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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資源系統設計

氣候變遷與暖化對於全球都市化的趨勢是嚴厲的挑戰，像

是降雨造成的都市洪災會對都市區域造成嚴重的衝擊。為何會發

生這樣的情況？因為一塊未被開發的土地，本身具有自然的透水

率，並且地面植被可以調整微氣候。當都市化快速發展，原先的

透水鋪面變成了水泥地面，下雨的時候，雨水很難下滲到地下水

層，因此需要仰賴排水系統的容量設計，當降雨強度超過設計容

量就會造成水災。此外，高樓大廈的外牆材料會吸收且反射太陽

輻射，在建築內則為了環境舒適度而使用空調，又將熱氣排放到

大氣中，造成熱島效應。因此，都市化除了減少植被而降低了提

供生物多樣性的可能之外，同時對於水環境與熱環境也是負面的

影響。在這樣的處境下，我們不得不思考：如何應用創新設計來

讓未來的都市在面對氣候變遷的影響時，仍能提供人類適居環

境？

創新設計結合綠化與水資源系統

在歐洲有一系列生態城市的想法稱為Blue Green Dream(請見

圖1)，這是由歐盟氣候變遷知識創新體(Climate KIC)資助的研究

計畫，主持人為英國倫敦帝國理工學院的Cedo Makisimovic教授，

合作團隊的學校夥伴有德國柏林工業大學、法國巴黎路橋學院與

荷蘭的台夫特大學合作，業界方面則有AECOM與Deltares等合作

夥伴。從Blue Green Dream的研究概念來說，傳統的建築運用方

式會耗用許多資源，像是自來水與能源，且會產生廢水、廢熱與

垃圾。因此希望藉由結合水系統與綠化系統的生態設計手法以增

進資源的運用效率，來綜合解決都市面臨的氣候變遷課題，而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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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這樣的概念所進行的設計，我們稱之為Blue 

