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築物的生命週期係指建築物從規劃、設計、施工、使用及維護直到最終拆除的整個過程，在設計

及施工的階段中，專案管理團隊主要工作係針對施工品質、成本、工期、安全、環境及風險進行有效的控

管，並做為設計及施工單位間的溝通橋樑。本文以臺北市內湖區瑞光公共住宅為案例，應用建築資訊模型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 BIM）做為專案管理的雲端共同作業平台，探討使用 BIM對設計及施工
階段的專案管理效益。

本文彙整 BIM作業管理架構，俾利專案順利推動。期許使業主、專案管理團隊及統包團隊達到三方
面共贏成果。有關案例操作的部分，是以「臺北市內湖區瑞光公共住宅」為例，在統包制度採最有利標的

操作模式，探討 BIM專案管理應用，考量基本設計、細部設計、施工及竣工營運階段著手，以期建立有
效的標準模式，提供後續業界公共住宅 BIM應用參考案例。

趙紹錚／國立宜蘭大學土木工程學系 教授

范承志／國立宜蘭大學土木工程學系 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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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秉修／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專案管理部 經理

黃寶翰／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專案管理部 副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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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工程專案管理的執行過程中，最常發生界面衝突的

時機多半是在施工階段，因此相關設計及施工單位間訊

息傳遞的正確性顯得格外重要，為了避免產生施工界面

衝突、資源浪費及進度落後等情形發生，運用 BIM作

為雲端共同作業的平台，將有助於設計與施工界面的整

合 [1]。從前在設計階段設計單位雖然已用 2D圖形進行

圖說的展現，但卻常因設計人員實務經驗不足，以致很

難由圖面理解現場施工作業的程序及工程相關的界面衝

突所在，而要借重資深工程師帶領下才能明瞭其中的細

專案管理BIM
「 」

於公共住宅導入 之應用

」」臺北市內湖區瑞光公共住宅 為例以

節，然而現階段藉由 BIM的 3D模擬，甚至加入工期的

4D模擬，使設計人員更容易發現興建過程的界面衝突

點，並設計出符合建造實況及美學的作品，另外，在施

工階段設計單位與施工單位，透過 BIM作為共同作業

平台，可即時反應出施工界面衝突點，並檢討是否應該

修改圖說，可減少施工錯誤的產生。

隨著電腦硬體效能的提升及工程應用軟體功能的

開發，設計圖形的展現除了 3D立體化之外，已可將圖

形加入實際街景之中，展現出如圖 1所示的成果，同

時透過不同軟體的搭配，更可精準定位至興建位置，

DOI: 10.6653/MoCICHE.201904_46(2).00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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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將設計的建築物與周邊環境互相結合，可適時檢討

