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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 BIM之契約執行原則與邏輯
各行業的發展都一樣，在作業中導入新觀念與新

方法，首先必須界定這個方法對既有的分工模式，帶來

的影響。所以，無論業主採契約主約修訂、另訂附則或

增列工作規範等方式，要求承攬之設計或施工廠商導入

BIM應用，首先面臨契邏輯性問題，包括：與既有作業

模式的衝突、新方法的介入方式、提升品質的方法以及

相關權利義務的確保等。如果，這樣的邏輯性可以達成

共識，符合契約之公平合理原則，自然能吸引有能力、

有意願的廠商參與。相關因應要項，說明如次：

釐清「圖面」與「數量」之有效性原則

首先應用 BIM作業、方法或技術，介入目前傳統

契約模式，探究引發的最大爭執和疑義，大致上環繞在

「圖面」與「數量」的有效性，分述如下：

(1) 2D圖與 3D模擬相對關係

2D圖錯綜複雜，看得懂的人，知道相對關係，誰

先誰後，以哪張圖或表為準，容易取得平衡。而 3D大

家都看得懂了，加上軟體廠商都告訴我們，可以直接在

電腦視圖上拉游標擷取尺寸，那就容易以模型比對現

場施作成果，因而衍生 3D圖的尺寸有效性問題。當然

基於建模目的及細緻化程度不同，有些會有尺寸規範效

果，有些只是相對位相關係，例如：圖 1的 BIM管線及

設備模擬視圖與圖 2的 BIM模擬與彩現效果圖，無疑地

較傳統的系統圖，擁有更高的配置鑑別度與識別度，但

在訂定圖面尺寸有效性原則，就應該從建模方法與圖說

連動效果，說明個別尺寸效力依據，以免以偏概全。

所以，指引上適度描述：「以 3D檔案或視圖呈現

之單元、量體與環境，係用以展現構成元件的配置效

果，具空間尺度之相對關係，除契約另有規定外，無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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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之尺寸效力」，是不是比較貼近上列 2張圖的描述。

