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前言

近年來在建築產業的發展上，可以發現業主的期望越來越高，一方面

希望可以設計出獨一無二的作品；另一方面，建築法規和主管機關的要求

（如消防、安全、耐震、綠能、環保等）也越來越多。在這樣的趨勢下，

建築設計日趨複雜，需要更有效的技術和工具來協助；近幾十年來，因為

資訊科技技術的成熟，資訊科技在建築生命週期的應用上越來越廣泛，如

在設計階段的2D和3D電腦輔助設計，到最新的建築資訊模型化（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ling, BIM），以及應用在設計和建造施工階段的專案管

理資訊系統（Project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PMIS）等，這些資訊

科技的應用帶給設計者和管理者新的思維和應用方式。

二、資訊科技在建築生命週期應用的演進歷程

「建築生命週期」一般而言是指建築物從出生到滅亡的這一段期間，

包括建築物的規劃設計、建造施工、竣工啟用、營運維護、到最後的拆除

廢棄或是回收再生。在整個建築生命週期的過程中，工程圖說乃是描述與

溝通營建產品及其施作資訊的主要媒介，因此，在整個建築產業供應鏈扮

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

在資訊科技尚未普及應用在建築設計之前，主要依賴人工製圖以及實

體模型的製作，才能看出想要建造的建築物的輪廓和外觀，而在建造施工

階段亦無有效的管理方法，只能邊做邊修；因此，僅可透過人工設計及實

體建模，提供施工的依據，以減少設計和實際施工的落差。

隨著資訊科技和相關硬體逐漸成熟，便開始逐步應用在建築設計

上，尤其是後來發展出電腦輔助設計工具軟體（Computer Aided Design, 

CAD），可以用來繪製2D圖形，由於電腦輔助設計具有容易修改和可即

BIM及PMIS整合應用在
建築生命週期營建管理之實施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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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呈現、設計可更精準等優點，而逐漸受到採用

並應用在建築設計上。

到了3D電腦輔助設計工具軟體的時期，可由

不同視角檢視圖面，建築體型態可更多樣，甚至

採用非對稱設計，像是位在高雄的世運主場館、

高雄展覽館等，都是屬於非對稱設計的指標性建

築。

三、BIM的發展
近幾年來業主的需求越來越多，一方面希

望可以設計出獨一無二的作品，另一方面，建築

法規（如綠能）和主管機關的要求亦越來越多，

以致於建築設計日趨複雜，需要更有效的技術和

工具，除此之外，業主期待可以透過視覺化模型

預先知道建築物的樣貌，並預先進行衝突辨識，

以便和建築師和營造廠商盡早溝通以減少施工上

的錯誤或變更與重工，因而產生建築資訊模型化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ling, BIM）的需求。

所謂建築資訊模型化（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ling, BIM）裡面的建築資訊包括建築設計

和營建作業，而模型化不僅只是靜態的視覺化呈

現，還涵蓋建築期間的狀態模擬，其主要的應用

目的在於提供建築物設計模擬和分析。BIM的主要

應用列舉如下。

． 3D建模：主要應用在材質模擬、3D動畫、環景

展示

．環境分析：主要應用在日照分析、氣流分析

．綠能分析：主要應用在耗能分析、採光分析

．結構分析：主要應用在結構分析、應力分析

．衝突分析：主要應用在衝突分析檢討

．物料資訊：主要應用在物料規劃、數量資訊

． 設計圖說：主要應用在規劃設計、初步設計、

細部設計

．施工運用：主要應用在套圖施工

雖然BIM可以視覺化地顯示每個時間點當下的

預計施工狀況，但從專案管控的觀點，並不適合

提供執行者進行進度回報，亦不易提供管理者整

體專案進度輪廓，也不易提供規畫和實際之間的

差異比較，或是進行專案績效的計算與分析。因

此，BIM雖然可提供豐富的建築資訊，但對營建專

案管理而言，單獨依賴BIM並無法提供最適合的解

決方案。

四、BIM和PMIS的整合應用情境
專案管理資訊系統（Project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PMIS）是一種為滿足專案管