興建過程中的交通動線、工程材料運距及周邊環境的

限制。建築生命週期是由規劃、設計、施工、使用及

維護等整合而成，在規劃及設計階段先進行圖面的模

擬，將可減少許多在興建過程中的界面衝突及資源浪

費，因此 BIM儼然已成為工程界爭相投入的領域，並

朝營建高科技化及自動化的方向發展，本文從專案管

理的角度，以臺北市內湖區瑞光公共住宅為例，探討

專案控管過程中導入 BIM的執行成效。期望在本案例

的規劃設計及現場施工過程中，以專案管理的角度著

手，減少施工界面的衝突及資源的浪費。

工程概述

臺北市目前面臨人口成長趨緩、人口結構呈現高

齡、少子化及老舊建物比例逐年增加、房價高漲等課

題，無論高房價反映出的是臺北市居住空間的環境價

值或是人為的投機炒作而致，這些複雜與長久累積的

問題，在台北市政府（業主）的權責範圍內，期以多

元的方式達到健全住宅市場、滿足市民居住需求及提

升環境品質政策目標。公共住宅設計結合「綠建築」、

「智慧社區」的理念，以綠建築為基礎，導入智慧型

高科技技術、材料及產品之應用，使建築物更安全健

康、便利舒適、節能減碳又環保，期許健全住宅市

場、滿足市民居住需求及提升環境品質政策。

本案例為內湖區瑞光市埸基地，準備新建公共住

宅的委託專案管理案，工程規模如表 1所示，總樓地

板面積為 45,385.2 m2，完成 389戶，結構型式為 RC

結構，新建地上 14地下 4層，最高高度 48M，樓層規

劃如圖 2所示，1F為出入口大廳及智慧超市、2F為參

建單位、3F為無障礙戶及社區公設、4F至 14F為住宅

區、RF為屋頂花園，基地東側為公館山，南側臨中山

高速公路，西側臨基隆河與堤頂大道，北臨捷運文德

站與捷運港墘站，交通便利生活機能良好。該基地現況

圖 1   瑞光公宅願景圖

圖 2　樓層規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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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公有停車場及瑞光計程車休息站使用，土地使用分

區為市場用地（公共設施用地） 。基地位置如圖 3所示，

西側多為科技工業用地，東北及東南側多為住宅區及公

園用地。

在設計構想的作業階段，本案例即導入 BIM的概

念，作為檢討設計構想（建築、結構、機電）的可行

性，以符合未來使用之需求，避免造成各項資源之浪

費；設計構想的展現如圖 4所示，係利用意象三原素：

第一個意象為流動，基地前有水塘、小溪流貫其中，將

流動的意象隨著機能反映在建築形式上，每一個流動都

有一個開始與結束，以綠籬為始，以院落結束，在建築

立面上生生不息循環不已；第二個意象為起伏，公館山

由東南向往基地降入地面，連結瑞光公園綠帶，隆起的

基座，保持環境起伏的生命力；最後一個意象為框架， 圖 3   基地位置圖

表 1   工程規模分析

業主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專案管理暨監造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陳章安、宋哲賓建築師事務所

統包團隊 建國工程公司／中保科技公司／蕭力仁建築師事務所

公告招標日 106年 3月 27日

決標日 106年 5月 12日

統包費用 新台幣  1,655,133,418元（智慧：3%／設計：1.6%）

開工日期 106年 10月 16日

工期期限 決標日起算 1057日曆天完工（預定 109年 4月 25日竣工）

土地資訊 建蔽 49.98%，容積 43.79%，開挖 72.43%（80%_560%_90%）

總樓地板面積 45,385.2㎡（統包需求 45,376㎡），完成 389戶

結構型式 RC結構，新建地上 14地下 4層，最高高度：48M

汽 /機車位數 汽車 244席／機車 285席／裝卸車 4席（233_271_4）

圖 4   設計構想展現圖

科學工業園區的媒體業以照相機視

窗構圖框景，生活的節點以框景作

為展示，生活的場景以影格相互串

連，社區的場景以空中花園與公館

山呼應交流。各樓層空間構想的展

現如圖 5所示，在戶外 1F有戶外

大階梯而進入 1F住宅大廳塑造温

韾感受，往 2F是社福大廳特別天

花版吊飾有不一樣體會，3F社區公

設提供里民活動及開會空間，在各

層住戶有挑空的交誼空間，在 14F

露台有屋頂花園提供住戶休閒場

所，各公共空間並引進對鄰里芳鄰

有益且必要「公共服務設施」、「社

會福利設施」、「身障服務空間」、

「智慧超市」、「智慧電網」，創造

社區室內外空間設計及軟硬體設備

皆滿足全齡層的全齡健康宅，並透

過街景透視圖，展現出如圖 6所示

的結合現代化都市街景外觀。

專案管理工作項目

本案例專案管理團隊的角色

定位為擔任業主『諮詢顧問』、『代

理人』、『技術幕僚』及工程專案

的『溝通協調者』[2]，協助業主有

效率的推動工程，並做好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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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街景透視圖

