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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關鍵字：建築資訊建模；建築資訊模型；公共工程；作業參考手冊；問卷調查；案例
分析；標竿研習會議。

建築資訊建模(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 BIM) 技術的引入，對全球工程產業
在技術、市場與產業結構帶來變革，而 BIM 技術具有在數位虛擬空間中事前模擬營
建專案生命週期各項作業及可能情境，以利運用視覺化管理模式，達成事先解決問
題，進而提升營建專案整體效率以及效益之價值。在世界各國積極投入應用的同 時，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於 2014 年 5 月建構公共工程運用 BIM 推動平台，採因案制宜
與循序漸進方式推動，並積極推動各類公共工程試辦導入運用 BIM 技術。本計畫主
要工作係調查與分析國內公共工程運用 BIM 技術現況，以利瞭解國內各機關及廠商
目前採用 BIM 技術之情形，並透過工程會 BIM 推動平台試辦案例與其他指標案例訪
談與分析，進而針對機關導入 BIM 技術研訂「機關辦理公共工程導入建築資訊建模
(BIM)技術作業參考手冊」。此外，本計畫亦依據國內外文獻之分析，並透過問卷調
查與期中及期末專家座談會議討論，評估並提出國內推動公共工程運用 BIM 技術之
建議門檻金額。再者，研究團隊亦將分析成果與作業手冊製作成教材，並以公共工程
導入運用 BIM 為主題，辦理 3 場次標竿研習會議，以利更多機關能夠導入與應用 BIM
技術，而提升公共工程執行的效益與品質。期望本研究的具體成果，除能做為各單位
於實際推動 BIM 應用參考外，更能提供日後國內相關研究所需之基礎資訊。

VII

VIII

Abrsact
Keywords: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s; Public Works;
Implementation Reference Guide; Questionnaire Survey; Case Study;
Benchmarking Conference.
Development of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 (BIM) technique has brought innovative
changes on techniques, markets and industry structure in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globally.
BIM, which solves possible problems in different phases of a construction project by
simulation and animation of works and scenarios in a digital environment, is able to achieve
the value of improving efficiency and effectiveness of a construction project in visualized
management approach. Most countries in the world have proactively involved in
implementing BIM technique, therefore, the Public Construction Commission Executive
Yuan (PCC) in Taiwan has setup a platform for promoting BIM implementation in public
construction works since May 2014. PCC adopts a strategy of “case-by-case” and
“step-by-step” for promoting BIM in public construction works. The research works in this
project include investigating the status of BIM implementation in Taiwan, analyzing BIM
implementation cases, developing an owner’s reference guide of implementing BIM in public
construction works and hosting three benchmarking conferences related to BIM
implementation. This research project has completed all contract works and produced a lot of
useful outcomes and related documents that can be a valuable reference for implementing
BIM in Taiwan and performing further researches in the near future.

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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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計畫概述
1.1 計畫緣起與目的
一、 計畫緣起
我國製造業與科技業，藉由大量引入資通訊技術，使得產能增加、良率提高、生
產技術更朝智慧化、客製化的方向邁進。相較之下，營建產業雖然也是產品客製化需
求很高的產業，但是由於營建產業涉及產業層面相當多，界面複雜，生產與管理技術
仍採傳統作業方式來因應產品的複雜度與困難度，使得整體產業生產力的提升成長有
限。
BIM（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技術的引入，對全球工程產業在技術、市
場與產業結構上帶來變革，BIM 技術具有在數位虛擬空間中提前模擬營建生命週期
各項活動及事先模擬各種可能的情境，配合陸續開發的數位化產品工具接力整合運
用，所有專案成員在同一平台進行模型協調及衝突檢測，在設計階段可偵測設計錯誤
與衝突，避免延伸至施工階段，減少不必要施工成本支出，提升工程效率及品質，更
可運用視覺化管理模式，深化應用至營運維護管理階段，提升設施維運效率。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以下簡稱工程會)於 103 年 5 月 23 日建構公共工程運用
BIM 推動平台，採因案制宜與循序漸進方式推動，並擇定道路、橋梁、下水道、設
施、防洪排水、航空及港埠等各工程次類別計 10 項推動試辦公共工程導入運用 BIM
技術，於 104 年底計有台電電纜線路工程及桃園機場變電站工程等 2 項工程陸續完
成，並經 104 年 12 月 11 日第五次平台會議討論，可結合 10 項試辦工程等相關運用
BIM 之實務經驗，以供機關導入運用 BIM 作業參考，爰辦理本委託研究。
二、 計畫目的
依據工程會於本計畫所提出之委託專業服務案徵求建議書文件，研究團隊歸納以
下主要目的：
(一) 調查與分析國內公共工程運用 BIM 技術案例。
(二) 研訂機關辦理公共工程導入建築資訊建模 BIM 技術作業參考手冊。
(三) 協助規劃及辦理公共工程導入運用 BIM 標竿研習會議。
(四) 擔任工程會推動 BIM 有關業務幕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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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計畫範圍
依據工程會於本計畫所提出之委託專業服務案徵求建議書文件指出，本計畫的主
要工作可以區分以下數項：
一、 調查國內公共工程運用 BIM 技術案例與分析。其項次可細分為：
(一) 依工程會提供決標公告(分析標案之決標日期自 104.4.24 至 105.9.30 止)運用
BIM 技術標案案件，按季分析國內公共工程運用 BIM 技術之情形(至少包括
工程標案基本資料、工程類別、運用階段及範疇、預期效益、遭遇問題及
解決對策、標案編列 BIM 經費、增減整體經費情形、機關再續採用 BIM 意
願等)。
(二) 針對工程會提供刻正執行規劃設計、施工、PCM 等類別工程各前 50 名之廠
商，於期中報告前完成廠商導入運用 BIM 技術情形之問卷調查(至少包括公
司屬性、運用經驗、工程類別、運用階段及範疇、組織、導入 BIM 前後之
最有顯著效益項目、效益、再投入意願等)。
(三) 針對上述各項調查結果，提供相關圖表分析及說明資料。
二、 於期中報告前完成研訂機關辦理公共工程導入建築資訊建模 BIM 技術作業參考
手冊，並納入期中報告書。其項次可細分為：
(一) 訪談工程會公共工程運用建築資訊建模(BIM)推動平台之 10 項試辦案例(表
1.1)，並分析至少包括導入 BIM 招標機制、BIM 目標訂定、BIM 運用範疇
及執行模式、執行效益、遭遇困難或缺失及解決或改善對策等，並附訪談
紀錄(含機關、廠商)。
(二) 依據前揭 BIM 運用特性，針對各項可導入 BIM 之運用範疇，研提預評估技
術服務案及工程案導入 BIM 之作業事項，並發展導入運用 BIM 作業之細部
內容，製作作業手冊，其架構至少應包括：運用 BIM 的目標及範疇、執行
作業流程、權責劃分、相對應之交付成果內容、基本模型物件及屬性資 料、
技術服務案與工程案之招標及契約條款、BIM 成果驗收及計價方式等。
(三) 選定國內已運用 BIM 技術之工程，依據前項作業手冊，製作成案例教材。
(四) 評估分析國內推動公共工程運用 BIM 技術之建議門檻金額或其他篩選條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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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工程會 BIM 推動平台試辦案例摘要
編號
1

執行機關

工程類別

內政部營建署 道路工程

工程名稱

BIM 運用概要

生活圈 道路交 通系統 建設計 設 計 及 施 工 階 段 導 入
畫─「臺南都會區北外環道路 BIM 技術。
第 2 期新建工程」(更新案例)

2

內政部營建署 下水道工程 桃園縣 楊梅地 區污水 下水道 施 工 階 段 導入 BIM 技
系統第 一期污 水處理 廠新建 術。
工程

3

4

台灣中油股份 設施工程

中油台 中廠二 期計畫 液化天 模型架構、主要設備擺

有限公司

然氣儲槽興建統包工程

台灣電力公司 設施工程

台電林口-頂湖 345kV 電纜線 施工界面碰撞檢查。

設、廠區配置、操作維修
空間及安全距離等。

路#41、#43、#56~頂湖 E/S 電
纜終端 土建暨 附屬機 電統包
工程
5

經濟部水利署 防洪排水工 BIM 技術導入河海堤工程設 探討 BIM 與數值地形測
程

6
7
8
9

計可行性研究

量資料整合、支援河海堤
工程設計及提出預算書

交通部公路總 道路工程

工作等之可行性。
臺 7 甲線 3K+505 家源橋改建 碰撞檢查、數量計算。

局

工程

交通部公路總 道路工程

淡江大 橋及其 連絡道 路新建 碰撞檢查、數量計算。

局

工程第二標

交通部民用航 航空工程

臺灣桃 園國際 機場塔 臺暨整 碰撞檢查、數量計算、施

空局

體園區新建工程

桃園國際機場 航空工程

桃園國 際機場 股份有 限公司 維 護 管 理 導入 BIM 技

股份有限公司

161KV 變電站工程

10 臺灣港務股份 港埠工程
有限公司

工模擬、維護管理。
術。

高雄港 洲際貨 櫃中心 第二期 施 工 階 段 導入 BIM 技
計畫 S4~S5 碼頭新建工程

術。

三、 針對公共工程導入運用 BIM 主題，規劃及辦理標竿研習會議 3 場次(北中南各 1
場次)，並於 105 年 9 月工作月報前提送規劃內容，經工程會確認後據以實施，
應辦事項如下：
(一) 主辦標竿研習會議(包含課程名稱、課程內容、場地安排、聘請講師及編製
教材，設計問卷蒐集相關意見及建議，並提出分析結果)，課程規劃至少應
包含本案研擬之機關辦理公共工程導入建築資訊建模 BIM 技術作業參考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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冊內容、BIM 技術實務應用心得及檢討改進措施等課題。
(二) 依各場次參加人員問卷調查分析及相關意見回饋，就分析結果辦理執行成
果檢討與後續建議，包含參加人員資料、參加人員簽到表出缺席紀錄、活
動照片等內容製作執行報告，並納入期末報告。
(三) 標竿研習會議時間為期末報告前，課程名稱、內容得接洽各相關單位，如
民間團體(相關公會、學會)之網站公布訊息及協同合作。
(四) 各標竿研習會議場次及地點：臺北市或新北市、臺中市及高雄市各 1 場，
共 3 場次，場地需容納 100 人以上，且交通便利。各場次以 1 天，共計 6
小時，且於上班日舉辦為原則。
(五) 應依標竿研習會議實際出席情形，給予參加人員公務人員學習時數或技師
積分。
(六) 製作課程布條、海報、各式佈告與指示標誌，並於現場報到時將教材及相
關資料發予參加人員。現場工作人員應準備報到資料、會場佈置、會場服
務、會場相關設備控制與管理、錄音(全程)、拍照、全天茶水及午餐供應及
其他會場相關事宜。
四、 其他工作事項與規範，包括：
(一) 計畫共通性內容與工作範圍：
1. 配合本計畫之執行，應於決標日起至期末報告日止，每月至工程會召開
月工作報告會議 1 次(末次未滿半月者，免召開)，針對各項工作內容、進
度進行討論及檢討，並邀請工程會相關同仁列席參與討論，於會議結束
後 3 個工作天內，提送會議紀錄及前一個月之月工作報告(均含電子檔)
至本會備查。月工作報告內容至少包括詳述前一個月進行之工作時程、
事項、進度及異常狀況因應對策。報告格式請廠商於期初工作計畫書訂
定後據以辦理。
2. 依契約之時程規定，分別提送期初工作計畫書、期中報告書及期末報告
書，並配合工程會訂定審查會議日期，製作簡報並於審查會中進行報告。
另應 配 合出 席 工程 會 召開 之 本計 畫 相關 會 議 ，提 供 技術 諮 詢及 簡 報說
明，並製作會議紀錄(含電子檔)。
(二) 履約期間分別於期中報告 書及期末報告書提 出前，邀集相關工 程主管(辦)
機關、專家學者(每場次至少邀請 5 位外聘專家學者)、學會、技師公會等相
關單位，開會檢視本案研究方向及成果之妥適性，依據與會代表意見製作
意見回覆表，並將辦理情形納入報告書中。
五、 對本案提供之創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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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計畫流程
為使專案能夠執行順利，計畫執行團隊規劃之執行流程如圖 1.1 所示。詳細內容
說明如後。
一、 撰寫期初工作計畫書
依據本服務建議書、評選時委員之建議，以及得標後工程會之回饋，研究團隊將
撰寫期初工作計畫書以利做為日後執行的主要控管依據。
撰寫期初工作計畫書
調查國內公共工程運用
BIM技術案例與分析
自工程會
取得資料

案例分析

由工程會
協助發文
問卷填寫

問卷調查

分析及調查結果彙整

各工程主
辦機關

各工程主
辦機關

研訂機關辦理公共工程導入建築
資訊建模BIM技術作業參考手冊
額外
案例訪談

平台
案例訪談

製作作業手冊
及案例教材

評估分析門檻金
額或篩選條件

規劃設
計、施
工、PCM
廠商

期中成果討論會議
(第一次專家座談會議)
計畫顧問
協助

期中報告審查
否

符合需求

是
辦理標竿研習會議
(北、中、南各1場次)
期末成果討論會議
(第二次專家座談會議)
期末報告審查
符合需求

否

是
期末成果彙整

圖 1.1 計畫執行流程圖
二、 調查與分析國內機關運用 BIM 技術現況
研究團隊將依據工程會提供之決標公告(決標日期自 104.4.24 至 105.9.30 止)分析
運用 BIM 技術標案案件，並按季分析國內公共工程運用 BIM 技術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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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調查與分析國內公共工程運用 BIM 技術案例
研究團隊將依據工程先前曾進行的問卷調查(工程會，2015)，研究團隊本身進行
的相關問卷調查，整合成為更合適的問卷，並依據工程會提供刻正執行規劃設計、施
工、PCM 等類別工程各前 50 名之廠商，進行問卷調查。
四、 訪談公共工程運用建築資訊建模(BIM)案例
研究團隊將分析公共工程運用建築資訊建模(BIM)案例，以利作為學習案例彙整
之基礎，以及未來訂定作業參考手冊及推動公共工程運用 BIM 技術之建議門檻。
五、 研訂機關辦理公共工程導入建築資訊建模 BIM 技術作業參考手冊
研究團隊將參考台大土木系 BIM 中心所發布「業主 BIM 實施方針之擬定指引
(2015 版)」與其他以應用為主的資料與文件，並以國內實際導入 BIM 技術之案例，
提出國內可以立即參考應用的「機關辦理公共工程導入建築資訊建模 BIM 技術作業
參考手冊」。
六、 期中報告撰寫與提送
依據前述的研究與分析成果，研究團隊將彙整階段性成果，除滿足期中要求 外，
亦將作為召開辦理標竿研習會議之基礎。
七、 規劃及辦理標竿研習會議
研究團隊將依據工程會對於標竿研習會議之要求，規劃三場次的會議，希望透過
徵求/自願廠商的方式，包括設計、施工、統包及設施維護廠商，進行成功案例之經
驗分享，以達會議之目的及效益。
八、 期末報告撰寫、提送與修正
研究團隊將於期末時將計畫執行過程的寶貴資訊以及成果，彙整成為各式有用資
訊，以利日後工程會得以繼續推動應用 BIM 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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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計畫預期成果與效益
依據工程會所提供的徵求計畫書之服務範圍，研究團隊歸納的計畫目的，以及本
研究團隊可以提供之服務，本計畫執行結束後將可以達成以下具體成果與效益：
一、 釐清與掌握國內公共工程運用 BIM 技術之現況、主要成功案例以及應用 BIM 技
術的主要問題等基礎資訊，以作為政策規劃、落實與檢討時參考。
二、 提出機關辦理公共工程導入建築資訊建模 BIM 技術作業參考手冊，並提出可供
工程會訂定國內日後採用 BIM 技術的參考門檻，以利工程會參酌使用。
三、 經由舉辦公共工程導入運用 BIM 標竿研習會議，使國內公、私部門對於採用 BIM
技術更具信心，且有參考手冊可據以推動，提升國內 BIM 推動的水平。
四、 協助工程會完成國內應用 BIM 有關資訊的收集，以利擘畫國內未來推動應用
BIM 技術的具體策略與作法，完善國內日後推動 BIM 技術之基礎。

1.5 計畫整體時程
依據契約規定與計畫研究團隊自我要求的主要工作，本計畫專案全程執行期程依
契約規定自決標日起 210 個日曆天(自 105 年 6 月 28 起至 106 年 1 月 23 日止)，各主
要工作項目之時程安排如下表 1.2 所示。
研究團隊已依約完成所有工作。其中，期初工作計畫書審查會議於 105 年 8 月 2
日召開，而審查意見回覆對照表如附錄一所示。期中報告審查會議於 105 年 11 月 21
日召開，而審查意見回覆對照表如附錄二所示。期末報告審查會議於 106 年 1 月 16
日召開，而審查意見回覆對照表如附錄三所示。此外，歷次月工作報告會議紀錄彙整
於附錄四。並於收到期末報告審查會議紀錄 10 日內提送成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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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計畫預定時程
計畫期程

105 年

106 年

月 /週
工 作項目

6/7

8

9

10

11

12

1

1 2 3 4 1 2 3 4 1 2 3 4 1 2 3 4 1 2 3 4 1 2 3 4 1 2 3 4
決標日
提送期初工作計畫書

*6/28
＊ 7/12 前

調查與分析國內機關運用
BIM 技術現況
調查與分析國內公共工程
運用 BIM 技術案例
訪談公共工程運用 BIM 推
動平台之 10 項試辦案例
研訂機關辦理公共工程導
入 BIM 技術作業參考手冊
專家座談會

◎

提送期中報告

◎

＊ 10/25 前

辦理北、中、南標竿研習
會議
標竿研習會議問卷分析
分析國內 BIM 推動的主要
障礙及推動策略
定期調查 BIM 推動的相關
資訊
協助工程會分析政府電子
採購系統中所記錄的 BIM
有關資訊
強化工程會網站中 BIM 專
區資訊
提送期末報告

＊ 12/24 前

依審查結論修正成果報告
工作報告會議

◎

◎

◎

◎

◎

◎

＊ 1/23 前

成果報告及辦理結案
單月工作進度百分比(%)
累計工作進度百分比(%)

◎

10

15

20

25

15

10

5

10

25

45

70

85

95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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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國內公共工程運用 BIM 技術案例與分析
2.1 分析國內機關運用 BIM 技術現況調查
2.1.1 問卷調查目的
研究團隊依據工程會提供之決標公告(決標日期自 104.4.24 至 105.9.30 止)分析運
用 BIM 技術標案案件，並按季分析國內公共工程運用 BIM 技術之情形。分析的項次
除招標文件規定的項次：工程標案基本資料、工程類別、運用階段及範疇、預期效益、
遭遇問題及解決對策、標案編列 BIM 經費、增減整體經費情形、機關再續採用 BIM
意願外，研究團隊認為尚可包括「招標方式」、「決標方式」、「採購金額級 距 」、
「是否為統包」等，以利回饋作為日後評估分析國內推動公共工程運用 BIM 技術之
建議門檻金額或其他篩選條件。問卷調查內容如附錄六，問卷完整統計資料如附錄七。

2.1.2 實施流程與方法
上述的分析資料除將經由政府採購電子網由工程會取得外，研究團隊以問卷調查
方式，透過學校發文，並建請工程會再次轉發，請機關指派專人協助透過網路式問卷
進行填答與資訊的確認，以利提高填答率與正確率，同時期待建立常態性的聯絡窗口
以利未來定期性的更新最新資訊。工作流程詳圖 2.1 所示。
然而經研究團隊初步分析前述工程會將提供各機關填報的資料有採用 BIM 技術
的案例，機關可能誤填或認知錯誤的機會頗高(如圖 2.2 所示，該標案規模小應無採
用 BIM 技術之誘因，且執行單位為土木包工業能力應該不足)，日後將與工程會討論
後，再行決定篩選之機制與發送問卷對象。
由於工程會政府採購電子網之決標資訊以逐季方式進行資料統計及摘取，故本次
期中報告內容主要以決標日期 104.4.24~105.9.30 之決標公告進行問卷發放對象及統
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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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國內機關運用
BIM技術現況

自工程會
取得資料

分析工程會
決標公告
擬定機關運用BIM
技術問卷調查

工程會
確認

否

是

發放問卷

分析及調查結果彙整

由工程會協
助發文
各工程主辦
機關

圖 2.1 分析國內機關運用 BIM 技術現況流程圖

圖 2.2 決標公告填寫 BIM 技術運用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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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問卷發送與回收
工程會提供之決標公告(決標日期自 104.4.24 至 105.9.30 止)共 784 筆，研究團隊
利用圖 2.3 內所呈現的原則，篩選有使用 BIM 技術之案件，計有 219 件，本研究即
以此資料做為發送問卷之母體。此外，在初步認定有可能採用 BIM 技術之 219 件案
件中，經過發出問卷回收或單位反應後，再去除誤填(即未採用 BIM 技術)的 78 件案
件後，剩餘 141 件，詳細資料前置篩選過程詳如圖 2.3 所示。

圖 2.3 資料前置篩選流程圖
截至 105 年 12 月 16 日止，機關問卷回收狀況如圖 2.4，其中有效的回收的份數
為 79 筆，無效份數為 11 筆，尚未回覆的份數為 51 筆。

[備註]：無效回覆包含無足夠能力填答而由承包廠商代填或僅完成部分填答

圖 2.4 機關問卷回收狀況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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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本研究認定有採用 BIM 技術的 141 件案例，其中以工程類佔約 58%(82 件)
為主要的採購類型。而 82 件的工程類案件中，非統包工程佔 80%(66 件)，統包工程
佔 20%(16 件)，詳細比例與件數如圖 2.5、圖 2.6。

圖 2.5 勞務類與工程類案件統計分布

圖 2.6 工程案件中統包類與非統包類統計分布
若將本研究認定有採用 BIM 技術之 141 件，逐季統計其數量，從圖 2.7 中可看
出機關導入 BIM 的案件數有增加的趨勢。另外，本研究分析認定有採用 BIM 技術之
141 件之機關單位數，並採逐季統計採用 BIM 技術之機關單位數量及各季之採用 BIM
技術之機關單位增加量，分析結果如圖 2.8 所示。從圖 2.8 可看出，有愈來愈多的單
位將 BIM 技術應用於工程專案中。

圖 2.7 認定有採用 BIM 案件之逐季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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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 有採用 BIM 技術之機關與案件逐季統計圖

2.1.4 問卷分析
一、 標案 BIM 經費來源
依據圖 2.9 之資料顯示，所有填答者調查中，沒有額外編列標案 BIM 的經費者
有 61 件(佔 77%)，編列工程管理費做為 BIM 經費者有 3 件(佔 4%)，獨立編列 BIM
建置費用者有 5 件(佔 6%)，將 BIM 做為廠商的回饋者有 5 件(佔 6%)，由廠商自行提
供 BIM 服務者有 4 件(佔 5%)，其他者有 1 件(佔 1%)，填答其他選項者之回覆為：依
契約書。由上述資料可以得知，大多數還是直接將 BIM 的執行費用包含於廠商執行
的所有費用中，沒有額外編列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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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9 標案 BIM 經費來源統計
二、 標案 BIM 工作項目規劃型態
依據圖 2.10 之資料顯示，所有填答者調查中，標案將 BIM 此項目規劃為單獨工
作項目者有 45 件(佔 57%)，沒有單獨工作項目但要求廠商必須使用 BIM 技術者有 22
件(佔 28%)，其他者有 11 件(佔 14%)，未填答者有 1 件(佔 1%)，選擇其他選項者回
應包含：廠商自主使用、廠商承諾項目、編列於直接工程費內(一式計價-面積計算) 。
由上述資料可得知，較多標案將 BIM 做為單獨工作項目規劃。

圖 2.10 標案 BIM 工作項目規劃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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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標案 BIM 工作項目編列獨立預算
依據圖 2.11 之資料顯示，所有填答者調查中，標案 BIM 工作項目有編列獨立預
算者有 19 件(佔 24%)，沒有編列獨立預算者有 60 件(佔 76%)。由上述資料可得知，
大多數標案是沒有另外編列 BIM 工作項目的預算。

圖 2.11 標案 BIM 工作項目編列獨立預算

四、 標案 BIM 預算編列方式
依據圖 2.12 之資料顯示，所有填答者調查中，BIM 預算編列方式為人月法者有
4 件(佔 5%)，百分比法者有 17 件(佔 22%)，總價法者有 46 件(佔 58%)，未填答者有
12 件(佔 15%)。有上述資料可得知，BIM 預算編列方式多為總價法。

圖 2.12 標案 BIM 預算編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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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標案 BIM 工作計價方式
依據圖 2.13 之資料顯示，所有填答者調查中，BIM 工作計價方式為人月法且一
期給付者有 2 件(佔 3%)，人月法但分期給付者有 1 件(佔 1%)，百分比法且一期給付
者有 1 件(佔 1%)，百分比法但分期給付者有 19 件(佔 24%)，總價且一期給付者有 10
件(佔 13%)，總價但分期給付者有 35 件(佔 44%)，未填答者有 11 件(佔 14%)。由上
述資料可得知，多數計價方式為總價但分期給付。

圖 2.13 標案 BIM 工作計價方式

六、 標案主要執行 BIM 技術之工程階段
本題為複選題，因此百分比計算方式為所得件數除以總件數作為計算。依據圖
2.14 之資料顯示，所有填答者調查中，將 BIM 主要應用在標案的細部設計階段者有
53 件(佔 67%)，將 BIM 應用在施工階段者有 46 件(佔 58%)，將 BIM 應用在初步設計
階段者有 39 件(佔 49%)，將 BIM 應用在規劃階段者有 24 件(佔 30%)，將 BIM 應用
在營運及維護管理階段者有 21 件(佔 27%)，將 BIM 應用在可行性評估者有 11 件(佔
14%)。由上述資料可得知，標案將 BIM 技術主要應用在細部設計及施工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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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4 標案主要執行 BIM 技術之工程階段
七、 標案應用 BIM 主要預期的效益
本題為複選題，因此百分比計算方式為所得件數除以總件數作為計算。依據圖
2.15 之資料顯示，所有填答者調查中對於標案應用 BIM 主要預期的效益為減少施工
過程中的衝突者有 68 件(佔 86%)，提高專案整體品質有 50 件(佔 63%)，減少施工期
間的變更者有 49 件(佔 62%)，改善對設計目的的了解有 41 件(佔 52%)，更好的成本
控制與預測性有 40 件(佔 51%)，減少疑義澄清的數量有 34 件(佔 43%)，縮短業主的
審查時間有 17 件(佔 22%)，其他有 1 件(佔 1%)，填答其他選項者之回覆為：後續營
運管理。由上述資料可以發現，大多數應用 BIM 的主要預期效益為「減少施工過程
中衝突」，其次為「提高專案整體品質」與「減少施工期間的變更」。

圖 2.15 標案應用 BIM 主要預期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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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標案應用 BIM 具體獲得的效益
本題為複選題，因此百分比計算方式為所得件數除以總件數做為計算。依據圖
2.16 顯示，針對已結案的 8 件標案進行調查，對於標案應用 BIM 主要預期的效益為
減少施工過程中的衝突者有 7 件(佔 88%)，減少施工期間的變更者有 5 件(佔 63%)，
提高專案整體品質者有 4 件(佔 50%)，改善對設計目的的了解有 4 件(佔 50%)，更好
的成本控制與預測性者有 3 件(佔 38%)，減少疑義澄清的數量者有 3 件(佔 38%)，縮
短業主審查時間者有 2 件(佔 25%)，其他者有 1 件(佔 13%)，選擇其他選項者之回覆
為：發揮效益不高。由上述資料可得知，大多應用 BIM 獲得的具體效益為減少施工
過程中的衝突、減少施工期間的變更、提高專案整體品質及改善對設計目的的了 解。
其中減少施工過程中的衝突，與大多數人預期獲得的主要效益相符。
此外，依據標案預期與實際效益之回覆資訊(詳圖 2.17)顯示，不同的因素在預期
與實際的效益有些許差距，但主要因素的排序並沒有變化。

圖 2.16 標案應用 BIM 具體獲得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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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7 標案應用 BIM 預期/具體效益比較

九、 單位對於 BIM 的看法
依據圖 2.18 顯示，所有填答者調查中，未來會繼續使用 BIM 技術者有 68 件(佔
86%)，決定未來不再使用 BIM 技術者有 4 件(佔 5%)，未填答者有 7 件(佔 9%)。由上
述資料可以發現，各單位對於 BIM 此技術接受度高。

圖 2.18 單位對於 BIM 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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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採用 BIM 最重要的環境條件因素
本題為複選題，因此百分比計算方式為所得件數除以總件數作為計算。依據圖
2.19 顯示，所有調查者填答中，願意採用 BIM 最重要的環境條件因素為政策要求者
有 55 件(佔 70%)，工程複雜者有 45 件(佔 57%)，上級單位要求者有 23 件(佔 29%)，
上級長官要求者有 21 件(佔 27%)，提升形象者有 19 件(佔 24%)，投資能夠得到回報
者有 18 件(佔 23%)，其他者有 9 件(佔 11%)，選擇其他選項者之回覆為：廠商服務建
議書承諾事項、預期 BIM 有實質助益等。由上述資料可以發現，「政策要求」以及
「工程複雜」為採用 BIM 技術的兩大主要因素。

圖 2.19 採用 BIM 最重要的環境條件因素
十一、 推動 BIM 最大受益者
本題為複選題，因此百分比計算方式為所得件數除以總件數作為計算。依據圖
2.20 顯示，所有調查者填答中，認為 BIM 推動最大受益者為業主有 57 件(佔 72%)，
營造廠有 48 件(佔 61%)，設計單位(建築/結構/機電)有 47 件(佔 59%)，BIM 專業廠商
有 35 件(佔 44%)，軟體廠商有 27 件(佔 34%)，BIM 專業諮詢顧問有 23 件(佔 29%)，
設備/材料廠商有 20 件(佔 25%)，物業管理有 15 件(佔 19%)，其他有 3 件(佔 4%)，選
擇其他選項者之回覆為：尚待確認、營運單位、工程施工並無受益者可言。由上述資
料可得知，各單位大多認為 BIM 應用的最大受益者為「業主」，其他依序為「營造
廠」及「設計單位(建築/結構/機電)」(兩者比例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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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0 推動 BIM 最大受益者
十二、 推動使用 BIM 遭遇的困難
本題為複選題，因此百分比計算方式為所得件數除以總件數作為計算。依據圖
2.21 顯示，所有調查者填答中，認為目前使用 BIM 遭遇到的困難為缺乏建立 BIM 元
件資料庫者有 51 件(佔 65%)，欠缺培養 BIM 人才者有 51 件(佔 65%)， 未明確制定
規範標準者有 49 件(佔 62%)，缺乏合約管理及收費標準者有 39 件(佔 49%)，BIM 推
動整體藍圖不明確者有 38 件(佔 48%)，缺乏建立設計樣版者有 31 件(佔 39%)，其他
者有 3 件(佔 4%)，選擇其他選項者回覆：(1)業界建築師非普遍使用 BIM、(2)執行中，
設計單位未表示意見、(3)所需硬體設備高，操作介面不直覺。由上述資料可得知，
遭遇到困難佔多數比例之因素為「缺乏建立 BIM 元件資料庫」、「欠缺培養 BIM 人
才」、「未明確制定規範標準」。

圖 2.21 推動使用 BIM 遭遇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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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BIM 工作於工程款項中另外編列費用
依據圖 2.22 顯示，所有填答者調查中，認同 BIM 之工作需於工程款項中另外編
列費用者有 53 件(佔 67%)，不認同者有 25 件(佔 32%)，未填答者有 1 件(佔 1%)。由
上述資料可得知，大多數單位認同 BIM 之工作需於工程款項中另外編列費用。

圖 2.22 BIM 工作於工程款項中另外編列費用

十四、 BIM 費用編列方式
依據圖 2.23 顯示，在認同另外編列 BIM 費用的 53 件回覆中，認為 BIM 費用應
按總工程款百分比編列較合理者有 18 件(佔 34%)，按總價編列 34 件(佔 64%)，未填
答者 1 件(佔 2%)。由上述資料可發現，大多數單位認為按總價編列較為合理。

圖 2.23 BIM 費用編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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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BIM 技術的貢獻價值
本題為複選題，因此百分比計算方式為所得件數除以總件數作為計算。依據圖
2.24 顯示，所有調查者填答中，認為 BIM 技術的貢獻價值為減少施工過程中的衝突
者有 67 件(佔 85%)，減少施工期間的變更者有 51 件(佔 65%)，提高專案整體品質者
有 49 件(佔 62%)，改善對設計目的了解者有 48 件(佔 61%)，減少疑義澄清的數量
(Reduced number of RFIs)者有 45 件(佔 57%)，更好的成本控制與預測性者有 37 件(佔
47%)，縮短業主的審核時間者有 24 件(佔 30%)。由上述資料可發現，大多數單位認
為 BIM 技術的貢獻價值為減少施工過程中的衝突。

圖 2.24 BIM 技術的貢獻價值
十六、 影響不使用或未深入應用 BIM 技術的因素
本題為複選題，因此百分比計算方式為所得件數除以總件數作為計算。依據圖
2.25 顯示，所有調查者填答中，認為會影響不使用或未深入應用 BIM 技術的因素為
需求的教育訓練不足者有 44 件(佔 56%)，軟、硬體成本的增加者有 39 件(佔 49%)，
尚無標準可循者有 36 件(佔 46%)，無 BIM 相關的知識者有 35 件(佔 44%)，使用的效
益評估時間不足者有 33 件(佔 42%)，人力成本的增加者有 33 件(佔 42%)，建築師、
承包商等沒有使用 BIM 的經驗者有 33 件(佔 42%)，尚無有效的契約文件者有 25 件(佔
32%)…等。由上述資料可發現，多數認為會影響不使用或未深入應用 BIM 技術的因
素為「需求的教育訓練不足」、「軟、硬體成本的增加」以及「尚無標準可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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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5 影響不使用或未深入應用 BIM 技術的因素

十七、 能夠影響非使用者決定採用 BIM 技術的因素
本題為複選題，因此百分比計算方式為所得件數除以總件數作為計算。依據圖
2.26 顯示，所有調查者填答中，認為能夠影響非使用者決定採用 BIM 技術的因素為
提升專案團隊在設計與施工過程的溝通者有 46 件(佔 58%)，提升設計品質者有 41 件
(佔 52%)，提升施工品質者有 40 件(佔 51%)，減少疑義澄清的數量(Reduced Number of
RFIs)者有 38 件(佔 48%)，減少設計變更者有 37 件(佔 47%)，能得到更精確的施工文
件者有 37 件(佔 47%)，更精確的成本預估與計算有 37 件(佔 47%)，業主要求使用有
34 件(佔 43%)等。經由上述可發現，大多數單位認為能夠影響非使用者決定採用 BIM
技術的因素為「提升專案團隊在設計與施工過程的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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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6 能夠影響非使用者決定採用 BIM 技術的因素

十八、 能夠提升 BIM 技術價值的因素
本題為複選題，因此百分比計算方式為所得件數除以總件數作為計算。依據圖
2.27 顯示，所有調查者填答中，認為能夠提升 BIM 技術價值的因素為改善軟體之間
的互相操作性者有 42 件(佔 53%)，改善 BIM 的配套軟體功能者有 35 件(佔 44%)，降
低 BIM 的軟體成本者有 34 件(佔 43%)，更多的內部員工有 BIM 的技能者有 31 件(佔
39%)，更多的外部組織有 BIM 的技能有 30 件(佔 38%)，更明確定義 BIM 兩方的交
付成果者有 29 件(佔 37%)，更多可以整合 BIM 資料之相關之行動裝置的教育訓練者
有 29 件(佔 37%)等。由上述資料可以發現，多數單位認為能夠提升 BIM 技術價值的
因素為「改善軟體之間的互相操作性」，其次為「改善 BIM 的配套軟體功能」與「降
低 BIM 的軟體成本」(比例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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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7 能夠提升 BIM 技術價值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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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調查國內公共工程運用 BIM 技術案例
2.2.1 問卷調查目的
對工程會提供刻正執行規劃設計、施工、PCM 等類別工程各前 50 名之廠商，進
行問卷調查。而問卷的項目除了計畫徵求文件要求的項目(公司屬性、運用經驗、工
程類別、運用階段及範疇、組織、導入 BIM 前後之最有顯著效益項目、效益、再投
入意願等)外，亦將參考過往類似的問卷，以利日後獲得的成果得以進行比較分析。
調查問卷內容如附錄八，問卷完整統計資料如附錄九。

2.2.2 實施流程與方法
研究團隊將以問卷調查方式，依據工程先前曾進行的問卷調查(工程會，2015)，
及研究團隊本身進行的相關問卷調查，整合成為更合適的問卷，透過學校發文方 式，
並建請工程會再次轉發，請廠商協助透過網路式問卷進行填答，以利提高填答率，研
究團隊亦將透過既有的管道執行問卷調查。此外，為了期待建立常態性的聯絡窗口以
利未來定期性的回收最新資訊，問卷調查時會提出請填答者提供日後聯絡資訊的問
項。本項工作之流程詳圖 2.28 所示。
調查國內公共工程
運用BIM技術案例

自工程會
取得資料

整合工程會過
往之問卷調查
擬定廠商運用BIM
技術問卷調查

工程會
確認

否

是

發放問卷

分析及調查結果彙整

由工程會協助
發文
規劃設計、施
工、PCM廠商

圖 2.28 調查國內公共工程運用 BIM 技術案例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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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問卷發送與回收
研究團隊依據由工程會提供之規劃設計、施工、PCM 三大類別廠商執行案件數
各前 50 名之廠商(共計 150 個)，為發送問卷之目標。但經分析先去除同時在 2 個或 3
個類別中重複的廠商(30 個)，再刪除無效(2 個，1 個已倒閉、1 個為政府機關)，因此
本研究以剩餘的 118 個廠商做為目標調查之廠商。截至 105 年 12 月 16 日止，廠商問
卷回收狀況如圖 2.29 所示。

[備註]：拒絕回覆包含廠商不方便進行填答或廠商未採用 BIM 技術

圖 2.29 廠商問卷回收現況

2.2.4 問卷分析
一、 廠商導入 BIM 技術
依據圖 2.30 顯示，在所有填答者調查中，調查結果單位有導入 BIM 技術者有 41
個(佔 64%)，未導入者有 23 個(佔 36%)。由上述資料可知，目前國內廠商導入 BIM
技術已接近 2/3。

圖 2.30 單位導入 BIM 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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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廠商主要執行 BIM 技術之階段
本題為複選題，因此百分比計算方式為所得個數除以總個數作為計算。依據圖
2.31 顯示，調查有導入 BIM 技術的單位，將此技術主要用於工程專案的階段，在專
案之評估階段者有 9 個(佔 22%)，在規劃階段有者 19 個(佔 46%)，在初步設計階段者
有 23 個(佔 56%)，在細部設計者有 26 個(佔 63%)，於施工階段者有 27 個(佔 66%)，
而營運及維護管理階段者有 8 個(佔 20%)。由上述資料可知，廠商主要應用的階段為
工程專案的施工與設計階段。

圖 2.31 單位主要執行 BIM 技術之工程階段
三、 BIM 技術的內部效益
本題為複選題，因此百分比計算方式為所得個數除以總個數作為計算。本研究調
查所有填答者本身認為使用 BIM 技術所影響公司內部之效益分析，調查結果依據勾
選比例高低進行排列，依據圖 2.32 顯示：認為此技術能夠減少施工文件錯誤和遺漏
者有 44 個(佔 69%) ，其次為使用 BIM 技術能夠有更好的整體施工專案成果者有 43
個(佔 67%)；而認為 BIM 技術能提供新的服務者有 36 個(佔 56%)；認為能夠減少重
工者有 33 個(佔 52%)；認為能減少特定工作的流程時間者有 31 個(佔 48%)。此外，
依據調查結果顯示，最不獲得認同的項次為：維持顧客回流率者 5 個(佔 8%)，員工
的招募與留任者有 5 個(佔 8%)，減少索賠與訴訟者 11 個(佔 17%)。而選擇其他選項
者之回覆為：驗證設計可建造性、降低專案工時、利於跨部門協同作業等效益。

29

圖 2.32 BIM 技術的內部效益
四、 有使用 BIM 技術之單位對於此技術的看法
依據圖 2.33 顯示，在有使用 BIM 技術之 41 個單位，對 BIM 技術的看法，調查
結果單位曾經使用過 BIM 技術，仍會繼續使用此技術者有 35 個(佔 85%)；而不曾使
用 BIM，但認為此技術對我們是有價值的者有 2 個(佔 5 %)；另有其他看法者有 4 個
(佔 10%)。

圖 2.33 有使用 BIM 技術之單位對於此技術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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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未使用 BIM 技術之單位對於此技術的看法
依據圖 2.34 顯示，在未使用 BIM 技術之 23 個單位，對 BIM 技術的看法，調查
結果單位不曾使用 BIM，但認為此技術是有價值者有 10 個(44%)；不曾使用 BIM，
但開放探索他的潛力者有 6 個(26%)；曾經使用過 BIM，仍會繼續使用此技術者有 3
個(13%)；不曾使用 BIM，且對此技術沒有興趣者者有 2 個(佔 9%)；其他看法者有 1
個(佔 4%)；未填答者有 1 個(佔 4%)。由上述可知，近 70%尚未使用 BIM 技術的廠商
對此技術抱有正面的期待。

圖 2.34 未使用 BIM 技術之單位對於此技術的看法
六、 BIM 專案資訊內容豐富度及應用層面完整度對專案執行有幫助
依據圖 2.35 顯示，在所有填答者調查中，調查結果認為 BIM 專案資訊之內容豐
富度及應用層面完整度對專案執行有幫助者有 58 個(佔 91%)，不認為者有 6 個(佔
9%)。

圖 2.35 BIM 專案資訊內容豐富度及應用層面完整度對專案執行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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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採用 BIM 最重要的環境條件因素
本題為複選題，因此百分比計算方式為所得個數除以總個數作為計算。依據圖
2.36 顯示，在所有填答者調查中，單位採用 BIM 最重要的環境條件因素調查結果為
業主要求者為最多有 44 個(佔 69%)，其次為提供公司形象者有 30 個(佔 47%)，為政
策要求者有 27 個(佔 42%)，為同業競爭壓力者有 27 個(佔 42%)，為工程複雜者有 23
個(佔 36%)，為投資能得到回報者有 15 個(佔 23%)，為其他者有 2 個(佔 4%)，選擇
其他選項者之回覆為：降低人事成本、合約要求。

圖 2.36 採用 BIM 最重要的環境條件因素
八、 推動 BIM 最大的受益者
本題為複選題，因此百分比計算方式為所得個數除以總個數作為計算。依據圖
2.37 顯示，在所有填答者調查中，單位認為 BIM 的推動，其最大的受益者，為業主
者有 43 個(佔 67%)，為營造廠者有 38 個(佔 59%)，為設計單位(建築/結構/機電)者有
35 個(佔 55%)，為軟體廠商者 30 個(佔 47%)，為 BIM 專業廠商者有 26 個(佔 41%)，
為 BIM 專業諮詢顧問者有 20 個(佔 31%)，為物業管理者有 8 個(佔 13%)，為設備/材
料廠商者有 2 個(佔 3%)。

圖 2.37 推動 BIM 最大的受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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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推動使用 BIM 遭遇的困難
本題為複選題，因此百分比計算方式為所得個數除以總個數作為計算。本研究調
查單位認為推動使用 BIM 所遭遇到的困難，調查結果依據勾選比例高低進行排列，
依據圖 2.38 顯示：未明確制定規範標準者有 39 個(佔 61%) ，欠缺培養 BIM 人才者
有 37 個(佔 58%)，缺乏建立 BIM 元件資料庫者有 33 個(佔 52%)，BIM 推動整體藍圖
不明確者有 33 個(佔 52%)，缺乏合約管理及收費標準者有 32 個(佔 50%)，缺乏建立
設計樣版者有 22 個(佔 34%)，其他者 6 個(佔 9%)，選擇其他選項者之回覆為：使用
效益雖有，但付出成本更高，無法反映時間及成本等。

圖 2.38 推動使用 BIM 遭遇的困難
十、 BIM 工作於工程款項中另外編列費用
依據圖 2.39 顯示，在所有填答者調查中，調查結果認同 BIM 工作於工程款項中
另外編列費用者有 55 個(佔 86%)，不認同者有 7 個(佔 11%)，未填答者有 2 個(佔 3%)。

圖 2.39 BIM 工作於工程款項中另外編列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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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BIM 費用編列方式
依據圖 2.40 顯示，在認同 BIM 工作於工程款項中另外編列費用的 55 個單位中，
調查結果認為按總價編列較為合理者有 14 個(佔 25%)，按總工程款百分比編列者有
40 個(佔 73%)，未填答者有 1 個(佔 2%)。

圖 2.40 BIM 費用編列方式
十二、 BIM 技術的貢獻價值
本題為複選題，因此百分比計算方式為所得個數除以總個數作為計算。依據圖
2.41 顯示，調查所有填答者本身認為 BIM 技術的貢獻價值，調查結果主要認為能夠
減少施工過程中的衝突者為最多有 54 個(佔 84%)，其次認為能提高專案整體品質者
有 47 個(佔 73%)，而認為能減少施工期間的變更者有 33 個(佔 52%)，改善對設計目
的了解者有 31 個(佔 48%)，減少疑義澄清的數量(Reduced number of RFIs)者有 30 個
(佔 47%)，更好的成本控制與預測性者有 27 個(佔 42%)，縮短業主的審核時間者有
26 個(佔 41%)，其他者 2 個，選擇其他選項者之回覆為：釐清設計的可建造性、視個
案導入目的而定。

圖 2.41 BIM 技術的貢獻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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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影響不使用或未深入應用 BIM 技術的因素
本題為複選題，因此百分比計算方式為所得個數除以總個數作為計算。依據圖
2.42 顯示，調查填答者本身認為會影響不使用或未深入應用 BIM 技術的因素，調查
結果主要造成因素為會造成單位軟、硬體成本的增加者有 37 個(佔 58%)，其次認為
目前符合需求的教育訓練不足者有 34 個(佔 53%) ，而認為會造成人力成本的增加者
有 30 個(佔 47%)。此外，依據調查結果顯示，最不獲得認同的項次為：組織內部人
員的反彈者有 7 個(佔 11%)，未獲得高層支持者有 12 個(佔 19%)，專案類型不適 用、
無 BIM 相關的知識者有 13 個(佔 20%)。

圖 2.42 影響不使用或未深入應用 BIM 技術的因素
十四、 能夠影響非使用者決定採用 BIM 技術的因素
本題為複選題，因此百分比計算方式為所得個數除以總個數作為計算。依據圖
2.43 顯示，調查填答者本身認為能夠影響非使用者決定採用 BIM 技術之因素，調查
結果為業主要求者有 49 個(佔 77%)，能夠提升專案團隊在設計與施工過程的溝通者
有 34 個(佔 53%)，政府政策與獎勵者有 28 個(佔 44%)。此外，依據調查結果顯示，
最不獲得認同的項次為：提升工作 場所的安全性減少工安事 故的機會者有 4 個(佔
6%) ，提升建築物永續發展設計、改善排程能力者有 7 個(佔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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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3 能夠影響非使用者決定採用 BIM 技術的因素

十五、 能夠提升 BIM 技術價值的因素
本題為複選題，因此百分比計算方式為所得個數除以總個數作為計算。依據圖
2.44 顯示，調查填答者本身認為能夠提升 BIM 技術價值之因素，調查結果主要的因
素為更多的業主要求使用 BIM 者有 40 個(佔 63%)、改善 BIM 配套軟體功能者有 37
個(佔 58%)，更多的內部員工有 BIM 的技能者有 36 個(佔 56%)。此外，依據調查結
果顯示，最不獲得認同的項次為：更加容易獲得外包建模的服務者者有 9 個(14%)，
更多的 3D 建築產品廠商具體的內容者有 13 個(佔 20%)，更多可以整合 BIM 資料之
相關之行動裝置的教育訓練者有 19 個(佔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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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4 能夠提升 BIM 技術價值的因素

2.3 機關與廠商問卷交叉分析
一、 有使用 BIM 技術之單位對於此技術的看法
依據圖 2.45 顯示，近 85%的機關與廠商皆願意持續運用 BIM 技術於專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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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5 有使用 BIM 技術之單位對於此技術的看法
二、 BIM 工作於工程款項中另外編列費用
依據圖 2.46 顯示，大部分的機關與廠商皆認同 BIM 工作應於工作款項中另外編
列費用。

圖 2.46 BIM 工作於工程款項中另外編列費用
三、 BIM 工作之費用
依據圖 2.47 顯示，超過 85%的廠商認為 BIM 工作應於工作款項中額外編列費用；
但實際上超過 75%的標案其 BIM 工作之經費來源是包含於廠商執行的所有費用中，
並沒有額外編列預算，且僅 6%的標案編列獨立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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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7 BIM 工作之費用
四、 BIM 費用合理的編列方式
依據圖 2.48 顯示，近 65%的機關認為 BIM 費用合理的編列方式為按總價編列；
而近 75%的廠商則認為按總工程款百分比編列較為合理。

圖 2.48 BIM 費用合理的編列方式
五、 願意採用 BIM 最重要環境條件因素
依據圖 2.49 顯示，機關相較於廠商更加認為「工程複雜」是採用 BIM 重要的環
境條件因素。

39

圖 2.49 願意採用 BIM 最重要環境條件因素
六、 BIM 技術的貢獻價值
依據圖 2.50 顯示，約 85%的機關與廠商皆認為減少施工過程中的衝突為 BIM 技
術主要的貢獻價值。

圖 2.50 BIM 技術的貢獻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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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BIM 於人力資源方面遭遇的困難
依據圖 2.51 顯示，近 75%的機關認為人員培訓不足為目前 BIM 於使用人力資源
方面遭遇的困難。

圖 2.51 BIM 於人力資源方面遭遇的困難
八、 BIM 於成本方面遭遇的困難
依據圖 2.52 顯示，機關認為收益不確定性為目前 BIM 於成本方面遭遇的困難；
廠商則認為短期成本高為目前 BIM 於成本方面遭遇的困難。

圖 2.52 BIM 於成本方面遭遇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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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BIM 於管理方面遭遇的困難
依據圖 2.53 顯示，80%的廠商認為新觀念導入困難為採用 BIM 技術於管理方面
遭遇的困難。

圖 2.53 BIM 於管理方面遭遇的困難
十、 BIM 於制度方面遭遇的困難
依據圖 2.54 顯示，約 75%的機關與廠商皆認為缺乏 BIM 規範標準為 BIM 於制度
方面遭遇的困難。

圖 2.54 BIM 於制度方面遭遇的困難
十一、 影響不使用或未深入應用 BIM 技術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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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圖 2.55 顯示，廠商認為軟、硬體成本的增加為影響不使用或未深入使用 BIM
技術的主要因素；機關則認為需求的教育訓練不足為影響不使用或未深入使用 BIM
技術的主要因素。

圖 2.55 影響不使用或未深入應用 BIM 技術的因素

十二、 能夠影響非使用者決定採用 BIM 技術的因素
依據圖 2.56 顯示，超過 75%的廠商認為業主要求使用為能影響非使用者決定採
用 BIM 技術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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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6 能夠影響非使用者決定採用 BIM 技術的因素

2.4 本計畫問卷與工程會過去問卷之差異分析
研究團隊為瞭解於不同時期國內導入 BIM 之執行狀況，透過工程會所提供之資
訊，於 104 年 8 月進行「公共工程運用 BIM 技術問卷調查」，主要係針對國內各廠
商為問卷發放對象。本研究係透過本計畫之問卷與 104 年 8 月之問卷進行比對分析，
藉此瞭解國內應用 BIM 之發展趨勢。
一、 BIM 技術的工程執行階段
圖 2.57 顯示為工程會兩次調查之應用階段差異，兩次問卷皆顯示以施工階段運
用為最多，其次為規劃設計階段的運用。依據上述的結果可知，國內對於設計與施工
階段應用 BIM 技術已有相當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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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年 8 月工程會問卷調查
圖 2.57