理需求為導向所設計的資訊系統，故PMIS的設計

是以涵蓋完整專案範疇所分解出來的任務項目為

核心，再由各個任務項目延伸出相關的時程、投

入資源、成本、產出等專案元素，專案團隊則隨

著專案生命週期（起始、規劃、執行、監控、結

束）不同階段的進行，依其角色與權限在PMIS

上執行規劃（包括工作、時程、資源、預算、產

出等）、回報（包括時程、進度、收支等）和交

付產出等各種作業，蒐集和彙整完整的專案資訊

（包括預計和實際的產出、時程、進度、人力、

物料、和成本等），提供給專案團隊所有成員和

主要利害關係人一個即時協同合作的整合平台。

將PMIS應用在營建專案管理上，可應用專案

管理裡面的專案工作分解結構（Work Breakdown 

Structure, WBS）的方法，將施作的工法（如SRC、

RC、鋼結構等結構工程）和工序（如開挖、立

樁、灌漿等）分解成各個任務項目，並且定義每

個任務項目的預計產出成果（如設計圖、施工

圖、裝修圖、竣工圖等），並規劃其時程和投入

人力資源和物料，PMIS可依據所規劃預計投入的

人力資源和物料，自動計算出各個工序所需要的

預算。

一般而言，BIM資料庫中包含3D模型以及各

元件相關的物料資訊，當我們建立起PMIS的W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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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BIM的3D元件的對應關係

時，PMIS可以透過各工項對應

的3D元件，取得其相關物料資

訊，進而計算該工項的物料耗

用；而BIM可以在3D模擬時，

連接對應的工項，並取得其時

程資訊，進而發展4D (3D+時

間管理)之專案管理；如進一步

結合物料及資源耗用，則可計

算各工項對應之成本，而達成

5D (3D+時間+成本管理)之專

案管理效益。

PMIS可提供詳細的施工方

法、程序、時程、投入資源和

物料的規劃，並且試算出施工

所需之整體財務預算，以及即

時掌握規劃和實際所發生的差

異。BIM則可提供具體的建築

體施作模擬模型，透過精準的

模擬可以減少和避免設計和施

工階段發生錯誤的風險。透過

BIM和PMIS兩者的整合，可以

涵蓋3D設計、模擬、時程、成本預算等重要的建

築資訊（如圖1所示），並且可以提供營建專案管

理相關的主要利害關係人（包括業主、建築師、

工程顧問、營造商等）在單一平台上協同作業，

茲以下列案例說明PMIS與BIM之整合情境：

某大型藝文表演中心，透過國際設計標公

開競圖，由全世界各地的建築師團隊提出初步設

計，經過比稿評審之後，其中一家建築師團隊的

設計脫穎而出，獲得優選。

為符合該表演中心的設計需求以及當地法

規，並為降低後續建造施工的介面衝突風險，該

建築師團隊和一家BIM顧問公司以及一家PMIS系

統顧問公司共同合作，進行BIM和PMIS的整合介

面建置。

首先，BIM工程師依照建築師所提供的初步設

計圖使用3D BIM工具建置出3D模型，之後便進行

細部和空間設計以及衝突分析，以預防實際施工

時發生衝突時必須變更設計而增加的修正成本；

然後，依照設計產出的3D模型來進行結構分析和

應力分析，以確保該建築的結構強度和支撐硬度

達到外力（如地震、火災）影響的安全標準；另

外，亦針對日照和氣流進行模擬分析，使該建築

設計可以符合政府綠色建築政策的要求。

圖2為BIM和PMIS整合應用示意圖。在設計

階段，由BIM工程師透過各種3D BIM工具（如

Revit®、Tekla®等），建置出BIM的3D模型；另外，

1.PMIS+BIM整合示意圖

2.BIM和PMIS整合應用示意圖
1 ©孟華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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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工程顧問依照業主標案規範規劃施工計畫，以

涵蓋營建專案的各項任務和相關的時程、投入資

源和物料、成本等資訊；在建造階段，則透過BIM 

Viewer，讓業主、建築師、營造商等主要利害關係

人，透過3D模型可視化的平台介面，進行溝通與

討論。再透過資訊系統之資料流整合，將前述的

3D模型元件與PMIS中的工項進行連結，而達到4D

專案管理，可即時掌握營建時程進度，並可計算

進度差異，以便掌握專案進度全貌。

五、困難與挑戰

雖然BIM整合PMIS將有助於營建專案在效率

和品質上的提升，然目前國內BIM和PMIS整合尚

無一套標準的資料交換介面，故需要由BIM顧問和

PMIS系統顧問雙方先溝通和制定雙方可以互相交

換資料的介面規格，再由軟體工程師進行系統整

合，而增加系統整合之成本與風險；尤有甚者，

BIM的3D元件拆解及PMIS的WBS拆解，通常是由

BIM工程師、專案經理或工地主任各自進行，如

事先沒有建立拆解原則共識，往往會到系統整合

時才發現並無法直接對應3D元件與WBS工項，其

影響小則須修訂模型或WBS，但修訂之工作又往

往造成人員卻步，最後則放棄整合，回歸各自管

理，而無法獲得整合的效益。

長久之計希望能建立產業資料交換標準，並

且在設計階段就應訂定WBS及3D的拆解原則，如

此才能提升建築和營建產業應用資訊科技輔助設

計和管理的能力，並加速產業管理能力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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