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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北市政府規劃招商引進影視媒體相關產業進駐林口產業專區等據點，促進影視媒體產業聚落成

形，周邊亦有2017年世界大學運動會選手村及全國最大暢貨中心(outlet)商城，區域結合影視媒體產業與

商業服務機能，希望將林口地區發展成北臺灣重要的影視媒體重鎮。

　　民間全民電視股份有限公司為產業專區第一個進駐開發之媒體公司，本工程於2013年7月開工，

2017年1月完工，民視電視公司已搬遷進駐製播節目正式營運，也成為該地區的地標建築物，本公司專

案管理部亦是本案之施工管理服務廠商，主要服務項目為進駐工地協助業主管理施工過程事務相關工作

(法定監造工作除外)，以下就本工程施工管理實務重點及利用BIM建模等經驗，減少施工問題並提高施工

品質作說明。

摘  要

Abstract

Introductions to the application of BIM in the services 
provided as PCM contractor for the new construction of 
Formosa TV Digital Media Headquarters

The government of New North City planned a special Film and TV Media area in the Linkou District to promote 

the investment of Film, TV and related media industries. There are game village for the athletes of 2017 Taipei 

Summer Universiade in the vicinity and the Mitzui Outlet Shopping Mall, the largest in Taiwan, is also nearby. 

Together with these business, services and other good amenities in the neighborhood, they hope to develop 

Linkou district into an important Film and TV Media Center of Northern Taiwan.

Formosa TV Inc. is the first one to move into this Film and TV Media Center. The New FTV Headquarters 

construction project started in July 2013 and completed in January 2017 and became the landmark building of the 

area. FTV has moved into this new headquarters and started all their operations of production and broadcasting 

there. Our company’s PCM department was awarded the PCM contract of the project during the construction. 

Our scope of work is to be on site project manager assisting the owner to manage all construction related matters 

besides the legal designated supervisor. The followings are the key points of our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procedures and how we use the BIM model to help reducing conflicts in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and achieve high 

quality work in this FTV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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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1][2]

一、投資動機概述

綜觀國際重要城市多有電視媒體進駐，

而電視台的設立更可結合觀光、帶動地方發展

及促進產業蓬勃，如日本的「朝日電視台」與

「六本木之丘」都市更新計畫，將各種都市機

能高度結合，將以往耗費的時間與能量轉向創

造新的都市文化；富士電視台與台場地區的觀

光資源結合，更成為國際著名都市景點。

原本民視電視公司主要行政辦公室及新

聞攝影棚除設置於臺北市八德路、汐止攝影棚

外，另租用其他電視台攝影棚。於擴大事業版

圖之際，民視電視公司更期能覓得永續經營之

基地，整合節目製播作業流程，提昇工作效率

以提供更好的服務品質。遷至林口區後，將

整合子公司資源打造「民視林口數位媒體總

部」，依生產、生活、生態的永續發展理念

下，以產業群聚、地區共享、環境永續為未來

發展願景，期能帶動當地產業、回饋地方、共

創榮景。(圖1)

二、工程規模

民視電視公司(業主)於101年3月8日獲選

開發林口產業專用區，位處新北市林口區信義

路，與文化一路二段及文化二路二段之間，面

積約1.5公頃，基地北側臨20m寬信義路與住

宅區相鄰，東側與TVBS電視台總部相鄰(規劃

中)、南側與產業專區相鄰，西側隔著30m綠帶

與民視媒體總部二期工程(規劃中)相鄰，與中山

高速公路或捷運機場線A9站距離約1,500m，從

A9車站至臺北車站通行時間約30分鐘，至桃園

機場約15分鐘。而信義路周邊亦有多線公車，

可達林口長庚、圓山捷運站、板橋車站及台北

車站，整體聯外交通便利。(圖2)

圖1 願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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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連接主體建築，透過建築物地面層以挑高

大片落地玻璃連繫室內、外空間；以攝影機的

觀景窗為設計意象，透過ㄇ字型框架推疊出的

機能量體組合成豐富的建築形式，中間以一個

發光的鑽石(裡面有攝影棚)漂浮在空中，在立面

上形成如同攝影機的觀景窗，呈現框中有景、

景中有框的豐富層次。(圖3)