圖 5   公共空間展現圖

表 2   專案管理工作項目

成本、品質管控及各種風險預警與

因應對策，透過各階段有系統整合

的管理工作，以期達成縮短工期、

降低成本及維持工程品質的目標。

由於業主本身已設置有工程管

理科辦理本工程興建之相關業務，

且具備相當優異的專業能力，專案

管理團隊則輔以其人力不足之處，

提供足夠的專業人力協助在工程施

工過程的相關事務，相關專案管理

工作項目如表 2所列。

專案管理工作核心

綜觀整個工作項目，統包工程專

案管理是本案的成功關鍵，因此工作

重點在於遴選優質統包團隊，並進行

有效管理，工作的核心價值為「提升

工程執行效率」及「確保工程如期如

質如度」。本案採用全方位的專案管

理模式，團隊中具有許多執行過金質

獎及金安獎經驗的成員，在設計方面

項次 工作項目

(一 ) 專案管理項目

1 綜整及督導計畫執行過程的技術服務工作，於設計、施工、驗收及移交等階段性作業代理都市發展局執行品質、進
度、成本之審核及管控。

2 統包招標文件製作及審查，並協助辦理招標文件公開閱覽、修正、公告及疑義處理工作，以順利徵得具能力、專業
的統包團隊進場服務。

3 設計諮詢及審查，另負責督導、整合、協調、管制各專業設計作業，並提供設計專業諮詢建議及審查設計單位估驗
計價作業。

4 施工及監造督導與履約管理之諮詢與審查，且督導、協助監造及統包團隊辦理估驗計價、變更設計、驗收移交等相
關事宜，以利全案進度管制計畫推動。

(二 ) 監造管理項目

1 施工前：
提送「監造計畫書」及相關人員等資料送市府都市發展局核定，並於工程開工前提供統包團隊配合辦理。

2

施工中：
(1)就設計採用工法，監督統包團隊之設計單位對所屬施工廠商實施施工前說明會或專業教育，提昇施工廠商履約品質。
(2)依監造計畫對統包團隊所提出相關文件進行詳細審查，並現場比對抽驗，將結果填具品質抽驗紀錄表。發現缺失，確
實要求統包團隊限期改善，對重大缺失同時告知市府都市發展局，以利追蹤管制。

(3)審核（簽證）統包施工廠商施工計畫、品質計畫、預定進度、施工網圖、施工詳圖、器材樣品、試車計畫、訓練計
畫、操維手冊等及其他各種作業表單，並提供有關施工改進意見，依市府都市發展局規定之權責劃分表辦理。

(4)監督統包團隊及協辦處理工程設計及施工疑義。
(5)辦理工程（分段）查驗，審查材料樣品、材料檢（試）驗、重要分包商及設備製造商資格。
(6)監督統包團隊依施工網圖之施工項目完成建材送審期程，並管制材料採購適時進場使用。

3

完工後：
(1)協助統包團隊於完工後驗收前完成送水、電、瓦斯等申接工作。
(2)監督製作及審查統包團隊完工報告、結案資料，並完成初驗前完工查證，報請及協助市府都市發展局辦理初驗及
正式驗收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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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符合本案需求的專業顧問群，且在雲端資訊平台使