105 年 8 月本研究問卷調查

工程會兩次調查之工程執行階段差異

二、 BIM 技術的工程執行類型
圖 2.58 為工程會兩次調查之工程類型差異，其中，前次工程會之問卷調查項次
性質較多元，但以建築類型為大宗運用；而本次研究之問卷調查則將建築再細分為不
同項次，以政府建築物及公共建設為大宗。此資訊顯示，國內政府建築物及公共建設
有關建築工程應用 BIM 技術已逐漸普遍。

104 年 8 月工程會問卷調查

105 年 8 月本研究問卷調查

圖 2.58 工程會兩次調查之工程類型差異
三、 BIM 技術的效益
為釐清不同調查對於 BIM 技術可以帶來效益之差異，本研究將前次工程會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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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本次相近的題目整理如圖 2.59 第一部分所示之內容。從工程會前次之問卷調查可
知，「溝通協調」為運用 BIM 技術最有顯著效益的項目，而本次研究問卷為更深入
了解 BIM 技術對廠商的內部效益及 BIM 技術帶來的貢獻價值(參考國外類似調查的
題目)，各項次有更細緻的分類，由調查結果得知「減少施工文件的錯誤和遺漏」為
使用 BIM 技術之內部效益(圖 2.59 第二部分)，「減少施工過程中的衝突」為 BIM 技
術之貢獻價值(圖 2.59 第三部分)。

104 年 8 月工程會問卷調查

105 年 8 月本研究問卷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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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 8 月本研究問卷調查
圖 2.59 工程會兩次調查之 BIM 效益認知差異
四、 BIM 技術的推動阻力
圖 2.60 工程會兩次調查之推動 BIM 阻力認知差異，從工程會之上次問卷調查可
知，「設計經費」和「廠商能力」為運用 BIM 技術的執行阻力(圖 2.60 之第一部分)，
而本次研究問卷則參考國外調查更深入了解影響廠商不使用或未深入使用之因素，由
調查結果得知「需求教育訓練不足」和「軟、硬體成本的增加」為影響不使用 BIM
技術的主要因素(圖 2.60 之第二部分)。

104 年 8 月工程會問卷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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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 8 月本研究問卷調查
圖 2.60 工程會兩次調查之推動 BIM 阻力認知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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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研訂機關辦理公共工程導入建築資訊建模(BIM)技術作
業參考手冊
3.1 訪談公共工程運用 BIM 案例
招標文件要求研究團隊需分析公共工程運用建築資訊建模(BIM)推動平台之 10
項試辦案例，其有關導入 BIM 招標機制、BIM 目標訂定、BIM 運用範疇及執行模式、
執行效益、遭遇困難或缺失及解決或改善對策等資訊，以利作為學習案例彙整之基
礎，以及未來訂定作業參考手冊及推動公共工程運用 BIM 技術之建議門檻。
此外，有關分析國內應用 BIM 案例部分，研究團隊對於不同的專案執行類型與
階段共增加 5 項案例，包括：設計階段的「捷運三鶯線」、「新北市立美術館新建工
程案」、統包類型的「新北市新五泰國民運動中心興建統包工程」、「新北市立聯合
醫院三重院區急重症大樓新建統包工程」及設施維護階段的「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南
區學員宿舍新建工程」。研究團隊已完成 15 個案例訪談，案例訪談摘要如表 3-1~表
3-15，訪談大綱如附錄八。
一、 臺南都會區北外環道路第 2 期新建工程
「臺南都會區北外環道路」西起台 19 線鹽水溪太平橋南側中央路與安和路口，
東至台 39 線高鐵橋下道路，該道路定位為臺南核心市區之外環快速道路。該案目前
尚未發包，其運用 BIM 概要主要係將設計及施工階段皆將導入 BIM 技術，並結合大
地座標提供施工放樣及將模型構件資訊化。訪談內容詳表 3.1 案例摘要表。

表 3.1「臺南都會區北外環道路第 2 期新建工程」案例摘要表
案例基本資料
工程名稱
C01-生活圈道路交通系統建設計畫─「臺南都會區北外環道路第 2 期新建工程」
執行機關

內政部營建署

工程類別

道路工程

PCM 單位
設計單位
施工單位

(尚未發包)
(尚未發包)
(尚未發包)

契約金額
契約金額
契約金額

-

BIM 建模單
位
應用階段

□ 可行性評估 □ 規劃 □ 初步
設計 ■ 細部設計 ■ 施工 □
營運/維護管理

執行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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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設計及施工階段皆將導入 BIM
BIM 運用概
要

技術
2.結合大地座標提供施工放樣
3.模型構件資訊化

BIM 技術導
BIM 預算推估方
入是否單獨 □ 是 ■ 否
無單獨列預算，未獨立編列費用
式
招標
應用 BIM 招、決標與履約機制
招標方式 限制性招標
決標方式
最有利標
BIM 實際
計價方式
費用
BIM 規範 BIM 智慧財產權 歸甲方所有
BIM 交付
書類報告方式交付
標的
BIM 履約
與主契約相同
期限
BIM 付款 無 BIM 特別付款條款，依工程進度
BIM 驗收機制 召開審查會議
機制
付款
BIM 運用範疇及執行模式
(1) 工程設計：
□ 建築規劃方案展示/評審 □ 工址現況分析 □ 數量/成本估算 ■ 3D 設計建模 □ 綠建
築指標評估 □ 建管法規驗證 □ 其他：
(2) 空間衝突及碰撞檢查：
□ 建築配置 □ 結構配置 □ 機電管線 □ 室內裝修 □ 前述項次一起進行 □ 其他：
BIM 應用
(3) 工程管理：
範圍
□ 工地空間使用規劃 □ 施工工項規劃 □ 施工圖繪製與產出 ■ 3D 協調 ■ 4D 施工模
擬 □ 其他：
(4) 營運維護：
□ 設施履歷模型 □ 設施維護規劃 □ 設施資產管理 □ 設施空間使用管理 □ 防災規劃
□ 其他：
BIM 執行效益
■ 提高專案整體品質 □ 更好的成本控制與預測性 □ 縮短業主的審核時間 □ 減少施工
預期效益 過程中的衝突 ■ 改善對設計目的了解 □ 減少施工期間的變更 □ 減少疑義澄清的數量
(Reduced number of RFIs) □ 其他：
。
□ 提高專案整體品質 □ 更好的成本控制與預測性 □ 縮短業主的審核時間 □ 減少施工
已達成
過程中的衝突 □ 改善對設計目的了解 □ 減少施工期間的變更 □ 減少疑義澄清的數量
效益
(Reduced number of RFIs) □ 其他： 尚未開始執行 。

二、 楊梅地區污水下水道系統第一期污水處理廠新建工程
「楊梅地區污水下水道系統第一期污水處理廠新建工程」由桃園市府委託內政部
營建署興建，系統包含楊梅區 10 里範圍，污水系統分三期興建，三期完工後，可處
理 3 萬 3750 戶、每日 3 萬 6000 噸污水。該案目前主要將施工階段導入 BIM 之工程
採購招標文件，並於工程預算書編 列施工階段完成 BIM 工作執行計畫書及經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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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並希望透過建構 BIM 圖資管理系統平台，提出交付竣工成果之 BIM 模型。訪談
內容詳表 3.2 案例摘要表。
表 3.2「楊梅地區污水下水道系統第一期污水處理廠新建工程」案例摘要表
案例基本資料
工程名稱 C02-楊梅地區污水下水道系統第一期污水處理廠新建工程
執行機關

內政部營建署

工程類別

下水道工程

PCM 單位
設計單位

亞新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帆宣 系統 科 技股 份 有限 公司 (機
電、BIM)、佑福營造工程有限公司

契約金額
契約金額

-

契約金額

335,589,000 元

施工單位
BIM 建模
單位

帆宣系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應用階段

□ 可行性評 估 □ 規劃 ■ 初步
設計 ■ 細部 設計 □ 施 工 □
營運/維護管理

BIM 運用
概要

施工階段導入 BIM 之工程採購招
標文件

內政部營建署

執行架構

設計單位：
亞新工程顧問股份
有限公司

施工單位：帆宣
系統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機電、BIM)、佑
福營造工程有限公司
BIM建模單位：帆宣
系統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機電、BIM)

BIM 技術
BIM 預算推估方
向專業單位執行單位詢價
導入是否 □ 是 ■ 否
式
單獨招標
應用 BIM 招、決標與履約機制
招標方式 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
最低標
BIM 實際
1,798,757 元 (0.536%)
計價方式
總包價法
費用
第 17021 章-施工階段建築資訊模
BIM 規範
BIM 智慧財產權 歸甲方所有
型建置
BIM 交付
廠商需交付建築結構、機電工程、階段性、及竣工之 BIM 模型。(詳 BIM 交付模型項目表)
標的
BIM 履約
模型提送時程於設備送審及施工圖說完成前。
期限
BIM 付款 無 BIM 特別付款條款，依工程進度
BIM 驗收機制
有訂定明確的驗收機制
機制
付款
BIM 運用範疇及執行模式
(1) 工程設計：
□ 建築規劃方案展示/評審 □ 工址現況分析 □ 數量/成本估算 ■ 3D 設計建模 □ 綠
建築指標評估 □ 建管法規驗證 □ 其他：
BIM 應用
(2) 空間衝突及碰撞檢查：
範圍
□ 建築配置 ■ 結構配置 ■ 機電管線 □ 室內裝修 □ 前述項次一起進行 □ 其他：
(3) 工程管理：
□ 工地空間使用規劃 □ 施工工項規劃 □ 施工圖繪製與產出 □ 3D 協調 □ 4D 施工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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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 □ 其他：
(4) 營運維護：
□ 設施履歷模型 □ 設施維護規劃 □ 設施資產管理 □ 設施空間使用管理 □ 防災規
劃 □ 其他：
BIM 執行效益
□ 提高專案整體品質 ■ 更好的成本控制與預測性 □ 縮短業主的審核時間 ■ 減少施
預期效益 工過程中的衝突 ■ 改善對設計目的了解 ■ 減少施工期間的變更 □ 減少疑義澄清的數
量(Reduced number of RFIs) □ 其他：
。
□ 提高專案整體品質 ■ 更好的成本控制與預測性 □ 縮短業主的審核時間 □ 減少施
已達成
工過程中的衝突 ■ 改善對設計目的了解 □ 減少施工期間的變更 □ 減少疑義澄清的數
效益
量(Reduced number of RFIs) □ 其他：
。

三、 中油台中廠二期計畫液化天然氣儲槽興建統包工程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辦理台中廠二期計畫液化天然氣儲槽興建統包工程」，
於設計階段即將主要設備的擺設、整體工場的佈置及安全距離、管線及消防系統 等，
均依照比例建置於 BIM 模型上，藉由 BIM 技術進行碰撞與操作維修空間核對，以有
效降低施工階段修正圖件之頻率，並可確保最佳建造配置及維修便利。訪談內容詳表
3.3 案例摘要表。
表 3.3「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辦理台中廠二期計畫液化天然氣儲槽興建統包工程」案
例摘要表
案例基本資料
工程名稱 C03-中油台中廠二期計畫液化天然氣儲槽興建統包工程
執行機關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類別

設施工程

PCM 單位

-

契約金額

-

設計單位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
KAWASAKI HEAVY
INDUSTRIES LTD

契約金額

-

契約金額

76.4 億元

施工單位
BIM 建模
單位

KAWASAKI HEAVY
INDUSTRIES LTD

應用階段

□ 可行性評估 □ 規劃 □ 初步
設計 ■ 細部設 計 ■ 施工 ■
營運/維護管理

BIM 運用
概要

模型架構、主要設備擺設、廠區配
製、操作維修空間及安全距離等

BIM 技術
導入是否 □ 是 ■ 否
單獨招標
應用 BIM 招、決標與履約機制
招標方式 公開招標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

執行架構

設計單位：
台灣世曦股份有
限公司

施工單位：
KAWASAKI HEAVY
INDUSTRIES LTD
BIM建模單位：
KAWASAKI HEAVY
INDUSTRIES LTD

BIM 預算推估方
式
決標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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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前期投標廠商金額訂定

最有利標

BIM 實際
無
計價方式
費用
BIM 規範 工作說明書有規範
BIM 智慧財產權 歸甲方所有
BIM 交付
依工作說明書共分為 4 階段
標的
BIM 履約
與主契約相同
期限
BIM 付款 無 BIM 特別付款條款，依工程進
BIM 驗收機制 召開審查會議
機制
度付款
BIM 運用範疇及執行模式
(1) 工程設計：
■ 建築規劃方案展示/評審 ■ 工址現況分析 ■ 數量/成本估算 ■ 3D 設計建模 □ 綠
建築指標評估 ■ 建管法規驗證 □ 其他：
(2) 空間衝突及碰撞檢查：
■ 建築配置 □ 結構配置 ■ 機電管線 □ 室內裝修 □ 前述項次一起進行 □ 其他：
BIM 應用
(3) 工程管理：
範圍
■ 工地空間使用規劃 □ 施工工項規劃 □ 施工圖繪製與產出 ■ 3D 協調 □ 4D 施工模
擬 □ 其他：
(4) 營運維護：
□ 設施履歷模型 □ 設施維護規劃 □ 設施資產管理 □ 設施空間使用管理 □ 防災規
劃 □ 其他：
BIM 執行效益
■ 提高專案整體品質 ■ 更好的成本控制與預測性 ■ 縮短業主的審核時間 ■ 減少施
預期效益 工過程中的衝突 ■ 改善對設計目的了解 □ 減少施工期間的變更 □ 減少疑義澄清的數
量(Reduced number of RFIs) ■ 其他：操作維修可行性。
■ 提高專案整體品質 ■ 更好的成本控制與預測性 ■ 縮短業主的審核時間 ■ 減少施
已達成
工過程中的衝突 ■ 改善對設計目的了解 ■ 減少施工期間的變更 ■ 減少疑義澄清的數
效益
量(Reduced number of RFIs) □ 其他：
。

四、 台電林口-頂湖 345kV 電纜線路#41、#43、#56~頂湖 E/S 電纜終端土建暨附屬機
電統包工程
「台電林口-頂湖 345kV 電纜線路#41、#43、#56~頂湖 E/S 電纜終端土建暨附屬
機電統包工程」，是將目前主要應用於建築工程的 BIM 技術嘗試導入於地下電纜洞
道工程，直接運用 BIM 的 3D 技術進行地下線路洞道及相關直井、機房之協同設計
與施工管理作業，以 3D 模型依設備、管線及各項設施之實際尺寸建置，預擬系統整
合及管線佈設完工成果，可免除以往 2D 套圖的繁瑣程序，提升現場介面溝通、衝突
解決之效能。訪談內容詳表 3.4 案例摘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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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台電林口-頂湖 345kV 電纜線路#41、#43、#56~頂湖 E/S 電纜終端土建暨附屬機
電統包工程」案例摘要表
案例基本資料
C04-台電林口-頂湖 345kV 電纜線路#41、#43、#56~頂湖 E/S 電纜終端土建暨附屬機電統
工程名稱
包工程
執行機關
PCM 單位
設計單位

台灣電力公司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
司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
司

施工單位

豐順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BIM 建模
單位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

應用階段

BIM 運用
概要

司
□ 可行性評估 □ 規劃 □ 初
步設計 ■ 細部設計 □ 施工
□ 營運/維護管理

電纜洞道工程

契約金額

(含於統包契約)

契約金額

-

契約金額

561,700,000 元
台灣電力公司

執行架構

PCM：
台灣世曦工程顧
問股份有限公司

有訂定規範

設計單位：
台灣世曦工程顧
問股份有限公司

施工單位：
豐順營造股份有
限公司

BIM建模單位：
台灣世曦工程顧
問股份有限公司

空間規劃、衝突檢查

BIM 技術
導入是否 □ 是 ■ 否
單獨招標
應用 BIM 招、決標與履約機制
招標方式 公開招標
BIM 實際
0.028%
費用
BIM 規範

工程類別

BIM 預算推估
方式

於共同項目之其他工程費中單獨列項

決標方式

最有利標

計價方式

總包價法

BIM 智慧財產
權

歸甲方所有

BIM 交付
有交付標的
標的
BIM 履約
有履約期限
期限
BIM 付款
與主契約相同
BIM 驗收機制 召開審查會議
機制
BIM 運用範疇及執行模式
(1) 工程設計：
■ 建築規劃方案展示/評審 □ 工址現況分析 □ 數量/成本估算 ■ 3D 設計建模 □ 綠
建築指標評估 □ 建管法規驗證 □ 其他：
BIM 應用 (2) 空間衝突及碰撞檢查：
範圍
■ 建築配置 ■ 結構配置 ■ 機電管線 □ 室內裝修 □ 前述項次一起進行 □ 其他：
(3) 工程管理：
□ 工地空間使用規劃 □ 施工工項規劃 □ 施工圖繪製與產出 □ 3D 協調 □ 4D 施工模
擬 □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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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營運維護：
■ 設施履歷模型 □ 設施維護規劃 □ 設施資產管理 □ 設施空間使用管理 □ 防災規
劃 □ 其他：
BIM 執行效益
■ 提高專案整體品質 □ 更好的成本控制與預測性 □ 縮短業主的審核時間 □ 減少施
預期效益 工過程中的衝突 ■ 改善對設計目的了解 ■ 減少施工期間的變更 □ 減少疑義澄清的
數量(Reduced number of RFIs) □ 其他：
。
□ 提高專案整體品質 □ 更好的成本控制與預測性 □ 縮短業主的審核時間 □ 減少施
已達成
工過程中的衝突 □ 改善對設計目的了解 □ 減少施工期間的變更 □ 減少疑義澄清的
效益
數量(Reduced number of RFIs) □ 其他：
。

五、 BIM 技術導入河海堤工程設計可行性研究
「BIM 技術導入河海堤工程設計可行性研究」，該研究成果顯示，BIM 導入河
海堤許多設計作業應屬可行，主要 BIM 效益包括資訊記載、3D 視覺化、4D 模擬與
數量計算等。然這些效益主要皆是 立基於 BIM 扮演輔助的角色或是資訊交換的平
台，而真正設計的決策仍需仰賴設計者的專業。訪談內容詳表 3.5 案例摘要表。
表 3.5「BIM 技術導入河海堤工程設計可行性研究」案例摘要表
案例基本資料
工程名稱 C05-BIM 技術導入河海堤工程設計可行性研究
執行機關

經濟部水利署

工程類別

防洪排水工程

PCM 單位
設計單位
施工單位
BIM 建模
單位

-

契約金額
契約金額
契約金額

-

-

應用階段

□ 可行性評估 □ 規劃 ■ 初步
設計 ■ 細部設計 ■ 施工 □
營運/維護管理

BIM 運用
概要

(1) 探討 BIM 與數值地形測量
資料整合之可行性
(2) 探討 BIM 支援河海堤工程
設計工作之可行性
(3) 探討 BIM 支援產出河海堤
工程設計圖之可行性
(4) 探討 BIM 支援產出河海堤
工程預算書之可行性

BIM 技術
導入是否 □ 是 □ 否
單獨招標
應用 BIM 招、決標與履約機制(經由訪談產生)

執行架構

BIM 預算推估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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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應用項目市場訪價獲得

招標方式 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
最有利標
BIM 實際
計價方式
總包價法
費用
BIM 規範 BIM 智慧財產權 歸甲方所有
BIM 交付
標的
BIM 履約
期限
BIM 付款
BIM 驗收機制 召開審查會議
機制
BIM 運用範疇及執行模式(經由訪談產生)
(1) 工程設計：
■ 建築規劃方案展示/評審 □ 工址現況分析 ■ 數量/成本估算 ■ 3D 設計建模 □ 綠建
築指標評估 □ 建管法規驗證 □ 其他：
(2) 空間衝突及碰撞檢查：
■ 建築配置 □ 結構配置 □ 機電管線 □ 室內裝修 □ 前述項次一起進行 □ 其他：
BIM 應用
(3) 工程管理：
範圍
■ 工地空間使用規劃 ■ 施工工項規劃 ■ 施工圖繪製與產出 ■ 3D 協調 ■ 4D 施工模
擬 □ 其他：
(4) 營運維護：
□ 設施履歷模型 □ 設施維護規劃 □ 設施資產管理 □ 設施空間使用管理 □ 防災規劃
□ 其他：
BIM 執行效益(經由訪談產生)
■ 提高專案整體品質 ■ 更好的成本控制與預測性 □ 縮短業主的審核時間 ■ 減少施工
預期效益 過程中的衝突 ■ 改善對設計目的了解 □ 減少施工期間的變更 □ 減少疑義澄清的數量
(Reduced number of RFIs) □ 其他：
。
□ 提高專案整體品質 □ 更好的成本控制與預測性 □ 縮短業主的審核時間 □ 減少施工
已達成
過程中的衝突 □ 改善對設計目的了解 □ 減少施工期間的變更 □ 減少疑義澄清的數量
效益
(Reduced number of RFIs) □ 其他：
。

六、 臺 7 甲線 3K+505 家源橋改建工程
「臺 7 甲線 3K+505 家源橋改建工程」，主要由公路總局第四區養護工程處委託
設計、測量及地質探查服務工作，為台灣非建築類的橋梁工程應用建築資訊模型 BIM
的第一個案例。該案主要將 BIM 用於碰撞檢查、數量計算，希冀透過 BIM 技術將 2D
圖紙 3D 化，快速了解工程與各界面相互關係，以達到其效益。訪談內容詳表 3.6 案
例摘要表。

表 3.6「臺 7 甲線 3K+505 家源橋改建工程」案例摘要表
案例基本資料
工程名稱 C06-臺 7 甲線 3K+505 家源橋改建工程
執行機關

交通部公路總局

工程類別

道路工程

PCM 單位

-

契約金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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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單位
施工單位

建業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

BIM 建模
單位

建業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應用階段

□ 可行性評估 ■ 規劃 ■ 初步
設計 ■ 細部設計 □ 施工 □
營運/維護管理

BIM 運用
概要

碰撞檢查、數量計算

契約金額
契約金額

9,033,339 元
交通部公路總局

執行架構

設計單位：
建業工程顧問有限
公司

施工單位：
(未發包)

BIM建模單位：
建業工程顧問有限
公司(委外)

BIM 技術
BIM 預算推估方
導入是否 □ 是 ■ 否
單獨列項
式
單獨招標
應用 BIM 招、決標與履約機制
招標方式 限制性招標
決標方式
最有利標
BIM 實際
1,840,000 元
計價方式
總包價法
費用
BIM 規範 有訂定規範
BIM 智慧財產權 歸甲方所有
BIM 交付
有交付標的
標的
BIM 履約
與主契約相同
期限
BIM 付款
有付款機制
BIM 驗收機制 召開審查會議
機制
BIM 運用範疇及執行模式
(1) 工程設計：
■ 建築規劃方案展示/評審 ■ 工址現況分析 ■ 數量/成本估算 ■ 3D 設計建模 □ 綠
建築指標評估 □ 建管法規驗證 □ 其他：
(2) 空間衝突及碰撞檢查：
□ 建築配置 □ 結構配置 □ 機電管線 □ 室內裝修 □ 前述項次一起進行 □ 其他：
BIM 應用
(3) 工程管理：
範圍
□ 工地空間使用規劃 □ 施工工項規劃 □ 施工圖繪製與產出 □ 3D 協調 ■ 4D 施工模
擬 □ 其他：
(4) 營運維護：
□ 設施履歷模型 □ 設施維護規劃 □ 設施資產管理 □ 設施空間使用管理 □ 防災規
劃 □ 其他：
BIM 執行效益
■ 提高專案整體品質 ■ 更好的成本控制與預測性 □ 縮短業主的審核時間 ■ 減少施
預期效益 工過程中的衝突 ■ 改善對設計目的了解 ■ 減少施工期間的變更 □ 減少疑義澄清的數
量(Reduced number of RFIs) □ 其他：
。
■ 提高專案整體品質 □ 更好的成本控制與預測性 □ 縮短業主的審核時間 □ 減少施
已達成
工過程中的衝突 ■ 改善對設計目的了解 □ 減少施工期間的變更 □ 減少疑義澄清的數
效益
量(Reduced number of RFIs) □ 其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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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淡江大橋及其連絡道路新建工程第二標
「淡江大橋及其連絡道路新建工程第二標」，工程內容包括橋梁、隧道及平面道
路工程，藉由 BIM 技術導入，將測量資料點座標轉換成 3D 地形，進行道路線形、
橋梁跨徑配置、墩柱位置與結構系統及工法等選用參考，使各設計專業納入同一彙整
平台，以利工程師檢討設計衝突，並將橋梁端格梁配筋及縱橫向鋼鍵配置方式，藉由
3D 模型方式呈現，檢視結構配置，以利各單位視覺化溝通協調，發揮預先掌握現場
實際施工時可能發生之各種狀況，提升施工品質及效能。訪談內容詳表 3.7 案例摘要
表。

表 3.7「淡江大橋及其連絡道路新建工程第二標」案例摘要表
案例基本資料
工程名稱 C07-淡江大橋及其連絡道路新建工程第二標
執行機關

交通部公路總局

工程類別

公路(橋梁)工程

PCM 單位
設計單位
施工單位

台灣世曦股份有限公司
遠揚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契約金額
契約金額
契約金額

17,911,950 元
3,086,000,000 元

BIM 建模
單位

華光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應用階段

□ 可行性 評估 □ 規劃 ■ 初步
設計 ■ 細部 設計 ■ 施工 □
營運/維護管理

BIM 運用
概要

BIM 工程資訊模型建置、整合與施
工階段更新

BIM 技術
導入是否 □ 是 ■ 否
單獨招標
應用 BIM 招、決標與履約機制
招標方式 限制性招標
BIM 實際
17,910,000 元
費用
BIM 規範 有訂定規範
BIM 交付
有交付標的
標的
BIM 履約
與主契約相同
期限
BIM 付款
併設計階段付款
機制
BIM 運用範疇及執行模式
BIM 應用 (1) 工程設計：

交通部公路總局

執行架構

設計單位：
台灣世曦股份有限
公司

施工單位：
遠揚營造股份有限
公司

BIM建模單位：
華光工程顧問股份
有限公司

BIM 預算推估方
式

依人/時、工程規模進行估算

決標方式

最有利標

計價方式

總包價法

BIM 智慧財產權

BIM 驗收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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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甲方所有

召開審查會議

□ 建築規劃方案展示/評審 ■ 工址現況分析 □ 數量/成本估算 ■ 3D 設計建模 □ 綠
建築指標評估 □ 建管法規驗證 □ 其他：
(2) 空間衝突及碰撞檢查：
□ 建築配置 ■ 結構配置 □ 機電管線 □ 室內裝修 □ 前述項次一起進行 ■ 其他：管
線
(3) 工程管理：
□ 工地空間使用規劃 ■ 施工工項規劃 □ 施工圖繪製與產出 ■ 3D 協調 □ 4D 施工模
擬 □ 其他：
(4) 營運維護：
□ 設施履歷模型 □ 設施維護規劃 □ 設施資產管理 □ 設施空間使用管理 □ 防災規
劃 □ 其他：
BIM 執行效益
■ 提高專案整體品質 □ 更好的成本控制與預測性 ■ 縮短業主的審核時間 ■ 減少施
預期效益 工過程中的衝突 ■ 改善對設計目的了解 ■ 減少施工期間的變更 □ 減少疑義澄清的數
量(Reduced number of RFIs) □ 其他：
。
□ 提高專案整體品質 □ 更好的成本控制與預測性 □ 縮短業主的審核時間 ■ 減少施
已達成
工過程中的衝突 ■ 改善對設計目的了解 □ 減少施工期間的變更 □ 減少疑義澄清的數
效益
量(Reduced number of RFIs) □ 其他：
。
範圍

八、 臺灣桃園國際機場塔臺暨整體園區新建工程
「臺灣桃園國際機場塔臺暨整體園區新建工程」，為整合歷年來不斷增添、汰換
之各式氣象及助航監控設備，及容納已建置完成之新ㄧ代飛航管理系統(ATM)之裝備
需求，必需要擴充塔臺使用空間以為因應，規劃辦理臺灣桃園國際機場塔臺暨整體園
區新建工程計畫。該計畫應用 BIM 於碰撞檢查、數量計算、施工模擬、維護管理，
希冀提升整體設計、施工及後續營運管理之效益。訪談內容詳表 3.8 案例摘要表。
表 3.8「臺灣桃園國際機場塔臺暨整體園區新建工程」案例摘要表
案例基本資料
工程名稱 C08-臺灣桃園國際機場塔臺暨整體園區新建工程
執行機關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

工程類別

航空工程

PCM 單位
設計單位
施工單位

中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嘉成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契約金額
契約金額
契約金額

85,000,000 元
421,848,000 元

BIM 建模
單位

中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應用階段

□ 可行性評 估 □ 規劃 ■ 初步
設計 ■ 細部 設計 ■ 施工 ■
營運/維護管理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

執行架構

設計單位：
中興工程股份有限
公司
BIM建模單位：
中興工程股份有限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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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單位：
嘉成營造工程股份
有限公司

BIM 運用
概要

碰撞檢查、數量計算、施工模擬、
維護管理

BIM 技術
BIM 預算推估方 參考 PCM 的評估與訪價，包括百分
導入是否 □ 是 ■ 否
式
比、人月等
單獨招標
應用 BIM 招、決標與履約機制
招標方式 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
最有利標
BIM 實際
6,000,000 元
計價方式
總包價法
費用
BIM 規範 無
BIM 智慧財產權 歸甲方所有
BIM 交付
無
標的
BIM 履約
無
期限
BIM 付款
無
BIM 驗收機制 無
機制
BIM 運用範疇及執行模式
(1) 工程設計：
□ 建築規劃方案展示/評審 □ 工址現況分析 □ 數量/成本估算 □ 3D 設計建模 □ 綠
建築指標評估 □ 建管法規驗證 □ 其他：
(2) 空間衝突及碰撞檢查：
□ 建築配置 □ 結構配置 □ 機電管線 □ 室內裝修 □ 前述項次一起進行 □ 其他：
BIM 應用
(3) 工程管理：
範圍
□ 工地空間使用規劃 □ 施工工項規劃 □ 施工圖繪製與產出 □ 3D 協調 □ 4D 施工模
擬 □ 其他：
(4) 營運維護：
□ 設施履歷模型 □ 設施維護規劃 □ 設施資產管理 □ 設施空間使用管理 □ 防災規
劃 □ 其他：
BIM 執行效益
■ 提高專案整體品質 ■ 更好的成本控制與預測性 □ 縮短業主的審核時間 ■ 減少施
預期效益 工過程中的衝突 ■ 改善對設計目的了解 ■ 減少施工期間的變更 ■ 減少疑義澄清的數
量(Reduced number of RFIs) □ 其他：
。
■ 提高專案整體品質 ■ 更好的成本控制與預測性 □ 縮短業主的審核時間 □ 減少施
已達成
工過程中的衝突 ■ 改善對設計目的了解 □ 減少施工期間的變更 □ 減少疑義澄清的數
效益
量(Reduced number of RFIs) □ 其他：
。

九、 桃園國際機場股份有限公司 161KV 變電站工程
「桃園國際機場股份有限公司 161KV 變電站工程」，為整合歷年來不斷增添、
汰換之各式氣象及助航監控設備， 及容納已建置完成之新 ㄧ代飛航管理系統(ATM)
之裝備需求，必需要擴充塔臺使用空間以為因應，規劃辦理臺灣桃園國際機場塔臺暨
整體園區新建工程計畫。該計畫應用 BIM 於碰撞檢查、數量計算、施工模擬、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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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希冀提升整體設計、施工及後續營運管理之效益。訪談內容詳表 3.9 案例摘要
表。

表 3.9「桃園國際機場股份有限公司 161KV 變電站工程」案例摘要表
案例基本資料
工程名稱 C09-桃園國際機場股份有限公司 161KV 變電站工程
執行機關

桃園國際機場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類別

航空工程

PCM 單位
設計單位
施工單位

中興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西門子股份有限公司

契約金額
契約金額
契約金額

-

BIM 建模
單位

邁爾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應用階段

□ 可行性 評估 □ 規劃 □ 初步
設計 □ 細部 設 計 □ 施工 ■
營運/維護管理

BIM 運用
概要

維護管理

桃園國際機場股份有限公司

執行架構

設計單位：
中興工程股份有限
公司

施工單位：
西門子股份有限公
司
BIM建模單位：
邁爾工程顧問股份
有限公司

BIM 技術
BIM 預算推估方
導入是否 □ 是 ■ 否
有獨立項次編列
式
單獨招標
應用 BIM 招、決標與履約機制
招標方式 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
異質最低標
BIM 實際
2,090,000 元
計價方式
總包價法
費用
BIM 規範 需求說明書
BIM 智慧財產權 歸甲方所有
BIM 交付
需求說明書
標的
BIM 履約
與主契約相同
期限
BIM 付款
需求說明書
BIM 驗收機制 機制
BIM 運用範疇及執行模式
(1) 工程設計：
□ 建築規劃方案展示/評審 □ 工址現況分析 □ 數量/成本估算 □ 3D 設計建模 □ 綠
建築指標評估 □ 建管法規驗證 □ 其他：
(2) 空間衝突及碰撞檢查：
BIM 應用
□ 建築配置 □ 結構配置 □ 機電管線 □ 室內裝修 □ 前述項次一起進行 □ 其他：
範圍
(3) 工程管理：
□ 工地空間使用規劃 □ 施工工項規劃 □ 施工圖繪製與產出 □ 3D 協調 □ 4D 施工模
擬 □ 其他：
(4) 營運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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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施履歷模型 ■ 設施維護規劃 ■ 設施資產管理 □ 設施空間使用管理 □ 防災規
劃 □ 其他：
BIM 執行效益
■ 提高專案整體品質 ■ 更好的成本控制與預測性 □ 縮短業主的審核時間 □ 減少施
預期效益 工過程中的衝突 □ 改善對設計目的了解 □ 減少施工期間的變更 □ 減少疑義澄清的數
量(Reduced number of RFIs) □ 其他：
。
■ 提高專案整體品質 ■ 更好的成本控制與預測性 □ 縮短業主的審核時間 □ 減少施
已達成
工過程中的衝突 □ 改善對設計目的了解 □ 減少施工期間的變更 □ 減少疑義澄清的數
效益
量(Reduced number of RFIs) □ 其他：
。

十、 高雄港洲際貨櫃中心第二期工程計畫-S4~S5 碼頭護岸及新生地填築工程
「高雄港洲際貨櫃中心第二期工程計畫-S4~S5 碼頭護岸及新生地填築工程」，
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高雄港務分公司辦理高雄港洲際貨櫃中心第二期計畫 S4~S5
碼頭新建工程於施工階段導入 BIM 技術，工程於 104 年 5 月開工，總建造費約 40 億
元，預期本次運用 BIM 技術所獲致之經驗，將逐步擴充整合至整個高雄港的地理資
訊系統中，成為港埠資訊建模（Port Information Modeling, PIM）。訪談內容詳表 3.10
案例摘要表。

表 3.10「高雄港洲際貨櫃中心第二期工程計畫-S4~S5 碼頭護岸及新生地填築工程」案例
摘要表
案例基本資料
工程名稱 C10-高雄港洲際貨櫃中心第二期工程計畫-S4~S5 碼頭護岸及新生地填築工程
台灣 港 務股 份 有 限公 司 高雄 港務
執行機關
工程類別
港灣工程
分公司
PCM 單位 契約金額
設計單位 宇泰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契約金額
105,510,000 元
施工單位 宏華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契約金額
3,987,000,000 元
BIM 建模
單位

宏華營造委外製作

應用階段

□ 可行性 評估 □ 規劃 □ 初步
設計 □ 細部 設計 ■ 施工 ■
營運/維護管理

BIM 運用
概要

於施工階段導入 BIM 技術，藉由
3D 視覺化分析，檢核設計成果之周
延性。

BIM 技術
導入是否 □ 是 ■ 否
單獨招標
應用 BIM 招、決標與履約機制
招標方式 公開招標

台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

執行架構

設計單位：
宇泰工程顧問有限
公司

施工單位：
宏華營造股份有限
公司
BIM建模單位：
宏華營造股份有限
公司(委外)

BIM 預算推估方
式
決標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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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模型發展階段 LoD200 之市場
行情
最低標

BIM 實際
380,263 元 (0.01%)
計價方式
總包價法
費用
BIM 規範 依特別條款第 18.4 節相關規定
BIM 智慧財產權 歸甲方所有
BIM 交付 承包商需於施工過程隨時檢查驗證及修正並於竣工時完成 BIM 套繪之 3D 竣工模型，及提
標的
供業主可編輯該模型之正版軟體乙套
BIM 履約 承包商根據設計圖於開工後 3 個月內完成 BIM 套繪之 3D 設計模型送設計監造單位審查認
期限
可
BIM 付款 無 BIM 特別付款條款，依工程進度
BIM 驗收機制 召開審查會議
機制
付款
BIM 運用範疇及執行模式
(1) 工程設計：
□ 建築規劃方案展示/評審 □ 工址現況分析 □ 數量/成本估算 ■ 3D 設計建模 □ 綠
建築指標評估 □ 建管法規驗證 □ 其他：
(2) 空間衝突及碰撞檢查：
□ 建築配置 ■ 結構配置 □ 機電管線 □ 室內裝修 □ 前述項次一起進行 □ 其他：
BIM 應用
(3) 工程管理：
範圍
□ 工地空間使用規劃 ■ 施工工項規劃 □ 施工圖繪製與產出 ■ 3D 協調 □ 4D 施工模
擬 □ 其他：
(4) 營運維護：
□ 設施履歷模型 ■ 設施維護規劃 □ 設施資產管理 □ 設施空間使用管理 □ 防災規
劃 □ 其他：
BIM 執行效益
□ 提高專案整體品質 □ 更好的成本控制與預測性 □ 縮短業主的審核時間 ■ 減少施
預期效益 工過程中的衝突 ■ 改善對設計目的了解 □ 減少施工期間的變更 □ 減少疑義澄清的數
量(Reduced number of RFIs) ■ 其他：檢核設計圖之周延性。
□ 提高專案整體品質 □ 更好的成本控制與預測性 □ 縮短業主的審核時間 □ 減少施
已達成
工過程中的衝突 □ 改善對設計目的了解 □ 減少施工期間的變更 □ 減少疑義澄清的數
效益
量(Reduced number of RFIs) ■ 其他：尚未進入碼頭主體結構工程，故效益尚未彰顯。

十一、 新北市立美術館新建工程案
「新北市立美術館新建工程案」，該案新建工程案為傳統工程發包模式，企圖運
用 BIM 技術導入於建築全生命週期階段。現階段已通過 BIM 電腦輔助建造執照查核
系統。訪談內容詳表 3.11 案例摘要表。
表 3.11「新北市立美術館新建工程案」案例摘要表
案例基本資料
工程名稱 C11-新北市立美術館新建工程案
執行機關

新北市政府

工程類別

建築工程

PCM 單位
設計單位
施工單位

誠蓄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大元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未發包)

契約金額
契約金額
契約金額

39,000,000 元
110,000,000 元
1,440,00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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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M 建模
單位

衛武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應用階段

□ 可 行性 評估 □ 規 劃 ■ 初
步設 計 ■ 細部 設計 □ 施工
□ 營運/維護管理

BIM 運用
概要

本新建工程案為傳統工程發包模
式，企圖運用 BIM 技術導入於建
築全生命週期階段

新北市政府

執行架構

PCM：
誠蓄工程顧問股
份有限公司

設計單位：
大元聯合建築
師事務所

施工單位：
(未發包)

BIM建模單位：
衛武資訊股份有限
公司

BIM 技術
BIM 預算推估方
導入是否 □ 是 ■ 否
由設計單位自行議價
式
單獨招標
應用 BIM 招、決標與履約機制
招標方式 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
最有利標
BIM 實際
無
計價方式
總包價法
費用
BIM 規範 由新工處擬定
BIM 智慧財產權 歸甲方所有
BIM 交付
由新工處擬定
標的
BIM 履約
與主契約相同
期限
BIM 付款
由新工處擬定
BIM 驗收機制 由新工處擬定
機制
BIM 運用範疇及執行模式
(1) 工程設計：
■ 建築規劃方案展示/評審 ■ 工址現況分析 ■ 數量/成本估算 ■ 3D 設計建模 ■ 綠
建築指標評估 ■ 建管法規驗證 □ 其他：
(2) 空間衝突及碰撞檢查：
□ 建築配置 □ 結構配置 □ 機電管線 □ 室內裝修 □ 前述項次一起進行 □ 其他：
BIM 應用
(3) 工程管理：
範圍
□ 工地空間使用規劃 □ 施工工項規劃 ■ 施工圖繪製與產出 □ 3D 協調 □ 4D 施工模
擬 □ 其他：
(4) 營運維護：
□ 設施履歷模型 ■ 設施維護規劃 □ 設施資產管理 □ 設施空間使用管理 □ 防災規
劃 □ 其他：
BIM 執行效益
■ 提高專案整體品質 ■ 更好的成本控制與預測性 ■ 縮短業主的審核時間 ■ 減少施工
預期效益 過程中的衝突 ■ 改善對設計目的了解 ■ 減少施工期間的變更 ■ 減少疑義澄清的數量
(Reduced number of RFIs) □ 其他：
。
□ 提高專案整體品質 □ 更好的成本控制與預測性 □ 縮短業主的審核時間 ■ 減少施工
已達成
過程中的衝突 ■ 改善對設計目的了解 □ 減少施工期間的變更 □ 減少疑義澄清的數量
效益
(Reduced number of RFIs) □ 其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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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新北市立聯合醫院三重院區急重症大樓新建統包工程
「新北市立聯合醫院三重院區急重症大樓新建統包工程」，該案 BIM 技術不僅
應用於醫院相關設施管線的施工界面檢討，也運用 1：1 實體模型「MOCKUP」搭配
BIM 模型實際檢討醫療專業設施與動線關係協助現場決策最佳設計方案後，並進行
醫療設備進場安置及施工。訪談內容詳表 3.12 案例摘要表。
表 3.12「新北市立聯合醫院三重院區急重症大樓新建統包工程」案例摘要表
案例基本資料
工程名稱 C12-新北市立聯合醫院三重院區急重症大樓新建統包工程
執行機關

新北市政府

工程類別

醫院工程

PCM 單位
設計單位

亞新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境向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三星營造股份有限公司(境向聯合
建築師事務所、興泰水電有限公
司、金鴻空調股份有限公司)共同投
標承攬

契約金額
契約金額

27,978,698 元
統包設計費 30,000,000 元

契約金額

統包工程費 1,073,500,000 元

施工單位

BIM 建模
單位
應用階段

BIM 運用
概要

三星營造、興泰水電、金鴻空調
□ 可行性評估 ■ 規劃 ■ 初步
設計 ■ 細部設 計 ■ 施工 □
營運/維護管理
本案 運用 1： 1 實 體模型
「MOCKUP」搭配 BIM 模型實際
檢討 醫療 專 業設 施 與動 線關 係協
助現場決策最佳設計方案。

BIM 技術
導入是否 □ 是 ■ 否
單獨招標
應用 BIM 招、決標與履約機制
招標方式 公開招標
BIM 實際
6,500,000 元
費用
BIM 規範 由新工處擬定
BIM 交付
由新工處擬定
標的
BIM 履約
與主契約相同
期限
BIM 付款
由新工處擬定
機制
BIM 運用範疇及執行模式
BIM 應用 (1) 工程設計：
範圍
■ 建築規劃方案展示/評審

新北市政府

執行架構

PCM：
設計單位：
施工單位：
亞新工程顧問股份有 境向聯合建築 三星營造股份有限公司(境向聯合
限公司
師事務所
建築師事務所、興泰水電有限公
司、金鴻空調股份有限公司)共同
投標承攬
BIM建模單位：
三星營造、興泰水電、金鴻空調

BIM 預算推估方
式

依應用項目市場訪價獲得

決標方式

最有利標

計價方式

總包價法

BIM 智慧財產權

BIM 驗收機制

□ 工址現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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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甲方所有

由新工處擬定

■ 數量/成本估算

■ 3D 設計建模

□ 綠

建築指標評估 □ 建管法規驗證 □ 其他：
(2) 空間衝突及碰撞檢查：
□ 建築配置 □ 結構配置 □ 機電管線 □ 室內裝修 ■ 前述項次一起進行 □ 其他：
(3) 工程管理：
□ 工地空間使用規劃 □ 施工工項規劃 □ 施工圖繪製與產出 ■ 3D 協調 □ 4D 施工模
擬 □ 其他：
(4) 營運維護：
□ 設施履歷模型 ■ 設施維護規劃 □ 設施資產管理 □ 設施空間使用管理 □ 防災規
劃 □ 其他：
BIM 執行效益
□ 提高專案整體品質 □ 更好的成本控制與預測性 □ 縮短業主的審核時間 ■ 減少施
預期效益 工過程中的衝突 ■ 改善對設計目的了解 ■ 減少施工期間的變更 ■ 減少疑義澄清的
數量(Reduced number of RFIs) □ 其他：
。
□ 提高專案整體品質 □ 更好的成本控制與預測性 □ 縮短業主的審核時間 ■ 減少施
已達成
工過程中的衝突 ■ 改善對設計目的了解 ■ 減少施工期間的變更 ■ 減少疑義澄清的
效益
數量(Reduced number of RFIs) □ 其他：
。

十三、 新北市新五泰國民運動中心興建統包工程
「新北市新五泰國民運動中心興建統包工程」，該案運動中心場館內大跨度達
36.10 及 14.95m，結構設計思考在耐震為前提下，如何維持大跨度空間使用性、結構
系統之安全性及降低樓板振動、噪音之舒適性。此外，其 BIM 應用為第一件導入 BIM
電腦輔助查核之研究案例，並進行相關太陽輻射與風場節能分析與施工干涉分析。訪
談內容詳表 3.13 案例摘要表。
表 3.13「新北市新五泰國民運動中心興建統包工程」案例摘要表
案例基本資料
工程名稱 C13-新北市新五泰國民運動中心興建統包工程
執行機關

新北市政府

工程類別

建築工程

PCM 單位
設計單位
施工單位

喻台生建築師事務所
萬邦建築師事務所
瑞助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契約金額
契約金額
契約金額

-

BIM 建模
單位

萬邦建築師事務所

應用階段

BIM 運用
概要
BIM 技術
導入是否

□ 可行性評 估 □ 規 劃 □ 初步
設計 ■ 細部 設計 ■ 施工 □
營運/維護管理
本案 BIM 應用為第一件導入 BIM
電腦輔助查核之研究案例，並進行
相關 太 陽輻 射 與風 場 節能 分 析與
施工干涉分析。
□ 是

■ 否

新北市政府

執行架構

PCM：
喻台生建築師事
務所

設計單位：
施工單位：
萬邦建築師事 瑞助營造股份有
務所
限公司
BIM建模單位：
萬邦建築師事務所

BIM 預算推估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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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工處擬定

單獨招標
應用 BIM 招、決標與履約機制
招標方式 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
最有利標
BIM 實際
1,000,000 元
計價方式
總包價法
費用
BIM 規範 由新工處擬定
BIM 智慧財產權 歸甲方所有
BIM 交付
由新工處擬定
標的
BIM 履約
與主契約相同
期限
BIM 付款
由新工處擬定
BIM 驗收機制 由新工處擬定
機制
BIM 運用範疇及執行模式
(1) 工程設計：
■ 建築規劃方案展示/評審 □ 工址現況分析 □ 數量/成本估算 ■ 3D 設計建模 ■ 綠
建築指標評估 □ 建管法規驗證 □ 其他：
(2) 空間衝突及碰撞檢查：
□ 建築配置 □ 結構配置 □ 機電管線 □ 室內裝修 ■ 前述項次一起進行 □ 其他：
BIM 應用
(3) 工程管理：
範圍
□ 工地空間使用規劃 □ 施工工項規劃 ■ 施工圖繪製與產出 ■ 3D 協調 ■ 4D 施工模
擬 □ 其他：
(4) 營運維護：
□ 設施履歷模型 □ 設施維護規劃 □ 設施資產管理 □ 設施空間使用管理 □ 防災規
劃 □ 其他：
BIM 執行效益
□ 提高專案整體品質 ■ 更好的成本控制與預測性 □ 縮短業主的審核時間 ■ 減少施
預期效益 工過程中的衝突 □ 改善對設計目的了解 □ 減少施工期間的變更 ■ 減少疑義澄清的數
量(Reduced number of RFIs) □ 其他：
。
□ 提高專案整體品質 □ 更好的成本控制與預測性 □ 縮短業主的審核時間 ■ 減少施
已達成
工過程中的衝突 □ 改善對設計目的了解 □ 減少施工期間的變更 ■ 減少疑義澄清的數
效益
量(Reduced number of RFIs) □ 其他：
。

十四、 捷運三鶯線
「捷運三鶯線」，捷運三鶯線全線均為高架軌道，路線跨越國道 3 號、台鐵、大
漢溪、鶯歌溪、三峽河、橫溪，工程複雜度高，故引進 3D 數值地形圖，已廣泛使用
BIM 系統所建立的車站與橋樑崁入 3D 數值地形圖中，再利用 BIM 技術進行施工模
擬，可充分掌握捷運施工對周邊環境的影響，也能於後續營運階段應用。訪談內容詳
表 3.14 案例摘要表。
表 3.14「捷運三鶯線」案例摘要表
案例基本資料
工程名稱 C14-捷運三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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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機關

新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工程類別

捷運工程

PCM 單位
設計單位
施工單位

台灣世曦股份有限公司
亞新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亞新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亞新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設計
模)、義商安薩爾多交通號誌系統
公司/榮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株式
會社日立製作所 共同承攬(施 工
模)
□ 可行性評估 □ 規劃 ■ 初步
設計 ■ 細部設計 ■ 施工 ■
營運/維護管理
利用 BIM 技術進行施工模擬，可
充分掌握捷運 施工對周 邊環境 的
影響，可望降低沿線民眾的疑慮 ，
提早展現未來施工成果，也能於後
續營運階段應用。

契約金額
契約金額
契約金額

-

BIM 建模
單位

應用階段

BIM 運用
概要

新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執行架構

PCM：
台灣世曦股份有
限公司

設計(含施工)單位：
亞新工程顧問股份有
限公司
BIM建模單位：
亞新工程顧問股份有
限公司

BIM 技術
BIM 預算推估方
導入是否 □ 是 ■ 否
參考其他個案
式
單獨招標
應用 BIM 招、決標與履約機制
招標方式 公開招標、限制性招標
決標方式
最有利標
BIM 實際
直接併入成本建議書計算
計價方式
總包價法
費用
BIM 規範 參考新加坡及英國擬定
BIM 智慧財產權 歸甲方所有
BIM 交付
無相關規定
標的
BIM 履約
與主契約相同
期限
BIM 付款
隨工程進度付款
BIM 驗收機制 無相關規定
機制
BIM 運用範疇及執行模式
(1) 工程設計：
■ 建築規劃方案展示/評審 ■ 工址現況分析 ■ 數量/成本估算 ■ 3D 設計建模 ■ 綠
建築指標評估 □ 建管法規驗證 □ 其他：
(2) 空間衝突及碰撞檢查：
■ 建築配置 ■ 結構配置 ■ 機電管線 ■ 室內裝修 ■ 前述項次一起進行 □ 其他：
BIM 應用
(3) 工程管理：
範圍
□ 工地空間使用規劃 ■ 施工工項規劃 ■ 施工圖繪製與產出 ■ 3D 協調 ■ 4D 施工模
擬 □ 其他：
(4) 營運維護：
■ 設施履歷模型 ■ 設施維護規劃 ■ 設施資產管理 □ 設施空間使用管理 □ 防災規
劃 □ 其他：
BIM 執行效益
預期效益 ■ 提高專案整體品質 ■ 更好的成本控制與預測性 ■ 縮短業主的審核時間 ■ 減少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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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過程中的衝突 ■ 改善對設計目的了解 ■ 減少施工期間的變更 ■ 減少疑義澄清的數
量(Reduced number of RFIs) □ 其他：
。
■ 提高專案整體品質 □ 更好的成本控制與預測性 □ 縮短業主的審核時間 □ 減少施
工過程中的衝突 ■ 改善對設計目的了解 □ 減少施工期間的變更 □ 減少疑義澄清的數
量(Reduced number of RFIs) □ 其他：
。

