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前言

建築資訊建模（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ling），是一種在電腦虛擬

空間中模擬真實工程作為，並強調工程的生命週期資訊中跨專業、跨階段

的協同作業，集結與永續性營建產業資訊運用而進行管理與交換的新技

術。BIM不同於以往的2D圖紙，是利用電腦物件導向觀念，更有效地保

存與交換建築生命周期中各相關專業所產生的重要資訊，並形成了新的

營建協作模式，可以有效減少營建過程各階段不必要的作業流程及資源浪

費；應用於維護管階段時，更可提昇建築物的品質及營運效能，減少對地

球環境衝擊。為此，內政部建築研究所刻正積極研究推廣，使BIM技術在

我國營建產業紮根，創造有利之發展環境。

二、BIM特性及發展現況
B I M具有多重面向特性，首先它的成果以「建築資訊模型

（Model）」呈現，用來描述一個建築物的3D物件導向模型，進而應

用在各種決策模擬分析；其次，為了提交符合社會、業主需求的模型

（Model），各專業者如何規劃出一個精確且符合建案需求的建築資訊模

型的作業流程，即「建築資訊建模（Modeling）」藉由一致的、有效的資

訊交付，產生一套新的商務系統模式，使營建過程中各參與者可以系統化

集體運作。

BIM在國際上已形成一股不可忽視的趨勢，但因為BIM具有前述特

性，目前國際間各國的推動策略亦隨著國情而不完全相同。以美國為例，

先以發展訂定許多必要的資訊交換核心標準為，如NBIMS-US V3（美國

國家BIM標準第三版），同時影響在近年來亞洲地區的中國大陸、韓國等

的發展方向。另外，英國在借鏡美國近年來的發展成果後，則是由政府

陳建忠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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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領，由上而下推動，且先將重點放在建立符合

國情的作業流程與基礎技術能力後，再提出資訊

標準，同樣的，英國的投入也影響到同在歐洲的

法國與德國，法國政府亦在2014年底宣布其「營

建產業數位躍遷計畫（Digital Transition Plan for the 

Building Industry）」。

目前，國內營建產業界已開始重視BIM技術

的發展與應用，公部門以台北市捷運局與新北市

工務局為首，率先要求在新發包工程採用，而幾

家知名工程顧問公司與營造廠，都已積極投入人

力、甚至調整組織，進行BIM相關技術之布署與研

發，可見國內營建產業顯已意識到BIM技術將來必

然的趨勢。

三、研究推廣策略

雖然國際間認為BIM技術導入營建產業是可行

且必需的，但營建產業傳統業務模式的調適、跨

專業、階段的資訊交換與分享的作業標準制定、

相關人才培育、本土元件資訊未臻完善，需要政

府與產業界共同努力才能達成。因此，英國目前

的BIM政策內容並不專注於技術的本身，而是在

了解到技術成熟應用的條件後，從供應鏈到客戶

一起納入策略，思考政府應該如何應用「推力—

拉力」的策略，才能創造一個合適的環境、培養

能力、去除障礙，讓營建業可以看到應用成果，

並有機會進入市場，形成群聚效應。並採用由上

而下的方式，由內閣辦公室宣示國家營建產業改

革的政策，並在政策中點出營建資訊流通的重要

性，以及從改變營建產業的資訊交付方式開始思

考如何完全激發營建產業潛力，移轉產業運作範

型來進行體質改造。

英國的營建產業提昇政策，不僅是要提升營

建產業技術能力，同時更要改變政府工程採購應

考量如何同時採購高品質建築資訊的行動。為了

真正要與營建產業合作一同應用新技術，公部門

業主要先主動使用新的技術，思考可以利用新的

技術來為國家、政府或自身業務帶來那些進步，

也才能為了達到前述的進步目而清楚地公布需求

資訊並引導業界前進。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參考國外經驗，尤其是新

加坡與英國的作法，並檢視國內營建產業發展環

境，確認可藉由BIM之推廣應用，提升國內建築環

境品質及營建產業能量與競爭力，並以104-107年

「建築資訊整合分享與應用研發推廣計畫」中程

個案計畫，從「普及推廣應用」、「延伸、深化

應用階段」、「開發本土應用」、「整合研究力

量及成果」等四大主軸，進行相關推廣與研究工

作。主要內容如下：

(一)降低採用門檻，建立共識。參考國外資

料，依本土營建環境條件及需求，研提國內BIM指

南撰擬架構，建立國內BIM指南、公用單元及資料

庫架構及樣版格式等規範。供業界參考。

(二)延伸深化應用階段，研析國外應用於建築

維管的案例經驗與技術，提供國內相關應用之參

考。將BIM導入建管及設施管理應用，探討本土建

1.我國BIM協同作業指南初稿三階段作業流程示意圖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研究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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築維護管理應用模式。