Green Design，尺度可從單一建築延伸到社區，

甚至都市。具體的設計手法像是綠屋頂結合雨

水回收系統，由綠屋頂綠化屋頂空間，並緩衝

太陽輻射對頂樓樓層熱舒適度的影響，一方面

減少頂樓空調負載，一方面還可吸收建物週遭

因都市熱島效應產生的熱氣，而綠屋頂結合雨

水回收系統的優勢則是可以應用綠屋頂的集水

面積收集雨水，並在晴天的時間用於澆灌綠屋

頂。如果再進一步結合中水回收系統，則回收

的雨水可用於馬桶沖水再利用等用途。還可考

慮基地保水議題，在基地內可做透水鋪面、雨

水花園、草溝與滯洪池等設計。這些設計手法

與低衝擊開發、海綿城市等概念相符，並能達

到防災功能。此外，若是將綠屋頂以屋頂農場

的概念來實施，搭配魚菜共生的技術，而綠牆

做為垂直水耕系統種植蔬果，則可以就地供應

食材，並減少食物運送的碳足跡。若能應用這

樣的創新設計，從單一建築擴展到社區，甚至

是整個都市，則對於環境資源的運用與適居性

應會有重大的改善。

Blue Green Design (BGD) 的概念，包含了

許多跨領域的專業，從建築物本身來說，建築

外殼的綠化設計牽涉到建築師與立體綠化專

業，而評估其對於室內空調負載的影響需要能

源工程師，水系統則會牽涉到機電與管線專業

的工程師。若擴及到基地周遭，會連結到地景

設計，則需要都市規劃與景觀建築師的專業，

另保水與排水系統的設計會需要水利工程專

業。在這樣需要跨不同專業的理想情境，中間

的工作界面與權責關係很重要，且如何在設計

過程中提供決策資訊，也是很關鍵的議題，因

此，臺灣大學土木系電腦輔助工程組與倫敦帝

國理工學院水資源研究群，在2013年開啟了雙

方合作的序幕，一同思考如何應用BIM來實現

Blue Green Design。

思考如何應用BIM切入Blue Green Design
由於在建築設計的方案發展過程，可用不同的

設計方法，像是參數式設計或是意象的虛實轉換，

而會有不同的產生設計的過程。因此，用窮舉的方

式去歸納所有的設計方法，並不是容易聚焦的方

式。而且Blue Green Design牽涉園藝、水系統與能源

分析不同領域的整合，在設計初期，並沒有特定的

設計方法與工具能夠幫助設計團隊設計與直接量化

Blue Green Design所帶來的效益。因此在切入設計方

面的想法上，這裡有一個前提是假設業主或設計團

隊本身想要做Blue Green  Design。而設計團隊應用自

身所專長的設計方法去發想設計，再應用BIM技術

深化建築設計之內容，包含使用元件與分析程式的

設計過程。於是我們試著發展工具與設計流程的配

套方案，讓設計團隊能使用（客製化的）分析程式

量化Blue Green Design的效益，以利業主與設計團隊

進行決策，並進一步依設計方案繼續發展。

在探討設計團隊的工作流程方面，在臺灣

主要是由建築師做為設計團隊的主設計師 (Lead 

1.歐盟研究計畫Blue Green Dream 來源：http://bgd.org.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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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er)，而在英國則會依據專案的不同，而有不

同的主設計專業，例如，商業建築專案以建築師

為主設計師，綠建築的專案則可能找專業能源公

司主導設計，地鐵站專案為土木技師主導設計，

或是醫院建築專案以機電技師主導設計。因此，

在此所指之設計團隊，包含但不限於建築師、景

觀師、綠屋頂公司、能源分析專家之組成。

應用BIM技術進行設計與評估
在Blue Green Design中，像是綠屋頂、綠牆、

中水回收系統與透水鋪面等，皆是可以轉化為BIM

元件來協助設計的。其中，在綜合了以下的考量

後，我們選擇了綠屋頂作為案例研究的重點。首

先，當基地範圍沒有足夠的地面區域可以綠化

時，屋頂區域可以提供為綠化的空間，並提供淨

化空氣、隔絕噪音跟緩衝熱導效應的功效。而且

綠屋頂可以讓降雨不會那麼快進入到排水系統，

因而減少排水系統的負擔。此外，會讓英國的業

主採用綠屋頂的主要動機如下：一、讓設計案容

易通過。二、獲得英國綠建築BREEAM標準計分項

目。三、景觀美化與生物多樣性。四、提供健康

工作環境。五、緩衝降雨造成的表面逕流。在台

灣，目前許多地方政府亦以政策支持屋頂綠化。

當業主考慮採用綠屋頂時，通常會關注像

是綠屋頂的價格、重量、防水、生物多樣性與節

能等的議題。因此在研究中我們試圖找出其中能

夠被量化的因素來探討，以做為設計決策的資訊

來源。再進一步思考如何量化綠屋頂的性能，首

先考量到綠屋頂本身是有機的構成，含水量的改

變，會造成重量的變化、改變熱傳的性質，進而

影響下方室內空間的舒適度，再間接影響空調負

載。

在研究過程中，我們首先尋找示範案例，針

對該案例進行建築資訊塑模，探討既有分析工具

的特性，並客製搭配元件之分析工具來進行設計

與實作。接著再驗證工具的可靠性，並探討整個

配套方案在設計流程中的應用情境。而在此跨國

合作研究中，首先使用的案例是位於英國倫敦帝

2.位於Eastside Hall of Residence屋頂空間之綠屋頂實驗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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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理工學院的Eastside Hall of Residence，該建築物

為學生宿舍，綠屋頂位於五樓上方的屋頂開放空

間(請見圖2)。此處的綠屋頂案例具有儲水板功

能，該設計為儲存雨水於綠屋頂結構內部。該實

驗場域還具有小型氣象站與土壤溫溼度計等感測

器，這些實測資料可以用來驗證分析程式的計算

結果。

本研究所開發之分析工具(請見圖3)，乃架構

在BIM塑模平台上，使用的情境為設計團隊應用

BIM模型來討論設計方案時，可直接擺設廠商所提

供與真實產品相符之BIM元件於BIM模型中，搭配

工具來進行分析與計算。並直接回饋結果。在分

析工具的演算法功能開發上，所選擇之效益指標

為溫度差與儲水量，而像是成本與重量等指標則

可直接抽取元件資訊而呈現。

Blue Green BIM 團隊研究成果
由於此合作計畫可延伸之議題相當廣泛，於

3.客製元件與分析工具

4.建立展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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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從2014年暑假期間開始，筆者即召集對此主題