已達成
效益

十五、 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南區學員宿舍新建工程
「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南區學員宿舍新建工程」，為「南區學員宿舍新建工程」
及「海洋教育與遊憩活動訓練設施新建工程」建置之建築模型(BIM)於未來營運廠商
維運系統之應用，釐清竣工模型應用於營運管理系統之方式、流程架構，於營運管理
階段可延續使用，發揮最大之功效。訪談內容詳表 3.15 案例摘要表。

表 3.15「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南區學員宿舍新建工程」案例摘要表
案例基本資料
工程名稱 C15-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南區學員宿舍新建工程
執行機關

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

工程類別

建築工程

PCM 單位
設計單位
施工單位

-

契約金額
契約金額
契約金額

-

BIM 建模
單位

宗陞數位有限公司

應用階段
BIM 運用
概要

□ 可行性評 估 □ 規 劃 □ 初步
設計 □ 細 部 設計 □ 施 工 ■
營運/維護管理
於營運維護階段導入 BIM 以做為
有效空間管理、博物館維護保養及
資產管理等。

BIM 技術
導入是否 ■ 是 □ 否
單獨招標
應用 BIM 招、決標與履約機制
招標方式 公開招標
BIM 實際
250,000 元
費用
BIM 規範 有訂定執行方式及相關規範
BIM 交付
有訂定 BIM 模型交付項目
標的
BIM 履約
90 日曆天
期限
BIM 付款
共分三期付款
機制

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

執行架構
BIM建模單位：
宗陞數位有限公司

BIM 預算推估方
式

訪價。CECI、IT 系統廠商

決標方式

最有利標

計價方式

在甲方既有預算內，乙方承接本案

BIM 智慧財產權

BIM 驗收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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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

召開審查會議

BIM 運用範疇及執行模式
(1) 工程設計：
□ 建築規劃方案展示/評審 □ 工址現況分析 □ 數量/成本估算 □ 3D 設計建模 □ 綠
建築指標評估 □ 建管法規驗證 □ 其他：
(2) 空間衝突及碰撞檢查：
□ 建築配置 □ 結構配置 □ 機電管線 □ 室內裝修 □ 前述項次一起進行 □ 其他：
BIM 應用
(3) 工程管理：
範圍
□ 工地空間使用規劃 □ 施工工項規劃 □ 施工圖繪製與產出 □ 3D 協調 □ 4D 施工模
擬 □ 其他：
(4) 營運維護：
□ 設施履歷模型 ■ 設施維護規劃 ■ 設施資產管理 ■ 設施空間使用管理 □ 防災規
劃 □ 其他：
BIM 執行效益
□ 提高專案整體品質 □ 更好的成本控制與預測性 □ 縮短業主的審核時間 □ 減少施
預期效益 工過程中的衝突 □ 改善對設計目的了解 □ 減少施工期間的變更 □ 減少疑義澄清的
數量(Reduced number of RFIs) ■ 其他：空間管理/定期維護保養/管理資產/無人員管理。
□ 提高專案整體品質 □ 更好的成本控制與預測性 □ 縮短業主的審核時間 □ 減少施
已達成
工過程中的衝突 □ 改善對設計目的了解 □ 減少施工期間的變更 □ 減少疑義澄清的
效益
數量(Reduced number of RFIs) ■ 其他：空間/資產管理。

3.2 製作作業手冊及案例教材
研訂「機關辦理公共工程導入建築資訊建模 BIM 技術作業參考手冊」是本計畫
重要的預期成果之一，也是日後國內公部門各機關推動應用 BIM 技術相當重要的參
考指引，本研究認為該手冊應以國內既有的實務經驗與相關成果為基礎，而非全新提
出，但亦應納入國外具前瞻性的想法，使該手冊能夠滿足務實性與擴充彈性。
本手冊乃係提供機關欲導入 BIM 技術時之參考，其內容包含 BIM 基礎觀念、應
用 BIM 技術時機與導入執行程序、導入 BIM 技術重要工作、可參考的案例資料及可
應用的 BIM 資源。各機關應用時除應確實了解 BIM 技術外，可參考本手冊提供的流
程與建議的作法或內容，並遵循因案而異的原則，在考量各機關與應用專案的特性
後，逐步導入應用 BIM 技術，以利獲得應用 BIM 技術之效益。本手冊之封面及目錄
詳圖 3.1 所示，手冊詳細內容詳附錄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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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作業參考手冊封面與目錄
本手冊內容除了說明 BIM 之基礎觀念外，另針對不同專案執行模式，提出 BIM
技術時機與導入執行程序，針對各項程序提出 BIM 技術之重要工作，並透過本計畫
訪談之 BIM 個案分析，提出 BIM 導入各工程專案之預算編列方法、及參考契約案例
等，並匯整國內外目前使用 BIM 相關之資源，以供各機關單位之參考。以下係針對
不同專案執行模式，提出相關之流程及作為：
一、 傳統專案執行模式(DBB)
以下可以應用 BIM 的時機如下所示，包括(詳細的應用時機與目的，各機關應自
行評估)，詳圖 3.2 所示：
(一) 規劃作業導入 BIM：例如規劃成果 3D 視覺化的呈現、工址現況分析等
(二) 設計作業導入 BIM：例如設計創作、成果呈現、建築與機電管線的整合等
(三) 施工作業導入 BIM：例如 3D 協調、4D 施工順序模擬等
(四) 監造作業導入 BIM：例如 3D 協調、施工廠商完成結果檢核等
(五) 營運維護作業導入 BIM：例如資產管理、防災規劃等
(六) 整建或拆除作業導入 BIM：例如空間使用現況分析、拆除或整建方案研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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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傳統專案執行模式下導入 BIM 應用時機
二、 統包專案執行模式(DB)
以下可以應用 BIM 的時機如下所示包括(詳細的應用時機與目的，各機關應自行
評估)，詳圖 3.3 所示：
(一) 專案管理廠商之規劃作業導入 BIM：例如規劃成果 3D 視覺化的呈現、工址現況
分析等
(二) 專案管理廠商之基設作業導入 BIM：例如設計創作、節能分析、建築與機電管線
的整合等
(三) 統包廠商之細設作業導入 BIM：例如設計創作、成果呈現、建築與機電管線的整
合等
(四) 統包廠商之施工作業導入 BIM：例如 3D 協調、4D 施工順序模擬等
(五) 監造作業導入 BIM：例如 3D 協調、施工廠商完成結果檢核等
(六) 營運維護作業導入 BIM：例如資產管理、防災規劃等
(七) 整建或拆除作業導入 BIM：例如空間使用現況分析、拆除或整建方案研擬等

圖 3.3 統包專案執行模式下導入 BIM 應用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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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整合交付模式概念
國內礙於傳統設計與施工廠商分離之作法、習慣與法令規定，要達成國外 IPD
的模式與境界並不容易。國內可以思考單純以機關(業主)的角色，主動於規劃時期即
進行 BIM 技術的應用，並全程由機關主導建模與應用，以利為機關帶來最大效益，
詳圖 3.4 所示。

圖 3.4 整合交付模式概念下導入 BIM 應用時機
四、 廠商主動提出
當廠商主動提出應用 BIM 技術之廠商順利得標並與機關簽約後，原廠商提出的
服務建議書或提案便成為契約之一部分。建議機關應進而要求廠商於適當時間或併同
原本應提出的各式執行計畫書中，具體提出應用 BIM 技術的工作執行計畫，並於履
約中合理且適當管控，以利獲取應用 BIM 技術帶來的效益，詳圖 3.5 所示。

圖 3.5 廠商主動提出導入 BIM 應用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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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入門版工作執行程序
入門版工作執行程序如圖 3.6 所示，其詳細內容說明如後。
(一) 適用對象：沒有應用過 BIM 技術之單位、應用 BIM 技術尚未有完整經驗(從招標
到結案)之單位、日後沒有執行類似專案需求之單位(一次性需求之單位)、有政府
採購法中所述上級機關之採購執行單位。
(二) 入門版預評估作業：當機關認為對於 BIM 技術的專業已有了解，並能確認：(1)
應用 BIM 技術的搭配專案、(2)可以運用的經費、(3)負責的人員、(4)應用的生命
週期、(5)應用的可能潛在效益、(6)日後可能的效益評估方式，研究團隊認為已
能通過預評估的審查。

圖 3.6 入門版工作執行程序及預評估作業表單
六、 進階版工作執行程序
進階版工作執行程序如圖 3.7 所示，其詳細內容說明如後。
(一) 適用對象：應用 BIM 技術尚未有完整經驗(從招標到結案)之單位、應用 BIM 技
術已有完整經驗(從招標到結案)之單位、日後有執行類似專案需求之單位(非一次
性需求之單位)、有制定招標範本文件之單位、無政府採購法中所述上級機關之
採購執行單位。
(二) 進階版預評估作業：當機關認為對於 BIM 技術應用已有經驗，並能確認：(1)機
關已具備的 BIM 專業能力、(2)應用 BIM 技術的搭配專案、(3)可以運用的經費 、
(4)負責的團隊、(5)應用的生命週期、(6)應用的可能潛在效益、(7)日後可能的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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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評估方式，研究團隊認為已能通過預評估的審查。

圖 3.7 進階版工作執行程序及預評估作業表單

3.3 評估分析建議門檻金額或篩選條件
新加坡 Building and Construction Authority (BCA) 對於導入 BIM 技術於建築工程
有明確的階段性規劃，亦即不同應用 BIM 技術之時期(階段)對於使用 BIM 技術的要
求與導入的專案門檻並不相同。例如 2013/07 開始總樓地板面積大於 20,000M2 的舊
專案應使用 BIM 技術建築設計；2014/07 開始總樓地板面積大於 20,000M2 的新專案
應使用 BIM 技術於 MEP(Mechanical, Electrical and Plumbing)；2015/07 開始總樓地板
面積大於 5,000M2 的新專案應使用 BIM 技術於建築及 MEP。因此本研究認為國內推
動公共工程運用 BIM 技術之建議門檻可考量金額或其他類似的規模條件，做為設定
的門檻的條件。此外，依據國外之文獻，以及之前本研究調查的問卷回收資訊顯 示 ，
工程複雜度，也是考量採用 BIM 技術評估的因素之一。
研究團隊為了使建議之門檻金額或篩選條件更具適用性及實務性，乃透過專家座
談會方式，以發放問卷進行意見之回收，問卷內容詳附錄十一。研究團隊於期中成果
座談會中，針對中央及地方政府機關曾經辦理 BIM 之長官或同仁、公會代表及學協
會代表等，設定為發放問卷之對象。本次問卷共發放 15 份，回收 10 份，統計及分析
資料如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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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問卷統計
為提出未來國內推動公共工程運用 BIM 技術之建議門檻金額或其他篩選條件，
以利工程會進一步評估使用，研究團隊利用此一簡易問卷，收集參與專家之意見並經
分析後，將具體提出建議。統計時主要以勾選人數做為統計基礎，詳表 3.16。
表 3.16 公共工程導入 BIM 門檻金額或篩選條件問卷調查統計表
建議年期

短期
(106 年)
(勾選人數)

中期
(107~108 年)
(勾選人數)

長期
(109 年以後)
(勾選人數)

特殊或巨額採購以上

5

4

2

查核金額以上

0

4

6

公告金額以上

0

2

4

3

4

2

0

3

3

2

3

2

3

1

4

2

2

3

1

1

4

1

1

3

1

1

4

2

3

3

2
3

1
0

5
4

適用項目

工
程
規
模

巨
額
採
購
(

註
1)

特
殊
採
購
類
型
(

註
2)

工程採購，為新臺幣二億
元
財物採購，為新臺幣一億
元
勞務採購，為新臺幣二千
萬元
興建構造物，地面高度超
過五十公尺或地面樓層超
過十五層者
興建構造物，單一跨徑在
五十公尺以上者
開挖深度在十五公尺以上
者
興建隧道，長度在一千公
尺以上者
於地面下或水面下施工者
使用特殊施工方法或技術
者
古蹟構造物之修建或拆遷
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者

[註]
1.依據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所公告之「投標廠商資格與特殊或巨額採購認定標準」第六條項次列舉。
2.依據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所公告之「投標廠商資格與特殊或巨額採購認定標準」第八條項次列舉。

二、 問卷分析
本研究為主要將問卷區分為三大類，包括「工程規模」、「巨額採購」及「特殊
採購類型」，其中「巨額採購」及「特殊採購類型」項次主要係參考「投標廠商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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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特殊或巨額採購認定標準」之認定細項。針對短、中、長期建議導入 BIM 之項目 ，
較具共識性的結果歸納整理如下：
(一) 短期建議(106 年)：
1. 工程規模達特殊或巨額採購以上，建議導入 BIM 技術。
2. 巨額採購屬於工程採購，為新臺幣二億元，建議導入 BIM 技術。
3. 特殊採購類型適用在「興建構造物，地面高度超過五十公尺或地面樓層超過十
五層者」或「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者」，建議導入 BIM 技術。
(二) 中期建議(107~108 年)
1. 工程規模達查核金額以上，建議導入 BIM 技術。
2. 巨額採購屬於工程採購，為新臺幣二億元，建議導入 BIM 技術。
3. 特殊採購類型適用在「使用特殊施工方法或技術者」，建議導入 BIM 技術。
(三) 長期建議(109 年以後)
1. 工程規模達查核金額以上，建議導入 BIM 技術。
2. 巨額採購屬於財物採購，為新臺幣一億元，建議導入 BIM 技術。
3. 特殊採購類型適用在「古蹟構造物之修建或拆遷」，建議導入 BIM 技術。
三、 專家其它建議
(一) 宜思考以軟體及技術的發展及使用性出發，做為個案導入的推動基礎。另工程尺
度宜就複雜度，整合性需求等列入優先推動，至於單純尺度大小不建議列入推動
年期規劃。
(二) 需法規完備或專業人員操作或熟悉前，宜採「因案制宜」逐步推動，且應引導而
非強制，應容許多軌並行。
(三) 公有建築物應納入。
(四) 建議依工程屬性個別編列、制定標準。
針對前述之調查結果，以及期中專家專家座談會，研究團隊之初步具體建議為 ：
短期(106 年)仍應採取因案制宜之作法，但可鼓勵工程規模達巨額(或參考交通部的工
程規模 20 億標準)且符合特殊採購之工程專案優先推動，尚不宜強制性要求；中期
(107~108 年)可針對工程或勞務規模達巨額且符合特殊採購之專案優先推動，尤其是
有使用特殊工法者建議應優先納入應用；長期(109 年)針對巨額金額以上的工程或勞
務採購普遍檢討適用性，但仍建議應於 107 年進行必要的檢討，以確實掌握技術的最
新發展狀況及國內產業的 BIM 技術的成熟度與廠商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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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期中成果專家座談會議
一、 會議目的
本計畫為釐清與掌握國內公共工程運用 BIM 技術之現況，主要成功案例以及應
用 BIM 技術的主要問題等基礎資訊，以做為日後提供工程會於推動 BIM 技術之政策
規劃、落實與檢討時參考。此外，由於計畫將提出機關辦理公共工程導入建築資訊建
模 BIM 技術作業參考手冊，以做為工程會推動 BIM 技術之重要資源，同時了解國內
日後採用 BIM 技術的推動參考門檻，因此於計畫有初步成果後，召開期中成果專家
會議(圖 3.8)，以利檢核階段性的研究成果，完善國內日後推動 BIM 技術之基礎。
二、 會議時間：105 年 10 月 21 日(五)上午 9 點 30 分
三、 會議地點：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10 樓第二會議室
四、 與會專家：交通部鐵路改建工程局 許文貴處長、交通部鐵路改建工程局 林耿
永課長、內政部營建署 蕭淵升組長、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陳建忠組長、內政部
建築研究所 劉青峰副研究員、新北市政府 李仲昀副總工程司、桃園市政府 邱
奕聖總工程司、國立海洋科學博物館 莊珮敏研究助理、交通部代表、交通部公
路總局代表、交通部民航局代表、台灣省土木技師公會代表、中華民國全國建
築師公會代表、台灣建築學會代表、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代表等。
五、 專家主要意見
研究團隊主要針對委員意見重點條列如下，詳細專家座談會意見回覆對照表如附
錄十二所示。
(一) 政府必須引導廠商導入 BIM 以提升產業水準，而機關可提供經費、提供誘因給
予使用 BIM 的廠商。
(二) 經費建議依工程規模、屬性、要求複雜性而異，甚至應不同工程屬性檢討不同之
BIM 費用訂定標準。
(三) 有關 BIM 經費編列方式，與會者原則上同意於工程上獨立編列一項，而經費編
列建議應考慮工程標的規模、需求、及目的而所需建立的 BIM 規模做為編列經
費之參考。
(四) 機關端本身須具有 BIM 基本教育訓練，以利機關知道如何利用 BIM 工具達到工
程如期、如質、如本的目標。
(五) 目前工程類型仍以建築工程及地下結構物工程為最適當(最多利用)，其他構造物
仍以嘗試評估其適用性、效益適用為主，建議應收集回饋意見與經驗後再評估其
推廣方向及目標，目前似不適合直接全面使用。
(六)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於 104，105 年已進行「我國 BIM 協同作業指南」研究 計 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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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國內建築工程應用 BIM 技術各參與者，包含業主、工程顧問、設計、施工
等單位基本執行工作，合作流程等提出原則建議。本計畫案之對象以公部門業主
為主要對象，建築研究所前述研究成果中亦有對業主應負責任 務及能力提出建
議，可提供參考，並建議將建築研究所研究成果納為手冊中技術執行參考文件 ，
協助機關了解各階段 BIM 技術應用細節內容。
(七) BIM 最大效益可謂將未來設計性與施工性問題，提前透過視圖效果及資訊管理
功能來因應，直覺地發生工作的挪移，當然產生責任與費用問題，建議日後評估
如何達成 BIM 的目的及效果的機制與觀念，以利實務所需。
(八) BIM 的費用建議明訂外加，另費用編列基準應針對複雜程度給予分級計算，可
參考技術服務辦法附表一不同建築物分類形式編列。

圖 3.8 期中成果專家座談會議

3.5 期末成果專家座談會議
一、 會議目的
本次會議主要主要討論二項議題：(一)BIM 工作經費編列方式、(二)評估分析建
議門檻金額或篩選條件。有關經費編列部分，由於 BIM 費用會因為要求的工作項目
多寡、工程的複雜程度、工程的類型等，而有不同的費用，研究團隊係透過相關文獻
及案例資料蒐集分析，建議工程經費之參考基準點；此外，另依據案例分析結果，並
考量國內之技術現況，提出國內推動公共工程運用 BIM 技術之建議門檻金額或其他
篩選條件，以利工程會進一步評估使用。會議召開情形如圖 3.9 所示。
二、 會議時間：105 年 12 月 19 日(一)上午 10 點 00 分
三、 會議地點：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第五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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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與會專家：國立交通大學 王維志 教授、內政部營建署 蕭淵升組長、內政部建
築研究所 陳建忠組長、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劉青峰副研究員、新北市政府 李仲
昀副總工程司、中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周頌安協理、交通部代表、交通部
公路總局代表、交通部民航局代表、台灣省土木技師公會代表、中華民國全國
建築師公會代表、台灣建築學會代表、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代表等。
五、 專家主要意見
(一) BIM 工作經費編列方式
研究團隊主要針對委員意見重點條列如下，詳細專家座談會意見回覆對照表如附
錄十三所示。
1. BIM 工作經費編列，應依機關建置目的、規模、應用、調查市場行情酌於編列。
2. BIM 的經費與案件門檻的設定上，建議短期內應先參考美國 GSA 或新加坡
BAC 的作法，即先設定幾個常用或基本的 BIM Uses，再由此 BIM Uses 來發
展經費的編列原則，或門檻設定。
3. 目前推廣來看，初期軟硬體成本確實是廠商很大的負擔以案例機關平均值概估
約 0.2%，恐怕已經低於軟硬體所需費用，所以個案之費用編列宜分“軟硬體”
及“作業項目”費，並視軟硬體及技術普及與發展程度調整訂定。
4. 在經費編列方面，短期內需要獎勵措施才能激起廠商的使用意願，這在國外如
新加坡有參考資料可以依據(新加坡 BIM Guide Version 2 建議值是 5%的調整)。
5. 對於工程會以此方式導入 BIM 建制，公會擔心商用軟體會水漲船高，費用高
漲，工程會應比照經濟部導入新技術，建立硬體（基本型）雲端計畫，可以讓
公共工程廠商得標後，可以負責進入雲端操作，如此 BIM 才能普及化，而不
是顧問公司或承包廠商委外 BIM 專業建置分包商。
6. 經費編制，採個案足額編列費金額，不宜隨投標金額刪減，初期可採用高百分
比等級編列。
(二)評估分析建議門檻金額或篩選條件
1. 應考量國內建築師、大小顧問公司初期無此軟硬體、人才之門檻所需之推估費
用，在實施的年效率(如 5 年)配置必要的利潤，輔助民間在 BIM 中成長。
2. BIM 分析建議門檻建議分成建築工程及公共工程分別設定短、中、長期推動門
檻，短期建築工程以 5 億元以上建築工程來推動，中期可以 2 億元以上，長期
可以一億以上建築工程來推動，至於短，中，長期劃分界限可調查營建廠商能
力彈性調整推動期程。其他公共工程可以再調查交通部、經濟部及農委會所屬
工程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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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推動時程的規劃上，建議可以再放寬時程，並擬訂一個調查國內營造產業各
參與作業者（建築師、MEP、結構、營造廠等）使用 BIM 的技術成熟度，以
及工程專案應用 BIM 的深入程度。
4. 採用 BIM 的門檻值，在國外也是作為一種推動的手段，以韓國為例，幾年前
訂出 5 千萬美金工程費的標準可以作為參考。此外，國內公部門要審核 BIM，
接收 BIM 做為後續的應用，也需要時間做為制度及技術的調整，因此訂出中
長期的 roadmap 是有必要的。
5. 綜觀國外案例可知，就此政策之推動皆是循序漸進，因需考量現行實務專業人
力是否充足？甚而政府採購 單位之人員是否有 此類專業之人？建 議短期之期
間可以再延長至 2～3 年，並就專業人力進行培訓推廣。

圖 3.9 期末成果專家座談會議

3.6 小結
(一)案例分析
研究團隊已完成訪談工程會公共工程運用建築資訊建模(BIM)推動平台之 10 項
試辦案例，並對於不同的專案執行類型各增加 5 個案例，並依據訪談結論完成「機關
辦理公共工程導入建築資訊建模 BIM 技術作業參考手冊」。研究團隊透過問卷統計
結果，並考量國內之技術現況，提出國內推動公共工程運用 BIM 技術之建議門檻金
額或其他篩選條件，以利工程會進一步評估使用。
研究團隊透過訪談公共工程運用 BIM 共 15 個案例資料彙整，瞭解目前國內目前
各機關在導入 BIM 技術時，在招標過程中缺乏相關手冊及規範，導致後續在執行過
程中無一參考之依據；此外，由於國內導入 BIM 尚屬起步階段，各機關業務之承辦
同仁缺乏相關經驗，目前國內公部門亦少有舉辦相關之教育訓練課程。因此，研究團
隊於訪談 15 個案例過程中，詢問所有受訪談之單位及代表，有關工程會於 BIM 技術
應用推動上可以協助的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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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機關希望工程會推動 BIM 可提供的協助彙整如表 3.17 所示。所有機關希望工
程會能提供應用 BIM 作業手冊與各式範本之外，亦能夠有輔導團及技術交流平台，
並能夠定期舉辦教育訓練，以利機關應用前可以廣泛性地瞭解。此外，應用 BIM 之
預算編列亦是不少單位曾有的反應，而此項次在本計畫中已經給予回應。
表 3.17 各機關希望工程會推動 BIM 可提供的協助
工程會可提供的協助
提供應用 BIM 作業手冊與各

個案數量

使用個案代號

15

C1~C15

建立輔導團個別輔導

11

C2~C6、C8~C11、C14、C15

成立技術交流平台分享經驗

12

C2~C6、C8~C12、C14、C15

式範本

舉辦 BIM 教育訓練

C1~C12、C14、C15
14
預算編列(C3)、軟體成本(C6)、對長官的教育訓練、編

其他

列合理的費用方式(C8)、預算編列方式(C9)、業主要會
查核、操作(14)、招標範本(C15)

(二) 背景資料統計分析
決標公告(分析標案之決標日期自 104.4.24 至 105.9.30 止)運用 BIM 技術標案案
件，如表 3-18~3-20 所示。
 有提出使用 BIM 技術之案件，佔所有案件 1%，其中工程類佔大多數。
 有提出使用 BIM 技術巨額採購之案件，佔所有巨額採購案件 24%。
 有提出使用 BIM 技術工程類 10 億以上；勞務類 1 億以上之案件，佔所有工程
類 10 億以上；勞務類 1 億以上案件 41%。
 有提出使用 BIM 技術工程類 20 億以上；勞務類 2 億以上之案件，佔所有工程
類 20 億以上；勞務類 2 億以上案件 31%。
表 3.18 有提出使用 BIM 技術之案件
所有決標案件 (單位：件)

工程類

決標案件數

勞務類

小計

61,158

12,292

73,450

609

141

750 (1%)

有提出使用 BIM 技術(件)

表 3.19 有提出使用 BIM 技術巨額採購之案件
所有決標案件 (單位：件)

工程類

勞務類

小計

巨額採購(工程 2 億；勞務 5 千萬)以上

191

88

279

工程類 10 億以上；勞務類 1 億以上

27

36

63

工程類 20 億以上；勞務類 2 億以上

16

13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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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0 有提出使用 BIM 技術工程類 20 億以上
有提出使用 BIM 技術案件 (單位：件)

工程類

勞務類

小計

巨額採購(工程 2 億；勞務 5 千萬)以上

34

33

67(24%)

工程類 10 億以上；勞務類 1 億以上

12

14

26(41%)

工程類 20 億以上；勞務類 2 億以上

6

3

9(31%)

(三)推動 BIM 建議門檻金額或篩選條件
經由本研究於 3.3 節進行的分析，以及 3.4 與 3.5 兩次的專家會議的討論，本研
究具體建議國內日後推動 BIM 技術之門檻於篩選條件如下：
1. 短期(106~107 年)
 工程規模達 20 億以上或工程規模達 10 億以上且符合特殊採購之工程，優先
推動。
 技術服務金額達 2 億元以上或 1 億元以上且符合特殊採購，優先推動。
2. 中期(108~110 年)
 工程規模達 10 億以上之工程，優先推動。
 技術服務金額達 1 億元以上，優先推動。
3. 長期(111 後以年)
 針對工程或勞務採購規模達查核金額或符合特殊採購之專案優先推動。
 建議應於 110 年進行必要的檢討，以確實掌握技術的最新發展狀況及國內產
業的 BIM 技術的成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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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 規劃及辦理標竿研習會議
針對公共工程導入運用 BIM 主題，規劃及辦理標竿研習會議 3 場次(北、中、南
各 1 場次)，依期初工作計畫書規劃內容，已於 105 年 9 月工作月報前提送規劃內容，
經工程會確認後據以實施，並於 11 月 7 日、11 月 11 日、11 月 14 日分別於新北市政
府、朝陽科技大學、高雄應用科技大學辦理完成。並依契約要求製作執行報告書，詳
附錄四。

4.1 標竿學習會議規劃內容
研究團隊將依據工程會對於標竿研習會議之要求，規劃三場次的會議，地點選定
在新北市政府、朝陽科技大學、高雄應用科技大學，研究團隊邀請曾經執行 BIM 導
入公共工程之各機關單位進行成功案例之經驗分享，包括設計、施工、統包及設施維
護之案例，並搭配「機關辦理公共工程導入建築資訊建模 BIM 技術作業參考手冊」，
以達會議之目的及效益，工作流程詳圖 4.1 所示。各場次初步規劃議程如表 4.1。

辦理標竿學習會議
(北、中、南各一場次)
前置作業包括：
課程名稱、課程內容、場地安排
、聘請講師及編製教材、
設計問卷蒐集相關意見、
公務人員學習時數、技師積分等

徵求/自願經驗分享之設
計、施工、統包及設施
維護之機關單位

會議前置作業

工程會
確認

否

是

問卷調查分析及
相關意見回饋

北區

中區

南區

(11/7)

(11/11)

(11/14)

分析辦理執行成果
檢討與後續建議
會議成果納入
期末報告
圖 4.1 標竿研習會議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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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北、中、南標竿研習會議議程
區別
時間
地點
位數

交通資訊

時段
9:00~9:20
9:20~9:30
9:30~9:50
9:50~10:20
10:20~10:30
10:30~11:10
11:10~12:00
12:00~13:00
13:00~13:50
13:50~14:40
14:40~15:00
15:00~15:50

15:50~16:40
16:40~17:00

北區
11/7 (一)
新北市政府

中區
11/11 (五)
朝陽科技大學

南區
11/14 (一)
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507 會議室)

(行政大樓 6 樓會議廳)

(土木館七樓 702 會議室)

332 席
自台鐵板橋站、高鐵
板橋站、捷 運板橋
站，步行 6 分鐘至府
內。

245 席
140 席
自 高 鐵 台 中 站 可 搭 乘 高鐵左營站→下九如交
台中客運 133 路、中台 流道往高雄市區方向→
灣客運 151 路及全航 九如路→大昌路→建工
客運 158 路至朝陽科 路
大下車。
議程
報到
長官致詞
工程會近期政策說明
BIM 應用現況調查分析
中場休息
「機關辦理公共工程導入建築資訊建模 BIM 技術作業參考手冊」介紹
機關推動 BIM 成功經驗
機關推動 BIM 成功經 機關推動 BIM 成功經
分享-交通部鐵路改建
驗分享-新北市政府
驗分享-桃園市政府
工程局南部工程處
午餐
BIM 應用於統包案例之成功經驗分享
(案件名稱：新北市政府-新北市立聯合醫院三重院區急重症大樓新建統
包工程)
BIM 應用於設計案例之成功經驗分享
(案件名稱：交通部公路總局-淡江大橋及其連絡道路新建工程第二標)
中場休息
BIM 應用於施工案例之成功經驗分享
(案件名稱：內政部營建署-楊梅地區污水下水道系統第一期污水處理廠
新建工程)
BIM 應用於設施維護案例之成功經驗分享
(案件名稱：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南區學員宿舍新
建工程)
綜合討論

一、 報名網址
研究團隊已經透過工程會的協助，於工程會首頁線上報名系統開放三場次的報
名 ： http://www.pcc.gov.tw/pccap2/TMPLfronted/ChtIndex.do?site=002 ， 報 名 系 統 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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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 10 月 21 日開放報名，報名頁面詳圖 4.2~圖 4.4 所示。

圖 4.2 標竿研習會議(北區)活動頁面

圖 4.3 標竿研習會議(中區)活動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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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 標竿研習會議(南區)活動頁面

標竿研習會議已於原預定日期順利完成，研究團隊係透過「機關辦理公共 工程
導入建築資訊建模 BIM 技術作業參考手冊」之成果做為教材，辦理北、中、南標竿
研習會議，並透過設計、施工、統包及設施維護之機關單位，進行成功案例之經驗分
享，使各機關及廠商瞭解實務上之操作，以達標竿學習會議之目的及效益。
此外，為提供日後進行相關研究與政策分析之參考，研究團隊於執行時，亦透過
問卷收集參與者的相關意見，問卷回收與分析結果說明如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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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標竿研習會議問卷統計及分析
一、參與人員服務單位統計
依據圖 4.5 顯 示，本 次標竿 研習會議 參與人 員之服 務單位可 分為政 府機關( 佔
54%)、營造廠(佔 14%)、工程顧問公司(佔 12%)、建築師(佔 3%)、專業包商(佔 2%) 、
學生(佔 12%)以及其他(佔 3%)。依據調查結果顯示，政府機關的參與人數為多數。但
為求統計資料接近真實狀況，後續問題統計分析將以剃除學生的問卷做為統計分析結
果。

圖 4.5 參與人員服務單位統計
二、參與學員學歷統計
依據圖 4.6 顯示，研究所以上有 104 位(佔 50%)、大學有 88 位(佔 43%)、專科有
11 位(佔 5%)、高中/職有 3 位(佔 1%)以及未填答 1 位(佔 1%)。依據調查結果顯示，
參與人員的最高學歷以研究所以上者居多。

圖 4.6 參與學員學歷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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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參與學員目前在單位的職務角色
依據圖 4.7 顯示，擔任負責人/單位主管者有 27 位(佔 13%)、中高階管理人員有
17 位(佔 8%)、專案負責人(專案經理、工地主任、專案承辦人等)有 35 位(佔 17%)、
專案執行人員(非 BIM 工程師)有 53 位(佔 26%)、BIM 工程師有 18 位(佔 9%)以及選
擇其他選項者有 57 位(佔 27%)。依據調查結果顯示，參與學員目前在單位的職務角
色以其他及專案執行人員(非 BIM 工程師)居多，可得之目前有關 BIM 專案多以承辦
人員兼辦佔多數；而 BIM 工程師僅占 9%，可得之目前國內 BIM 人才仍屬少數。

圖 4.7 參與學員目前在單位的職務角色統計
四、參與學員工作年資
依據圖 4.8 顯示，1 年以內者有 16 人(佔 8%)、1 年以上未滿 5 年者有 44 人(佔
21%)、5 年以上未滿 10 年者有 42 人(佔 48%)、10 年以上者有 99 人(佔 48%)以及未
填答者 6 人(佔 3%)。依據調查結果顯示，參與學員的工作年資以 10 年以上者居多。

圖 4.8 參與學員工作年資統計
五、參與學員親自使用 BIM 技術執行於專案之工作年資
依據圖 4.9 顯示，無使用經驗者有 144 人(佔 70%)、使用經驗 1 年內者有 26 人(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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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使用經驗 1 年以上未滿 5 年者有 24 人(佔 12%)、使用經驗 5 年以上未滿 10 年
者有 10 年(佔 5%)、使用經驗 10 年以上者有 1 人(佔 0%)以及未填答者有 2 人(佔 1%)。
依據調查結果顯示，參與學員以無使用經驗者居多。

圖 4.9 參與學員親自使用 BIM 技術執行於專案之工作年資統計
六、參與學員對於 BIM 軟體操作熟悉程度
依據圖 4.10 顯示，對於 BIM 軟體操作功能熟悉程度者有 38 人(佔 18%)、曾經參
與建置 BIM 模型者有 15 人(佔 7%)、曾經獨立建置 BIM 模型者有 18 人(佔 9%)、對
於 BIM 軟體操作不熟悉者有 133 人(佔 64%)以及未填答者 3 人(佔 2%)。依據調查結
果顯示，參與學員對於 BIM 軟體操作不熟悉為多數。

圖 4.10 參與人員對於 BIM 軟體操作熟悉程度統計
七、參與學員學習 BIM 技術之主要管道
依據圖 4.11 顯示，學習 BIM 技術之主要管道為學校教育者有 29 人(佔 14%)、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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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機關內部培訓者有 85 人(佔 41%)、一般收費課程者有 13 人(佔 6%)、其他(研討會、
自學、網路)者有 32 人以及未填答者有 48 人(佔 23%)。依據調查結果顯示，參與學
員學習 BIM 技術之主要管道為透過公司/機關內部培訓居多。

圖 4.11 參與學員學習 BIM 技術之主要管道統計
八、參與學員認為自身學習的管道之 BIM 教育訓練對工作上的幫助效果
依據圖 4.12 顯示，認為 BIM 教育訓練對工作上的幫助效果與需求不符者有 8 位
(佔 4%)、認為效果有限者有 59 位(佔 28%)、認為效果尚可者有 80 位(佔 39%)、認為
效果良好者有 35 位(佔 12%)以及未填答者有 35 位(佔 17%)。依據調查結果顯示，大
多數的參與學員認為自身學習管道之 BIM 教育訓練對工作上的幫助效果為尚可。

圖 4.12 參與學員認為自身學習管道之 BIM 教育訓練對工作上幫助效果統計
九、國內 BIM 教育訓練最大需改善項目
此題為複選題，依據圖 4.13 可發現，無論參與的學員是機關端(49%)還是非機關
(56%)端皆認為課程內容是國內 BIM 教育訓練最大需改善的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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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3 國內 BIM 教育訓練最大需改善項目統計
十、參與學員是否擁有國內 BIM 相關教育訓練證照
依據圖 4.14 顯示，參與學員中擁有相關證照者有 17 人(佔 8%)、沒有相關證照者
有 185 人(佔 89%)，以及未填答者 5 人(佔 3%)。依據調查結果顯示，大多數學員沒有
相關證照。

圖 4.14 參與學員是否擁有國內 BIM 相關教育訓練證照統計
十一、取得國內 BIM 相關教育訓練證照是否反映 BIM 專業能力
依據圖 4.15 顯示，參與學員認為取得國內 BIM 相關教育訓練證照可以反映 BIM
專業能力者有 136 人(佔 66%)、認為不可以反應者有 58 人(佔 28%)以及未填答者有
13 人(佔 6%)。依據調查結果顯示，大多數的學員認為取得國內 BIM 相關教育訓練證
照可以反映 BIM 專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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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5 取得國內 BIM 相關教育訓練證照是否反映 BIM 專業能力統計
十二、目前「推動使用」BIM 遭遇的困難統計
此題為複選題，將參與學員分為機關端及非機關端統計，依據圖 4.16 可發現，
欠缺培養 BIM 人才及未明確制定規範標準為兩者共同認為的困難點，同時機關端與
非機關端在缺乏建立設計樣版及缺乏建立 BIM 元件資料庫兩點看法差異最大。

圖 4.16 目前「推動使用」BIM 遭遇的困難統計
十三、目前 BIM 於「技術方面」遭遇的困難
此題為複選題，將參與學員分為機關端及非機關端統計，依據圖 4.17 可發現，
超過 55%的機關及非機關端對於軟體整合性不佳，皆認為是目前 BIM 於技術方面所
遭遇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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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7 目前 BIM 於「技術方面」遭遇的困難統計
十四、目前 BIM 於「人力資源方面」遭遇的困難
此題為複選題，將參與學員分為機關端及非機關端統計，依據圖 4.18 可發現，
約有 75%以上的機關與非機關端的學員認為人員培訓不足是目前 BIM 於人力資源方
面遭遇的困難。

圖 4.18 目前 BIM 於「人力資源方面」遭遇的困難統計
十五、目前 BIM 於「成本方面」遭遇的困難
此題為複選題，將參與學員分為機關端及非機關端統計，依據圖 4.19 可發現，
在投資回報期長此點，機關與非機關端的差異性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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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9 目前 BIM 於「成本方面」遭遇的困難統計
十六、目前 BIM 於「管理方面」遭遇的困難
此題為複選題，將參與學員分為機關端及非機關端統計，依據圖 4.20 可發現，
有超過 60%的學員認為新觀念導入困難為目前 BIM 於管理方面遭遇的困難。

圖 4.20 目前 BIM 於「管理方面」遭遇的困難統計
十七、目前 BIM 於「制度方面」遭遇的困難
此題為複選題，將參與學員分為機關端及非機關端統計，依據圖 4.21 可發現，
約有 70%以上的學員認為缺乏 BIM 規範標準為目前 BIM 於制度方面遭遇的困難，而
非機關端認為責任界線不明也是目前遭遇的困難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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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1 目前 BIM 於「制度方面」遭遇的困難統計
十八、工程會推動 BIM 技術應該提供的協助
此題為複選題，將參與學員分為機關端及非機關端統計，依據圖 4.22 可發現，
機關端認為工程會應提供 BIM 有關契約範本及建立 BIM 建模規範，而非機關端認為
工程會應成立技術交流平台分享經驗、舉辦 BIM 教育訓練及建立 BIM 建模規範。

圖 4.22 工程會推動 BIM 技術應該提供的協助統計
十九、工程會日後辦理 BIM 有關研討/研習會最需要的主題
此題為複選題，將參與學員分為機關端及非機關端統計，依據圖 4.23 可發現，
機關端及非機關端皆認為實務經驗分享為日後研討/研習會最需要的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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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3 工程會日後辦理 BIM 有關研討/研習會最需要的主題統計
二十、目前版本的「機關辦理公共工程導入 BIM 技術作業參考手冊」內容是否足夠
將參與學員分為機關端及非機關端統計，機關端的學員認為足夠，但非機關端的
學員卻是認為不足夠。由於手冊的主要使用對象為機關端，因此整體而言，目前的成
果應為可接受的成果，但日後應進行進版，以逐漸提升其成效與接受度。

圖 4.24 目前版本手冊內容對機關及非機關是否足夠統計
扣除未填答者(60 份)，將參與學員依照執行 BIM 工作年資區分，可發現，執行
BIM 工作年資 5 年以上者，認為目前手冊內容還不足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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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5 目前版本手冊內容對不同執行 BIM 工作年資者是否足夠統計
扣除未填答者(包括未填答熟悉程度者，共 61 份)，依參與學員對 BIM 軟體的熟
悉程度區分，熟悉程度在了解 BIM 軟體以上的學員對於目前版本手冊內容普遍是認
為較不足夠。

圖 4.26 目前版本手冊內容對 BIM 軟體熟悉程度不同者是否足夠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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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章 本計畫其它工作事項
5.1 分析國內 BIM 推動的主要障礙及推動策略
依據 Peter Smith(2014)對於 North America(美、加)、Scandinavia(瑞典、挪威、丹
麥、冰島)、United Kingdom、Singapore、China、Hong Kong 等 11 個國家或地區的分
析，世界各國應用 BIM 主要成功策略包括：(1)政府的全面性支持與領導是最重要因
子，但也需要產業的支持、(2)國家與全球性的標準、(3)具有釐清責任的法律管道、
(4)BIM 認證、(5)教育訓練、(6)闡述 BIM 運用方式(business case)。工程會推動本計
畫基本上符合國際上推動 BIM 的主流作法，研究團隊將進一步提供工程會相關研究
資訊，以利國內推動 BIM 技術之應用。
研究團隊針對內政部建築 研究所之研究案 「國內外推動 BIM 之策略與成效分
析」，摘取部份內容作為本計畫之參考。此外，工程會已於 103 年 5 月 23 日組成 BIM
推動平台，並召開第 1 次平台會議，截至 104 年 12 月已召開第 5 次會議，透過平台
會議之交流，工程會持續推動國內 BIM 之應用。工程會執行 BIM 現況詳表 5.1 所示。
表 5.1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執行 BIM 現況
項目

核心幕僚機關

規劃年期

實際應用單位

推動政策
(或策略)

執行內容
工程會主要由技術處負責推動 BIM 政策研擬及技術之應用，並於 2014
年組成 BIM 推動平台，並邀請營造公會、建築師公會、工程技術顧
問公司、技師公會等產業界、公共工程委員會、內政部(營建署、建
築研究所)、交通部、經濟部、地方政府等公部門、中國土木水利學
會、中華民國營建管理協會及專家學者參與，做為國內 BIM 技術產
官學界資訊公開及交流管道。
1. 階段一(2014 年)主要工作以鼓勵非建築類工程主辦機關進行試辦
案例選案。
2. 階段二(2015 年~2016 年)啟動試辦案例。
3. 階段三(2017 年~)則延續階段二試辦推動執行成果。
工程會已於 2014 年商請內政部、交通部、經濟部研提非建築類公共
工程運用 BIM 進行實際應用之試辦案例，初期計有道路類 1 案、下
水道類 1 案、設施類 2 案、橋梁類 2 案共 6 案，並持續檢討擴大至其
他尚未應用 BIM 技術之工程類別，後續年度則依試辦成效逐漸擴大
推廣至一定金額以上工程均應將 BIM 技術納入履約要求。在 2015 年
的平台會議中試辦案例中已有至少 10 例。
1. 法規調整
修訂採購契約範本納入 BIM
2. 能力建構
推動非建築類之試辦案例、辦理教育訓練並推廣優良案例
3. 提供誘因
高度創新之 BIM 相關 R&D 適用投資抵減、鼓勵將採用 BIM 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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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推動目標

實施流程
結合雲端應用

分工方式

預期的成效

效益評估

參考國家

執行內容
評選之評分項目、納入金質獎評審之評分項目
1. 於 2014 年以鼓勵及試辦的柔性作法為主，完成 6 項非建築類試辦
案例選案、辦理 3 場教育訓練。
2. 蒐集統包運用 BIM 案例契約。
3. 研析公共工程技術資料庫串接 BIM 之作法與納入金質獎評分項目
等目標。
4. 以採滾動檢討方式，逐步擴大適用範圍。
5. 預期於 2017 年推動一定金額以上之公共工程均應運用 BIM 技術。
工程會主要以「循序漸進」與「因案制宜」的柔性推動策略原則下，
提出「法規面」、「技能面」、「鼓勵面」等三大推動方向，並透過不斷
檢討及修正，做為策略規劃及研擬。
目前工程會推動的 BIM 各式作法與策略尚未透過雲端進行，日後不
排除雲端應用之可能性。
工程會目前主要仍以技術處做為應用 BIM 的主要單位，並成立 BIM
推動平台，邀請營造公會、建築師公會、工程技術顧問公司、技師公
會等產業界；工程會、內政部(營建署、建築研究所)、交通部、經濟
部、地方政府等公部門等，透過各單位相互配合，以做為國內 BIM
技術產官學界資訊公開及交流管道。
在「循序漸進」方面，推動 BIM 技術涉及產業包括設計及施工各層
面專業技術與整體公共工程生產流程整合，需要時間讓工程技術顧問
業與營造業熟悉及讓大型廠商與中小型廠商適時導入。
在「因案制宜」方面，推動 BIM 技術可從大型複雜，非傳統 2D 圖面
展現之工程，優先導入發揮視覺化溝通協調特性，以一定金額以上、
採統包最有利標方式，具整合設計與施工界面者先行推動為宜，讓機
關及業者了解 BIM 技術之優點，再逐步擴大推廣。
根據工程會統計 104 年 4 月 24 日~105 年 2 月 29 日決標公告，查核金
額以上計有 57 案導入運用 BIM，主要應用為建築工程(建築類 40 案、
道路類 12 案、航空類 2 案，另下水道、設施及防洪排水各 1 案)，應
用階段勞務類以規劃設計與監造為多(約佔 59%)，工程類則以非統包
之施工標導入為多(約佔 72%)。
目前工程會主要透過 BIM 推動平台進行資訊的交流，而該平台的學
者專家提供許多學習自其他先進國家的作法，日後亦將透過執行「機
關辦理公共工程導入建築資訊建模 BIM 技術」的單位廣納適合我國
學習及採用的作法。

資料來源：「國內外推動 BIM 之策略與成效分析」期末報告，內政部建築研究所，105 年 10
月。

由於國內建築資訊建模(BIM)在世界各國營建產業發展快速，BIM 在未來有一定
的發展性，需要滿足各地方不同的施政方針與策略，以利做為未來發展之基礎。本節
主要檢視國內外建築資訊建模的發展，並分析國內應用 BIM 背景與策略，提出適用
於我國 BIM 發展推動路徑圖，希冀有助於 BIM 短中長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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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研究團隊之分析，國際上推動 BIM 技術較為成功的國家為美國、英國與新
加 坡 。 以 英 國 為 例 ， 除 了 國 內 許 多 研 究 已 陸 續 引 用 的 發 展 路 徑 圖 外 ， Farzad
Khosrowshahi & Yusuf Arayici (2012) 則曾對英國提出發展路經圖進行背後的基礎因
素分析，及發展策略考量因素。研究團隊將以 Farzad Khosrowshahi & Yusuf Arayici
(2012)提出的分析成果為基礎，嘗試分析台灣 BIM 推動的主要障礙及推動策略詳圖
5.1 及 5.2 所示。
一、我國發展 BIM 之背景分析圖
為瞭解各機關單位發展 BIM 所面臨的問題，研究團隊依據工程會提供之決標公
告(決標日期自 104.4.24 至 105.9.30 止)分析運用 BIM 技術標案案件，並按季分析國
內公共工程運用 BIM 技術之情形。透過第二章問卷分析結果，研究團隊以機關執行
BIM 的角度出發，探討機關在執行 BIM 可能遭遇的挑戰，並在執行過程中所面臨的
障礙，透過各項問題深入瞭解提出我國發展 BIM 之背景分析圖，說明如後。
研究團隊在探討機關實施 BIM 現況背景時，主要 先瞭解國內目前所 遭遇的困
境，並分析國內政府機關所存在的環境條件，歸納出目前發展 BIM 技術可能參與的
利害關係人及單位，藉此可以探究目前各產業發展的狀況。並透過問卷調查，瞭解國
內各單位執行 BIM 的經費來源，及各專案應用 BIM 之預期效益，以瞭解國內 BIM 之
整體發展。
(一) 機關實施 BIM-遭遇困境
目前各機關主要遭遇的困境包括：缺乏建立 BIM 元件資料庫、欠缺培養 BIM 人
才、未明確制定規範標準、缺乏合約管理及收費標準、BIM 推動整體藍圖不明確及
缺乏建立設計樣版等。透過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其最主要之因素為「欠缺培養 BIM
人才」、「缺乏建立 BIM 元件資料庫」，因此本研究認為國內目前當務之急應「加
強機關人員教育訓練」，以及確立國內「推動 BIM 整體藍圖」，以解決國內各機關
目前所遭遇之問題。
(二) 機關實施 BIM-環境條件
目前過內採用 BIM 最重要的環境條件因素主要為政策要求、工程複雜、上級單
位要求、上級長官要求、提升形象及投資能夠得到回報等。而目前各機關會將 BIM
導入工程專案主要原因為「政策要求」，其次為解決工程複雜度等問題。此外，其它
環境條件下，包括廠商服務建議書承諾事項、預期 BIM 有實質助益等，由此可發現，
除了政府政策要求外，各廠商為了取得標案，也逐步導入 BIM 技術，以提升工程整
體品質。
(三) 機關實施 BIM-利害關係人
目前國內各工程專案採用 BIM 之利害關係人包括：業主、營造廠、設計單位(建
築/結構/機電)、BIM 專業廠商、軟體廠商、BIM 專業諮詢顧問、設備/材料廠商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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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管理等。透過問卷調查分析，工程專案導入 BIM 之利害關係人最大的受益者為「業
主」，其可替業主節省經費、縮短工期等效益；其次為「營造廠」及「設計 單位 」，
其可為廠商解決工程複雜度及各項衝突之問題。
(四) 機關實施 BIM-經費來源
根據問卷調查顯示，目前國內各工程專案在執行 BIM 經費編列方式可包括：編
列工程管理費做為 BIM 經費、獨立編列 BIM 建置費用、將 BIM 做為廠商的回饋、
由廠商自行提供 BIM 服務及沒有額外編列標案 BIM 的經費等。透過問卷調查分析，
目前多數機關仍直接將 BIM 的執行費用包含於廠商執行的所有費用中，於少數案例
中才有額外編列預算。因此，為提升國內 BIM 整體產業發展，機關如何編列 BIM 費
用，為一關鍵課題。
(五) 機關實施 BIM-預期效益
研究團隊分析目前工程專案導入 BIM 之預期效益，主要包括：減少施工過程中
的衝突、提高專案整體品質、減少施工期間的變更、改善對設計目的的了解、更好的
成本控制與預測性、減少疑義澄清的數量及縮短業主的審查時間等。透過問卷調查結
果顯示，多數機關認為「減少施工過程中衝突」為主要預期的效益，其相對的能減少
施工中的變更，進而有效控制成本，提高工程品質。

