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中│華│技│術│

專
題
報
導

TECHNICAL REPORTS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BIM整合中心／正工程師／李逸凡 1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BIM整合中心／副理／賴鈺蒨 2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BIM整合中心／經理／賴建中 3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BIM整合中心／協理／周昌典 4

由自動化檢料算
量無縫接軌智慧
化估價應用
關鍵詞(Key Words)： 設計4.0（Design 4.0）、3D設計(3D Design)、

                           設計自動化(Design Automation)、工程估價(Construction Cost Estimation)、  

                           數量計算（Quantity Take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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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Abstract

　　台灣世曦自2017年起推動設計4.0，利用資通訊科技加速設計作業技術轉型昇級，用「3D化設計」

來優化設計、加強溝通，用「設計自動化」來提升設計速度，以提昇公司設計人力活化運用及確保高品

質服務。而由各專業部門所提出的設計自動化工作規劃，均將算量與估價的自動化與整合列為重要的

發展項目，並希望能將BIM模型中自動提取的工項數量和規格屬性，可直接提供工程預算估價使用。但

是，目前台灣工程業界慣用的BIM商用軟體，無一可以將數量計算資料直接轉換作為PCCES公共工程預算

編製估價軟體使用，故台灣工程業界BIM的實務應用多僅止於數量計算，間接阻礙了BIM的效用發揮及進

一步深化應用的潛在機會。

　　為了有效支援工程設計4.0推動，台灣世曦開發「算量估價資料串接整合資訊平台」PQRS (Price & 

Quantity Relay & Review System)，以下簡稱 PQRS資訊平台，可支援自動算量檢料、自動編定符合工程會

編碼規則表的工項代碼，並預帶工料、安裝另料IR雜項比例及價格資訊，一步到位轉到工程會PCCES預

算編製軟體，接續產出預算書及標單。透過算量與估價資料的自動化串接整合，減少重複的作業人力和

時間，提升預算書編製效率與正確率。

摘  要

Abstract

Seamless integration of automated quantitative 
survey and intelligent cost estimate

Since 2017, CECI proposed “Design 4.0” concept to accelerate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engineering 
design operations, which includes "3D Design" to optimize design and collaborative communication, and "Design 
Automation" to enhance design productivity and ensure high quality service. The development plans of various 
professional departments all emphasize the importance of automation of quantity survey and cost estimation 
operations, and hope automatically extracting the quantity of pay items and specification attributes from the BIM 
model to provide cost estimate software for further use. However, at present, popular BIM softwares used by the 
Taiwan engineering industry are all unable to convert directly the quantity calculation into the data that can be used 
by PCCES (Public Construction Cost Estimate System). Therefore,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BIM in Taiwan's 
engineering industry only ends with quantity takeoff, which indirectly hinders the utility of BIM and potential 
opportunities for further application.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support the promotion of Engineering Design 4.0, CECI has developed an information 
platform PQRS (Price & Quantity Relay & Review System), which can assist the quantity summation, set standard 
code of pay item, and pre-load the inquiry price automatically. With PQRS, we achieve one-step transfer of 
quantitative data to cost estimate software and improve the efficiency and accuracy of construction budget 
compi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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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相對於提供3D設計輔助軟體之多元性及便

利性，在編製預算書階段，目前尚無較為成熟

且自動將設計數量銜接至經費電腦估價系統(以

下簡稱PCCES)之應用軟體可供使用。因此，時

常遭遇包括3D設計工具所產生的數量計算書不

含工項代碼且工項名稱與工程會所規定之工項

名稱不同、數量計算書不含下層單價分析及間接

費用等，須再由人工進行後製處理之問題。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台灣世曦)冀從規劃、設計到發包施工，都能藉