用已執行多案成功的 ProPM資訊平台，同時善用 BIM

整合技術及全方位專案管理服務（Total Servise）。在統

包工程過程中，由於係採邊設計邊施工的方式進行，因

此更有賴於專案中各成員的相互配合，建築師的圖面設

計應充份與施工現場配合，一般常見的缺點為現場已要

施工而設計圖尚未完成，導致施工圖無核可依據，造成

工程延宕，剛開工就要彙寫趕工計畫，所以工程進度的

掌握格外重要，專案管理的角色即是明確告知工作目

標，訂出施工管理工作核心，帶領團隊往前，以提升整

體工程效率，專案管理作為之說明如下：

簡化管理流程

藉由專案管理團隊與業主間的不斷溝通說明，縮短

文件往來的程序將有助於工程順利進行，而管理不一定

要填寫表單，也不一定會留下紀錄，但訊息一定要即時

讓業主知悉，業主重視實質且有效的管理來解決問題，

彼此屬於合作夥伴並非對立關係，本專案執行過程的努

力所回饋，就是業主信任及專案推動的成果展現，這完

全歸功於業主的支持，也就是正面循環的結果。

鄰里溝通與說明

專案管理團隊在規劃階段已事先主動拜會鄰里長，

並進行敦親睦鄰的工作，在設計及施工階段亦偕同統包

團隊，向鄰里長溝通說明興建之進度，以取得當地鄰里

長及居民的認同與諒解，藉由良性互動並配合佳節參與

鄰里活動，取得雙方信任便可大大減少工程延宕之風險。

持續的工作協調

工作會議是由業主、專案管理團隊、監造單位及

統包團隊共同召開，每週固定一次召會，討論事項主

要為工程進度、工程品質及勞安管理；專業技術協調

會議是由專案管理團隊、監造單位及統包團隊共同召

開，每週固定一次召會，討論事項主要為預定提報業

主討論事項，換句話說就是工作會議的會前會；工地

協調會議則是由監造單位及統包團隊共同召開，採每

週固定一次或臨時需要協調時召會，討論事項主要為

工地施工時所面臨問題，無法處理或決定時，可依序

提報專業技術協調會議或工作會議商討。

ProPM（Proactive Project Monitoring）
工程執行管控追蹤系統

本 案 的 專 案 管 理 資 訊 整 合 係 採 用「ProPM

（Proactive Project Monitoring）工程執行管控追蹤系

統，其功能介面如圖 7所示，包括計畫行事曆、工程

進度彙整、待辦事項追蹤、計畫圖文管理、計畫書送

審管理、計畫大事紀要、稽催警示提醒及現地影像紀

錄等功能。以此系統做為本案相關參與單位間即時資

訊傳遞及視覺化遠距管理之協同工作作業平台，有效

列管追蹤工務事項、推動工程進度及掌握計畫脈絡。

圖 7   ProPM專案管理資訊系統介面及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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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建管理資訊行動化

管理之良窳，繫之於「人」，數位化的營建管理

可以提昇作業效率，並增進即時而完善的卓越服務。

工程師在工地現場可透過隨身攜帶的行動裝置，利用

APP輕易調閱相關圖資，或將查驗紀錄及巡檢照片等

資料上傳至雲端共同作業平台，隨時達成營建管理資

訊行動化的目標如圖 8所示，可讓現場工程師掌握最

新圖資及提供即時查驗紀錄。

專案進度管控

本案採用工程界通用，且軟體相容性較高的Microsoft 

Project，做為進度管理的工具，針對各項履約期程進行評

估及排程，並於各階段預定作業期程及查核重點做有效的

控管，規劃設計、統包招標、統包設計及統包施工等各階

段預定作業期程及查核重點說明如圖 9所示。

本案的計畫期程如圖 10所示，劃分為十大里程碑，

自 106年 5月 13日的決標開工起，歷經都市設計審議通

過、開工典禮、連續壁工程完工、建管開工備查、主體

結構開工、地下結構完成、地上結構完成，直至 109年

4 月 25日的工程竣工，專案管理團隊將確保工程能如期

完工。

專案管理團隊於工程進度的督導作為

1. 督導統包團隊配合細部設計核定及工期展延提送修正

進度網圖，以利時程管控。

2. 督導統包團隊提送預審文件，並要求送審承辦人員及

監造審查人員加強溝通與討論，以縮短送審時程。

3. 督導統包團隊運用三周進度表預排之施工項目及期程

管控實際施工工期及進場人數，落實管控執行工率。

4. 督導統包團隊以 BIM模型溝通送審內容，縮短達成

共識時間。

5. 每周召開「專業技術協調會」管制設計及施工進

度，排除施工窒礙問題，並要求監造單位於「每周

施工協調會議」及「每日收工會議」持續管制現場

進度。

6. 督導統包團隊施工前召開施工說明會，說明施工數

量、進度、施工順序，並由統包團隊品管人員說明自

檢品管步驟及流程，再由監造人員說明抽驗頻率及流

程，以加速施工及檢驗流程。

7. 督導統包團隊預排材料進場數量及時間，預備各項材

料檢驗項目之準備工作，以縮短降低材料待驗時間。

專案管理團隊於工程施工的督導作為

1. 本案的品質管理架構如圖 11所示，專案管理團隊督

導並偕同監造單位採取施工前、中及完工後之分階

段計畫性及系統性措施，針對統包團隊實施品質管

理所須之組織架構、職掌、程序、製程與資源等予

以規範，並闡明對品質稽查之程序及要求，使統包

團隊能對各項事務充分瞭解，以建立完整之品質管

制系統；並透過充分良好之互動溝通，方能落實執

行，以確保本工程品質如式。

圖 8   營建管理資訊行動化

圖 9   各階段預定作業期程及查核重點說明 圖 10   計畫期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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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依照「公共工程施工品質管理制度」規定擬定品質保