機關預算-獨立編
列BIM費用

BIM推動整體藍圖
不明確

欠缺培養BIM人材
廠商自行提供
BIM服務

例如

機關預算-工程管
理費

未明確制定規範
表準

要求廠商回饋的
工作

包含於廠商執行所有費
用中，沒有額外編列

缺乏建立BIM元
件資料庫

經費來源

遭遇困境

缺乏設計樣版

例如

BIM經費編列方式
不明確

政府相關政策
不明確

政策要求
縮短業主審核
時間

提升溝通效率

預期效益

更好的成本控制
與預測性

投資能夠得到
回報
例如

減少疑義澄清的
數量
改善對設計目的
的了解

環境條件

機關實施BIM

例如

減少施工過程
中的衝突

工程複雜

利害關係人

提高專案整體
品質
減少施工期間的變更

業主

物業管理
設備/材料廠商
BIM專業諮詢顧問
軟體廠商

上級單位要求

例如

營造廠
設計單位

BIM專業廠商

圖 5.1 我國發展 BIM 之背景分析圖
二、我國發展 BIM 之可能路徑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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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形象

上級長官要求

國內各機關單位可從背景分析圖來瞭解 BIM 導入可能發生的問題，並透過可能
路徑圖逐步瞭解在執行 BIM 的過程中應有的程序，包括提出實施策略、機關辦理公
共工程導入 BIM 技術作業參考手冊，並透過其所建立的作業參考手冊，逐項檢視各
項作業的流程。
由於我國政府單位並沒有明確的推動 BIM 路徑圖，但若各單位要發展可能之路
徑圖，其應隨著不同時空背景下有不同之作為。有鑑於此，各中央或地方政府在研擬
相關策略(建構屬於本身適用的路徑圖)時，應隨著當下技術發展的狀況與本身能夠利
用的資源，有不同之因應策略。
研究團隊所提出通用性的應用單位推動 BIM 之可能路徑圖，透過相關文獻、問
卷調查及各機關個案之訪談，彙整出國內發展 BIM 可能路徑圖中之各要項(圖 5.2)，
以做為國內提供長期的 BIM 推動與應用基礎資訊。未來相關單位可針對各要項，依
據本身的條件進行現況檢視，以調整成為合適的推動路徑圖。各項可能路徑圖中之要
項說明如後。
(一) 確認面臨的現況問題
機關應先審視面臨的現況問題，才能規劃並展開實施策略 。可能的問題如缺乏
BIM 能力而進行教育訓練、軟體經費過高等。其他內容請參考圖 5.2 中的「現況問題」
所列舉的細項。
(二) 建構有效的實施策略
當確立欲解決所面臨的挑戰後，機關應透過建構有效的實施策略加以因應，而有
效的實施策略至少應包含必要的知識監督管理，並提供必要的教育及支援服務。此兩
項次的內容說明如後。
1. 知識監督管理：應考慮人力、流程及技術，並透過由下至上的邏輯逐一確立應完
成的細項工作，包括組織管理、改善管理策略、改善精簡流程、BIM 技術的使用、
人員能力及參與等。其他內容請參考圖 5.2 中的「知識監督管理」下的細項。
2. 教育及支援服務：應提供至少包括依工程需求選擇軟體及技術、知識移轉、人員
訓練、訓練及技術支援。
(三) 善用「機關辦理公共工程導入 BIM 作業參考手冊」
多數機關並沒有 BIM 的專業，因此透過研究團對所編撰之「機關辦理公共工程
導入 BIM 作業參考手冊」做為應用指引，是多數機關應採取的作為。而要善用作業
手冊至少應執行以下流程(參考圖 5.2)：
1. 決定 BIM 應用範圍與目的：建議應以過往案例已經有經驗的項目做為決定應用
範圍與目的之參考，並應思考日後如何進行效益評估(應用 BIM 是否有價值)。
2. 編列 BIM 預算：建議應針對決定的應用範圍與目的，透過市場訪價並參考過往
案例編列 BIM 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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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規劃工作項目與擬定規範：建議參考過往案例要求規劃工作項目及搭配的工作規
範，以利併入執行「技術服務/工程/維護等工作」的招標文件，做為日後 BIM 應
用之實際工作。
4. 擬定招標文件：建議應以原有「技術服務/工程/維護等工作」的招標文件為基礎，
參考其他案例的 BIM 有關契約條款或執行規範，於適當文件與位置加入，以利
調整成為適合執行的契約文件。
5. 審查 BIM 應用規劃：建議依據契約的要求，審查執行廠商提出的 BIM 應用規劃，
必要時，建議可以邀請有類似執行經驗機關的代表或國內 BIM 領域的專家學者
協助審查。
6. 應用 BIM 技術：由於國內 BIM 技術尚屬起步階段，建議機關應在維持原有採購
標的之順利執行下，適當給予廠商應用 BIM 的彈性，並隨時記錄及檢討，以利
發揮 BIM 最大效益，同時有利原採購標的的完成。
7. 評估 BIM 成果：BIM 技術的應用乃是提供創新工具以及扮演資訊紀錄與溝通平
台，為利提升國內整體工程產業之技術能力，亦兼顧日後應用時之評估參考。
導入BIM所額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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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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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回饋
步驟4.擬定招標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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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2.編列BIM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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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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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交付
瞭解全貌

步驟7.評估BIM成果

圖 5.2 我國發展 BIM 之可能路徑圖

5.2 定期調查 BIM 推動的相關資訊
計畫主持人指導的一位碩士生，已於 2015 年 6 月完成「國內使用 BIM 技術效益
分析」，該碩士論文之研究主要透過問卷調查進行國內使用 BIM 技術效益分析，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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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曾於 2015 年 7 月 11 日至 8 月 15 日進行第一階段之問卷調查，問卷回收份數共
計 227 份，並於 2016 年 3 月 22 至 4 月 17 日進行第二階段之問卷調查(進行重複性調
查)，問卷回收份數共計 172 份。由於研究團隊認為國內調查應持續進行，因此日後
將持續進行，並將研究成果提供工程會參考。
研究團隊過往之調查與分析，透過滾雪球方式轉發問卷，以下為該研究兩階段的
統計分析結果，本計畫將相關重點摘錄如後。


第一階段
 問卷調查期間：2015/7/11~2015/8/15
 共計回收份數：227 份



第二階段
 問卷調查期間：2016/3/22~2016/4/17
 共計回收份數：172

1. BIM 技術的內部效益
依據圖 5.3 顯示，該研究認為 BIM 是應用在全生命週期工程管理的新技術、新
方法和新概念，因此根據兩階段的統計結果，50%以上的填答者認為拓展新客戶與新
業務、提供新的服務、減少施工文件錯誤和遺漏，以及提供更好的整體施工專案成果
都是可以帶來內部的效益。

圖 5.3 BIM 技術的內部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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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BIM 技術的貢獻價值
依據圖 5.4 顯示，該研究認為 BIM 技術能事先在電腦虛擬空間模擬現場施工的情
形，以減少重工或設計變更，而提升工程專案品質和發揮 BIM 的價值，因此，約 80%
的填答者一致認為應用 BIM 技術能帶來減少施工過程中的衝突之貢獻價值。

圖 5.4 BIM 技術的貢獻價值
3. 會影響不使用或未深入應用 BIM 技術的因素
依據圖 5.5 顯示，該研究認為國內中央機關及地方政府積極的投入 BIM 技術，
試圖為國內的營建產業帶來前瞻性的變革，但以現階段而言，會影響採用 BIM 技術
的意願約 50%以上以軟、硬體成本的增加和需求的教育訓練不足為最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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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5 會影響不使用或未深入應用 BIM 技術的因素
4. 能夠影響非使用者決定採用 BIM 技術之因素
依據圖 5.6 顯示，該研究認為目前國內應用 BIM 技術還處於起步階段，大部分
的填答者對於 BIM 技術並不夠深入了解，至於，會影響採用 BIM 技術的因素大多由
業主要求使用 BIM 才會決定採用 BIM 技術(約 60%)，其次是認為使用 BIM 能夠提升
專案團隊在設計與施工、過程的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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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6 能夠影響非使用者決定採用 BIM 技術之因素
5. 能夠提升 BIM 技術價值的因素
依據圖 5.7 顯示，由於業主總是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因此超過 50%的填答者認為
只有更多的業主要求使用 BIM 是最能夠提升 BIM 技術價值的，其餘的因素是改善
BIM 的配套軟體功能、改善軟體之間的互相操作性、更多的內部員工有 BIM 的技能
和降低 BIM 的軟體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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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7 能夠提升 BIM 技術價值的因素
6. 在未來兩年願意投入 BIM 的資源
依據圖 5.8 顯示，該研究認為多數填答者對於 BIM 技術的應用還處於摸索的階
段，因此 70%以上填答者認為增加員工 BIM 專業訓練是未來首要願意投入的資源及
目標，以利後續提升 BIM 技術的認知與競爭性，而其次是應強化 BIM 內部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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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8 在未來兩年願意投入 BIM 的資源
7. 目前國內營建產業在 BIM 技術推動上的了解程度
依據圖 5.9 顯示，從兩階段的統計結果可看出，填答者在 BIM 技術推動上的了
解程度相差並不大，但只有略知的程度呈現增加的趨勢，由此可見國內對於 BIM 技
術的認知一直呈現於模糊的地帶，亦是成為國內在推動 BIM 上的阻礙原因之一。

圖 5.9 目前國內營建產業在 BIM 技術推動上的了解程度
8. 適合帶領與加速國內 BIM 技術的推動的單位
依據圖 5.10 顯示，該研究認為政府機關是推動國內 BIM 技術的決策者，亦是要
加速國內營建產業發展的重要角色，因此近 80%的填答者一致認為政府機關應確實的
發展國內 BIM 指南或執行手冊，以帶領國內營建產業的新氣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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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0 適合帶領與加速國內 BIM 技術的推動的單位
9. 目前國內推動 BIM 技術最需要的組織架構
依據圖 5.11 顯示，該研究認為國內目前對於 BIM 技術的認知程度相差甚大，70%
以上的填答者認為國內推動 BIM 技術需先有技術交流平台，供國內經驗交流、諮詢
的機會，爾後以循序漸進的方式推動工作小組、產官學業聯盟等組織架構。

圖 5.11 目前國內推動 BIM 技術最需要的組織架構

5.3 協助工程會分析政府電子採購系統中所記錄的 BIM 有關資訊
目前工程會已要求各機關於填報決標資訊時能夠填報應用 BIM 有關資訊(如圖
5.12 所示)，除了目前計畫要求的決標日期自 104.4.24 至 105.9.30 止案件外，研究團
隊認為此一分析應持續進行。因此計畫執行時，除滿足工程會要求外，亦將嘗試建立
更系統化的分析方式，以利日後可以定期協助工程會分析電子採購系統中決標紀錄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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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錄的 BIM 有關資訊。

圖 5.12 決標公告填報有關 BIM 部分資訊
一、 政府機關之分布
根據工程會提供之決標公告(決標日期自 104.04.24 至 105.09.30 止)，本研究認定有
採用 BIM 技術(包括問卷回覆有使用 BIM 以及問卷未回覆)的 141 件案件，其中機關總
數共有 63 個(中央機關有 12 個，地方機關有 51 個)，透過統計可得知(圖 5.13)，目前採
用 BIM 技術以地方政府機關佔多數。

圖 5.13 機關分布統計數量圖

114

二、 工程專責機構
此外，以應用的機關總數 63 個而言，其機關性質為工程專責機構者(如工務局等)
有 17 個(佔 27%)，非工程專責機構者有 46 個(佔 73%)，透過統計可得知(圖 5.14)，目前
各政府機關中，有採用 BIM 技術多為非工程專責構。此訊息突顯目前研究成果的手冊
其重要性更大。

圖 5.14 工程專責機構統計圖
三、 工程類型
依各工程標案類型區分為工程類及勞務類，其中工程類有 82 件(佔 58%)，勞務類有
59 件(佔 42%)，透過統計可得知(圖 5.15)，標案類型以工程類居多。

圖 5.15 工程類型案件統計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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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工程規模
依各工程標案規模，以金額區分為 1,000 萬元以下的勞務類有 11 件(佔 18%)，1,000
萬~5,000 萬元的勞務類有 24 件(佔 41%)、工程類有 41 件(佔 50%)，5,000 萬到 1 億元的
勞務類有 11 件(佔 19%)、工程類有 2 件(佔 2%)，1 億到 2 億元的勞務類有 10 件(佔 17%)、
工程類有 5 件(佔 6%)，2 億元以上的勞務類有 3 件(佔 5%)、工程類有 34 件(佔 42%)，
透過統計可得知(圖 5.16 與圖 5.17)，勞務類及工程類皆以 1,000 萬~5,000 萬元的規模佔
多數。

圖 5.16 勞務類案件規模統計分布

圖 5.17 工程類案件統計分布
五、 招決標方式
依工程標案之招標方式區分，統計結果為公開招標有 68 件(佔 48%)，限制性招標(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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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公開評選或公開徵求)有 16 件(佔 11%)，限制性招標(經公開評選或公開徵求)有 57 件
(佔 41%)，透過統計可得知(圖 5.18)，招標方式以公開招標為主。

圖 5.18 標案招標方式
依工程標案之決標方式區分，統計結果為最有利標者有 71 件(佔 50%)，最低標者有
70 件(佔 50%)，透過統計可得知(圖 5.19)，採最有利標及最低標的決標方式者比例相當。

圖 5.19 標案決標方式
經由分析，研究團隊可以提供國內公部門目前採用 BIM 技術的標案特性資料(例
如標案類型、標案規模、招決標方式等)，以作為日後決定推廣 BIM 技術的專案門檻
性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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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強化工程會網站中 BIM 專區資訊
工程會在建立「BIM 推動平台」後，已於官方網頁中設有「公共工程運用建築
資訊建模(BIM)專區」(圖 5.20)，研究團隊將把日後分析與彙整的 BIM 有關資料，經
由工程會審核後，放置於該專區中或進行網頁超連結，以利發揮其資訊分享的成 效。
是否放於該網頁中，工程會將進行最後的檢視與確認。

圖 5.20 工程會「公共工程運用建築資訊建模(BIM)專區」網頁
研究團隊透過國內外有關 BIM 的各式資訊，主要收集與放置的資訊包括：(1)本
計畫研究內容與成果、(2)國內政府單位 BIM 政策與作為、(3)國內應用 BIM 專案資
訊、(4)國內各式與執行 BIM 有關之單位(學協會、廠商、學校等)資訊、(5)國內各式
BIM 有關資源網站、(6)國外 BIM 重要資源網站等。
一、 國內 BIM 相關網路資源介紹
研究團隊利用網頁搜尋和相關資料的方式，蒐集國內各建築土木相關的協會和公
會組織，並搜尋該組織是否有辦理 BIM 教育講座、出版 BIM 文章、諮詢服務，或以
公告的方式告知有 BIM 相關研討會、成果發表會、教育訓練課程等相關資訊，如表
5.2 所示。
表 5.2 國內專業組織 BIM 相關網路資源
學會

網址

台灣建築資訊
模型協會

https://sites.google.com/site/ta
iwanbima/
https://www.facebook.com/gro
ups/106313709484026/?fref=t
s

Building Smart
BIM 論壇

http://www.bim.org.tw/Defaul
tInfoList.aspx

台灣省土木技

http://www.twce.org.tw/

網頁介紹說明/舉辦 BIM 相關活動
 由一群為使用建築資訊模型的愛好者發起成立，多
為營建產業中第一線使用 BIM 的技術人員，希望從
不同領域、角度以及軟體平台，來探討研究 BIM 的
實務問題與應用，並期望能推動營建產業的進步與
發展。
 為國內的 BIM 應用交流資訊平台，從不同面相，自
由發表 BIM 專業論述，提供及交換寶貴的見解與成
長經驗，凝聚共識建構符合國內的 BIM 應用發展環
境，並藉以推廣及參與。
 主辦 Autodesk Revit 繪圖及 BIM 實務專案講座研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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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會
師公會

網址

中華民國全國
建築師公會

http://www.naa.org.tw/index.p
hp

社團法人中國
土木水利工程
學會

http://ciche.ncree.org/wordpre
ss/

財團法人台灣
建築中心

http://www.tabc.org.tw/tw/mo
dules/pages/service04_1

台灣 BIM 聯盟

http://www.bimalliance.tw/

財團法人台灣
營建研究院

http://www.tcri.org.tw/tcriWeb
/

台灣建築學會

http://www.airoc.org.tw/

臺灣區綜合營
造業同業公會

http://www.treca.org.tw/

台北市土木技
師公會

http://www.tpce.org.tw/

新北市土木技
師公會
臺中市土木技
師公會
高雄市土木技
師公會
臺北市建築師
公會
新北市建築師
公會
桃園市建築師
公會

http://www.ntce.org.tw/
http://www.tcce.org.tw/
http://www.kpcea.org.tw/?
http://www.arch.org.tw/
http://www.ntcaa.org.tw/
http://www.tyaa.org.tw/index.
php

網頁介紹說明/舉辦 BIM 相關活動
會
 主辦「 BIM 相關技術資訊研討會」
 以公告的方式鼓勵建築師們參加 BIM 相關研討會
或成果發表會等活動
 與其他學會協辦 BIM 推廣宣導研討會
 2011 年起，辦理第一屆「BIM 技術優良獎」
 2012 年起，舉辦第一屆「學生 3D BIM 軟體應用競
賽」
 陸續舉辦 BIM 競賽與表揚 BIM 有貢獻人員
 主要辦理 BIM 教育訓練課程
 主辦「BIM 推廣宣導研討會」
 以 BIM（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Management）技術為提升臺灣營建產業生
產與創新的驅動力，透過產官學研之共同合作，達
成營建產業具有國際競爭力之目標
 以產業資訊組負責 BIM 相關業務及 BIM 暨產業分
析諮詢服務
 設置營建知訊出版 BIM 文章
 設置會刊雜誌、建築學報出版 BIM 文章
 舉行 BIM 有關會議
 以公告的方式告知有 BIM 相關研討會或成果發表
會等活動訊息
 辦理 BIM 教育講座
 由本工會之資訊委員會辦理 BIM 相關之研討會
 設立公會論壇提供學員參加 BIM 教育訓練課程之
心得分享
 利用公會訊息新聞的方式，提供本公會有關 BIM 的
活動或相關訊息
 利用公會訊息新聞的方式，提供本公會有關 BIM 的
教育訓練課程、研討會以及其他相關的活動訊息
 以公告的方式告知有 BIM 相關研討會或成果發表
會等活動訊息
 由本公會之土木日系列活動舉辦 BIM 研討會，公告
BIM 相關活動等訊息
 以公告的方式告知有 BIM 相關研討會、成果發表
會、教育訓練課程及其他相關資訊
 以公告的方式告知有 BIM 相關研討會、成果發表
會、教育訓練課程及其他相關資訊
 以公告的方式告知有 BIM 相關研討會及教育訓練
課程

此外，亦提供各學校設立之 BIM 中心的網站，以利其他單位諮詢、產官學研究
合作、經驗交流和人才教育訓練的機會，如表 5.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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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 各學校已設立之 BIM 中心
單位
臺大土木工程
資訊模擬與管
理研究中心
高應大工程資
訊整合與模擬
研究中心
逢甲大學營建
資訊模擬研究
中心
中華大學建築
資訊模型教學
與研究中心
朝陽科技大學
BIM 實務應用
整合研究中心

網址
http://bim.caece.net/index.php

http://www.bim.tw/

http://www.bim.fcu.edu.tw/wS
ite/mp?mp=314501

http://www.aap.chu.edu.tw/file
s/15-1062-38121,c7900-1.php
?Lang=zh-tw
http://www.cyut.edu.tw/~ce/de
partment/index.htm

設立主要目的
提供一個能結合技術研發、教育訓練、產業服務、與應
用推廣的服務平台，以利 BIM 相關技術與應用之經驗
交流、成果分享、人才培訓、與產官學研之合作。
以推動土木水利與建築工程之資訊基礎建設，提昇國內
工程資訊科技之研發實力及相關人才培育，進而奠基我
國工程資訊之建置、模擬與管理、應用等技術為宗旨。
因應 BIM 於世界發展潮流、政府積極推動營造 BIM 技
術應用及產業需求，結合 BIM 技術研究發展、教育訓
練、社會合作與服務，以達到 BIM 相關技術應用交流、
成果分享、培育人才期能發展為中部地區 BIM 中心教
學研究重鎮。
自 2009 年起即獲得 BIM 相關軟體廠商之充分合作與支
援，並整合各系資源，逐步建置 BIM 教學與研究中心，
積極推動 BIM 技術之人才培訓、相關研究與產學合作。
成立 BIM 實務應用整合研究中心以推動 BIM 就業學程
(連續兩年執行勞動部就業學程)、產學合作、教育訓練。

二、 國外 BIM 重要網路資源介紹
研究團隊亦國外 BIM 相關網站資訊，包括國際性組織及各國家公、私部門等機
構，以提供各單位之參考，如表 5.4 所示。
表 5.4 國外 BIM 相關網路資源
編號
I
1

2

II
1

2

名稱

網址

buildingSMART

http://buildin
gsmart.org/

Open Geospatial
Consortium (OGC)

http://www.o
pengeospatia
l.org/ogc

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ndards and
Technology (NIST)

https://www.
nist.gov/

Association of
General
Contractors (AGC)

https://www.
agc.org/

內容說明
國際性組織
buildingSMART 前 身 為 國 際 相 互 操 作 性 聯 盟
(International Alliance for Interoperability，IAI)，係一
非營利的國際性組織，負責建立、維護與執行開放
性標準以達成有效率且可持續性的建築產業。
開放式空間資訊協會(Open Geospatial Consortium，
OGC)係一國際性非營利組織，主要任務在為全球的
空間資訊社群建立高品質的開放性標準與執行地理
資訊系統(GIS)、電腦輔助繪圖(CAD)與建築資訊模
型(BIM)整合之相關研究計畫。
美國
國家標準與科技研究所(NIST)係一度量衡標準實驗
室與美國商業部下的非監管機構，其任務在於推動
創新與產業競爭力，亦獨自發布 BIM 指引。
於 2007 年，國家標準與科技研究所發現了建築產業
中對參與者之間資訊移交指導的需求，因此發布了
「一般建築資訊移交指引：原則、方法與案例研究」
美 國 總 承 包 商 協 會 (The Associated General
Contractors of America，AGC) 為美國營造業的貿易
協會。美國總承包商協會於 2016 年發布的「承包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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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名稱

網址

3

BIMForum

http://bimfor
um.org/

4

National Institute
of Building
Sciences (NIBS)

https://www.
nibs.org/

5

Construction
Institute,
University of
Hartford Non-Profit
Organization
General Services
Administration
(GSA)

http://www.c
onstruction.o
rg/

6

7

III
1

National CAD
Standard

http://www.g
sa.gov/portal
/content/105
075
https://www.
nationalcadst
andard.org/n
cs6/

British Standards
Institution (BSI)

http://www.b
sigroup.com/

2

AEC-UK
Committee

https://aecuk.
wordpress.co
m/

3

BSRIA

https://www.
bsria.co.uk/

4

AEC(UK) CAD
Standard

5

Building Design +

https://aecuk.
wordpress.co
m/
http://www.b

內容說明
BIM 指引第一版」(AGC, 2010)旨在協助承包商瞭解
如何開始入門使用 BIM 科技，於 2010 年時發布了
BIM 指引第二版.
於 2013 年，BIM 論壇(BIM Forum)-一個隸屬於美國
總承包商協會、焦點在 AEC 產業中的虛擬設計與施
工的論壇-發 布了其 所屬的第 一個 BIM 標準 ，即
「 2013 發 展 精 細 度 規 範 (Level of Development
Specification Version 2013)」(BIMForum, 2013)。
國家建築科學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Building
Sciences，NIBS)係一非營利、非政府組織，集合了
政府代表、專家、業界、勞工與消費者團體與監理
機構，其重點在於發掘並解決美國國內會阻礙安全
國民住宅興建、商業與產業等問題
營建研究所(The Construction Institute)係一非營利、
非屬政黨、由不同專家所組成的協會，致力於透過
分享經 驗與 知識 、建立 商業 領袖 的方式 以改 善產
業，該研究所近期才開始重視 BIM。
聯邦政府機構總務署(GSA)是第一個領導美國政府
應用 BIM 的政府組織，且在全部的產業內扮演推動
BIM 的主要角色。
美 國 國 家 電 腦 輔 助 設 計 標 準 (The United States
National CAD Standard，NCS)簡化了從專案開始之
設施全 生命 週期 的建築 設計 與營 建資料 的交 換工
作。
英國
英國標準研究所(British Standards Institution，BSI)
係英國政府的國家標準中心，負責制訂各項產品與
服務的技術標準 ，且亦提供企業認證與標準相關的
服務工作。
英國的建築、工程與營建團體(AEC-UK group)倡議
於 2000 年組成以改善設計資訊產生、管理與交換的
流程，此組織成員係由英國各種規模的建築、工程、
與營建公司代表所組，故以 AEC-UK 為其名。BIM
委員會共同合作以實現一個在專案環境中一致、可
使用、協調的 BIM 方法為目的。
BSRIA 是一個測試、儀器、研究與顧問諮詢組織，
提供營建與建築業中的專家服務，亦提供關於 BIM
的 許
多
重 要
資
訊 ，
如
:
https://blogs.bsria.co.uk/2014/06/18/the-seven-pillars-o
f-bim-wisdom/
AEC-UK group 設定了一個架構 CAD 資料(包含 BIM
中的最易於取得的資訊)的標準
產業基地，與 BIM 專案的當前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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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名稱
Construction

網址
dcnetwork.co
m/bim-and-i
nformation-t
echnology
http://buildin
gsmart.org.u
k/

6

buildingSMART
UK and Ireland

7

The National
Engineering
Specification
UK BIM Task
Group BIM
Maturity Level 2
BIM Task Group

http://www.a
mtech.co.uk/
nes
http://bim-le
vel2.org/en/

UK Government
Construction
Strategy

https://www.
gov.uk/gover
nment/public
ations/govern
ment-constru
ction-strateg
y

8

9

10

IV
1

http://www.b
imtaskgroup.
org/

The Building and
Construction
Authority (BCA)

https://www.
bca.gov.sg

2

BCA Academy

https://www.
bcaa.edu.sg

3

BuildingSMART
Singapore

http://www.b
uildingsmarts
ingapore.org/

內容說明

buildingSMART
英 國 與 愛 爾 蘭 分 會
(buildingSMART UK and Ireland ， bSUKI) 是
buildingSMART 所 屬 的 國 家 級 分 會 之 一 ， 而
buildingSMART 是驅動建築資產經濟轉型的世界型
的機構，並計劃透過國際標準的創造與採用來執行
開放式 BIM 以達成此一目標。
使用最新規範條文的綜合性文件庫來創建與管理規
範文件，以提供一個可完全信賴的建築營建規範。
2016 年四月上線的網站，提供一個常見與清楚的參
考來源以查找 BIM 文件、標準與指引。
BIM 工作小組支援與協助達成政府營建策略的目標
及強化公部門 BIM 執行的需求，並以所有中央政府
部門於 2016 年全面採用協同 BIM Level 2 計畫。
英國政 府營 建策 略係一 個具 廣泛 範疇工 作流 的架
構，終極目標為於於 2015 年底減少政府營建專案成
本達 15-25%，此一策略於 2011 年五月發布，並於
2012 年七月發布了「一年行動計畫更新(One Year On
report and Action Plan Update」報告。
新加坡
建築工程局(Building and Construction Authority，
BCA)係一隸屬於國家發展部之機構，負責新加坡優
良建造環境的發展，BCA 主要角色為發展與管理新
加坡的建築與營建業。
BCA 積極地推動 BIM 的應用，透過提供營建生產力
及能力基金(Construction Productivity and Capability
Fund ，CPCF) 與 智 慧 建造 電 子 書 籍 來推 動 與 分享
BIM 的知識與經驗。
BCA學院(BCA Academy)是 BCA 中負責教育與研究
的單位，旨在提供最高品質的學習、訓練與研究計
畫給建築產業的發展與精進之用；BCA 成立了營建
資訊科技中心(Center for Construction IT，CCIT)，透
過建立網際網路 BIM 入口網站、提供成功案例與最
佳典範教材以教育產業界等方式來推動 BIM 與指導
企業與產業中的專門人士；此外，CCIT 以 BIM 應
用為主題舉辦專題討論會、工作坊與研討會，以宣
傳 BIM 科技之效益。
buildingSMART 新加坡分會係一非營利之建築產業
聯盟，提供 BIM 競賽、研討會、工作坊與討論會等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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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4

5

名稱
CORENET
(COnstruction and
Real Estate
NETwork)

網址
https://www.
corenet.gov.s
g

The BIM@SG
website

https://bimsg
.wordpress.c
om/about-us/

內容說明
營 建 與 不 動 產 網 路 (COnstruction and Real Estate
NETwork，CORENET)計畫是一個由新加坡政府國
土發展部主導、由建築工程局推動、並與其它公、
私部門共同合作的資訊科技倡議計。CORENET 計
畫已經成功地建立了不同的系統與文件，包括 BIM
電子送審平台(e-Submission system)、新加坡 BIM 指
引，與 BIM 精華指引系列文件(BIM Essential Guide
Series)。
BIM@SG 網站是由 BCA 學院所建立，作為提供新
加坡營建業分享 BIM 良好實例的媒介，為避免重覆
相同的工作，此網站一開始係使用許多現存 BIM 使
用者的論壇已經發布的 BIM 良好實例作為其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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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章 結論與建議
本計畫「機關辦理公共工程導入建築資訊建模 BIM 技術」，主要工作內容包括
調查與分析國內公共工程運用 BIM 技術案例、研訂機關辦理公共工程導入建築資訊
建模 BIM 技術作業參考手冊、協助規劃及辦理公共工程導入運用 BIM 標竿研習會
議、擔任工程會推動 BIM 有關業務幕僚工作等，並依據契約相關規定執行各項行政
作業。本研究已完成之工作內容與未來研究工作分別說明如後：

6.1 結論
本研究已彙整國內外有關執行 BIM 相關策略之文獻，包括調查與分析國內公共
工程運用 BIM 技術案例，透過實例研究並參考國內輿情，研訂機關辦理公共工程導
入建築資訊建模 BIM 技術作業參考手冊。本研究完成之工作包括：
一、 調查國內公共工程運用 BIM 技術案例與分析
(一) 研 究 團 隊 依 據 工 程 會 提 供 之 決 標 公 告 ( 分 析 標 案 之 決 標 日 期 自 104.4.24 至
105.9.30 止)運用 BIM 技術標案案件，篩出 124 件決標公告中有採用 BIM 技術之
案件進行最終的目標調查對象，截至 105 年 12 月 16 日止，有效回覆為 79 家(回
收率 56%)，並按季分析國內公共工程運用 BIM 技術之情形。依據本研究認定有
採用 BIM 技術的 141 件案例，其中以工程類佔約 58%(82 件)為主要的採購類型。
而 82 件的工程類案件中，非統包工程佔 80%(66 件)，統包工程佔 20%(16 件)。
(二) 針對工程會提供刻正執行規劃設計、施工、PCM 等類別工程案件數各前 50 名之
廠商，進行商導入運用 BIM 技術情形之問卷調查，研究團隊係刪除重複、無效
及拒絕填答之廠商，篩出 114 個廠商作為目標調查對象，截至 105 年 12 月 16 日
止，其有效回覆為 64 家(回收率 54%)，並針對工程類別、運用階段及範疇、組
織、導入 BIM 前後效益等進行統計及分析。
(三) 前述兩項調查主要的發現包含：(1)應用 BIM 之機關與案件數明顯增加、(2)應用
BIM 之標案包含技術服務(規劃、設計、監造)、工程(施工與統包)，且各式公共
工程皆有、(3)應用 BIM 之生命週期已包含工程專案的全生命週期(規劃、設 計、
施工、使用維護)、(4)已使用 BIM 技術者願意繼續使用 BIM 技術之比例已近
90%、(5)使用 BIM 之心態為機關主動並重視 BIM 帶來的效益、廠商多數被動配
合要求、(6)驅動使用 BIM 之力量為業主要求、政策要求、工程複雜、(7)BIM 費
用之編列雖目前獨立編列少，但機關與廠商皆贊同獨立編列、(8)導入 BIM 主要
困境為新觀念導入困難、專業人力不足、短期投資效益不高、規範不足等、(9)BIM
可以帶來的效益包含：減少施工過程中衝突、減少疑義澄清的數量、提高專案整
體品質、(10)推動 BIM 之障礙主要來自軟、硬體成本的增加、需求教育訓練不足、
人力成本增加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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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訂機關辦理公共工程導入建築資訊建模 BIM 技術作業參考手冊
(一) 訪談公共工程運用 BIM 之案例
研究團隊已完成訪談工程會公共工程運用建築資訊建模(BIM)推動平台之 10 項
試辦案例，並對於不同的專案執行類型各增加 5 個案例。研究團隊係透過訪談資
料彙整及個案契約與 BIM 內容蒐集，於報告內容分析個案導入 BIM 之招標機
制、BIM 目標訂定、BIM 運用範疇及執行模式、執行效益及預算編列等，並將
訪談結論納入作業手冊之參考。
(二) 製作作業手冊及案例教材
研究團隊已完成「機關辦理公共工程導入建築資訊建模 BIM 技術作業參考手冊
(版次：0.98，待工程會正式審核後公開)」，手冊內容係依據前揭 BIM 導入個案
之運用特性，針對各項可導入 BIM 之運用範疇，研提預評估技術服務案及工程
案導入 BIM 之作業事項，並發展導入運用 BIM 作業之細部內容，其架構包括：
BIM 基礎觀念、應用 BIM 技術導入時機與執行程序、導入 BIM 技術重要工 作、
國內 BIM 推動案例分析、導入 BIM 技術可應用資源等。此外研究團隊亦將作業
手冊，製作成教材，以供標竿學習會議使用。
(三) 評估分析建議門檻金額或篩選條件
研究團隊係依據國內外文獻之探討，並透過期中及期末專家座談會議進行討論及
問卷調查，評估分析國內推動公共工程運用 BIM 技術之建議門檻金額。目前具
體建議如下：(1)短期(106~107 年)：工程規模達 20 億以上或工程規模達 10 億以
上且符合特殊採購之工程，優先推動；技術服務金額達 2 億元以上或 1 億元以上
且符合特殊採購，優先推動。(2)中期(108~110 年)：工程規模達 10 億以上之工
程，優先推動；技術服務金額達 1 億元以上，優先推動。(3)長期(111 後以年)：
針對工程或勞務採購規模達查核金額或符合特殊採購之專案優先推動；建議應於
110 年進行必要的檢討，以確實掌握技術的最新發展狀況及國內產業的 BIM 技
術的成熟度。
三、 辦理北中南標竿研習會議
針對公共工程導入運用 BIM 主題，規劃及辦理標竿研習會議 3 場次(北、中、南
各 1 場次)，依期初工作計畫書規劃內容，已於 105 年 9 月工作月報前提送規劃內容，
經工程會確認後據以實施，並於 11 月 7 日、11 月 11 日、11 月 14 日分別於新北市政
府、朝陽科技大學、高雄應用科技大學辦理完成。並依契約要求製作執行報告書，詳
附錄四。
此外，為了讓研究成果之效益更為凸顯，研究團隊協助桃園市政府於 105 年 12
月 23 日假桃園市政府 13 樓公訓中心，召開「公共工程導入建築資訊建模(BIM)技術
研討會」，邀請所有原本標竿會議中的主要講員，分享寶貴的經驗，相信日後可以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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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此一模式讓本計畫的成效能夠擴散。
四、 期中、期末成果專家座談會
依據契約之要求，研究團隊已於 105 年 10 月 21 日及 105 年 12 月 19 日分別召開
期中及期末成果專家座談會，並邀集相關工程主管(辦)機關、專家學者、學會、技師
公會等相關單位，開會檢視本案研究方向及成果之妥適性，並依據與會代表意見製作
意見回覆表(詳附錄十二~十三)，各專家之意見係納入報告書中，以供工程會未來之
參考。
五、 對本案提供之創意事項
(一) 分析國內 BIM 推動的主要障礙及推動策略
研究團隊以 Farzad Khosrowshahi & Yusuf Arayici (2012) 提出的分析成果為基
礎，分析台灣 BIM 推動的主要障礙及推動策略，並提出我國發展 BIM 背景分析圖及
推動路徑圖，以供未來國內發展 BIM 策略之參考。
(二) 定期調查 BIM 推動的相關資訊
研究團隊以過往之調查與分析，提供做為工程會計畫案分析與比較之基準，但由
於調查重覆為避免受訪者有太大的負擔，因此並未再額外進行。由於研究團隊認為國
內調查應持續進行，因此日後將持續進行，並將研究成果提供工程會參考。
(三) 協助工程會分析政府電子採購系統中所記錄的 BIM 有關資訊
透過研究團隊之分析，其可以提供國內公部門目前採用 BIM 技術的標案特性資
料(例如標案類型、標案規模、招決標方式等)，以做為日後決定推廣 BIM 技術的專案
門檻性資訊。
(四) 強化工程會網站中 BIM 專區資訊
研究團隊透過收集國內外有關 BIM 的各式資訊，將建議工程會可強化 BIM 專區
資訊資訊，其內容包括：(1)本計畫研究內容與成果、(2)國內政府單位 BIM 政策與作
為、(3)國內應用 BIM 專案資訊、(4)國內各式與執行 BIM 有關之單位(學協會、廠商、
學校等)資訊、(5)國內各式 BIM 有關資源網站、(6)國外 BIM 重要資源網站等。

6.2 建議
透過本研究結論，研究團隊提出後續政策及研究方向之建議：

6.2.1 短期建議(2 年)
一、 持續調查國內應用現況，並提出更新版 Roadmap
(一) 配合政府部門：主辦機關：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協辦機關：各部會、內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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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研究所、內政部營建署、各縣市政府。
(二) 執行內容建議：由於公共工程導入 BIM 技術政策會隨不同時間期程有不同之作
法，有鑑於此，國內相關單位應持續調查國內機關與廠商應用 BIM 現況，包括
國內能夠執行 BIM 廠商之能量/人力、BIM 技術人才培養的管道與能量等，並檢
討 Roadmap 並提出更新版本，以確實掌握國內 BIM 技術的市場需求，並透過國
家的角度提出產業應用 BIM 的新路徑圖。
二、 強化並推動 BIM 技術作業參考手冊之應用
(一) 配合政府部門：主辦機關：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協辦機關：各部會、各縣市
政府。
(二) 執行內容建議：本年度已完成「機關辦理公共工程導入建築資訊建模 BIM 技術
作業參考手冊」，為了能使手冊更具適用性及實務性，希冀能持續召開 BIM 平
台會議，建立 BIM 技術應用課題討論會議機制，並徵求應用手冊之單位，分析
實用性，檢討國內實際應用案例的招標文件並適時提出手冊更新版本，提升推動
手冊的應用以獲取 BIM 之價值。
三、 持續辦理標竿研習會議，並落實正確觀念之傳遞
(一) 配合政府部門：主辦機關：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協辦機關：各縣市政府、中
華民國全國建築師公會、中華民國土木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中華民國公共工程
資訊學會、中華民國資訊軟體協會、中華民國電機技師公會
(二) 執行內容建議：為提高各機關對於 BIM 知識的了解，研究團隊建議透過持續辦
理標竿研習會議，透過經驗分享，增加各機關使用意願，彙整經驗學習(Lessons
Learned)後召開北、中、南教育訓練，減少錯誤學習之成本，以協助各部會與縣
市政府推動 BIM 技術之應用。

6.2.2 中、長期建議(5~10 年)
一、 BIM 費用編列的整體架構，預算編列手冊應納入
(一) 配合政府部門：主辦機關：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協辦機關：各部會、各縣市
政府。
(二) 執行內容建議：有鑑於各機關在編列預算時，目前尚未有一套統一標準，以致於
各機關在編列預算上無一參考依據，在後續驗收時，造成主計單位之疑慮，建議
未來可將 BIM 費用編列部分，於公共工程預算編列手冊整體架構中。
二、 定期分析各機關執行 BIM 有關資訊
(一) 配合政府部門：主辦機關：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協辦機關：內政部建築研究
所、各部會、各縣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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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執行內容建議：目前工程會已要求各機關於填報決標資訊時能夠填報應用 BIM
有關資訊，亦將嘗試建立更系統化的分析方式，以利日後可以定期分析電子採購
系統中所記錄的 BIM 有關資訊。研究團隊初步認為可以分析的資訊可以包含兩
類資訊：其一，使用 BIM 技術的標案特性；其二，納入 BIM 應用的契約文件內
容與特性。此外，有關採用 BIM 的政策與成效，亦可嘗試透過該系統或工程會
的政府電子採購網，以利取得更多的資料。
三、 國內推動 BIM 技術發展與應用知識盤點之研究
(一) 配合政府部門：主辦機關：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協辦機關：各建築師 公會 、
各土木技師公會、各工程顧問公司商業同業公會、各營造公會等。
(二) 執行內容建議：國內過往曾有研究進行 BIM 技術應用現況的調查與分析，然而
相關研究大多以問卷方式進行預設問題之意見收集，並未進行有系統的 BIM 技
術盤點與分析，容易造成政策的推動與實際需求產生落差之問題。透過確立國內
BIM 技術盤點的分類準則，依據相關文獻彙整建立的 BIM 技術盤點的分類準則，
盤點國內 BIM 技術的優勢與知識缺口，並透過篩選 2011-2016 年每年執行的一個
實際導入 BIM 技術案例之深入訪談，檢核技術知識盤點結果之合理性。並依據
技術知識盤點結果，提出國內未來 BIM 技術發展與應用之策略地圖，以利國內
未來 BIM 技術之發與能夠確實滿足產業 BIM 技術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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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期初工作計畫書審查意見回覆對照表
委員意見
一、交通部(路政司)

廠商回覆

(一)交通部業於今年 3 月訂定「交通部所屬 感謝委員意見。研究團隊將把「交通部所
各 機 關( 構 ) 工 程 建 置 建 築 資 訊 模 型 屬 各 機 關 ( 構 ) 工 程 建 置 建 築 資 訊 模 型
(BIM)作業推動原則」，各所屬機關辦 (BIM)作業推動原則」納入作業手冊編撰
理工程採購，應視工程個案特性、規模 時參考。
及需求，建置建築資訊模型，來提升工
程效率和品質，並強化營運管理維護效
能。
(二)相關建置 BIM 模型之原則說明略以： 感謝委員意見。研究團隊將把所述門檻金
採購預算金額達 10 億元以上之統包工 額納入日後建議工程會推動 BIM 應用門
程、採購預算金額達 10 億元以上之建 檻參考。
築(含機電工程)、採購預算金額達 20
億元以上之土木工程(含機電工程)、採
購預算金額達 10 億元以上之軌道機電
系統工程，於工程規劃、設計、施工、
營運管理階段，應考量使用 BIM 模型。
(三)目前 BIM 推動平台試辦案例大部分為 感謝委員意見，研究團隊在平台案例部分
設計及施工階段，建議日後可增加可行 主要以設計、施工、統包及設施維護階段
性及規劃的案例供參考，另對於導入 進行訪談，後續將視計畫時程嘗試增加可
BIM 工期訂定及預算編列方式，亦建議 行性及規劃的案例，並於手冊內容提出工
提出參考案例供其他機關導入運用之 期訂定及預算編列方式之建議，以供各機
參考。
關導入運用之參考。
(四)建議在作業參考手冊中，說明關於設計 感謝委員意見。軟體的使用牽涉目的、經
或施工等廠商運用不同 BIM 軟體之相 費與人力專業，研究團隊會將各案例的資
容性注意事項，以提醒機關於執行採購 料彙整供參考，但提出共同性的標準並不
時加以注意。
容易。
二、交通部公路總局
(一)目前執行淡江大橋之經驗，土建工程相 感謝委員意見。
較建築工程其管線種類較少，工項也較
單純，反映規模較大之土建工程，在運
用 BIM 技術方面，較能展現效益。
(二)建議日後在人員教育訓練、驗收規範制 感謝委員意見，為考量作業手冊實用性，
定、經費編列上，能納入手冊內容，以 並解決目前機關所遭遇之問題，目前規劃
供各機關參考。

的手冊內容主要包括：應用 BIM 之採購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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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回覆
程(以案例為基礎，預計包含預算編列方
式、執行作業流程、權責劃分、相對應之
交付成果內容)，及可參考之不同類型案例
(技術服務案與工程案)之招標及契約條款
(含 BIM 成果驗收及計價方式)，以提供各
機關參考。

三、交通部民航局
(一)目前有一執行中之塔台工程，因基地 感謝委員意見。
小，但管線複雜數量多，已將相關 BIM
需求導入於規劃設計及施工中，並要求
施工廠商每月底前提送下一個月的工
作項目 BIM 模型，經審視合理後，方
能進場施作，以減低施工衝突。
(二)運用 BIM 之重點應是在解決施工過程 感謝委員意見，研究團隊係以運用 BIM 履
中可能發生的管線碰撞、施工順序等問 約過程作為手冊製作的目的。日後在以案
題，不應是以最後交付展現很華麗的 例為基礎的成果下，機關需要自行評估應
3D 視覺模型成果為目的，爰建議可對 用 BIM 之目的，以提升 BIM 之使用效益。
運用 BIM 處理履約過程之契約執行方
式加以研析，才能凸顯應用 BIM 的效
益。
四、交通部公路總局
(一)本局試辦臺 7 甲線 3K+505 家源橋改建 感謝委員意見，研究團隊將依據平台案例
工程，於設計階段導入運用 BIM，總工 分析結果，並考量國內工程特性及技術現
程經費不到 2 億元，設計服務費約 500 況，提出國內推動公共工程運用 BIM 技術
至 600 萬元，因廠商相關運用 BIM 的 之建議門檻金額或其他篩選條件，以利工
專業技術尚未成熟，實務操作上廠商做 程會進一步評估使用。
得很辛苦，建議後續應考量工程特性，
對一定金額與規模以上的工程才考慮
運用 BIM，並且也要對設計期程予以適
度的延長，以維護 BIM 模型之品質，
較能彰顯後續施工階段減少變更設計
或施工碰撞的效益。
五、桃園國際機場股份有限公司
(一)目前桃機公司業務在 T3 新建與 T2 擴建 感謝委員意見。
有導入運用 BIM，另外小型工程如試辦
161KV 變電站工程中，亦將 BIM 導入

134

委員意見
應用於建築主體、電纜架、配電盤、變

廠商回覆

壓器、及發電機、消防等設備之配置規
劃與衝突檢查，後續持續發展於營運維
護階段應用。
(二)以目前 BIM 執行情形而言，若要建立 感謝委員意見。
在模擬虛擬環境或即時現場巡查，就可
用平板裝置查詢相關管線及圖資，仍有
進步發展空間，並且須要注意在竣工模
型完成後，移交給維護管理廠商時，其
相關維運技術人員是否具有相關 BIM
之操作經驗，並持續對 BIM 模型維護
與加值運用。
六、經濟部水利署
(一)作業參考手冊有提到機關導入預評估 感謝委員意見，研究團隊係探討不同單位
的部分，建議應針對不同屬性工程分門 及不同工程類別之適用性，對預評估部分
別類進行預評估作業，並且可配合行政 會針對建築工程與非建築工程提出合適之
命令的方式，以增加運用 BIM 之比率。 運用 BIM 的範疇建議，以提高不同類型案
例運用 BIM 之比率。
(二)建議在執行問卷調查時，有一個配套措 感謝委員意見，由於本計畫經費有限，本
施，例如贈送圖書禮券等做為誘因，並 次問卷將無獎勵措施供填答人做為誘因，
注意問卷的信度與效度，後續若要進行 但會對問卷信度與效度進行分析。
訪談，本署會全力配合。
(三)以本署試辦河海堤工程導入 BIM 之研 感謝委員意見，研究團隊係參考目前國內
究成果，基本上可行，但因河海堤斷面 外既有相關之手冊及平台案例之訪談，提
變化較小，效益相對來說不高，若對施 出「機關辦理公共工程導入建築資訊建模
工界面較複雜的設施如抽水站、壩工、 BIM 技術作業參考手冊」，並以該手冊做
水門等工程導入，應較能展現運用 BIM 為教材，辦理北、中、南之標竿研習會議，
之優點，另建議未來也可對機關同仁辦 以提升各機關同仁對 BIM 之瞭解。
理教育訓練，增進對 BIM 應用的瞭解。
七、台灣電力公司
(一)台電去年有 5 件工程導入運用 BIM 技 感謝委員意見。若可以取的台電的範本資
術，主要係在契約內以特定條款方式， 料，將納入手冊參考資料，以供其他機關
納入運用 BIM 之相關規定。
參考使用。
(二)今年度則訂定了技術服務、工程、統包 感謝委員意見。
工程等三類工程的運用 BIM 契約規範
內容，且今年以巨額採購工程及複雜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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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作計畫書第 21 頁，設定特殊或巨額 感謝委員意見，目前研究團隊所提之工程
採購以上為篩選門檻，應釐清是以工程 門檻金額係依據研究團隊過去執行相關計
金額，還是技術服務的金額來篩選。

畫經驗所建議，爾後研究團隊將依據案例
分析結果，並考量國內之技術現況，提出
國內推動公共工程運用 BIM 技術之建議
門檻金額或其他篩選條件，以利工程會進
一步評估使用。

(四)工作計畫書第 43 頁，問卷提到應用 BIM 感謝委員意見，本計畫問卷所提之節省多
所獲得節省的費用預估值，但如何去檢 少費用部分，係希望讓各機關在辦理過程
討 BIM 導入後能節省多少成本或創造 中能檢視個案導入 BIM 之實質效益，以強
多少效益，對機關而言較無法具體評 化各機關在使用 BIM 之認知。由於個案的
估，建議可檢視修正問卷內容。

費用節省評估無法納入本計畫，建議各機
關自行評估再填報。

八、經濟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局
(一)本局所屬工程多為護岸或堤防之搶修 感謝委員意見，研究團隊係以探討不同單
工程，往往執行有時間上的急迫性，若 位實際案例為基礎，以針對合適運用 BIM
使用 BIM 模型來設計，模型元件皆需 的範疇給予建 議，供不 同機關之 使用參
要依現況調整，設計時程較長，不利於 考。是否使用應由各機關自行評估。
進行搶修工程，爰建議作業手冊內容應
顧及不同單位及不同工程類別之適用
性。
(二)在 BIM 軟體的應用上，亦建議作業手 感謝委員意見，研究團隊後續將提供其他
冊內容要注意提醒機關如何避免於招 案例實際作法，以提供各機關單位在執行
標上指定，而造成綁標疑慮的問題。
九、內政部營建署建築工程組

