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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孟崇 
衛武資訊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撰文是筆者以台灣營造業將BIM技術引入至專案工程中進行工程

規劃及運用深化，本文並將同步發表於2014年2月份大陸建築技藝雜誌

社BIM專刊。

專案概述

衛武營藝術文化中心是臺灣大高雄地區即將擁有國際級藝術文化

表演新地標，由荷蘭麥肯諾建築師事務所的Francine Houben建築師與臺

灣共同投標者羅興華建築師設計，並由建國工程及共同投標團隊承攬

的建築專案工程。

專案占地10ha，週邊由57ha的綠地公園所環繞，該中心設有2,260

席的戲劇院、2,000席的音樂廳、1,254席的中劇院以及470席的演奏

廳，其獨特的非線性自由曲面造型及空間量體使工程施工頗具挑戰。

臺灣衛武營藝術文化中心
BIM工程規劃運用及深化

文／李孟崇

數位化構築實務
圖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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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BIM不可的8大議題
衛武營藝文中心以榕樹空間為創作靈感，

並與當地景貌緊密融合，打造出宛如音波流

動的建築外觀。由此帶來的設計複雜程度超

乎想像，很多方面依靠傳統技術難以實現，非

使用BIM技術不可，具體包括：1.複雜的3D結

構體構件（圖1）；2.自由曲線金屬屋頂（圖

2）；3.3D金屬鋁及玻璃帷幕牆系統（圖3）；

4.使用造船技術的鋼表皮（圖4）；5.錯綜複雜

的外、內幾何關係（圖5）；6.幅員廣大及國

內外的協同作業（圖6）；7.世界上最嚴苛的

NC15DB聲學要求（圖7）；8.精密規劃的室

內裝修設計（圖8 版權屬荷蘭麥肯諾建築師事

務所）。

除了一般的結構體施工規劃、樓板標高檢

查、衝突檢測、機電系統整合和物料使用數量

估算、特殊造型工項檢查等專案，到目前為止

圖1

圖2 圖3

圖4

圖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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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所需的90%現場製造圖（圖9）皆由這個BIM

模型生成。進入施工階段前，也做了3D模擬外觀

和4D工序，以儘早找出衝突並改正錯誤，加速營

建的效率。

本專案因為是跨國團隊合作，使用了多種BIM

軟體及技術，以IFC2X3格式做為統一溝通格式，

整合在歐特克BIM解決方案中，藉以改善工作流

程，促進專案團隊間的多方協作和有效的設計溝

通；整合在一起並進行細部發展的BIM模型，依介

面管理的構架來區分管制重點。

模型資料庫交換機制

為明確各工作範疇所使用的軟體及使用格式

圖7

圖8

圖10

圖11

圖12

圖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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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訂立一個BIM模型控制管理機制（圖

11），將模型分鋼結構、RC結構、MEP各分系

統、建築三大表皮工項、其他各特殊工項和各專

業承包商等，整合後分開管理；依專案特性，發

展出獨特工作集的應用（Ck Project HierachyWorkset 

Approach）（圖12），避免單一工作專案或系統檔

案太大，進而避免整合後7G的檔案太大，硬體無

法運行。

介面整合及工序檢查

首先依營建管理專業將需要厘清介面分工的

介面找出來，作為建模及應用的介面，任何系統

或工項修改到整合介面資訊，皆需回饋及被同意

確認（圖13）。

再將總體工程進度完全依照實際現場工程規

劃區分為系統及分區，製作成與施工計畫較為一

致的4D工序。因為總體4D模擬太過概要，在現

實工作中並不存在，進而將重點工項製作成工項

4D模擬，來補充總體4D類比的不足。然後把碰撞

衝突找出來，定一個衝突溝通模式，依釋疑、溝

通、解決、確認等步驟，管理解決衝突事項。除

了分層級的一般模型衝突事項，也將施工動線、

不同標注間差異作為衝突管理的內容（圖14）。

MEP系統與建築、結構系統的衝突，需要先

依照CSD（Combined Service Drawing，即機電整合

介面圖），將工程中所有機電設備部分，包括水

圖13

圖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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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空調、消防、舞臺燈光音響等各

主要設備位置與管理路徑作協調配置

計畫，再依配置計畫原則去建置模型

（圖15）。然後按照SEM（Structural 

,Electrical and Mechanical，即結構、機

電整合介面圖）計畫中，將土建工程

配合機電系統安裝，並在考慮結構安

全的情況下，綜合各關聯廠商所提出

的意見需求，將其所需開口、基座、

套管、預埋件及管道間等，整合納入

到建築/結構圖中，再做第二次的整合

及衝突檢討（圖16）。

圖15

圖16

圖17 圖17A

圖1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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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工項工程規劃應用

