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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上產品型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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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松上

松上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於 1990 年，其

業務內容為販售高品質的防水建材及承攬

建築物的防水工程。

隨著三十餘年的穩定發展，松上實業已與

三圓建設股份有限公司、金朋建設股份有

限公司等建設公司建立長期合作關係，具

有高雄臨海工業區、臺灣師範大學活動中

心、桃園國際機場貨運站、核二廠員工活

動中心、新北市新店區天闊社區、臺北市

大安區復興中小學、新北市板橋區巨蛋以

及新巨蛋社區、國光客運、新北市新店區

養心殿以及美麗殿社區等建案的施工經驗。

松 上 實 業 於 2017 年 開 始 研 發 針 對 台 灣

氣 候 的 防 水 產 品， 目 前 已 有 Archway、

Archway EX17、Firstflex CM 等產品，對

於施工成果的穩定性有所助益，獲得顧客

良好的回饋。

創始人於防水工程施工過程中發現臺灣少

有 質 優 價 實 的 防 水 塗 料， 結 合 先 前 十 餘 載

的 工 作 經 歷 並 借 鑒 歐 美 等 國 家 的 實 踐 經

驗， 於 1991 年 設 立 建 頁 貿 易 有 限 公 司，

以 進 口 防 水 塗 料 為 基 礎， 前 後 引 入 Core 

Ingredients、Davco、Hoylake、MBCC、

Mc Bauchemie、Sika、Shellx 等 品 牌 供 顧

客選擇。

應 業 務 開 展 的 需 要， 建 頁 貿 易 有 限 公 司 於

1994 年設點臺北市中正區成立首家門市，又

於 1997 年擴增新北市板橋區為第二家門市。

門市以銷售介面接著劑、各類防水砂漿、透

明塗料、環氧樹脂灌注、填縫劑、各式防水

相關五金等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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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混凝土中性化 高彈性

水性

低揮發物質

防水性佳耐水 抗UV

無毒

��������產品特點

防水產品

隔熱

砂漿   (剛性 、彈性、修補) 

透明塗料   (薄膜、滲透)

填縫材   (矽膠/PU/MS/磁磚填縫劑)

黏著劑

砂漿改性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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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坪泥

結構補強

防水毯／瀝青／底油

PU防水／EPOXY地坪

�

�

��

��

��

��

��

��

��

��

��

��



5

防水產品

隔熱

砂漿   (剛性 、彈性、修補) 

透明塗料   (薄膜、滲透)

填縫材   (矽膠/PU/MS/磁磚填縫劑)

黏著劑

砂漿改性劑

灌注

自坪泥

結構補強

防水毯／瀝青／底油

PU防水／EPOXY地坪

�

�

��

��

��

��

��

��

��

��

��

��



6

防水產品

ARCHWAY
經典彈性壓克力防水塗料

由丙烯酸高分子材料、無機礦物與特殊添加劑所配製而成。在施作完成後可以和基材完全結合，形成
一層具有彈性及抗裂之高效能防水膜。

包裝 20KG施作區域 陽台、屋頂、外牆、露臺
使用最低年限

水性壓克力

ARCHWAY  STANDARD
濃厚彈性壓克力防水塗料

以獨特先進技術調配而成，能於施作物表面形成高耐候性，具彈性的無毒防水膜。

包裝 4KG/20KG施作區域 陽台、屋頂、外牆、露臺
使用最低年限

水性壓克力

顏色

ARCHWAY  FLEX
高彈性耐久壓克力防水塗料

將三種橡 / 塑膠調配製成之無毒、具彈性、抗紫外線、抗混凝土中性化的高效能彈性合成防水塗料。

包裝 4KG/20KG施作區域 陽台、屋頂、外牆、露臺
使用最低年限

水性壓克力

顏色

ARCHWAY  EX17
高硬度耐汙外牆通用防水塗料

專為外露區域設計調配的獨特自潔單液高效能水基型彈性防水塗料。 不沾黏灰塵及具有高反射率的特
性適合作為外牆防水塗料，可一次性解決房屋隔熱及防水問題。

包裝 20KG施作區域 陽台、屋頂、外牆、露臺
使用最低年限

水性壓克力

顏色

ARCHWAY  R100
強力纖維合成橡膠防水塗料

添加線性微結構玻璃纖維的高效能合成橡膠防水塗料，具有優異的室外防皺抗裂功效。

包裝 4.4KG/22KG施作區域 陽台、屋頂、外牆、露臺
使用最低年限 10+

水性壓克力

顏色

顏色3 - 5

3 - 5

7 - 8

7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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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水產品

DAVCO  K10 PU ECO
水性聚氨酯防水膜

高性能彈性聚氨酯改性的水性防水塗料，具高延伸率、不起泡、抗紫外線和乾燥速度快，可以應用於
潮濕基面上，是陽台和屋頂是理想的防水系統。不含焦油 、瀝青、溶劑和其他有害物質。通過新加坡
綠色標簽計劃認証環保型防水塗料。

包裝 20L施作區域 陽台、屋頂、外牆、露臺

水性聚胺脂

AXXONE  DuraKote
抗汙外牆防水塗料

為外露區域水性單液型高效能防水塗料，內含超微細纖維於施作後能形成一層強黏著性、高彈性、抗
紫外線之無接縫耐候防水膜，其平滑外表，可減少灰塵污垢的沾附。

包裝 22KG施作區域 陽台、屋頂、外牆、露臺
使用最低年限 3 - 6

水性壓克力

顏色

AXXONE  DuraFlex
彈性防水塗料

能於施作基底面上形成具有無接縫、強韌性、抗紫外線、高彈性的彩色多功能防水保護層。

包裝 22KG施作區域 陽台、屋頂、外牆、露臺
使用最低年限 7 - 10

水性壓克力

顏色

AXXONE  DuraKote-LDP
強力耐汙外牆防水塗料

為水性單液型易施作易清理且防塵抗霉耐風化等特性的高效能防護塗料。

包裝 22KG施作區域 陽台、屋頂、外牆、露臺
使用最低年限 7 - 10

水性壓克力

顏色

AXXONE  DuraSeal
強力合成橡膠防水塗料

由丙烯酸高分子材料、無機礦物與特殊添加劑所配製而成。在施作完成後可以和基材完全結合，形成
一層具有彈性及抗裂之高效能防水膜。

包裝 22KG施作區域 陽台、屋頂、外牆、露臺
使用最低年限 10+

水性壓克力

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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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水產品

