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何成為特務X

S E C R E T  A G E N T  M A N U A L



傳統風格示意圖

關於【特務X清水模系列】

一百多年前的法國建築師奧古斯特·貝瑞，率先運用此工法在柱樑

上。所謂「清水」是指混凝土灌漿凝固拆模後，完全以混凝土的質

感作為建築表現素材，牆面的表面即是結構完成面。穩重粗獷、沉

穩、低調的獨特性，創造出自然不造作的美感。建築大師安藤忠雄

就是最知名的例子。                                               

 

真正的清水模工法造價相當的昂貴；因此有了更簡易的工法，一般

叫做「後製清水模」工法，在不必打掉建築物重新建蓋、不需大動

土木情形之下，就可達到清水模效果的獨特質感。



素雅風格示意圖

特務X組合內容物

出任務前您應先準備

輕鬆打造工業風牆面

特務X進階守則

特務X必殺技

P2

P2

P3

P11

P17

‧素雅風格

‧傳統風格

‧室外施做



��

特務X清水模塗料也叫做『後製清水模塗料』，依其字義為"之後才

製作"，亦即將您原有外牆、內牆等各式表面材質，經由後製方式創

造出不同質感的全新牆面，為喜愛清水模風格質感的您，不必花大

錢、無須大興土木便可輕鬆改造成清水模的質樸居家環境。



特務X組合內容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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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任務前您應先準備

印花工具

WAC400 保護面漆

KCP10 特務X 深色花漿

KC20 特務X 酷樂泥

KCP05 特務X 淺色花漿 

#180~#240 砂紙鏝刀或批土刀 攪拌棒   攪拌桶 

油漆刷   盛料盤5吋細緻滾輪 紙膠帶 養生膠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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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鬆打造工業風牆面 素雅風格-簡單4步驟

步驟 內容說明 自備工具 施作工具

上底色：
在平整的牆面
直接抹上酷樂
泥兩道

STEP1

STEP2 砂磨
#180~#240
砂紙

STEP3

STEP4

印花：
運用淺、深花
漿搭配印花工
具，打印出您
喜愛紋理

面漆：
保護面漆兩
道

攪拌容器、
油漆刷及水
性漆專用滾
筒刷(短毛)

攪拌容器、
油漆刷

鏝刀或批土刀
及攪拌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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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材

‧平整水泥牆面、乳膠漆牆面、水泥漆牆面、石膏板、矽酸鈣板⋯等均可直
    接施作。
‧木板：木板吐黃會影響顏色，先使用封閉底漆綁底2次，每道間隔最少8小
    時。(請洽詢經銷商)
‧磁磚：磁磚使用德寶密著底漆增加密著，磁磚孔隙須先填補。
‧烤漆板、油性漆面及系統板等須先塗佈一道密著底漆。

‧整平
   牆面不平整、凹凸過大請先參考特務必殺技Q8 (P.18) 。      
   施作前先以紙膠帶防護邊角，地板可用養生膠帶防止地板沾染。
   插座、開關等 先拆下或以紙膠帶包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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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平整的牆面直接上酷樂泥底色兩道
酷樂泥：水=２：１；攪拌均勻，靜置1-3分鐘即可開始使用。
(小技巧：先盛水後再倒入酷樂泥灰粉)
灰泥底色兩道塗裝間隔約為30分鐘，請觀察牆面無水色即可接續第二道。

將攪拌過後的酷樂泥，利用鏝刀或刮刀，均勻的薄塗到整面牆，以補土批覆
的手法將酷樂泥完整覆蓋至不露出原牆面顏色即可，不建議一次厚塗。
此塗滿方式一開始可能因不習慣稍感吃力，此時您想像自己如同畫水彩壁畫
一般，手部保持彈性，太用力或太輕，都不是最佳的節奏。

STEP1 上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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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2 砂磨