(2) 數量估算與計量基準

在 BIM軟體內只要建有專案所需的柱、牆、梁、

板、門、窗、管、閥及設備等例證（按 REVIT的建模

單元係以族群、品類及類型為架構，而個別類型於模

型中組成稱之為例證），透過軟體之統計計數或參數擷

取，動態上就能夠即時產出數量報表。只是，必須深

切認識，BIM的軟體不因應 PCCES創造，所以有關數

量估算與計量問題必須被面對，包括：有無符合計量與

計價的元件繪製原則；哪些可以由 BIM直接產出作為

符合現階段契約原則之編列與計價數量；哪些物件屬性

必須透過軟體提供的程式開發功能進行擷取分析，達到

計量價使用；甚至應要調整工程數量編列方法與計價原

則，以連結實體構件與虛擬物件之關係。

辨識應用範疇與作業目的

導入 BIM應用之目的，以最簡單的二分法來看，

設計與施工即有很大的差異。設計階段，3D建模主要

在理念的傳達與圖資整合；施工階段，則轉化為施工品

質管理。所以是否應就這兩個階段，分別訂定指引之應

用原則，簡述如下：

(1) 技術服務契約

技術服務所列之 3D資訊模型建置，係以虛擬元

件模擬真實環境與工程量體，按契約所列分項作業分

別或部分具有提昇該作業項目之可視化量體配置、界

面檢核、產製圖資與數量估算等功能，其檔案、截圖

及資料之有效性原則建議描述重點，包括：

1. 以 3D檔案或視圖呈現之單元、量體與環境，係用

以展現構成元件的配置效果，具空間尺度之相對

關係，除契約另有規定外，無絕對之尺寸效力。

2. 發展模型所需個別元件之細緻度與資訊內容，依

契約或報經甲方核可之「元件深化表」建置。

3. 建模邏輯以符合各項作業目的及效果為原則。

4. 尺寸及詳細部位以 2D圖說標註或相關尺寸表優

先，惟各階段之模型提交，應說明圖面產製來源

或註記模型關聯，倘存有疑義或衝突，乙方應負

解釋或修正責任。

(2) 工程契約

工程階段的應用，應該思考 BIM技術介入品質

管理程序，以提升品管效果，所以宜分以「施工性

檢核」、「物料管制」、「施工查驗」及「成果交付」

等四項作業分類，於指引定義應用原則，如次：

1.「施工性檢核」：依分項施工品質管理之目的及

效果，以 3D模型產製施工管理有關之檔案、截

圖、動畫或資訊等，呈現施工之界面（衝突）檢

討、工項配置及工序排程等合理化過程，並納入

該分項施工圖與施工計畫送審管制，輔助提昇該

分項作業之審查效率與管理品質。

2. 「物料管制」：依分項施工材料生產與計量管理之

目的及效果，以 3D模型產製材料管理有關之檔

案、截圖、動畫、表單或資訊等，呈現建模邏輯

之材料相對數量、構件、視圖或清單等，並納入

該分項材料送審管制，輔助提昇該分項材料之生

產管制與計量效率。

3.「施工查驗」：視分項作業之施工品質管理目的及

效果，以 3D產製施工管理有關之檔案、截圖、

動畫或資訊等，呈現構成元件的配置效果，具空

間尺度之相對關係並納入品質抽查驗作業，輔助

提昇分項施工品質管理效率與品質。

4. 「成果交付」：乙方應依契約或報經甲方核可之

「元件深化表」，建置交付模型圖資（圖形與資

料），內容分以「元件構成視圖」之空間相對配

置效果；與「附加資訊及檔案」之正確與完整性

圖 1   BIM管線及設備模擬視圖

圖 2    BIM模擬與彩現效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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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基礎。「元件構成視圖」用以表達個別元件與

