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寫給我最敬重的長官：前行政院顧問 丁育群 先生

我在2009年從丁育群顧問(時任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長)手中接下國

內政府部門第一個BIM的研究案，他告訴我：「這是一個會影響臺灣未來

20年建築產業發展與政府制度再造的重要研究案。過程會很艱辛，但我希

望你堅持下去。計畫你負責寫，預算經費交給我處理，遇到任何困難都要

跟我講。」雖然他2015年8月離開我們了﹗但在臺灣建築管理導入BIM的

發展史上，我必須清楚表彰他對建築管理制度改革的熱情與前瞻思維﹗

數位化建築管理是一個講求資訊化、標準化與快速許可的網路申請作

業模式。但許多作業流程與思維模式必須改變。BIM讓我們的圖像思考從

抽象的2D轉換成為具體的3D。隨著時代工具應用的改變，政府必須重新

思考對人民對有利的管理制度。本文將以我個人這7來年實際執行BIM的

心得與經驗大家分享。我將介紹新加坡與英國的BIM政策與推動方式。同

時對於國內目前BIM應用現況進行簡單的調查分析與法規檢測發展架構介

紹。希望這篇文章可以讓國內建築產業界重新討論政府部門與建築師因應

BIM時代來臨，在建築物設計過程中，如何建立協同作業的思維與工作模

式。

壹、數位化建築管理平台

這個議題與我的工作經歷背景息息相關。我曾任職於臺北市建築管理

工程處建照科8年。2013年底轉至新北市政府工務局任職迄今。首先，我

將我介紹實務上建築管理制度的運作。建築管理制度是一套複雜的行政流

程。目前學校建築教育也未曾重視建築執照審查的專業培養與研究，因此

開業建築師對於行政制度並不瞭解。建築管理制度包含三個面向，分別為

1.行政審查是各地方政府就區域環境所需，訂定的相關自治法規。建築師
黃毓舜
新北市政府工務局工程科股長

以BIM推動數位化建築管理新思維
建築執照法規檢測為例

文／黃毓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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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必須就各地的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的項目，詳實

