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98年，我們開始嘗試建構建築資訊模型，當時以汽車工業使用的整

合軟體及技術，展開學習如何使用大型軟體建構建築資訊模型。目的是提

升建築外牆設計整合效率，使設計端直接可以建構製造端及施工端所需

要的資訊模型，達到設計、製造、施工同一個建築資訊模型的想法。2002

年曾拜讀Frank gehry1991~1995，及Eco-Tech Sustainable Architecture and High 

Technology，驚奇歐美國家在建築資訊模型的運用如此純熟， 並看到建築

資訊模型在建築的永續性能上的運用情形，深深感受到建築數位技術發展

將對我們台灣建築未來的衝擊與影響，不論從形體到性能都將產生在觀念

上巨大的改變。

現在全球建築大數據資料已紛紛建立中，我們終將面對資訊模型時

代的到來。然而，它所帶來的將是設計方法的改變？或是設計將穿梭在大

數據之間？還是成為服務經濟體制前進的工具？我們在急起直追的同時， 

是否應該要再回到建築設計創意、永續性能、建築科學及工程經驗的本質

上來思考？

胡介璿
大合先進工程顧問公司

陳棟雄
大合先進工程顧問公司執行長

建築資訊新精神

文／陳棟雄．胡介璿

1.建築資訊模型整合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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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要探討的是，台灣在一連串的國際競

圖案後，以實際深入參與過數個台灣國際競圖案

的經驗觀點，觀察國內建築資訊模型整合技術現

況及國際建築資訊模型技術發展情形，淺談台灣

目前建築資訊模型應用與未來。 (圖1)