本工程委由大元建築工場設計及法定監

造，設計單位構想以電視台本身就像一個巨大

的場景，在觀看與被看之間不斷轉換。並藉由

量體的挖空、牆面的虛實組合、建築的前後層

次、玻璃的穿透與鏡射等手法，創造多重的框

景，強化了空間的戲劇性張力。舖面形式主要

以帶狀石材舖面配合長形綠帶，以簡單的幾何

圖2 相關位置圖

正面示意外觀 背面外觀

西北角外觀東北角外觀

圖3 大樓各面外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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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開發工程總經費約25.5億元，建築物

興建地下二層、地上十四層、總樓地板面積近

60,000m2的數位媒體總部大樓，建置15座高畫

質攝影棚、製作播映設備及辦公室，以符合未

來營運發展需求(表1、2)。整體工程分為土木建

築、水電消防、冷凍空調、音效設施及精緻裝

潢等五個標案工程。目前已完工並於2017年6月

16日舉辦落成典禮暨慶祝20周年台慶，本大樓

除帶動周邊發展並已在林口地區成為重要特色

建築物。

貳、施工管理工作重點[1]

一、施工管理服務項目

本案2011年業主已委託建築師辦理規劃設

計工作，2014年本公司開始執行施工管理，本

案已取得建造執照，除細部設計持續進行外亦

分階段辦理專業工程施工標之發包作業。施工

管理團隊則依據本工程特性及工作現況，秉持

服務熱忱及提供專業技術，期能達成「提升工

程執行效率」及「確保工程如期如質如度」之

目標。

由於業主自身已有新建工程處辦理本工

程開發之相關業務，包含遴選建築師、投資招

商計畫、整合各單位需求面積、協調各樓層分

配及未來攝影棚數量功能等項目皆已辦理，亦

已具備相當好的專業能力。本團隊主要服務則

輔以業主人力不足之處，並提供專業人力及建

議，襄助業主在工程發包階段及後續工程施工

過程的相關事務，相關實際工作及服務重點如

圖4及表3所列。

表1 工程規模分析

項目 規模分析

基地面積 14,896.92m2。

建築面積 8,600.85m2。

設計建蔽率 57.74%<60%

樓地板面積 59,695.45m2。

設計容積率 210%

樓層數目
地下二層、地上十四層、

屋頂突出物二層

建物高度 65m

構造方式 RC及SC構造

綠建築 綠建築銀級標章

表2 建築空間規劃表

配置樓層 空間性質 樓高

1F 大廳+餐廳+商店+銀行+攝影棚(5)+攝影棚附屬設施 6.0m

2F 辦公室+攝影棚(3)+攝影棚附屬設施(副控室…等機房) 4.0m

3F 辦公室+攝影棚附屬設施(調光室) 4.0m

4F 辦公室+攝影棚附屬設施(主控、播出、後製…等機房) 4.0m

5F 辦公室 4.0m

6F 辦公室 4.0m

7F 辦公室+新聞棚(1) 4.0m

8F 辦公室+新媒體攝影棚(3) 4.0m

9F 辦公室 4.0m

10F 辦公室 4.0m

11F 辦公室 4.0m

12F 辦公室 4.0m

13F 辦公室 4.0m

14F 辦公室+新聞棚(3) 6.0m

R1F 機電設備空間 3.0m

R2F 機電設備空間 3.0m

B1F 停車場+機電設備空間+攝影棚附屬設施 6.0m

B2F 防空避難室+停車場+機電設備空間 3.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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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服務重點

項次 工作項目

一 施工管理項目

1 人員留駐工地，持續性監督施工廠商按工程契約及設計圖說等規定施工，並查證施工廠商履約。

2
施工廠商之施工計畫、品質計畫、預定進度、施工圖、器材樣品、趕工計畫、工期展延與其他送審文
件之審查及管制。

3 重要分包廠商及設備製造商資格之審查。

4 施工廠商放樣、施工基準測量及各項測量之校驗。

5 監督及查驗施工廠商辦理材料及設備之品質管理工作。

6 監督施工廠商執行工地安全衛生、交通維持及環境保護等工作。

7 施工廠商履約進度之查證與管理及履約估驗計價之審查。

8 施工廠商履約界面之協調及整合。

9 工程契約變更之建議及審查。

10 機電設備測試及試運轉之監督。

11 審查竣工圖表、工程結算明細表及工程契約所載其他結算資料。

12 工程驗收之協辦。

二 全程服務期間

1 負責協調連繫相關人員出席業主所主持工程協調會報。

2 召開並主持工程月會報、工地工務會議。

3 協助整合各相關工程介面及協調事項處理。

圖4 施工管理各項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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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施工管理核心工作