1自由曲面屋頂

這個專案最大的特色之一是超大面積的自由

曲面屋頂設計，每一處曲度都不相同。正因建築

師受到衛武營原有的茂密榕樹群啟發，屋頂由8段

數千片不規則形狀的金屬板片組合成整片不規則

曲面屋頂，好似天空鳥瞰榕樹林頂端的曲線；內

部則像榕樹林構成的樹穴，由一片片不規則曲度

的鋼表皮精密組裝而成。對這個有機、大膽的不

規則設計，工程團隊從德國空運全球僅有的最先

進3D自由曲面屋頂成型機械，將一張張板片按照

BIM模型所設定的形狀曲度壓制成形，再分別精確

吊裝後組裝（圖17、17A）。

自由曲面屋頂依照鋼結構體3D scan後的點

雲分析資料，調整次結構屋架尺寸；並將屋頂上

非法向量上的天井、天窗、通風井等開口詳細建

置，以便取得發展細部製件大樣的詳細資訊（圖

17B）。

2.船殼鋼表皮

呼應代表高雄海港精神的造船文化，內部

樹穴的鋼表皮不規則彎曲設計組裝必須使用造船

技術。建國工程找來高雄造船廠共同完成這艘

陸上巨輪，專案鋼板表皮曲面板總組裝面積為

2 300m2，區分為21區塊組裝（2320片），每件

（先2~4片小組裝）於現場組裝的板片重量約為

1.2~2.4t，均為3D不規則形狀的金屬板，組裝過程

有相當的難度（圖18）。

具體流程是先將模型用造船業的BIM軟體做

強度計算，再生成3D model、PI information與Shop 

drawings（圖19）。模型建置時需包含天井、窗

戶、入口、燈具、吊點等佈置與鋼板表皮相關的

詳細資訊，除了便於控管關係介面，也為了非法

圖18

圖19

圖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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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量上的物件及開口詳細建置，便於製作細部大

樣，進而發展鋼板表皮板列線與加勁肋骨的配置

工程（圖20）。

3.低噪音空調氣室及盒中盒構造

為符合NC15的超高建築聲學規格，本專案

的空調採用自椅子下出風的方式。樓板下的複層

空調氣室可以確保空調出風量、溫度，不會影

響各音樂廳的聲學品質。為了確保空調氣室的功

能，將氣室的所有細節建置出來，並用剖透視圖

協助施工團隊瞭解相關細節，減少施工錯誤（圖

21）。

NC15只是一個數字，但卻是一個超高標準，

就我們所知，全球極少展演廳可以達到這個標

準。衛武營藝文中心是個聲音盒子，唯有運用盒

中之盒（Box in Box）的概念，做完一個結構體

後再蓋一間房子升上去，四周加裝防震彈簧、橡

膠，才能有效阻隔外界雜音的傳遞。而這些被視

為懸浮房子的輕隔間就有74種不同的類型，再根

據各種類比的情況，製作成各種材料逐一送進國

家實驗室，測試地板衝擊音就耗時近半年。而為

求完美，金屬曲面屋頂還分裝貨運到亞洲唯一能

做暴雨衝擊音試驗的北京清華大學建築聲學實驗

室進行試驗，以確保南臺灣下暴雨時不會影響到

室內音質。

參數數值化設計

本專案的參數化設計主要用在外觀的曲面

金屬屋頂及榕樹廣場地坪，分析曲面屋頂的曲率

變化及平順度、板片的寬度及長度變化、極端板

片的曲率大小變化、反曲線的積水汙情形；也分

析了榕樹廣場地坪的泄水坡度、結構與裝修面衝

突、複層樓板的空層尺寸；並依據所分析出來的

結果，調整相關介面及模型、尺寸（圖22）。

臨時性設施與安全防護

為了完成許多複雜工項有許多必需的臨時性

設施，皆建置到模型中，以分階段功能來管理必

要的施工架等設置（圖23）；並將安全衛生防護

圖21

圖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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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的規劃，以視覺化的方式，讓施工單位能清

楚知道哪些地方需要設置防護網和秘密頻道，以

確保施工的安全（圖24）。

API撰寫及研發
為解決現今BIM軟體生成的2D施工圖無法

滿足施工人員所需資訊的問題，藉由BIM軟體的

應用程式設計發展介面（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 API）開發施工圖輔助程式，協助工程

師將繁複性的操作自動化，並擷取相關BIM組件

參數，重新整合為現行施工圖需求的資料，提升

2D施工圖生成的便利性及效率，降低遺漏修改錯

誤。

建國工程目前也嘗試於各個圖面和模型中設

定二維碼，讓工程師們通過掃描二維碼，即可流

覽自己所需的圖檔和其他相關資訊（圖25）。

異地協同作業及雲端運用

為了確保複雜、龐大的衛武營藝文中心專

案，能夠讓20~30位人員同時在異地協同作業，有

效溝通並針對設計衝突做出最精准的判斷，我們

除採用BIM軟體的協同功能外，也使用了能夠做歷

程版次及分階層許可權管理的檔案平臺。

另即便是衛武營藝文中心如此規模龐大的

建築方案，我們也經常利用歐特克所提供的雲端

服務，快速完成硬體要求高又耗時的彩現、環繞

視景、人工照明、日照摸擬等工作，並隨時與業

主、設計師、承包商等各方溝通協調使用，縮短

溝通時間，以保證專案進度。

結語

這是個標準的國際協同合作案，在所需要的

團隊資格中，會開宗明義地要求投標工程團隊必

須擁有整合3D模型的能力，以往是每個工程師分

攤專案的部分圖面，導入整合式BIM軟體後，可讓

不同國家的工程師、建築師一起在同一個模型上

完成所有溝通修改的作業，大幅降低溝通失誤。

BIM模型的建立對營建工程業而言只是個開

始，目前建國工程最常將該模型應用於施工計畫

的安排、施工模擬和衝突檢測等項目，但該3D模

型在後續運維管理的使用與API撰寫及研發中更具

關鍵性的角色，這也是建國工程未來將積極推動

的應用方向。

圖23

圖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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