(三)開發本土應用，持續進行BIM導入建管行

政研究，並對模型元件庫架構、建築物使用說明

書等課題進行研究。針對已進行跨部會合作的應

用面向，依循國際標準建立資訊交換標準架構，

將本土資料連結國際建築資訊分類，輔助建模軟

體納入本土元作及資訊規範。

(四)整合研究力量及成果，BIM是涉及建築物

整個生命週期的資訊活動問題，需要在各種專業

層級與主管機關間建立交流平台。與學界、產業

界合作成立BIM技術推廣輔導中心，作為BIM推廣

活動統合單位、加入國際BIM組織。

四、研究成果與推廣成效

 (一)研提國內BIM相關作業指南與資訊交換

格式

BIM的特色之一就是能以電腦資料模型整合各

專業圖文資訊，以便進行各項業前的充分協同討

論與調整，但各專業為了生產出與傳統不同模式

的資訊，除了需要改變所使用的工具之外，同時

也需求配合調整傳統的工作過程與運作規則，讓

每個環節能順利完成傳統工作外，同時也能產出

BIM模型，須先制訂相關規則，包括全生命週期各

階段作業指南與各專業間資訊交換格式，更重要

的是如何和政府建築管理、施工管理、使用管理

等各項施政制度緊密結合，都必須詳加規劃與設

計。

目前國際間已有許多先進國家為了推廣BIM而

推出了相關的作業指南，都可納為國內擬訂相關

指南之參考。其中，英國為了協助其國內相關營

建專案於2016年達到BIM LEVEL 2，在這一兩年陸

續推出BIM協同工作平台及協同工作資訊交付標準

說明書、COBie（Construction-Operations Building 

information exchange）、BIM元件格式標準等，成

果相當豐富，例如BSI（英國標準公司）的PAS-

1192系列標準、CIC（英國營建業協會）的BIM 

Protocol和RIBA（英國皇家建築師學會）的2013 

Plan of Work 等，都提供了一個讓應用BIM的團體

能夠凝聚和發展的新基本框架。

另外，在亞洲地區，新加坡近年也積極推動

BIM技術，其BIM指南（Singapore BIM Guide）已

於2013年修正發布第二版，內容主要為指導採用

BIM的工程專案，列出各種可能的BIM應用目的與

相對應的交付成果、執行流程、與應投入參與的

專業人員，包佸各參與人員的角色與責任，以便

協助業主與參與方共同擬訂合適的「BIM執行計

畫」，詳列這些交付成果，應由誰於何時負責交

出。

2.由BIM元件組成BIM模
型之可視化 （內政部建
築研究所研究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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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104年）內政部建築研究所己參考國