酷樂泥批覆兩道後，牆面會有平整的水泥底色顯出，此時，您可選擇細緻光
滑或是粗曠原始感的牆面質感。
‧細緻光滑：使用#180-#240砂紙以畫圓方式砂磨整面牆，使其均勻平整。
‧粗曠原始：不必使用砂紙砂磨，留下突出的酷樂泥顆粒、不平整的鏝刀
    痕，不再砂磨去除，讓牆面更有原始水泥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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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深與淺的酷樂花漿搭配印花工具，打印出您喜愛紋理。
‧可依喜好加水調整比例
    建議稀釋5倍水，喜愛搶眼的紋理也可稀釋2-3倍。
‧印花的堆疊方式可深色→淺色→深色或淺色→深色→淺色
‧也可以直接單色重覆印花數道，每次印花乾濕不定、地方也不同，不用擔
    心沒有層次感。
印花時以不規則方向、不規則力道輕拍牆面，3-5下後再加大力量增加密集
度。重新沾料後都可由不同地方開始印花，可重疊可不重疊增加其立體感。
不要感到有壓力，把自己當作藝術創作家，依照您的當下感覺，塗滿牆面，
有時候很多的美感都是隨興所致的，這也是清水模獨一無二的創作價值。
‧小技巧：先用油漆刷將花漿刷到印花工具上，避免直接浸漬沾取，吸附過 
    量花漿易造成垂流。
‧小技巧：印花時如沾了太濕的花漿造成打印垂流現象，建議速往它處拍打
    後，再將已微乾的工具刷回來垂流處吸掉多餘的花漿。

STEP3 印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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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花工具
盒中印花工具是平整的海棉，須捏出孔洞讓印出來的花紋有不平均的大小，
洞大小影響花紋大小，可依喜好調整

未乾時 乾燥後

未乾時 乾燥後

常見錯誤

沾料過濕、垂流

沾料過濕、重疊太密



��

STEP4 保護面漆

待印花乾燥後就可以開始塗上保護面漆。保護面漆主要防止表面髒污、印花
定色及加強室外耐候。

室內
稀釋比例

面漆 水

面漆 水室外
稀釋比例

5-10%

保護面漆比例    面漆：水=2：1

稀釋後直接滾塗，建議使用水性漆專用滾筒刷(短毛)或羊毛滾輪刷施做2-3次
塗裝間隔大約需3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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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5

步驟 內容說明 自備工具

STEP1

STEP2 砂磨 #180~#240砂紙

紙膠帶、電鑽STEP3

STEP4
印花：
運用淺、深花漿搭
配印花工具，打印
出您喜愛紋理

板模線、溢漿線、
螺栓孔(選擇)

面漆：
保護面漆兩道

攪拌容器、油漆刷
及水性漆專用滾筒
刷(短毛)

攪拌容器、油漆刷

鏝刀或批土刀
及攪拌容器

上底色：
在平整的牆面直接
抹上酷樂泥兩道

傳統風格輕鬆打造工業風牆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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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底差分模線

拼排灌漿模板時，些許的介
面高底差是正常的，利用這
樣的起伏錯位差，來創造出
板塊的分割線，展現不一樣
的格線美感。   

溢漿線

清水模工程灌漿模板在成型
時產生的自然溢漿線條，立
體浮凸，帶著些許不連續的
鋸齒和斷痕，展現不規則美
感。

螺栓孔

圓形孔洞是在灌漿前，固定
模板綁紮所留下的螺絲痕，
透過不同的模板樣式及固定
方式，清水模可以有多樣的
質感表現。

特務X進階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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溢漿線施作

依施作面積決定方塊大小，以水平儀或墨斗畫線後用紙膠帶貼出約3mm左右
寬度，酷樂泥與水 = 3:1攪拌成較粘且不垂流樣並批覆上去，批覆完成後立刻
撕下膠帶即完成。

雷射標線貼上遮蔽膠帶

溢漿線上料

撕下膠帶完成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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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栓孔施作

以圖1來說，離溢漿線約20cmx20cm間距，建議可裁20cm的正方形紙板找出
對角點，再用3cm鑽頭依此點為中心做出螺栓孔。最後再塞一些些較粘的酷
樂泥來整平孔內平面。