證計畫，專案管理團隊督導工程落實「先審後驗」、

「先驗後用」之管理機制，標準化審查程序及檢驗

文件如圖 12所示，施工時的各項檢驗作為，均留下

紀錄，來落實計畫管理與品質保證，搭配專業技術

團隊支援，即能如質、如量、如期圓滿達成任務。

3. 督導統包團隊施工前召開施工說明會，說明施工數

量、進度、施工順序，並由統包團隊品管人員說明

自檢品管步驟及流程，再由監造人員說明抽驗頻率

及流程。建立品質目標共識，確立管理標準，以利

施工品質管控。

4. 督導統包團隊於施工前以 BIM模型進行檢視，以加

強施工正確率及提升現場施工品質。

5. 督導統包團隊預先建置施工模型，釐清現場工作界

面及確認施工品質管理標準，作為管控施工品質之

依據。

6. 督導統包團隊安全衛生及環境保護自主檢查，減少

安全性缺漏及環境汙染之情況發生。

7. 督導檢查工地人員出勤、品質文件紀錄、職安衛環

保、施工品質執行成效，以期達成提昇品質優良之

目的。

BIM於建築生命週期導入
  公共住宅導入 BIM技術於專案管理中，藉由

BIM模型來探討專案控管成效，在設計、施工專案管

理、營運管理範疇如何有效管理施工品質、成本、工

期、安全、環境、風險評估。並協助後續業主營運管

理，綜上所述，本文研究目的如下：

1. 探討 BIM 在公共住宅統包工程案執行效能分析。

2. 藉由本公共住宅案例操作，由基本設計、細部設

計、施工階段探討 BIM與實際操作之應用成果。

3. 探討 BIM 專案管理流程建立有效的標準模式，提供

後續業界公共住宅 BIM應用參考案例。

BIM專案管理範疇
本案 BIM服務範圍為「臺北市公共住宅新建工程

第 1標（第 1-3項內湖區瑞光市場基地）」委託專案管

理（含監造）技術服務，配合工程進度分為三階段，

規劃作業、統包作業及竣工三階段執行 [3]。

本團隊依據本案屬性編製「BIM建置準則與工作

執行計畫書」，界定服務期程各階段 BIM功能，作為專

案管理及統包團隊 BIM執行依據，並於執行期間因應

現況更新。BIM建置準則與工作執行計畫書內容，以

六大要項分述如下。

1. 服務範圍

2. 各階段組織架構與作業流程

3. 規劃作業階段 BIM作業準則（含 BIM擬應用之作業

軟體與版本）

4. 統包階段 BIM管理作業要點

5. 作業期程及交付項目（附計畫綱要進度表）

6. 提交給業主之書面報告、文件清單

BIM作業內容及準則
BIM作業內容與準則，適用於規劃設計、統包設

計與統包施工各階段，做為統包團隊進行 BIM作業之

執行規範。並且依據「建築資訊模型（BIM）作業準

則」進行 BIM管理作業，若統包團隊對 BIM作業有更

妥善辦法與建議，可於其依約提出之「BIM工作執行

計畫書」載明，經審查轉送業主核定後實施。

圖 11   品質管理架構 圖 12   標準化審查程序及檢驗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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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M建置標準為建置 BIM模型所必須遵循的準