ARCHWAY  PRIMER
滲透型介面接著劑

為水泥多孔基材。能於室內外易起砂之表面於防水施工前形成高滲透無縫介面膜，為搭配 ARCHWAY
系列防水產品通用之界面塗料。

包裝 3.4KG/5L/17KG

施作區域 陽台、屋頂、外牆、露臺

水性橡膠 + 水性壓克力

ARCHWAY  MULTI-PRIMER
萬用介面接著劑

為針對台灣特有建築鐵皮屋、瀝青捲材等難接著介面所設計的壓克力底漆。透過特殊化學反應讓材料
間能緊密結合並達到填補孔縫之效能。可接著材質有混凝土、金屬、瀝青、聚氨酯、PVC 等。

包裝 4KG/20KG施作區域 陽台、屋頂、外牆、露臺

水性壓克力

UGL  DRYLOK
壁癌專用防水塗料 (15 年 )

壁癌專用防水塗料是防水塗料的新一代產品，特殊陶土強化配方，可達到最佳防水、防止霉菌效果，
並添加無害的綠色殺菌劑，可抗 15psi 之正、負水壓，壓力值比 33 英呎高的水所產生的壓力還大，測
試結果符合 ASTM D-7088 抗水壓標準及 ASTM D-6904 抗風雨標準。

包裝 946ML/1GAL施作區域 室內外牆壁、混凝土

水性壓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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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熱

ARCHWAY  ANTI-HEAT
陶瓷微粒壓克力隔熱防水塗料

由高品質合成樹脂與陶瓷粉體所調製成的水性隔熱塗料，施工成型後具有無接縫、堅固、具彈性、抗
紫外線等特性。

包裝 18KG施作區域 屋頂、外牆
使用最低年限

水性壓克力 + 陶瓷粉末

顏色

AXXONE SUPER HEATSHIELD WP
加量陶瓷微粒壓克力隔熱防水塗料

以高品質合成橡膠與陶瓷粉體搭配調製成水性高隔熱塗料，施作成型後具有無接縫、堅固、具彈性、
抗紫外線等特性，適用於屋頂、外牆及鋼板屋隔熱防水。
較於 ANTI-HEAT 有更高的陶瓷微粒含量。

包裝 17KG施作區域 屋頂、外牆
使用最低年限 10+

水性壓克力 + 陶瓷粉末

顏色

DAVCO  K10 SOLARTAC
隔熱防水塗料

使用 Davco K 10 SolarTAC 能更經濟有效的達到室內降溫的目標。塗料中的添加劑能阻擋陽光大部分
的熱能並降低屋頂和外墻的表面溫度，室內空調的使用也能因此而得以減少。

包裝 20L施作區域 屋頂、外牆

水性壓克力

顏色

7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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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漿

ARCHWAY  LAKOL FX
經典剛性防水沙漿

為外牆結構專門提供之長效性防水塗料，也適用於陽台、磁磚、露台、浴室或屋頂等處的一般防水施
作處理。

包裝 31KG (A+B)

施作區域 浴室、廚房、水箱、游泳池、地下室

水性壓克力 + 防水砂漿

DAVCO  K11 CONCENTRATE
單組份防水膜

為單組防水系統，基于混凝土內部的毛細孔而形成的結晶法可承受較強的靜水壓力。 材料可提供一個
堅固與持久的防水系統， 可防護潮濕， 地下水與靜水壓力。

包裝 25KG

施作區域 浴室、廚房、水箱、游泳池、地下室

防水砂漿

BASF  MASTETSEAL 581  ※ 符合飲用水試驗標準

混凝土牆面專用之防水塗層

一種水泥基防水材，由水泥、高級細砂和特殊化學藥劑等組成，需與結合劑 MasterEmaco A660 搭配
使用，塗層固化後與水泥底材有良好的黏結性並形成一有效的防水膜。

包裝 50LB (22.7KG)

施作區域 浴室、廚房、水箱、游泳池、地下室

防水砂漿

顏色

BASF  MASTERSEAL 583
單劑型水泥系防水塗層

一種水泥基防水材，由水泥、精選骨材和特殊高分子化學藥劑等組成。當 MasterSeal 583 與清水拌合
成泥漿狀，可以輕易的使用硬毛刷，長柄刷或噴塗施工。

包裝 10KG/25KG

施作區域 浴室、廚房、水箱、游泳池、地下室

防水砂漿

顏色

DAVCO  K11 SLURRY ※ 符合飲用水試驗標準

析晶合成雙劑塗料
與傳統的防水材料不同，並不全權依賴於其表面塗層，更重要的是其能滲透到底材內部形成結晶體，
封閉了水的通道。為雙組份漿料，具有一定的柔韌性，能夠覆蓋蜘蛛絲般的裂縫（小於 0.4 毫米），
抵禦輕微的震動。

包裝 10KG/34KG (A+B)

施作區域 浴室、廚房、水箱、游泳池、地下室

水性橡膠 + 防水砂漿

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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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漿

ARCHWAY  FIRSTFLEX CM
彈性雙組份防水砂漿

為因應台灣位處環太平洋地震帶，建築物易出現髮絲狀細紋造成房屋結構受損，所設計出可於潮濕面
施作的不水解彈性防水砂漿。

包裝 42KG (A+B)