採購之參考，避免綁標疑慮之問題。

(一)營建署建築工程組在代辦公有建築工 感謝委員意見。
程中，設計階段有 11 案及施工階段有
16 案導入運用 BIM 技術，另在契約執
行上已訂有設計及施工規範，並持續辦
理教育訓練。目前也正就竣工模型交付
給使用單位的模式進行研究。
(二)對於 BIM 費用的編列方式，目前在設 感謝委員意見，研究團隊係透過問卷調查
計階段並無額外編列費用，而施工階段 及訪談平台案例等方式，調查各機關 BIM
則是編列約工程費用的 0.1%~0.2%，其 費用的編列方式，後續將提出既有編估費
主 要 目 的 係 補 助 辦 理 教 育 訓 練 等 運 用的方式給予建議，以供各機關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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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的，提供編估費用的方式。
十、內政部營建署下水道工程處
(一)原試辦工程為臺南市永康區水資源回 感謝委員意見。
收中心第一期新建工程，因目前配合再
生水推動方案，併同再生水廠進行檢視
發包作業中，爰試辦案例調整為楊梅地
區污水下水道系統第一期污水處理廠
新建工程。
(二)楊梅地區污水下水道系統目前剛開始 感謝委員意見，研究團隊係透過訪談平台
執行，但後續完工後 BIM 成果要如何 案例之訪談意見及取得的實際發包資料進
去驗收較為恰當，及持續移轉至營運管 行彙整，並將其他機關的經驗彙整納入作
理運用之方式，希望執行單位可以將其 業手冊，以供各機關參考。目前會有使用
他機關的經驗彙整納入作業手冊，以供 維護階段之案例。
參考。
十一、內政部營建署道路組
(一)原提報試辦之臺中生活圈道路交通系 感謝委員意見。
統建設計畫台中生活圈計畫，台中市政
府函以都市計畫變更辦理路寬縮減，依
法 定 程 序 需 1~2 年 才 能 完成 路 權 界
定，本署係配合辦理後續設計，期程無
法預估，因目前該計畫屬於停工階段，
後續擬另擇定試辦案例並經評估後提
報給工程會。
十二、新北市政府
(一)新北市新工處主要代辦建築、道路、橋 感謝委員意見。
梁的業務，在導入 BIM 的過程中也遇
到很多問題，現階段在實際執行上已進
入去 BIM 化的階段，即針對個案需求，
於契約條款中進行勾選，並清楚說明交
付內容、智慧財產權之移交等，著重在
執行過程運用 BIM 的優點，而不是在
最後 BIM 模型交付的內容。
( 二 ) 在 應 用 經 驗 上 以 統 包 工 程 相 對 較 成 感謝委員意見。
功，在永汐樹國民運動中心執行過程
中，經過監控設計人時的分析，雖然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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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但其效果的確可以在施工階段減少
界面衝突 1/2 以上。另外，在管線工程
部分，因為在設計階段有導入 BIM，各
管線在工廠已經將材料裁切、車牙等備
妥後，運至現場直接組裝，現場接頭排
列整齊，相較傳統水電工程現場量測、
裁切、車牙再安裝的施工步驟，提早在
設計階段就解決。
(三)BIM 的導入，將會對工程產業分工流 感謝委員意見，新北市的作法相當先進，
程、各專業間的資訊交付及計價的模式 其他機關可能不易學習。日後將透過訪談
產生重組，以美國鋼構協會為例，已將 方式將新北市值得其他單位參考的資料彙
各施工階段如何去交付 BIM 資訊及施 整後供其他機關參考。
作等流程放在網頁上，爰建議對於公共
工程常用的重要工項，可與相關的專門
團體(例如鋼構協會)等進行訪談，以深
入了解導入 BIM 後對產業分工及資訊
傳遞之需求。
(四)建議機關要運用 BIM 時，應了解個案 感謝委員意見。研究團隊會將納入的案例
實質工作內容、屬性及需求，較能發揮 應用 BIM 的實際狀況加以歸納，以做為日
不同 BIM 運用範疇的特性，例如在可 後各機關決定使用 BIM 目的參考。
行性研究階段，即可應用視覺化 3D 工
程量體模擬，加上大尺度 3D 地景、地
形的展現方式，發揮與在地居民溝通說
明之效益，減省抗爭等社會成本。
十三、林傑副處長
(一)本案研訂作業手冊的目的，要提供機關 感謝委員協助說明計畫目的。
辦理下一個工程要持續導入運用
BIM，或是想要導入運用 BIM 之機關，
如何可以據以評估在有限的資源上，導
入運用 BIM 能發揮最大的效益，才具
實用效益。
( 二 ) 手 冊 的 架 構 應 可 再 調 整 以 增 加 實 用 感謝委員意見 ，研究團 隊將遵循 建議辦
性，例如建議可先大分類為土木工程與 理。研究團隊初步除針對工程類別(建築與
建築工程後，再就各個生命週期階段， 非建築)進行分類外，並將透過平台案例訪
透過試辦案例訪談或其他機關執行經 談之意見及取得的實際發包資料，彙整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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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之累積及研究團隊專業建議，直接提 用 BIM 的範疇與實例，以利完成國內可以
出較常運用 BIM 的範疇給予建議，並 立即應用的「機關辦理公共工程導入建築
對機關執行過程中常見之問題，提供解 資訊建模 BIM 技術作業參考手冊」。
決之方案，以利機關導入運用 BIM 時，
能有具實務性及可操作性的參考手冊。
(三)在進行問卷調查時，應注意如何確保填 感謝委員意見，研究團隊將以工程金額及
寫資料的正確性，若機關於決標公告填 工程類別檢視機關於決標公告填寫的資料
寫的資料有誤填情形，應檢視後加以移 有誤填情形，如決標金額在 100 萬以下之
除，以避免後續統計分析失真情形。

工程、大樓補強工程等，並與工程會討論
移除案件對象之合適性。

(四)對於評估分析建議導入運用 BIM 之工 感謝委員意見，目前研究團隊所提之工程
程門檻金額，應於後續研究過程中，強 門檻金額係依據研究團隊過去執行相關計
化說明提出建議門檻金額之依據及研 畫經驗所建議，爾後研究團隊將依據案例
析方式，以清楚說明訂定之緣由及考量 分析結果，並考量國內之技術現況，提出
因素。

國內推動公共工程運用 BIM 技術之建議
門檻金額或其他篩選條件，以利工程會進
一步評估使用。

十四、謝尚賢委員
(一)研究團隊如有需要相關資源，台大 BIM 感謝委員意見，研究團隊後續將與新北市
中心及 BIM 聯盟將會願意協助，另外 政府及淡江大學范素玲教授保持聯繫，以
新北市近期已發包一個 BIM 契約相關 利計畫資源整合利用。
的研究計畫予淡江大學范教授，建議可
以密切的合作或討論，相互搭配，以利
資源整合利用。
(二)BIM 對業主的最大好處在營運維護管 感謝委員意見，研究團隊將嘗試把建研所
理，但目前要推廣到營運維護尚有相當 相關 COBie-TW 營運維護管理之研究成
難度，需要更多的整合工作，建議可以 果，納入作業手冊之參考資料中，以利機
參考建研所相關 COBie-TW 營運維護 關日後參考評估。
管理之研究成果，納入作業參考手冊。
(三)關於 BIM 驗收方式，除了訪談中央和 感謝委員意見，研究團隊除了訪談中央和
地方政府等工程機關外，建議應將審計 地方政府等工程機關外，將視情況於座談
部也納入共同討論，以形成共識，較利 會時，邀請審計單位參與，以利後續之推
於後續推動作業。
動。
( 四 ) 建 議 可 先 聚 焦 在 統 包 工 程 導 入 運 用 感謝委員意見。目前的分析案例將以平台
BIM，其相 較傳統設計與施 工分標方 案例為基礎，並視情況增加其他類型之案
式，較易顯現運用 BIM 的效益。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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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在訂定作業手冊時，建議可同時考量現 感謝委員意見，研究團隊於編訂手冊內容
行工程執行的流程及法規，例如應深入 時，將考量採購執行的流程及法規，盡可
了解以 2D 圖面檢核之目的，然後如何 能符合實務執行之現況。詳細的流程檢討
修改流程，以運用 3D BIM 建模的作 可能無法於本計畫有限的時間與經費下完
法，來符合原先檢核之需求。
成。
(六)建議標竿研習會之教育訓練對象，以鎖 感謝委員意見，本案之標竿研習會議對象
定公部門為主，讓各機關人員能有機會 係以機關端(公部門)為主，以提升機關辦
了解 BIM 應用之特性。
理 BIM 導入工程之效能。
(七)建議對於機關問卷調查時，可再進一步 感謝委員意見，研究團隊在進行機關問卷
思考區分填寫人員之層級代表性，又或 調查時，係針對工程會提供於政府電子採
是由直接參與 BIM 專案人員來填答， 購網中勾選曾經採用 BIM 之機關，依此名
將會影響問卷調查之成果。
單之承辦單位及人員進行問卷調查。問卷
發送時會說明應轉呈合適的人員填寫，但
無法控制真正填答者，但填答之成果會進
行必要之分析與過濾，以提升問卷回收之
品質。
(八)工作計畫書第 46 頁之廠商問卷調查 感謝委員意見，研究團隊已針對該選項進
中，第三、2 題要求填寫 BIM 費用佔工 行修正，該項目主要為預期發展相關議
程款百分比之項目，會有預設 BIM 費 題，本研究將其選項區分為：依總價編列
用編列方式即以工程款百分之幾編列 (建議推估方式為何?)，及依總工程款百分
的意涵，建議宜檢視修正。

比編列(建議之百分比為何?)。

會議結論：
(一)內政部營建署試辦導入運用 BIM 技術 將配合日後提報的案例再行規劃訪談。
之「生活圈道路交通系統建設計畫─臺
中市西屯區市政路(環中路至工業區一
路)開闢工程」一案，因受台中市政府
都市計畫變更辦理路寬縮減，影響辦理
後續設計期程，請營建署儘速研議提出
另案可供導入運用 BIM 之道路工程標
案。
(二)本次會議決議原則同意委辦廠商(國立 遵照辦理。
中央大學)提送之期初工作計畫書，請
廠商依據委員、與會機關與本會意見或
建議辦理內容修正，並分類列表逐項說
明相關回覆意見後，於 105 年 8 月 11
日前函送期初工作計畫書修正版至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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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並經本會技術處確認後辦理第 1 期
契約價金給付之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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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期中報告審查意見回覆對照表
委員意見
一、陳委員耀維

研究團隊回覆

頁次

(一)因已篩選過後共有 124 件確認採用 感謝委員意見，研究團隊將持續聯繫 p.11~1
BIM，惟未回覆或無效回覆比例過 目標機關及廠商，並再次邀請填寫問 3
高，導致樣本數僅有 63 筆，似乎 卷，以提高問卷之回收率，日後會將
偏低， 可再 行努力 蒐集 相關樣本
數，以利後續決策之方向。(P.11)

完整統計及分析結果納入期末報告
中。

(二)圖 2.3, 294 筆決標公告中只取 10% 感謝委員意見，以目前實務現況而 p.11~1
抽樣電話調查，10%(30 通電話)比 言，個案需導入 BIM 技術將耗費相 3
例似乎太低；另外建議補充說明遭 當大的成本，因此透過工作會議決定
刪除之 108 筆機關的挑選原則。 執行的原則。刪除之 108 筆資料係考
(P.11)

量：(1)規模小直接刪除，將 100 萬
~500 萬(工程類)及 100 萬以下之所有
案件直接刪除；(2)規模不大但透過
抽樣電訪後決定是否刪除，500 萬
~1,000 萬(工程類)及 100 萬~500 萬
(勞務類)之案件，取 10%抽樣電話調
查，若回覆超過一半未導入 BIM，
則予以刪除。

(三)圖 2.9 標案 BIM 經費來源統計圖應 感謝委員勘誤，研究團隊將修正圖示 p.14
屬誤植。(P.14)
及文字說明。
( 四 ) 於 圖 2.22 因 不 認 同 者 有 19 件 感謝委員意見，研究團隊初步瞭解， p.22
(30%) ， 建 議 可 進 一 步 分 析 其 原 主要原因為：目前在經費編列上未有
因，以利了解是否合理。(P.22)

一套編列方式，且後續驗收時也未有
統一標準，造成部分機關同仁在作業
時的困擾。

(五)圖 2.33、2.34, 結果會受問卷填寫者 感謝委員意見，由於期中計畫期程的 p.30~3
的職務角色影響, 建議補充問卷填 關係，研究團隊後續將再嘗試以問卷 1
寫者的分析圖表，以利判斷沒有興 填答者的職務角色分析該圖表內容。
趣或無效回覆之問題。(P.30~P.31)
(六)圖 2.38，填「其他」有 11%, 建議 感謝委員意見，由於該題為複選題， p.33
請摘要說明「其他」所指內容有哪 且 BIM 導入初期，可能隨著個案不
些?以利概略了解所有問題。(P.33) 同屬性有不同之問題產生，若選擇
「其它」之選項者，屬於非其它選
項，研究團隊會再討論如何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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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BIM 費用採總費用或者總工程百 感謝委員意見，目前發出的問卷已無 p.39
分比費用編列，亦與建置階段與廠 法修改，但未來再進行相關調查時，
商有關係，故建議對機關以及廠商 研究團隊將再細分各階段之標案案
調查時，需再細分哪一階段的招標 件(基設、細設、施工或統包)，及哪
案件(基設、細設、施工或統包)， 一類型廠商(顧問公司或營造廠)。
以及哪一類型廠商(顧問公司或營
造廠)。(P.39)
(八)因 BIM 建置階段與應用階段不一

感謝委員意見，雖然 BIM 建置與應 p.49
定相同，而費用的編列及精細度的 用階段可能不同，但應盡可能一致，
要求應與應用階段有關，建議可於 方能順利達成建模之目的。雖然案例
摘要表中釐清或增列，以免產生混 可能不同，但研究團隊認為不要區
淆。(P.49)
分，以避免日後僅為建模而建模。

(九)案例摘要表中建議可增加對於建模 感謝委員意見，摘要表資料主要來自 p.49
精細度以及建模專業別之描述，以 於個案訪談，由於個案範疇及需求皆
利了解 工作 量之多 寡以 及對應的
服務費用。(P.49)

不相同，且多數並無清楚要求建模細
緻度與建模專業別，恐無法增加此資
訊供日後其他機關參考。

(十)部分案例(如表 3.4)應用階段與應 感謝委員意見，研究團隊將再與填報 p.53
用範圍似乎無法對應(應用階段為 單位確認各項表格資訊。
細部設計，應用範圍為營運維護設
施履歷模型)，是否勾選上有所誤
會，請再與填報單位確認，以免誤
導。(P.53)
(十一)製作作業手冊及案例教材，建議 感謝委員意見，研究團隊將再補充不 p.68~7
不 同 專 案 執 行 模 式(DBB、 DB、 同專案執行模式於各案例中。
3
IPD、廠商主動提出)中均補充加入
實際運用之案例名稱。(P.68)
(十二)導入 BIM 之項目，是否亦可考慮 感謝委員意見，新加坡的作法係針對 參考新加坡作法，同時併入總樓地 建築工程，因此採取樓地板面積是一
板面積 條件 ，以利 制度 之完善。
(P.76)

個反應規模的合適指標，然目前要提
出的門檻係針對所有公共工程，因此
才會回到採購法中巨額與特殊採購
的認定標準。

(十三)目前 BIM 費用編列仍屬混亂狀 感謝委員意見，研究團隊將在有限時 態，建議增列調查鄰近國家(日本、 間內，嘗試收集鄰近國家之費用編列
韓國、 香港 、新加 坡、 中國大陸

方式，以做為後續參考。但由於各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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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BIM 費用編列方式，以及實際

研究團隊回覆
發展程度不同、產業結構具差異，因

執行狀況供後續決策參考。

此實際可參考性仍需進一步討論

(十四)因 BIM 建置應屬工程全生命週

感謝委員意見，研究團隊目前所蒐集 期之工作，而於各個階段建置應用 的個案尚未有各階段銜接的要求案
後，是否有針對下一階段招標文件 例。日後會建議工程會日後再嘗試蒐
要求(如細設階段是否有將 BIM 納

集相關案例，以供未來全生命週期

入施工階段之招標文件)，並且編列 BIM 之執行。
合理費用，亦應為 BIM 執行銜接之
重點，建議可調查相關案例，於該
階段招 標文 件中是 否有 將下一階
段執行 BIM 納入招標文件，並編列
相關費 用， 以利後 續全 生命週期
BIM 之執行。
(十五)本案參考手冊第 46 頁：「 (五) 感謝委員意見，研究團隊將建議工程 其他技 術性 標準與 建模 資訊…國 會納入後續研究參考。
內對於 BIM 模型建立尚未有一致
之標準…建 議各機 關參 考過往類
似案例檢討訂定」，為健全國內公
共工程 BIM 發展環境，建議工程
會可邀集學術單位、機關及業界代
表，組成 BIM 標準制定委員會，根
據國際主流標準，建立一套適用於
公共工程通用的 BIM 標準系統，並
保持應用於不同 工程類別之彈
性，定期維護更新，其理由及優點
如下:
1.

各機關並無足夠 BIM 技術資源可
以自行發展完整與成熟的 BIM 技
術規範，由各機關分別委託學術單
位或顧問機構訂定標準，亦造成重
覆投資，資源浪費。

2.

若各機關採用的標準不一，計價與
驗收產生重大差異時，可能遭受審
計單位事後稽核究責，影響機關推
動 BIM 技術之動力。

3.

公共工程若能建 立一套通用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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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各機關僅需根據其特殊需求及

研究團隊回覆

執行經驗發展執行細則；廠商亦可
優化其 軟硬 體之投 資而 加速相關
4.

技術之發展。
相關 BIM 技術標準若能與國際主
要標準相容，將可幫助國內工程產
業技術升級，增加進軍海外市場的
競爭力。

建立統一的 BIM 標準，除有助於各階
段跨領域資訊交換，特別是竣工模型與
資產管理平台的順利銜接，將可發揮
BIM 技術的最大效益。
二、何委員明錦
(一)BIM 之推動誘因需同時顧及公、私 感謝委員意見。研究團隊贊成此一觀 部門，亦須有不同之考量與政策配 點。
合：就公部門而言，關係營建主管
或相關 機關 在整體 生命 週期中效
能(品質與效率)之提升，改善國家
營建工程整體之水準，甚至近一步
提升產業之國際競力。就私部門而
言，則亦希望藉此提升工作效率以
獲取較 大之 利益與 提升 與同業甚
至國際之競爭力。
(二)就執行面而言，BIM 技術規範與招 感謝委員意見。本年度計畫無法建立 標驗收 及未 來在智 慧財 產權之轉 相關契約範本，研究團隊會建議工程
移與加 值應 用…等 契約 內容亦可 會納入日後研究考量。
再審慎研析，制定參考範本，以供
機關據 以執 行，並 可避 免規劃設
計、施工、營運各自重建 BIM 模
型，浪費時間與經費。
(三)就營建生命週期而言，BIM 成果交 感謝委員意見。研究團隊會在手冊合 付之目的與細緻度各有不同，尤其 適地方置入此一觀點，但細節無法於
在傳統 設計 、施工 分別 發包情況 今年度完成。
下，更須特別注意其內涵與銜接。
尤其未來營運如係機關自管，除非
能及早參與，否則將使 BIM 成果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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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亦有表象空間布設完善，卻忽
略未來維護空間之實例)
(四)參考手冊所提廠商使用 BIM 須否 感謝委員意見。研究團隊係採取與委 增加服務經費？就理論而言，其係 員一致的看法。
屬廠商之生產工具，原無由支付額
外費用；但考量推廣初期，給予政
策性之獎勵亦為推動方法之一。未
來成熟，則可交付市場競爭機制。
(五)為降低私部門進入 BIM 技術領域

感謝委員意見，研究團隊會將此意見 及應用之費用門檻，建築師或各技 提供工程會參考。
師公會應可扮演較積極之角色，與
軟體供 應商 協商團 體採 購或租用
及軟體訓練之優惠條件。工程會亦
可參與協助協商或補助部分經費。

(六)參考手冊 P.43 所提契約條款與智

感謝委員意見，研究團隊贊成此一觀 p.43
財權，其中 BIM 元件，若非屬廠商 點。目前在手冊中有針對智慧財產權
自行建置(如 MEP 元件)，均應屬供 提供原則性處理方式供機關參考，建
應商或共通資訊平台所建，應不涉 議各機關逐案檢討。
智財權。

(七)也順此呼籲工程會應盡早建置元件 感謝委員意見，研究團隊會將此意見 資料庫之共通平台，以供設計、施 提供工程會參考。
工業界使用，設備供應商則可依公
告樣板自行或委託製作，經審查後
上架，當有助於 BIM 技術發展與本
土元件供應商之產業競爭力。(此部
分內政 部建 研所曾 補助 台灣建築
中心策劃建置)
(八)未來建置資訊平台分享經驗與心得 感謝委員意見，研究團隊會將此意見 與資料庫之累積，將有助於溝通與 提供工程會參考。
提升 BIM 推動效能。
(九)研究團隊對國內 BIM 技術案例之 感謝委員肯定。
調查甚為用心，所做分析亦值得未
來推廣應用之參考。就計畫執行及
期中預定工作項目之達成而言，值
得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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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針對技術作業參考手冊第二章的各 感謝委員意見，發包分淺藍色是可能 手 冊
個專案執行模式，發包分淺藍色跟 不會執行的作業，深藍色則是會執行 p.14~1
深藍色的差異性是什麼?工程的不 的作業，研究團隊將會在手冊中補充 8
同階段 如果 每次發 包都 要走一次 說明。研究團隊所研擬之流程主要是
BIM 的程序都會有一些差異，建議 結合現有採購程序，正常而言，每一
這些差 異在 參考手 冊能 夠說明清
楚。

專案皆會依該流程走一次，至於入門
版和進階版，則因機關的態度與特性
而有所差異。

(二)以入門版的工作執行程序來看，編 感謝委員意見，研究團隊現階段會建 手

冊

列 費 用 計 算 應 先 釐 清 範 圍 與 目 議編列相關費用給設計與施工單位。 p.34~4
的。若認為編列費用在設計階段是
0
重要的 、必 要的， 而建 築師導入
BIM 技術也不見得是受益人，因此
必須要把費用編給建築師。
(三)規劃工作項目與擬訂規範順序上是 感謝委員意見，目前所規劃的工作項 手

冊

否 先 編 列 工 作 項 目 後 再 編 列 預 目和編列費用的順序，決定了使用目 p.34~4
算，以工程階段而言，廠商應該列 的和費用編列是可以互換的，工作項 0
出工作項目再由自己編 BIM 的工 目寫在後面的原因主要係決定目的
程費用。
和費用後，較能夠要求廠商在這樣的
目的之下，廠商能做到怎樣的程度。
此外，原流程中有部分工作可先後順
序對調，研究團隊會在手冊中補充說
明。
(四)對於主辦單位而言，應該把竣工模 感謝委員意見，研究團隊將納入手冊 手冊 p.
型的標準放進來，如果沒有參考手 內容參考。
4~7
冊的協 助反 而讓工 程單 位做不必
要的事情。
(五)發包過後，審查 BIM 應用規劃，廠

感謝委員意見，相關審查流程及意見 手冊 p.

商提出 服務 建議書 然後 在簽約之 說明，研究團隊將納入手冊之參考。 19~27
前，來審查服務建議書有沒有符合
當初所擬定的內容，以保固使用單
位，如果可以的話在作業參考手冊
與主管機關做說明。
(六)應用 BIM 技術的過程中主辦單位
如何來監督及驗收。

感謝委員意見，手冊中有歸納訪談及 手冊 p.
相關案例經驗，並提出利用成果規範 4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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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標準供參考。
(七)評估 BIM 的成果，廠商提出要使用 感謝委員意見，如何評估成果牽涉原 手冊 p.
BIM 技術，但要跟主辦單位報告 本的應用目的，目前手冊建議利用委 19~27
BIM 的內容卻不知道怎麼做，因此 員會或專家審查的方式務實進行。
可以納 入作 業參考 手冊 到底如何
執行 BIM 與評估成果。
四、交通部
(一)建議僅針對土木、建築、機電規模 感謝委員意見，有關具體的邀標內容 提 出 BIM 運 用 邀 標 內 容 具 體 列 目前僅能提出一原則性的建議，個案
出，以利參考。

仍應依個別的類型及需求擬定合適
的招標資訊。研究團隊會將此意見提
供工程會做為後續研究之參考。

(二)在規劃作業導入 BIM，是否需做到 感謝委員意見，是否做到初步設計， 初步設計，對於後續建設經費的概 研究團隊建議各機關仍依個案的需
估較明確。
求進行討論與決定。
五、交通部公路總局西濱北工處
(一)依簡報 P.48 短期建議(106 年)巨額 感謝委員意見，有關建議門檻之內 p.73~7
採購(2 億元)以上導入 BIM，建議 容，研究團隊會再討論。
6
除金額 規模 外，可 導入 工程複雜
性，例如醫院、塔台等較專業性，
介面較多之建築工程，或者是鄰近
環境敏感區，與周遭環境介面較多
之土建工程。
(二)為利後續推動 BIM，機關應具有足 感謝委員意見，有關人力之統計分 夠之 BIM 專業人員，建議本研究案 析，研究團隊會將此意見提供工程會
後續可 針對 各機關 人力 進行統計

做為後續研究之參考。

分析；再藉以規劃後續推動期程及
推動之工程規模大小，並藉以持續
推動機關之教育訓練。
六、教育部
( 一) 所謂 BIM 費 用 編 列 為工 程費 的 感謝委員意見，有關費用的部分，研 手 冊
0.4%~0.5%，是否包括建築師設計 究團隊目前所提的建議係針對設計 p.34~4
階段的 BIM 費用，再加上施工廠商 與施工應各分別編列 0.4～0.5%。
0
施工階段 BIM 的費用？設計階段 若機關能讓設計階段的 BIM 模型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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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BIM 編列費用後，如何驗收方能達 感謝委員意見，目前驗收部分不容易 手
到付款的條件？

冊

有統一標準，研究團隊建議可召開審 p.45
查會來進行驗收或檢驗是否達成付
款條件。

七、經濟部水利署
(一)問卷發放對象，建議不應以金額級 感謝委員意見，問卷發送的金額級距 p.73~7
距界定，以河海堤工程來說，部分 單純是為了分群進行判別之用，以利 6
工程決 標金 額可能 是公 告金額以 更合理的決定是否發送問卷。
上未達查核金額，但其工項可能只 有關日後建議的推動門檻金額會再
是單純 的懸 臂式擋 土牆 或堤防破 討論後提出建議。
損應急修復工程等，內容不複雜的 各機關如何推動，研究團隊贊同各機
情況下，發包機關可能傾向不使用 關自行依特性與實際需要討論後決
BIM 技術，建議可納入工程之工項 定。
與內容做考量。此外為利機關配合
工程導入 BIM 技術，建議短期之建
議可納入機關先行預計推動 BIM
之規範。
(二)P.11 第 2 段第 2 行尚「為」回復應 感謝委員勘誤，研究團隊將進行修 p.11
為尚「未」回復。
正。
(三)P.15 所謂「人月法」所述為何？

感謝委員意見，人月法係為 BIM 專 p.15
案廠商投入 BIM 工作所需的總人月
份數。

(四)P.17 BIM 預期效益是以人數或件 感謝委員意見，P17 會再檢視。
p.17 、
數作統計，請再檢視；P.19 預期/ 有關具體效益小於預期效益的主要 p.19
具體效益比較分析，因素排序趨勢 原因包含：計畫執行時間差(尚未執
略同，惟各因素大都顯示具體小於 行)、機關的期望太高、廠商的能力
預期，原因為何？建議可再分析說 落差、原始認知和實質獲得上的差異
明。
(五)是否能羅列 P.28 所提導入 BIM 技
術的國 內廠 商；回 收有 效問卷為
49%對問題分析是否客觀，宜予考

等。
感謝委員意見，研究團隊將納入參 p.28 、
考。
p.47
研究團隊會將此意見提供工程會做

量。鑒於機關與廠商經問卷分析高 為後續研究之參考。
達近 9 成願意再使用 BIM，惟依
P.47 之圖 2.60 顯示，人員訓練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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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策解決。
(六)P.77 第 20 行「研究團對」應為「研 感謝委員勘誤，研究團隊將進行修 p.77
究團隊」。
正。
(七)Ch5.1 分析國內 BIM 推動主要障 感謝委員意見，研究團隊將再補充文 p.99~1
礙，建議除列出圖 5.1 外，可以文 字，並盡可能讓相關障礙及推動策略 02
字多加描述。另我國 BIM 推動之障 有所呼應。
礙與推動策略是否需相呼應？
(八)針對未使用或不常使用 BIM 技術
的機關 ，擁 有該技 術人 員幾乎為

感謝委員意見，研究團隊會將此意見 提供工程會做為後續研究之參考。

零，若未來勢必推動 BIM 導入公共
工程，建請工程會推動落實 BIM 教
育訓練於機關與廠商端。
(九)鑒於 BIM 應用軟體眾多，建議往後
推動時應整合。

感謝委員意見，BIM 軟體整合並不 容易，且牽涉市場自由發展。此議題
恐無法達成。

八、內政部營建署
(一)本署生活圈道路-台南都會區外環 感謝委員意見，研究團隊將再洽詢貴 p.49
二期工程為案例調查之一(P.49)， 署道路工程組提供最新資料。
因日前進行徵選設計技服廠商，故
資料較少，請另洽本署道路工程組
提供最新資料。
(二)報告附錄 11，手冊表 3-2，BIM 價 感謝委員意見，研究團隊將再取得正 附錄 11
格基本資料本署代辦之 4 件建築工 確資訊後進行修正。
程標案數據不完全正確，將另行提
供資料，比例約 0.6%，因此手冊
P.38 費 用 0.4~0.5% 建 議 修 正 為
0.4~0.6%。
九、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一)調查項目中建議增加受訪人員使用 感謝委員意見，有關使用 BIM 的工 BIM 的工作年資。
作年資將納入未來問卷調查之參考。
(二)報告書第 73 頁新加坡建築局的階 感謝委員意見，研究團隊將納入參 段性門檻主要由該國 Road map 中 考。
衍生出來，參考這樣的推動方式，
我國的 階段 性門檻 應配 合整體政

151

委員意見
策進行規範。

研究團隊回覆

頁次

(三)BIM 交付成果未來收存單位及應 感謝委員意見，研究團隊將納入參 用，應先做規劃。
考。
(四)公共工程導入 BIM 技術產生的空
間模型 未來 可能與 我國 國土資訊
系 統 (NGIS) 等 資 訊 系 統 整 合 應

感謝委員意見，研究團隊會將此意見 提供工程會做為後續研究之參考。

用，應先了解結合介面的建立原則
或嵌合機制，便利未來國土資訊運
作。
十、台灣電力公司
(一)若工程已經編列軟體的預算，是否 感謝委員意見，建議先釐清當初的軟 需編列 BIM 費用? 另如何驗收方 體費用之目的，再決定是否編列 BIM
能達到付款的條件。

費用。此外，BIM 費用建議不以購
買軟體為目的，而是達成應用 BIM
可達成的效果為考量。

(二)目前 BIM 的應用較不普及，宜規劃

感謝委員意見，研究團隊將納入參 推廣一段期間後，再評估分析是否 考。
要求一定規模之工程需應用 BIM

技術。
十一、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
(一)目前報告書之實際案例均為設計或 感謝委員意見，國內有關營運管理階 施工階段導入 BIM 標案，建議研究 段之案例確實比較少，將納入後續研
團隊可 再分 析其後 續應 用至營運
管理階段之案例。

究之參考。

十二、台北市政府
(一)建議訂定 BIM 技術導入公共工程
各個階段的統一參考契約範本。

感謝委員意見，由於受限於計畫期 程，有關各階段統一參考契約範本，
研究團隊會將此意見提供工程會做
為後續研究之參考。

(二)目前機關主辦工程人員對於 BIM 感謝委員意見，研究團隊會將此意見 技術普遍認知不足，建議統一並定 提供工程會做為後續研究之參考。
期舉辦教育訓練。
十三、新北市政府工務局
(一)本研究就委託目的而言，確已充分 感謝委員意見，研究團隊贊同此一想 p.121~
調查目前國內應用現況，並就現階 法。研究團隊會在研究結論與建議上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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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問題、使用經驗與比較分析等， 提出具體想法。
做成有系統與結構性地彙整，並完
成具參考價值之作業手冊。因工程
會權管所有類型工程案件，暫無推
動建模規範與契約範本之策略，惟
相關規範、標準或案例仍須結合產
學官等力量方能有效發展，建議能
在本研 究參 考國 外經驗 (如英國
TASK GROUP)等，研提是項整合
措施、組織或政策建議方向之基礎
論述。
十四、台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

(一)參考手冊能否將各階段交付標準納 感謝委員意見，因公共工程種類繁 p.44~4
入，例如 LOD。
多，研究團隊建議各階段交付標準應 6
視個案的狀況而訂，目前無法統一訂
定。
(二)目前整合標準應用美國建築師協會 感謝委員意見，因各國有不同的環境 p.80~8
之規範(LOD)，是否能直接套用或 及背景因素，研究團隊不建議直接套 2
再延伸。
用該規範，應視個案情況而訂。機關
若有實際需要，建議可以參考台大
BIM 中心或內政部建研所提出的建
模規範。
(三)建議歸納一套全生命週期之契約範 感謝委員意見，研究團隊會將此意見 本，供機關參考使用。
提供工程會做為後續研究之參考。
(四)BIM 審查，相關人員恐無專業能 感謝委員意見，研究團隊會建議工程 力，能否由工程會建立合格名單供 會應該在採購資訊系統中，提供具有
機關選用。

BIM 專業的委員名單，以供機關日
後可參考應用。

十五、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
(一)有關 BIM 推動期程(簡報 48 頁)， 感謝委員意見，研究團隊將納入參 p.73~7
短期與 中期 建議考 慮稍 微調整年 考。
6
期，以利各單位對此新技術知識與
經驗之累積。
十六、台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
(一)首先就研究團隊研究案內容且引述 感謝委員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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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
案例與分析相當完備，甚為肯定。

研究團隊回覆

(二)根據 2014 年之調查，使用 BIM 之 感謝委員意見，由於基建工程相關軟
比例在商用建築類達 63%，而非建 體尚未成熟，所以使用 BIM 之比例
築類在工程製造類工程使用 BIM 相對於建築工程低。
比例為 32%，而在基建方面之使用
類僅 20%，故必須探究，為何佔公
務預算最高之基建工程，使用 BIM
比例最 低， 需探究 其困 難加以解
決，以提昇營造業之使用比例，增
進其產業競爭力。
(三)目前政府資訊保護及運用法令尚不 感謝委員意見，研究團同意此觀念。
健全(相關法規修正)、應引導而非
強制、應容許多軌並行。應提供足
夠時間緩衝，讓行政部門及設計單
位轉換作業平台。
(四)BIM 的發展，顯然是工程建築上一 感謝委員意見，研究團隊做以下的回
個非常重要的里程碑，但其中尚有 覆。
許多的問題，需要大家一起共同努 1. 在前端會耗費較多時間，但在後
力，但有幾個問題詢問團隊：
期所縮短的時間效益是存在的。
1. 解決界面衝突的問題，更需要定期 2. 目前要 BIM 產出 100%正確的數
召開設計及施工階段的整合協調會
議，繪製時間是否會更加耗時？

量確實不容易且不實際，但 BIM
的用途仍多，且可以扮演協助的

2. BIM 實際上無法產出所有數量，未
角色。
能產生 100%的正確率時，使用 BIM 3. 2D 轉成 3D 的正確性及時間效率
是否有實益？
3. 若是目前多數人仍習慣以 2D 轉成

等問題，需要靠整體大環境及時
間來讓各單位適應，並非一蹴可

3D 時，其正確率及時間上是否能符
及。
合期待？
4. 目前若由 政府出 錢建 立的 BIM
4. 由於 BIM 的製作，尚需許多元件及

模型且政府取得所有權利，應該

資料庫的配合，而該元件及資料庫
是否有著作權的問題？

沒有著作權問題。其他狀況仍需
進一步討論。

5. 承包商依據業主所提供之設計及說 5. 目前 BIM 尚屬未成熟階段，有關
明施工者， 不須對 因該設 計與說
責任及風險相關問題仍待後續研
明，造成之缺陷結果負責，惟一旦
實施 BIM，包括所有技師及營造商

究討論。

的資訊，均在製作時經過統合，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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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造廠依據 BIM 的模型進行工程，

頁次

研究團隊回覆

發生問題的情形，風險及責任應如
何分配？BIM 的製作，是否可以視
為業主提供給廠商施工的依據，而
該廠商依據該原則可以不負責任？
十七、中華民國工程技術顧問商業同業公會
(一)研究團隊提 出的報告 內容相當完 感謝委員肯定。
整，所提出的建議相當具體，所指

-

出的推 動困 難，如 ：經 費編列方
式、欠缺標準、人才不足等，都是
業界的心聲，在此表示肯定。
(二)在參考手冊 42 頁，研究單位建議- 感謝委員意見，研究團隊將納入參 手
「除單純建模工作外，BIM 技術的
應用應與原本技術服務/工程/勞務

考。

冊

p.45

服務工作一併執行…」，顧問公會
相當認同，而且希望特別強調，因
為自從將 BIM 納入招標工作內容
後，我們發現除了以技服方式辦理
採購外，有個案出現以專業服務採
購，甚至有合併電腦設備後以資訊
服務方式辦理。顧問公會懇請各機
關對於包含 BIM 的勞務服務案，如
涉及工 程規 則/設 計/專 管/營運維
護，應採勞務採購之技術服務方式
發包，以保障成果品質。
十八、中華民國土木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一)報告內容合乎預期成果。

感謝委員肯定。

-

(二)建議能對目前 BIM 人力作瞭解，作 感謝委員意見，研究團隊會將此意見 為爾後推動導入 BIM 採購(量體)規 提供工程會做為後續研究之參考。
模之依據。
(三)建議以統包採購案且超過一定規模 感謝委員意見，研究團隊將納入參 p.73~7
以上優先實施。
考。
6
十九、中華民國全國建築師公會
(一)簡報 P.37「導入 BIM 重要工作-費 感謝委員意見，今年度計畫並非針對 手 冊
用編列原則」及「機關辦理公共工 預算深入分析，但研究團隊已提出初 p.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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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導入 BIM 技術作業手冊」P.38
關於 BIM 費用原則，顯示 BIM 費
用涉及之因子相當複雜。建議細化

頁次
研究團隊回覆
步建議。研究團隊會將此意見提供工 1
程會做為後續研究之參考。

「BIM 費用編列」之估算邏輯和方
法，以免各機關編列時太多分歧。
(二)美國 AGC 有 BIM 手冊中建議之

感謝委員意見，研究團隊將深入了解 BIM 費用指 2D 轉 3D 之費用，其 後，再討論如何參考納入。
建議 1%~5%之工程費。而非全部
BIM 費用，建議參酌。

( 三) 各工 程 如何 界定 恰 當的 BIM 應 感謝委員意見，此問題牽涉層面廣， 用，涉及 BIM 技術的發展仍在進行 恐無法短時間內提出具體可行之方
中，有許多甚至涉及 10 年 20 年 30 案。研究團隊會將此意見提供工程會
年之後，才會成熟制度化過程，建 做為後續研究之參考。
議研究 單位 提供各 類工 程如何界
定 BIM SCOPE 之方法與程序供主
辦單位參考。以免各機構誤用工程
會與建研所之研究成果。
(四)BIM 之推動涉及建築師、結構技 感謝委員意見，研究團隊確實建議逐 師、電機技師、消防設備師、冷凍 步導入，而工程會的觀念與作法也是
空調技師、土木技師、大地技師、 如此。
景觀技師…等同時皆導入 BIM 設
計、施工過程之協調整合效益才能
具現，目前僅片面導入 BIM，其成
效將侷限在有限範圍。且學界、業
界之 BIM 訓練亦尚未足以支撐普
遍對 BIM 效益的預期，建議逐步導
入。
二十、本會技術處
(一)本會推動相關政策，均會評估相關 感謝技術處意見，研究團隊將再評估 配套是否已經完成，或相關措施是 各推動政策及配套措施，以供貴會未
否完備，若評估均可行才會有強制 來之參考。
性的規定。爰請研究團隊於期末報
告前盤點相關配套是否完備，或需
再進行哪些工作，俾利本會做政策
上之決定。
(二)參考手冊 P.28 圖 3-1 及 P.29 圖 感謝技術處意見，該項次原本的用意 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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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團隊回覆
3-2，評估項次 4 有關「是否搭配的 乃係確認是否 為 BIM 新應用 的領 p.30~3
專案在該專案的生命週期中，過往 域，若是，會牽涉無可參考資料或經 1
已有實際的 BIM 應用案例？」，此 驗，執行上會較為困難。研究團隊已
項若勾選「否」，則其預評估即不 補充文字說明：若為先導性或測試性
通過，其原意何在？文字說明建議 案例可以忽略此題。
再精準。
(三)參考手冊 P.31，有關導入之不同階 感謝技術處意見，有關各階段之內容 手 冊
段 BIM 應用，係區分為設計、施工 及流程，研究團隊將再檢視其內容， p.33
及營運維護等 3 階段，建議從設計 與各表件內容一致。另有關區分建築
階段再增列出規劃階段，俾與手冊 與非建築之建議，會牽涉非建築通常
相關內容或表件一致。另應用範圍 仍屬於前期導入或測試，可能會有適
建議區分為建築工程與非建築(土 用性問題。研究團隊會再討論。
木)工程，例如新北市政府於 11 月
7 日標竿研習會議之案例，有關土
木工程之大尺度 3D 地景、地形的
展現。
(四)參考手冊 P.69，問答集內容仍有所 感謝技術處意見，研究團隊將問答集 手 冊
欠缺，建請儘速補充。
内容補充至手冊中。
p.71~7
8
(五)有關機關執行過程中常見之問題與 感謝技術處意見，研究團隊將 BIM 手

冊

對應的解決方式，亦應納入參考手 技術執行過程中常見之問題與對應 p.71~7
冊。
的解決方式納入手冊中參考。
8
(六)BIM 費用的編列方式，必須依照實 感謝技術處意見，研究團隊除修正文 手 冊
際工作內容的多寡而定，並務實訪 字外，將再針對費用編列之問題於下 p.35~4
價而得，爰參考手冊內容，請特別 次專家會議中討論，以利提出更可供 1
留意文字書寫方式，不宜以特定百 機關參考之建議。
分比編列，以避免造成未來各機關
編列時盲目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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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期末報告審查意見回覆對照表
委員意見
一、謝委員尚賢

研究團隊回覆

頁次

(一)建議作業參考手冊中增加「如何使 感謝委員意見，研究團隊已增加「本 手 冊
用此手冊」之說明。
手冊使用指引」之說明於手冊第一章 p.1
之前。
(二)導入 BIM 應用時傳統專案各階段
之執行 時程 應會有 所影 響，意即

感謝委員意見，研究團隊已於手冊中 手 冊
增加以下文字，以使 BIM 技術於工程 p.46
BIM 應用應有新的工作執行時程 專案中能夠確實應用。
(例如前期工作應給予較多時間)， 「機關要求廠商應用 BIM 技術時，應
建議在 作業 參考手 冊中 有更明確
的著墨與建議。

考量原工作因 BIM 技術的使用可能額
外所需的時間，避免按照既有的執行
時限要求廠商，使廠商並非利用 BIM
技術產出所需成果，導致 BIM 技術只
是事後建模工具。」

(三)歷次專家會議及審查會中的委員意 感謝委員意見，歷次專家會及審查會 附 錄
見，凡研究團隊回覆「會納入本研 之相關意見，研究團隊新增附錄十七 十六
究參考」者應整理確定，特別是回 彙整列表提供工程會之後續研究參考
覆「將提供工程會做為後續研究之 建議。
參考」者，應彙整列表給工程會。
(四)建議作業參考手冊中的「BIM 基礎 感謝委員意見，研究團隊已於手冊中 手 冊
觀念」章節中釐清 LOD(Level of 「3.4 應用 BIM 技術招標與契約重要 p.48
Development)之正確使用方式。
條文」新增一項次：LOD 之意義與要
求，以說明 LOD 的正確使用方式。
(五)建議預評估作業表單中若勾選「否」 感謝委員意見。研究團隊已刪除「不 手 冊
者，應敘述理由，另若「未通過評 導入 BIM 之應用，或」之文字，並增 p.30估」，建議將「建議不導入 BIM 之 加填寫原因/理由。
31
應用，或」之文字刪除。
(六)建議可對作業參考手冊的未來各版 感謝委員意見，礙於計畫即將結案， 次提出可預見的章節構想。
目前無法預判各機關使用後之情形與
回饋。研究團隊將建議工程會於日後
待各機關有使用之經驗與回饋後，再
行討論需要增刪與擴充之章節，如此
方能更務實。
二、何委員明錦
(一)研究團隊所作案例調查分析甚為用 感謝委員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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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亦 可提 供後續 公共 工程導入

研究團隊回覆

頁次

BIM 推廣運用之參考，應予肯定。
(二)建議對期中簡報意見之回應，其修 感謝委員意見，研究團隊已增列相對 改列入 期末 報告者 明確 載入相對 回應頁碼以供查核。
回應頁碼以供查核。
(三)未來可針對較具推動意義之典型案 研究團隊認同委員之建議，將建議工 例做較 詳盡 之分析 ，評 析其使用 程會將此一議題納入後續研究。
BIM 之目的、技術落實程度、優缺
點、遭遇困難與改善策略，以供後
續推動之參考。
(四) BIM 之技術元件資料庫之建置，建
議協調內政部作更積極之推動。

感謝委員意見，研究團隊將建議工程 會將研究成果及有關建議提供各機關
參考，以利提升研究產出之價值。

( 五 ) BIM 落 實 於 整體 生 命週 期之 運 感謝委員意見，研究團隊認同委員之 用，尤其維運管理更需費神研議。 看法，會將此意見提供工程會於後續
研究參考。
三、教育部
(一) 期末報告建議費用之編列原則，係 感 謝 委 員 意 見 ， 研 究 團 隊 所 建 議 手 冊
設計與施工應各分別以 0.4~0.5% 0.4~0.5%並未包含施工完成後維護管 p.41
做為一個參考基準點。請問在建築 理部分的費用。建議各機關應先確定
工程方面，是否已包含施工完成後 應用目的、要求工作、完成時限後，
維護管理部分的費用?
請不同的廠商提供報價，以做為預算
編列之基礎，並建議邀請有執行經驗
單位之人員，參與審查廠商提報的資
訊。
四、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一)在持續辦理學習會議上，除了讓機 感謝委員意見，研究團隊認同此一看 關瞭解 BIM 以及發包採購應注意 法。BIM 技術係一輔助工具，如何協
事項之外，未來可加強如何在規劃 助解決原有作業(業務)之問題，才是應
作業階段時思考應用 BIM 所獲得 用之核心。
的資訊來輔助機關業務，完成本身
任務，才能落實。
(二)因此，在定期調查分析各機關執行 感謝委員建議，研究團隊認同此一看 BIM 的動態時，除了個案特性、契 法，將建議工程會於後續研究上亦應
約文件 之外 ，也可 對於 機關應用 關注維管階段應用 BIM 技術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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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分析其應用情形，引導公部門能
瞭解應用 BIM，同時配合政策要
求，也實際對機關發揮效益。
(三)以美國 GSA 為例，其為總理美國聯 感謝委員意見，研究團將建議工程會 邦政府建築設施的機關，推動 BIM 將此一議題納入後續研究參考。
的目的 之一 為快速 準確 掌握建築
類型面積，以助於有效管理資產，
因此才在採購工 程時要求應用
BIM。也就是說，應用 BIM 是為了
符合機關的職責目的，才去規劃如
何進行採購。因此建議後續的推動
上，可以同時強調機關如何從本身
整體業務需求(非只是工程執行上
的成本、工程)來考量選擇 BIM 應
用項目 ，甚 至開發 特別 的應用項
目，才能將 BIM 與機關內部作業結
合，成為機關主動採用 BIM 的誘
因。
五、內政部營建署建築工程組
(一)本研究調查資料詳細，提供資料豐 感謝委員肯定。
富，研擬的技術參考手冊，對機關

-

導入 BIM 預評估分入門版、進階
版，可以適用不同機關的要求。經
費編列設計、施工分別 0.4~0.5%為
參考標準，並強調市場訪價，具務
實的做法。
(二)本署代辦建築工程目前設計階段即 感謝委員協助說明。
導入，除進行各系統介面整合與碰

-

撞檢測 外， 也應用 在物 理環境分
析。另外也將試辦導入管理維護之
應用。
(三)文字校對：參考手冊 P.9，內政部

感謝委員勘誤，研究團隊將進行修正。 手 冊

應用案例 16.福和 D_S 暨多功能目
標綜合 大樓 新建工 程為 台灣電力

p.1011

公司辦理，請刪除。案例 20 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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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為同一案件，擇一即可。
六、內政部營建署下水道工程處
(一)評估分析建議門檻金額或篩選條件 感 謝 委 員 意 見 ， 因 公 共 工 程 種 類 繁 僅以工 程金 額規模 或符 合特殊採 多，目前尚無法訂定以不同工程類型
購作為門檻，但因工程種類繁多， 分類評估不同門檻，研究
建議能 以不 同工程 類型 分類評估
訂定不同門檻。
(二)前述技術服務金額門檻是否包含監 感謝委員意見，前述技術服務金額門 造費用?若有，則監造所需辦理的 檻有包含監造費用，然現階段於手冊
BIM 技術為何?

中尚未特別針對監造工作執行時可以
應用 BIM 技術討論其內容，研究團隊
會將此意見提供工程會做為後續研究
之參考。

七、交通部民用航空局
(一)目前本局已進行初階之教育訓練， 感謝委員協助說明。

-

對 BIM 之效益有初步瞭解，但實務
上之軟體操作仍有困難與隔閡，需
要時間 讓軟 體應用 更加 成熟及普
及。
(二)希望針對服務費用之百分比能做更 感謝委員意見。由於國內 BIM 尚屬應 細緻之規定。
用之初期，現階段要制訂詳細不同工
程類型或階段之 BIM 費用有其困難
度。研究團隊會將此意見提供工程會
做為後續研究之參考。
八、交通部鐵路改建工程局
(一)簡報 P.20 計畫成果所列 10 點結論 感謝委員意見，研究團隊會將此意見 之困難與障礙部分，期望工程會繼 提供工程會做為後續研究之參考。
續琢磨。
(二)本局根據推動 BIM 之作業原則，包 感謝委員意見，未來將建請貴單未提 含鳳山計畫、嘉義鐵路高架等工程 供該契約草案供研究團隊，以做為後
皆已導入 BIM，此外，BIM 人才培 續計畫進版手冊之參考。
訓亦已著手進行，並已委任台灣世
曦工程顧問公司 做各階段導入
BIM 技術之契約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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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簡報 P.78 對於導入之金額門檻，本 感 謝 委 員 意 見 ， 由 於 受 限 於 計 畫 期 局軌道 建設 屬工程 規模 較大的項 程，有關各階段之標準、規範及界定，
目，是 否不 僅規範 施工 階段之標 研究團隊現階段尚無法提出更細部之
準，亦考慮到規劃設計的部分?此 建議，後續會將此意見提供工程會做
外，施工階段會拆成數個標案，以 為後續研究之參考。
致會有單一標準未達 20 億元標準
之情形發生(整體上百億)，是否可
請研究 團隊 做更細 部的 規範和界
定。
(四)各單位可能 會有各自 的規範和要

感謝委員意見，目前工程會所制定的 求，因此在執行過程中，若與工程 手冊僅為參考性質，若各機關單位有
會之規定有衝突時，是否可以本局 制定相關之規定，仍建議參照各單位
之考量為準?或應參照工程會之規 依單位特性完成的規定為主。
定?

