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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Abstract

摘  要

Abstract

Application and Prospect of MRT Building 
Auxiliary Design Automation

　　近年來，建築資訊模型(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協助建築設計及工程的工作模式，在世界各

國公部門的強力推廣下，已漸成為主要的工作模式。建築資訊模型具有圖面一致性、跨專業整合、全生

命周期運用等特質，有效的協助包含捷運車站、出入口及土開建築三部份的捷運建築設計及周邊專業的

整合工作。而在導入建築資訊模型協助捷運車站建築設計後，為提高工作效率並提升整體設計品質及成

果，擬藉由軟體及程式的協助，從設計初期的檢核標準計算、設計中期的建模及圖說整合，到設計末期

的成果檢核及數量計算等工作，運用自動化輔助的工具，針對建築模型資訊化及三維化的特質，達成數

值資訊整合、輔助建模、協助衝突檢查、資訊自動修正等目標，讓建築資訊模型可發揮最大的功能。

In recent years,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 has helped the architectural design and engineering work mode, 

and has become the main working mode under the strong promotion of the public sector in the world. The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nsistency of drawing, cross-professional integration, and full life 

cycle application. It effectively assists the MRT building design and the integration of surrounding professional 

departments including the MRT station, entrance and exit and the soil building. After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 to assist the MRT station building design, in order to improve work efficiency and improve the 

overall design quality and results, it is proposed to use the software and the program to assist in the calculation 

of the initial design standards and the design of the medium-term modeling and Figure integration, to the end 

of the design of the results of the inspection and quantitative calculations, the use of automated tools, for the 

building model information and three-dimensional characteristics, to achieve numerical information integration, 

assisted modeling, assist conflict detection, automatic information correction, etc. The goal is to make the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 the most func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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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緣起