施作區域 浴室、廚房、水箱、游泳池、輕隔間

水性壓克力 + 防水砂漿

DAVCO  K11 MATRYX
滲透結晶型

水泥防水系統，保護混凝土結構。通過滲透結晶原理對混凝土進行防水防護，產品中的活性化學物質
與混凝土內的濕氣發生化學反應生成結晶體，阻塞混凝土內孔隙和毛細孔通道，防止來自任何方向的
水或其他液體的滲透，提供強大持久的防水防潮功能，能抵禦高的地下靜水壓力。

包裝 25KG施作區域 浴室、廚房、水箱、游泳池、地下室

析晶防水砂漿

DAVCO  K11 FLEX  ※ 符合飲用水試驗標準

高分子彈性合成雙劑塗料

由雙組件丙烯改造的彈性水泥防水，在攪拌後形成一個堅硬和具有彈性的薄膜，可持久的黏結大多數
的混凝土或砌石基地，以防護水滲入混凝土。

包裝 10KG/42KG (A+B)

施作區域 浴室、廚房、水箱、游泳池、輕隔間

防水砂漿

顏色

MC-Bauchemie  MC-Proof 101 HS (Oxal DS-HS)
抗硫酸鹽防水砂漿

單組份、高耐硫酸鹽、正負水壓不透水性、耐鹼性與霜凍、操作簡易、通過德國建築和歷史保護科學
和技術協會 WTA-leaflet 4-6 內部防水標準。

包裝 25KG

施作區域 浴室、廚房、水箱、游泳池、地下室

防水砂漿

DAVCO  K11 FLEX RAPID
快速凝固高性能防水產品

為一款專門配制的雙組份丙烯酸改性的高性能防水產品，它具有快速凝固和減少塗層間乾燥時間的特
性，達到縮短工程完工時間和提高工人工作效率。

包裝 12KG

施作區域 浴室、廚房、水箱、游泳池、輕隔間

快乾防水砂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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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漿

MC-Bauchemie  EXPERT PROOF ECO
快速硬化雙劑式耐紫外線 EHS 彈性複合型膜覆科技防水塗層

一種對紫外線、霜凍以及老化具極佳耐抗性，可輕鬆掌握的快速乾燥顏色變化特性、可連結寬裂縫之
高彈性、延緩混凝土中性化及抗氯離子。

包裝 20KG (A+B)

施作區域 浴室、廚房、水箱、游泳池、輕隔間

防水砂漿

MC-Bauchemie  EMFIX
石造結構之快速安裝工法輔助與修復用快乾砂漿

僅需加水混和即可使用，硬化後具防水與防腐蝕效果，不含氯離子 ( 對鋼筋無腐蝕性 )，快速硬化五分
鐘後即具承載性。

包裝 25KG施作區域 鋼筋裸露、結構修補

快乾修補砂漿

BASF  MASTERSEAL 590
快速硬化止水修補水泥

以水泥為基材速凝的水硬性複合物。可立刻停止混凝土或磚砌牆壁上以及地板上之漏水或滲水，當受
到水壓時，它反而變得更堅固耐水，不含金屬元素，不收縮，不氧化，可永久將水止住。

包裝 50LB (22.6KG)施作區域 滲水孔洞

快乾修補砂漿

DAVCO  K11 RAPID PLUG 1 & 3
止水快乾水泥 (1 分鐘 / 3 分鐘 )

快速堵漏劑是超快乾的水凝砂漿，固化迅速，終凝時伴有輕微的體積增大，具有快速並長期防水堵漏
的功能。分別有 1 分鐘及 3 分鐘快乾等選擇。

包裝 1KG/4.5KG/20KG施作區域 滲水孔洞

快乾修補砂漿

DAVCO  LANKO 731
纖維增強，無收縮砂漿

為預拌式，直接加水使用的高性能結構修補用複合泥。

包裝 25KG施作區域 鋼筋裸露、結構修補

修補砂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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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漿

FOSROC  RENDEROC PLUG
快速凝固水泥質止水材料

理想的堵漏材料。它適用於混凝土砌塊、混凝土和磚造隧道、污水系統、管道、井、地基和礦井的修補、
堵漏、填縫、勾縫及防水。有流動水的地方能夠堵住滲漏，而一般的砂漿卻會被流動水沖洗掉，並且
即使是快速凝固的樹脂砂漿也不會和基面黏結。

包裝 25KG施作區域 滲水孔洞

快乾修補砂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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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明塗料

ARCHWAY  CLEAR AP
透明成膜防護劑
能在室內外牆面上形成能抵抗酸性環境的侵蝕並完全阻隔外界水氣的滲入透明水性保護薄膜。

包裝 3.4KG/17KG施作區域 牆面

水性壓克力

使用最低年限 3 - 5

ARCHWAY  Clear WP
高滲透撥水劑

擁有極佳的抗紫外線 (UV) 能力，能保護基底材質免於酸雨侵蝕；同時也可避免風化鹽霜及霉黴的產生。

包裝 3.7KG/18.9KG施作區域 外牆

水性矽烷矽氧烷

使用最低年限 3 - 5

AXXONE  DuraClear SFN
高附著透明防護劑

為阻水、透明、抗紫外線 (UV) 之保護層。適用於天然石材或人造藝術品之表面，以顯現其藝術、顏色、
紋理、外觀等的視覺效果。

包裝 3.7 KG

施作區域 牆面、陽台、屋頂、外牆、露臺

溶劑型壓克力

使用最低年限

BASF  MasterProtect H185
高效能撥水劑

最新型的水性透明撥水劑，混合了 Silane 及 Siloxane( 硅酮及硅氧酮 ) 的特殊配方加強水珠效應，明
顯地提高撥水性能。適用於多孔性或分割面的水泥或空心磚。

