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IM 迷思三部曲

什麼是BIM？BIM是軟體、流程、工具、平台、環境？BIM從何而

來，未來往哪裡去？台灣AEC (建築/工程/營造) 產業為什麼突然開始重

視BIM?地方政府未來將全面採用BIM審照嗎？什麼樣的規模的事務所

需要BIM？採用BIM對個人、公司、產業、政府有什麼好處？到什麼程

度才算是BIM化的公司？BIM對設計真的有幫助嗎？要花多少的時間、

金錢與精力去轉型? BIM應該是產業領導、還是學術界領導？有哪些是

未來BIM創新研究議題？這些都是過去幾年來，從中央政府、地方政

府到產業界、學術界必須正視的問題，我們得從建築師的困境與產業

的立場，重新思索BIM的核心價值與未來的展望。

建築師的困境與抉擇

從全球建築師業務的發展來看，近十年來全球經濟衰退、景氣

蕭條，建築產業首當其衝，唯一還能夠維持大規模全球接案的國家首

推荷蘭，荷蘭建築背後的推手就是位於陸特丹的荷蘭建築協會(NAI, 

The Netherlands Architecture Institute)，荷蘭建築協會一直扮演著荷蘭

前衛建築思維的策展平台，筆者過去幾年多次訪問荷蘭，建築協會

主任親自說明荷蘭建築師業務因為歐洲經濟萎縮，超過一半的建築

師失去工作，有80%以上的業務集中在四個建築師事務所手中，包括

Rem Koolhaas、MVRDV、UNStudio、Mecanoo，這四家事務所都在台

灣透過國際競圖承攬了南北幾個超大型的建築設計案，筆者訪問過

UNStudio與Mecanoo二家事務所，發現UNStudio很早就導入BIM，使用

的是Gehry Technologies發展出來的Digital Project軟體，Gehry Technologies

為Frank Gehry事務所分出來的科技公司，派駐二個技術員在UNStudio

事務所幫助其推展BIM，因為BIM不是只有軟體的使用，牽涉到的是
鄭泰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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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事務所的流程控管，UNStudio的案子涵蓋

博物館、橋樑、公共藝術、展覽與媒體，善於運

用建築的動線與結構體，製造無止盡的流動性，

UNStudio的成功完全是靠著嚴格的品質控管，

加上設計的實力，案源不斷來自新加坡、中國大

陸與中東地區的競圖案，還曾獲得歐洲最佳管理

獎；Mecanoo則是在承接台灣衛武營藝術文化中心

之後，因為案子的複雜度，為了協調整個設計與

工程的順利進行，不得不開始導入BIM。從這二個

國際型的建築師事務所來看，BIM的推廣絕對不是

從學術、協會或政府單位的壓力(雖然英、美、新

加坡是如此的作法)，而是基於建築師本身管理的

需求，BIM對於整體事務所的品質與控管是有絕對

性的幫助，利用一個國際型的案例演練，逐步導

入BIM的執行與流程管理，同時兼顧執行建築案例

的需求，促成事務所逐步轉型，是一個有智慧的

發展策略。

BIM軟體趨勢觀察與前瞻
這一波BIM軟體的變革來勢洶洶，新增加的功

能與數位整合環境與建築師事務所的工作流程息

息相關，為了深入了解軟體趨勢，筆者在先後造

訪了總部位於美國舊金山的Autodesk公司，並訪問

公司的研發人員，從Autodesk總部所設置的二個場

荷蘭建築協會扮演著荷蘭前衛建築

思維的策展平台

荷蘭UNStudio積極導入BIM，靠
著嚴格的流程管控，加上設計的實

力，案源不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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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特克藝廊展示上海中心大廈如