近年來，建築資訊模型工作模式興起，

藉由程式與電腦的協助，在虛擬環境中建構如

同實體建築一般的虛擬建築模型已經漸漸成為

建築工程的常態，捷運車站建築因為具有多項

工程整合的需求，更是早於業界數年已經導入

相關的設計工作。雖然建築資訊模型具有可前

期進行整體設計整合、數量計算、圖面整合的

功能，但是要讓建築資訊模型足以滿足以上需

求，完整度及精細度缺一不可，但是相對得花

費不少時間琢磨，這對於時間緊迫的工作而

言，無法讓設計者達到期望的設計成果。

考量建築資訊模型設計流程導入設計工作

後，設計者總會困在設計過程中重複與繁雜的

工作，包括各空間的裝修、各元件間的資料綜

整、後續資訊的整合與運用等與原有設計模式

中新增的工作內容，造成莫大的困擾。所以擬

藉由輔助設計自動化的相關功能，除協助減少

因建築資訊模型導入後所新增的繁雜工作外，

更要提出因其具有資訊及三維量體的特質，來

建立自動建構的展示及評估元件。期望藉由輔

助設計自動化的各種模組，充份運用建築資訊

模型導入後的功能，在設計的前、中、後期提

供全方位的協助，達成降低建模繁複工作、提

高設計整體完整性的目標。

貳、工作內容

以捷運車站建築工程為例，全生命周期

的工作包括可行性、規劃、基本設計、細部設

計、施工及營運，本部主要工作仍集中在基本

設計與細部設計，約佔70%的人時。

而綜整這兩個階段內主要的工作包括設計

圖說、數量計算書、施工規範與設計報告書，

而檢視車站建築的設計流程，概可分為設計前

期的資料收集與研析、確立設計目標與問題澄

清，設計中期的設計發展及設計後期的設計成

果產出四個階段。資料收集與研析階段主要是

針對業主提供的文件進行法規與基地勘查等工

作，設計目標確立與問題澄清階段則是依據委

約圖說及旅運數量等資訊，計算逃生時間與距

離、旅運設施數量、月台寬度等結果，作為設

計的依據。而設計中期的設計發展，則是依據

設計目標及空間需求、系統機電需求及結構型

式，進行車站建築的整體設計，最後再依整體

設計完成設計成果，包括設計圖、數量計算及

報告書。

綜整捷運車站的設計流程及工作，從設計

初期的數值資訊綜整與分析、設計中期配合設

計者需求的快速建模、設計後期的設計圖說及

元件間的資訊整合與數量計算，至圖說交付後

各式的送審文件及報告書，除去設計中期時設

計者依據設計目標及空間需求進行車站配置整

合外，都可見重複的建模工作或是繁雜的資訊

輸入，均會花費設計者過多的精力，宜採用電

腦輔助設計自動化來降低設計者在這些階段的

工作量。

參、輔助建築設計自動化模組

輔助建築設計自動化模組，顧名思義就是

針對建築設計流程中可以藉由程式提供協助，

以使降低設計工作所需花費的時間，或是減少

與設計專業無關的重複性工作，以使設計者可

以把時間與精力集中整合設計需求，提高設計

品質。是故以下整合數點條件作為評估輔助建

築設計自動化模組開發的依據。

一、大量重複性的工作

在建置建築資訊模型時，無特殊設計需求

的重複工作仍需藉由設計者來完成，這類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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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整合與套用。

一、設計資訊的計算分析

藉由數值資料綜整的輔助設計自動化模

組，將專案的數值資料輸入後，依照設計規範

所要求的標準，綜整計算包含月台寬度、電扶

梯數量、自動收費機數量、公共廁所數量及緊

急疏散數量等資訊，提供設計 者作為設計時的

參考依據，後續更可先依據計算的數量將專案

所需元件置放於專案檔案中，以供設計者選取

及確認目標的達成。

二、協助建立建築資訊模型

(一) 建築車站繪圖輔助

　　藉由輔助建置裝修元件建立的功能，

設計者點選空間設定的牆、地板及踢腳等

裝修屬性後，程式會協助建立房間裝修元

件，並將房間名稱、房間編號等對應的資

訊填入指定參數欄位，以利後續整合。

會花費大量的時間建置及修正，進而影響設計

工作時程，例如機房空間裝修元件的建立、樑裝

修元件的建立等等。

二、 資料輸入與修正

原有的建築資訊模型軟體並無法提供資

料的對應與連結，例如房間與裝修元件、房間

與門元件、門元件與裝修元件及各式專屬元件

間，若要設計者在建立各元件時依據狀態填入

相對資訊，不僅是個大量的工作，也容易有造

成錯誤。而許多的資訊，包含門、窗、房間編

號等，均會因設計修正而有所調整，若

是逐一修正也將花費大量的時間。

三、貫穿全案數值資料的整合運用

捷運車站自設計開始的資訊整合

與計算，包括月台寬度、驗票閘門數

量、廁所數量、樓梯寬度等資訊，這類

的資訊從設計初始的配置考量至設計終

期的設計檢核，這類資訊的利用有時甚

至會跨平台的整合，藉由輔助自動化模

組可有效的整合與再運用相關的資料。

四、 多專案相同標準

當自動化的工具太過專門針對某

一個專案，因為無法重複提供設計協

助，就失去了自動化的意義，所以當一個輔助

自動化的機能可以多個專案均有共通的標準

時，便可針對該需求擬定自動化工具。

肆、輔助設計自動化模組說明

依據輔助設計自動化模組切入的點大概可

區分為四個部份，包括設計資訊的計算分析、

協助建立建築資訊模型、設計檢核及設計資訊

圖1 設計資訊輸入及整合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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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上下游界面自動連結

　　藉由輔助程式協助車站的定位，經由

讀取車站資訊的資料表格，自動將車站位

置、座向、高程依據軌道定線資料加以調

整，以利全線整合。並可將車站一定範圍

的軌道建置於模型上，作為後續車站設計

及軌道結構包絡線的衝突檢查(詳見圖3)。

(三)無障礙廁所自動設計

　　捷運車站建築內的無障礙廁所是依據

「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與「公共

建築物衛生設備設計手冊」所設計，但考

圖2 各項元件協助建構建築資訊模型

圖3 自動定位及軌道結構包絡線的檢核量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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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４ 無障礙廁所自動配置成果