檢討瞭解法規後才可以進行建築設計。2.技術簽證

是設計建築師依照建築技術規則及各地方政府所

頒訂之技術相關法規進行簽證檢討。3.協審制度規

劃是借助建築師的專業知識與實務設計經驗輔助

政府部門進行建築執照審查。

網路平台作業模式

    建築管理是一個典型的協同作業模式。從

2011年臺北市的建造執照電腦輔助查核及應用之

研究第2期委辦規劃案，我即著手規劃未來BIM時

代協同作業平台溝通模式架構(如圖1)，包含行政

部門(建管機關與會審機關)、簽證建築師、協審建

築師及申請人等。我將建造執照實際審查作業流

程與BIM法規檢測作結合。我與研究團隊經過2年

的討論，才提出一個較完整的架構(如圖2)。這也

是目前臺北市政府BIM整合作業系統發展的主要參

考架構。

貳、國內外BIM推動現況與趨勢
    BIM在國際間已成為產業再造的顯學，也

可以說是一種新型態的商業行為。因為它涵蓋政

1.建築許可協同作業平台溝通模式架構圖 

策、流程與技術再造。臺灣導入BIM的推動的進程

一直在落後，我們已沒有時間思考跟或不跟進這

股潮流。我想就我所知提供一些資訊讓大家知道

BIM在國際間的發展。 

一、各國推動現況

    BIM的在建築領域的實務應用大約從2000

年起開始的。由美國的美國聯邦總務署(General 

Service Administration，簡稱GSA)從公共工程上的

應用導入。C.Eastman等所著的「BIM Hand Book」

就是以美國BIM的工程案例為探討的基礎。隨後

新加坡、澳洲、挪威也投入相關研究，至2010年

起英國及亞洲國家如中國大陸、日本、韓國、香

港等也先後將BIM列為國家營建產業發展的重要政

策。目前國內產業界也積極探討BIM在工程管理的

應用，政府部門的相關公共工程開始在契約中載

入BIM相關工作做為竣工驗收項目(如內政部營建

署、臺北市政府、新北市政府等)。

二、新加坡與英國之BIM政策推動

    我分別於2011年由臺北市政府指派前往拜

訪新加坡推動BIM的政府部門及民間單位。2015年

由新北市政府指派前往英國參訪BIM政策推動與

標準訂定。以新加坡政府而言，屬於由政府強力

介入的推動方式，從2002年的準備期、2004年推

廣期、2008年執行期(分期分規模推動)迄2015年要

求業界一體適用。政府推出E-submission (如圖3)與

E-plan check(如圖4)兩個BIM的應用系統。BIM成為

新加坡政府邁向電子化政府的轉型關鍵。

英國在2011年05月由內閣辦公室 (Cabinet 

Office of United Kingdom)提出政府營建政策後，

旋即與民間組織合組Client BIM Mobiliz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Group推動團隊。英國的營建政

策規劃B/555 Roadmap，將營建產業技術從現況

Level0(CAD)到規劃到Level3(iBIM)等四個階段(如圖

5)。依照level2、level3架構設計流程資料交付標準

訂定PAS1192-2、PAS1192-3、PAS1192-4等諸多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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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新加坡E-submission系統架構概念圖 

2.臺北市建築許可BIM整合作業系統架構圖（自行繪製）
資料來源：臺北市建造執照電腦輔助查核及應用之研究第2期委辦規劃案(2011年)

4.新加坡E-plan check 系統架構

資料來源：BIM Submission Guideline 
for Architectural Discipline (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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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對英國來說，技術並不是最重要的議題，標

準才是他們關注的。英國要推動的是ISO BIM(他

們暫定為ISO1650)，建立英國在BIM國際市場的地

位。

三、國內BIM應用現況

國內目前BIM的應用以工程顧問公司與營造

廠在施工階段導入工程介面管理為主。設計階段

導入BIM的應用，自2014年新北市推動電腦輔助建

造執照查核才有相關案件導入。在2014年底我對

於國內BIM技術應用情形進行調查(圖6)，發現建

築師、建設公司、工程顧問公司與營造廠對BIM

技術的應用出現相當程度的落差。建設公司甚至

比建築師更積極使用BIM，工程顧問公司與營造

廠甚至具備開發新技術的能力。反觀建築師多數

抱持觀望態度，這與國外是由建築師公會主導的

情形完全相反。例如在新加坡是由政府部門的

BCA(Building Construction Authority)與新加坡建築

師公會主導。英國是由皇家建築師學會(RIBA)主導

BIM工作執行計畫。當然這與國內建築師事務所

規模有關，但希望這項調查可以提供建築師朋友

一個重新思考的契機，我們是否該擔任領導者角

色。

參、法規檢測系統開發過程介紹

法規檢測對於國內大多數而言是陌生的，目

前國內也只有我在這領域投入一些研究。法規檢

測是模型資訊正確化的相當重要的基準。也是建

築資訊模型可以延伸到智慧化及建立建築生產履

歷相當重要的關鍵。

相關研究與效益

歸納國外相關法規檢測的研究文獻，大約可

將法規檢測區分為四大範疇，依序為IFC資料格式

交換、法規檢測的分析方法、法規檢測的應用課

題、法規檢測類型分析。從相關文獻研究中法規

檢測可以扮演一個關鍵性的檢核角色，確保建築

資訊模型的資料正確性與可用性。這才是推動BIM

的真正目的。

5.英國B/555 Roadmap四個層標準分類架構圖
資料來源：A report for the Government Construction Client Group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ling (BIM) Working Party 
Strategy Paper(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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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國內產業界BIM技術能力調查。資料來源：自行調查，調查日期:2014年12月

7.法規檢測分析四個重要步驟。資料來源：C.Eastman (2009) 

