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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Abstract

　　本文主要介紹建築設計近來發展轉變，特別是在資訊網際網路盛行及有別於前三次工業革命背景

下，影響建築設計轉變與實務操作上可行做法，暫且稱為建築設計4.0，並嘗試提出幾個不同向度來闡述

其主要思維概念，包括：大數據資料庫、設計自動化、智慧節能環境、跨領域溝通及建築生命週期等不

同面向，說明建築設計轉變之新思維與本公司目前建築設計自動化發展情形。

摘  要

Abstract

The new thought of Architecture design 4.0

This article mainly introduces the recent development and transfer of architectural design, Especially in the context 

of the prevalence of information networks and different contexts from the previous three industrial revolutions, it is 

feasible to influence architectural design changes and practical operations. Temporarily referred to as Architectural 

Design 4.0, and try to put forward several different directions to elaborate its main thinking concept. Including: big 

data database, design automation, smart energy-saving environment, cross-domain communication and the cycle 

of Architecture life and other different aspects, to illustrate the new thinking of architectural design transformation 

and the company's current development of architectural design auto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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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人類文明演化已經過三次工業革命目前正

邁入第四次工業革命：第一次工業革命是利用

水力及蒸汽的力量作為動力源突破了以往人力

與獸力的限制，第二次工業革命則使用電力為

大量生產提供動力與支援，也讓機器生產機器

的目標實現，第三次工業革命則是使用電子裝

置及資訊技術(IT)來降低人為影響以增進工業製

造的精準化、自動化。而來到21世紀工業4.0的

核心是智慧型整合感控系統，而且是高度自動

化，並可以主動排除生產障礙(詳圖1)。

建築設計在過去因科技技術的限制往往需

由專業人員將現實3D建物轉為平面圖面並藉由

受過專業訓練之人員進行圖面判讀、溝通、施

作往往因此耗費大量的時間、人力、成本，甚

至是限制了創意的實現；上一世紀末Frank O. 

Gehry已經藉由畢爾包古根漢美術館(Guggenheim 

Museum Bilbao/Frank Gehry) (詳圖2)為我們展示

了電腦對於設計的幫助，以往難以由2D平面圖

表達的特殊造型藉由電腦3D模型來作為溝通、

預演的新方法，並且將過去人工繪圖作業模式

改變為電腦作業標準化，以上可視作為設計3.0

的核心。

進入21世紀後由於網路的發展與電腦、各

式攜帶式裝置的革新對於各行各業的影響已造

成既廣且深的影響，電腦的效能已能讓一棟建

築的生命週期完整的在數位空間內建置完成，

規劃時設計人員可藉由實際基地週遭地理資訊

設計出符合當地氣候的智慧綠建築，並藉由大

圖1 不同工業革命階段發展概念

圖2 畢爾包古根漢美術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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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資料庫去推估使用者組成、所需空間組

成、相關特殊要求空間……等，更因規劃及施

工時因不同專業者可在同一BIM模型上得到所需

最新資訊並且在相同平台內做有效率的溝通，

而過去需耗費大量人力的重複性工作皆可藉由

電腦程式自動化大幅提升效率，交付使用者後

使用者更可藉由該BIM模型據以維護並回饋資

料；換而言之，當一棟建築物的規劃、施作、

使用、拆除在「設計4.0」的時代都可藉由網絡

資訊空間達成，以達成節省營建成本、時間、

人力、環境耗能等目的。

貳、大數據資料庫

日本著名管理學家大前研一針對科技4.0

提出的主要經濟要素內其中一點為「網路新大

陸」，表示網路世界形成了一個看不見的新大

陸，無論是發生在網路世界的資訊革命(大數據

Big Data)、金流革命(第三方支付、比特幣)、或是

物流革命(線上購物線下取物)，只有稱霸這個看

不見的經濟新大陸的企業，才會是未來的贏家。

BIM(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作業正

是建築業目前的轉型的重點項目，而全名內的

Information便是藉由各式各樣的大數據資料庫

(詳圖3及表1)去取得所需的相關資訊在夾帶於數

圖3 設計4.0大數據資料庫運作流程

表1 設計4.0大數據資料庫內容

項
次

專業項目 執行內容

一
地理環境資訊 
及都市計畫 

資料庫

1. 地形圖、地質圖、影像圖(含
福衛二號影像)、電子地圖

2. 地籍圖、都市計畫圖(含土地
使用分區)

二 法規資料庫
1.營建法規
2.營建法規、解釋函

三
空間尺寸需求 

資料庫

1. 建築空間尺寸需求(停車位、
辦公室、宿舍…等)

2. 機電設備空間尺寸需求(台電
機房、電信機房、水箱、電
梯、電扶梯…等)

四
特殊空間需求 

資料庫
機場航站、車站、醫院…等

五
新工法、 

新材料資料庫
依建築技術規則總則編第四條
第四項規定之材料及設備

六
成本估算 
資料庫

1. PQRS工程預算自主檢查(含
案例預算資料上傳

2.工程概算專家系統
3.商品行情網

七
施工規範 
資料庫

1. 工程會標準規範 
2CNS國家標準規範

2.已完成或結案計畫施工規範

八
施工詳圖 
資料庫

細部設計成果標準詳圖

九
BIM設計案例 

資料庫
1.已完成BIM設計案例
2.BIM竣工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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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設計模型內以供設計者參考調整設計，也由