綜觀契約工作內容，本團隊研討為了提

升媒體大樓工程之成功目標，先就工程特性檢

討可能的狀況，工作的重點著重於工作協調、

界面釐清、即時反應以及問題處置等方面，服

務內容並不限於契約內施工管理(Construction 

management, CM)事務，過程中受業主民視電視

公司全力支持並考量現況需求，實際提供專業

營建管理(Professional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PCM)服務。

善用相關管理工具協助，加上專案各成員

的相互配合，尤其本工程分為五個專業工程施

工標，發包及進場時間都不同，依序為土建工

程、水電工程、空調工程、音效工程及精緻裝

潢工程，所以工程進度及施工界面掌握相當重

要，施工管理單位必須明瞭管理的工作核心，

因此每個施工承包商進場前都必先召開初始會

議，明確傳達業主期望之工作目標及施工現

況，期待以團隊合作的精神，帶領專案團隊各

項工作往前推展，提升整體工程效率，相關重

要工作項目說明如下：

(一) 簡化管理流程

 業主很明確傳達，本工程非公共工

程，工作重視實質有效管理並解決事情，

無須過度文書作業或僵化程序。因此著重

施工管理之績效及流程簡化，施工管理做

到將管理訊息在第一時間通知業主知悉，

讓彼此為合作夥伴以互信基礎而共同解決

所有事務。最終，專案執行過程回饋就是

獲得業主信任及優質成果展現。

(二) 持續的工作協調

 工作協調方式以不拘形式，包含會

議、電子郵件、電話、現場溝通等，內容

則包羅萬象如業主指示、需求改變、變更

設計、承包商疑義、現場工序協調、生產

管制、施工品質、計價確認、勞安要求等

涵蓋所有項目，原則上施工管理單位為訊

息中心，出面協助處理並提供各種專業建

議，業主則充分授權，列席、提供見解或

會同瞭解處理成果，並做最終決策確認。

(三) 預先發現問題並克服 

 工程執行過程中並非全然順利，於面

臨相關問題是否提前處理，及後續施工能

按部就班進行，說明如下：

1.  檢討各標契約界面：本工程分為五個標

案依序發包，但也發生同一個施工項目

也同時出現不同承包商在施工，故契約

責任及項目釐清，則相對重要。

2.  施工困難度檢討：本工程造型特殊，尤

其14樓ㄇ型鋼構框架，在受限的施工空

間做施工規劃是一項挑戰。

3.  施工順序的協調：如結構體施工前，其

他水電、空調施工標應該配合之施工項

目是否完成，則須預先防範及確認。

(四) 走動式現場管理

 施工管理單位與業主每日巡視追蹤施

工進度、施工品質等，如遇施工及安全問

題等，每日隨時反應結果至相關承包商，

承包商亦回饋問題解決方式。

(五) 施工疑義/變更設計管制

 設計圖面不清楚、規範不明確、施工

項目重複或遺漏、業主需求改變等，都影

響到承包商繪製施工圖、發小包、材料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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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3D數位化的資訊，施工前期能有效檢核設計