清除批土

螺栓孔完成

20cm
20cm

測距 挖洞

整平洞口

(可找合適的保特瓶來壓平孔內酷樂泥)

21 3

4 5



輕鬆打造工業風牆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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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5

步驟 內容說明 自備工具

STEP1

STEP2 酷樂泥結構層

#180~#240
砂紙

紙膠帶、電鑽

STEP3

STEP4

STEP7

STEP6

砂磨

上底色：
在平整的牆面直接
抹上酷樂泥兩道

板模線、溢漿線、
螺栓孔規畫

印花：
運用淺、深色花漿
搭配印花工具，打
印出您喜愛紋理

面漆：保護面漆
兩道

攪拌容器、油漆刷
及水性漆專用滾筒
刷(短毛)

攪拌容器、油漆刷

鏝刀或批土刀
及攪拌容器

水性漆專用滾筒刷

攪拌容器

密著底漆：
施作密著底漆1-2
道，增加附著與被
附著性

室外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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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著底漆
比例

水 酷樂泥密著底漆

水 酷樂泥密著底漆酷樂泥結構層
比例

密著底漆(須另外加購)依上表稀釋、攪拌後再塗上牆面。
密著底漆可增強對底材的密著，加入少許灰泥增加塗層的被附著性。
此步驟有塗到就好，無須介意平整性。

灰泥加密著底漆主要在增加酷樂泥的結構性、韌性及強度。

酷樂泥結構層 比例     水：密著底漆：酷樂泥=1：1：3-4

密著底漆 比例     水：密著底漆：酷樂泥=1：1：1-1.5

保護面漆：保護面漆室外用時，稀釋比例為5 - 10%即可，增強耐候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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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務必殺技Ｑ&Ａ

Q1：施作清水模塗料時，會不會造成家裡很多灰塵。

A1：特務X清水模塗料施工時無須大興土木即可打造您想要的清水模風格， 

        可使用養生膠帶先將既有傢俱隔離砂磨牆面所產生的灰塵。

Q2：一組特務X清水模塗料可以施作多大面積？

A2：6-7m  (約2坪)，因牆面材質不同及個人喜好風格而有差異。

Q3：印花後覺得不喜歡可以改造嗎？

A3：回STEP1重新再玩一遍(薄塗即可)。

Q4：印花時不小心沾取太多，拍打時垂流怎麼辨？

A4：可以用酷樂泥再批覆一次；或是深色花漿垂流時用淺色花漿重覆印花，

        淺色印花垂流時則反之，數次後即可覆蓋掉不喜愛的印花。

Q5：酷樂泥可以做室外嗎？

A5：可以，特務X全系列室內外通用。

Q6：牆面不足2坪，做到一半而已，酷樂泥就不夠用了?

A6：酷樂泥上底色不是批土整平的概念，所以薄薄的上二次看不到底材顏色

        就可以了喔。

Q7：沒用完的酷樂泥怎麼辨？工具上殘留的怎麼辨？

A7：工具上殘留的酷樂泥抹於報紙上使其乾燥，已加過水的酷樂泥則集中乾 

        燥後，依照當地環保法規丟棄即可，不可在洗手槽洗滌避免水管卡住。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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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8：若我家牆面不平整或有凹凸就不能施做嗎？

A8：「落差過大」的凹凸牆面，須先使用「整平灰泥」或補土整平表面。

         (須另外加購)

       ‧落差過大 是指高低差超過3mm，如磁磚縫或粗胚水泥面。

       ‧整平酷樂泥：磁磚縫或較大孔隙時，以整平酷樂泥加水(泥:水=2:1)

          調配使用，先填補大孔隙以防開裂。

Q9：灰泥施作起來好像有色差？

A9：酷樂泥與水的比例每一次調配時必須一致則顏色會相同，建議使用我

        們附贈的量杯，依照您第一次的調配比例才不會有色差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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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務必殺技Q&A