有興趣之學生組成研究社群進行自主研究，稱為

Blue Green BIM Team，並開設社群頁面與業界先進

互動請益。研究團隊分為綠屋頂組、建築資訊塑

模組、分析工具測試組與程式開發組等四個工作

小組。

綠屋頂組的學生負責找尋臺灣可以與英國研

究案例做對照組之綠屋頂研究場域，一開始研究

如何進口綠屋頂產品，並著手撰寫綠屋頂實驗計

劃書。然而在探尋的過程中，發現在臺灣大學的

校園內就有許多科系在進行綠屋頂實驗。同學們

便前往各系所進行訪談，並彙整綠屋頂建置過程

的寶貴經驗，建立了臺灣大學綠屋頂資料平台網

頁，並打算在下個階段要建立綠屋頂社群。

建築資訊塑模組則是專注於研究建立綠屋頂

BIM模型的方法。本研究之案例模型分為展示用模

型與分析用模型，展示用模型用於溝通設計意圖

(如圖4)，分析用模型則用於綠能相關分析中，需

要提供給分析工具測試組來進行分析測試，並進

一步探討不同的綠屋頂元件的製作方式，與研究

如何讓元件符合英國BIM元件庫的標準。

分析工具測試組針對既有的各種建築性能

分析工具進行測試(如圖5,6,7)，像是Vasari、Revit 

plug-in、Green Building Studio、Ecotect、Simulation 

CFD、DesignBuilder、eQuest等。主要目的在於探

索分析工具對於綠屋頂分析的功能，並做為客製

化工具之開發情境背景研究。目前的測試成果顯

示，工具中除了DesignBuilder所應用的EnergyPlus

具有獨立綠屋頂分析模組，其他模擬軟體整體來

說，主要是應用太陽輻射分析找出日照較佳的部

位做為綠屋頂的建議範圍，並設定參考之綠屋頂

熱傳透率，來進行能源分析。

程式開發組建立了兩套系統。一套為綠化

設計時可用於計算所造成的減碳量之工具，並實

作了綠植栽的資料庫。另一套則為綠屋頂實驗資

料彙整平台，此為網頁資料庫系統，功能用於收

集與彙整綠屋頂實驗中所紀錄的資料，如氣象資

料、土壤溫濕度資料、水量計資訊等。這些資料

可用來驗證分析程式的結果。

小結 
綠屋頂設計除了對建築本身的影響之外，

其對於建築物週遭微氣候的影響，皆可應用計算

流體力學的方式來分析。若能搭配實測資料的驗

證，則可讓分析出來的效益更加準確。由於英國

團隊的專業主要為水資源背景，而研究降雨與空

5.太陽輻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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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關係是從集水區探討，因此在研究的尺度上主

要是從地理資訊系統的角度來思考，而我們台灣

團隊在建築尺度的探討則是從BIM應用出發。恰

逢近年來越來越多研究在探討BIM與GIS尺度的資

訊介接與交換，這部份的自動化技術也正蓬勃發

展，預期未來應可朝結合這兩個方向的研究進行

合作探討。

本研究預期藉由BIM技術的實作，以量化Blue 

Green Design效益來回饋設計。在設計過程的情境

設定為在概念發想之後，應用客製工具進行初期

效益分析，並繼續發展設計方案而進行較詳細的

能源分析。筆者在設計與實作客製分析工具與配

套流程的過程中，也會規劃工作坊來向建築師請

益，希望能得到實務上的建議以進行修正，以利

Blue Green Design的實現與推廣。

6.太陽路徑與遮蔭分析

7.CFD溫度熱傳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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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ue Green BIM 研究展示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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