圖及發現並解決施工衝突問題、預先模擬工地

條件進行施工順序的檢討、和減少未來實際施

工時設計圖及人為工作失誤等。完工後則期望

BIM 的竣工模型(含有設施設備與空間的相關資

訊)可交付給業主營運與管理單位應用，以提昇

本大樓管理空間、設施或設備的整體效益。

二、BIM執行過程及範圍

本工程BIM建模分別有土建工程、水電工程

及空調工程等三個承包商，土建工程先進場施

工，依照發包順序，水電工程及空調工程陸續

進場，因此BIM工作執行，原則以土建工程為標

準，水電工程及空調工程須配合建置模型。換

言之土建工程承包商除本身製作土建模型外，

亦須負責水電及空調承包商之最後的模型整

合，並定期討論。音效工程及裝修工程則屬於

配合工作，可就施工現況彈性調整，不納入BIM

建模範圍。

三、BIM檔案架構制定

本工程BIM建模拆分架構區分為土建、鋼

構、機電、空調四部份，土建模型依據結構

體、帷幕外牆、樓梯、敷地等拆分檔案。結構

體部分依據樓層拆分，特殊需細部檢討的樓層

(例如：地下室與一樓交接面、六樓～九樓攝影

棚、屋頂層)則另外拆分模型，檔案架構如圖5。

BIM模型建置精細程度，根據美國 AIA 規

定，可分為LOD100～500五個等級，本工程依

據實際施工需求及管理維護，模型細緻程度達

到LOD300到LOD400之間。

四、BIM的資訊交換機制 

BIM資訊交換規劃每週於工務會議前由土建

承包廠商邀請機電與空調分包商共同召開 BIM 

審及訂單生產，最嚴重者會造成停工，影

響施工進度甚鉅，因此該部分須受明確列

管，做為後續施工依據。

(六) 緊急事件立刻辦

 問題發生影響既定施工進度，或承包

商逕自施工造成其他平行承包商無法接續

施工，或發生影響施工安全(如墜落等)，

則立刻障礙排除，現場要求暫停或立即停

工，邀集相關承包商協調、或採行必要勞

安改善措施，避免錯誤施工造成後面改善

費工及增加費用。

(七) 善用BIM建模工具

 管理不是找問題當績效，而是現有資

源下發揮最大效益，契約面要求施工承包

商導入BIM建模檢討，施工管理單位檢核成

果，以發揮最大管理功效。

參、BIM建模說明[3][4]

一、BIM計畫目標

建築資訊模型(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

也簡稱為 BIM)。是指在新建設施或經更新設施

之生命週期中，為滿足各種使用者需求，利用

數位化、參數化、物件導向化、可互相操作性

公開標準的資訊，連動性方式描述或形容建置

模型，以呈現建築物物理及功能上特徵的過程

或技術。

本工程設計並未導入BIM，而業主認為BIM

工具對於施工及後續維護管理有其功效，因此

在工程發包階段除將BIM導入契約，遴選時亦把

承包商BIM簡報列為評選重要指標。施工階段導

入BIM建模技術，對工程專案的價值，希望可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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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會議(圖6)，施工管理單位則列席參與，並

協調最後結果，工作原則說明如下：

(一)  設計圖說檢討：根據合約圖說內容建

模(設計模型)，透過設計模型協助清圖

工作。

(二)  施工性：根據設計模型與現場工程團

隊進行施工性檢討。(每層樓60天內

完成)

圖5 BIM模型拆分架構圖

各承包商模型整合會議 業主/施工管理及各承包商模型衝突檢討

提出BIM檢討成果及追蹤辦況 回饋2D圖標示成果

圖6 BIM小組工作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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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疑單的提送原則，以每一個問題一份釋

疑單，原則由土建工程承包商負責所有釋疑單整

合及檢討(含機電及空調工程承包商之釋疑單提

出)，轉給施工管理單位確認並提報業主由設計

單位釋疑，該機制為確保施工過程之疑義能有效

受到管制及追蹤，以利在施工過程中所有承包商

皆能瞭解相關的訊息以利後續施工順利推動。

五、軟體及檔案格式

(一) 軟體工具

1.  Autodesk BDS 2013(含Revit Architecture/

Structure/MEP, Naviswork, AutoCAD等)：

各承包商模型建置用。

2.  Design Review/Naviswork freedom：供業 

圖7 BIM模型展示-正面建築物外觀

圖8 BIM模型展示-南北向剖面透視圖

(三)  機電空調套繪：整合機電與空調 BIM 

模型，機電及空調 BIM模型由該分

包廠商製作，並提供模型檔給土建廠

商，在施工前先進行套繪工作及衝突

檢討。(每層樓45天內完成)

(四)  提出釋疑單：衝突檢討結果先由施工

管理單位複查，若可以解決事項則邀

集相關承包商、業主進行界面協調或

現場會勘解決，無法處理事項則提送

業主由設計單位確認，並完成釋疑回

覆。(30天內完成)

(五)  繪製施工圖及修正模型：承包商繪製

施工圖外，模型依據正確施工訊息進

行修正，直到最後完工後，提出正確

的竣工模型。(如圖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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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設計單位及施工管理單位模型檢視用。

3.  MS Office 2003，MS Project 2003：文

件製作使用。

4. Adobe PDF：文件檢視及交換使用。

(二) 檔案格式

1. BIM模型檔：*.rvt

2. 模型檢視：*.dwf or *.nwc 

3.  文件：*.doc, *.xls, *.ppt, *.mpp, *.pdf等通

用文件格式。

4.  圖片及影像：*.jpg, *.avi, *.mpg等通用圖

片、影片格式。

肆、BIM執行成果說明[4]

一、BIM施工檢討例說明

1.7樓臨時支撐完成 2.西側13樓鋼構柱施工 3.東側13樓鋼構柱施工

4.西側14樓鋼結構施工 5.東側14樓鋼結構施工 6.中間跨梁吊裝施工

7.中間跨柱施工 8.其他構件持續組裝 9.組裝完成

1.施工前 2.施工後

圖9 14樓ㄇ型鋼構框架吊裝施工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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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可調整之衝突，逐一篩選，最後提出釋疑單