則，BIM作業常被安排成多人協同作業，所以必須有共

同的標準，透過標準才能產出品質一致的模型。BIM應

規範之標準包含：檔案命名原則、樣版檔。依據本標準

製作 BIM模型，後續維護模型更新較為可行，即便是

更換模型編輯者也可順利銜接。本案規畫所有的模型建

置皆依據本案 BIM模型建置標準（BIM Standard）來執

行，確保每個人員製作模型的品質達到標準，檔案能互

相連結及同步。以下概述本案 BIM作業標準基本規範。

協同整合規範

專案中，各階段之作業涉及各專業人員之協同、

模型之整合、及建築、結構、機電圖說、檔案文件之

管理，本章說明協同整合之執行架構及流程。

本案作業模式運用 Revit技術協同作業機制，達成

專業分工溝通整合的目的。乃運用工具中「工作集」

的機制，建立中央檔案（Central Model）及個人的本端

副本，並以專案特性分配工作集，使多位使用者同時

處理一個模型檔案，並能及時將成果同步回傳中央檔

案中。

各專業間的模型整合採取「連結」模式，當本端

副本模型資料有變更時，當日需將成果同步回各專業

之中央模型（Central Model）檔案，由 BIM設計檢核

（協調）人員依據各專業設計進度不定期發佈更新資

訊與相關專業設計者，再由各專業人員依據發佈版本

進行更新及接續作業。

BIM作業環境
BIM軟體規格

本專管團隊規劃設計構想階段的 BIM模型，採用

目前市面普遍使用之 BIM軟體，以 Autodesk Revit軟

體 2016版本進行本案 BIM模型建置（圖 13、14）。模

型整合軟體使用同公司旗下，具審閱、整合、衝突檢

討功能之 Navisworks系列軟體如圖 15、16所示，可減

少與 Revit模型介面銜接問題，達到最佳整合性，模型

檔案並可轉匯至 BIM軟體通用之 IFC格式，可確保本

階段模型成果提供未來統包團隊檢視，作為設計參考

使用無虞。

本案使用 BIM軟體以 Revit 2016版為原則，但專

案執行至統包階段，則開放統包團隊可自行選擇適用

BIM軟體及版本，但檔案以能提供本專管團隊及業主

進行審查作業為原則。

圖 13   BIM模型建置工具

圖 14   Revit建置模型成果示例

圖 15   Navisworks模型整合工具

圖 16   Navisworks虛擬實境漫遊示例

硬體規格

本案 BIM作業硬體設備可符合進行 3D設計及

高運算顯示效果之配備，亦可達成本案順利執行之需

求，相關規格如表 5所述。建議執行 BIM模型檢核、

設計與圖面輸出之硬體規格等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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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硬體規格建議

型式 桌上型電腦

規格

處理器 Intel Core i7-4770（3.4GHz）四核心
晶片組 Intel Q87
顯示卡 獨立 NVIDIA GeForce GTX 760 2GB或以上