工程量體的配置效果，具有空間尺度之相對關

係，除契約另有規定外，無絕對之尺寸效力；

「附加資訊及檔案」部分，內容需與核可使用之

產品規格、廠商、型錄及手冊等一致。

交付時程

同樣地，因應設計與施工之管理目的與作業程序不

同，指引是否宜於交附時程議題，分以個別作業目地，

列述合宜之交附時程原則，俾使 BIM有效介入實質工作

管理。

(1) 技術服務契約

1.「溝通需求」項目，應按作業需求訂定期限，

如：甲方通知後 ---日內提送；或階段成果經甲

方核定後 ---日內提送。

2.「服務品質」項目，應納入成果報告審查，輔助

階段成果之表達與有效性驗證，如：基本設計

（量體）或細部設計審查。

(2) 工程契約

1. 「施工性檢核」項目，以 3D模型、截圖、動畫或

產出 2D圖等資訊，納入分項施工圖或施工計畫

書之送審與時程管制。

2.「物料管制」項目，以 3D模型產製之材料視

圖、表報及清單等，納入分項材料之送審與時程

管制（BIM「材料」送審管制表），涉及計量計價

部分，分批計價數量納入分期估驗計價提送，並

彙結算資料於工程結算書。

3.「施工查驗」項目，以 3D模型、截圖、動畫或

產出 2D圖等資訊，納入一級及二級品管紀錄。

4.「成果交付」項目，於分項作業完成或併結案報

告書提送。

允收條件

所以，因應設計與施工之管理目的與作業程序不

同，分別列述相關允收原則：

(1) 技服契約（技術服務採書面或召開審查會方式辦理

部份驗收）

依各項作業時程規定，提交階段成果報告，經甲方

或其授權單位審查核可後，併核定報告與階段模型電子

檔案予甲方，完成該分項階段服務作業，並依契約條件

請領該分項作業之階段服務費。

(2) 工程契約

1.「施工性檢核」及「物料管制」之作業項目：

依各項作業之品質管理需求，按報經甲方或

其授權單位同意之管制時程，納入品質管理文件提

報，經甲方或其授權單位審查核可後，併過程紀錄

等品管文件及模型電子檔案送甲方備查後，完成該

分項作業。

2. 「施工查驗」之作業項目：

依各項作業之品質管理需求，按報經甲方或其

授權單位同意之施工查驗流程及表單辦理，嗣該分

項施工完成後，以分項或全部『施工查驗』作業成

果，提交相關品管紀錄等報告，經甲方或其授權單

位審查核可後，併過程紀錄等品管文件及模型電子

檔案送甲方備查後，完成該分項或全部作業。

3. 「成果交付」之作業項目：

「成果交付」之模型構成部份，分以「元件構

成視圖」之空間相對配置效果；與『附加資訊及檔

案』之完整性與連結性，以經甲方或其授權單書面

審查或現場查驗方式辦理驗收，併核定報告與階段

模型電子檔案予甲方，完成該分項階段服務作業，

並依契約條件請領該分項作業之階段服務費。

計價付款

隨著對於 BIM實務作業的瞭解，對於應用 BIM作

業可能導致階段工作額外負擔，應給付額外作業費用，

目前產學官各界見解尚趨一致，只是該如何編列合理費

用，金額多少，似未整合，建議指引宜按工作性質，說

明業主編列方式，大致方向如次：

(1) 不另給付項目

該項作業為本契約之基本條件需求，乙方需具

備該專業能力，其作業費用已包含於契約總價，不

另給付，如平立剖圖面圖由 3D模型產出、門窗表

由 3D模型產出。

(2) 軟體及系統之建置與維護費

1. 為提供本案資訊模型協同作業所需，乙方應依契

約規定提供履約期間所需之硬體、軟體、系統、

教育訓練或必要之維護作業。

2. 本契約由甲方給付「軟體建置及維護費」---元整

3. 乙方依計畫交付並協助甲方安裝審查及協同作業

所需之軟體，並完成教育訓練作業後，提交相關



13Vol. 44, No. 4   August 2017  土木水利  第四十四卷  第四期

BIM指引專輯

書面紀錄經甲方查驗後，給付「軟體建置及維

護費」---％；協助軟體之維護更新至契約期限日

止，給付「軟體建置及維護費」---％。  

(3) 個案包價法（條列是項作業項目名稱）

屬特殊情形或高度技術服務之作業項目，給付

「---作業費」---元整（給付條件列於該項作業內

容），如：地形、地景及量體模型等。

(4) 費用百分比法（條列是項作業項目名稱）

以單項工程之造價或數量之一定比例，給付

「---作業費」依該工作項目直接工程費 ---％，如鋼

構施工圖。

違約處理

無論是設計或施工階段，BIM應用導入目的主要

在輔助階段履約品質提升，是否宜於指引內容建議類品

管作業之扣罰機制，定訂罰則，重點在支持承攬單位應

用，同時避免影響整體進度推展：

(1) 品管缺失

經甲方依管理需求檢核，基於一致性作業而有修

正需要，乙方應於甲方通知 7日後內提報修正計畫，經

甲方核可後依計畫提報時限內，提報修正成果送甲方

審核。是項缺失視為 BIM作業品管缺失，以甲方通知

次數計，每次計罰品管缺失懲罰性違約金新台幣 ---元

整；修正計畫及修正成果提報以一次為限，額外次數部

份依次計懲罰性違約金新台幣 ---元整。

(2) 減價收受

經甲方檢核後以書面通知乙方，基於後續作業已無

修正需要，乙方仍應於甲方通知後 7日內提報是項作業

所佔契約工作價格評估資料，經甲方審核後，扣減是項

作業金額並計品管缺失懲罰性違約金新台幣 ---元整。

(3) 前開品管缺失懲罰性違約金總額（以技術服務契約

價金總額 ---％為限；以工程契約發包工作費 ---％

為限）。

智慧財產

基於保障廠商原創權利，並滿足業主後續推廣宣

導需求，建議指引宜專章論述智慧財產權保障與授權原

則，不宜簡略以概甲方取得權利方式形成不對等關係，

建議由智慧財產權法述及之相關權利，論述因案制宜之

授權範疇：

(1) 重製：指以印刷、複印、錄音、錄影、攝影、筆錄

或其他方法直接、間接、永久或暫時之重複製作。

於劇本、音樂著作或其他類似著作演出或播送時予

以錄音或錄影﹔或依建築設計圖或建築模型建造建

築物者，亦屬之。

(2) 公開口述：指以言詞或其他方法向公眾傳達著作內

容。

(3) 改作：指以翻譯、編曲、改寫、拍攝影片或其他方

法就原著作另為創作。 

(4) 公開展示：指向公眾展示著作內容。

(5) 公開發表：指權利人以發行、播送、上映、口述、

演出、展示或其他方法向公眾公開提示著作內容。

建構個別工項作業條款與案例

前單元主要希望藉由指引研訂，處理有關契約通則

性問題，如果再透過實際工作項目的檢討，思考實務作業

軟體功能與處理課題，並以提昇作業品質為出發點，聚焦

於個別作業項目的建模目的、方法、流程、驗證及計費

方式，建立實務案例，擴大應用 BIM的共識基礎。本單

元分以實用性較高之規劃階段的「地形、地物與量體模

擬」、設計階段的「建築設計模擬」與施工階段的「管線

與設備模擬」，說明其作業條款概念與相映成果案例。

地形、地物與量體模擬

規劃作業階段，因應政策評估與民意溝通需求，

具 3D可視化之地形、地物與量體模擬，有助於概念整

合，避免對於 2D圖資的識別落差。按目前市場相關軟

體技術發展，不同工具方法呈現不同模擬效果與地表解

析度，現階段可行的作業模式，彙整如圖 3之 3種可行

方案。並概擬個別代表性之作業條款與成果案例如次：

圖 3   地形、地物與量體模擬應用範疇與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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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YPE 1－ 地形、地物與量體模擬