資訊的夾帶來達成跨專業的協調整合，並一路

傳遞到最終使用者手上，而使用者的體驗回饋

則會再回到大數據資料庫內以供下次設計者的

設計參考依據，所有的現實知識藉由電腦網路

科技轉換為網路上的虛擬資訊並串聯提供網絡

內的使用者共通使用，設計也由過去個體作業

模型變成為一個網絡群體的聯合作業模式，無

論專業度、精準度、效率都是過去單獨作業所

無法達成的新境界。

參、設計自動化

很多在90年代時因科技限制而無法避免耗

費人力的作業在「設計4.0」的時代因網路科

技、行動技術、電腦效能的大幅提升、程式語

言的普及性由於上述原因，無論是藉由程式語

言所撰寫的外掛程式、或是新軟體本身的優化

皆可大幅度的提升工作效率節省人力及縮短時

程，以下列舉本公司目前依據REVIT作業環境所

開發的設計自動化研發計畫加以說明。

一、法規檢討輔助程式

自動化的目的除增加效能外，更重要的

是可檢核錯誤，並進一步除錯以增加設計準確

率。因此，在建照審查前透過輔助程式自動檢

核(詳圖4)，避免不必要之錯誤，縮短建照審查

時間。

二、規格元件

於設計初期即運用參數化之及採用可檢討

之元件(詳圖5)，以確保設計成果確實可行並避

免衝突。

三、圖說自動化

於設計完成後產出圖面、數量及預算等

相關成果時，將大量機械化及重複工作交由電

腦執行，可節省大量時間及提高正確率(詳圖

6-7)。

圖4 法規檢討輔助程式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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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電梯電扶梯及停車位檢討元件

圖6 面積自動列式計算面積與停車格自動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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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智慧節能環境

以符合建築環境品質規範的評估標準，搭

配電腦模擬計算方式，以設計圖說搭建三維模

型並核算如：CFD氣流模擬分析、外殼耗能、碳

排放、採光、照明等，已成為目前建築規劃初

期必備之基本作業(詳圖8)。但展示完之後，仍

需進一步的回饋與提供設計調整，才能真正反

應實質環境與優化設計。如運用IES VE軟體之日

照可顯示建築表面在全年各個月份、一天當中

太陽照射的面積、或者照射面積百分比；也可

以顯示該面牆內表面的太陽照射面積或百分比

(詳圖9)，使設計者可進一步調整立面，使設計

更符合節能要求與降低外殼耗能。

伍、跨領域溝通

「設計4.0」時代利用網路科技的發達、及

BIM技術的優勢讓各專業領域的設計整合於同一

BIM模型內，可讓不同地點、不同時間、不同使

用者獲得相同的設計成果，並依據此成果作為

討論決策之依據，且由於該模型是依據真實世

界狀況所建置非過去只求外觀之模型，可以說

圖7 藉由Revit及輔助程式自動產出設計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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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模型內自帶資訊

所建置的模型內帶有各種資訊(詳圖10)，提

供不同專業領域溝通使用。

將建築實際狀況預先在電腦的虛擬空間內預先

建置，藉由此共通模型可獲得準確度較高的協

調成果，同時省去2D作圖時代圖紙夾帶資料不

足溝通費時準確度不足的缺點。以下以本公司

執行的案例說明：

圖8 不同物理環境模擬及能耗分析展示(本公司案例)

圖9 IES VE日照分析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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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衝突點協調平台

不同專業、不同團隊、不同時間可共同協

作追蹤衝突平台(詳圖11)。

三、實時設計成果檢視

不同專業設計成果可在同一BIM模型(詳圖

12)內共同檢視，除有利於設計者之設計協調

外，亦有助於與業主或使用者之溝通。

圖10 元件附帶之屬性與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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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建築生命週期

扣除設計完成進入施工階段到實際使用階

段，以建築生命周期而言，通常仍有50至60年

時間，所以碳足跡的研究報告需包括產品生命

週期分析(LCA)中的四個階段：目標與範圍的確

定、生命週期清單(LCI)分析、生命週期影響評

估(LCIA)，以及生命週期之解釋說明。一般而

言，使用階段佔耗能約佔60%以上(詳圖14)，因

四、實際作業時間差

跟傳統2D模式比較作業時間集中於前端溝

通協調，但節省下反覆試誤的過程(詳圖13)，

以本公司設計航廈之APM/PMS月台協調實例測

試，就設計規劃與舊作業模式至少節省了一個

月以上的作業時程。

圖11 協作追蹤衝突平台

圖12 彙集不同專業設計成果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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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設計階段即應考慮降低使用階段之日常耗

能，才是真正負責任之設計態度。

柒、結論

回應工業4.0的核心概念，建築設計4.0目標

即為專業整合與自動化，更重要的是可偵測並

主動排除障礙。所以在設計階段，跨領域之協

調與溝通以及大數據資料庫之運用，使設計過

程可充分得到專業支援，加速自動化以提高之

效率及效度，並確實反映周遭環境，朝永續環

境之路邁進，實為建築設計4.0最重要之課題。

圖13 建築設計4.0與傳統作業模式作業流程

圖14 建築生命周期建築排碳比例 (資料來源：低碳建築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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