由自動化工具輔助以提升生產力及服務品質。

因應設計成果銜接預算書製作階段的自動化作

業需求，自行開發俱備算量與估價整合功能的

ＰＱＲＳ資訊平台，提供更便捷之資料處理服

務，減少耗費於工項編碼與工項名稱編輯的人

力與時間，而使工程師們能更專注於最佳化方

案的設計及詢訪價作業，提昇工程數量計算及

預算估價的作業效率及品質。

貳、BIM算量估價整合應用之困難

理論上，BIM 3D設計直接以物件概念進行

精確尺寸模型配置，一旦有了參數化模型，即

可依據設計單元設定進行物件數量計算及自動

提取；惟實務上並不會把預算書的所有成本工

項、工料及價格資訊都建立在模型之中，BIM模

型僅能提供成本估算所需一小部分資訊，其餘

仍須結合傳統的編輯輸入於估價軟體進行預算

書編製。

國內公共工程主要使用工程會PCCES軟體作

為預算書編製的工具軟體，成本工項的細目編

碼是PCCES軟體運算的基礎，工程會長期宣導及

要求PCCES製作工程預算書，成本工項細目碼正

確率及綱要編碼正確率至少須達到50%及80%，

這一點在BIM的作業模式是很難達成實現的，因

為元件參數化是BIM的主要特色之一，同一個元

件可依實際設計需要，動態改變其規格尺寸的

參數，同一元件因不同尺寸規格可對應多個成

本細目編碼，故無法預先鎖定唯一的正確細目

編碼及名稱，並預置於元件中，BIM模型中自動

產出的數量資料，自然無法預帶有完整正確的

工項細目編碼。

設計顧問公司的既有估價資料庫均已長

期使用，其工項名稱必須與業主契約、規範工

項、使用習慣或既有資料庫一致，如遇有工程

會頒定之編碼規則表尚未涵蓋的工項，數量計

算書工項的編碼及工項名稱也須與估價工程師

慣用的資料庫工項對應一致，始能達成算量與

估價資料自動串接快速整合之目的。

參、BIM設計數量與估價整合模式

國內公共工程多使用PCCES估算軟體編製工

程預算書，而目前業界慣用的BIM商用套裝軟體

多僅支援數量統計功能，無一可提供估價軟體必

須具備的完整功能，勢需透過建立資料自動化整

合串接機制，方能讓BIM算量與估價作業過程能

有最佳工作效能，經評估國內外BIM相關軟體，

歸納有四個主要的整合模式選項為(如圖1所示)：

 整合模式一：於BIM軟體開發具備估價功能

的API外掛程式。

 整合模式二：於估價軟體開發具備BIM功能

的API外掛程式。

 整合模式三：於估價軟體開發BIM模型檔案

資料讀取的API外掛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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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工程數量計算的自動化作業，估價工

程師須藉由檢閱圖說、施工計畫、施工規範以了

解施工細節，並同時進行工率分析、詢價及工項

編碼作業，才能編製成一份完整的預算書，作業

細節繁多，但設計作業過程中留給預算編製的時

間卻往往相對有限，如何透過資訊技術之應用，

輔助工程師有效且快速的完成檢料及預算編製作

業即為設計自動化的重點發展工作。

台灣世曦長期承辦各項工程建設，提供

規劃、設計、工程估價、營管及監造等整體服

務，相當瞭解施工規範、出圖算量及估價之工

程實務需求，並結合資訊開發技術與工程實務

需求，基於估價作業方式與原則，規劃數量計

算及估價作業整合的自動化應用情境如圖2所

示，實際作業的關鍵議題分項說明如後。

 整合模式四：透過中介程式提供BIM軟體與

估價軟體間資料交換拋轉。

因國內公共工程已規定限定使用PCCES估算

軟體，台灣世曦採整合模式四，運用人工智慧

技術，結合台灣世曦多年來已累存的大量工程

預算資料庫，發展PQRS工程算量與估價資訊整

合平台，除了支援各家BIM軟體產出的數量表，

皆可直接匯轉入PCCES產製工程預算書，甚至

傳統手算或2D CAD檢料作業，也可以同樣利用

PQRS資訊平台的功能，進行自動化檢料、編製

工程會工項細目標準編碼，自動轉置產出可供

PCCES估價軟體直接使用的XML預算檔案。

肆、數量與估價整合自動化的關
鍵議題

圖1 BIM設計數量與估價整合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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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BIM模型物件與預算工項之對應

