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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Abstract

　　本文主要介紹本公司一般建築在設計自動化應用之發展及進化，因BIM之應用成效，改善過去以2D

圖紙化作為溝通思考之舊思維模式。在建築的領域裡建築設計為各專業之火車頭，攸關工程成敗之關

鍵，於進入「設計4.0」的時代，設計已不再是一成不變的作業模式，又現今資訊網際網路盛行的環境

下，透過大數據資料庫、設計自動化程式的研發應用，利用視覺化3D模型、4D動畫及VR技術的應用來進

行專案設計已是必然之趨勢，加以元件參數化之靈活運用，讓工程之設計進度能像堆積木一樣快速，節

省了很多人力及成本。以下將說明本公司目前建築設計4.0自動化之應用發展情形及成效。

摘  要

Abstract

The application of Architectural design 4.0 
automation

This paper mainly introduces the development and the evolution of CECI design automation in general 

architecture. Due to the application of BIM, the thinking and the communication in design practice are not confined 

in 2D anymore. Within the field of construction, architecture design takes on the role of bellwether, determining 

success or failure of all engineering activities. In the era of "Design 4.0", design is no longer a constant operation. 

The applications of visual 3D models, 4D animation, and VR technology have been common in design project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Furthermore, by using Big Data and design automation programs, 

the flexibility of parametric design improves the work efficiency, saving a lot of manpower and costs. At last, the 

following will explain the development and the achievements of CECI's architectural design auto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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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早在二十幾年前，機械與製造相關行業便

開始應用電腦3D技術於產品設計、分析與製

造。營建產業則因產業特性之不同，在3D資訊

模型及其相關應用軟體工具的發展與應用上，

雖持續地有些進展，但速度相對較為遲緩。近

年來，由於擬真模擬技術與相關軟體工具的

蓬勃研發，使得3D建築資訊模型為核心的BIM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技術與工具又

更加成熟；加上現在許多建築物的造型與空間

安排之複雜度已達到了不使用3D模擬技術則難

以設計、施工的地步，另為了達到節能減碳與

永續發展上的要求，也必須使用3D模型來進行

相關分析設計才能達成。因此近年來，營建產

業也漸進邁入工業4.0的科技自動化時代，「設

計4.0」已蔚然成為一股不可忽視的趨勢，逐漸

被納入公共工程的要求中。

本公司在2010年即成立BIM中心，負責全

公司BIM技術推動、標準訂定及各種BIM應用軟

體整合與API工具開發，除整合公司內部建築、

結構及機電(MEP)之專業技術介面外，亦提供

BIM客戶專業技術服務。建築部配合公司推動

設計自動化之目標，早已導入BIM，並且有諸多

利用BIM進行設計、施工及營運之成功案例(圖

1)。今年度更以「建築設計4.0」為藍圖全面導

入BIM建築設計自動化，並建立完善之SOP規劃

設計作業流程(圖2及圖3)，使同仁設計工作更加

簡化且更有效率。因BIM之應用，設計階段已可

為建築、結構、機電等各專業人員提供有效率

的設計溝通及衝突檢查平台，有效減少設計錯

誤及衝突發生，以提升設計品質及正確性，並

能自動計算核對施工材料數量，確保業主預算

能夠獲得精確控制，順利完成發包。

圖1 和平國小暨籃球運動場館BIM模型及完工後照片

圖2 BIM設計作業流程

建築

電機

結構

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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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BIM建築規劃設計自動化流程圖及軟體應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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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建築設計自動化

一、規劃設計自動化作業流程

一般建築規劃設計作業階段通常從專案計

畫成立到完成細部設計工作成果交付，包括：

規劃設計構想(可行性研究)、基本設計、細部設

計、送審作業(含建照申請)及細部設計成果出圖

(工程發包圖)等，後續之施工、監造、營運管理

等將為另一課題，不在本文論述。規劃設計各

階段作業BIM所需應用之資料庫、軟體或分析程

式，以及成果回饋關係詳如圖3。

(一) 先期作業階段(規劃設計構想) 