九、交通部公路總局(西濱北工處)
(一)由於政府機關推動 BIM 較易受政

感謝委員意見，研究團隊於之前的研 策影響，屬於較被動，建議工程會 究已調查過一般性的工程(非針對公共
後續可以調查民間工程推動 BIM 工程或民間工程)，成果報告 5.2 小節
之情況，以便瞭解推動 BIM 之誘因
及效益 （可 以調查 民間 工程推動

中有部分資訊可供參考。研究團隊亦
會將此意見提供工程會做為後續研究

BIM 的工程規模、類型、辦理情 之參考。
形、設有專責單位或分包）。
(二)本工程處支持工程會擬定策略分短 感謝委員意見，由於國內 BIM 尚屬應 中長期推動 BIM，目前推動門檻僅 用之初期，現階段工程會的推動原則
以經費 規模 或特殊 採購 工程為標 仍為因案制宜、循序漸進。報告中建
準，惟工程類型不同、適宜推動之 議的門檻為研究團隊之建議，研究團
經費規模亦有不同，且本期末報告 隊會將此意見提供工程會做為後續推
亦 針 對 各 種 工 程 有 所 調 查 及 分 動與研究之參考。
析，建議仍請考量工程類型及複雜
性，並建議以一定規模統包工程優
先推動。
(三)簡報 P.15 右側 104 年 8 月調查項目 感謝委員意見，104 年工程會所調查的 包含「專案管理」，但是 105 年 8 項次僅有四個執行階段，本次調查細
月調查項目卻未有「專案管理」， 分全生命週期共六個階段(但未明確包
請說明為何有此差異？
含或排除專案管理)，在用詞的呈現上
會有些許的差異，但在調查的目的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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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相同。
(四)請問後續只要達推動門檻即要使用 感謝委員意見，由於 BIM 技術在國內 BIM？ 或 者 是 需 要 評 估 ？ 建請 釐 工程領域尚未普及於機關與廠商端，
清。

因此現階段推動 BIM 技術的應用仍有
一定程度的障礙與風險，研究團隊建
議各機關在導入 BIM 時，仍須評估使
否有使用之必要性與應用之目的，以
發揮 BIM 應有的效益及價值。

(五)建議後續除了訂定門檻外，也可以 感謝委員意見。現階段工程會已於統 鼓勵各 機關 視需求 於招 標階段將 包招標作業參考手冊中建議：機關得
BIM 應用列為評分項目。

視個案需求，將投標廠商運用 BIM 技
術之情形納入評分項目。研究團隊亦
會將此意見提供工程會做為後續研究
與工作推動之參考。

十、經濟部水利署
(一)本署之前審查意見已有完善回應， 感謝委員肯定。

-

且對此計畫成果表示肯定。
(二)有關 BIM 技術作業參考手冊，建議

感謝委員意見，待研究團隊完成成果 大會能函送本署參照，並轉知所屬 報告後，工程會將以合適方式提供給
就所辦 工程 之全生 命週 期適時導 各機關單位參考。

入。
(三)BIM 驗收機制建議應邀外部專家 感謝委員意見，研究團隊會將此建議 協助審查。因此希冀大會能規劃專 提供給工程會參考，以利工程會日後
家名單供參考。
可以彙整 BIM 有關之專家名單，供各
機關於驗收審查時參考。
(四)為能使機關廣泛使用 BIM，推動初 感謝委員意見，有關獎勵及配套措施 期建議有相關獎勵機制做誘因。
宜配合未來發展狀況而訂，研究團隊
會將此意見提供工程會做為後續研究
與工作推動之參考。。
十一、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
(一)本公司 BIM 技術針對建築建模的

感謝委員協助案例說明。

部 分 應 用 較 少 ， 施 工 階 段 的 3D
model review 應用則較多，未來將
增加 BIM 技術導入在設計階段應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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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未來已爭取更多預算進行 BIM
技術的導入。
十三、台北市政府
(一)期中報告建議納入 BIM 之工程規
模及期程與期未 報告有極大差

感謝委員意見。研究團隊透過期末成 果專家座談會之討論，多數專家學者

異，請問其考量原因為何？(期中報 建議可以再放寬時程及門檻級距，並
告﹕短期(106 年)﹕「針對工程規模 定期調查國內 BIM 使用現況，了解國
達巨額 且符 合特殊 採購 之工程專 內工程專案應用 BIM 的深入程度，當
案優先推動」…；期未報告﹕短期 國內產業調查成熟度達一定程度以上
(106~107 年)﹕「工程規模逹 20 億 時再進一下階段為宜。因此研究團隊
元以上或工程規模達 10 億元以上 於期末報告提出時修正原本的門檻建
且符合特殊採購 之工程優先推
動」…)。
(二)建請研訂 BIM 契約範本以供各機
關參考使用。

議。
感謝委員意見，由於工程種類、特性 及複雜度皆不相同，依現況而言無法
制定一通用 BIM 契約範本，研究團隊
僅能提供契約重要條文之建議。研究
團隊會將此建議提供給工程會納入日
後研究考量。

(三)建請研訂 BIM 廠商或人員基本資
格以供各機關參考使用。

感謝委員意見，研究團隊會將此意見 提供工程會做為後續研究之參考。

十四、台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一)本局 BIM 的應用仍屬示範階段，於

感謝委員提出實務上之意見，研究團 萬大線之工程標案，四個站選一個 隊將持續收集相關實務應用之問題，
站體作 BIM 示範案例，目前遭遇圖 亦會建議工程會日後應收集案例之經
說與 BIM 模型有衝撞的問題。
驗，經彙整後做為參考作業手冊進版
時參考。

(二)契約執行、交付成果、驗收項次必 感謝委員意見，有關契約執行、交付 手 冊
須要有明確標準，對執行機關較有 成果、驗收項次等內容，於手冊中有 P42-4
依據遵循。
初步建議，未來有待後續計畫在持續 8
更新進版手冊之內容。
十五、新北市政府工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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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來載明 BIM 的工作需求，執行
團隊雖 然會 遇到廠 商能 力不一的
情形，但在清楚載明工作項目的狀
況下，促成專業協力廠商與營造團
隊能充分合作，以避免分包後產生
履約爭議。
(二)不同專案在執行時，會有先辨識出 感謝委員意見，研究團隊認同此一看 獨特的重點項目之必要。BIM 未來 法，但礙於時間無法於本年度持續進
推動的方向可與產業政策結合，在 行，會將此意見提供給工程會，以利
傳統發包的圖說如鋼構、帷幕牆、 納入後續研究參考。
土方、五大管線等可轉換為視覺化
成果或使用 3D 的方式來模擬之部
分，或是營運管理的應用都必須與
實務產業有充分的連動，並希望站
在協助營造廠的角度，提升工作效
能，加 強營 造團隊 與不 同單位溝
通。
(三)希望在實務管理中，結合各項產業 感謝委員意見，研究團隊會將此意見 的分配，去律定契約中的階段成果 提供工程會做為後續研究之參考。
及交付文件，將重點項目有效發揮
出來，使未來工程管理會有更良性
的互動。
十六、新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一) 本局目前正極力推行 BIM，需要
工程會 及其 他有經 驗的 單位協助
與指導。

感謝委員意見，研究團隊會將此意見 提供工程會，以利做為日後工程推動
BIM 技術時參考。

十七、台中市政府
(一)目前本市都市發展局採 BIM 技術

感謝委員意見，研究團隊會將此意見 導入之工程標案甚少，將來也願意 提供工程會做為後續 BIM 工作推動時
配合相關政策辦理。另為促進對於 參考。
BIM 之瞭解，也將辦理相關的教育
訓練。

十八、高雄市政府
(一)產製 BIM 圖說是否需要技師或建
築師的簽證?

感謝委員意見，BIM 技術只是一個工 具，相關圖說之簽證仍需依相關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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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辦理。
( 二) 目前 BIM 運 用 於 建 築管 理之 審 感謝委員意見，提供之看法已有一些 查、變更設計、施工勘驗、智慧化 前導研究，研究團隊認為若要實用或
工地監督是否有實例?可否研究與 推廣，仍需要深入分析，但礙於時間，
APP 結合使用?
將建議工程會將此一議題納入後續研
究。
(三) 20 億元以上工程大多屬於中央部 感謝委員意見，研究團隊會將此意見 會主辦，地方政府甚少有超過此門 提供工程會做為後續推動 BIM 門檻制
檻的工程計畫，爰提供給研究團隊 訂時之參考。
納入門檻建議之參考。
十九、台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
(一)建議工程會推動 BIM 政策，應採因

感謝委員協助說明，目前工程會正是 案制宜、循序漸進的方式進行，未 採 因 案 制 宜 、 循 序 漸 進 的 方 式 進 行
來則視 各機 關的配 合狀 況再逐步 BIM 之相關政策研訂與推動。
調整。

( 二 ) 建 議 於 訂 定 契 約 時 應 清 楚 載 明 感謝委員意見，研究團隊於參考手冊 手 冊
BIM 技術的智慧財產權如何處理。 中，建議機關對於 BIM 智慧財產權的 p.47~
歸 屬 ， 應 在 契 約 文 件 中 清 楚 載 明 內 48
容，並同時考量取得不同權利時，應
有不同的對價。例如若該 BIM 模型之
元件為本採購案或由機關提供之資訊
而特別建立者，建議可以約定「取得
部分權利」或「取得全部權利」；但
若並非僅因本案而建立或非由機關提
供之資訊而建立之 BIM 模型元件，建
議機關僅須取得限定使用於相關工程
相關之設計、施工、維護與改建範圍
之授權與次授權的權利，且約定廠商
本身亦得繼續擁有及使用該授權與次
授權，亦即此情況設定為「機關取得
授權」即可。
(三)我國營造廠以中小型佔大多數，幾 感謝委員意見，有關結合相關單位多 乎均無 BIM 技術的部門或人才，爰 舉辦 BIM 技術的教育訓練之建議，研
未來公 會將 結合相 關單 位多舉辦
BIM 技術的教育訓練。

究團隊會將此意見提供工程會做為後
續工作推動之參考。

二十、中華民國工程技術顧問商業同業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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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
研究團隊回覆
(一)感謝工程會邀請本會參加本案的期 感謝委員肯定。

頁次
-

中及期末報告審查，針對執行單位
所提出的規劃建議，如推動期程、
費用百分比，均無其他意見。
(二)就技術層面，執行單位提出過程規 感謝委員提供意見與協助說明。

-

範及成果規範，觀念上相當先進。
提醒各機關在訂定規範時，應注意
避免指定單一軟體或特定功能，以
免反而受軟體廠商的限制。
(三)本案已點到 Roadmap 短中長期的

感謝委員意見，研究團隊會將此意見 建議，希望機關端有更清楚明確的 提供各機關及工程會做為後續研究與
宣誓， 以便 廠商端 瞭解 政府的決 BIM 技術推動之參考。
心，適時作必要的調整因應。

二十一、中華民國全國建築師公會
(一)本研究關於公共工程運用 BIM 技
術案例 之調 查資料 豐富 ，北中南
BIM「標竿研習會」成果豐碩。為
更積極善用國內現有 BIM 經驗，加

感謝委員肯定，待研究團隊完成成果 報告後，將透過工程會將本次報告對
外公開。

速 BIM 之發展，建議本次調查資料
對外公開。
(二)BIM 的費用編列，對各主辦機關而 感謝委員意見，研究團隊會將此意見 言，在實務上仍有待深化，建議宜 提供工程會做為後續研究之參考。
配合不同類型之工程，不同之 BIM
目的，與應用項目深化程度等編列
原則，持續深化研究。
(三)BIM 的成本效益因專案之不同屬 感謝委員意見，研究團隊會將此意見 性、規模、應用之生命週期階段， 提供工程會做為後續研究之參考。
及 BIM 使用項目而異。建議持續深
化 BIM 成本效益之研究。
(四)建議精通「普遍常用的 BIM 應用項 感謝委員意見，研究團隊認同此一觀 目」，供各公共工程機關參考。避 念。手冊中之資訊與建議係經分析各
免各機 關在 工程專 案中 引入太多
目標模糊、效益低的 BIM 應用項目

機關實際應用 BIM 技術之經驗與 15
個分析案例之成果，研究團隊建議前

於專案合約之中。

述 BIM 技術可以為業主帶來的效益，
但並不適用於全部的 BIM 應用情況，
且達成不同效益必須付出不同程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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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

研究團隊回覆
人力與成本，各機關應審慎評估，應

頁次

選擇合適的應用領域於專案合約中。
二十二、本會企劃處
(一)與會單位建議訂定 BIM 技術導入

感謝企劃處提供之說明。

-

(二)另建議研訂相關獎勵一節，查機關 感謝企劃處提供之說明。

-

公共工程之統一契約範本一節，將
來似可研議先於「公共工程技術服
務契約範本」或「統包工程採購契
約範本」納入重點項目內容，惟依
政府採購法第 63 條：「各類採購
契約以 採用 主管機 關訂 定之範本
為原則，其要項及內容由主管機關
參考國際及國內慣例定之。」，目
前國內對於 BIM 技術之導入尚於
形成共識階段，未來視推動進展再
逐步納入。
委託技 術服 務廠商 評選 及計費辦
法已就 未獲 選者訂 有相 關獎勵方
式，各工程主辦機關亦可參酌納入
契約。
二十三、本會技術處
(一)本案作業參考手冊或期末報告書提 感謝技術處意見，報告中「標案管理 報 告
出國內近期應用 BIM 專案清單係 系統」係屬誤植，研究團隊將全面檢 p.9,
來自本會「標案管理系統」之決標 視修正為「政府電子採購網」。
127,
公告一節，查係屬誤植，請更正為
138,
「政府電子採購網」之決標公告，
168,
全部資 料均 請研究 團隊 全面檢視

170,

後修正。

175
； 手
冊 p.
32,
36,
103

(二)本會未來將研議從各機關提送先期 感謝技術處提供之說明。
審議作業中，盤點各部會適合導入
BIM 技術之工程計畫，俾請各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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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意見
於後續 提送 公共工 程基 本設計至

研究團隊回覆

頁次

本會時，可運用 BIM 技術送審及審
議，並進而延伸 BIM 應用至施工管
理或品質查核階段，以及完成後之
營運維護階段，促進 BIM 技術產生
最大之效益。
(三)BIM 技術應用之核心項目，建請新 感謝技術處意見，研究團隊將於收到 北市政 府工 務局及 中華 民國全國 新北市政府工務局及中華民國全國建
建築師公會等較具 BIM 執行經驗 築師公會等單位之意見後，做為手冊
的單位，於會後提供給委辦單位參 修正時參考。
考納入作業參考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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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歷次月工作報告會議紀
錄

附錄四、歷次月工作報告會議紀錄
「機關辦理公共工程導入建築資訊建模 BIM 技術」
委託專業服務案
7 月工作報告會議紀錄
時

間 ： 105 年 7 月 13 日(星期三) 9:30

地
點 ：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技術處會議室
主
持
人 ： 國立中央大學 楊智斌 教授
出 席 人 員 ： 工程會 莊欽登 科長、蔡志昌 簡任技正、陳祖安 副研究
員；國立中央大學 周宏宇 專任助理
列 席 人 員： 無
計畫進度報告： 詳如 7 月工作報告及簡報

會議討論事項：
一、問卷調查
(一) 研究團隊已將「國內機關運用 BIM 技術現況」及「國內廠商運用 BIM 技術
現況」問卷擬定完成，並以 GOOGLE 表單建立線上問卷，現階段建請工程
會檢視問卷內容，研究團隊將於期初工作計畫書審查會後，即開始執行問卷
發放。
(二) 另有關規劃設計、施工、PCM 等類別工程各前 50 名之廠商，請工程會協助
提供名單及聯絡資訊。

二、訪談公共工程運用 BIM 推動平台之 10 項試辦案例
(一) 目前已由工程會內部取得 10 項 BIM 試辦案資訊，有關「生活圈道路交通系
統建設計畫」及「桃園縣楊梅地區污水下水道系統第一期污水處理廠新建工
程」，請工程會確認此兩項案例執行狀況。
(二) 有關 10 項案例之訪談，目前已完成訪談問卷內容之擬訂並以 GOOGLE 表單
建立線上問卷，研究團隊將開始著手聯繫各單位，並進行案例訪談工作，藉
時將邀請工程會同仁參加。

三、強化工程會網站中 BIM 專區資訊
(一) 研究團隊將嘗試以團隊內部既有網路資源，建立一網頁平台，初步預計收集
與放置的資訊包括：(1)本計畫研究內容與成果、(2)國內政府單位 BIM 政策
與作為、(3)國內應用 BIM 專案資訊、(4)國內各式與執行 BIM 有關之單位(學
協會、廠商、學校等)資訊、(5)國內各式 BIM 有關資源網站、(6)國外 BIM 重
要資源網站等。預計將於期初工作計畫書審查會後每兩週更新一次資料內容。

四、規劃及辦理標竿研習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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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研究團隊將針對公共工程導入運用 BIM 主題，規劃及辦理標竿研習會議 3 場
次，由於招標期程延後，研究團隊為配合整體工作規劃，原招標文件內容載
明於 105 年 8 月工作月報前提送規劃內容，修正為 105 年 9 月，將經工程會
確認後據以實施。

五、其它
(一) 工程會所提供資訊中，104 年 4 月 24 日至 105 年 4 月 30 日採行 BIM 技術之
標案決標明細表，其中 104 年 4 月 24 日之日期為系統上線的時間，無其它用
意。
(二) 請工程會提供有關政府電子採購網之決標資訊中，其它採購數量相關資訊，
以便研究團隊分析應用 BIM 技術之決標案佔整體標案之比例。詳細所需資訊
研究團隊將另行提供。
(三) 本計畫經費分配表第四項「利潤、風險、稅雜費」中，研究團隊將於備註欄
加註說明依計畫需求調配使用方式，以便後續計畫執行團隊單位內核銷使用。

會議結論：
一、 本計畫 10 項案例之訪談，研究團隊可開始進行訪談工作，工程會同仁將配合協調
及視業務狀況參加。
二、 經本次工作會議討論，工程會將呈核標竿研習會議規劃內容於 105 年 9 月工作會
議前提送之相關事宜。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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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辦理公共工程導入建築資訊建模 BIM 技術」
委託專業服務案
8 月工作報告會議紀錄
時

間 ： 105 年 8 月 18 日(星期四) 9:30

地
點 ：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技術處會議室
主
持
人 ： 國立中央大學 楊智斌 教授
出 席 人 員 ： 工程會 林傑 副處長、莊欽登 科長、蔡志昌 簡任技正、陳
祖安 副研究員；國立中央大學 王翰翔 教授、周宏宇 專任
助理、蘇柏仰 兼任助理、劉心慧 兼任助理。
列 席 人 員： 無
計畫進度報告： 詳如 8 月工作報告簡報

會議討論事項：
一、問卷調查
(一) 在篩選機關問卷發放對象中，研究團隊透過決標系統資料，在 100 萬以下之
案件，本研究以主觀判斷其導入 BIM 之可行性低，故予以刪除；500 萬~1,000
萬(工程類)及 100 萬~500 萬(勞務類)之案件，將取 10%抽樣電話調查，若案
件數量超過一半未導入 BIM，則予以刪除。其餘的案例將發送問卷。
(二) 研究團隊透過電子公文方式發放機關端問卷(並副本給工程會)，已發出決標
金額 5,000 萬以上案件之機關(共計 25 個單位)，及決標金額 1,000 ~5,000 萬
以上案件之機關(共計 59 個單位)，目前已陸續回收及統計。
(三) 研究團隊以工程會所提供正執行規劃設計、施工、PCM 等類別工程各前 50
名之廠商，透過各項管道蒐集實際執行 BIM 部門或個人 E-mail，已將問卷透
過系統全數發出，目前已陸續回收及統計。
(四) 本次問卷調查主要目的在於：(1)瞭解國內 BIM 推動現況及成長的趨勢；(2)
透過問卷瞭解目前執行面的現況、優勢及遭遇的問題。希望能強化優勢，並
解決現有的問題，問卷結果希望能與工程會過去所做過的問卷比對，瞭解不
同時間點的差異性。

二、訪談公共工程運用 BIM 推動平台之 10 項試辦案例
(一) 針對 BIM 推動平台之 10 項案例中，研究團隊現階段訪談已完成 7 項試辦案
例，尚有 1 項案例待確認，兩項已安排訪談，並將同步彙整訪談資料。
(二) 研究團隊將對於不同的專案執行類型各增加一案例，原規劃案例包括設計階
段的「捷運三鶯線」、施工階段的「和平國小暨籃球運動館新建工程」、統包
類型的「新北市永和、汐止、樹林國民運動中心興建統包工程」(將以「新北
市新五泰國民運動中心興建統包工程」取代)、營運維護階段的「國立海洋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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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博物館南區學員宿舍新建工程」，目前正接洽訪談中。
(三) 研究團隊另透過新北市政府瞭解目前執行較佳的案例，包括「新北市立美術
館新建工程案」、「新北市立聯合醫院三重院區急重症大樓新建統包工程」及
「新北市新五泰國民運動中心興建統包工程」
，亦納入本次訪談案例中，將於
8/23 於新北市政府進行訪談。
(四) 有關訪談的案例中，研究團隊可嘗試去瞭解目前高雄市政府是否已開始導入
BIM 相關工作，若有，亦可納入訪談的案例中。此外，透過訪談結果的彙整，
亦可開始思考如何選定案例，以做為標竿學習會議分享的案例。

三、製作作業手冊及案例教材
(一) 研究團隊將以國內既有的實務經驗與相關成果為基礎，並透過訪談平台案例
取得的實際發包資料，彙整提出國內可以立即應用的「機關辦理公共工程導
入建築資訊建模 BIM 技術作業參考手冊」。
(二) 研究團隊初步彙整機關辦理 BIM 導入專案之流程圖，希望機關在應用 BIM
時，能夠過手冊中每個流程步驟，瞭解每一階段能參考的資訊，如導入 BIM
決定原則或門檻、選定應用的項目與目標、預算編列方式等。
(三) 本手冊希望以一般通用性、實用性為撰寫方向，在每個流程步驟上，以基本、
簡易的作法為主，以便於日後機關人員容易應用。

四、其它
(一) 請工程會自政府電子採購網中，提供原採用 BIM 案例中決標金額在 1000 萬
以上(工程類與勞務類)的單價分析表，以利分析目前 BIM 的決標金額。
(二) 請工程會提供訪談的個案中，有關個案的投標需知、契約文件草案，及各機
關目前已訂定 BIM 相關契約規範、原則及指引等，以供研究團隊日後在撰寫
手冊之參考。
(三) 請工程會提供規劃設計、施工及 PCM 前 50 家廠商，當初決定排序的規模之
時間區間，以便研究團隊後續分析。
(四) 請工程會協助確認內政部提供至平台之案例，以提供研究團隊安排訪談。

會議結論：
一、 研究團隊將於 8/29 前完成所有問卷發放，並持續追蹤，陸續將回收之問卷進行統
計及分析。
二、 有關作業手冊部分，手冊架構原則上以機關執行的流程為主軸，以各流程項目繼
續往下發展，並藉由案例訪談的資訊，納入手冊內容中，以作為後續之參考案例。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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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辦理公共工程導入建築資訊建模 BIM 技術」
委託專業服務案
9 月工作報告會議紀錄
時
地

間 ： 105 年 9 月 29 日(星期四) 14:00
點 ：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技術處會議室

主
持
人 ： 國立中央大學 楊智斌 教授
出 席 人 員 ： 工程會 林傑 副處長、莊欽登 科長、蔡志昌 簡任技正、陳
祖安 副研究員；國立中央大學 周宏宇 專任助理、蘇柏仰
兼任助理、劉心慧 兼任助理。
列 席 人 員： 無
計畫進度報告： 詳如 9 月工作報告簡報

會議討論事項：
一、問卷調查
(一) 機關問卷部分，除逐季統計問卷數量之外，亦將問卷分為工程類及勞務類，
以更突顯各類別之案件數量。
(二) 透過工程會所提供之決標公告篩選出來之 124 家機關單位(186 件之案件)資
料，研究團隊將以 e-mail 方式提供給工程會參考。
(三) 機關問卷及廠商問卷之分析結果，將納入期中報告。
(四) 研究團隊目前已取得 105 年 7 月決標資料，研究團隊將待 8~9 月資料取得後，
一併再作問卷發送、統計及分析。

二、1,000 萬以上工程之標單分析
(五) 研究團隊所計算之應用 BIM 之標單項目佔工程總金額之百分比，宜再檢視計
算過程及結果之正確性。
(六) 原說明 2.自招、決標系統撈取個案資料…，宜修正為自公共工程價格資料
庫…。

三、標竿學習會議規劃內容
(一) 議程規劃內容中，原「長官致詞」後增加一時段「工程會近期政策說明」(約
20 分鐘)。
(二) 有關機關「推動 BIM 成功經驗分享」，研究團隊除邀請桃園市政府、新北市
政府外，目前正嘗試邀請交通部鐵路改建工程局南部工程處進行南區場次的
經驗分享。若無法成功邀請，將請新北市政府亦擔任南部場次的經驗分享單
位。
(三) 每個機關在進行經驗分享時，建議應利用 10 分鐘左右時間，以說明與本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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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擬訂之手冊之連結，以發揮手冊之效益。
(四) 標竿學習會議各單位之辦理方式：工程會(委辦單位)、中央大學(執行單位)、
其他機關(包含經驗分享的單位)或學校單位(合辦單位)。
(五) 標竿學習會議報名方式可透過工程會線上報名系統進行報名作業，請研究團
隊提供所需報名資訊之欄位，以便工程會資訊人員建立報名系統。
(六) 原規劃內容南區地點為「鳳山行政中心」，修正為「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四、機關辦理公共工程導入 BIM 技術作業手冊
(一) 在作業手冊目錄前，宜加個「序」
，以讓讀者更了解本手冊的之源由與目的。
(二) 手冊內容編號建議修正為一、(一)、1、(1) 依序排下來。
(三) 建議「1.1 何謂 BIM」的內容中，以圖文並茂的方式說明呈現。
(四) 建議「1.4 工程會有關推動 BIM 應用作為」可放在報告的附錄。
(五)
(六)
(七)
(八)

在各流程圖中，應結合既有的採購流程，並加入預評估作業至流程圖中。
建議在各流程圖項目中，輔以案例說明各項流程作業。
許多執行的細節，例如各機關針對軟體部分應如何來處理，建議有所回應。
P.12 「(二)各機關已應用之案例」建議加入經濟部的案例。

(九) P.17 入門版工作執行程序圖中，宜將「編列 BIM 預算」及「決定應用範圍與
目的」交換順序。
(十) P.25 「(四)建議作業執行流程與期程規劃原則」建議加註說明導入 BIM 後需
要詳加考慮的作業或程序等。
(十一) 建議可合併 3.3 中(一)一般技術服務經費編列原則」，與(三)建議經費編列
流程與原則。
(十二) 建議可參考工程會企劃處所研擬之「統包工程採購契約範本(修正草案)」
之內容，依內容合適性，納入本手冊內容參考。

五、 專家座談會議
(一) 專家座談會議將於 105 年 10 月 21 日(五)於工程會會議室舉行，屆時將請工
程會同仁登記會議室。
(二) 專家座談會議之專家名單，主要以機關單位為主，建議增加標竿學習會議之
機關講員。

會議結論：
一、 研究團隊將持續進行問卷統計及分析，並將分析結果納入期中報告或手冊。
二、 研究團隊係透過工作會議及專家座談會議，檢視本案作業參考手冊內容及妥適
性，以做為後續修正意見之參考。
三、 待九月份工作會議確認標竿學習會議各項內容後，研究團隊將持續辦理及聯繫後
續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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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辦理公共工程導入建築資訊建模 BIM 技術」
委託專業服務案
10 月工作報告會議紀錄
時

間 ： 105 年 10 月 25 日(星期二) 15:00

地
點 ：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技術處會議室
主
持
人 ： 國立中央大學 楊智斌 教授
出 席 人 員 ： 工程會 林傑 副處長、蔡志昌 簡任技正、莊欽登 科長、游
嘉文 技正；國立中央大學 周宏宇 專任助理。
列 席 人 員： 無
計畫進度報告： 詳如 10 月工作報告簡報

會議討論事項：
一、標竿研習會議
(一) 標竿研習會議已於 10 月 21 日發文至各機關及相關單位，請研究團隊需再補
發教育部、科技部、衛生福利部、文化部、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嘉
義縣政府、連江縣政府、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及工程之主辦/管機關等。
(二) 由於北區及中區場地座位數分別有 332 席及 245 席，為了讓更多執行機關同
仁及相關從業人員能踴躍報名參加，研究團隊建議將北區及中區報名人數開
放至 200 人，額外之費用將由研究團隊自行吸收。

二、本計畫期中報告內容
(一) 請研究團隊確認訪談資料內容之正確性，包括契約金額等。
(二) 3.3 節「評估分析建議門檻金額或篩選條件」部分，透過問卷調查分析，研究
團隊所提出之建議宜再修正，希望以工程會最初的想法「因案制宜」為思考
方向，提出的建議讓機關在執行上能較具彈性。

三、本計畫作業手冊內容
(一) P.7 內容「國內實務案例彙整的應用領域」建議刪除。
(二) P.31 各機關導入之不同階段 BIM 應用建議再將文字做修正。
(三) 4.2 節案例契約文件分析內容，研究團隊將會再進行調整，以做更適當的呈現
方式。

會議結論：
一、 研究團隊將針對會議討論事項進行期中報告及作業手冊內容修正，修正完成後再
送正式報告版本至工程會。
二、 請研究團隊依契約規定內容辦理標竿研習會議，包括製作海報、紅布條等。
三、 請研究團隊再補發標竿研習會議所缺的機關單位，以利機關同仁報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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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辦理公共工程導入建築資訊建模 BIM 技術」
委託專業服務案
11 月工作報告會議紀錄
時

間 ： 105 年 11 月 30 日(星期三) 10:00

地
點 ：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技術處會議室
主
持
人 ： 國立中央大學 楊智斌 教授
出 席 人 員 ： 蔡志昌 簡任技正、游嘉文 技正；國立中央大學 王翰翔 教
授、周宏宇 專任助理、蘇柏仰 兼任助理。
列 席 人 員： 無
計畫進度報告： 詳如 11 月工作報告簡報

會議討論事項：
一、機關導入 BIM 問卷調查
(一) 請研究團隊確認機關導入 BIM 問卷調查統計數量，將 104 年 4 月 24 日~105
年 9 月 30 日之統計結果，更新目前有使用 BIM 技術之案件數量及機關數量，
並重新繪製統計圖表予工程會參考。

二、標竿研習會議問卷調查
(一) 為了使標竿研習會議問卷分析結果更具代表性，研究團隊後續會將參與學生
所填答的問卷剔除，重新統計問卷資料，使問卷分析結果更能真實呈現實務
現況，以利後續策略之研擬。

三、期末報告成果專家座談會
(一) 研究團隊初步規劃討論議題包括：1.BIM 技術導入公共工程費用編列方式、
2.國內導入 BIM 技術建議門檻金額或篩選條件、3.與本計畫有關之明年度延
續性課題。
(二) 本次會議除原規劃之專家學者外，研究團隊擬邀請台中市政府、台南市政府
及高雄市政府負責 BIM 承辦同仁或有經驗的單位，希望有更多不同回饋。研
究團隊後續將發文至工程會，建請工程會協助轉發至各單位。

四、協助桃園市政府辦理標竿研習會議
(一) 桃園市政府導入 BIM 技術研討會將於 12 月 23 日(五)於桃園市政府舉行，此會
議擬將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列為指導單位，國立中央大學列為合辦單位。後
續陳請桃園市政府發文至工程會，公文內容會包括邀請工程會擔任指導單位，
並安排長官致詞。

五、未來研究課題
(一) 明年度研究課題希望針對本年度所擬定的手冊內容繼續優化或推廣，以使手冊
內容更符合需求，以發揮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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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團隊所提之「國內 BIM 案例效益分析」中，研究團隊希望針對平台案例
與額外 10 個已完成契約工作之案例進行效益分析，持續追蹤其後續狀況，瞭
解過去與當下之效益。建議研究團隊可將分析過程區分為工程類別(如：水利
類、交通類等)及執行階段(不同工程執行階段)，相互配合進行深入分析。
(三) 研究團隊所提之「國內 BIM 契約文件分析」中，係考量許多資訊會隨著案子
執行的過程一直在調整契約需求，之前的案例在契約上可能不夠完善，甚至造
成履約爭議，因此擬透過政府電子採購網去撈取相關契約內容再進行關鍵項次
的分析，以利未來能提出如何制定契約之建議，避免造成爭議。
(四) 研究團隊所提之「建立 BIM 技術應用討論平台」，該「平台」非屬實際的網路
平台，主要針對特定議題召開討論會議，希冀透過「開會討論」的機制或方式，
討論 BIM 應用當下所面臨的問題，並將相關問題及解決對策放在工作會既有
的 BIM 推動平台之網頁上，以供大家參考。建議研究團隊將「應用討論平台」
文字修正為「論壇」或其它文字方式呈現。
(五) 研究團隊所提之「國內 BIM 技術能量盤點」，主要是透過本計畫問卷所調查出
BIM 人力不足的問題，希望透過調查國內執行 BIM 廠商的能量/人力，及國內
BIM 技術人才培養的管道，提供未來各單位有關相需求時得以參考。

會議結論：
一、 請研究團隊依據契約規定完成期中報告前所需完成之工作項目，並納入期中報告
中。
二、 請研究團隊重新檢視後續研究課題及經費預算，再提送至工程會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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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辦理公共工程導入建築資訊建模 BIM 技術」
委託專業服務案
12 月工作報告會議紀錄
時

間 ： 105 年 12 月 27 日(星期二) 15:20

地
點 ：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技術處會議室
主
持
人 ： 國立中央大學 楊智斌 教授
出 席 人 員 ： 蔡志昌 簡任技正、游嘉文 技正、周宏宇 專任助理、蘇柏
仰 兼任助理。
列 席 人 員： 無
計畫進度報告： 詳如 12 月工作報告簡報

會議討論事項：
一、機關導入 BIM 問卷調查
(一) 研究團隊已確認機關導入 BIM 問卷調查統計數量，將 104 年 4 月 24 日~105
年 9 月 30 日之統計結果，更新目前有使用 BIM 技術之案件數量(141 的案例)
及機關數量(73 個機關)，並重新繪製統計圖表予工程會參考。

二、標竿研習會議問卷調查
(一) 為了使標竿研習會議問卷分析結果更具代表性，研究團隊已將參與標竿研習
會議中參與者為學生所填答的問卷剔除，重新統計問卷資料，剔除後，與原
先統計結果差異不大，希望藉此使問卷分析結果更能真實呈現實務現況，以
利後續策略之研擬。

三、期末報告成果專家座談會意見
(一) 透過專家座談會專家所提之意見，建議將 BIM 費用編列部分，於公共工程預
算編列手冊整體架構中，研究團隊將納入期末報告建議事項，並提供工程會
未來參考。
(二) 另有專家提出，建議將 BIM 費用編列部分，可納入主計總處造價編列標準(清
楚說明 BIM 相關費用是否包含於該價格中)，研究團隊亦納入期末報告建議
事項中。
(三) 有部分專家提及，未來推動門檻之年限宜再拉長，研究團隊建議短期為 2 年、
中期為 5 年、長期為 10 年，以隨著不同年期的發展成效，調整機關之推動策
略。

四、106 年度後續計畫
(一) 明年度預算尚在編列中，待有明確訊息再與研究團隊進一步討論工作項目。
(二) 建議明年度計畫可針對目前既有的平台案例或實際執行的 141 個案例，評估
個別案例之效益。例如，可以分析其原預算及原期程，以及實際完工時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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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改變，以做為效益評估參考之依據。

會議結論：
一、 請研究團隊針對本次工作會議討論之內容，修正至期末報告中，並於 12/29 提送修
正版本至工程會。
二、 期末報告審查時間預計訂於 1 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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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辦理公共工程導入建築資訊建模 BIM 技術」
委託專業服務案
1 月工作報告會議紀錄
時

間 ： 106 年 1 月 13 日(星期五) 10:00

地
點 ：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技術處會議室
主
持
人 ： 國立中央大學 楊智斌 教授
出 席 人 員 ： 工程會 林傑 副處長、蔡志昌 簡任技正、莊欽登 科長、游
嘉文 技正；國立中央大學 周宏宇 專任助理。
列 席 人 員： 無
計畫進度報告： 詳如 1 月工作報告簡報

會議討論事項：
一、工作項目進度說明
(一) 本計畫除了期末報告審查會外，已完成所有工作項目，待 1 月 16 日召開期末
審查會議後，研究團隊將依照委員意見進行回覆及修正期末報告與手冊，並
依會議紀錄規定之時程提送成果報告書。
(二) 工程會所提供之 BIM 決標案例資訊來源為「政府電子採購網」，非「標案管
理系統」，請研究團隊修正。

二、工程會後續推動 BIM 方向討論
(一) 加強機關橫向聯繫
未來可與目前已在推廣 BIM 技術之政府機關進行合作交流，透過彼此產出之
成果進行經驗分享及資源共享，例如：未來可配合建研所執行之計畫，進一
步合作及推廣 BIM 技術，以提升政府機關橫向溝通效能，並發揮公部門資源
之有效利用之目的。
(二) 輔導單位應用「機關辦理公共工程導入 BIM 技術作業參考手冊」導入 BIM
應用
針對計畫產出之參考手冊，未來可透過平台會議邀請各機關提出合適之案
例，藉由手冊之內容實際應用於案例中，並以各機關實際操作上的問題及回
饋意見等，提供給團隊做進版的手冊參考。
(三) 統計各機關 BIM 運用情形
由於工程會所制定之相關政策將影響各中央及機關單位，若能收集並統計各
機關單位執行 BIM 技術之現況(如交通部頒部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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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可提供至其他相關單位參考，以
利工程會能確實掌握國內各機關 BIM 使用現況及發展趨勢，俾利日後擬定更
符合現況之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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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思考經費審議應用 BIM 技術之可行性
工程會業管的工作之一為公共工程計畫與經費審議，目前可以思考日後若有
機關於資料送審時提送 BIM 資訊，工程會如何事前準備與因應。

會議結論：
一、 期末審查會議訂於 106 年 1 月 16 日下午 2 時 30 分，請研究團隊於會議結束後，
依審查會委員所提之意見修正成果報告及手冊，並依會議紀錄規定之時程提送成
果報告書提送至工程會，以利結案。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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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標竿研習會議執行報告

附錄五、標竿研習會議執行報告

行 政 院 公 共 工 程 委 員 會

「機關辦理公共工程導入建築資訊建模 BIM
技術」委託專業服務案
標竿研習會議執行報告

委託單位：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執行單位：國立中央大學
中華民國 105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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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標竿訓練摘要
區別

北區

中區

南區

時間

11/7 (一)

11/11 (五)

11/14 (一)

新北市政府(507 會議

朝陽科技大學(行政大樓 6

高雄應用科技大學(土木

室)

樓會議廳)

館七樓 702 會議室)

332 席

245 席

140 席

自台鐵板橋站、高鐵板

自高鐵台中站可搭乘台中

高鐵 左營 站→ 下 九如 交

橋站、捷運板橋站，步

客運 133 路、中台灣客運

流道 往高 雄市 區 方向 →

行 6 分鐘至府內。

151 路及全航客運 158 路

九如 路→ 大昌 路 →建 工

至朝陽科大下車。

路

地點
位數

交通資訊

時段

議程

9:00~9:20

報到

9:20~9:30

長官致詞

9:30~9:50

工程會近期政策說明

9:50~10:20

BIM 應用現況調查分析

10:20~10:30

中場休息

10:30~11:10

「機關辦理公共工程導入建築資訊建模 BIM 技術作業參考手冊」介紹
機關推動 BIM 成功經驗
機關推動 BIM 成功經 機關推動 BIM 成功經驗分
分享-交通部鐵路改建工
驗分享-新北市政府
享-桃園市政府
程局南部工程處

11:10~12:00

午餐

12:00~13:00

BIM 應用於統包案例之成功經驗分享
13:00~13:50

(案件名稱：新北市政府-新北市立聯合醫院三重院區急重症大樓新建統包工程)
BIM 應用於設計案例之成功經驗分享

13:50~14:40

(案件名稱：交通部公路總局-淡江大橋及其連絡道路新建工程第二標)
中場休息

14:40~15:00

BIM 應用於施工案例之成功經驗分享
15:00~15:50

(案件名稱：內政部營建署-楊梅地區污水下水道系統第一期污水處理廠新建工
程)
BIM 應用於設施維護案例之成功經驗分享

15:50~16:40

(案件名稱：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南區學員宿舍新建工程)
綜合討論

16:4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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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標竿研習會議執行報告
(一)目的
本計畫辦理「公共工程導入 BIM 技術標竿研習會議」，共 3 場次(北、中、南各
1 場次)，依期初工作計畫書規劃內容，已於 105 年 9 月工作月報前提送規劃內容，
經工程會確認後據以實施，並於 11 月 7 日、11 月 11 日、11 月 14 日分別於新北市政
府、朝陽科技大學、高雄應用科技大學辦理完成。

(二)規劃流程
研究團隊將依據工程會對於標竿研習會議之要求，規劃三場次的會議，地點選定在
新北市政府、朝陽科技大學、高雄應用科技大學，研究團隊邀請曾經執行 BIM 導入公
共工程之各機關單位進行成功案例之經驗分享，包括設計、施工、統包及設施維護之案
例，並搭配「機關辦理公共工程導入建築資訊建模 BIM 技術作業參考手冊」，以達會
議之目的及效益，工作流程詳圖 2.1 所示。
辦理標竿學習會議
(北、中、南各一場次)
前置作業包括：
課程名稱、課程內容、場地安排
、聘請講師及編製教材、
設計問卷蒐集相關意見、
公務人員學習時數、技師積分等

徵求/自願經驗分享之設
計、施工、統包及設施
維護之機關單位

會議前置作業

工程會
確認

否

是

問卷調查分析及
相關意見回饋

北區

中區

南區

(11/7)

(11/11)

(11/14)

分析辦理執行成果
檢討與後續建議
會議成果納入
期末報告

圖 2.1 標竿研習會議流程圖

(三)期程規劃
依據契約規定 105 年 9 月工作月報前提送標竿學習會議規劃內容，經工程會確認後
據以實施。研究團隊將於 10 月份確認作業手冊、案例教材及所有行政作業，11 月份將
舉辦完成北、中、南三場次標竿學習會議，會議成果將納入期末報告。期程規劃詳如表
2.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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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標竿研習會議執行流程規劃
年期
月 /週
工 作項目

105 年
9
1

2

10
3

4

1

2

11
3

4

1

2

12
3

4

1

2

3

4

於 105 年 9 月工
作月報前提送規
劃內容
行政作業
確認作業手冊及
案例教材
北 區 (11/7)
中 區 (11/11)
南 區 (11/14)
問卷調查分析
會議檢討及後續
建議
專家座談會議

◎

(四)報名方式
研究團隊已經透過工程會的協助，於工程會首頁線上報名系統開放三場次的報名：
http://www.pcc.gov.tw/pccap2/TMPLfronted/ChtIndex.do?site=002 ，報名系統已於 105 年
10 月 21 日開放報名，報名頁面詳圖 2.2~圖 2.4 所示。

圖 2.2 標竿研習會議(北區)活動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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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標竿研習會議(中區)活動頁面

圖 2.4 標竿研習會議(南區)活動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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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相關文宣資料

圖 2.5 北、中、南標竿研習會議議程

圖 2.6 北區標竿研習會議海報

圖 2.7 中區標竿研習會議海報

圖 2.8 南區標竿研習會議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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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受理報名及報到狀況
本次標竿研習會議(北、中、南區，3 場次)共 710 人報名參加，其中機關端報名人
數共 404 人，佔總報名人數 57% ，非機關端報名人數 306 人，佔總報名人數 43%。詳
細報名狀況如表 2.2 所列。
總計共 562 人報到，報到率達 79.1%。詳細報到狀況如表 2.3 所列。
報名

機關

非機關

總數

報到

機關

非機關

總數

北區

210

134

344

北區

170

108

278

中區

90

94

184

中區

66

78

144

南區

104

78

182

南區

87

53

140

總數

404

306

710

總數

323

239

562

比例

57%

43%

100%

參加率

45%

34%

79%

表 2.2 詳細報名狀況

表 2.3 詳細報到狀況

(七)現場活動概況

圖 2.9 北區-現場概況

圖 2.10 北區-長官及講者合影

圖 2.11 北區-活動概況

圖 2.12 北區-活動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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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3 北區-綜合討論

圖 2.14 北區-綜合討論學員提問

圖 2.15 中區-簽到

圖 2.16 中區-長官及講者合影

圖 2.17 中區-活動概況

圖 2.18 中區-活動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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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9 中區-活動概況

圖 2.20 中區-綜合討論

圖 2.21 南區-報到

圖 2.22 南區-長官及講者合影

圖 2.23 南區-活動概況

圖 2.24 南區- 活動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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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5 南區-綜合討論學員提問

圖 2.26 南區-綜合討論

(八)會議活動紀錄
1.預算編列相關問題：
Q1：西濱道路 BIM 計算是否有標準？
A1：台灣世曦在設計時，有一定的費用，施工的部分原先也有編列適當的費用給施
工廠商，讓廠商在進場做施工的時候，因為有編列預算，故必須把 BIM 當作工具之
一落實。
Q2：海洋博物館的系統花費多少錢？
A2：海洋博物館花費約 25 萬，純粹就建模而已，就以 BIM 的三個目標，建模、動畫
及導入原先的系統，因為原本的工程管理系統就有了，現在只是再將 BIM 增加到原
來的系統而已。
Q3：BIM 費用的編列方式?
A3-1：BIM 費用編列需因應機關的應用領域及工作要求而有很大差異，建議應循市
場訪價機制獲得資訊。
A3-2：研究團隊之案例分析結果，建議以工程經費 0.4~0.5%為參考基準點，但個案
推估若與此區間不同，可以深入分析差異之原因，並適度調整。
Q4：對於 BIM 費用的編列方式，目前在設計階段並無額外編列費用，而施工階段則
是編列約工程費用的 0.1%~0.2%，其主要目的係補助辦理教育訓練等運用，建議作業
手冊可對不同運用 BIM 的目的，提供編估費用的方式
A4：研究團隊係透過問卷調查及訪談平台案例等方式，調查各機關 BIM 費用的編列
方式，後續將提出既有編估費用的方式給予建議，以供各機關參考。
Q5：規劃工作項目與擬訂規範順序上是否先編列工作項目後再編列預算，以工程階
段而言，廠商應該列出工作項目再由自己編 BIM 的工程費用
A5：目前所規劃的工作項目和編列費用的順序，決定了使用目的和費用編列是可以
互換的，工作項目寫在後面的原因主要係決定目的和費用後，較能夠要求廠商在這樣
的目的之下，廠商能做到怎樣的程度。此外，原流程中有部分工作可先後順序對調，
研究團隊會在手冊中補充說明。
Q6：所謂 BIM 費用編列為工程費的 0.4%~0.5%，是否包括建築師設計階段的 BIM 費
用，再加上施工廠商施工階段 BIM 的費用？設計階段所產出的 BIM 可否讓施工階段

繼續深化？
A6：有關費用的部分，研究團隊目前所提的建議係針對設計與施工應各分別編列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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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若機關能讓設計階段的 BIM 模型由施工階段繼續深化，是相當理想的狀況，
但實務上並不容易操作。
Q7：若工程已經編列軟體的預算，是否需編列 BIM 費用? 另如何驗收方能達到付款

的條件。
A7：建議先釐清當初的軟體費用之目的，再決定是否編列 BIM 費用。此外，BIM 費
用建議不以購買軟體為目的，而是達成應用 BIM 可達成的效果為考量。
Q8：就技術服務 (可行性研究、規劃、設計)而言，依據現行技服辦法無論選擇服務成

本加公費法、建造費用百分比法、按月按日或按時計酬法、總包價法或單價計算法，
監審單位往往會要求以百分比法所訂門檻檢視，而且不同的計算方式會涉及到 BIM
的編列方式及能否容納的問題，建議 BIM 的費用以單獨編列預算較為單純。
A8：在 BIM 預算編列上，會因為要求的工作項目多寡、工程的複雜程度、允許廠商
建模或應用的時間長短、工程的規模(或量體)、工程的類型、要求的精細度、要求的
目的與用途等，而有不同的費用。研究團隊亦已建議以單獨編列預算，利用工程經費
的 0.4~0.5%做為一個參考基準點，但個案推估若與此區間不同，可以深入分析差異之
原因，並適度調整。
Q9：有關 BIM 經費編列方式，原則上同意於工程上獨立編列一項，而經費編列應考
慮工程標的規模、需求、及目的而所需建立的 BIM 規模為何，來編列經費。
A9：在 BIM 預算編列上，手冊建議各機關應因要求的工作項目多寡、工程的複雜程
度、允許廠商建模或應用的時間長短、工程的規模(或量體)、工程的類型、要求的精
細度、要求的目的與用途等，而有不同的費用編列。
2.人才培育及教育訓練相關問題：
Q1：教育訓練不足與人力不足，建議經常舉辦實際案例之訓練
A1：參考手冊已納入預評估作業表(人力資源亦為評估項目之一)，若通過評估方能導
入 BIM 技術。目前採用 BIM 機關已超過 60 個，標案數超過 120 件，BIM 技術逐漸
擴散到各機關，將持續結合機關舉辦研習，增進經驗分享。未來將建議各機關依所屬
工程類型及需要，規劃辦理 BIM 技術教育訓練。
Q2：BIM 審查，相關人員恐無專業能力，能否由工程會建立合格名單供機關選用。
A2：研究團隊會建議工程會應該在採購資訊系統中，提供具有 BIM 專業的委員名單，
以供機關日後可參考應用。
Q3：教育訓練，主辦機關(公務人員)應訓練至何種程度，設計規畫服務廠商應訓練至

何種標準，施工廠商應訓練至何種程度。
A3：有關教育訓練方式及程度標準，可視各主辦機關過去執行 BIM 經驗及需求可以
有不同的規劃，施工廠商亦同。
3.軟體及建模相關問題：
Q1：楊梅的施工案例，設計時是否加入 BIM？若設計已加入 BIM，那施工的 BIM 模
型是另外做還是使用設計的模型？
A1：楊梅汙水廠的案例在設計階段合約並沒有提到要使用 BIM，因為公司內部擁有
BIM 中心技術，與環水部門進行 BIM 整合，因此這是公司內部整合運用來協助施工
檢討，所以施工階段的廠商是重新開始，從拿到設計發包圖說後，依據設計發包圖進
行 BIM 執行過程。
Q2：BIM 統包商跟建築師是兩個模型，似乎無法一模到底，業主方是如何管理，如

何確定模型是一致的？
A2：還是在管理者的思維及角度，已經累積一定的經驗了解，哪些問題在前期是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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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困擾，當討論結構及空間配置，如果焦點還在介面及裝修，那可能會產生很大的
衝突。一個模型的維護可能來自許多單位，包括設計者、施工者，甚至專業協力廠商，
還是需要採用中央模型的概念，將模型放在雲端，共同資料是儲存回雲端，共同討論
介面上的設計施工問題，養成習慣後，就能避免施工完成再就成果作套位，避免過程
中的問題累積。以專案成員，每個人負責的工作及實務的作業流程，參考如何施作；
以現在的軟體技術來看，包括 Autodesk 360，所提供的平台是以檔案總管的方式來瀏
覽版次修訂，但 BIM side 的平台，網路傳輸效能更好，能存放不同軟體間的模型，
且能用套疊的方式在設計施工面發現問題。
Q3：(1)目前 BIM 的軟體太貴了是否影響學習？(2)如果公共工程委員會可以比照大陸
是否能與勞動部合作，把它納入技能檢定範圍，大陸目前是分做一~三級，每一集受

訓時數皆有不同，且還需有簽證，但目前我們國家並無認證工作，但目前我們國家並
沒有認證工作，看能不能比照大陸做認證(3)在業界畫圖畫到最困難的就是畫到原介
面(NEP)，那是不是公共工程委員會是否可配置一個資料庫，在家電方面(MED)這個
元件方面可建一個資料庫，否則各家生產的東西不同，不易尋找元件？
A3：(1)軟體太貴方面，學校本身有 Revit 教育版，學生可免費使用 3 年，老師們在教
學應該也不是困擾，但如果要使用一些 Revit 以外之軟體則需要錢，這對學校來說確
實是一大負擔，但軟體的價格是否有討論的空間？這部份我們覺得是有討論的空間，
也曾經向工程會或其他長官討論過是否能以功能共用契約方式直接去談，然後讓其他
機關如果他要使用就可以以較低的價格買到，但因為現在這些軟體更新非常快，且費
用本身計算方式一直在變，所以短時間似乎不太容易。
(2)認證方面，之前勞動部不同分區應該都有補助各個學校成立所謂的就業學程，就
業學程本身是可以協助做所謂的教育訓練，但我們認為這些學校學生畢業後雖然有這
樣的專業，可能沒辦法真正、馬上滿足產業上的需求。
(3)如何把這樣的技術也好或者是說怎麼去做所謂的推動，目前在整個 BIM 案應用上
面政府當然有政府的作法，而機關也有機關的一些作法，甚至軟體商也有軟體商的一
些想法，那怎樣才能讓各個不同單位的人有機會讓大家都能使用到這樣的工具帶來的
好處，這可能是學校、政府或其他的部會可能要去思考的問題，但短時間並無法有一
個大家都滿意的答案。
4.其它：
Q1：海科館營運管理是目前後續能做的部分，在簡報中提到想做的，例如電力控制、
防災動線固定等等，這是遠期目標，維護管理也是現在 BIM 希望能做到的，想請問