Q10：想在浴室磁磚、廚房施作工序(未整平之表面)
A10：

步驟1：防水密著底漆與水1：1 (加少量灰泥增加磨擦力)
步驟2：填縫，中粗整平酷樂泥(視現場情況選用)(※整平灰泥4：樹脂1：水1)
步驟3：結構酷樂泥二道 (2mm以上厚度)(※灰泥4 ：樹脂1 ：水1)
步驟4：酷樂泥與水 2：1 (1－2道整平為主)
步驟5：印花數道，●淡花紋：稀釋6倍水、●明顯花紋：3~4倍水。深花漿、淺
                    花漿交疊印較有層次，須等上一道乾燥再繼續印，印花工具不可吸附過多

             花漿，建議用油漆刷沾料上到滾輪乾印較自然，避免垂流。

須先清掃表面無灰塵或用吸塵器吸乾淨再進行步驟5-6
步驟6：防水密著底漆與水 4：1 (充分潤濕2道)

步驟7：水性2K PU消光面漆 (稀釋4：1：1水 牆面2道，地面可3道)

Q11：想在浴室磁磚、廚房施作工序 (已整平之表面)
A11

步驟1：防水密著底漆、水與酷樂泥 1：1：1
步驟2：結構樹脂酷樂泥二道(2mm以上厚度)(灰泥4 ：樹脂1：水1)
步驟3：酷樂泥與水 2：1(1~2道整平為主)
步驟4：印花數道●淡花紋：稀釋6倍水、●明顯花紋：3~4倍水。(深花漿、 
             淺花漿交疊印較有層次，須等上一道乾燥再繼續印)※印花工具不可吸

             附過多花漿，建議用油漆刷沾料上到滾輪乾印較自然，避免垂流。

須先清掃表面無灰塵或用吸塵器吸乾淨再進行步驟5-6
步驟5：防水密著底漆與水 4：1(充分潤濕，2道)
步驟6：水性2K PU面漆4：1(與水稀釋4：1：1 最少2道，地面可3道)
※樹脂=防水密著底漆

※施作前最少保持24小時乾燥

※最後一道面漆施作後間隔48小時以上方可碰水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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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2：想在外牆施作(已整平)

A12

步驟1：防水密著底漆與水 1：1(加少量灰泥增加磨擦力）

步驟2：結構樹脂酷樂泥二道(2mm以上厚度)(灰泥4 ：樹脂1 ：水1）

步驟3：灰泥與水 2：1(1~2道整平為主)

步驟4：印花數道 ●淡花紋：稀釋6倍水、●明顯花紋：3~4倍水。(深花漿、  

             淺花漿交疊印較有層次，須等上一道乾燥再繼續印)※印花工具不可   

             吸附過多花漿，建議用油漆刷沾料上到滾輪乾印較自然，避免垂流。

步驟5：防水密著底漆與水 4：1(充分潤濕一道)

步驟6：水性氟素面漆(稀釋10%水 2~3道)

※樹脂=防水密著底漆

※施作前水泥需養護完成

Q13：何謂微水泥工法(施作在浴室磁磚須先整平)

A13

步驟1：防水密著底漆與水 1：1（加少量灰泥增加磨擦力）

步驟2：填縫，中粗整平灰泥（整平灰泥4 樹脂1 水1）

步驟3：結構樹脂灰泥二道（2mm以上厚度）（灰泥4 ：樹脂1 ：水1）

步驟4：防水密著底漆與水 4：1 （充分潤濕，1-2道）

步驟5：水性2K PU面漆4：1 （與水稀釋4：1：1 牆面兩道，地面可三道）

※樹脂=防水密著底漆

※施作前最少保持24小時乾燥

※最後一道面漆施作後間隔48小時以上方可碰水使用



居家質感打造就是那麼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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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安全

‧建議戴上口罩、下料攪拌時注意勿猛力使其沾附眼睛。

‧未使用完畢請密封存放於陰涼處、勿讓孩童取得。

‧使用過之容器請勿裝填食品。

本說明書如有更新，請以官網為主(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特務X酷樂泥第三版111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