包裝 5GAL施作區域 外牆

水性矽烷矽氧烷

BASF  MasterKure CC 300SB
高光澤油性壓克力透明面塗

為一支透明的高固成份油性壓克力塗膜，在乾燥或潮溼的環境下皆可使用，乾燥後的表面具高光澤。

包裝 5GAL施作區域 陽台、屋頂、外牆、露臺

油性壓克力

3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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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明塗料

DAVCO  LANKO TUFSEAL ECO
水性透明聚胺脂密封劑

一款耐久性優異、不黃變的水性透明聚氨酯密封劑，有機揮發物含量低、安全無毒。

包裝 1GAL/20L施作區域 陽台、屋頂、露臺

水性聚胺脂

DAVCO  DAVCOSEAL ECO
水性強力滲透密封劑

一款斥水入侵多孔隙混凝土的產品。由於採用的原材料具有持久活性 , 該產品可以應用於鹼性建築材。

包裝 1GAL/20L施作區域 外牆

水性矽烷矽氧烷

DAVCO  K10 DP-SEALER
混凝土深入滲透防水劑

本產品是一種硅酸鹽水性且無毒的噴霧溶劑，可深入地面，滲透混凝土及水泥粉光內，反應形成保護
膜，封住毛細孔或細微裂痕。

包裝 1GAL/20L施作區域 地面

水性矽酸鹽

BASF  THOROCLEAR 777
透明的聚硅氧酮防護劑

為一種透明液狀的 polysiloxane 聚硅氧酮類防護劑 ，可用於多孔隙和半孔隙的底材上，達到透明的耐
候功效。可使用在任何型式的陶磚、磁磚、天然石材、砂漿或混凝土表面。

包裝 1GAL施作區域 外牆

溶劑型矽烷矽氧烷

DAVCO  TUFSEAL
透明丙烯酸密封劑

本產品是一種超強耐候性，不黄變的透明丙烯酸密封劑。可以防止水漬、污垢、油污、油漬的沾黏，
陽光下直接暴露不變黄。防止基面褪變、風化及碳化不受大部分的鹼，弱酸、油污、油脂、清潔劑和
一些輕度溶劑的影響。

包裝 1L/5L/20L施作區域 陽台、屋頂、外牆、露臺、車道地坪

溶劑型壓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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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明塗料

MC-Bauchemie  Nisiwa SN
保護性滲透型潑水劑

高滲透溶劑型配方，撥水效果可有效保護結構免暴雨侵害，乾燥後不黏膩、不會形成薄膜，可減低面
材之風化作用及防止白樺，可降低混凝土表面由霜凍、融雪劑與其他類型防凍劑所造成的傷害。

包裝 4L施作區域 外牆

溶劑型矽烷矽氧烷

DAVCO  LIQUID WATER REPELLENT
高效能油性滲透密封劑

DAVCO 高效能油性滲透密封劑是矽烷 / 矽氧烷為底的無色透明液體，可滲透進微型孔隙和剛性結構上
的毛細孔。分子結構可確保高水平的抗水作用與大大減少水和水溶性鹽的吸收。

包裝 5L/20L施作區域 外牆

溶劑型矽烷矽氧烷

DAVCO  TUFSEAL XG
亮面透明丙烯酸類密封劑

耐久性優異不變黃的透明丙烯酸樹脂類密封劑，耐紫外線性能好室內外應用的理想選擇。
相較 TUFSEAL 有更高的膜厚度。

包裝 3L/20L施作區域 陽台、屋頂、外牆、露臺、車道地坪

溶劑型壓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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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縫材

小西  MS-CAULK
單液變性矽膠

單液變性矽膠填縫劑，具無汙染特性，乾燥後可上漆。

包裝 333ML施作區域 裂縫 ( 磁磚 ) 補強

濕氣固化有機矽 - 聚胺脂

顏色

SIKA®  111
彈性黏著填縫膠

為單組分多用途之黏著劑和填縫密封劑，具有多方位的黏合性和密封性能，對塑膠材料具極佳高接著
性，並能與潮濕混凝土接著，適用於常見的建築材料素地。室內外皆可使用。

包裝 290ML施作區域 裂縫 ( 磁磚 ) 補強

濕氣固化有機矽 - 聚胺脂

顏色

MC-Bauchemie  Mycoflex 488MS
單組份變性矽酮填縫劑

為高彈性且具極佳耐候性及抗老化性單組份變性矽酮填縫劑，在無使用底塗的情況下，即可對諸多塑
膠或塗裝表面有良好的接著性。

包裝 600ML施作區域 裂縫 ( 磁磚 ) 補強

濕氣固化有機矽 - 聚胺脂

顏色

SIKA®  112
黏著填縫晶透膠

為單組分多用途之超透明黏著劑和填縫密封劑，具有良好初始抓握力，適用於常見的建築材料素地。
室內與室外皆可使用。

包裝 290ML施作區域 裂縫 ( 磁磚 ) 補強

濕氣固化有機矽 - 聚胺脂

MC ULTRAMENT Klebe- und Dichtpower
改質矽膠填縫接著劑

使用 MS-Polymer 配方，產品永久彈性、耐紫外線、耐酸鹼與清潔劑，並能再塗覆蓋。
超透明的性質可清晰顯現下層材質。

包裝 290ML施作區域 裂縫 ( 磁磚 ) 補強

濕氣固化有機矽 - 聚胺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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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縫材

DOWSIL  NeutralPlus
中性矽酮密封膠

多用途一般修繕用密封材料，適用於普通的密封、防水和五金類運用。

包裝 300ML施作區域 裂縫 ( 磁磚 ) 補強

濕氣固化有機矽

顏色 ※ 半透明

SIKA®  SIKASIL POOL
游泳池與長期泡水場所專用中性矽利康

為游泳池與長期泡水場所專用的單劑型中性矽利康。適用於泳池內或泳池週邊、長期浸泡於水中、以
及經常潮溼場所，例如健身房浴室或休閒設施之陶瓷面、磁磚、混凝土、玻璃、金屬與其他建材間接
縫填縫使用。