本項議題主要之處理需求即為將3D模型

的物件名稱與規格，整合成為預算書之工項名

稱。對於3D模型而言，其物件名稱與尺寸規格

等物理屬性，分屬在不同欄位，但對應目前工

程會要求之預算書工項名稱檢核邏輯，則須同

時包含名稱與規格。因此需要抽出模型中的物

件名稱屬性與預算書所需要的規格屬性先加以

整併，再轉而產出數量計算書，才能成為後續

編列預算書可以使用的工項名稱。

二、符合工程會編碼正確率之要求

由於工程會推動預算書之細目編碼正確率

須達50%，綱要編碼正確率80%，對於慣用歷史

案例及經驗編製預算之工程師而言，逐筆檢視

及重編符合工程會要求之工項名稱編碼實為繁

瑣，如可藉由輔助編碼的自動化程式，檢查數

量計算書工項名稱與工項代碼是否符合工程會

規定，甚至給予正確的編碼，自動生成符合工

程會PCCES電腦估價系統適用的預算檔案資料，

將可節省可觀的人力及時間耗用。

三、自動產出工項工料分析及價格資料

台灣世曦累存大量工程標案預算案例資料

及訪價資料，經整理依適用不同業主及專業部

門別，分類建立PQRS估價資料庫及詢訪價共用

資料庫，可依數量表項目從PQRS估價資料庫篩

選預帶對應的下層工料分析及最新的價格資料，

自動組裝成可供匯入PCCES 使用的XML檔。

四、依工項特性及材料屬性自動選用對應的

雜項另料工項及安裝比例(IR項目)

單價分析工項組成之中的雜項另料項目，

可依該位置之以上複價加總後所設定之小計及

圖2 數量計算與預算估價的整合應用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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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動化始於標準化

為了讓傳統手算/2D CAD或不同廠家BIM

工具軟體所產出的數量計算書，都能一體適用

PQRS資訊平台的算量估價整合程式，台灣世曦

參研各類型工程使用的數量計算書及PCCES軟

體預算編製的欄位需求，制定標準化的數量表

彙整格式(如圖3所示)，其所涵蓋之屬性內容中

「預算書層級」欄位用以設定匯出元件所屬項

目未來將對應為預算書的詳細表層級或應隸屬

的單價分析層級。同時將工項名稱與工項規格

分為2個欄位輸出，透過自動檢料程式合併成為

預算書中之工項名稱，並據以編訂工項代碼。

不管數量項目清單的來源軟體為何，只要輸出

或編製成符合數量表彙整標準格式的EXCEL資料

檔案，就能透過PQRS平台產生PCCES估價作業

使用的資料。

IR百分比%，計算雜項IR項目金額，尤其機械及

電機類工程安裝工資、安裝另料、運雜費等項

目，更有多種IR項比例選用對應的規則，為了

減省人工選用作業之不便，PQRS內建有不同特

定工項/材質IR項目比例計算規則，可依數量表

項目自動帶出其應有的IR項目及單價計算百分

比列於預算書中，以降低人為漏列IR項目或百

分比誤植之可能性。

伍、3D設計接軌預算彙整自動化
重點工作

本節將依循數量計算及預算書編製的資料

流程，說明台灣世曦PQRS平台針對數量與估價

作業整合，所提供的各項自動化程式功能。

圖3 數量計算書格式標準化圖例

圖4 Revit軟體數量計算書樣板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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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立3D模型數量計算書樣版

目前BIM設計工具多有提供基礎匯出數量明

細表之功能(如圖4)，可透過3D模型元件對應欄

位匯出數量計算書的工項清單，同時可將數量

計算書所需之格式欄位儲存成樣板，後續可重

複使用、快速產生檔案。

三、自動化編訂工項名稱及細目編碼

前兩項工作主要為運用智慧化程式的預備

作業，自動串接由3D設計模型匯出標準格式的

數量計算表，透過PQRS平台的智慧化分析程

式，自動查對工程會工項編碼規則表(如圖5)，

編訂符合規則表的工項代碼及名稱，如果規則

表中並無相符之代碼，另會查對PQRS平台的估

價歷史資料庫，選用最符合相近的工項代碼，

如果由上述兩種機制，皆無法找到對應的合適

代碼，則保留數量表工項的原有工項名稱，由

PQRS平台編給流水號的臨時編碼。除了可以大

幅減省估價人員作業時間及人力，並可提高編碼

正確率逐漸汰換不符合工程會標準的工項代碼。

四、整理工料分析與IR項標準資料庫

除了協助檢核並建議正確之工項代碼及工

項名稱，台灣世曦PQRS平台亦同時會依數量

工項的名稱及計價單位，由台灣世曦歷史估價

資料庫，查對找到最似匹配的下層工料分析資

料架構及雜項安裝IR比例，並由全公司共用的

圖5 工程會定義之工項編碼規則表

圖6 台灣世曦公司共用的詢訪報價資料庫示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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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帶入預算書成為詳細表的計價項目。經比對