外經驗，完作有關國內BIM設計施工階段協同作業

指南、BIM元件通用格式建置規範、臺灣COBie-

TW標準與使用指南之規劃等研究計畫並提出相關

草案，成果如下：

1.  我國BIM協同作業指南之研訂—設計與施工階

段資訊交換

本研究已完成BIM特定條款及指南初稿，經過

國內產業界專家進行審查，已經完成本土化之修

訂；此外，本研究並研訂公共工程應用BIM之主契

約條文修正建議，未來尚需要透過更多實證案例

之驗證，以達到符合國內營建產業環境需求之目

標

2. 國內BIM元件通用格式與建置規範研究

擬定國內BIM元件指南，確保通用元件之資訊

可傳遞性、再利用性，同時也期望能符合國內建

築產業使用習慣，如單位使用、材料名稱、跨單

位整合習慣等，並透過實際案例操作，驗證本土

化元件平台開發可行性，幫助建築產業的演進與

新型態元件雲端產業的建立。

3. 臺灣COBie-TW標準與使用指南規劃與雛型建

置

針對臺灣COBie-TW標準雛型的部分，提供

以英國文件BS 1192-4:2014為基礎的「中文說明手

冊」，幫助使用者了解COBie格式的內容。針對臺

灣建築產業的用語與業務需求建立一個「COBie-

TW excel範例檔案」，提供給使用者進行操作，例

如人員手動填寫、透過BIM軟體輸出、物業管理程

式匯入使用等

未來，在資訊技術標準層面上，將持續參考

NIBS（美國國家建築研究所）所提出的NBIMS-

US目前已提出資訊交換標準，如設計空間需求檢

核、設計階段建材成本估算、設計階段建築耗能

評估等，先從引用製作IDM（Information Delivery 

Manual）及MVD（Model View definition）的國際

標準方法著手針對我國國內的需求，製作國內專

用的建築資訊交換流程標準。相對於整個建築生

命週期而言，不同階段中，不同的專業之間應該

還有更多的資訊交換需求行為需要被規範，同時

也取決於現行建築產業運作模式、未來產業運作

模式，或者工程專案執行模式（如美國建築師公

會所倡議之IPD，Integrated Project Delivery）。但在

實際應用時，這些標準的性質究竟是作為範本供

具有一部份的約束力與權威，供建築產業相關公

私部門參考修改採用。抑或是發展到後期時，可

以成為我國施工規範般，有足夠的交換流程標準

可供選擇需要的，直接放入合約，尚待觀察。

（二）BIM推廣應用及教育訓練規劃

3.COBie Sheets 結
構關係  （內政部建
築研究所研究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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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104年）補助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