目前海科館做到什麼程度了？
A1-1：針對電力部分，以期望值 10 分，目前只有達到 4~5 分，尚未完全達到預設目
標，可能還需要加強以及調整系統；消防的部分，現在有逃生動線，系統可以直接跳
出視窗，但要發送到工作人員、工程人員的手機上，需要達到完美的機制，也許還需
要做些系統整合。目前若經費申請下來，會先進行消防加強的部分。
A1-2：以新北市國民運動中心來說，泳池加溫本身自成一個控制系統，在沒有 BIM
的環境之下，原先就有在做控制，所有智慧化的前提，都要先做邏輯化，把需要的管
理模式放進電腦，在 BIM 的架構裡應該是「集中管理，集中控制」，也就是說，若有
機會進入國民運動中心的控制機房，就能發現循環控制是一台電腦，機電是另外一台
電腦，在這個計畫裡原先有一個控制的需求，要求耗能控制條件，將來的管理模式希
望將多台電腦整合，加入設備管理，將邏輯化寫入電腦程式，參數設定須由有經驗的
人員進行設定，設定加上感知器以及閥門開關等，應該就能達到效能化管理。過去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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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儲存在不同電腦，歷史資料沒有進行有效的分析，因此就沒辦法執行優化的步驟，
若以營運管理的角度，資訊能夠紀錄甚至跟所有操作條件連結，將來預期能執行優化
管理。
Q2：海科館在完工後才建置 BIM 模型，在施工階段沒有把設施維護所需要的資訊整

合，後端處理是否困難？在施工階段建置，會不會比較不容易造成重工？
A2：確實竣工後再做 BIM 的模型會花費許多時間及人力，要對照竣工圖及現場是否
吻合，還有竣工圖說的整合；相對的費用也會較高。
Q3：在實務作業中，在圖面檢討衝突或是矛盾，有建築及圖面不一致，檢討的部分

是軟體會自動顯示，還是需要靠人力檢討？那如果是靠人力檢討，問題是否會比較嚴
重？相關人員的專業素養也要擁有？
A3：在建模過程中就可發現與圖面不同的地方，不算軟體自動判讀；軟體能夠達到自
動檢核，包含五大系統，軟體就能進行衝突碰撞檢討，管線在有進行實質的碰撞後，
軟體會自動呈現。工程本身還是需要有專業背景，建模人員也是一個專業的工程人
員，但是利用 BIM 這個軟體技術輔助工程上的進行。
Q4：海科館每個房間的用水量多寡也需做控制檢討，牽涉到很細節的部份，是否需要

很多流量計等工具進行測量，在規劃設計及預算檢討的部分，是否要增加很多預算？
與事後效益比較如何？海科館目前是否已達到這個目標？
A4：目前的排水設備還沒辦法到達偵測的部分，若要達到以後的期望規模，每個房
間皆須安裝偵測點，數據再回傳至中控系統，才有辦法計算逕流量，往後會朝這個方
向進行，因為這關係到水資源是否被浪費掉，會估計裝設偵測計的效益以及成本，主
要還是以往後效益為主。
Q5：設計跟施工的模型分開，費用是個別支付？還是施工的是包含在營建工程費用？

道路工程設計的使用軟體很多，是否有一個標準？軟體整合在交付模型給業主的檔案
格式是什麼？如何驗收有無符合規範？
A5-1：當初業主就有要求設計單位完成模型設計，要將所有的模型給業主，業主拿到
模型後願意直接轉給施工廠商使用，但施工廠商進場後，對於台灣世曦所建的模型沒
有辦法非常熟悉，直接以模型當作日後施工階段使用 BIM 工具的需求，所以才額外
再建模，牽扯到模型原本是建好的，但是施工廠商有成本、能力的考量，因此額外再
建了一個模型，原先業主已經有費用上的給付了。以這個個案而言，當初業主的要求
用文字化的敘述去達到希望的成果，譬如說立體在 3D 上的呈現資訊，至於要使用什
麼樣的方式完全是廠商為了達到這個效果或是超越業主的期望的需求去選的軟體，目
前沒有針對土木工程有個非常完整的工具，能完全滿足業主的需求，至於在沒有的情
況之下，要如何檢驗交付要求，牽扯到要模型還是要把工具用上，若要模型，就可以
規定規格，規格可能會因為不同軟體的使用而有不同結果呈現，也能列出共通規格，
甚至列出的規格在之後使用工具，但業主該如何使用這些模型？新北工程處表示，拿
到模型後，說不定整個工程處沒有一台電腦可以開啟模型、使用模型，因此就不知道
有模型要做什麼。甚至廠商交付的是免費的軟體，讓廠商交付後，業主可以用免費軟
體操作，事實上很多機關根本不會去開啟模型；若日後沒有維護的需求，這些元件短
時間是沒有使用的可能性，對於規格及格式上的要求，事先就需先顧慮到營運維護上
該如何使用模型，才能列出規格、規範，效果會比較好；現在有許多施工階段的模型
建立，都沒有詳實考慮到日後營運維護上的需求，現在多是為了建模來滿足設計或施
工上的需要，日後大家對於營運維護及複製的標準在熟悉之中，相信日後在案子會把
真正的使用需求列得更清楚，更容易在設計跟施工階段滿足規格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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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2：在土木工程的應用上，目前確實遇到軟體整合上比建築工程更加困難的問題，
在模擬上有幾個重點，一個是地形，另一個是地景，以及量體，地形跟地景在 skyline
的架構裡已經有很好的解決方案，因為在參與討論的過程裡，地形地景是很重要的背
景資料，再來就是量體，目前國際軟體尚未整合，工程師作業是在 Autodesk 的 Civil
3D，但 Civil 3D 轉入 skyline 的資料缺失太多及整個曲度的模擬必須另寫參數才能在
Civil 3D 讀取。因為曲度變化太大，因此淡江三標使用法國達梭的系統，連同主橋生
成的滑動模板，都是使用達梭模擬，包括三標的主橋照明燈，都是跟著主橋漸變，如
果沒有在很有效的 3D 環境下，是沒有辦法表達的，在工業設計系統裡只要將曲度建
立，表報就能形容每一根的幾何形狀。個人提供建議，若土木工程是普通的道路，那
就不至於要用到如此複雜的技術，技術導入通常都是為了解決在圖說或是資訊表達的
不足。土木工程相對建築工程，目前認為，在對外表達溝通的過程，需要視覺化模擬，
但模擬不見得需要進到內部，傳統設計單位還是希望能有 2D 的道路縱坡和幾何斷面
輔助現場放樣，在土木工程有個階段十分重要，即完工後的管線資料，希望能在 3D
GIS，也就是廣義的 BIM 之下，建立管線的幾何關係，因為將來管線管理系統可能使
用。費用問題，如果細到工項討論，國內營造廠是能夠報價的，只是業主是否願意正
視這個價格。
Q6：BIM 如何辦理驗收?
A6：研究團隊分析目前多數(9 個)案例訂有明確的 BIM 驗收機制，驗收的對象為交付
標的，而作法若檢查交付的 BIM 模型，礙於機關本身專業，可能會導致機關沒有專
業進行驗收，因此實務上多為透過審查會議的方式進行。爰尚無應用 BIM 經驗之機
關，應邀請外部專家協助審查，避免閉門造車，衍生履約爭議。
Q7：建議工程會成立推動平台，整合現有研究資源，訂定共同性標準及實際參考案

例。
A7-1：本會已於網站建置 BIM 專區，目前已提供實際案例、3 場標竿研習會議各堂
課簡報、BIM 推動平台問答集、BIM 算量匯入 PCCES 之示範案例及相關操作流程教
學文件等。將俟研究報告成果後，陸續擴增實際執行案例及參考手冊…等資料。
A7-2：為健全 BIM 技術發展環境，本會將續邀集產官學研等代表召開 BIM 技術推動
平台會議，俾能有效彙整各機關已完成之研究成果、實際案例，並訂定較一致性的標
準及整合相關教育訓練，以促進 BIM 技術之推動發揮最大效益。
Q8：BIM 的導入，將會對工程產業分工流程、各專業間的資訊交付及計價的模式產
生重組，以美國鋼構協會為例，已將各施工階段如何去交付 BIM 資訊及施作等流程
放在網頁上，爰建議對於公共工程常用的重要工項，可與相關的專門團體 (例如鋼構
協會)等進行訪談，以深入了解導入 BIM 後對產業分工及資訊傳遞之需求。
A8：新北市的作法相當先進，其他機關可能不易學習。日後將透過訪談方式將新北
市值得其他單位參考的資料彙整後供其他機關參考。
Q9：應用 BIM 技術的過程中主辦單位如何來監督及驗收
A9：手冊中有歸納訪談及相關案例經驗，並提出利用成果規範和過程規範做為監督
與驗收時之參考標準供參考。
Q10：評估 BIM 的成果，廠商提出要使用 BIM 技術，但要跟主辦單位報告 BIM 的內
容卻不知道怎麼做，因此可以納入作業參考手冊到底如何執行 BIM 與評估成果。
A10：如何評估成果牽涉原本的應用目的，目前手冊建議利用委員會或專家審查的方
式務實進行。
Q11：參考手冊能否將各階段交付標準納入，例如 L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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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1：因公共工程種類繁多，研究團隊建議各階段交付標準應視個案的狀況而訂，目
前無法統一訂定。
Q12：目前整合標準應用美國建築師協會之規範(LOD)，是否能直接套用或再延伸
A12：因各國有不同的環境及背景因素，研究團隊不建議直接套用該規範，應視個案
情況而訂。機關若有實際需要，建議可以參考台大 BIM 中心或內政部建研所提出的
建模規範。
Q13：BIM 只是一個系統，如何制定驗收機制標準？系統建置完的傳承，在機關或業
主手上運用，後續維護機制費用，機關若無後續訂定費用，BIM 終究將被埋沒，希望

納入手冊做為參考。
A13：目前國內缺乏 BIM 驗收的機制及標準，但由於個案屬性皆不同，尚無法訂定統
一套標準。部分個案確實有將 BIM 視為一系統或平台進行採購，但與原計畫視為工
具並不相同，研究團隊將建議工程會將此一議題納入後續研究。
Q14：在評選階段，因為如果既然工程會這邊有要繼續推動 BIM 的制度的話，那後續

在評選委員這個階段的話，是不是也要建置所謂的專業人員這個部分，不然我們在評
選階段有些部分廠商提出這一段，可是我們要針對他提出這一段裡頭的話，我們要要
求他能落實到什麼程度，沒有足夠的專業的評選委員可做這樣的諮詢動作或提出討論
的部分的話，廠商也只是落於形式而已，我們如何在提出階段去要求他，讓有別於說
其他廠商一樣實施讓這部分的說明，加強會導致他在評選階段時分數可以提高？
A14-1：其實這些問題都比較偏向執行面的問題，那以工程會的立場的話，事實上，
工程會去收集台灣現在國內各單位，包括中央機關還有地方政府所執行一些 BIM 的
案例，然後我們委託中央大學楊老師做這一個手冊，就是讓大家如果今天想要引入
BIM，我們整個相關的公共工程裡面的時候我們該如何執行，讓大家有個指引，所以
這就是我們這次委辦計畫的意義，那我們也會產生一本參考手冊給大家參考，也就是
說，你們可以依照這本參考手冊的內容去找出你們所需要的執行方式來進行，事實上
BIM 的執行面向是很多的，他並沒有說有一個特別的標準去依循，完全是看各機關
自己的需求，而訂定所要的招標內容。
A14-2：剛剛您提出的意見，個人覺得是非常好，而且也是需要的，到時候至少會寫
在我們期中或期末報告建議上面，僅供看可不可以針對有這樣專業的人或在所謂的最
有利標或者是那些專家學者的名單上面可不可以加入另一個類別，當加了這個類別之
後你們可以在日後找人時，會比較容易找到你們真正覺得專業而他也可以幫助你們，
不管是在評選也好或者是日後在做相關審查，也好能真正作用的，我覺得這基本上應
該是值得的，那目前台灣對於這方面其實市場是混亂的，那市場混亂的情況下如果沒
有找到合適的人的話，會導致日後執行上是沒辦法控制或替代的成果可以達成的，那
你的意見我們會記錄下來。
Q15：(1)前陣子北部有間知名且品質優良的營造廠，因為案償問題而申請破產，他們
也有使用 BIM，可是為什麼他在申請書有寫到很多採購方面的問題、現場人員檢討的

問題而導致他們的狀況發生，當然也可能他們自己本身也有問題，我們並不了解，可
是這樣的狀況產生還是令我們感到訝異？(2)BIM 是否為過渡期軟體？建築師認為該
軟體應該由工程顧問公司使用就多(3)目前台北有一個 2 億的案子需要使用，那如果
今天是一個中小企業，那我們的費用只有一億或一千萬，那是否也需要編列 1%或
0.5%的費用來做 BIM 的使用？
A15-1：(1)針對那件營造廠申請破產的原因目前尚在研究，但依我個人覺得於過去的
經驗裡，在看圖過程中我們通常認為細部設計須考量現場施工性的問題，但依照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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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經驗來說，國內因為在費率的基礎之下，很多建築師完成的細部設計大部分都認為
那只是概念設計，通常都須經過施工圖檢討、施工圖送審才能達到施工的要求，那這
也可能造成很多營造廠他在資訊不對等的狀況下得到了合約。
很多工程進度的落後，我覺得都不是營造廠或專業顧問機構願意造成的，而是很多的
圖說或內容沒有很充分的得到處理，那當然現在往間也開始很多對土木建築業的一些
檢討，就認為現在行政機關與過去保守的狀況下，ex：進度落後 5%或 10%停止估驗
計價，法令上是這樣規定，但新北市政府的做法是會請你提出改善計畫，那如果達到
改善計畫，就可以繼續計價，可是如果他已經進度落後你還要他超前進度，這其實是
很難的事情，所以我覺得這是兩個面項，那在 BIM 案的角度上面，如果把它提早由
機關在設計端就把品質提高的話，相對於營造廠的鋒線也下降了，在一個公平合理的
採購機制裡，大家會得到比較好對等的關係，如果我們希望 BIM 案可以完全導入，
那當然 BIM 導入會牽扯到依些費用的問題，建築師會排斥是因為過去的付費機制，
ex：坡降、較複雜之管線設備需經過檢討才能回饋給建築及結構配置上面，那當然也
由業主端應該支付額外的費用，且事實上支付額外的費用已成為共識，只是該如何編
才能讓他合理我們也希望以新北市政府的立場，我們是會去進行訪談實務界給我們回
饋，那廣義上，建築物要用，至少在過去合作過的廠商是站在共同成長的角度來推動
BIM，所以由工作執行計畫上面有廠商提出對我們有幫助，對他來說也有實質效果的
工作內容，我們共同來作業，所以跟我們合作完的廠商過去有一些案例，他可能是以
民間建築案為主，那現在就告訴我們說有過去那段的基礎之下，現在把它反映在民間
的建築案上面，不管事對於他們銷售或對於他們設計整合上面都有幫助。
A15-2：(1)經營不善可能產生的問題很多，不一定適用 BIM 的關係，如果今天業主與
廠商相互配合，甚麼難關都過得去，就怕機關死抱著契約書不放完全照字面上的意思
來執行。(2)所有公共工程才會用 BIM，台積電在很早之前就已經開始用 BIM，而且
不光是 3D 而是 5D，其中包含時間序還包含了造價也考慮在內，所以不光是公共工
程需要用 BIM，私人機關更需要用 BIM，尤其是建築類，很多建築物幾乎都是私人
建築物，只有少部分才是公家的。
(3)工程二億以上，是因為工程會現階段推定是以 2 個原則來推定，一案例及循序漸
進制，也就是說現階段的推定所遇到最大的問題為，以現有的人才及人力不足夠，若
要繼續推動可能也沒那麼多人力可以提供出來，所以這部份還是要慢慢來做，但以現
階段 2 億來說，以後可能會慢慢調降，也就是說不規定金額，廠商還是會主動以 BIM
來作業，這是未來發展的趨勢也是無法阻擋的趨勢。
Q16：現階段不宜強制採用 BIM 技術，宜採階段性或循序漸進
A16-1：工程會推動政策，均會評估相關配套是否完備，評估可行才會強制規定。將
於期末前盤點相關配套是否完備，或需再進行哪些工作，俾利工程會做政策上決定。
A16-2 目前交通部已規定所屬機關 10 億元以上工程(統包、建築工程及軌道機電工程)
必須運用 BIM 技術，也是可供參考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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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問卷調查
1、目前「推動使用」BIM 遭遇的困難統計
此題為複選題，將參與學員分為機關端及非機關端統計，依據圖 2.27 可發現，欠缺
培養 BIM 人才及未明確制定規範標準為兩者共同認為的困難點，同時機關端與非機關
端在缺乏建立設計樣版及缺乏建立 BIM 元件資料庫兩點看法差異最大。

圖 2.27 目前「推動使用」BIM 遭遇的困難統計
2、目前 BIM 於「技術方面」遭遇的困難
此題為複選題，將參與學員分為機關端及非機關端統計，依據圖 2.28 可發現，超過
55%的機關及非機關端對於軟體整合性不佳皆認為是目前 BIM 於技術方面所遭遇的困
難。

圖 2.28 目前 BIM 於「技術方面」遭遇的困難統計
3、目前 BIM 於「人力資源方面」遭遇的困難
此題為複選題，將參與學員分為機關端及非機關端統計，依據圖 2.29 可發現，約有
75%以上的機關與非機關端的學員認為人員培訓不足是目前 BIM 於人力資源方面遭遇
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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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9 目前 BIM 於「人力資源方面」遭遇的困難統計
4、目前 BIM 於「成本方面」遭遇的困難
此題為複選題，將參與學員分為機關端及非機關端統計，依據圖 2.30 可發現，在投
資回報期長此點，機關與非機關端的差異性最大。

圖 2.30 目前 BIM 於「成本方面」遭遇的困難統計
5、目前 BIM 於「管理方面」遭遇的困難
此題為複選題，將參與學員分為機關端及非機關端統計，依據圖 2.31 可發現，
有超過 60%的學員認為新觀念導入困難為目前 BIM 於管理方面遭遇的困難。

圖 2.31 目前 BIM 於「管理方面」遭遇的困難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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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目前 BIM 於「制度方面」遭遇的困難
此題為複選題，將參與學員分為機關端及非機關端統計，依據圖 2.32 可發現，
約有 70%以上的學員認為缺乏 BIM 規範標準為目前 BIM 於制度方面遭遇的困難，而
非機關端認為責任界線不明也是目前遭遇的困難之一。

圖 2.32 目前 BIM 於「制度方面」遭遇的困難統計
7、工程會推動 BIM 技術應該提供的協助
此題為複選題，將參與學員分為機關端及非機關端統計，依據圖 2.33 可發現，機
關端認為工程會應提供 BIM 有關契約範本及建立 BIM 建模規範，而非機關端認為工程
會應成立技術交流平台分享經驗、舉辦 BIM 教育訓練及建立 BIM 建模規範。

圖 2.33 工程會推動 BIM 技術應該提供的協助統計
8、工程會日後辦理 BIM 有關研討/研習會最需要的主題
此題為複選題，將參與學員分為機關端及非機關端統計，依據圖 2.34 可發現，機
關端及非機關端皆認為實務經驗分享為日後研討/研習會最需要的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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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4 工程會日後辦理 BIM 有關研討/研習會最需要的主題統計
9、目前版本的「機關辦理公共工程導入 BIM 技術作業參考手冊」內容是否足夠
將參與學員分為機關端及非機關端統計，機關端的學員認為足夠，但非機關端的學
員卻是認為不足夠(圖 2.35)。

圖 2.35 目前版本手冊內容對機關及非機關是否足夠統計
扣除未填答者(60 份)，將參與學員依照執行 BIM 工作年資區分，可發現，執行 BIM
工作年資 5 年以上者，認為目前手冊內容還不足夠(圖 2.36)。

圖 2.36 目前版本手冊內容對不同執行 BIM 工作年資者是否足夠統計
扣除未填答者(包括未填答熟悉程度者，共 61 份)，依參與學員對 BIM 軟體的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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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區分，熟悉程度在了解 BIM 軟體以上的學員對於目前版本手冊內容普遍是認為較
不足夠(圖 2.37)。

圖 2.37 目前版本手冊內容對 BIM 軟體熟悉程度不同者是否足夠統計

(十)成效分析
研究團隊係透過「機關辦理公共工程導入建築資訊建模 BIM 技術作業參考手冊」
之成果做為教材，辦理北、中、南標竿研習會議，並透過設計、施工、統包及設施維
護之機關單位，進行成功案例之經驗分享，使各機關及廠商瞭解實務上之操作，以達
標竿學習會議之目的及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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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機關運用 BIM 技術問
卷調查內容

附錄六、機關運用 BIM 技術問卷調查內容
「國內機關運用 BIM 技術現況」問卷調查
各位先進您好：
首先感謝您於百忙之中撥冗閱讀並填答本問卷。
此份問卷主要為辦理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之「機關辦理公共工程導入建築資訊建
模 BIM 技術」計畫，其目的為瞭解國內營建產業應用 BIM 技術的現況、可能成效與未
來展望，期盼藉助您對此研究提供寶貴意見及適切的建議，讓研究團隊能夠進行深入的
分析，以利研究成果有機會提昇國內 BIM 技術使用之效益。
本研究之調查對象設定為辦理國內公共工程曾經運用 BIM 技術標案案件之機關單
位，貴單位曾提報：
(標案名稱)
，於招標文件中包含運用 BIM 技術之內
容或得標廠商提出運用 BIM 技術。
本研究所取得之資料僅供計畫研究上使用，個別問卷之填答結果將會保密。謝謝您
撥冗填寫問卷，若對問卷有任何的建議或問題，也歡迎來信告知。
國立中央大學營建管理研究所
計畫主持人 楊智斌 教授
專任助理 周宏宇 敬上
E-mail：harrychou@ncu.edu.tw
第一部份：填答人基本資料
1.
2.

請問您的服務機關及單位名稱?
機關名稱：

單位名稱：

請問您在目前單位的職務角色為下列何者屬性? (可複選)
□ 內業行政人員
□ 單一專案管理人員/承辦人員
□ 跨專案管理人員/承辦人員

3.

□ 其 他：
請問您的工作年資為下列何者級距?
□ 1 年以內 □ 1 年以上未滿 5 年 □ 5 年以上未滿 10 年
□ 10 年以上未滿 15 年 □ 15 年以上未滿 20 年

4.

□ 20 年以上未滿 25 年 □25 年以上
請問您到貴單位服務的年資為下列何者級距?
□ 1 年以內 □ 1 年以上未滿 5 年 □ 5 年以上未滿 10 年
□ 10 年以上未滿 15 年 □ 15 年以上未滿 20 年 □ 20 年以上未滿 25 年
□25 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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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標案基本資料 (此資料由決標資訊系統擷取，請您協助確認)
1.
2.

[標案案號]：
[標案名稱]：

□正確
□正確

□錯誤，應修正為：
□錯誤，應修正為：

3.
4.

[招標方式]：
[決標方式]：

□正確
□正確

□錯誤，應修正為：
□錯誤，應修正為：

5.
6.

[標的分類]：
[採購金額級距]：

□正確
□正確

□錯誤，應修正為：
□錯誤，應修正為：

7.
8.

[是否屬統包]：
[投標廠商家數]：

□正確
□正確

□錯誤，應修正為：
□錯誤，應修正為：

第三部分：標案額外資料
1.

2.

3.

4.

請問該標案採用(預計採用)的專案執行方式為何？
□ 傳統方式：設計、發包、施工 (DBB)
□ PCM+統包：PCM(初設)、統包(細設+施工)
□ 單純統包：設計(設計單位)、統包(細設+施工)
□ 其他：
標案 BIM 經費來源？
□ 包含於廠商執行的所有費用中，沒有額外編列
□ 機關的預算(□工程管理費、□其他費用：請說明：
□ 要求廠商回饋的工作
標案中 BIM 工作項目規劃型態？
□ 單獨工作項目
□ 沒有單獨工作項目，但要求廠商必須使用 BIM 技術
□ 其他：
標案中 BIM 工作項目是否經由獨立的預算編列而來?
□ 是
□ 否

5.

標案中 BIM 預算編列的方式為何?
□ 總價法
□ 百分比法
□ 人月法
□ 成本加公費法

6.

標案中 BIM 工作計價方式為何?
□ 總價，且一期給付
□ 總價，但分期給付
□ 百分比法，且一期給付
□ 百分比法，但分期給付
□ 人月法，且一期給付
□ 人月法，但分期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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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成本加公費法，且一期給付
□ 成本加公費法，但分期給付
標案中 BIM 工作的驗收或成果檢驗方式為何?
□ 以交付特定成果(如模型、衝突檢查報告等)，由機關驗收
□ 以交付特定成果(如模型、衝突檢查報告等)，由機關召開審查會議驗收
□ 沒有特定驗收或成果檢驗方式
□ 其他：請說明：
8. 本標案 BIM 主要應用的範圍為何?(可複選)
□ 可行性評估 □ 規劃 □ 初步設計 □ 細部設計 □ 施工 □ 營運/維護管理
9. 本標案應用 BIM 主要預期的效益為何?(可複選)
□ 提高專案整體品質
□ 更好的成本控制與預測性
□ 縮短業主的審核時間
□ 減少施工過程中的衝突
□ 改善對設計目的了解
□ 減少施工期間的變更
□ 減少疑義澄清的數量(Reduced number of RFIs)
□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
10. 本標案是否已經結案?
□ 是 □ 否 (跳填第 13 題)
11. 本標案應用 BIM 獲得的具體效益為何?(可複選)
□ 提高專案整體品質
□ 更好的成本控制與預測性
□ 縮短業主的審核時間
□ 減少施工過程中的衝突
□ 改善對設計目的了解
□ 減少施工期間的變更
□ 減少疑義澄清的數量(Reduced number of RFIs)
□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
12. 本標案應用 BIM 是否有獲得整體經費的節省?
□ 否
□ 是，節省的費用預估為：：_____________________
7.

13. 本標案採用 BIM 過程是否有遭遇任何問題?

第四部分：機關對 BIM 技術使用現況與認知調查
一、BIM 技術使用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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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請問貴單位過去是否導入 BIM 技術使用於工程專案?
□ 是，導入 BIM 技術年份：西元
年
□ 否 (目前的標案為首次使用)
請問貴單位是否有專門成立 BIM 單一部門?
□ 是，部門名稱：
□ 否
承上題，若貴單位已有建立 BIM 專責單位，其組織層級為何？

4.

註：若上題填「否」者，略過此題，填答下一題。
□ 常設組織
□ 專案組織
□ 常設、專案組織兩者並行
□ 其他：
若貴單位並無建立 BIM 專責組織，則其 BIM 技術人員來源為何？

1.

2.

5.
6.
7.
8.

註：上題已填答者，此題略過。
□ 完全外包給專業廠商
□ 現職人員臨時兼任
□ 其他：
請問貴單位主要執行 BIM 技術於專案之部門人數?
□ 1~5 人 □ 6~10 人 □ 11~15 人 □ 15~20 人 □ 20 人以上
請問貴單位使用 BIM 技術主要執行於何種階段？(可複選)
□ 可行性評估 □ 規劃 □ 初步設計 □ 細部設計 □ 施工 □ 營運/維護管理
請問貴單位在執行專案時，有使用 BIM 技術的案件數比例為何？
□ 未滿 15% □ 15~30% □ 30~60% □ 60%以上
貴單位應用 BIM 的範疇為何？
□ 小專案試行
□ 小專案應用
□ 大專案局部應用
□ 大專案整體應用
□ 所有專案一律使用
□ 其他：

請問貴單位對於應用 BIM 技術於實際專案的狀況為何？
□ 要求 BIM 技術執行於所有專案
□ 鼓勵 BIM 技術導入專案，但不強迫
□ 認為 BIM 技術導入並不影響任何決定
10. 請問貴單位對於 BIM 技術的看法？
□ 經由此標案，仍會繼續使用此技術
□ 經由此標案，決定不再使用此技術
9.

11. 請問貴單位日後若要積極導入 BIM 技術，會採用之主要模式為何？
□ 藉由專案與 BIM 顧問公司合作
□ 聘請 BIM 講師進行內部教育訓練
□ 聘僱 BIM 工程師或經理
□ 購買軟體及其他相關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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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
12. 貴單位願意採用 BIM 最重要環境條件因素? (可複選)
□ 政策要求
□ 上級單位要求
□ 上級長官要求
□ 投資能夠得到回報
□ 工程複雜
□ 提升形象
□ 其他：
13. 貴單位認為 BIM 的推動，最大的受益者是？(可複選)
□ 業主
□ 設計單位(建築/結構/機電)
□ 營造廠
□ 物業管理
□ 設備/材料廠商
□ BIM 專業廠商
□ BIM 專業諮詢顧問
□ 軟體廠商
□ 其他：
二、使用 BIM 技術遭遇困難之處
1.

2.

3.

4.

貴單位認為目前推動使用 BIM 遭遇的困難為何?(可複選)
□ BIM 推動整體藍圖不明確
□ 未明確制定規範標準
□ 欠缺培養 BIM 人才
□ 缺乏建立 BIM 元件資料庫
□ 缺乏合約管理及收費標準
□ 缺乏建立設計樣版
□ 其他：
貴單位認為目前 BIM 於使用技術方面遭遇的困難為何?(可複選)
□ 軟體整合性不佳
□ 技術更新過快
□ 技術難度較高
□ 缺乏技術專業性
□ 其他：
貴單位認為目前 BIM 於人力資源方面遭遇的困難為何?(可複選)
□ 人員招募不易
□ 人員應用心態消極
□ 人員培訓不足
□ 其他：
貴單位認為目前 BIM 於成本方面遭遇的困難為何?(可複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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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6.

□ 短期成本高 □ 收益不確定性 □ 投資回報期長 □ 其他：
貴單位認為目前 BIM 於管理方面遭遇的困難為何?(可複選)
□ 管理方式轉變 □ 業務流程轉變 □ 新觀念導入困難 □ 其他：
貴單位認為目前 BIM 於制度方面遭遇的困難為何?(可複選)
□ 缺乏 BIM 規範標準 □ 責任界限不明 □ 智慧財產權歸屬不明
□ 其他：

7.

貴單位在執行 BIM 過程中，造成作業流程無法銜接之情形？
□ 是(接第 8 題) □ 否

8.

承上題，造成作業流程無法銜接之原因？
□ 資料完整度不足
□ 資料豐富度不足
□ 模型轉換資料遺失或不足
□ 其他：

三、BIM 技術預期發展相關議題
1.
2.

貴單位是否認同，BIM 之工作需於工程款項中另外編列費用？
□ 是 □ 否(跳題至第 3 題)
呈上題，貴公司認為 BIM 費用的何種編列方式較為合理。
□ 按總價編列(請續答下一題)
□ 按總工程款百分比編列，佔總工程款
%(跳題至第 3 題)

3.

貴單位認為 BIM 建模之驗收標準是否合理、明確？
□ 是 □ 否

4.

貴單位認為 BIM 元件之智慧財產權歸屬何方？
□ 業主 □ 廠商 □ 於合約載明各式權利歸屬

5.

請問貴單位認為 BIM 技術的貢獻價值為何? (可複選)
□ 減少施工過程中的衝突
□ 改善對設計目的了解
□ 提高專案整體品質
□ 減少施工期間的變更
□ 減少疑義澄清的數量(Reduced number of RFIs)
□ 更好的成本控制與預測性
□ 縮短業主的審核時間
□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

6.

請問貴單位認為會影響不使用或未深入應用 BIM 技術的因素為何？(可複選)
□ 使用的效益評估時間不足
□ 流程改變不適用於執行的工作
□ 軟、硬體成本的增加
□ 需求的教育訓練不足
□ 與 CAD 應用相互操作性差
□ 目前的工作模式即可解決問題無需使用 BIM 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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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8.

□ 無 BIM 相關的知識
□ 人力成本的增加
□ 尚無標準可循
□ 尚無有效的契約文件
□ 低投資報酬率
□ 未獲得高層支持
□ 建築師、承包商等沒有使用 BIM 的經驗
□ 設計費用的增加
□ 組織內部人員的反彈
□ 專案類型不適用
□ 與專案團隊的工作模式不符
□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問貴單位認為能夠影響非使用者決定採用 BIM 技術的因素為何？(可複選)
□ 能得到更精確的施工文件
□ 提升專案團隊在設計與施工、過程的溝通
□ 業主要求使用
□ 更精確的成本預估與計算
□ 能夠減少施工成本
□ 減少製圖時間增加設計時間
□ 提升工作場所的安全性減少工安事故的機會
□ 減少疑義澄清的數量(Reduced Number of RFIs)
□ 改善排程能力
□ 減少重工
□ 減少設計變更
□ 提升設計品質
□ 提升施工品質
□ 提升建築物永續發展設計
□ 提升營運維護之效率
□ 資訊之延續及重覆使用
□ 縮短工時
□ 政府政策與獎勵
□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問貴單位認為能夠提升 BIM 技術價值的因素有哪些？(可複選)
□ 更多的業主要求使用 BIM
□ 改善 BIM 的配套軟體功能
□ 改善軟體之間的互相操作性
□ 更多的內部員工有 BIM 的技能
□ 執行單位採用模型的意願
□ 合約增加協作與定義 BIM 的交付成果
□ 更多的外部組織有 BIM 的技能
□ 更明確定義 BIM 兩方的交付成果
□ 更多的 3D 建築產品廠商具體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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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9.

使用更多的合約去支持與合作
降低 BIM 的軟體成本
更確鑿的數據去證實 BIM 的商業價值
更多可以整合 BIM 資料之相關之行動裝置的教育訓練
更加容易獲得外包建模的服務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問貴單位願意在未來兩年投入 BIM 的資源為何? (可複選)
□ 強化 BIM 內部作業流程
□ 增加員工 BIM 專業訓練
□ 增加 BIM 軟硬體設施設備
□ 開發 BIM 外部協作流程
□ 開發新或升級平板與手機的資訊傳遞
□ 開發並建立顧客資料庫
□ 解決軟體相容與相互操作性問題
□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四部份 BIM 技術現況推動與其他相關建議
1.

貴單位是否願意持續應用 BIM?
□願意
□不願意

2.

承第 1 題，貴單位願意持續應用 BIM 之原因為何？(可複選)
□ 產業趨勢
□ 投資能夠得到回報
□ 政策要求
□ 提升形象
□ 上游廠商要求
□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
承第 1 題，貴單位不願意持續應用 BIM 之原因為何？(可複選)
□ 缺乏 BIM 人才
□ 沒有急迫性
□ 缺乏誘因
□ 短期成本高
□ 效益不確定性
□ 投資回報期長
□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

3.

4.

請問貴單位對目前國內營建產業在 BIM 推動上的了解程度?
□ 非常陌生
□ 略知
□ 尚可
□ 熟悉
□ 目前研究進行中

5.

請問貴單位認為以下哪一單位較能帶領與加速國內 BIM 技術的推動?(可複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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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7.

□ 政府機關
□ 公會
□ 私人業主
□ 建築師
□ 顧問公司
□ 營造廠
□ 專業承包商
□ 學校
□ 軟體公司
□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問貴單位認為目前國內推動 BIM 技術最需要的組織架構?(可複選)
□ 政府成立推動工作小組
□ 技術交流平台
□ 產官學業聯盟
□ 加入國際組織
□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問貴單位認為工程會推動 BIM 技術應該提供的協助為何?(可複選)
□ 提供應用 BIM 作業手冊與各式範本
□ 建立輔導團個別輔導
□ 成立技術交流平台分享經驗
□ 舉辦 BIM 教育訓練
□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

8.

請您提供任何關於國內 BIM 技術現況問題或改善之建議：

9.

是否願意之後協助填寫後續問卷?
□ 否

□ 是 (請於下一題留下聯絡資料)
10. 您的聯絡方式
聯絡人姓名：
連絡電話：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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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機關運用 BIM 技術問
卷統計資料

附錄七、機關運用 BIM 技術問卷統計資料
*複選題的百分比計算方式為所得個數除以總回收份數。
*回收總份數為 79 份
第一部份：填答人基本資料
1.

2.

3.

目前單位的職務角色(複選)
項目
單一專案管理人員/承辦人員
內業行政人員
跨專案管理人員/承辦人員
其他
總計
填答人員工作年資的級距
項目
1 年以內
1 年以上未滿 5 年
5 年以上未滿 10 年
10 年以上未滿 15 年
15 年以上未滿 20 年
20 年以上未滿 25 年
25 年以上
未填答
總計
填答人員在貴單位服務年資的級距
項目
1 年以內
1 年以上未滿 5 年
5 年以上未滿 10 年
10 年以上未滿 15 年
15 年以上未滿 20 年
20 年以上未滿 25 年
25 年以上
未填答
總計

數量
48
18
20
3
79

百分比
61%
23%
25%
4%
100%

數量
1
19
18
16
11
6
7
1
79

百分比
1%
24%
23%
20%
14%
8%
9%
1%
100%

數量

百分比

15
35
10
8
4
2
4
1
79

19%
44%
13%
10%
5%
3%
5%
1%
100%

數量

百分比

57

72%

5

6%

第二部分：標案額外資料
1.

標案採用(預計採用)的專案執行方式
項目
傳統方式：設計、發包、施工
(DBB)
單純統包：設計(設計單位)、統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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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設+施工)
PCM+統包：PCM(初設)、統包(細
設+施工)
其他
總計

12

1.

備註:自其他欄位所填答之意見

2.
3.

4.
5.
2.

5
6%
79
100%
本案勞務，服務範圍為辦理基設，協助發包，提供
工程諮詢
傳統+統包
本規設案未訂定使用 BIM 技術，惟評選時委員詢
問，廠商回復考量未來於工程案與其他系統一併建
置
專案管理標案
設計監造+聯合承攬+PCM

標案 BIM 經費來源
項目
包含於廠商執行的所有費用中，
沒有額外編列
要求廠商回饋的工作

數量

百分比

61

77%

5

6%

機關的預算—工程管理費

3

4%

機關的預算—其他費用

10

13%

總計
1.
2.
3.
4.
5.
備註:自其他費用欄位所填答之意
見
6.
7.
8.
9.
3.

15%

標案中 BIM 工作項目規劃型態
項目
單獨工作項目
沒有單獨工作項目，但要求廠商
必須使用 BIM 技術
其他
未填答
總計
備註:自其他欄位所填答之意見

79
100%
契約書
細部設計階段 BIM 建置費
廠商自行承諾項目
單一編列
本規設案未訂定使用 BIM 技術，惟評選時委員詢
問，廠商回復考量未來於工程案與其他系統一併建
置
本標案未規劃 BIM 技術，廠商於服務建議書中提
出自願提供服務
廠商執行的費用中，編列 "BIM 建置費用"
在工程預算內單獨編列預算
獨立編工作項目
數量

百分比

45

57%

22

28%

11
14%
1
1%
79
100%
1. 設計廠商於本案議約時所承諾事項,並無列入原契
約單獨工作項目
2. 廠商承諾設計階段導入 BIM 技術
3. 自主使用，無強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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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6.

7.

4. 廠商設計階段採 BIM 技術
5. 廠商承諾項目
6. 本規設案未訂定使用 BIM 技術，惟評選時委員詢
問，廠商回復考量未來於工程案與其他系統一併建
置
7. 廠商自行提出，招標時無提出需求
8. 編列於直接工程費內，以一式計價(面積計算)
9. 無要求廠商必須使用 BIM 技術
10.設計廠商於本案議約時所承諾事項，並無列入原契
約單獨工作項目
標案中 BIM 工作項目經由獨立的預算編列
項目
數量
百分比
是
19
24%
否
60
76%
總計
79
100%
標案中 BIM 預算編列的方式
項目
數量
百分比
人月法
4
5%
百分比法
17
22%
總價法
46
58%
未填答
12
15%
總計
79
100%
標案中 BIM 工作計價方式
項目
數量
百分比
人月法，且一期給付
2
3%
人月法，但分期給付
1
1%
百分比法，且一期給付
1
1%
百分比法，但分期給付
19
24%
總價，且一期給付
10
13%
總價，但分期給付
35
44%
未填答
11
14%
總計
79
100%
標案中 BIM 工作的驗收或成果檢驗方式
項目
數量
百分比
以交付特定成果(如模型、衝突檢
查報告等)，由機關召開審查會議
26
33%
驗收
以交付特定成果(如模型、衝突檢
30
38%
查報告等)，由機關驗收
沒有特定驗收或成果檢驗方式
15
19%
未填答
其他
總計
備註:自其他欄位所填答之意見

5
6%
3
4%
79
100%
1. 目前未納入契約要求
2. 乙方於細部設計時須使用 BIM 作檢核水電/空調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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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與建築、結構體/天花板等衝突檢討：(1)模型可
供甲方查詢及展示。(2)模型可檢測建築構件與結構
設計、空調與水電構件空間衝突。(3)成果數據可於
施工階段續交付施工單位發展施工用途。(4)過程產
生數據所有權及智慧財產權歸於甲方。
3. 本規設案未訂定使用 BIM 技術，惟評選時委員詢
問，廠商回復考量未來於工程案與其他系統一併建
置
本標案 BIM 主要應用的範圍(複選)
*此題百分比計算方式為該項目所得個數除以總回收份數：79 份
項目
數量
百分比
細部設計
53
67%
施工
46
58%
初步設計
39
49%
規劃
24
30%
營運/維護管理
21
27%
可行性評估
11
14%
9. 本標案應用 BIM 主要預期的效益(複選)
*此題百分比計算方式為該項目所得個數除以總回收份數：79 份
項目
數量
百分比
減少施工過程中的衝突
68
86%
提高專案整體品質
50
63%
減少施工期間的變更
49
62%
更好的成本控制與預測性
41
52%
改善對設計目的了解
40
51%
減少疑義澄清的數量
34
43%
縮短業主的審核時間
17
22%
其他
1
1%
備註:自其他欄位所填答之意見
1. 後續營運管理
10. 本標案結案與否
項目
數量
百分比
是
8
10%
否
70
89%
未填答
1
1%
總計
79
100%
11. 本標案應用 BIM 獲得的具體效益(複選)
*此題百分比計算方式為該項目所得個數除以已結案之標案：8 份 (參照上表-第二部分-10)
項目
數量
百分比
減少施工過程中的衝突
7
88%
提高專案整體品質
4
50%
減少施工期間的變更
5
63%
更好的成本控制與預測性
3
38%
改善對設計目的了解
4
50%
減少疑義澄清的數量
3
38%
縮短業主的審核時間
2
25%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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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1
13%
備註:自其他欄位所填答之意見
1.發揮效益不高
12. 本標案應用 BIM 獲得整體經費的節省
*此題總數為已結案之標案數量：8 份 (參照上表-第二部分-10)
項目
數量
百分比
是
2
25%
否
6
75%
總計
8
100%
13. 本標案採用 BIM 過程遭遇的問題
(1) 土木與機電整合因廠商分屬不同，需監造對 BIM 有充分了解。
(2) 從設計、施工到維管，其 BIM 建置成本及技術要求高，廠商常因經費及資訊不足無
法滿足各階段界面所需，造成協同平台產生協調管理等問題。而後續維管涉使用單位
管理人對 BIM 成果應用於設施維管操作熟稔程度，常因管理人非工程背景而造成無
法發揮 BIM 功能，使預期效益打折。
(3) 無相關規範及驗收標準
(4) 1.業主需求不明確 2.模型範疇不明確 3.契約規定不明確
(5) 電腦設備等級不足及軟體版本不一致,導致電子檔案無法開啟
(6) 設計期程較久
(7) 機關人員對 BIM 檢核能力不足
(8) 初期建模及建原件投入人力成本高，細設詳圖仍需 CAD 整合支援
(9) 目前階段僅提送 BIM 工作執行計畫書核定中，尚未執行。
(10) 專案龐大，初期設計方案不明確且調整頻率及幅度大，致使 BIM 作業成本較高而無
法完全依靠 BIM 執行
(11) 本規設案未訂定使用 BIM 技術，惟評選時委員詢問，廠商回復考量未來於工程案與
其他系統一併建置
(12) 編列費用較低,廠商成本考量執行意願較低.
(13) 設計單位使用的軟體與施工廠商使用的軟體不同，建模耗時。
(14) 1.於施工階段導入，設計監造及專管單位契約無規範，審查機制有疑慮。 2.廠商對
BIM 不了解，投入人力不足 3.發包當時相關規範及參考資料少，契約文件定義不明
(例如模型詳細度、元件內容....)
(15) 軟硬體相容性、缺乏 BIM 專業人才
(16) 1.設計公司使用之 BIM 軟體為國內少見，與其他軟體間之相容性尚有疑義。 2.後續
施工階段是否能藉由 BIM 協助施工圖說繪製以及施工品質管理，而非僅限於衝突點
檢核與工程環境整合，尚有疑義。
(17) 本案承商第一次採用 BIM 運用於施工階段,因工期緊迫故承商委外辦理,再施工階段發
揮效果不大
(18) 機電工程 LOD400 的製作認知細節
(19) 各廠商製圖邏輯不一致
(20) 本標案統包廠商操作者非工程相關人員，如於現場實際發生界面問題，溝通協調不
易，需花較多時間處理。
第三部分：機關對 BIM 技術使用現況與認知調查

一、BIM 技術使用現況
1.

貴單位過去導入 BIM 技術於工程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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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是

數量

百分比

29

37%

否

49

62%

未填答

1

1%

總計

79

100%

導入 BIM 技術年份
*此題總數為過去已導入 BIM 技術於工程專案的機關數：29 個 (參照上表-第三部分之一-1)
項目
數量
百分比
~2010
4
14%
2011~2015
23
79%
其他
2
7%
總計
29
100%

2.

3.

4.

備註:自其他欄位所填答之 1. 不可考
意見
2.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多功能活動中心新建工程
貴單位專門成立 BIM 單一部門
項目
數量
百分比
是
1
1%
否

77

97%

未填答

1

1%

總計
79
100%
單位建立之 BIM 專責單位的組織層級
*此題總數為有專門成立 BIM 單一部門的機關數：1 個 (參照上表-第三部分之一-2)
項目
數量
百分比
常設組織
0
0%
專案組織
0
0%
常設、專案組織兩者並行
1
100%
常設組織

0

0%

總計

1

100%

無建立 BIM 專責組織的單位其 BIM 技術人員來源
*此題總數為無專門成立 BIM 單一部門的機關數：77 個 (參照上表-第三部分之一-2)
項目
數量
百分比
完全外包給專業廠商
38
49%
現職人員臨時兼任
23
30%
其他
8
10%
未填答
8
10%
總計
77
100%
1. 設計監造單位
2. 無 BIM 技術人員
3. 本案有總顧問協助，且設計單位須指派一名 BIM 工程師
備註:自其他欄位所填答之
合署辦公
意見
4. 目前本機關並無前例
5. 由施工廠商及監造單位執行,後續營運交由維護處執行.
6. 個案 bim 由專案 pcm 進行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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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7. 召開審查會審查
8. 無專責 BIM 技術人員
主要執行 BIM 技術於專案之部門人數
項目
數量
1~5 人
49

7.

8.

62%

6~10 人

4

5%

11~15 人

1

1%

16~20 人

1

1%

20 人以上

1

1%

未填答

23
79

29%

總計
6.

百分比

使用 BIM 技術主要執行於的階段(複選)
*此題百分比計算方式為該項目所得個數除以總回收份數：79 份
項目
數量

100%

百分比

施工

52

66%

細部設計

55

70%

初步設計

45

57%

規劃

28

35%

營運/維護管理

19

24%

可行性評估
15
執行專案時，有使用 BIM 技術的案件數比例
項目
數量
未滿 15%
48
15~30%
3
30~60%
7
60%以上
16
未填答
5
總計
79
應用 BIM 的範疇
項目
數量
大專案局部應用
19
大專案整體應用
27
小專案應用
1
小專案試行
10
其他
9
所有專案一律使用
10
未填答
3
總計
79
1. 資本支出專案工程使用
2. 視規劃設計監造單位是否具該能力
備註:自其他欄位所填答之
3. 配合執行中案件，擇階段試辦
意見
4. 未強制
5. 目前本機關並無前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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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百分比
61%
4%
9%
20%
6%
100%
百分比
24%
34%
1%
13%
11%
13%
4%
100%

6. 視案件特行而定
7. 無針對特定專案使用
8. 第一次使用
9. 尚待研議
9. 對於應用 BIM 技術於實際專案的狀況
項目
數量
要求 BIM 技術執行於所有專案
29
鼓勵 BIM 技術導入專案，但不強迫
39
認為 BIM 技術導入並不影響任何決定
10
未填答
1
總計
79
10. 對於 BIM 技術的看法
項目
數量
經由此標案，仍會繼續使用此技術
68
經由此標案，決定不再使用此技術
未填答
總計
11. 若要導入 BIM 技術，會採用之主要模式
項目
聘僱 BIM 工程師或經理
聘請 BIM 講師進行內部教育訓練
購買軟體及其他相關教育訓練
藉由專案與 BIM 顧問公司合作
未填答
其他
總計
1.
2.
3.
備註:自其他欄位所填答之意見
4.
5.
6.

百分比
37%
49%
13%
1%
100%
百分比

4
7
79

86%
5%
9%
100%

數量

百分比

2
3%
10
13%
9
11%
51
65%
1
1%
6
8%
79
100%
研議中
由外包廠商建議之
建議由公部門案件積極推動 BIM 技術並於
規劃設計階段及導入，承辦員藉由案件之教
育訓練、參與及實際操作以熟悉該項技術
無法依個人立場回答
尚未規劃
於工程契約中要求承商導入 BIM

12. 採用 BIM 最重要環境條件因素(複選)
*此題百分比計算方式為該項目所得個數除以總回收份數：79 份
項目
數量
百分比
政策要求
55
70%
工程複雜
45
57%
上級單位要求
23
29%
上級長官要求
21
27%
提升形象
19
24%
投資能夠得到回報
18
23%
其他
9
11%
1.
預期
BIM
投入能使工程更好
備註:自其他欄位所填答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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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支出專案
有實質之助益
廠商承諾
廠商服務建議書承諾事項
藉 BIM 控制工程品質，然尚未完成工程前，
效益未能判定。
7. 無法依個人立場回答
8. 鼓勵廠商於工程師施工中做中學
9. 依個案
2.
3.
4.
5.
6.

13. BIM 的推動，最大的受益者(複選)
*此題百分比計算方式為該項目所得個數除以總回收份數：79 份
項目
數量
業主
57
營造廠
48
設計單位(建築/結構/機電)
47
BIM 專業廠商
35
軟體廠商
27
BIM 專業諮詢顧問
23
設備/材料廠商
20
物業管理
15
其他
3
1. 尚待確認
備註:自其他欄位所填答之意見
2. 工程施工並無受益者可言
3. 本公司營運維護單位

百分比
72%
61%
59%
44%
34%
29%
25%
19%
4%

二、使用 BIM 技術遭遇困難之處
1.

2.