前BIM軟體時代在台灣發生的事 
任何的軟體工具，都不會比設計師的想像與

設計發展快。在沒有電腦之前，建築師就是以手

中的筆去畫出建築設計圖 ;在沒有參數化建模軟體

之前，伊東豊雄建築師就已經建構了衍生秩序的

設計方法，在3D軟體還不普及時，Zaha hadid建築

師的曲面流線造型建築也已經一一落實 ; 當然，在

當今BIM軟體出現之前，所謂的建築資訊模型與管

理的精神就已經被實踐與發展。

2005年的高雄世運主場館的經驗，它是我們

參與的第一個國際級建築師的設計案，我們從參

與的最初，看到日本建築師們提問的擔心，到第

二次會議對我們提出報告後，伊東豊雄事務所古

林先生放心接受我們，我們因此明白，日本設計

團隊在對資訊模型的品質與對建構模型的技術要

求是非常高的﹔我們執行初設模型建構、細設模

型建構、施工模型建構，由我們執行屋頂幾何鋪

排模型建構、結構模型建構、光電板模型建構、

座位鋪排、馬鞍形基座模型建構、幕牆系統建構

等的資訊模型。第一次與日本建築團隊合作的經

驗，讓我們理解建築師對建築資訊模型建構的要

求，不只停留在模型的建構及衝突的檢核，而是

進一步要求能提出解決方案的建議，目的是使設

計端建構的資訊模型真正能在施工端被採用，所

有的問題能確實被掌握與解決。

2007年間參與台中歌劇院的建築資訊模型建

構，也是從初設的模型建構、細設階段的模型建

構、施工模型建構。原設計的形體，除了設計理

念之外，原型皆由電腦資訊衍算產生，結構設

計屬非線性行為，模型的順化及精緻化的程度需

求到汽車工業等級，已經跳脫一般建築設計的領

域。從曲牆順化建構、RC厚度變化與結構安全的

檢討，都直接影響到施工的難易度，我們從中學

習到幾何鋪排優化的技術，成了本案建築資訊模

型建構的主要技術，所影響到施工的範圍，從曲

面定型、鋼筋單弧化分析、臨時支撐定義、灌漿

澆置，並透過各種介面的定位，若建構的建築資

訊模型不夠精準，不只施工停擺且將面臨失控，

嚴重時甚至產生整個結構的安全問題，我們體會

到對建築資訊模型建構技術，藉由視覺化的施工

路徑模擬，所帶來的是一個3D新思維觀念，工法

的突破，是全面性的進化，絕非單一技術的突破

與解決。

知名的Garden By The Bay in Singapore 台灣人在

其中參與了重要的工作， 這個案子，是我們參與

海外工程最精彩的案子其中之一，是與新加坡YKK 

AP團隊的合作， 從施工端著手， 將所有的物件

外牆物件定位，以3D資訊模型控管，以2D圖面回

饋給加工製造及施工端使用，由於雙方對3D 模型

建構觀念的正確且3D技術的水平相近，完全沒有

溝通上的障礙，以至於產生了很高品質水平的建

築成果，整個過程中，各種計畫安排、技術的討

論與資訊模型建構的關係是密不可分的。本案特

別值得一提的是，有關Garden By The Bay在永續設

計上的分析，資訊模型在各種要件上所得到的結

論，如生態、能耗、空氣品質、濕度控制、溫度

控制等等，在在顯示前端分析在資訊模型中扮演

著多麼重要的角色。(圖2、3)

建築的本質，是時代精神的技術與限制

的極致發展

從上述多年前參與的幾個建築資訊模型範例

中，回頭來看台灣目前建築資訊模型應用，在經

過了這麼多國際競圖後，我們是否從中學習了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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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建築資訊模型在建築設計與建築技術之間的接

觸點是甚麼﹖是更多的建模人力投入﹖還是產生

更多的設計變更？建築資訊模型性能分析技術在

其中的重要性有多大？或是只要能按計算公式，

多換幾坪的建築就好﹖

為了回應建築資訊模型的未來發展，除了

整理歸類過去經驗與案例，2013年大合先進曾舉

辦一場國際先進建築設計技術研討會，之後也受

邀參加台灣建築資訊模型大會發表，在此對資訊

模型的觀念提出重要提醒：建築資訊模型建構技

術，不能只落在將2D CAD作業轉換成3D Model

形式，而其功能也不是只用來控制降低干涉及快

速生產圖表功能如此而已。建築(Architecture)與建

築物(Building)的不同，在於建築的本質，是時代

精神的技術與限制的極致發展。軟體工具的利用

固然帶來新的工作方法，但若只是落在繪圖介面

改變、加速工作流程與減少錯誤，卻忽略了建築

的設計思考與責任，終將不會對建築的本質造成

提升與改變，反而使建築受到快速經濟的設計效

率表象，導致對建築質與量的觀念產生反向的變

化。試問，在各種構件大數據陸續出現之後， 建

築設計師和軟體操作者之間的距離是模糊？還是

更清楚？在這一批國際建築設計在台灣得標並且

落成、在人們真實看見不同的建築思維與空間品

質之後，到底帶給了台灣建築界多少的衝擊與影

響？我們能否從中間認知到什麼應該盡的義務呢?

前一陣子Norman Forster and Partner 在台灣的

展覽， 給了每個建築人最完美設計團隊的榜樣！

我們相信這些經典建築作品，不只是因為他們將

各領域的優秀人才聚集起來衝擊出火花，更重要

的是守住了建築的本質及堅持應該有的責任，回

歸建築本位，並善加利用科學知識求證、演算分

析求真、致力建築設計品質不斷提升，才是引導

這個團隊在建築領域繼續前進的最大動力。

建築資訊的重要性在於提升建築效能

要能夠發揮建築資訊模型的方法，是能夠

將對建築效能具影響性的資訊取得並加以分析利

用，作為設計調整的依據、尋找出整體性的解決

方案。

為了朝向提升建築整體效能的目的，我們發

現問題的關鍵不在軟體或硬體，而在於如何結合工

程、資訊、建築的人才，並以市場實際案例操作，

逐步探討磨練，在十多年經歷許多成功案例的經驗

後，除了累積豐富建築工程經驗外，近年，我們將

模型技術深化，並投入電腦數值分析及建築整合技

術，其中包括了程式輔助設計、建築幾何分析、結

構分析、建築熱流分析、聲學分析、能耗分析等整

合技術，提供設計團隊完備數據，確保達成建築安

全、節能、舒適、美學、工程、成本的需求，進而

達到提升建築品質的目的。

以建築熱流(CFD)分析資訊為例：

2.MATRADE Project-建築幾何合理化成果 3.MATRADE Project-建築幾何模型與外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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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國內也有許多研究機構投入發展建築