何使用軟體的功能，使建築外墻

減少24%的風力負荷，同時節省
施工材料與降低造價

以基因演算法得出最佳化的能源

模型與造價分析，全部的過程輔

佐以3D列印技術成型

Autodesk Pier 9是全世界最大的
製造者工場

15 ARCHITECTURAL INSTITUTE OF TAIWAN MAGAZINE

82期 內文 0302.indd   15 2016/3/4   下午8:39



Taiwan BIM
 Future

域，可以窺視BIM軟體的未來的整合性發展。

第一個是位於舊金山總部大樓的歐特克藝廊

(Autodesk Gallery)，歐特克藝廊展示所有創新技術

結合Autodesk軟體的研發成果，涵蓋建築、工程、

營建、汽車、製造、媒體與教育，入口處上海中

心大廈的實體模型與大型顯示螢幕，展示軟體如

何發揮功能，使建築外墻減少24%的風力負荷，同

時節省施工材料與降低造價，成為一棟永續建築

設計的範例；南加大建築系產學合作，以參數式

設計演繹出50個扭動的建築造型案例，再以基因

演算法選出最佳化的能源模型與造價分析，全部

的過程輔佐以3D列印技術成型。

舊金山九號碼頭的製造者工場(Autodesk Pier 

9)是Autodesk公司積極發展的前瞻技術場域，

Autodesk在舊金山灣區租借了一個大倉庫，改造

成兩層樓的創意工場，一邊提供3D列印、雷射

切割、CNC等大型機具，另外一邊則是藝術家

進駐計畫的創意空間，不定期公開發表作品，使

Autodesk Pier 9成為全世界最大的製造者工場與創

意工坊。

從Autodesk的二個場域之技術展示，可以窺視

BIM的技術發展，未來不但會整合橫跨建築生命週

期的不同階段軟體，如參數設計、環境控制、能

源模擬、造價分析等，同時也將垂直整合雲端、

物連網、數位製造技術，接下來的問題是：台灣

建築業的制度、流程、產業與教育是否已經預備

好了接受這些先進的技術？

BIM迷思三部曲
BIM從何而來，未來往哪裡去？台灣是否對

於BIM發展的工具軟體應當照單全收？這樣的想法

似乎又太過於樂觀，有關於BIM的來源與定義，眾

說紛紜，門戶雜歧，BIM教父Prof. Chuck Eastman 

在其著作BIM Handbook 中，將BIM定義為「一種

建模技術，以及一套生產、溝通、及分析建築模

型的相關過程」，強調BIM重要的是建模的過程

(Modeling)，而不是模型本身(Models)，很顯然的是

BIM與工作流程中的建模過程息息相關，但是這

樣的連結關係，很容易讓人誤解BIM就是採用一般

的參數化軟體去建構一個數位模型，也容易誤以

為BIM教育訓練就是學習數位軟體的操作(Autodesk 

Revit、ArchiCAD)，即使目前台灣的產官學界逐漸

進入一個BIM成熟發展的階段，但是鑑於過去大家

對於BIM的錯誤認知，我們有必要從幾個重要的歷

史轉捩點，重新審視BIM的幾個迷思：

1.BIM建構了一個建築資訊交換標準格式？
1990年代，一群研究學者與C A D軟體大

廠，體認到軟體轉檔的嚴重問題，當時建築產

業使用最多的AutoCAD轉檔土木產業使用最多的

MicroStation，許多的圖形檔案經常出現錯誤，使

用愈多的CAD軟體，將導致軟體產業必須增加

越多圖形交換的轉檔程式，造成多方面的資源開

發浪費，這就是所謂的N平方問題(N個軟體需要

N2個轉檔程式)，為了解決軟體的資料交換(Data 

Exchange)問題，大家開始倡議全世界需要一個統

一的「建築模型標準格式」，當時筆者在美國求

學適逢參與美國科學基金會的研究，引用STEP/

EXPRESS、XML的語法，試圖研發一個國際標

準的建築模型，美國與歐洲各自發展不同的版

本，連ISO國際標準局也來插一角，最後當然是

由Autodesk軟體大廠登高一呼，於1994年結合幾

家聯盟公司，連同ISO制定IFC(Industry Foundation 

Classes)格式，作為各家軟體檔案交換的標準，然

後由buildingSMART聯盟來接手制定接續的版本，

表面上事情告一個段落，但是事實上建築資料結

構化的問題複雜度，超過原來的想像，於是開始

有人質疑：單一的通用建築模型(Generic Building 

Models)是否存在？到目前為止，資料轉檔的問題

還依舊沒有解決，軟體產業只有併吞，沒有協商

的標準，似乎已經是一個定律。

16 臺灣建築學會會刊雜誌   201604

82期 內文 0302.indd   16 2016/3/4   下午8:39



導入風場與能源分析軟體的BIM流程

撰寫Revit API程式對EEWH綠建築窗面平均日射取得量AWSG做自動化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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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BIM參數化跨域整合應用是建築設計的主
流？