包裝 300ML施作區域 裂縫 ( 磁磚 ) 補強

濕氣固化有機矽

顏色 ※ 半透明

DOWSIL  Glass&Metal
玻璃與金屬矽酮密封膠

玻璃與金屬用密封膠為陶氏旗下品牌 DOWSIL 在台灣歷史最悠久的產品，是一支超高性能的矽利康，
目前已被廣泛應用於台灣各大案場、居家維修處理中．適用範圍跨及公共工程、家中裝修，經長時間
在台販售，已被證實的其建築用膠效果可長達超過 20 年無汙染及脫落。

包裝 300ML施作區域 裂縫 ( 磁磚 ) 補強

濕氣固化有機矽

顏色 ※ 半透明

SIKA®  Sikaflex-11FC+  ※ 可用在食品級環境

單液型彈性 PU 填縫膠及多功能黏著劑

為單液型溼氣養護 PU 彈性填縫膠暨多功能黏著劑。用於垂直與水平填縫，及介於混凝土與外蓋板間
的水管隔音填縫。可用在許多種類之接縫處，如胸牆、施工縫、接縫、金屬與木材結構物填縫、空調
工程等。

包裝 300ML施作區域 裂縫 ( 磁磚 ) 補強

濕氣固化聚胺脂

顏色

SIKA®  BlackSeal
丁基橡膠基底填縫及接著劑

以丁基橡膠為基底的單組分填縫及接著劑，對於常見屋頂材料均具有良好的接著力，如瀝青、油毛氈、
無紡布、金屬及木材，無需使用底漆可黏結許多底材，如混凝土、屋面防水氈、鉛、鋅、鋼材和磚石等。

包裝 300ML施作區域 裂縫 ( 磁磚 ) 補強

丁基橡膠 + 瀝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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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縫材

DOWSIL  Sanatary&Tile
衛浴及磁磚矽酮密封膠

浴室防霉專用密封膠是一支超高性能單一成分的填縫劑，能提供卓越的黏著效果，固化後成為有彈性
或能抵抗黴菌的矽利康。此產品也是特別配置來作為預防在高度潮溼及高溫下黴菌滋生的矽利康。

包裝 300ML施作區域 裂縫 ( 磁磚 ) 補強

濕氣固化有機矽

顏色 ※ 半透明

DOWSIL  791
矽酮耐候密封膠

一種單組份，不垂流，中性固化密封膠，在大部分外界環境溫度下能輕易地擠出使用，並借助於空氣
中的水份，與之反應固化形成耐久、有彈性的矽酮密封膠。

包裝 300ML施作區域 裂縫 ( 磁磚 ) 補強

脫醇型濕氣固化有機矽

顏色

GE TOSSEAL  381
矽酮耐候密封膠

中性固化及具有高模量特性的建築耐候密封膠。它能在較廣泛氣候條件下擠出使用，並快速地與大氣
中的水份產生化學作用，形成一種經久耐用、高性能及具高彈性的硅酮密封膠，能抗臭氧、紫外線、
高溫差及雨水等耐候功能。

包裝 333ML施作區域 裂縫 ( 磁磚 ) 補強

濕氣固化有機矽

顏色 ※ 半透明

SHINETSU  Sealant N
建築密封膠

為有機矽密膠是具有卓越耐久性、耐氣候性和黏著性的彈性密封材料。

包裝 310ML施作區域 裂縫 ( 磁磚 ) 補強

濕氣固化有機矽

顏色 ※ 半透明

GE TOSSEAL  83
矽酮密封膠

中性防霉硅酮耐候密封膠，即使長期處於高溫高濕環境中也能保持良好的防霉性能。它在室溫時暴露
於大氣濕度下就能固化行程耐久的高彈性的耐候密封膠。符合 JISA5758 標準 , 一種按照嚴格要求測試
建築密封材料耐久性的方法。

包裝 333ML施作區域 裂縫 ( 磁磚 ) 補強

濕氣固化有機矽

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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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縫材

SIKA®  SIKA MULTISEAL Butyl Fleece & BT AP
丁基橡膠自黏膠帶 ( 不織布 / 鋁箔面 )

為施工快速且長效型的密封材，適用於裂縫、接合處、充填處的修補。高溫狀態時黏膠不會液化，面
層為不織布可上漆或彈泥。面層為耐候型鋁箔設計，可直接外露。

包裝 10CM*10M ( 厚度 1MM )施作區域 裂縫 ( 磁磚 ) 補強

丁基橡膠

SLIONTEC  日本防水膠帶
日本防水膠帶

以聚乙烯網為基材，兩面塗佈強力異丁橡膠系 ( 丁基 ) 黏劑製作而成的雙面膠帶。

包裝 2CM/5CM/10CM*10M ( 厚度 2MM )施作區域 裂縫 ( 磁磚 ) 補強

丁基橡膠

DAVCO  GROUT COATING FOR USE OVER EXISTING GROUT
薄抹式磁磚填縫劑

本產品是一種可防止真菌 / 藻類和細菌增長的填縫劑，可以讓任何看起來陳舊的地磚煥然一新。開罐
即可使用，非常方便。

包裝 1.7KG施作區域 裂縫 ( 磁磚 ) 補強

水性壓克力

SP-8181
植筋膠

植筋膠可用於鋼筋植筋、固定錨錠、樑柱擴大、結構補強、及連續壁等之植筋工程，對混凝土之滲透
接著性極佳，對鋼筋接著力大，能使鋼筋強力固著於混凝土中，對混凝土無擠壓效應，植筋效果更勝
鋼筋預埋。