法規檢測的效益對於政府、專業者、民眾其

實都有相當重要的幫助。從不同角度討論法規檢

測都有不同的結果。對政府而言，它是一個案件

申請資料正確性的管控。對專業者而言，它可以

協助建築設計案件資料完整性的自主檢查，如國

外發展的Solibri檢測軟體。對於民眾而言，它是建

築生產履歷建立的基石。我從事法規檢測的發展

工作已經7年。我只想告訴大家：「法規檢測是提

供正確建築物資訊最重要的基礎！」它不是要來

測試建築師的專業誠信。它是要提醒建築師不要

忘記考量建築物的必要的資訊。而這些資料最終

將回饋到你我日常生活所需的資訊上。

法規檢測的層級架構與流程

法規檢測可以從基礎資料開始，逐漸推動到

建築物生命週期等五個層級的發展架構。以建築

許可為例，依序為審查資料庫建立（層級一）、

法規與圖文連結（層級二）、法規自主檢測(層級

三）、建築物資訊決策統計(層級四)與生活使用日

常維護系統建置（層級五）等。前三個層級為法

規檢測系統開發，後二個層級為BIM模型加值應

用。目前國內的法規檢測著重在前面三個層級的

應用與探討。

C.Eastman在2009年對於法規檢測的發展做

了相當詳盡的調查研究，並提出一篇完整的法規

檢測分析架構的研究論文（圖7）。這個架構包

含四個重要的步驟，依序為Rule interpretation(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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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轉譯)是法規檢測發展的核心，它包含法條的

解釋、物件的定義、程式的編輯。Building Model 

Preparation(建築模型準備)是建築模型視圖設定與

參數資料建置，當然在建築許可模型中就是以法

規參數為主。Rule Execution(法規執行)是實際執行

法規檢測的過程，它跟Building Model Preparation(建

築模型準備)是相互影響彼此相互校對的過程。

Reporting Checking Result(模型檢測報告)是一個結

果的呈現。提供給審查者與設計者彼此之間可以

快速溝通了解的方式。新北市所發展的電腦輔助

建築執照查核系統就是在此架構下進行各項法規

的幾何分析。如圖8為樓梯每一踏階淨高須達190

公分之法規檢測幾何分析圖。其步驟為1：取得樓

梯 (IfcStairFlight)每一階梯最上面的台階表面 ，包

括樓梯轉彎的板(IfcSlab)。(紅色框線顯示的位置 ) 

2：樓梯每一台階依據法規定 190CM往上拉高長方

形虛體元件(粉紅幾何區塊)3：與樓板實體構件進

行碰撞分析，並紀錄各元件碰撞交集相關資訊，

4：最後由程式進行比對查何碰撞結果。

邏輯化的困境

我必須承認法規檢測的邏輯化分析是一項相

當艱澀的過程。這過程包含對法規條文的解析、

實務執行經驗的導入(含審查者與設計者經驗，國

外論文稱之為專家決策的知識系統)、幾何邏輯與

程式邏輯的轉譯、幾何元件API程式的應用。前兩

項或許可以由具建築實務經驗的專家提供意見，

最後一項可以交給程式設計師發展。我遭遇到

最困難的就是第三項「幾何邏輯與程式邏輯的轉

譯」因為幾何邏輯不等於程式邏輯，這是我們與

電腦程式工程師之間最大的差異。

目前可檢測項目與類型

新北市的法規檢測是以建造執照抽查表常見

簽證錯誤類型及解決建築物竣工查驗常遇到的問

題為法規檢測發展項目，我將這些項目與類型整

理如表1。檢測項目由建築物內部到外部可歸納為

四種類型，可分為建築物資料檢測 (類型A)、構造

8.樓梯踏階高度檢測幾何分析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建造執照電腦輔助查核系統規劃案(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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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類型 法條項目  法規編碼 條文描述

類型 A
建物資料

最大樓地板面積
A-30-04-01 建蔽率 (%)  

A-30-04-01 基地建築面積

總容積樓地板面積

A-30-04-01 容積率 (%)