2000年以後，有了IFC的標準格式之後，電腦

輔助設計軟體大廠開始進行開發不同階段的應用

程式，各種不同的設計與工程輔助軟體如雨後春

筍般的上市，大學也在相互的競逐中，進行3D軟

體的整合實驗與競逐，許多參數化模擬軟體加入

到設計階段的整合工作，如Grasshopper、Ecotech

等，BIM參數化跨域整合應用，瞬間成為建築設計

的主流，綠建築結合BIM技術蔚成趨勢與風潮，但

是環境模擬軟體的可信度，依舊是受到學者不斷

的質疑，標準化的工作流程與參數化設計是否又

導致到一個國際流行樣式？盡管整合聲浪不斷，

但是這些疑慮一直沒有解答。

3.BIM建築生命週期管理雲端化？
2015年以後，有人預估是BIM建築生命週期管

理雲端化的開始，也因為綠建築開始重視建築使

用後評估、以及碳足跡的計算成熟，加上已開發

國家花費在建築物維護的經費，遠超過新建的經

費預算，因此BIM發展的目標，逐步轉向建築物完

成後，設施管理階段的應用軟體開發，也就是說

在一開始初步設計階段，就要導入設施管理階段

的因子，面對這樣的整合性發展，BIM的角色愈形

重要，但是即使所有的應用軟體都上了雲端，資

料交換與跨域知識整合的問題還是存在，並不是

上了雲端就可以解決所有建築的問題。

BIM創新是台灣唯一的出路
建築師Bernard Tschumi 在擔任哥倫比亞大學建

築學院院長期間，提到21世紀初期的建築思維與

實務操作，強調學校是利用研究產生新觀念的地

方，在60-70 年代實務界主導大部分的建築觀念，

當時學界是跟著產業的腳步走；到了80 年代之

後，學界開始主導建築的創新思維，尤其是到 90 

年代之後，數位科技扮演了加速器，從學界開始

加速實務界的轉變，許多的數位工具從大學研究

室研發成功，轉而到產業界大量使用數位工具演

繹建築的新式樣，我們可以看到BIM造成三項事情

的演進： 

1.設計與工程、製造與管理的整合
BIM所提供的競爭力，不在於軟體的使用程度

或資料，遲早大家都會熟悉軟體的操作，利用BIM

軟體去檢測資料的一致性，未來重要的乃在於事

務所是否有能力打造一個BIM環境平台，進行設計

與工程、製造與管理的整合？過去個人曾執行內

政部建築研究所的計畫案，進行BIM導入台灣綠建

築設計案例實作研究，未來設計與工程、製造與

管理的整合，將成為導入BIM成功的指標之一。

2.制度改革與組織再造的反思
有人說BIM不僅是世代的技術革命，也是一

個建築文化大革命，這個說法一點也不為過，因

為BIM牽涉到建築營造制度的改革與事務所組織再

造，BIM不只是軟體的安裝使用，而是整個建築的

流程管理與公司制度的改革，這將是未來推動BIM

的一大挑戰。

3.BIM精實創業的崛起
「精實創業」(The Lean Startup)是當代創新創

業的熱門議題，概念是不要等到完美才推出產品

或服務，只要堪用就應該讓消費者使用，這樣的

概念很適合套用在台灣BIM的研發上，BIM研發可

以利用很少的資源，進行有效率的「學習、分享

與創新」，不只是台灣年輕人創業，也適用在企

業內部新創事業，個人在今年執行內政部建築研

究所計畫，研究國內BIM元件通用格式與建置規

範，所舉辦的「BIM年輕世代論壇」，看到台灣

建築新世代積極學習、願意分享、勇於創新的潛

力，給予台灣發展BIM無限的想像空間。

BIM該如何推廣？美國發展BIM受益的除了

AEC產業之外，還帶動了軟體產業的蓬勃發展，

英國發展BIM轉成由公協會來帶動中小建築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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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M元件庫雲端平台提供台灣精實創業的契機

轉型後的產業可以帶動經濟復甦，新加坡利用BIM

審照制度，意圖反轉E-Government政府的效率，那

麼台灣推動BIM是為了什麼？這是台灣必須思索的

問題，台灣是一個小島，除了提昇建築的品質，

「創新產業」是唯一的出路，政府可以過去輔導

傳統產業中小企業轉型的經驗，補助大學與產業

合作，以產學合作的方式，輔導中小型建築師事

務所轉型，同時利用建築BIM前瞻性的創新平台，

帶動科技政策在建築BIM資料庫雲端科技與物連網

的實踐，這些都需要一個國家戰略的高度來審視

BIM的推廣，只是不知道台灣未來的政府是否準備

好這樣的高度？就讓我們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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