包裝 360ML施作區域 梁柱、牆板、擋土牆、連續壁

無溶劑環氧樹脂

KW  Proseal 105
可上漆型水性填縫膠

施工容易，具抗裂性抗剝落性，能防止空氣和水氣穿過裂縫和接縫。使用後等乾了用水清理即可。接
著性，耐候性和彈性佳。表面約在 30 分鐘內不沾手，約 2 小時後可上漆（一般狀況）。

包裝 300ML施作區域 裂縫 ( 磁磚 ) 補強

水性壓克力

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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黏著劑

SCHOMBURG  ASOFIX-2000
磁磚黏著劑

本產品為薄層式強吸著性水泥質磁磚黏著懸浮劑，開桶即用，使用便捷；具有彈性，適合用於輕度變
形 / 脆弱表面；初黏著力強，穩定性高，不會滑動脫落。通過 DINEN12004 規範。

包裝 8KG施作區域 裂縫 ( 磁磚 ) 補強

水性壓克力

SCHOMBURG  ASO-Fliesengrund
新舊磁磚接著底油

為單液無溶劑型均勻懸浮液態表面接著材料（底漆），施工經濟簡便，適合施作於各類具有吸附與不
吸附性質材質的表面，能改善並增加參與作用各介面材料之間的膠結和黏貼強度。

包裝 5KG施作區域 裂縫 ( 磁磚 ) 補強

水性混合物

DAVCO  ULTRAFLEX
柔韌性的優質水泥黏著劑

為可薄 / 厚層施工、改質聚合物且具有柔韌性的優質水泥黏著劑，獨特的配方可使其在各種基面上黏
貼磁磚。

包裝 20KG施作區域 裂縫 ( 磁磚 ) 補強

磁磚黏著砂漿

DAVCO  FLEXBLE-CTA
內牆彈性磁磚接著劑
優質無毒的單組份柔性薄層內牆磁磚膠黏劑，適用於所有類型陶磚、大理石薄層鋪貼。

包裝 15KG施作區域 裂縫 ( 磁磚 ) 補強

水性壓克力

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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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漿改性劑

ARCHWAY  IVERACRYL
水泥接著改性兩用劑

適用於雙液混合型水泥基質防水系統，提昇自平泥施工系統品質之附著力及阻水功能，改善水泥質系
統之接著、抗張、抗壓及彈性強度。

包裝 20KG

水性壓克力

DAVCO  DURAMITE WET
石材 / 混凝土面層液態強化劑

本產品是一種具有深層渗透性的氟硅酸鎂鹽溶液，用於脆性混凝土和天然石材表面的密閉和防塵。

包裝 20L施作區域 地面

水性矽酸鹽

BASF  MasterEmaco A660  ※ 符合飲用水試驗標準

混凝土接著促進劑

呈乳白色液體狀，密度略高於水。無害，無腐蝕性，不燃。以壓克力聚合物爲基礎採用特殊配方的混
凝土添加劑，可用爲 MasterSeal581 混凝土的添加劑以及其他具有高鹼性建築材料的場合。

包裝 1GAL/5GAL

水性壓克力

BASF  BARRA EMULSION 57D
砂漿及混凝土專用接著劑

為一種水性乳化無毒的添加劑，適用於水泥系統，可直接加入砂漿或混泥土中，改善防水、耐磨、耐
久及接著性。

包裝 20KG

水性橡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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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MBURG  C-16(AQVAFIN-ADMIX)
纖維狀析晶防水劑

全球首創專門為混凝土結構中產生纖維狀析晶防水作用所調製的非有機質液態添加劑。能與結構中殘
留的石灰質 ( 碳酸鈣 ) 和水氣產生析晶作用，在混凝土結構中，產出數百萬個極微細纖維狀結晶，相互
交鎖生長堆疊於孔隙中。此一固結階段的纖維析晶作用能大幅縮減其間孔隙大小，進而阻擋水氣在結
構中擴散。

包裝 5GAL

矽酸質

MC-Bauchemie  MC-TechniPlast
高級砂漿專用塑化暨防潮添加劑

藉由塑化效果顯著提升石膏與砂漿之工作性，填塞毛細孔與孔隙以降低吸水率；提升原材料之作業面
積與增加石膏混合物的內聚力，並減少收縮裂縫及白華生成。

包裝 500ML/1L

水性混合物

砂漿改性劑

MC  Einpresshilfe EH & Master GroutPlus ADX 
高性能無收縮灌漿料用添加劑

為使用於水泥砂漿或混凝土之無氯化物複合成分粉體添加劑。本產品可有效降低掺水量而不減損其流
動性。兼具塑化劑與膨脹效果介質特性的 Master GroutPlus ADX，除了可有效抵銷灌漿料的自然沉澱
與塑化乾縮現象，亦可強化漿體之穩定性與內聚力。

包裝 0.85KG

混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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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注

SP-868
裂縫灌注環氧樹脂

雙劑型 , 低黏度 , 常溫硬化型之環氧樹脂注入補強材 , 目前廣泛應用於混凝土結構物龜裂修補之用途。

包裝 1.5KG/6KG/15KG/30KG (A+B)施作區域 裂縫 ( 磁磚 ) 補強

無溶劑環氧樹脂

MC-Bauchemie  2700
密封暨補強用灌注樹脂

低黏性聚氨酯基熱硬化性樹脂，長反應時間、高抗壓、抗拉強，與水接觸下樹脂僅產生有限之有限體
積發泡反應。符合德國聯邦環保署 (UBA) 接觸飲用水之修補系統規範。
符合 DIBt( 德國建築技術研究所 ) 公告建材對土壤與地下水的評估與影響 (11/2000) 之要求。

