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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Abstract

　　桃園機場啟用至今已踏入第39年，因應航空時代旅客激增，擴建航廈為前瞻而有效率的問題解決手

段。第三航站區建設計畫為目前國內最大規模，同時亦為台灣的重要工程標竿。從而，身為全新國家門

戶，如何讓工程更快、更好、更安全，引入建築資訊建模BIM，似乎是在千頭萬緒的工作中，能有效解

決複雜問題的重要管理手段。惟T3計畫龐大的工程在工作分組上分為：機場功能規劃、建築造型與請照

及景觀、土建及交通工程、建築結構工程、環評作業及永續工程、機電與公共設施、資訊通訊系統、特

殊系統、專案管理資訊系統、建築資訊模型、投標策略及計畫控管等11個專業分組，專業間的整合議題

不計其數，如何能真正的落實BIM方法以改善乃至全面優化工程的各專業，本文將簡述桃園機場第三航

廈主體工程於設計階段如何實踐BIM應用。

摘  要

Abstract

The Advance Design of BIM Implementation  
in Taoyuan Airport Terminal 3 Project

Taoyuan airport had operated thirty-nine years since 1979. The amount of passengers are growing up year by 

year. Building a new terminal is the most effective way to fulfill the requirement of the airport operation. The project 

of airport terminal 3 area development is currently the largest scale project and a benchmark for the AEC industry 

in Taiwan. As a new gate of the country, optimizing schedule, quality and safety with application of BIM technology 

would be the good way to success. There are 11 disciplines are involved in this project means that the great 

among of coordination works. How to apply real BIM for the project? This paper describes that how we use BIM to 

assist the collaboration and coordination during design stage of this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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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桃園機場因應航空時代旅客激增，必須

擴建第三航廈，本工程既是繼十大建設後，國

內最大單一公共建築，同時亦為國家門戶，備

受國人矚目與期待。由於氣候變遷及管理工具

的不完善，第一及第二航廈曾發生過管線漏

水、停電及淹水等事件，新航廈的興建，正好

引入全新的工程全生命管理思維搭上BIM的浪

潮。不諱言，本公司自國外引進BIM(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觀念並大力推動雖已逾十

載，但是業主及施工承商對BIM的實務操作，大

致仍處於摸索階段，BIM落實應用成功的關鍵，

有賴設計顧問機構的應用及管理經驗。工程能

有系統地應用BIM並非一蹴可幾，對於T3計畫，

本公司除了應用了十多年的BIM在地經驗外，復

融入國際團隊成員的作業方法與經驗，創造一

個全BIM應用的設計氛圍，BIM的應用在設計過

程無處不在，其中，設計團隊間協同作業的方

法務實而有效率，希望透過本篇文章介紹第三

航廈設計的BIM前瞻作為，俾有需要的讀者以及

BIM設計精進的應用參考。

貳、工程簡介

桃園機場第三航廈設計成為最新世代的

航站大廈，為旅客提供兼具效率與美觀的空間

體驗，並發揮最高的營運彈性、功能性及舒適

性。其區位設置於西側新建的WC滑行道與現有

第二航廈之間，航站區的主要建物包括每年處

理容量為4,500萬名旅客的航站大廈，另尚有航

站大廈南北兩側之登機廊廳、與登機廊廳連接

的固定連結式空橋、連接多功能大樓的通廊、

多功能大樓，以及多處公共設施等。航廈主體

總樓地板面積約549,000平方公尺，其中包括二

層地下停車場，工程經費約為新台幣400億元；

涉及的工程專業包括道路、橋梁、地下箱涵、

圖1 工程內容及計畫期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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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成果精進及作業需求，與時俱進，適時更