處理。比如初期地下一樓模型套繪結果，初步

1438個衝突，排除不合理等其他因素，留存104

個。顯然透過3D視覺化的檢討，比傳統用2D套

圖可以更精準地發現衝突，對於解決設計及施

工問題能發揮更大的功能。(圖10)

另，對於1樓參觀走道路徑檢討，原設計

淨高為CH＝420cm，在結構體無法穿樑的條件

下，經水電、空調管線套匯後，發現無法達成

設計淨高要求，模擬後在管線位置調整之最佳

結果僅能達到CH＝360cm，若當時未透過BIM管

線配置檢討，各標自行施工，淨高可預期將低

於360cm導致修正困難。(圖11)

本工程為鋼筋混凝土及鋼結構之構造，

評估14樓ㄇ型鋼構框架吊裝施工難度極高，建

築物樓高65m，跨距100m，中間挑空區約達

40m，中庭景觀區域面積有限，吊車工作半徑及

吊臂角度受限，故只能採用500T型以上吊車，

為了加快吊裝時間及減少風險，鋼構件儘量先

在地面組立成小單元，再進行吊裝作業。也為

了施工安全起見，7樓獨立攝影棚(俗稱：鑽石眼

睛)先行施工，並上搭臨時鋼構支撐至13樓，待

14樓ㄇ型鋼構框架吊裝完成地板澆置後，再予

以拆除。(施工順序如圖9)

二、衝突檢討例說明

土建、水電、空調模型套匯整合後做初步

的衝突檢討，排除大衝突並做路徑、空間、淨

高檢討，續經開會檢討排除個別承包商現場施

圖10 地下一樓 BIM 模型建置後的衝突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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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原設計CH＝420cm 2.檢討後CH＝360cm 3.現況照片

圖11 1樓參觀走道路徑檢討

鑽石造型攝影棚 5樓平台

裝修後辦公室 入口大廳

攝影棚未搭布景前 攝影棚完成布景

圖12 照片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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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相對BIM模型建置雖有正面的效果，但卻

也有不如預期的地方，隨施工進度，業主

增加許多新觀念新想法，及諸多製播設備

的日益更新及採購，因需求變更也導致原

規劃空間、位置也隨之調整，以致後期BIM

模型建置工作產生困難，若配合修正調整

再做衝突分析，將耗時亦徒增無效工作及

成本，因此過多的局部變更設計，則以不

更動現有的模型架構下，改採傳統2D圖套

繪修正後，才回饋到模型建置，相對是有

效率的方式，最終再彙整變更案並整體修

改竣工模型，這也是理論BIM模型建置與實

務執行上仍有所差異，因此變更設計的多

寡，亦影響BIM建模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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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語

一、 民視林口數位媒體總部大樓的完成是所有

專案成員努力的成果，施工管理團隊協助

各承包商契約責任釐清、施工界面協調、

現場走動管理、抽查施工品質、克服施工

難題、施工進度追蹤等具有相當成效，可

貴的在業主充分授權及信任，發揮專業功

能而達到實質的品質提升。從興建的過程

中，各參與成員亦能在回歸專業的基礎上

處理事務而有所精進，其中因設備進步日

新月異，工程可隨時調整配合更新，此部

分也是與公共工程執行重點及效能有很大

的差異。(完工相片如圖12)

二、 一般商業大樓機電系統配置不如媒體大樓

有極高的複雜性，大型攝影棚製播設備昂

貴，無論錄影或即時轉播都不能有絲毫問

題，施工初期要配合管線預留，施工後段

則要配合進度進場安裝，以及不間斷的試

車運轉，因此預先施工規劃、界面檢討

及各項進場安裝時程掌握及整合非常重

要，施工管理的各項作為都要盡可能全盤

考慮。

三、 原本規劃設計階段並未導入BIM建模，但

隨著設計成果日漸完備，複雜系統的整合

越顯重要，限期完工壓力，若單純靠各施

工標以傳統施工圖套圖檢討，會造成花費

時間多而成效不彰，所幸業主在後續發包

初期即導入BIM建模的項目，對整個工程的

施工界面檢討、管線的路徑規劃及安排、

重要施工技術預先模擬等，有其絕對的功

能，大大減低施工風險，增加了施工疑義

的處理效率及避免各標產生紛爭，也降低

拆掉重做的頻率並減少成本浪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