包裝 6L (A+B)施作區域 裂縫補強

無溶劑聚胺脂

MDI

MDI

MDI

MDI

MC-Bauchemie  INJECT 2133
疏水性灌注材

單劑式為疏水性灌注材，無溶劑以及無塑化劑鄰苯二甲酸酯的真正單組份配方。以超高效率解決裂縫
滲漏的問題，同時兼具尊重環境永續發展與人體安全的無毒配方。

包裝 1L/10L施作區域 裂縫補強

無溶劑聚胺脂

MC-Bauchemie  INJECT 2133 FLEX
彈性灌注材

單劑式為彈性灌注材，藉由接觸水分或濕氣即可反應產生彈性耐久型防水閉孔發泡體。本材料可灌注
入乾燥或潮濕之混凝土裂縫、磚砌石工結構孔隙、岩層縫隙以及建築物地面內。

包裝 10L施作區域 裂縫補強

無溶劑聚胺脂

MC-Bauchemie  INJECT 2300 NV  ※ 符合飲用水試驗標準

彈性密封灌注樹脂

低黏性聚氨酯基彈性體樹脂，與水接觸加速反應時僅產生有限的體積膨脹，符合德國聯邦環保署 (UBA)
接觸飲用水之修補系統規範。

包裝 1L/10L (A+B)施作區域 裂縫 ( 磁磚 ) 補強

無溶劑聚胺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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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DI

TDI

TDI

親水性發泡劑
單液親水發泡止漏劑

係屬單液聚氨脂止漏劑，與水作用後能形成止水膠體迅速膨脹、堵塞其裂縫，達到防水、止漏的目的。

包裝 1GAL/5GAL施作區域 裂縫 ( 磁磚 ) 補強

溶劑型聚胺脂

不發泡 PU
9044 滲透彈性防水膠

具極佳滲透性及斥水性，彈性度高不易收縮，可輕易的滲入裂縫克服漏水況狀。

包裝 1GAL/5GAL施作區域 裂縫 ( 磁磚 ) 補強

溶劑型聚胺脂

PCF-341 疏水性發泡劑
單液疏水灌注發泡材

系屬單液型聚氨酯堵漏材，與水或空氣中濕氣作用後迅速發泡膨脹形成韌性結構體，密閉泡堵塞其裂
縫達到止水之目的。

包裝 1GAL/5GAL施作區域 裂縫補強

溶劑型聚胺脂

灌注

SP-70PAB
封塞劑

混泥土修復補平、裂縫灌注、V 型槽封塞、黏貼注射筒、板封塞、木材、石材磁磚之黏著。

包裝 2KG/8KG (A+B)施作區域 裂縫 ( 磁磚 ) 補強

無溶劑環氧樹脂

MC-Bauchemie  INJECT 1264 COMPACT
硬質黏結性灌注樹脂

低黏性環氧基熱硬化性樹脂、水分相容性、高滲透力、快速硬化、動態負荷環境下亦可硬化、高抗壓
與抗拉強度

包裝 1L/10L (A+B)施作區域 裂縫 ( 磁磚 ) 補強

高水分相容性無溶劑環氧樹脂

EPOXY PU
發泡清潔劑

用於 PU 發泡劑與環氧樹脂清洗溶劑，也可用於清洗高壓灌注劑。

包裝 1GAL/5GAL

乙二醇單丁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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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平泥

DAVCO  FLOOR LEVELER 15
快乾型地坪自平水泥

屬於高強度快乾自平泥，特別為不受拉應力和光滑表面的快速施工而設計，適合大面積使用。

包裝 20KG施作區域 地坪

地坪砂漿

MC-Bauchemie  Estrifan M9
地坪底層用標準自平性水泥

高流動性與自平性、強度發展迅速，快速硬化之特性，完成面免研磨即可即達極佳平整性。

包裝 20KG施作區域 地坪

地坪砂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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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補強

FOSROC  Nitoprime Zincrich
富鋅底漆

富鋅底漆主要是搭配富斯樂補砂漿一起使用，保護裸露的鋼筋。富鋅底漆本身即可在所修補的範圍內
抵抗腐蝕，避免銜接位置產生的雜散電流。

包裝 1L施作區域 鋼筋裸露

溶劑型壓克力 + 鋅粉

SP-502AB
輕質樹脂砂漿

本產品與中空玻璃球 ( 輕質砂 ) 混合使用後，會具有高強度的修補效果。

包裝 30KG (A+B)施作區域 鋼筋裸露

無溶劑環氧樹脂

R790
鐵鏽轉換劑

鐵銹轉化與鐵銹作用，可生成穩定性的防銹皮膜，緊貼於鋼鐵面上，並增強上塗的接著性。

包裝 1KG施作區域 生鏽鋼筋

水性磷酸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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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水毯 /瀝青 / 底油

MC-Bauchemie  NAFUFLEX BASIC 2
建築結構防水用雙劑式聚合物改質厚瀝青塗層

建築結構防水用雙劑式聚合物改質厚瀝青塗層，產品性能﹔符合 DIN 18195 規範、無溶劑環保配方、
具快乾特性的粉體配方、高達 2 mm 裂縫連結能力的極佳彈性、抗氡氣滲透。

包裝 28KG (A+B)施作區域 陽台、屋頂、露臺

水性橡化瀝青 + 防水砂漿

SHELL  FLINTKOTE ULTRA
特靈克 高彈性環保型防水瀝青膠膜

特靈克是單組份水乳型 SBS 改性瀝青防水塗料。乾固後形成一層高彈性無縫黑色防水膜，牢固地黏結
在地面上，提供長久有效的防水保護。

包裝 18L施作區域 陽台、屋頂、露臺

水性橡化瀝青

AFTEK  U6
改質乳化瀝青聚合物防水材

為經改質而成的乳化瀝青共聚合物，主要成分為優良水性 PU 樹脂與進口天然橡膠，防水效果佳。

包裝 18KG施作區域 陽台、屋頂、露臺

水性橡化瀝青

SHELL  HENRY 107
水性乳化瀝青防水塗料

屬於特殊乳膠等聚合物，室內外皆可使用，具不垂流 、不回黏的特性。為專業及修繕 DIY 各人士通用
的特殊防水塗料，可施作於隔熱塗料之中 、底塗，其穩定及耐候性均佳，永不龜裂，亦可用於地面下，
地基及擋土牆的防水、防潮。