執行「建築資訊建模BIM應用推廣及宣導計畫」，

進行國內目前極需的BIM培訓人推工作。BIM重要

特色在建築物以生命週期所有跨階段與跨專業的

資訊充分共享為考量，因此，為BIM能發揮其效能

最大化的角色，許多考慮本土化的建築物生命週

期履歷資料庫架構，以及在不同階段不同角色的

運用輔助等應用都需研究與開發。同時也需配合

人才培育及養成，甚至應該考慮輔導與補助業界

順利升級，才較可能在短期內收到宏效。

1. 以營建產業實際作業需求為標的，撰寫專

屬教材草案並透過試辦課程及講習會參與者進行

盤點了解產業界及建築物生命週期各個專業層級

與公私部門業主對BIM的需求，滾動式檢討修改教

材及推動方式。

2. 參考國外BIM教育訓練方式，提出人才認

證制度規劃草案，期成為BIM教育培訓基地，培育

推動BIM管理及專業人才。

3. 蒐集、彙整申請加入 b u i l d i n g S m a r t 

International分會相關資訊，規劃加入分會之權利

義務、時機點、階段作業及資源盤點，推動與先

進國家「建築資訊建模BIM」之資訊交流接軌平

台。BIM技術持續發展，將會漸漸改變營建產參與

者在工程專案中出場的角色與順序，同時也改變

了作業流程、資訊需求、合作對象，藉由此而展

開的全球營建資訊統合，無論是術語、分類、流

程、軟體都包含在內。在這樣的國際趨勢下，我

國應考量積極加入國際技術團體之中。美國早將

bSa（buildingSmart alliance）納入NIBS之中，英國

BRE（英國建築研究院）的總監於2013年則被指派

兼任buildingSMART UKI的總監。我國如要有效推

動BIM的應用，是否也應學習其它先進國家，及早

建立一個同時連結政府、國內產業及國際組織的

中心組織。

（三）BIM建築元件資料庫建置規劃

建置符合本地資訊需求的建築設備元件庫，

可協建材設備商及中小型營建企業採用BIM，有助

於加速BIM的全面推廣。目前英國的National BIM 

Library外，新加坡、法國以及相關軟體公司均有進

行相關的元件庫建置工作。今年度亦補助財團法

人台灣建築中心配合內政部建築研究所BIM元件

格式與COBie-TW等研究成果，開始進行國內本土

BIM元件庫的規劃建置：

1. 參考國外BIM資料編碼架構及各界近年成

果，優先以美國、新加坡規範進行探討，配合實

際建築案例，依臺灣在地產業需求，分析資料類

別、流向及應用方式。

2. 參考國外BIM元件庫架構，延續各界近年

成果，同時分析相關建築標章各項指標技術關聯

的材料與BIM的關聯性，需檢核之資料、屬性等，

建置建築設計常用元件及建築標章相關應用元

件。

3. 規劃BIM元件入口網站雛型，連結現有

BIM國內外公私單位資源，並探討元件庫與建材

型錄之應用，先針對產品型元件利用CSI Master 

Format編碼與建材型錄產生關連互相查詢使用，並

輔導國內建材設備商建置商用元件。

四、後續推動與展望

BIM技術涉及建築物全生命週期資訊的交換共

享，涉及法規、制度、工作模式、人才等多重面

向，相關調適工作均非一蹴可幾。在我國營建產

業產官學研各界企圖導入BIM的關鍵時刻，內政部

建築研究所嘗試提出上述目標願景做為推廣應用

的開端，擬訂必要的研發策略。同時更期待各界

的鼎力協助以早日達成上述目標願景，在未來仍

會因應資訊技術不斷的進步，推出更進階的改善

研究。

（一）形成政府主導推廣

以英國目前的經驗來看，為了要讓國內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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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M的動力 定且持續下去，必需先形成一個能指

導與調節來平衡拉力與推力的有力組織，一方面

創造營建產業能達成的拉力需求，另一方面再配

合提供合適提高BIM應用能力的推力，同時觀察

著兩端，為有價值的業界發展在公共工程上找到

可以應用的方式，為社會對公共工程的需求提供

輔助，讓業界可以達到相對應的能力。要具有這

樣的調節指揮能力，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建置新

的、獨立、專業專職的組織，並置於所有公部門

業主之上。為了要指導包含公部門在內的營建產

業，必須將層級提昇，有效指揮政府採購行動，

以半規劃好的一連串小目標，並配合國內的應用

動向，在適當時機進行人才培訓及標準文件的研

究工作，一步一步地引導營建產業採用BIM並改變

產業文化。

目前中國大陸、香港、新加坡等經濟體為推

動應用BIM，都相繼在相關政策與技術上投注大量

心力，厚植實力並希望能整合亞太地區力量，建

立能與歐美看齊之區域性領導地位，可見BIM已經

是一股被承認並重視的國際趨勢。我國家應結合

中央與地方政府力量，推廣BIM建築資訊建模及其

應用發展加強進行相關探討與應用以利營建產業

與國際發展之趨勢接軌，並提升我國建築產業技

術在亞太地區的領導地位，並與其它經濟體在應

用BIM上合作，共同促進亞太地區的成長。

（二）以Smart City為願景

目前英國、歐盟與新加坡都不約而同的將推

動BIM的目標與Smart City相互結合，尤其是以英

國在今年所提出的Digital Built Britain政策，將整

合BIM、GIS、IoT、Big Data、Open Data等資訊技

術，把BIM的應用範圍與經驗從建築複製到其他土

木或基礎建設工程，透過資訊技術，將人工營造

環境從規劃設計起就盡可能擬真地以數位化環境

建置起來，包括節能永續設計分析、竣工履歷資

訊的交付、設施維管資訊同步管理與設施資訊叢

集之地理資訊管理應用等，這些人造環境的資料

集將來可被應用在防災、感測、空間管理、資產

管理、永續綠建築等方面。BIM技術和ICT技術的

發展趨勢息息相關，像雲端計算、點雲技術、AR

擴增實境技術、遊戲引擎建模技術等，每一項的

發展都對BIM技術有直接間接的影響

（三）扶植中小型營建企業

國內的營建產業多為中小企業，情況與歐

洲（歐盟、英國、法國）相同，因此可參考其

推廣策略，以培養中小企業應用BIM進行創新

（innovation）及集群合作（cluster）能力，才是真

正提升營建產業技術。

（四）持續提供人才、技術支援

配合內政部建築研究所BIM指南或標準草案

的研究成果，結合實際案例應用，以調查本地應

用情形及詳實紀錄成功案例為基礎，為產業集中

提供人力訓練、教材、參考文件、成功案例等資

源。

4.BIM教育訓練試辦課程上課情形（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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