新，讓BIM在可執行的狀況下永續發展，因此，

需要在業主、總顧問及設計顧問的共識下進行

版次的更新，以達到理想目標。完善地BEP應闡

述之重點內容如下：

(一) BIM模型整合

 為了加速整合模型作業流程，能即時

提供予各專業檢討相關界面問題。因此本

計畫針對BIM模型基本樣版之設定要求，

包含各專業應依本計畫訂定座標原點、單

位、網格及色彩計畫等規則，進行模型設

定，同時要求使用相同軟體版次建置BIM模

型(如圖2所示)。唯有工作團隊遵守以上作

業規則，提供正確的檔案交換格式，才能

完成本計畫週期性的協同循環作業。

(二) 檔案命名原則

 T3計畫預期產生的圖資、文件量非常

龐大，若無一致且具可讀性之命名原則，

將造成文檔管理困難，故提交的文件及圖

資皆須編碼(如圖3所示)，包括正式提送業

主的2D、3D模型之相關設計圖資和報告、

凡業主或外單位提供之參考文件、各單位

共同管道、建築、機械、電機、建築結構、排

水、景觀、藝術、綠能等，工程規模龐大，界

面複雜。以T3航站區整體計畫而言，迄今(2018

年第二季)已有五個施工標發包施工，包含二個

土建標(第一標土方及基礎、第三標機坪與滑行

道及機坪設施)及四個統包標(第九標航空地面

燈光系統、第十標行李處理系統、第十一標資

通訊系統、第十二標空橋系統)，後續尚有十個

施工標將陸續招標施工(包括第六標航廈主體工

程)，按原建設計畫，以2020年底為完工目標(如

圖1所示，另按：目前T3計畫刻正檢討建設計畫

整體時程)。

參、工作框架

一、BIM執行計畫(BIM Execution Plan, BEP)

BIM執行計畫係依招標公告所示業主需求

資訊之架構原則，進行BIM工作流程描述，依據

工程全生命週期規範及描述工程計畫的BIM共通

用語、BIM作業目標、資訊環境、BIM管理人員

的組織、BIM所介入的工作流程、共用軟體及其

版本、產出成果之命名方法、計畫各階段的模

型資訊需求及相關資訊之品質要求等，作為本

計畫BIM執行的依據。此外，BEP並應隨著設計

圖2 模型整合

圖3 檔案命名規則



3
專
題
報
導

150 │No.118│April, 2018

為計畫執行而訂定或產製之技術文件，以

及工作小組會議資料等，皆須依循此編碼

原則。編碼原則係依據BS1192-2:2007之規

則用於命名檔案之名稱，共區分為九個欄

位進行分類命名。

圖4 T3主體BIM模型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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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專業分工的需要，目前更細化拆分為200

多個模型。

二、PMIS

T3設計是一個國際性的團隊合作，要共同

合作就必須使用一套國際標準，團隊一致認為

英國標準PAS1192:2的流程及資訊處理的方式相

當適用於本計畫。圖5即為英國標準PAS1192:2

的流程及資訊處理的方式，先經業主需求確認

後擬定符合期待的BIM執行計畫，並嚴格地追

(三) 模型拆分原則

 考量電腦運作效能，也為提升計畫協

同作業及各專業整合檢討之效率，復考量

工程及專業涵蓋範圍之條件下，模型拆分

原則需能滿足提供多方使用者進行存取，

並可兼顧檔案大小之操作效率、不同專

業、不同建物及工項等確認符合拆分原則

目的。圖4為T3航廈綱要性的設計模型拆

分，事實上模型因隨著設計進程演進變得

過大，造成協作效率降低，故為實務操作

圖6 PMIS系統畫面

圖5 英國標準PAS1192:2的BIM流程及資訊處理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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蹤管控專案執行過程中所有應該被產製的圖文