RAM 16GB DDR3/1600低電壓，
Max 32GB（DIMM*4）

HDD 1TB SATA

ROM DVD Super Multi DL 燒錄機

裝置空間 外部 5.25吋 *2、3.5吋 *2、內部 3.5吋 *2

I/O介面
USB2.0*6、USB3.0*2、麥克風及耳機插孔、
RJ-45網路埠、序列埠、D-Sub（VGA）、
DVI-D

其他
Intel 虛擬化技術（VT-x）支援 / Vpro 技術支
援 / 500W 電源供應器

作業系統 Windows7  64位元專業版

協同作業檔案管理

本階段 BIM管理平台係採用 Autodesk BIM 360建

立專案群組檔案資料交換之管理平台如圖 17所示，由

本專案 BIM協調人負責文件管理。此平台提供檔案雲

端貯存、開設資料夾及設定使用者權限、線上瀏覽模

型檔案進行虛擬行走、意見留言、檔案版本更新郵件

通知 ⋯ 等功能，並且於平台內各使用者之使用動作

（例如：上傳檔案、下載檔案）皆會留存紀錄、具有

良好回溯性。

可藉此平台協助團隊人員取得共同溝通模型，並

執行線上審查 BIM 2D/3D設計成果，針對交付成果

依據工作階段、交付期程及資料格式及作業人員設立

資料夾權限，建築師、各專業工項設計者須於設計成

果審查會議前依據指定資料夾提送最新版本圖面、模

型、或會議文件。

後續於統包招標文件，得開放統包團隊自行提報

具專業之協作平台軟體（例如：ProjectWise），並需配

合執行 BIM計畫書之流程及時程提送 BIM工作成果。

BIM工具技術導入成果說明

統包設計階段

督導統包團隊設計作業須透過 BIM進行設計作

業，包含建築、結構、機電模型並依實際之外型、尺

寸、位置、高程、材料、數量等進行建置工作，工作

項目如下：

Green BIM之應用

由於本案亦有綠建築指標，因此利用 Green BIM進

行綠能分析，以做為方案設計的參考依據，如圖 18所

示，進行分析的項目有最佳方案選擇、都市風環境分析

與優化、建物太陽熱得量分析與優化及室外日照陰影模

擬等，並於基本設計階段提送 BIM成果分析資料。

由 3D模型產出 2D圖面

統包施工階段所需之各專業施工圖說須藉由模型產

出，模型與圖說須有連動之關係。除受限於軟體功能且

經業主核可之詳圖或示意圖，可視需要再藉由 2D作業

平圖、立面、剖面圖說補充如圖 19至圖 21所示。

圖 17   BIM檔案管理平台功能 圖 18  　BIM工具技術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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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   平面圖產出

圖 20   立面圖產出

圖 21   剖面圖產出

連續壁入岩盤深度建置

連續壁深度由基地地質鑽探資料及大地技師計算

分析而定，藉由 BIM應用連續壁入岩盤深度建置如圖

22所示，讓工地現場施工人員產生 3D視覺化效果，利

於工地整體施工管控。

圖 22   連續壁入岩盤深度建置

圖 23   淨高檢討平面圖

圖 24   淨高檢討剖面圖

統包施工階段

標準層走道淨高檢討

室內高度的舒適度大大的影響生活品

質，藉由 BIM標準層走道淨高檢討如圖

23、24所示，將天花版內所有管線預擬全部

排出，平均分配得到最佳天花版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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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柱接頭鋼筋綁紮模擬

本案執行耐震標章設計審查，耐震委員特別提醒

本工程上部結構平面呈ㄇ字型不規則結構，梁柱接頭

鋼筋現場施工較為困難，以 BIM工具先行模擬如圖 26

所示，減少施工衝突，同時於工地現場施作比例 1:1鋼

筋梁柱接頭樣品如圖 27所示，讓施工人員了解品質標

準，減少重工及提升整體施工品質 [4]。

衝突檢核報告

利用 BIM衝突檢核報告如圖 28所示，定期於專業

技術會議討論管控，同時同步上線平台共同操作找出

問題，於月底記錄於每月提送 BIM月工作報告。

圖 25   一層室內樓板高程檢討

地面一層室內樓板高程檢討

基地一層高程往往是高程變化最大，同時配合週

邊環境地形相呼應，利用 BIM地面一層室內樓板高程

檢討如圖 25所示，減少重工並節能減碳。

圖 26   BIM工具梁柱接頭鋼筋綁紮模擬

圖 27   比例 1:1鋼筋梁柱接頭樣品

圖 28   衝突檢核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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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與 BIM模型放樣檢測