熱流分析或能耗分析等技術，但以我們過去的經

驗發現：若只有單一技術的突破與提升，在離開

理論研究、面對建築操作實務時，經常發生面臨

無法有效地回饋及滿足建築設計團隊的狀況。

原因在於建築本為一個整合學科，只從單一

技術或角度切入都會造成盲點與不足，系統效能

間彼此衝突和抵銷的情形往往被忽略、缺乏整體

性的建議﹔所以我們將建築的關鍵技術做整合，

當取得熱流分析成果的資訊後，立刻以幾何分

析、外牆系統、結構技術、聲學影響、能耗觀點

做即時地多方回饋與可行性的探討，如此就能在

最快的時間內，討論出最有優化可行性的解決策

略，提供給建築設計團隊做高效率、精準的設計

整合方案。

在過去十多年的建築資訊模型經驗告訴我

們，跨領域的技術整合是建築資訊模型研究與發

展的關鍵。以我們參與伊東豊雄的松菸大樓屋

頂層結構與曲面外牆整合設計案例，藉著資訊模

型的轉換與溝通，成功整合了造船技術與建築技

術﹔造船設計技術提供了建築接頭的全新概念，

從皮層為結構的設計概念開始，提供美學上曲面

的要求、達成屋頂層輕量化限制，並以大單元組

裝方法，提升從運輸到施工的時間效率，一併解

決以往過多接縫而造成特殊造型屋頂漏水問題，

以及運用建築熱流分析技術定義了曲面建築的風

力負荷，而採用鋼質屋頂表面，確保未來的維護

工作不會造成屋頂系統的破壞。一套建築資訊模

型同時處理了跨產業技術的溝通，並使整個工程

施工期在短短不到三個月內完成，以台灣建築跨

領域整合案例來說是相當成功的案例。

建築的未來有賴於建築技術的提升，首先

要能融合不同技術領域的特性，打破不同領域的

技術藩籬。二十世紀建築大師柯比意在巨著《邁

向建築》中提過建築人必須正視飛機、汽車、輪

時代變遷迅速，無論是建築造型或是自然環

境因素，都發生了劇烈變化，建築設計方法與技

術勢必要隨之調整，而2015年夏秋的兩個颱風帶

給台灣莫大的破壞，風力劇烈超過許多建築外牆

當初的設計估算值，造成某些新開發區建築物外

牆玻璃破裂或是外牆板材崩離的狀況，就是環境

變化給我們最大的警示。

我們以建築資訊模型進行電腦數值熱流分析

的方式協助建築設計，將看不見的風場與溫度視

覺化，提供設計團隊在設計初期調整設計方案與

科學驗證。舉例來說，透過環境風場分析、行人

風場分析，可驗證設計方案對區域建築群、地形

的影響關係，並可有效預知新建建築物拔地構成

後，是否會與局部環境風場交互形成過高風速、

或不當風向，造成行人不舒適或是行車不安全等

問題，並可快速分析個別設計方案所形成之行人

風場細節，據以檢討調整，避免完工後難以改變

的不良後果，是設計之初就必須詳加考量的議

題，此項目亦是都市審議關切之重點。另外，建

物風力負荷分析亦是重要的設計考量因素，因對

於高樓層建築、特殊造型建築，風力負荷時常占

有結構負荷顯著之比重，正確且精密之風力負荷

分析直接關係結構設計、結構安全與外牆設計。

電腦數值風力負荷分析可快速、精密地呈現對各

種風力條件對結構物造成之風力負荷，分析之結

果不僅提供負荷總力，更包括於結構物上各處之

負荷分佈，可協助更為精確安全的細部設計; 而多

數建物之熱負荷來源為外部進入，外牆之熱性能

決定性地左右了建物能源消耗表現，而外牆熱性

能、通風性能與外牆材料、尺寸、造型、構造，

甚至與外在環境都有緊密的關聯；藉由外牆熱負

荷分析，現今設計者得以於設計階段就事先對外

牆效能進行精密的評估與設計，滿足永續建築在

節能上的要求。(圖4、5、6)

建築資訊整合應用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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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風力負荷與結構分析