A-40-06-04 總容積樓地板面積

A-40-06-04 各樓層容積樓地板面積

A-40-06-04 機電設備面積

總樓地板面積
A-40-06-05 各樓層樓地板面積 

A-40-06-05 總樓地板面積

綠化面積
A-30-05-01 地上一樓空地面積

A-30-05-01 地上一樓綠化植栽面積

地下室 A-40-06-09 基的地下是最大開挖率

建築設備 
A-40-06-07 衛生設備

A-40-06-07 升降設備

停車位數量
A-58-11-01 汽車停車數量

A-58-11-01 機車停車數量

無障礙設計
A-57-02-01 建築物主要出入口 

A-57-02-01 走廊

基地排水 A-51-07-01 車道前方防水閘門設置

類型 B
建築構造

建築物高度
A-52-01-01 樓板高度與淨高

A-52-01-01 樓層高度

結構尺寸

A-54-02-01 樓梯

A-54-03-01 欄杆

A-54-03-01 扶手

A-57-06-01 防火門窗

類型 C
空間關係

樓梯淨高 A-54-02-01 各階樓梯踏步淨高 190cm

停車空間設計

A-58-10-01 機電空間維修通道

A-58-10-01 車位前方垂直距離淨空間 550cm 以上

A-58-10-01 無障礙停車位

建物防火區劃 A-57-03-01 每一個防火區劃面積不可超過 1500平方公尺

避雷針 A-56-02-01 避雷針保護半徑必須涵蓋建築物周圍

類型 D
基地規劃

基地大小 A-30-04-01 計算基地內每一塊土地面積

土地院落 A-51-04-01

建築物與建築線應留設退縮距離 352 cm.

院落 (前院、側院、後院 )

建築物量體高度比控制線 

建築物陰影分析

建物防火間隔 A-51-06-01 建築物防火門與基地邊界應退縮 1.5 公尺

表1 新北市建造執照電腦輔助查核系統之法規檢測主要項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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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新北市建造執照電腦輔助查核系統頁面。資料來源：自行整理繪製

設計尺寸檢測(類型B)、建築物空間距離檢測 (類型

C)、基地條件檢測(類型D)等四類。類型A﹕可以

利用API程式擷取樣板中各樓層的設計資料，例如

樓層高度。或依空間面積計畫表之屬性參數，各

項面積數值檢討可依法規資料庫之基準編輯程式

進行判斷。類型B是實體構間之間的衝突檢測，施

工管線與柱樑搭接的碰撞是最常見的。類型C是一

種實體對虛體的檢測模式。類型D是與建築物的外

部環境條件有關。

法規檢測系統介紹

法規檢測系統平台是一個結合圖、文、3D模

型共同查驗的審查溝通平台系統頁面如圖9。系統

架構概念是參考圖1之協同作業平台模式發展出來

的。主要規劃的使用者對象包含建築師與政府部

門審查者。在建築師使用者介面的操作流程上包

含三個主要的關鍵步驟﹕依序為模型專案設定與

建置、模型參數管理與資料輸出、法規預先檢測

等三個部分。政府部門審查者在審查流程上包含

四個主要的工作﹕依序為圖說完整度查核、圖說

數值資料查核、空間尺寸確認、確認最終審查結

果。

肆、BIM工作模式下建築師的新思維
在談BIM的工作內容，我們會發現太多的專

有名詞，很難一下瞭解其定義。在此我將介紹

Integrated Project Delivery (IPD) 可稱為「專案整合

交付」、Information Delivery Manual(IDM)「資訊

交付表單」、Model View Definition(MVD)「模型視

圖界定」、Industry Foundation Classics (IFC)「工業

基礎分類」最常見的四種名詞。這四個名詞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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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BIM的新型態工作模式。IPD著重於專案管理