資料 (Master information delivery plan)，讓專

案隨著時間往前推動的過程中，將全部資料逐

步累積起來，包括模型、非圖像資料(如：元件

屬性)、相關專案文件等。上述的過程、資料、

守則，皆需依附於通用資料環境(Common Data 

Environment, CDE)中運行，CDE包括工作進行

中、共享、提交、發布、歸檔等資料環境。

然而，T3計畫規模龐大，相關資料量極為

可觀，絕非傳統常見的檔案伺服器儲存架構可

以有效管理。因此，團隊為T3計畫量身打造了

一個專案管理資訊系統(PMIS)，並且將CDE整合

至系統架構內。PMIS系統共有計畫資料、會議

管理、契約管理、費用管理、設計作業、工程

管理、高風險作業管理、三級品管等數個模組

供使用者應用。從會議的安排與簡報資料上載

及查詢、BIM模型文件的分享傳送、正式文件的

提送審查，到施工廠商的施工資料、施工照片

等，皆完整儲存於PMIS系統中，倘若日後有任

何履約爭議時，PMIS將是一個完整的履歷調閱

庫(如圖6所示)。

肆、協同作業

協同原則為有效溝通、資源再利用、資訊

分享及版本控制，本計畫以CDE架構為基礎，發

展協同作業資料結構。協同作業基本模式如圖

7，安排為四大步階運行。為達到協同作業機制

之精確耦合與加速整合應用，BIM工作團隊建立

明確之共享內容管理機制，除共享內容之確認

發布通知外，計畫應能有明確資訊隨時提供共

享內容之發展狀態。

儘管BIM可以帶來好處，但團隊亦意識到

在多方進行BIM資訊交換時，仍有很多阻礙需要

克服。例如本計畫需要考量來自不同時區專業

合作夥伴，為了克服距離影響資訊傳遞效率問

題，團隊運用CDE傳遞工作外，再加上共同建立

交換資訊結構(如圖8所示)，讓團隊夥伴能有效

地進行設計資訊交換，並整合最新設計議題供

檢討，以週期性的交換作業流程來降低距離與

時差造成的潛在整合效率不佳的問題，同時確

保工作團隊成員能即時參與最新設計議題，使

BIM應用更具價值。

BIM是個具有資訊的3D模型，有效運用3D

是重要的溝通協調方式，本計畫設計過程使用

3D整合平台(Navisworks)找出設計問題，並利

用3D視覺化分析專業之間的衝突。本計畫的

目標是在施工階段之前能有系統性的消除衝突

問題，因此利用整合模型分析出設計衝突，並

將議題上傳至雲端議題追蹤管理平台(如圖9所

示)，能夠聯合設計單位進行設計檢討與修正，

過程中不斷的收斂與追蹤問題，提高資訊傳遞

的準確性，期能減少施工期間的設計變更。

圖7 協同作業基本作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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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 雲端議題追蹤管理平台

圖8 建築3D資訊之BIM模型交換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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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前瞻應用

一、綠能分析

綠能分析是BIM技術常見的應用內容，T3

計畫更是被要求須達到綠能認證黃金級(目標鑽

石級)，因此本計畫從規劃、基本設計階段便進

行各種不同的綠能方案分析，用以優化設計品

質。表1為本計畫綠能分析應用(範例)。從外殼

(envelope)設計到室內燈光照明，從屋頂開窗對

室內的日照水平到空調出風口配置的人流舒適

度，甚至連同再生能源(太陽能板)的配置皆考量

在設計內容中，目的即在提供一個具有最佳旅

客體驗的國際性航廈。

表1 本計畫綠能分析應用(範例)

熱輻射模擬

室內照明模擬

屋頂開窗對室內日照水平分析

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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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設計團隊採用參數化設計以提升設

計效率。採用Rhino Grasshopper作為參數化設

計的工具，透過編撰完成的“自動化”程式，

設計者只需藉由相關參數的輸入，相對應的模

型便能隨之產出，而非人工一根一根地調整、

建模。此參數化設計大幅降低錯誤、提高設計

團隊因應業主需求更改的變動效率。事實上，

不僅屋頂部分使用參數化設計，站區複雜的立

體化道路系統亦使用此一參數化設計方式，使

原本無法建置的二次曲線、具超高參數之模型

(軟體限制)獲得解決。圖11即為參數化設計之

範例。

二、參數化設計

T3航廈在外觀上予人矚目的特徵即是兼顧

力與美的波浪形屋頂造型，造型係團隊JV夥伴

羅傑斯史達克哈伯建築師事務所(Rogers Stirk 

Habour+Partners)由水鳥於水面舞動振翅所成漣

漪波動作為設計概念發想而成(如圖10所示)。視

覺上的美觀也使得設計建模作業顯得困難，原

因在於面積龐大、各處坡度曲度不等，加上設

計過程勢必會因業主意見參與而修改多次，如

沿用傳統BIM人工設計建模方式於T3計畫，將顯

得效率不彰。

空調流動CFD模擬

圖10 本工程屋頂造型意象
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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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付出代價