BIM主要應用目標：(1)BIM工作執行計

畫；(2)蒐集BIM設計輸入資料；(3)基地環

境分析及(4)規劃方案評估分析等。

從本公司案例知識庫及建築資料庫

中，擷取或查詢與計畫案相關之設計參數

資料，以建構專案計畫之基本資料，做為

BIM設計輸入資料來源。本階段工作一般為

規劃方案之可行性評估，常需大數據資料

作為決定方案之策略，建築設計4.0大數據

資料庫內容如表1，存放於本公司IE之建築

資料庫。針對各專業項目，例如GIS支援網

可查詢地理環境及都市計畫資料，BIM支援

網之BIM GO可下載各類之Revit參數化元件

等，如圖4、圖5。

表1 建築設計4.0大數據資料庫內容

項次 專 業 項 目 資 料 庫 內 容

一 BIM資料庫
1.外掛程式、2.材料資料庫、3.族群元件、4.模型樣板
5.BIM設計案例資料庫

二 CAD資料庫 1.出圖形式、2.字型

三 法規解釋函令資料庫
1.建築技術規則解釋函令彙編
2.建築法解釋函令彙編

四 特殊空間尺寸需求資料庫 1.機場航站、2.醫院建築、3.車站建築

五 施工規範資料庫
1.設計案例施工規範、2.建築部施工規範、
3.工程會施工規範

六 施工詳圖資料庫 1.設計案例施工詳圖、2.建築詳圖集成

七 新工法、材料資料庫
1.依建築技術規則總則編第四條第四項規定之材料
2.中空水泥板、鈦鋅版…等

八 連結公司內網站資料庫
1.GIS支援網(地形圖、地質圖、影像圖及電子地圖等)
2.BIM支援網(BIM GO平台，樣板、元件及美編素材等)
3.估價中心(PQRS系統、工程概算專家、商品行情網)

九 連結公司外網站資料庫

1.全國法規資料庫查詢
2.各縣市使用分區查詢
3.地籍圖系統查詢
4.各縣市公共設施管線資料查詢

圖4 本公司GIS支援網 圖5 本公司BIM支援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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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應用BIM進行基地自然環境及綠能分析

(二) 基本設計階段 

 BIM主要應用目標：(1)建築量體及方

案規劃；(2)地形環境整合；(3)綠能節能分

析；(4)耗能分析及(5)輔助法規檢討等。模

型發展程度LOD200。

 在本階段作業全面以3D BIM為核心發

揮概念設計構想，同時建立周邊3D建物及

環境。自基地分析即開始應用Autodesk、

Revit或IES VE等BIM相關軟體分析基地相

關自然環境及綠能評估資料，運用三維環

境進行建築量體與周邊環境之物理環境分

析，包含日照角度、陰影遮蔽、眩光影

響、外殼熱輻射、風環境、自然採光及空

調負荷之影響等，尋求設計最佳使用及最

低耗能方案，如圖6。

圖7 基本設計階段應用BIM進行方案評估節能分析及設計優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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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基地自然環境分析後，同時考慮基

地地質、高程及地形之變化，例如在土方

平衡原則下，研擬最佳配置方案。建築物

於初步量體分析及法規檢討後，隨即採BIM 

技術進行空間機能規劃，可即時快速提供

空間量化資訊，並且藉由可視化的3D模

型與業主進行造型與空間架構的確認。於

空間佈置架構、面積確認後，結構及機電

工程師立即進行初步的系統規劃，並應用

綠建築性能模擬軟體分析方案之綠建築效

益，有效提升及優化設計方案。如圖7。

(三)、細部設計階段

1.  BIM主要應用目標：(1)建築、結構、機

電項目設計作業；(2)跨專業協同設計；

(3)設計介面整合；(4)細部設計成果2D

圖紙輸出；(5)3D電腦模擬彩現圖(透視

圖)及(6)導出工項數量估算等。模型發展

程度LOD300。(圖8)

2. BIM設計自動化應用

本階段全面使用BIM軟體進行細部設計。建

築資訊模型建置，包含建築、結構、各機

電系統(MEP)等相關設備，從設計、協調、

整合，甚至對業主溝通皆採用BIM 3D模

型，確保設計成果符合業主需求。BIM模型

建置內容及運用如下：

(1) 依結構、建築、水電、環控、機電、

管線、空調及消防等原則分類，再依其

組成構件再細分類別與各種構件編碼建

置BIM模型。(圖9)

(2) 進行協同作業，各專業設計間之干

涉、碰撞檢查。(圖10、圖11)

(3) 利用3D建築資訊模型產出平面、剖

面、立面等2D工程圖說，精確呈現設

計資訊。(圖12、表2)

圖8 細部設計階段應用BIM進行設計整合及自動輸出設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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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 BIM各專業模型建置

圖10 BIM各專業協同作業機制

圖11 BIM 介面衝突檢查及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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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 Revit及輔助程式自動產出設計成果

表2 細設圖說繪製自動化功能說明

設計圖分類 內  容 自動化製圖功能說明

A0 圖目錄 可依不同專案需求設定格式，自動產出。

A1 配置圖 連結各棟建築產出2D圖面，變更時同步調整。

A2 各層平面圖 3D模型自動轉換2D圖面，空間資訊同時完成。

A3 各向立面圖 3D模型自動轉換2D圖面，立面材料自動標註。

A4

總剖面圖 3D模型自動轉換2D圖面，索引符號自動標註。

牆剖面圖 3D模型自動轉換2D圖面，裝修符號自動標註。

樓梯平面及剖面圖 3D模型自動轉換2D圖面，變更時同步調整。

室內裝修表 連結空間裝修設定材料，自動產出。

A5 廁所平面及剖面圖 自由切換不同比例圖面，變更時同步調整。

A6 門窗表 依設計數量及五金類別自動調整並產出圖面。

A7 詳圖 若有不同檔案型式可連結併入圖目錄。

(4) 精確產製項目及數量，作為估價預

算編制基礎資料。(圖13)