5.建物內部環境控制分析

6.建物外牆熱負荷分析

船等工業技術美學而提出建築新精神﹔而今以資

訊模型角度來看，汽車、造船、航空業都是最早

使用資訊模型整合技術的產業，他們早已熟練將

所有細部構件的資訊模型整合使用，而由於各個

構件製造與組裝的概念與方法改變，性能的要求

得以提升，系統設計的限制性也被排除，因此各

種細部的設計能夠不斷精進，使得產品的品質與

性能也能不斷的突破。在未來的三到五年，節能

議題將會是台灣所有建築產業無法迴避的時代議

題，我們期盼台灣建築產業的發展，能夠朝向藉

由建築資訊模型整合的技術提升、具有能力設計

出如Norman Forster and Partner這樣高效能建築來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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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馬來西亞 2C5 Project-建物外牆熱負荷分析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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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未來的挑戰。(圖7、8)

新工具、新理論、新思維，才能面對新

時代

建築不是理論， 它需要被建構起來驗證。 今

日電腦演算速度越來越強， 是前所未見的， 而這

也正是新一代建築投身者所學及被交付的新知識，

台灣的學界能夠與國際最先進的技術幾近同步，建

築業界新的一代期待對社會投入他們的所學貢獻，

似乎有一場要求產業技術提升的聲音已經呼之欲

出﹔現在各種建築操作單元數位資訊化的時代已經

漸漸形成，轉換原來設計路徑的概念將快速到來，

可以想見未來將會從設計到施工發生巨大的改變，

產業的整個生態從設計方法到施工方法將會逐步朝

此方向改善與邁進，也是許多建築科學研究努力的

方向，而製造方法也將隨著數位與材料技術而改

變，這些趨勢都將以建築資訊模型為基礎，藉由資

訊模型演算法為工具來進行，年輕一代將帶著新的

設計手法進入社會，從環境、形體、性能、製造、

施工到使用管理，它是一件現在已經在全球各地發

生的事情，而我們應該準備好銜接前一代經驗與技

術，並將其轉換成新一代所需要的資訊而努力，往

推動未來更好的建築設計思維與技術前進。

我們對於國際上建築資訊模型整合技術所驅動

的未來發展是樂觀的，資訊模型管理、永續建築、

智慧建築的發展方向是清晰的。物理環境模擬、數

位設計、能耗分析等建築尖端分析技術已在個別領

域中迅速發展與普及、且趨漸成熟，台灣正處於面

對全球建築資訊技術急速發展的時代當中，不論是

學術研究、建築設計端、工程製造端等對建築投入

熱情的專業人士，都應該共同攜手面對諸多的時代

議題、面對當前迫切待解決的問題，積極思考該如

何從過去累積的實務經驗中萃取和對新技術的掌握

與理解，並做出適切的回應與努力，使問題回歸在

建築本質思考，也能快速地導向與學界教育的新一

代建築技術接軌，並同時在設計階段與工程實務中

被具體落實，貫徹這些年國際競圖的目的與精神，

使台灣能因此與國際發展同步，台灣建築產業將可

以走向下一個世紀。

8.建築能耗模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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