量無障礙廁所內附屬設施眾多，若逐一放

置恐有遺漏造成困擾，採用群組方式放置

元件卻仍得依設計成果逐一調整位置。藉

由自動化輔助配置無障礙廁所，在已規劃

完成的車站平面中，自動尋找畫定區域

後，配置無障礙廁所的相關元件，及法規

規定之衝突檢核空間量體，以供後續設計

檢核使用(詳見圖4)。

三、設計檢核

 在淨空衝突檢查的部份，提供兩種方式

來檢核設計成果，一是依據設計規範需求放置

衝突檢查量體，以電扶梯及驗票閘門為例，電

扶梯在不同樓層時，緩衝空間分別為9500mm與

7500mm，並要求有2500mm的淨高，而驗票閘

門進出兩側則分別需有6000mm的淨空，而在建

立電扶梯與驗票閘門元件時，自動產生檢查量

體，後續僅需針對量體進行檢核。二是讓輔助

檢核程式，藉由設計成果自動產生檢核量體，

以運用該檢核量體來查核空間是否有衝突(詳見

圖5)。

四、設計資訊的整合與套用

(一) 圖表自動輸出

 　　捷運建築的門、窗及百葉窗，需依據

設計成果分別標示出所處的房間、所需的

五金、對應的詳圖等資訊，有些資訊是在

元件上可以註記，但是有更多的資訊是視

門、窗及百葉窗依據設計需求及成果來判

讀，在原有工作流程中需要工程師逐一檢

視並填寫。藉由輔助自動化程式來判讀

門、窗元件相對位置並得到相關資訊後，

填入指定欄位(詳見圖6)。

圖５ 自動產生淨高及淨空檢核量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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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７ 專用捷運元件的制作及數量整合

(二)數量自動化計算

　　在原有的工作流程中，在設計後期會

切出約莫一個星期的時間作數量計算，而

雖然建築資訊模型提供了數量計算的功

能，但如何有效的綜整出設計數量，第一

步是依據捷運車站設計需求，建立各式專

屬元件(詳見圖7)，並綜整明細表以達成設

計數量計算的目標。第二步則是藉由輔助

程式的編寫，以期達到將設計數量的資訊

一併整合至數量計算書。

伍、未來展望

建築設計完成後的圖面整合與數量計算的

完整性，是目前輔助建築設計的主要工作，但是

若檢核現在的工作內容，佔30%的報告書內容，

卻仍得花費大量的人時在整理相關報表，而檢核

圖６ 門表的整合與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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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報告、防災計畫書、行動不便使用設施計畫

書、特種建築執照及候選綠建築報告書。而未

來輔助設計自動化工具的發展可先從報告書內

容的圖面開始，藉由建築資訊模型中切出說明

圖說並依相關需求上色，減少圖面整合的工作

量，後續再從報告書的內容及部份對應的計算

書著手，將報告書內文中藉由讀取設計成果資

訊自動產生，除可減少數值來回填寫所可能發

生的錯誤外，更可提高製作報告書的效率。

總結來說，時間的調配是設計自動化最

重要的工作，藉由在重複工作、資訊填寫及修

正、依據設計成果產生細部建模及後續圖說、

數量計算和報告書中，降低設計者的工作量，

讓設計者得以將注意力集中至真正影響設計至

鉅的設計整合工作上，提高捷運車站設計核心

的品質，創造更高品質的捷運車站設計。

的內容有時又會回頭影響設計，現在檢核報告書

內容及再修正設計曠日廢時，所以未來在輔助設

計自動化的方向大概分為設計檢核的自動化及報

告書協作兩個方向，試分述如下：

一、設計檢核自動化

以綠建築為例，依現有的時程規劃，候

選綠建築報告書的送審，約莫與提送建造執照

同時，往往也是此時才真正細算各項綠建築的

設計成果，倘若計算結果無法達成綠建築標準

時，此時再調整設計影響甚深。若在設計中期

當各空間與外牆的開窗及遮陽確定時，可以藉

由輔助設計工具預作計算，得出可供設計參考

的數值，便可提送於設計中期進行設計調整，

將更有效率的達成設計目標。

二、 報告書協作

報告書的製作很容易被設計工作給忽略，

但依照過去經驗往往會花費不少於百分之三十

的細部設計人時，外審報告書包括都市設計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