(5) 依設計構想上彩，並可進行漫遊呈

現建築場景，並產製室內外透視圖檔，

提供業主及施工廠商施工階段參考。

(圖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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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3 BIM數量計算書輸出流程及預算總表

圖14 由Revit設計成果模型發展為施工模型

(6) 將3D模型配合擬訂之工程進度，建

立4D工程進度模擬，輔助施工可行性

分析以供施工廠商擬定施工計畫參考。

(圖15)

參、法規自動化檢核

建築規劃設計成果必須符合相關法律規

定，一般建築法令規範主要遵循為都市計畫法

圖15 以BIM 4D排程模擬工序、鋼構吊裝工序模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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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相關土地使用規定)、建築法及建築技術規則

等。設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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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特別研發相關法規自動化

檢核API，期能在基本設計及建照審查前透過輔

助程式自動檢核，避免不必要之錯誤，縮短建

照審查時間。

研發軟體架構主要項目著重於前端法規檢

討，結合建築大數據資料庫系統及藉由Excel運算

能力建置外掛，運作方式為資料庫內整理好的法

規資料撈出後寫入法規檢討Excel表單，再由開發

外掛將Revit內實際設計帶入Excel內運算後，將檢

核成果展示在開發外掛內並依此修正Revit模型。

法規自動檢核API目前已完成五個選項，包

括：法規檢討、詳圖更新、計算公式、步行距

離及自動編號等，Revit程式介面如圖16。

圖17 法規檢討結果總表

圖16 Revit程式介面

法規自動化檢核功能要項：(1)依不同個案

所需檢討法規代入之API欄位或Excel表單；(2)

樣板檔相關法條檢核項目參數設定；(3)即時設

計成果檢核欄位及警示資訊。相關法規計算驗

證警示、面積計算列式及物件自動編號等，操

作說明及成果如下。

一、 法規檢討：按下法規檢討輸入預設的EXECL

樣板即可得出相關法規數值。(圖17)。

二、 面積計算：透過預設的房間資料，可帶出

計算式。

三、 步行距離：透過畫出來的路徑，列出計算

式。(圖18)

四、 自動編號：停車格或房間透過程式辨別，

自動帶出編號。(圖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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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溝通協調：可視性衝突檢查，提前排

除施工障礙以減少後續設計釋疑。3D

環境空間模擬，業主易於掌握需求。

(三)  工作效率：圖說標準一致，調整及修

正更有效率。圖面及數量計算自動產

出，快速精準，透過API輔助程式，更

能將工程項目及數量轉換成工程預算

書之表格型式，減省PCCES之作業成本

及時間。

二、自動檢核深化設計

(一)  法規自動檢核：透過法規自動化檢核

API，可減少人力成本及人為錯誤。

(二)  資訊連結：以3D視覺空間整合及優化

設計內涵，並提供建築物資訊連結、

資料運算分析，有利於全生命週期BIM

之運用。

伍、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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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有

完善之規劃設計作業流程及分析軟體工具箱，

在設計階段即進行跨領域之協同作業、介面衝

突檢討及整合，能達到有效率之協調與溝通，

並將專案結案資料回饋充實大數據案例資料

庫，加以透過法規自動檢核API運用，可減少設

計錯誤，大幅提升設計品質、工作效率及精簡

成本。為達到環境永續目標，本公司設計初始

即運用IES-VE綠能等分析軟體，進行建案基地周

遭環境及建築物效能分析，積極朝向節能減碳

之鑽石級綠建築目標邁進。此外，搭配VR虛擬

實境之技術應用，增加參與者視覺之體驗，讓

設計4.0自動化之推動不再僅是口號。

肆、設計自動化之效益

建築設計4.0自動化之執行，配合建置工

程設計資料庫、參數化之元件庫及Revit標準樣

板，依各階段設計作業流程選用適當軟體及API

外掛插件。由BIM自動產出綠能分析資料、細部

設計圖說、數量計算書等，並透過本公司Qtop

估價作業系統及PCCES軟體產出工程預算書，從

規範資料庫編訂工程施工規範等發包文件。此

外利用法規自動化檢核API，可確保設計成果之

正確性，大為減少人力成本及人為錯誤。

有關設計自動化之效益說明如下：

一、提升工作效率、設計整合及溝通

(一)  設計介面整合：不同專業藉由同一平台

同時作業，節省等待時間且資料傳遞可

一致性，並可檢視結構、建築及機電等

之設計衝突，有效進行介面整合。

圖18 步行距離檢核

圖19 停車格自動產出編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