標準資料庫，該項目具下層單價分析資料群，

程式便自動帶入預算書結構中，匯入PCCES後連

結產生下層單價分析資料如圖8所示。

此外，檢料程式執行完成，系統會同時提

供一個轉檔結果的檢誤對照表Excel檔(如圖9)。

透過此一檢核表提供複核檢查使用，原數量計

算書檔案經過程式自動產出前/後的工項代碼名

稱對照表，依不同顏色符號標示轉檔結果，方

便預算編製人員比對及複核檢查。

詢訪報價資料庫(圖6)，查詢引用最新的參考單

價，自動將該工項的下層單價分析及單價資料

預帶產生於預算書檔案中。

五、產生預算書XML檔案與檢核表

透過工項代碼及名稱檢核、工料分析及IR

項自動產生作業，自動檢料智慧化程式將產出

一符合PCCES預算書格式之XML檔案，提供估

價人員匯入PCCES中進行預算彙編作業。以圖7

「壹.一」項為例，原圖3中的第一項「預算書層

級」欄位代碼為D(Detail sheet)，因此這個項目

圖7 XML檔匯入PCCES後之詳細表畫面

圖8 PCCES之單價分析畫面

圖9 自動轉檔結果檢誤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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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預算書檢核自動化

為提昇工程估價作業品質，配合公司設計

4.0推動，台灣世曦蒐集長期累存的工程預算案

例歷史資料，整理可供快速檢核工程預算錯漏

應用的知識庫，建立預算成果校核複審的標準

化作業程序，並提供工程預算書自動化檢核功

能，包括(一)依計算書自動帶出工項對應規範篇

章連結，以檢查規範、圖說、計算書、預算書

的資料一致性。(二)透過同質性工程預算檔案的

相互比對，進行缺漏項的檢查。（三）透過關

聯工項數量相對比例及金額相對比例，檢查數

量是否有誤計的風險。（四）透過市場行情蒐

集反饋與詢報價共用資料庫的價格比對，自動

比對檢查單價的合理性 (概念詳如圖10)。

藉由歷史案例資料庫的整理分析及循環再

利用，讓數據變成經驗知識庫，將知識轉化發

展為智慧化的創新服務，以減省算量及估價複

核審檢查的人力及時間花費，降低數量及估價

疏漏誤計的風險，確保設計成果整合的品質。

柒、結語

BIM由於提供大量可以與模型元件連動的信

息，幾何尺寸變更均可以同步調整圖面及數量

統計，多數BIM軟體都可以提供設計模型數量計

算及提取輸出到EXCEL或外部資料庫的功能。基

於BIM的成本估算有很多潛在好處，雖已在業界

熱議多時，但也存在許多待克服的挑戰，目前

只有極少數的設計顧問公司能真正將 BIM工具

導入工程估價的實務應用。本文旨在說明導入

過程可能面臨到的瓶頸，如何最有效和最具成

本效益的方式導入實現BIM 5D為基礎的算量估

價自動化作業。

本文介紹BIM數量計算與成本估算的自動化

整合流程，台灣世曦利用多年累存的工程預算

書案例資料庫，結合人工智慧技術研發數量與

估價資料串接的自動化程式，可將由各種BIM工

具軟體匯出的數量計算書銜接轉製為可被PCCES

估價軟體使用的預算書，實現工程設計全自動

化的最後一哩路，讓設計算量到成本估算成果

交付的流程可以更快速精確，並搭配開發工程

預算數量正確性及金額合理性的智慧化自動檢

核程式，可用來快速複核工程預算編製成果的

品質及可靠性，未來將進階朝BIM 5D與4D整

合應用方向發展，將PCCES編製完成的工項預

算金額及人機料資源統計，透過PQRS平台反向

與BIM 3D模型的元件正確關聯，發展為具備數

量、金額、人機料工率資料的BIM 5D模型，結

合排程資訊便能應用於BIM 4D應用模型之自動

生成，以達工程數量計算、預算估價、檢核及

資源規劃等作業流程全自動化之最佳成效。

圖10 工程數量正確性及預算合理性的智慧化自動檢核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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