目前各樓層混凝土澆置完成隔日進行測量放樣，

同時運用 BIM檢核現場放樣位置與模型相對位置是否

一致如圖 33所示，並由監造單位複檢，並檢測是否符

合圖說要求。

圖 32   標註意見截圖追蹤

圖 29   界面整合疑義事項

圖 30   模型檢視

圖 31   標註列表

界面整合疑義事項討論

要求各專業之模型須進行整合，執行介面衝突、

施工可行性及空間合理性檢討，產出衝突檢核報告如

圖 29所示與設計解決方案，統包團隊須於第一次細

部設計圖面審查提送時，合併提送空間自主檢查確認

報告（含介面協調整合紀錄，豎向淨空（高）檢核報

告），說明各專業設計協調過程及成果，確認設計之合

理性 [5]。

BIM協同作業平台

提供專門之場所以便進行團隊成員之 BIM 協同作

業，所選用之 BIM 協同作業平台為WEBIMSYNC，

供業主、顧問公司、專業分包商於免費使用至竣工為

止，各單位於此平台上進行檢討如圖 30所示、紀錄工

作，軟體功能。

標註列表

本案服務規劃以WEBIMSYNC作為協同作業平

台。統包團隊可利用各自的帳號登入雲端平台，同步

更新最新的模型資訊，確保資料的正確性。在雲端平

台中，專案管理者線上瀏覽模型檔案進行虛擬行走標

註衝突留存紀錄如圖 31所示，請統包團隊定期檢核並

於雙週 BIM工作協調會議回復。 

標註意見截圖追蹤

BIM協同作業平台，供專案管理單位在平台上進

行標註如圖 32所示，找出問題並標註位置及定期追蹤

改善成果。



85Vol. 46, No. 2   April 2019  土木水利  第四十六卷  第二期

工程專案管理

圖 33   BIM模型放樣檢測圖示

結論與建議

透過本案操作歸納出前述之應用成果，提出以下

幾點結論：

結論

統包工程，BIM協助專案管理功效提昇

國內的建築工程因為其施工程序及內容保守，容

易讓人誤解，整體工程價值、品質提升及管理是需要

工程師一同努力，推論式品質讓民眾印象深刻，由於

BIM可藉由前期規劃設計願景完整呈現，很容易了解

未來的房子現況一目了然。

由於是新的技術與舊有工程慣例不同，BIM工程

師很難駕馭工地主任，惟有專案管理藉由定期協調開

會及律定 BIM討論方針，執行才有成效，本案是由台

灣世曦公司專案管理，又適逢在公司旁所以是以指標

工程方式整合運作，並以取得金質及金安獎為標竿。

統包工程合約上 BIM預算費用需編列合理

公共工程未編列合理 BIM預算費用，以工程界就

有真實操作 BIM及另外所謂後置 BIM其效果及執行費

用差異甚大，政府於統包招標階段考量日後 BIM工作

執行效能，建議一套公共住宅 BIM計算標準金額（外

國以獎勵容積率及履約保證金優惠），以期為後續 BIM

預算費用編列參考案例。

透過最有利標及評選機制找到信譽良好統包團隊

統包精神是一邊設計，同時一邊施工，需要優秀

團隊才能展現最佳工程實績，金質獎、金安獎是必需

取得並獲得肯定。

建築、結構、機電模型 3D整合
於工程中導入 BIM技術，可於設計階段完成多方

圖說整合，尤其在機電與建築、結構的建置過程中，

可以很有效地解決問題，並立刻提出改善方善，並確

保大家的意見是一致的。

透過本案操作歸納出前述之應用成果，提出以下

幾點建議：

建議

模型裝修建置，檢討結構體及完成面尺寸

細部設計階段進行裝修面材的建置，有助於檢討

完成面尺寸是否足夠，並且確認原結構體的尺寸、形

狀是否符合往後裝修面材的安裝，進而去微調設計尺

寸如隔間、樓梯、車道等等 ⋯，以利後續施工及請領
使照的正確性。

線的建置，確保空間尺寸及淨高符合需求

隨著機電管線建置的越完整，越可以確認設計的

完整性，如管道間尺寸及位置，機房空間的大小，天

花板的淨高等等 ⋯ 都是符合規範及需求，一般來說光
是建築及結構的尺寸是沒有什麼大問題，都是套繪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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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後才會浮現問題，所以將管線建置的越完整，越可

以避免發生規劃及施工上的錯誤。

工程數量產出的意義

圖面越詳細，模型越正確，提供出的明細表數量

就會越符合實際數量，以 BIM模型來說，只要你有建

置的物件就會有數量，因此假設圖說詳細的狀況下，

數量的準確性是相當高的，這些數量不僅對於預算的

檢討，施工的備料及施工時間的預估等等 ⋯ 都是相當

重要的參考數據。

越是複雜越是需要 3D呈現
模型的複雜度隨著階段會越來越高，景觀、裝

修、機電、建築、結構通通整合一起後，若是用平面

圖套匯只會看到一堆複雜的線條，最好的辦法就是用

3D呈現才會一目了然，清楚地表達設計的想法，用 3D

去溝通才會省時，提高正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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