1. 作業條款

(a) 3D地形地物模型：以甲方提供之測量成果，

輔以三維模型生成軟體，範圍至少含括本案計

畫道路起迄點延伸 100公尺之對角方格，產製

3D地形模型；並蒐集現有影像資料，以共同

座標系統套疊產製 3D地形地物模型。

(b) 道路方案 3D模型：以可行性評估方案之平線

線型、縱斷面及標準斷面圖，於前開 3D地形

地物模型產製道路方案 3D模型。

2. 成果交付

(a) 相關履約成果以書面成果報告為準，並提交原

始電子檔案及模擬動畫。

(b) 成果報告內容部分：3D地形地物模型建置應

說明模型建置方式與流程、模型之俯視圖及

各視角立體圖；道路方案 3D模型應說明模型

建置方式與流程、模型之俯視圖及各視角立體

圖。

3. 履約期限

(a) 3D地形地物模型：乙方應於甲方提供之測量

成果後，10日內提交 3D地形地物模型之俯視

圖及各視角立體圖及動畫予甲方核備，後續彙

整建置等資料納入成果報告辦理審查。

(b) 道路方案 3D模型：乙方應於甲方提供之提供

道路可行性評估方案之平線線型、縱斷面及標

準斷面圖後，10日內提交全案成果報告書及電

子檔案，由甲方辦理審查。

4. 付款條件：乙方提送全案成果報告書及電子檔案

並經甲方審查核可後，一次撥付服務費總額 ---元

整。 

5. 案例圖示

(2) TYPE 2－ 無人飛行載具進行航空拍攝建置 3D虛擬

地形地物及量體模型

1. 作業條款

(a) 3D虛擬地形地物模型：以無人飛行載具，進行航

空攝影測量，並依拍攝影像資料產製 3D虛擬地

形地物模型，航拍範圍應包含本計畫道路起迄點

（汐止區明峰街至大同路）左右延伸 100公尺。

(b) 無人飛行載具規畫應包含航線高度、航拍路

線，其地面解析度需優於 10公分，影像前後

重疊率須大於 75%，左右重疊率大於 55%，採

用井字飛法航線相互垂直。

(c) 道路方案 3D虛擬模型：以甲方提供道路可行

性評估方案之道路線型模型套繪至前開 3D虛

擬地形地物模型產製道路方案 3D虛擬模型。

2. 成果交付

(a) 相關履約成果以書面資料為準，並提交原始電

子檔案及模擬動畫，惟乙方仍需確保書面視圖

來源與 3D虛擬模型一致。

(b) 3D虛擬地形地物模型建置應說明建置模型方

式與流程、模型之俯視圖及各視角立體圖。

(c) 控制測量應說明施測方式與採用儀器資訊，並

提供特徵點現地照片。

(d) 道路方案 3D虛擬模型建置應說明套繪方式與

流程、模型之俯視圖及各視角立體圖。

3. 案例圖示

建築設計模擬

(1) 建築與結構整合模擬

1. 作業條款

(a) 應於工作執行計畫說明建築與結構整合模式，

並以整合模型產出建築與結構相關平面、立面

及剖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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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室裝整合模擬

1. 作業條款

(a) 門窗：由 3D模型之門窗元件建立，並產製門

窗表；門窗之構件得以 2D圖補充。

(b) 隔間：由 3D模型之牆元件建立；個別類型牆

之組成得以 2D圖補充。

(c) 天花：由 3D模型之版片元件建立，需能呈現

建築物裝修後淨高，厚度材質及構件得以 2D

圖補充。

(d) 燈具：以各類型的燈具外視輪廓之元件建立，

燈具材質及構件等詳圖得以 2D圖補充。

(e) 固定櫥櫃：以各類型的櫥櫃外視輪廓之元件建

立，櫥櫃安裝、組立及構件等詳圖得以 2D圖

補充。

(f) 活動家具：以各類型的 OA外視輪廓之元件建

立，櫥櫃安裝、組立及構件等詳圖得以 2D圖

補充。

2. 案例圖示

(3) 視圖優化（2D與 3D圖資互為補充）

1. 作業條款

(a) 基本設計之平面、立面及剖面圖等建築圖需由

3D模型產出。

(b) 以適當之 3D視圖補充建築圖，提昇基本設計

成果圖資之可視性。

2. 案例圖示

(b) 以適當之 3D視圖補充建築圖，提昇設計圖資

之可視性。

2. 案例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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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線與設備模擬