包裝 1GAL施作區域 陽台、屋頂、露臺

水性橡化瀝青

SIKA®  IgolFlex301
單組分彈性瀝青防水塗料

全面接著系統，避免水於防水底層竄流。低有機揮發物排放、高延展性及裂縫橋接抗裂能力，對混凝
土具高附著力、具短期耐 UV 特性，開桶即可使用，並支援噴塗施工。使用塗膜濕式施工無接縫。

包裝 20KG施作區域 陽台、屋頂、露臺

水性橡化瀝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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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水毯 /瀝青 / 底油

HOYLAKE  ULTRAFLEX SA NB 1.5MM HDPE
HDPE 自黏式防水毯

具有自黏性可自體接著，伸展力強可應付多種表面結構。

包裝 1M*20M  ( 厚度 1.5MM & HDPE 膜 )

施作區域 陽台、屋頂、露臺

高密度聚乙烯 - 瀝青毯

HOYLAKE  PRIMA PLAST PV 4MM MINERAL/SANDED
熱熔式防水毯 ( 礫面 / 砂面 )

APP 改性瀝青膜 PRIMA PLAST PV 是安裝在建築物的雙層屋頂系統中的底層。可用於新建築或維修，
也可用於基礎的單層或雙層防水，以及當作瀝青片的底部。該材料可承受溫度波動和高度的機械負荷，
提供長期有效的防水性能。APP 聚合物提供額外的流動阻力，在炎熱的氣候中也可以使用該材料。

包裝 1M*10M ( 厚度 4MM)施作區域 陽台、屋頂、露臺

聚丙烯 - 瀝青毯

HOYLAKE  AQUAMAST PRIMER
瀝青防水毯底油

提高施作毯子的接著性，具有高彈性、高延展性，能與材料緊密接合。

包裝 20L施作區域 陽台、屋頂、露臺

溶劑型瀝青

HOYLAKE  Mastic #22 / Fixer #23
瀝青防水封口膠

適用於捲材與屋頂的接縫處，黏性強可增加材料接縫的耐候性。

包裝 20KG(#22)/3.6KG(#23)施作區域 陽台、屋頂、露臺

溶劑型瀝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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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亞  中塗
舒麗防水材

有優異的彈性，適合作為屋頂及運動設施用屋頂防水。

包裝 30KG (A+B)施作區域 陽台、屋頂、露臺

溶劑型聚胺脂

顏色

PU防水 /EPOXY 地坪

南亞  底塗
打底材

油性 PU 底漆，接著力強，搭配南亞中塗使用。

包裝 15KG施作區域 陽台、屋頂、露臺

溶劑型聚胺脂

慶泰  BP-333
PU 專用底塗

單液型聚胺酯底漆，高黏度、優異的滲透能力與附著强度，適用於混凝土素地底漆塗佈。

包裝 10KG施作區域 陽台、屋頂、露臺

溶劑型聚胺脂

南亞  面塗
止滑表面處理材

保護中塗使用，防止下層漆耗損。

包裝 16.5KG (A+B+C)施作區域 陽台、屋頂、露臺

溶劑型聚胺脂

顏色

慶泰  2100
PU 防水中塗

為雙組分聚氨酯防水材，硬化後形成具有韌性及彈性之防水層，抗龜裂、耐水性佳。

包裝 30KG (A+B)施作區域 陽台、屋頂、露臺

溶劑型聚胺脂

顏色

智邦  面塗
PU 防水面塗

雙組份混合調配而成的雙液高性能塗料，對 PU 防水材、球場跑道等彈性層上的塗裝更能展現其防水
防護、耐磨等功效。

包裝 20KG (A+B)施作區域 屋頂、陽台、中庭

溶劑型聚胺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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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邦  面塗
EPOXY 地坪面塗

擁有高耐磨的特性可做為中塗的保護層，有多種顏色可選擇。

包裝 25KG (A+B)施作區域 車道地坪

溶劑型環氧樹脂

顏色

智邦  底塗 K-16AB
EPOXY 地坪底塗

接著力強，可搭配 EPOXY 地坪材料使用。

包裝 10KG (A+B)施作區域 車道地坪

溶劑型環氧樹脂

PU防水 /EPOXY 地坪

智邦  中塗 K-36AB
EPOXY 地坪中塗

平滑光亮無縫、易清潔、耐磨性佳

包裝 30KG (A+B)施作區域 車道地坪

溶劑型環氧樹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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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CO K11 SLURRY

DAVCO K11 SLURRY

ARCHWAY PRIMER

ARCHWAY PRIMER

ARCHWAY ANTI-HEAT

GLASS BI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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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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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泥面

ARCHWAY EX17

水泥面

防水施作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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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ASS BIFER
DAVCO K11 SLURRY

磁磚面

ARCHWAY PRIMER

DAVCO K11 FLEX
DAVCO ULTRAFLEX 

DAVCO TUFSEAL

浴
廁
防
水

磁
磚
防
水

磁磚

水泥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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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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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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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舊
聚
氨
酯
翻
修
防
水

※無須敲除舊有的 PU，可直接上塗料

ARCHWAY PRIMER

ARCHWAY MULTI-PRIMER

DAVCO K11 SLURRY

ARCHWAY

水泥面

舊聚氨酯防水材

水泥面

DAVCO K11 FLEX

防水施作工法

DAVCO ULTRAFLEX 

磁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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