛浴鋪貼 BALDOCER-KB4612(40cm*60cm)壁磚。 

七、 4F 前主臥衛浴鋪貼 LAFAENZA-LA3641(30cm*60cm)壁磚。 



八、 4F 後衛浴鋪貼 EL BARCO-EL4500(15cm*45cm)壁磚。 

九、 5F 湯屋牆面以日本菊水化工仿清水模工法處理。 

 

平頂： 

一、全部室內平頂採用利登毫灰平光水泥漆。 

二、室外陽台平頂採用利登毫灰平光水泥漆。 

三、除 1F 外之浴廁天花板釘杉木天花板。 

 

防水： 

屋頂、窗框、樓層接縫、陽台、露台採責任防水施工。 

 

門窗： 

一、鋁門窗採用王牌原廠鋁門窗。 

二、鋁窗玻璃採用 5mm+5mm 強化膠合玻璃。 

三、臥室門採用實木門、搭配實木門框，搭配設計款水平把鎖。 

四、浴廁採用實木門、搭配實木門框，搭配設計款水平把鎖。 

五、淋浴間採簡框強化玻璃淋浴門。 

 

電梯： 

一、 電梯採用崇友六人座電梯，規格 NR6-2S45-5S/5F。 

二、 全樓為寬斜型髮紋不鏽鋼板門框。 



三、 車廂壁板為 S03 造型化妝鋼板含車廂門。 

四、 車廂地板貼石材、半身明鏡、扶手一支。 

五、 車廂左側開立視窗，內嵌安全玻璃，右側、後側壁板為化妝鋼板。 

 

衛浴： 

一、 衛浴設備採用柏御與 TOTO 製品，並附抽風機或乾燥機。 

二、 1F 公共浴室：德國 Villeroy & Boch 瓷器-SUBWAY 2.0 100CM 面盆(白色)、德

國 GROHE 龍頭-EUROSMART NEW 臉盆龍頭(鉻色)、德國 GROHE 龍頭-EUROSTYLE 

COSMO 淋浴龍頭組(鉻色)、TOTO 單體式馬桶 CW886SGU/緩降便座 TC301、阿拉

斯加牌抽風機。 

三、 2F 公共廁所：德國 Villeroy & Boch 瓷器-SUBWAY 2.0 80CM 面盆(白色)、德

國 GROHE 龍頭-EUROSMART NEW 臉盆龍頭(鉻色)、TOTO 單體式馬桶-CW886SGU/

緩降便座 TC301、阿拉斯加牌抽風機。 

四、 3F 前次臥衛浴：德國 Villeroy & Boch 瓷器-SUBWAY 2.0 80CM 面盆(白色)、

德國 GROHE 龍頭-EUROSTYLE COSMO 單槍龍頭(鉻色)、德國 GROHE 龍頭

-RAINSHOWER 定溫淋浴龍頭組(鉻色)、TOTO 單體式馬桶-CW886SGU/緩降便座

TC301、阿拉斯加牌抽風機。 

五、 3F 後次臥衛浴：德國 Villeroy & Boch 瓷器-SUBWAY 2.0 100CM 面盆(白色)、

德國 GROHE 龍頭-EUROSTYLE COSMO 單槍龍頭(鉻色)、德國 GROHE 龍頭

-RAINSHOWER 定溫淋浴龍頭組(鉻色)、TOTO 單體式馬桶-CW886SGU/緩降便座

TC301、阿拉斯加牌抽風機。 



六、 4F 主臥衛浴：德國 Villeroy & Boch 瓷器-SUBWAY 2.0 100CM 面盆(白色)、德

國 GROHE 龍頭-ALLURE BRILLIANT 單槍龍頭組(鉻色)、德國 GROHE 龍頭

-RAINSHOWER 定溫淋浴龍頭組(鉻色)、TOTO 單體式馬桶-CW886SGU、TOTO 溫水

洗淨便座-TCF6601T、TOTO 牌乾燥機。 

七、 4F 公共衛浴：德國 Villeroy & Boch 瓷器-SUBWAY 2.0 80CM 面盆(白色)、德

國 GROHE 龍頭-EUROSMART NEW 臉盆龍頭(鉻色)、德國 GROHE 龍頭-EUROSTYLE 

COSMO 淋浴龍頭組(鉻色)、TOTO 單體式馬桶-CW886SGU/緩降便座 TC301、阿拉

斯加牌抽風機。 

八、 5F 湯屋：德國 Villeroy & Boch 瓷器-MY NATURE 80CM 面盆(白色)、德國

DORNBRACHT 頂極手工龍頭-JUST 單槍加高臉盆龍頭(鉻色)、德國 GROHE 龍頭

-RAINSHOWER 定溫淋浴龍頭組(鉻色)、TOTO 單體式馬桶-CW886SGU、TOTO 溫水

洗淨便座-TCF6601T。德國 GROHE 龍頭-浴缸進落水器+ESSENCE 埋壁開關外蓋、

德國 Villeroy & Boch 瓷器-AVEO 獨立浴缸 190*75CM、TOTO 牌乾燥機。 

 

廚具： 

一、 廚具採用德製 Bulthaup-B3 系列廚具，檯面搭配美國杜邦人造石(#GW101 雪白

色)，門片選用 1級美耐板。 

二、 水槽搭配日本 TOYOURA 不鏽鋼水槽-MJ-1020 和德國 GROHE 不鏽鋼伸縮龍頭

-G32918-000，並搭配防臭提籠及砧板滴水籃配件。 

三、 爐具搭配林內牌瓦斯爐(RB-26GF)，附林內牌抽油煙機(RH-1299)。 

四、 櫥櫃內搭配德國 BOSCH 全崁式洗碗機(型號:SMV53E00TC-崁 bulthaup 原廠門



片)、義大利 best 崁入式烤箱(OV-365)、義大利 best 微波爐(上掀門 D-365)。 

 

電器： 

一、採用單相三線式 110v/220v 供電、設置獨立電錶。 

二、所有配管採暗管配線，採用南亞 PVC 管。 

三、電源開關箱內裝置無熔絲開關，接地型插座採用國際牌星光面板。 

四、設置國際牌大面板夜光顯示開關切。 

五、客廳及臥室均設置電視天線及電話線出口。 

六、預留寬頻網路出口。 

七、瓦斯管路配合台南欣南瓦斯。 

八、電纜採用大亞電纜。 

 

供水： 

一、設置獨立水錶。 

二、預留太陽能熱水管路。 

三、裝設不锈鋼 2噸水塔 2個及加壓馬達。 

四、熱水系統預留間接加熱系統管線。 

五、所有熱水管採不鏽鋼管、冷水管採南亞 PVC 管。 

六、陽台、露台及後院均設水龍頭。 

 

保全： 



一、預留 1F 保全監視器管。 

二、門窗預留保全感應器。 

三、預留室內對講機。 

四、裝設瓦斯偵漏器、捲門感知器。 

 

附註： 

※ 以上建材表本公司所標註之品牌建材如有不能歸咎本公司之責任時，需替代他種 

  品牌或建材，本公司得以立契約同時該品牌價替換等值之同級品。 

※ 本公司為維護社體外觀之精緻格調保有外觀之變更權，在不損及客戶權益下，本 

  公司得以變更外觀之使用建材品牌、材質及色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