BIM技術可以有效率地協助完成許多應用

(如：衝突檢討、綠能分析、3D漫遊檢視)輔助專

案設計品質提升，然而要達成較佳的BIM應用是

需要付出相當代價的。

一、 軟、硬體成本：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

器，要培養 BIM 人才的成本，企業必須投

入軟、硬體的提升。軟體方面，BIM設計

軟體非常多元且「應用」軟體更是百家爭

鳴，迄今並無一個BIM軟體能涵蓋各種應用

需求，故要因應不同業主的各式需求，勢

需採購運作功能可相匹配的軟體。再者，

功能越強大、產製成果越精緻的軟體，其

所需相對應的使用者電腦硬體即需更高

階，高階電腦硬體所需成本相當高。

二、 培訓成本：CAD 已經是眾多工程師熟悉的

設計工具，要推動BIM設計需全體動員，

方能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依國際趨勢而

言，BIM是未來AEC產業工程師的必備工

具，就像當今的CAD，因此企業營運成本中

的培訓費用絕對是必須估算在內的。

三、 業主的觀念必須改變：現今業主辦理技術

服務採購，多因循陋舊，設計費用常框限

於「機關委託技術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

法」附表所示建造費用百分比上限參考

表，卻又曲解誤用，不斷新增服務範疇而

未依採購法相關條旨給予合理的服務費

用，BIM設計就是一例。進到 3D 設計的世

代，以往施工階段才會發現的問題提前到

了設計階段就必須處理，最明顯的工作項

目即 CSD/SEM ，然而設計費用仍未能公平

合理相對提升。再者，既然要求全面導入

BIM技術，業主便需改變對圖說之要求，必

須了解BIM設計軟體所產製的 2D 圖說與傳

統圖說是不同的，長期而言，設計成果交

付及審查應為BIM模型，而非繼續要求2D

圖紙，增加工作負擔，亦失採行BIM設計的

原意。

圖11 參數化設計實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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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BIM」的大型專案執行經驗，勢必更具競爭

優勢。

最後，BIM是個強而有力的工具，如何善用

且在龐大又複雜的專案中落實執行，是個嚴峻

的挑戰，不容易，但我們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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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估量計價：數量計算是常見的BIM應用，

再進一步即是檢視預算書，然而設計專業

不等於估價專業，如此造成了設計者使用

BIM技術完成設計但是卻產生一個問題，即

設計模型建置方式並非依預算書估量計價

方式進行建置，造成模型產出的數量僅能

部分使用，而多數預算書所需數量仍需藉

人工閱圖重新計算。然而，若欲從設計起

始BIM設計，便應預為考慮後續工程數量的

計算方式，但依現今作業方式而言，改變

甚鉅。

柒、結語

T3計畫於104年11月得標迄今已執行2年4

個月，細部設計階段已近完成，部分標別並已

進入施工。本案是國內第一個大型且完全導入

BIM技術進行設計、施工應用的計畫。過程中，

BIM帶給團隊許多益處(如：降低衝突，提升設

計品質)，但也遭遇許多困難(如：業主極端要求

設計零衝突)，團隊與業主及總顧問不斷溝通目

前BIM技術的可行與不可行，協調出一個有助於

專案往前推進的方向，而團隊也確實磨練了BIM

技術於複雜專案之執行經驗，惟後續各標別施

工廠商進駐後，想必又是另一項BIM應用的挑

戰，期許未來本案能賡續順利推展。

另外，交通部於105年3月17日訂頒「交通

部所屬各機關(構)工程建置建築資訊模型(BIM)

作業推動原則」，要求所屬各機關(構)於辦理工

程相關採購，應考量建置BIM模型，藉以提升

工程效率及品質，並強化營運管理維護效能，

原則上招標新台幣10億元以上(建築、軌道機電

系統、統包)工程或新台幣20億元以上土木工程

皆應考量建置BIM模型；內政部建築研究所亦

在發展BIM編碼及與PCCES整合介接。由此可

知，BIM技術於國內工程界大力推展已為趨勢，

本公司以T3計畫試金淬勵，已有完整地所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