的協同作業資料交付如英國的SL(Government Soft 

Landing)流程。IDM講求工作計畫各階段應完成

的工作事項，如英國RIBA訂的Work of plan 2013或

賓州大學提出的BIM工作執行計畫均屬之。MVD

是對於模型資訊建置的管理，國內最常見的就是

LOD的概念，也就是BIM模型建置指南，如國內

較熟悉的新加坡BIM模型工作指南。最後，IFC就

是模型構件資料的編定，其所涉及的就是資料交

換版本 (如目前常用為IFC2*3)律定。

從上述名詞的簡介，可以發現BIM的工作模

式是相當嚴謹的分工流程。因此急需一個專案統

合者的角色，在國外稱之為BIM Manager(BIM專案

經理)。我覺得建築師最適合擔任這個角色，因為

建築物的設計是由建築師開始，設計其實就是資

訊建立的源頭，在國外的推動經驗也是如此，由

建築師帶頭進行產業工作模式的改革。因此我期

待建築師公會可以勇於承擔這項神聖的工作。我

希望在BIM時代來臨，我們可以重新定義分工與責

任，讓整體營建產業可以往對的方向共同前進，

不希望營造廠以BIM作為檢討建築師設計錯誤的武

器。

伍、政府推動BIM的政策方向
由政府部門推動BIM的政策思維與民間各專

業團體或公司推動BIM的思維是不同的。政府必須

兼顧全面性的產業發展軸向及BIM對於民眾所能提

供的服務需求。現階段國內政府單位對於BIM的研

究，在中央政府單位以內政部營建署推動部分公

共工程導入BIM於施工管理應用，內政部建築研究

所則針對BIM的相關技術與標準進行研究探討。在

地方則為臺北市政府及新北市政府為主，地方政

府更講求實做經驗的建立。我擔任過中央單位BIM

相關研究案的審查委員，對於這些研究案的成果

都相當滿意。因為現階段在國內政府部門進行BIM

相關研究是相當辛苦的，經費少且短期內又必須

有顯著研究成果。

我常告訴政府機關同仁一句話：「如果大家

沒有決心，政府部門不要推動BIM。因為它不是

一條嘗試性的道路。只有要做與不要做，絕對沒

有做一半。因為組織流程與作業標準沒有調整一

半。」而我現在依然將這些話與建築業界及學校

從是建築教育的前輩們分享。做好BIM一共包含三

個重要因素：溝通機制、共同標準與技術應用。

國內其實不缺技術應用，基礎的建模人才相信在

2-3年後學校畢業的新鮮人就可以補足。現在最缺

溝通機制、共同標準的建立。英國政府部門在這

方面下了最多功夫與時間。希望產業界先進可以

共同來思考這些問題。

陸、結論與建議

本文我以第一人稱的角度，說明這七年來我

的操作心得與粗略的研究成果介紹。文章的目的

是想讓產、官、學界的先進們，可以對BIM的推動

的成果、遭遇的困境及未來的發展方向有些許的

瞭解。數位化建築管理新思維不單只是在講建築

許可流程的議題，它更應著重在整個建築生命週

期資訊履歷的完整建置。建築許可只是當中最重

要的一個環節。完整的BIM資訊提供是一般民眾最

需要的。當然對於建築師與營造廠的專業度與透

明度挑戰就更高了。

最後有3個問題可以提出來讓大家繼續深思：

BIM的工作計畫與契約一定要訂完整才能做嗎？

BIM的學校教育只是建立3D建築模型嗎？建築師

事務所只是找人代工建模型應付業主嗎？BIM的

政策目標定訂非得提量化的KPI指標嗎？我想建議

國內產、官、學界應該參考英國政府的BIM Task 

Group組織，儘速成立BIM任務團隊釐清及整合國

內目前的BIM亂象與錯誤觀念吧！

27 ARCHITECTURAL INSTITUTE OF TAIWAN MAGAZINE

P002-067-15TA164.indd   27 2016/1/26   下午11:50


	P019-15TA164
	P020-15TA164
	P021-15TA164
	P022-15TA164
	P023-15TA164
	P024-15TA164
	P025-15TA164
	P026-15TA164
	P027-15TA1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