乙方應以 3D模型進行管線與設備模擬（除消防及

給水系統外，2管以下管線及暗管不須建置），包括：

採明管配置之各類管線（如：給水、排水、電氣、消

防、風管、冷卻及循環等系統）及設備，並依「施工

性檢核」、「物料管制」、「施工查驗」及「成果交付」作

業，相關作業要求如次：

(1)  「施工性檢核」規定

1. 以下表之分色原則，區別標示分項系統。

系統分類 色碼RGB 顏色

動力系統 50.125.200
弱電系統 255.255.000
消防系統 255.000.000
給水系統 000.255.255
排水系統 255.102.000
空調系統 102.204.000

2. 需於工作執行計畫之元件深化表擬定各系統構成

元件之模型視圖效果與資訊深化程度。

3. 以單元元件建立 3D可視化分項系統模型，需呈

現其管線與設備配置之走向、高度及穿牆過梁等

相對位相關係，並聯合建築與結構模型執行合理

化檢核（衝突檢討與優化配置），以確認該模型

之可施工性，並以 3D模型產製該系統之 3D系統

圖、樓層平面圖與立體圖等輔助施工圖送審。

4. 以單元元件建立機房之設備及管線配置模型，呈

現設備外部尺寸、管線與閥件配置、設備維修空

間等。

5. 無涉空間檢核之連接、吊掛、組成等詳圖，得以

2D圖及相關文件送審。

(2) 物料管制

1. 以模型產出本項作業有關之設備名稱及數量清

單，並說明設備之送審、檢試驗、進場及安裝管

制方法。

2. 本案管線僅作配置之施工及優化等檢核，不做計

量使用，惟乙方仍應以模型產出分類管線參考數

量，並說明與實際作業數量差異原則，供甲方相

關作業參考。

(3) 施工查驗

1. 依送審同意之 3D系統模型為基礎，建立視覺化

之自主檢查，並納入施工品質管理執行。

2. 以設備名稱及數量清單，執行設備之送審、生

產、檢試驗、進場及施工等管制作業，並依實際

使用情形，載列有關設備管理之資訊（如：廠

牌、型號、供貨廠商、聯絡資訊、維護保養等）。

(4) 成果交付

1. 各系統圖：依實際施工之相對配置修正後之各分

項系統模型，並產製 3D系統圖、樓層平面圖與

立體圖等視圖。

2. 設備清單屬性資料：依實際使用情形，以表列方

式載錄有關設備管理之資訊（如：廠牌、型號、

供貨廠商、聯絡資訊等）。

3. 外部資料數化與關聯：需建立設備分類與個別之

編碼，數化送審型錄及維護保養手冊等有關營運

管理之外部資料，並建立設備與該檔案關聯邏輯

後，提送相關之數位檔案與書面資料。

(5) 成果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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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與建議

舉一個困擾案例，廠商表示因為直接導入施工技

術，繪製露明管線與設備之 BIM模型，整合了建築、

結構與管線及設備等系統的配置需求，卻面臨審查單

位要求出具衝突檢討與歷程之書面報告，以及比照以

往格式之 2D圖面，這樣的要求除了對於工程推展沒有

實益，亦可能增加重工的負擔。

確實，綜合本文論述，對於契約指引的需求檢

討，以經接近工作手冊的內容，按其他領域的指引組

成，通常係以概念、方向、策略及原則為主，但回到

工程實務面來說，個案涉及的分工與專業都非常廣，

管理智能養常，往往需要相當時日及經驗的累積，以

公務領域的人員組成愈有年輕化趨勢來看，不免需要

較詳細的案例提供引用。所以本文期以繁複的契約邏

輯性檢核，架構符合工程管理精神，再透過實際工作

項目的檢討，思考實務作業軟體功能與處理課題，並

以提昇作業品質為出發點，聚焦於個別作業項目的建

模目的、方法、流程、驗證及計費方式，擴大應用

BIM的共識基礎。當然基礎形成後，如果能夠結合產

學官力量，因應技術發展與實證案例累積，回饋修正

或增列指引內容，建立整體環境的良性循環，那麼這

樣的指引或手冊，可能不單只是滿足機關需求，而能

形成產業推動的指引。

建立符合技術發展的作業條款，供業主因案制宜

擇選適用案例，納入契約執行，雖評估應可貼近現況

需求。但仍須強調，選單式擇選應用範疇，前提仍架

構在管理者對於專案有一定的瞭解與掌握，知道哪些

該用，哪些不需要，斟酌使用效率及目的。但以目前

國內統包推廣的趨勢而言，因應統包招標前面對未來

團隊組成及作業模式、發展方向仍有變數，建議 BIM

作業條款宜採開放式架構，僅列方向及原則性描述，

以應團隊組成後，因案提報工作組織、分工架構以及

實際執行方向，賦予工作執行計畫書實質討論與研商

機置，方符實際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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