目前推動使用 BIM 遭遇的困難(複選)
*此題百分比計算方式為該項目所得個數除以總回收份數：79 份
項目
數量
百分比
缺乏建立 BIM 元件資料庫
51
65%
欠缺培養 BIM 人才
51
65%
未明確制定規範標準
49
62%
缺乏合約管理及收費標準
39
49%
BIM 推動整體藍圖不明確
38
48%
缺乏建立設計樣版
31
39%
其他
3
4%
1. 執行中，設計單位未表示意見
備註:自其他欄位所填答之意見
2. 業界建築師非普遍使用 BIM
3. 所需硬體設備高、操作介面不直覺
目前 BIM 於使用技術方面遭遇的困難(複選)
*此題百分比計算方式為該項目所得個數除以總回收份數：79 份
項目
數量
百分比
軟體整合性不佳
46
58%
缺乏技術專業性
44
56%
技術難度較高
39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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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更新過快
其他

19
24%
3
4%
1. 業主本身對 BIM 專業知識不足，審查需委託
外單位協助。需協助業主完備相關 BIM 基本
備註:自其他欄位所填答之意見
了解知識。
2. 執行中，設計單位未表示意見
3. 費用過高
3. 目前 BIM 於人力資源方面遭遇的困難(複選)
*此題百分比計算方式為該項目所得個數除以總回收份數：79 份
項目
數量
百分比
人員培訓不足
57
72%
人員招募不易
35
44%
人員應用心態消極
26
33%
其他
5
6%
1. 尚待評估及確認
2. 無獎勵措施
備註:自其他欄位所填答之意見
3. 執行中，設計單位未表示意見
4. 其他事務繁忙
5. 專業能力不足
4. 目前 BIM 於成本方面遭遇的困難(複選)
*此題百分比計算方式為該項目所得個數除以總回收份數：79 份
項目
數量
百分比
收益不確定性
54
68%
短期成本高
39
49%
投資回報期長
29
37%
其他
3
4%
1. 資本支出專案需事前預算編列
備註:自其他欄位所填答之意見
2. 執行中，設計單位未表示意見
3. 若無政策推動，預算編列困難。
5. 目前 BIM 於管理方面遭遇的困難(複選)
*此題百分比計算方式為該項目所得個數除以總回收份數：79 份
項目
數量
百分比
新觀念導入困難
50
63%
業務流程轉變
管理方式轉變
其他
備註:自其他欄位所填答之意見

44

56%

42
53%
2
3%
1. 執行中，設計單位未表示意見
2. 使用單位不了解如何使用

6. 目前 BIM 於制度方面遭遇的困難(複選)
*此題百分比計算方式為該項目所得個數除以總回收份數：79 份
項目
數量
缺乏 BIM 規範標準
59
責任界限不明
41
智慧財產權歸屬不明
24
其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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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比
75%
52%
30%
1%

備註:自其他欄位所填答之意見
1. 執行中，設計單位未表示意見
7. 在執行 BIM 過程中，造成作業流程無法銜接之情形
項目
數量
百分比
否
56
71%
是
22
28%
未填答
1
1%
總計
79
100%
8. 造成作業流程無法銜接之原因
*此題總數為有作業流程無法銜接之情形的標案數量：22 份 (參照上表-第三部分之二-7)
項目
數量
百分比
資料完整度不足
13
59%
資料豐富度不足
4
18%
模型轉換資料遺失或不足
4
18%
其他
1
5%
總計
22
100%
備註:自其他欄位所填答之意見
1. 以上皆是
三、BIM 技術預期發展相關議題
1.

2.

3.

認同 BIM 之工作需於工程款項中另外編列費用
項目
數量
百分比
是
53
67%
否
25
32%
未填答
1
1%
總計
79
100%
BIM 費用較合理的編列方式
*此題總數為認同另外編列費用的數量：53 份 (參照上表-第三部分之三-1)
項目
數量
百分比
按總工程款百分比編列
18
34%
按總價編列
34
64%
未填答
1
2%
總計
53
100%
選擇總價編列者，推估總價方式
(1)先詢市場行情,再行參考編列
(2)按人時數
(3)依據工作項目難易度，判斷所需技術人力與軟體等合理費用。
(4)要有參考手冊
(5)工程費 0.5%
(6)詢問市場行情
(7)以工程預算金額計算
(8)依訪價結果或參考過去標案之預算
(9)考量 BIM 建置初期所需投入之軟硬體設備與人力，配合計畫特性及各階段發展程度，
估算相關費用後，再與其他類似計畫(例如淡海輕軌)比較調整後訂定
(10)考量案件之工程複雜度
(11)應視專案類型而異，依建築與機電拆分百分比計算
(12)視 BIM 提供精度作為推估總價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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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13)總價 0.3%
(14)依軟體使用權限、模型授權程度、建模等級、投入人力資源數量及是否含其他服務工
作綜合推估
(15)每平方公尺 110~120 元
(16)尚無確切預算編列公式可提供
(17)按總工程款百分比編列
(18)約千分之 1
(19)參考設計費用。
(20)按照市場行情或相關案件預算編列比例進行推估
(21)依人力需求估算
(22)請廠商提出 3 家報價單平均
(23)依類型、規模、量體大小合理評估
(24)依契約內容詳細價目表分析人力,材料,施工時程之價格,餐靠前購價或市場行情等,以推
估工程總價參考.
(25)BIM 服務價格應以工作內容而定 推估總價則以 1.參考之前個案 2.詢問其他機關類
似個案
(26)廠商提供報價
(27)概估工程經費推估
(28)依使用人月費用估算
(29)請技術服務廠商提供 3 家以上 BIM 繪製公司報價單，取其平均值作為推估預算金額。
(30)由設計單位訪價編列預算
選擇按總工程款百分比編列，佔總工程款比例
百分比
數量
0.50%
2
0.60%
1
1%
3
0.1%~1%
1
0.1%~2%
1
3%
2
1-5%
1
4-10%
1
9%
1
4%~10%(視需求及案件性質決定)
1
比照綠建築設備費等級分類，按契約要求之
1
LOD 級數，佔總工程款 1%~2.5%辦理
比照規劃設計及監造之建築費用百分比法，可
1
試算所需經費需求上限。
無意見
2
BIM 建模之驗收標準合理、明確與否
項目
數量
百分比
否
35
44%
是
39
49%
未填答
5
6%
總計
79
100%
BIM 元件之智慧財產權歸屬
項目
數量
百分比
於合約載明各式權利歸屬
44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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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業主
31
廠商
1
未填答
3
總計
79
BIM 技術的貢獻價值(複選)
*此題百分比計算方式為該項目所得個數除以總回收份數：79 份
項目
數量
減少施工過程中的衝突
67
減少施工期間的變更
51
提高專案整體品質
49
改善對設計目的了解

7.

8.

48

減少疑義澄清的數量
45
更好的成本控制與預測性
37
縮短業主的審核時間
24
其他
0
影響不使用或未深入應用 BIM 技術的因素(複選)
*此題百分比計算方式為該項目所得個數除以總回收份數：79 份
項目
數量

39%
1%
4%
100%

百分比
85%
65%
62%
61%
57%
47%
30%
0%

百分比

需求的教育訓練不足

44

56%

軟、硬體成本的增加

39

49%

尚無標準可循

36

46%

無 BIM 相關的知識

35

44%

使用的效益評估時間不足

33

42%

人力成本的增加

33

42%

建築師、承包商等沒有使用 BIM 的經驗

33

42%

尚無有效的契約文件

25

32%

與 CAD 應用相互操作性差

23

29%

設計費用的增加
目前的工作模式即可解決問題無需使用
BIM 技術
流程改變不適用於執行的工作

23

29%

21

27%

18

23%

低投資報酬率

17

22%

專案類型不適用

11

14%

與專案團隊的工作模式不符

9

11%

組織內部人員的反彈
未獲得高層支持
其他
備註:自其他欄位所填答之意見

6

8%

3
4%
1
1%
1.目前市場尚未建立所有建材單位造價之標
準，資料庫缺乏，影響資訊精確性
能夠影響非使用者決定採用 BIM 技術的因素(複選)
*此題百分比計算方式為該項目所得個數除以總回收份數：79 份
項目
數量
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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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專案團隊在設計與施工過程的溝通

46

58%

提升設計品質

41

52%

提升施工品質

40

51%

減少疑義澄清的數量

38

48%

減少設計變更

37

47%

能得到更精確的施工文件

37

47%

更精確的成本預估與計算

37

47%

業主要求使用

34

43%

提升營運維護之效率

30

38%

能夠減少施工成本

29

37%

政府政策與獎勵

26

33%

減少重工

26

33%

資訊之延續及重覆使用

25

32%

減少製圖時間增加設計時間

25

32%

改善排程能力

21

27%

提升建築物永續發展設計

17

22%

16

20%

16

20%

提升工作場所的安全性減少工安事故的
機會
縮短工時
其他
備註:自其他欄位所填答之意見
9.

1
1. 政府政策，列為契約要項

能夠提升 BIM 技術價值的因素(複選)
*此題百分比計算方式為該項目所得個數除以總回收份數：79 份
項目
數量
改善軟體之間的互相操作性
42

1%

百分比
53%

改善 BIM 的配套軟體功能

35

44%

降低 BIM 的軟體成本

34

43%

更多的內部員工有 BIM 的技能

31

39%

更多的外部組織有 BIM 的技能

30

38%

更明確定義 BIM 兩方的交付成果
更多可以整合 BIM 資料之相關之行動裝
置的教育訓練
更確鑿的數據去證實 BIM 的商業價值

29

37%

29

37%

27

34%

更多的業主要求使用 BIM

26

33%

更多的 3D 建築產品廠商具體的內容

26

33%

執行單位採用模型的意願

24

30%

合約增加協作與定義 BIM 的交付成果

24

30%

使用更多的合約去支持與合作

19

24%

更加容易獲得外包建模的服務

13

16%

其他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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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自其他欄位所填答之意見

1. 不論 BIM 如何行銷，對業主來說，能夠解
決施工介面的問題才是最大願意採用 BIM 技
術的原因。

10. 願意在未來兩年投入 BIM 的資源(複選)
*此題百分比計算方式為該項目所得個數除以總回收份數：79 份
項目
數量

百分比

增加員工 BIM 專業訓練

52

66%

強化 BIM 內部作業流程

29

37%

增加 BIM 軟硬體設施設備

31

39%

解決軟體相容與相互操作性問題

15

19%

開發新或升級平板與手機的資訊傳遞

12

15%

開發 BIM 外部協作流程

11

14%

開發並建立顧客資料庫

10

13%

其他
備註:自其他欄位所填答之意見

4
5%
1. 視本案執行成果及效益再決定。
2. 視工程預算而定。
3. 視需求再決定。
4. 不論 BIM 如何行銷，對業主來說，能夠解
決施工介面的問題才是最大願意採用 BIM 技
術的原因。但能熟練操作軟體的人才不易覓
得，建築人才有，但機電人才或營造廠是否具
備相同能力？或她們是否都會使用 BIM 系
統，這才是專案執行的問題。若沒人熟悉，導
入後無法有效幫助專案，也只是浪費公帑。

第四部份：BIM 技術現況推動與其他相關建議
願意持續應用 BIM
項目
數量
百分比
願意
65
82%
不願意
11
14%
未填答
3
4%
總計
79
100%
2. 願意持續應用 BIM 之原因(複選)
*此題百分比計算為該項所得個數除以願意持續應用 BIM 之數量：65 份 (參照上表-第四部
分-1)
項目
數量
百分比
產業趨勢
42
65%
政策要求
38
58%
投資能夠得到回報
18
28%
提升形象
16
25%
上游廠商要求
0
0%
其他
6
9%
1. 自己工作專業範疇
備註:自其他欄位所填答之意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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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4.
5.
6.

減少未來變更設計
界面爭議檢討
無法依個人立場回答
減少衝突
長官要求

3. 不願意持續應用 BIM 之原因(複選)
*此題百分比計算為該項所得個數除以不願意持續應用 BIM 之數量：11 份 (參照上表-第四部
分-1)
項目
數量
百分比
缺乏 BIM 人才
7
64%
短期成本高
5
45%
效益不確定性
8
73%
沒有急迫性
5
45%
缺乏誘因
4
36%
投資回報期長
4
36%
其他
2
18%
1. 針對 BIM 相關知識不明確
2. 期待減少工程介面整合的複雜度，倘若
備註:自其他欄位所填答之意見
BIM 無法解決，亦會分析是因為 BIM 系統
本身問題，或是廠商無法掌握 BIM 技術之
問題，才會做下決論。
4. 對目前國內營建產業在 BIM 推動上的了解程度
項目
數量
百分比
目前研究進行中
4
5%
尚可
25
32%
非常陌生
13
16%
略知
30
38%
熟悉
6
8%
未填答
1
1%
總計
79
100%
5. 以下哪一單位較能帶領與加速國內 BIM 技術的推動(複選)
*此題百分比計算方式為該項目所得個數除以總回收份數：79 份
項目
數量
百分比
政府機關
57
72%
建築師
44
56%
顧問公司
42
53%
營造廠
34
43%
專業承包商
19
24%
公會
20
25%
軟體公司
14
18%
學校
9
11%
私人業主
5
6%
其他
0
0%
6. 目前國內推動 BIM 技術最需要的組織架構(複選)
*此題百分比計算方式為該項目所得個數除以總回收份數：79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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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技術交流平台

數量

百分比

55

70%

政府成立推動工作小組

51

65%

產官學業聯盟

36

46%

加入國際組織

12

15%

其他

7.

8.

0
工程會推動 BIM 技術應該提供的協助(複選)
*此題百分比計算方式為該項目所得個數除以總回收份數：79 份
項目
數量

0%

百分比

提供應用 BIM 作業手冊與各式範本

66

84%

成立技術交流平台分享經驗

60

76%

舉辦 BIM 教育訓練

52

66%

建立輔導團個別輔導
其他

36

46%

2
3%
1. 成立有關 BIM 公司平台，供使用需求單位
備註:自其他欄位所填答之意見
參考
2. BIM 建置規範、檢核標準
關於國內 BIM 技術現況問題或改善之建議：
(1) 施工階段之 BIM 至為重要，需確實執行方能有成效。
(2) 現階段普遍建模人員對於工程施工專業度不足，無法判斷設計圖說之模型的合理性。
(3) 缺乏驗收標準，執行有困難度
(4) 1.訂定 BIM 法源依據以利機關編列執行總預算 2.明訂收費參考標準以利機關編列服
務預算 3.編訂 BIM 標準範本契約以利機關選用
(5) 現階段應盡速提供樣板跟以及相關合約規範,以利執行
(6) 建議工程會建立有關 BIM 相關專家學者名單資料庫，俟機關有需求時可供諮詢。
(7) 簡化並制定 BIM 成果驗收標準，加強軟體應用的整合性
(8) 公部門應加強對內部工程主辦人員對 BIM 技術學習深度，才能對廠商交付之模型進
行審查、驗收及後續維運階段持續應用
(9) 政府資訊部們應積極購置 BIM 軟硬體設備
(10) 非常陌生，故無建議
(11) 機關之所有願意嘗試導入 BIM 系統，是期待減少工程介面整合的複雜度，提高工程
品質。倘若 BIM 無法解決相關問題，亦會分析是因為 BIM 系統本身問題，或是廠商
無法掌握 BIM 技術之問題，才會做下未來是否繼續採用的決策。 目前 BIM 人才嚴
重缺乏，承包廠商另聘人才亦不見得具備精煉度，信任缺乏，如同一群瞎子摸象。建
議工程會與相關 BIM 系統商合作，開立課程。
(12) 建置用軟體之間無法互相轉換相容，未來管理及整合時將產生困難。
(13) 應存設計規劃單位培育 BIM 技術人才，並從設計規劃階段即導入，以提升設計品質
及並早發現設計階段衝突點。 2.應輔導設計監造及專案管理廠商端具備有 BIM 技術
人員，否則無從督導承攬廠商執行成果。 3.導入 BIM 技術應有一定成員組織，應輔
導承攬廠商具備 BIM 技術部門，並實際於施工階段應用模型，方可達其效益。 4.
業主應決定採用 BIM 技術前應先行確認需求及目標並於契約明確定義交付成果資
料，以避免實際執行產生爭議。
(14) 執行中，無可確認問題。
(15) 規範與合約。
(16) 1.應明確定義具有應用 BIM 效益之工程種類、金額及規模，避免各機關為 BIM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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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M，只為配合政策而無效益可言。2.應提供科學量化數據證明應用 BIM 所帶來的效
益及節省之成本。3.應建立於工程生命週期各階段使用 BIM 之 SOP，包括契約如何
訂定 BIM 之工作項目、工作效益及驗收程序。
(17) 目前資訊不是相當充足,需要辦理教育訓練
(18) 改善電腦模擬道路（含周邊環境、共同管道、排水系統、污水系統等）3D 模型，並
提出 2D 工程圖、數量由 BIM 模型產出之計畫系統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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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八、廠商運用 BIM 技術問
卷調查內容

附錄八、廠商運用 BIM 技術問卷調查內容
「 國內廠商運用 BIM 技術現況 」問卷調查
各位先進您好：
首先感謝您於百忙之中撥冗閱讀並填答本問卷。
此份問卷主要為辦理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之「機關辦理公共工程導入建築資訊建
模 BIM 技術」計畫，其目的為瞭解國內營建產業應用 BIM 技術的現況、可能成效與未
來展望，期盼藉助您對此研究提供寶貴意見及適切的建議，讓研究團隊能夠進行深入的
分析，以利研究成果有機會提昇國內 BIM 技術使用之效益。
由於貴廠商是執行規劃設計、施工、PCM 等類別工作各前 50 名之廠商，對於國內
的工程環境有相當深入的了解與掌握，因此本計畫將貴公司設定為受訪對象。本研究所
取得之資料僅供計畫研究上使用，個別問卷之填答結果將會保密。謝謝您撥冗填寫問
卷，若對問卷有任何的建議或問題，也歡迎來信告知。
＊若您認為有更適合填答此份問卷的人選，麻煩您協助轉發，謝謝。
https://goo.gl/4tRe4l
國立中央大學營建管理研究所
計畫主持人 楊智斌 教授
專任助理 周宏宇 敬上
E-mail：harrychou@ncu.edu.tw
第一部份：基本資料
1.

請問貴公司名稱?

2.
3.

請問貴公司屬於下列何者類型?
□ 建築師事務所 □ 工程顧問公司 □ 營造廠 □ 技師事務所
請問貴公司主要(超過 50%)承攬的工程以何者為主?

4.

□ 公共工程
□ 民間工程
請問貴公司主要多數承攬的工程專案類型?(可複選)

□ 其他

□ 建築工程(一般住宅、商辦大樓、廠辦大樓) □ 廠房工程 □ 道路工程
□ 鐵路工程 □ 橋梁工程 □ 隧道工程 □ 污水下水道工程 □ 捷運工程
5.

□ 機電工程 □ 其他：
請問貴公司去年全年度的總計營業額(新台幣)約為?
□ 不適用 □ 五十萬元以下 □ 五十萬~一百萬元 □ 一百萬~三百萬元
□ 三百萬~五百萬元 □ 五百萬~一千萬元 □ 一千萬~二千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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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二千萬~五千萬元 □ 五千萬~一億元 □ 一億~十億元 □ 十億~五十億元
請問貴公司多少位員工？

7.

□ 0-20 人 □ 21-50 人 □ 51-100 人 □101-500 人
請問您在目前公司的職務角色為下列何者屬性?

□500 人以上

□ 企業、機關負責人
□ 內業中高階管理人員
□ 專案負責人(專案經理、工地主任等)
□ 專業技師人員(土木、結構、大地技師等)
□ 專案執行人員(現場工程師)
□ 內業工程師
□ BIM 工程師
□ 後勤行政人員
□ 其他：
8.

9.

請問您的工作年資為下列何者級距?
□ 1 年以內 □ 1 年以上未滿 5 年 □ 5 年以上未滿 10 年 □ 10 年以上未滿 15 年
□ 15 年以上未滿 20 年 □ 20 年以上未滿 25 年 □25 年以上
請問您到貴公司服務的年資為下列何者級距?
□ 1 年以內 □ 1 年以上未滿 5 年 □ 5 年以上未滿 10 年 □ 10 年以上未滿 15 年
□ 15 年以上未滿 20 年 □ 20 年以上未滿 25 年 □25 年以上

第二部分：廠商對 BIM 技術使用現況與認知調查
一、BIM 技術使用現況
1.

請問貴公司是否導入 BIM 技術使用於工程專案?
□ 是，導入 BIM 技術年份：西元
年
□ 否 (跳題至第 11 題)

2.

請問貴公司是否有專門成立 BIM 單一部門?
□ 是，部門名稱：
□ 否

3.

承上題，若貴公司已有建立 BIM 專責單位，其組織層級為何？
註：若上題填「否」者，略過此題，填答下一題。
□ 常設組織
□ 專案組織
□ 常設、專案組織兩者並行
□ 其他：
若貴公司並無建立 BIM 專責組織，則其 BIM 技術人員來源為何？

4.

註：上題已填答者，此題略過。
□ 完全外包給專業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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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職人員臨時兼任
□ 其他：
5.

請問貴公司主要執行 BIM 技術於專案之部門人數?
□ 1~5 人 □ 6~10 人 □ 11~15 人 □ 15~20 人 □ 20 人以上

6.

請問貴公司使用 BIM 技術主要執行於何種階段？(可複選)
□ 可行性評估 □ 規劃 □ 初步設計 □ 細部設計 □ 施工 □ 營運/維護管理

7.

請問貴公司使用 BIM 技術主要執行於何種類型的工程專案中？(可複選)
□ 商業 (包含：商辦大樓、廠辦大樓、賣場、旅館飯店)
□ 機構 (包含：教育、醫療、宗教建物等)
□ 政府/公有建築物 (包含：法院、文教、藝術、娛樂、體育等建物)
□ 集合住宅
□ 別墅
□ 工業廠房
□ 公共建設(包含：道路、橋梁、隧道、汙水處理等)
□ 能源(包含：石油、天然氣等設施)
□ 礦業/自然資源
□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

8.

請問貴公司在執行專案時，有使用 BIM 技術的案件數為何？
□ 1 件 □ 2~3 件 □ 4~5 件 □ 6~10 件□ 10 件以上

9.

請問貴公司在執行專案時，有使用 BIM 技術的案件數比例為何？
□ 未滿 15% □ 15~30% □ 30~60% □ 60%以上

10. 請問貴公司應用 BIM 的範疇為何？
□ 小專案試行 □ 小專案應用
□ 大專案局部應用 □ 大專案整體應用
□ 所有專案一律使用 □ 其他：
11. 請問貴公司對於應用 BIM 技術於實際專案的狀況為何？
□ 要求 BIM 技術執行於所有專案
□ 鼓勵 BIM 技術導入專案，但不強迫
□ 認為 BIM 技術導入並不影響任何決定
12. 請問貴公司對於 BIM 技術的看法？
□ 曾經使用過 BIM，仍會繼續使用此技術
□ 曾經使用過 BIM，決定不再使用此技術
□ 不曾使用 BIM，並且對此技術沒有興趣
□ 不曾使用 BIM，但開放探索它的潛力
□ 不曾使用 BIM，但認為此技術對我們是有價值的
□ 不曾使用 BIM，但正在積極的評估此技術
□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
13. 請問貴公司若要導入 BIM 技術，會採用之主要模式為何？
□ 藉由專案與 BIM 顧問公司合作
□ 聘請 BIM 講師進行內部教育訓練
□ 聘僱 BIM 工程師或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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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購買軟體及其他相關教育訓練
□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
二、BIM 技術認知調查
1. 請問您親自使用 BIM 技術執行於專案之工作經驗年資?
□ 無 (跳題至第 6 題)
□ 1 年以內
□ 1 年以上未滿 5 年
□ 5 年以上未滿 10 年
□ 10 年以上
2. 請問您親自使用 BIM 技術執行於專案之專案件數?
□ 1 件以上未滿 5 件
□ 5 件以上未滿 10 件
□ 10 件以上未滿 20 件
□ 20 件以上
3. 請問您曾經操作過哪幾種 BIM 工具軟體?(可複選)
□ Autodesk Revit □ Bentley Architecture □ Graphisoft ArchiCAD
□ Revit MEP □ Revit Structure □ Tekla □ 其他：_____________
4.

5.
6.
7.

8.

9.

請問您對 BIM 軟體的操作熟悉程度?
□ 了解 BIM 軟體操作功能
□ 曾經參與建置 BIM 模型
□ 曾經獨立建置 BIM 模型
□ 不熟悉
請問您學習到 BIM 技術之主要管道為何?
□ 學校教育 □ 公司內部培訓 □ 一般收費課程 □ 其他：________________
請問您是否參加過 BIM 技術相關教育訓練、研討會、課程?
□ 是 □ 否 (跳題至第三部分)
您曾參加過的 BIM 教育訓練，其主要的辦理方式為何?
□ 政府主辦訓練課程/研討會
□ 學校單位相關開課課程
□ 坊間電腦軟體教學中心(如：巨匠、聯強)
□ 軟體代理商專門課程(如：提華.協勤.大塚)
□ 自行購買工具書進修或搜尋網路資訊
□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
您認為市場上 BIM 教育訓練課程的幫助程度?
□ 與需求不符
□ 效果有限
□ 尚可
□ 效果良好
請針對以下 BIM 相關課程之需求程度，以 1(最低)至 5(最高)來表示您認為的重要程
度？
1
2
3
4
5
課程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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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M 基本觀念
BIM 塑模與軟體操作
BIM 模型之應用：能源分析
BIM 模型之應用：衝突檢討
BIM 模型之應用：數量估算
BIM 模型之應用：進度或工序模擬
BIM 協同作業流程之建立
BIM 協同作業平台規劃與運用
BIM 相關契約之訂定
BIM 實施方針之擬定
BIM 相關 API 軟體開發
第三部分 BIM 技術的使用效益、遭遇困難之處與預期發展相關議題
一、BIM 技術的使用效益
1.
2.

3.

您認為 BIM 專案資訊內容豐富度及應用層面完整度，對專案執行的提升有幫助？
□ 是 □ 否
承上題，請問您認為使用 BIM 技術的效益為何? (可複選)
□ 能夠拓展新客戶與新業務
□ 提供新的服務
□ 減少施工文件錯誤和遺漏
□ 維持顧客回流率
□ 提升年輕員工對營造產業的學習
□ 減少重工
□ 減少特定工作的流程時間
□ 減少施工成本
□ 提升員工的招募和留任
□ 減少索賠與訴訟
□ 縮減整體工期
□ 增加利潤
□ 更好的整體施工專案成果
□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
貴公司採用 BIM 最重要環境條件因素? (可複選)
□政策要求
□業主要求
□投資能夠得到回報
□同業競爭壓力
□工程複雜
□提升公司形象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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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貴公司認為 BIM 的推動，最大的受益者是？(可複選)
□ 業主
□ 設計單位(建築/結構/機電)
□ 營造廠
□ 物業管理
□ 設備/材料廠商
□ BIM 專業廠商
□ BIM 專業諮詢顧問
□ 軟體廠商
□ 其他：

二、使用 BIM 技術遭遇困難之處
1.

2.
3.
4.

5.

6.

貴公司認為目前推動使用 BIM 遭遇的困難為何?(可複選)
□ BIM 推動整體藍圖不明確
□ 未明確制定規範標準
□ 欠缺培養 BIM 人才
□ 缺乏建立 BIM 元件資料庫
□ 缺乏合約管理及收費標準
□ 缺乏建立設計樣版
□ 其他：
貴公司在執行 BIM 專案時，是否有軟體間整合的需求？
□ 是 □ 否(跳題至第 5 題)
承上題，貴公司在執行 BIM 專案整合過程，是否有資料遺失或軟體不相容之問題?
□ 是 □ 否(跳題至第 5 題)
承上題，貴公司發生軟硬體相容性問題時，採何種解決方式?
□ 公司自行處理
□ 請 BIM 軟體公司協助改善
□ 請提供 BIM 資訊方協助改善
□ 無法解決，須配合或依專案需求重新建置 BIM 資訊
□ 其他：
貴公司認為目前 BIM 於使用技術方面遭遇的困難為何?(可複選)
□ 軟體整合性不佳
□ 技術更新過快
□ 技術難度較高
□ 缺乏技術專業性
□ 其他：
貴公司認為目前 BIM 於人力資源方面遭遇的困難為何?(可複選)
□ 人員招募不易
□ 人員應用心態消極
□ 人員培訓不足
□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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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貴公司認為目前 BIM 於成本方面遭遇的困難為何?(可複選)
□ 短期成本高 □ 收益不確定性 □ 投資回報期長 □ 其他：

8.

貴公司認為目前 BIM 於管理方面遭遇的困難為何?(可複選)
□ 管理方式轉變 □ 業務流程轉變 □ 新觀念導入困難 □ 其他：

貴公司認為目前 BIM 於制度方面遭遇的困難為何?(可複選)
□ 缺乏 BIM 規範標準 □ 責任界限不明 □ 智慧財產權歸屬不明
□ 其他：
10. 貴公司在執行 BIM 過程中，造成作業流程無法銜接之情形？
□ 是
□ 否
11. 承上題，造成作業流程無法銜接之原因？(可複選)
□ 資料完整度不足
□ 資料豐富度不足
□ 模型轉換資料遺失或不足
□ 其他：
三、BIM 技術預期發展相關議題
9.

1.

貴公司是否認同，BIM 之工作需於工程款項中另外編列費用？
□ 是 □ 否(跳題至第 3 題)

2.

承上題，貴公司認為 BIM 費用的何種編列方式較為合理?
□ 按總價編列 (請續答下一題)
□ 按總工程款百分比編列，佔總工程款_____% (請跳題至第 4 題)
承上題，若您選擇按總價編列，請問貴公司如何推估總價？

3.

4.

貴公司認為 BIM 建模之驗收標準是否合理、明確？
□ 是 □ 否

5.

貴公司認為 BIM 元件之智慧財產權歸屬何方？
□ 業主 □ 廠商 □ 於合約載明各方權利歸屬

6.

請問貴公司認為 BIM 技術的貢獻價值為何? (可複選)
□ 減少施工過程中的衝突
□ 改善對設計目的了解
□ 提高專案整體品質
□ 減少施工期間的變更
□ 減少疑義澄清的數量(Reduced number of RFIs)
□ 更好的成本控制與預測性
□ 縮短業主的審核時間
□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

7.

請問貴公司認為會影響不使用或未深入應用 BIM 技術的因素為何？(可複選)
□ 使用的效益評估時間不足
□ 流程改變不適用於執行的工作
□ 軟、硬體成本的增加
□ 需求的教育訓練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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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9.

□ 與 CAD 應用相互操作性差
□ 目前的工作模式即可解決問題無需使用 BIM 技術
□ 無 BIM 相關的知識
□ 人力成本的增加
□ 尚無標準可循
□ 尚無有效的契約文件
□ 低投資報酬率
□ 未獲得高層支持
□ 建築師、承包商等沒有使用 BIM 的經驗
□ 設計費用的增加
□ 組織內部人員的反彈
□ 專案類型不適用
□ 與專案團隊的工作模式不符
□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問貴公司認為能夠影響非使用者決定採用 BIM 技術的因素為何？(可複選)
□ 能得到更精確的施工文件
□ 提升專案團隊在設計與施工、過程的溝通
□ 業主要求使用
□ 更精確的成本預估與計算
□ 能夠減少施工成本
□ 減少製圖時間增加設計時間
□ 提升工作場所的安全性減少工安事故的機會
□ 減少疑義澄清的數量(Reduced Number of RFIs)
□ 改善排程能力
□ 減少重工
□ 減少設計變更
□ 提升設計品質
□ 提升施工品質
□ 提升建築物永續發展設計
□ 提升營運維護之效率
□ 資訊之延續及重覆使用
□ 縮短工時
□ 政府政策與獎勵
□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問貴公司認為能夠提升 BIM 技術價值的因素有哪些？(可複選)
□ 更多的業主要求使用 BIM
□ 改善 BIM 的配套軟體功能
□ 改善軟體之間的互相操作性
□ 更多的內部員工有 BIM 的技能
□ 執行單位採用模型的意願
□ 合約增加協作與定義 BIM 的交付成果
□ 更多的外部組織有 BIM 的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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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明確定義 BIM 兩方的交付成果
□ 更多的 3D 建築產品廠商具體的內容
□ 使用更多的合約去支持與合作
□ 降低 BIM 的軟體成本
□ 更確鑿的數據去證實 BIM 的商業價值
□ 更多可以整合 BIM 資料之相關之行動裝置的教育訓練
□ 更加容易獲得外包建模的服務
□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
10. 請問貴公司願意在未來兩年投入 BIM 的資源為何? (可複選)
□ 強化 BIM 內部作業流程
□ 增加員工 BIM 專業訓練
□ 增加 BIM 軟硬體設施設備
□ 開發 BIM 外部協作流程
□ 開發新或升級平板與手機的資訊傳遞
□ 開發並建立顧客資料庫
□ 解決軟體相容與相互操作性問題
□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四部份 BIM 技術現況推動與其他相關建議
1.

貴公司是否願意持續應用 BIM?
□願意
□不願意

2.

承第 1 題，貴公司願意持續應用 BIM 之原因為何？(可複選)
(註：若上題填「不願意」者，略過此題，填答下一題。)
□ 產業趨勢
□ 投資能夠得到回報
□ 同業競爭壓力
□ 提升公司形象
□ 上游廠商要求
□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
承第 1 題，貴公司不願意持續應用 BIM 之原因為何？(可複選)
(註：上題已填答者，此題略過。)
□ 缺乏 BIM 人才
□ 沒有急迫性
□ 缺乏誘因
□ 短期成本高
□ 收益不確定性
□ 投資回報期長
□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

3.

4.

請問您對目前國內營建產業在 BIM 推動上的了解程度?
□ 非常陌生
□ 略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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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6.

□ 尚可
□ 熟悉
□ 目前研究進行中
請問您認為以下哪一單位較能帶領與加速國內 BIM 技術的推動?(可複選)
□ 政府機關
□ 公會
□ 私人業主
□ 建築師
□ 顧問公司
□ 營造廠
□ 專業承包商
□ 學校
□ 軟體公司
□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問您認為目前國內推動 BIM 技術最需要的組織架構?(可複選)
□ 政府成立推動工作小組
□ 技術交流平台
□ 產官學業聯盟
□ 加入國際組織
□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

7.

請問貴單位認為工程會推動 BIM 技術應該提供的協助為何?(可複選)
□ 提供應用 BIM 作業手冊與各式範本
□ 建立輔導團個別輔導
□ 成立技術交流平台分享經驗
□ 舉辦 BIM 教育訓練
□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

8.

請您提供任何關於國內 BIM 技術現況問題或改善之建議：

9.

是否願意之後協助填寫後續問卷?
□ 否
□ 是 (請於下一題留下聯絡資料)

10. 您的聯絡方式
聯絡人姓名
連絡電話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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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九、廠商運用 BIM 技術問
卷統計資料

附錄九、廠商運用 BIM 技術問卷統計資料
第一部份：基本資料
1.

公司類型
項目
建築師事務所
工程顧問公司
營造廠
技師事務所
其他
總計

備註:自其他欄位所填答之
意見

2.

3.

數量

1.
2.
3.
4.
5.
6.
7.

百分比

12
19%
23
36%
22
34%
0
0%
7
11%
64
100%
國營機構。
製造業。
EPC 統包工程公司。
重電產業 GIS,變電所,風力水力工程...等專業廠商。
軌道系統統包商。
軌道車輛公司。
工程公司。

主要(超過 50%)承攬的工程
項目
數量
百分比
公共工程
57
89%
民間工程
7
11%
總計
64
100%
主要多數承攬的工程專案類型(複選)
*此題百分比計算方式為該項目所得個數除以總回收份數：64 份
項目
數量
百分比
建築工程(一般住宅、商辦大
37
58%
樓、廠辦大樓)
廠房工程
21
33%
道路工程
26
41%
鐵路工程
16
25%
橋梁工程
27
42%
隧道工程
16
25%
污水下水道工程
14
22%
捷運工程
24
38%
機電工程
15
23%
其他
10
16%
1. 雨水抽水站工程
2. 煉油石化廠工程
3. 水利工程
備註:自其他欄位所填答之意
4. 污染整治及環境工程
見
5. 大壩、攔河堰、自來水淨水場、抽水站等水利工程
6. 港灣及海岸工程
7. 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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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6.

7.

8. 海事工程/台電統包案
9. 港灣工程
去年全年度的總計營業額(新台幣)約
項目
數量
不適用
11
五十萬元以下
0
五十萬~一百萬元
0
一百萬~三百萬元
0
三百萬~五百萬元
1
五百萬~一千萬元
3
一千萬~二千萬元
1
二千萬~五千萬元
4
五千萬~一億元
8
一億~十億元
10
十億~五十億元
24
未填答
2
總計
64
員工數
項目
數量
0~20 人
5
21~50 人
8
51~100 人
14
101~500 人
19
501 人以上
18
總計
64
目前在公司的職務角色
項目
數量
企業、機關負責人
4
內業中高階管理人員
18
專案負責人(專案經理、工地主任等)
15
專業技師人員(土木、結構、大地技師等)
4
專案執行人員(現場工程師)
1
內業工程師
4
BIM 工程師
10
後勤行政人員
1
其他
7
總計
64
1. 土建部門主管。
2. BIM 主管。
3. 設計師。
備註:自其他欄位所填答之意見
4. 電力工程事業處長。
5. 工程師。
6. 設計工程師。
7. 部門經理。
工作年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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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比
17%
0%
0%
0%
2%
5%
2%
6%
13%
16%
38%
3%
100%
百分比
8%
13%
22%
30%
28%
100%
百分比
6%
28%
23%
6%
2%
6%
16%
2%
11%
100%

8.

項目

數量

百分比

1 年以內

1

2%

1 年以上未滿 5 年

6

9%

5 年以上未滿 10 年

11

17%

10 年以上未滿 15 年

9

14%

15 年以上未滿 20 年

8

13%

20 年以上未滿 25 年

12

19%

25 年以上

17

27%

總計

64

100%

數量

百分比

3
19
11
9
10
7
5
64

5%
30%
17%
14%
16%
11%
8%
100%

到公司服務的年資
項目
1 年以內
1 年以上未滿 5 年
5 年以上未滿 10 年
10 年以上未滿 15 年
15 年以上未滿 20 年
20 年以上未滿 25 年
25 年以上
總計

第二部分：廠商對 BIM 技術使用現況與認知調查

一、BIM 技術使用現況
1.

2.

3.

貴單位過去導入 BIM 技術於工程專案
項目
數量
百分比
是
41
64%
否
23
36%
總計
64
100%
導入 BIM 技術年份
*此題總數為過去已導入 BIM 技術於工程專案的廠商數：41 個 (參照上表-第二部分之一-1)
項目
數量
百分比
2001~2005
2
5%
2006~2010
9
22%
2011~2016
30
73%
總計
41
100%
貴單位專門成立 BIM 單一部門
*此題總數為過去已導入 BIM 技術於工程專案的廠商數：41 個 (參照上表-第二部分之一-1)
項目
數量
百分比
是
20
49%
否
21
51%
總計
41
100%
單位建立之 BIM 專責單位的組織層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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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6.

7.

*此題總數為有專門成立 BIM 單一部門的廠商數：20 個 (參照上表-第二部分之一-2)
項目
數量
百分比
常設組織
11
55%
專案組織
1
5%
常設、專案組織並行
8
40%
總計
20
100%
無建立 BIM 專責組織的單位其 BIM 技術人員來源
*此題總數為無專門成立 BIM 單一部門的廠商數：21 個 (參照上表-第二部分之一-2)
項目
數量
百分比
完全外包給專業廠商
5
24%
現職人員臨時兼任
10
48%
其他
6
29%
總計
21
100%
1. 設計師。
2. BIM 顧問。
3. 現職人員專任。
備註:自其他欄位所填答之意見
4. 歸屬於規劃部。
5. BIM 人員專屬工地，非集中同一部門。
6. 建模部分給專業廠商，執行部分由現場人員。
主要執行 BIM 技術於專案之部門人數
*此題總數為過去已導入 BIM 技術於工程專案的廠商數：41 個 (參照上表-第二部分之一-1)
項目
數量
百分比
1~5 人
22
54%
6~10 人
5
12%
11~15 人
1
2%
16~20 人
6
15%
20 人以上
6
15%
未答
1
2%
總計
41
100%
使用 BIM 技術主要執行階段(可複選)
*此題百分比計算方式為該項目所得個數除以已導入 BIM 的廠商數：41 個 (參照上表-第二
部分之一-1)
項目
數量
百分比
營運/維護管理
8
20%
施工
27
66%
細部設計
26
63%
初步設計
23
56%
規劃
19
46%
可行性評估
9
22%
使用 BIM 技術主要執行工程專案類型(可複選)
*此題百分比計算方式為該項目所得個數除以已導入 BIM 的廠商數：41 個 (參照上表-第二
部分之一-1)
項目
數量
百分比
政府/公有建築物 (包含：法院、文教、藝術、娛 樂、
22
54%
體育等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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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建設(包含：道路、橋梁、隧道、汙水處理等)
商業 (包含：商辦大樓、廠辦大樓、賣場、旅館飯店)
集合住宅
機構 (包含：教育、醫療、宗教建物等)
工業廠房
別墅
能源(包含：石油、天然氣等設施)
礦業/自然資源
其他：
備註:自其他欄位所填答之意見

1.
2.

21
51%
16
39%
16
39%
13
32%
10
24%
4
10%
1
2%
0
0%
3
7%
水力發電廠,隧道機電工程
依業主契約要求而定

執行專案時，有使用 BIM 技術的案件數
*此題總數為過去已導入 BIM 技術於工程專案的廠商數：41 個 (參照上表-第二部分之一-1)
項目
數量
百分比
1件
6
15%
2~3 件
10
24%
4~5 件
8
20%
6~10 件
5
12%
10 件以上
10
24%
未答
2
5%
總計
41
100%
9. 在執行專案時，有使用 BIM 技術的案件數比例
*此題總數為過去已導入 BIM 技術於工程專案的廠商數：41 個 (參照上表-第二部分之一-1)
項目
數量
百分比
未滿 15%
18
44%
15~30%
6
15%
30~60%
6
15%
60%以上
9
22%
未答
2
5%
總計
41
100%
10. 應用 BIM 的範疇(複選)
*此題百分比計算方式為該項目所得個數除以已導入 BIM 的廠商數：41 個 (參照上表-第二
部分之一-1)
項目
數量
百分比
小專案試行
6
15%
小專案應用
15
37%
大專案局部應用
17
41%
大專案整體應用
8
20%
所有專案一律使用
7
17%
其他
8
20%
1. 不一定。
2. 依業務需求執行。
備註:自其他欄位所填答之意見
3. 依業主需求。
4. 合約規定必須使用。
5. 視業主契約需求。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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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7.

滿足業主契約要求為主。
配合業主契約執行。

11. 對於應用 BIM 技術於實際專案的狀況
*此題總數為過去已導入 BIM 技術於工程專案的廠商數：41 個 (參照上表-第二部分之一-1)
項目
數量
百分比
要求 BIM 技術執行於所有專案
9
22%
鼓勵 BIM 技術導入專案，但不強迫
29
71%
認為 BIM 技術導入並不影響任何決定
3
7%
總計
41
100%
12. 對於 BIM 技術的看法
*此題總數為總回收份數：64 份
項目
數量
百分比
曾經使用過 BIM，仍會繼續使用此技術
38
59%
曾經使用過 BIM，決定不再使用此技術
0
0%
不曾使用 BIM，並且對此技術沒有興趣
2
3%
不曾使用 BIM，但開放探索它的潛力
6
9%
不曾使用 BIM，但認為此技術對我們是有
12
19%
價值的
不曾使用 BIM，但正在積極的評估此技術
0
0%
未答
1
2%
其他
5
8%
總計
64
100%
1.曾經使用 BIM，但普遍管理人員不願學習新
技術，將 BIM 切割成單一項目交給專責人員
處理。
2.曾經使用過 BIM，有機會仍會使用，期望能
更容易使用。
備註:自其他欄位所填答之意見
3. 依承攬標案契約規定，決定使用此技術。
4.BINM 有一定之優點，但在整個公共工程應
用上仍不成熟，至使用上造成更多工時的浪
費。
5.於施工階段之各項 作業施工 前應將各 平面
導入 3D 找尋衝突點
13. 若要導入 BIM 技術，會採用之主要模式(複選)
*此題百分比計算方式為該項目所得個數除以已導入 BIM 的廠商數：23 個 (參照上表-第二
部分之一-1)
項目
數量
百分比
藉由專案與 BIM 顧問公司合作
10
43%
聘請 BIM 講師進行內部教育訓練
3
13%
聘僱 BIM 工程師或經理
4
17%
購買軟體及其他相關教育訓練
13
57%
其他
0
0%
二、BIM 技術認知調查
1. 個人使用 BIM 技術執行於專案之工作經驗年資
項目
數量
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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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4.

5.

無
33
52%
1 年以內
3
5%
1 年以上未滿 5 年
17
27%
5 年以上未滿 10 年
9
14%
10 年以上
2
3%
總計
64
100%
個人使用 BIM 技術執行於專案之專案件數
*此題總數為有 BIM 使用經驗的人數：31 個 (參照上表-第二部分之二-1)
項目
數量
百分比
1 件以上未滿 5 件
13
42%
5 件以上未滿 10 件
11
35%
10 件以上未滿 20 件
4
13%
20 件以上
3
10%
總計
31
100%
曾經操作過的 BIM 工具軟體(複選)
*此題百分比計算為該項目所得個數除以有 BIM 使用經驗的人數：31 個 (參照上表-第二部
分之二-1)
項目
數量
百分比
Autodesk Revit
29
94%
Bentley Architecture
5
16%
Graphisoft ArchiCAD
7
23%
Revit MEP
11
35%
Revit Structure
12
39%
Tekla
12
39%
其他
1
3%
備註:自其他欄位所填答之意見
Bentley Openplant
對 BIM 軟體的操作熟悉程度
*此題總數為有 BIM 使用經驗的人數：31 個 (參照上表-第二部分之二-1)
項目
數量
百分比
了解 BIM 軟體操作功能
14
45%
曾經參與建置 BIM 模型
3
10%
曾經獨立建置 BIM 模型
14
45%
不熟悉
0
0%
總計
31
100%
學習到 BIM 技術之主要管道
*此題總數為有 BIM 使用經驗的人數：31 個 (參照上表-第二部分之二-1)
項目
數量
百分比
學校教育
4
13%
公司內部培訓
11
35%
一般收費課程
12
39%
其他
4
13%
總計
31
100%
1. 自修。
2. 網路自學配合實務操作。
備註:自其他欄位所填答之意見
3. 購買軟體附贈教育訓練。
4. 網上閱讀。利用軟體查看 BlM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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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職業訓練。
6. 參加過 BIM 技術相關教育訓練、研討會、課程
項目
數量
百分比
是
42
66%
否
22
34%
總計
64
100%
7. 參加過的 BIM 教育訓練，其主要的辦理方式(複選)
*此題百分比計算為該項目所得個數除以有參加過 BIM 相關課程的人數：42 個 (參照上表-第
二部分之二-6)
項目
數量
百分比
政府主辦訓練課程/研討會
21
51%
學校單位相關開課課程
14
34%
坊間電腦軟體教學中心(如：巨匠、聯強)
9
22%
軟體代理商專門課程(如：提華.協勤.大塚)
25
60%
自行購買工具書進修或搜尋網路資訊
14
34%
其他
1
2%
備註:自其他欄位所填答之意見
廠商舉辦之教育訓練
8. 市場上 BIM 教育訓練課程的幫助程度
*此題總數為有參加過 BIM 相關課程的人數：42 個 (參照上表-第二部分之二-6)
項目
數量
百分比
與需求不符
3
7%
效果有限
21
51%
尚可
13
32%
效果良好
4
10%
未填答
1
2%
總計
42
100%
9. BIM 相關課程之需求程度，以 1(最低)至 5(最高)為重要性程度
*此題平均數計算為各項所得分數加總除以有參加過 BIM 相關課程的人數：42 個 (參照上表-第
二部分之二-6)
項次

課程內容

平均數

1

BIM 基本觀念

4.29

2

BIM 塑模與軟體操作

3.81

3

BIM 模型之應用：能源分析

2.90

4

BIM 模型之應用：衝突檢討

4.33

5

BIM 模型之應用：數量估算

3.81

6

BIM 模型之應用：進度或工序模擬

3.60

7

BIM 協同作業流程之建立

4.02

8

BIM 協同作業平台規劃與運用

3.76

9

BIM 相關契約之訂定

3.83

10

BIM 實施方針之擬定

3.79

11

BIM 相關 API 軟體開發

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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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BIM 技術的使用效益、遭遇困難之處與預期發展相關議題

一、BIM 技術的使用效益
1.

2.

3.

4.

BIM 專案資訊內容豐富度及應用層面完整度，對專案執行的提升有幫助
項目
數量
百分比
是
58
91%
否
6
9%
總計
64
100%
使用 BIM 技術的效益(複選)
*此題百分比計算方式為該項目所得個數除以總回收份數：64 份
項目
數量
百分比
減少施工文件錯誤和遺漏
44
69%
更好的整體施工專案成果
43
67%
提供新的服務
36
56%
減少重工
33
52%
減少特定工作的流程時間
31
48%
能夠拓展新客戶與新業務
28
44%
減少施工成本
28
44%
縮減整體工期
22
34%
提升年輕員工對營造產業的學習
18
28%
增加利潤
15
23%
減少索賠與訴訟
11
17%
提升員工的招募和留任
5
8%
維持顧客回流率
5
8%
其他
4
6%
1. 驗證設計可建造性
2. 降低專案工時
備註:自其他欄位所填答之意見
3. 利於跨部門協同作業
4. 目前沒有感受到以上之優點
採用 BIM 最重要環境條件因素(複選)
*此題百分比計算方式為該項目所得個數除以總回收份數：64 份
項目
數量
百分比
業主要求
44
69%
提升公司形象
30
47%
政策要求
27
42%
同業競爭壓力
27
42%
工程複雜
23
36%
投資能夠得到回報
15
23%
其他
2
3%
1. 降低人事成本
備註:自其他欄位所填答之意見
2. 合約要求
BIM 的推動，最大的受益者(複選)
*此題百分比計算方式為該項目所得個數除以總回收份數：64 份
項目
數量
百分比

253

業主
營造廠
設計單位
軟體廠商
BIM 專業廠商
BIM 專業諮詢顧問
物業管理
設備/材料廠商
其他

43
38
35
30
26
20
8
2
0

67%
59%
55%
47%
41%
31%
13%
3%
0%

二、使用 BIM 技術遭遇困難之處
1.

2.

3.

4.

目前推動使用 BIM 遭遇的困難(複選)
*此題百分比計算方式為該項目所得個數除以已導入 BIM 的廠商數：41 個 (參照上表-第二
部分之一-1)
項目
數量
百分比
未明確制定規範標準
24
59%
欠缺培養 BIM 人才
23
56%
缺乏建立 BIM 元件資料庫
20
49%
BIM 推動整體藍圖不明確
20
49%
缺乏合約管理及收費標準
20
49%
缺乏建立設計樣版
14
34%
其他
6
15%
1. 資深工程師不願意學習與深入了解
2. 業主對於 BIM 工作投入資金過低
3. 使用效益雖有，但付出成本更高，無法反映時間
及成本。
4. 工地主管不了解 BIM
備註:自其他欄位所填答之意見
5. BlM 應用需整理規劃 - 從規劃,設計,分析,到施
工。應用同一模型。
6. BIM 規範應合理、BIM 費用不應吃到飽模式，
浪費廠商人力投入在包山包海又效益不高的 項
目，應集中效益高部份做應用。
在執行 BIM 專案時，有軟體間整合的需求
*此題總數為已導入 BIM 的廠商數：41 個 (參照上表-第二部分之一-1)
項目
數量
百分比
是
31
76%
否
10
24%
總計
41
100%
在執行 BIM 專案整合過程，有資料遺失或軟體不相容之問題
*此題總數為有軟體整合需求的廠商數：31 個 (參照上表-第三部分之二-2)
項目
數量
百分比
是
26
84%
否
5
16%
總計
31
100%
發生軟硬體相容性問題時，解決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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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6.

7.

*此題總數為有資料遺失或軟體不相容問題的廠商數：26 個 (參照上表-第三部分之二-3)
項目
數量
百分比
公司自行處理
6
23%
請 BIM 軟體公司協助改善
13
50%
請提供 BIM 資訊方協助改善
2
8%
無法解決，須配合或依專案需求
3
12%
重新建置 BIM 資訊
其他
2
8%
總計
26
100%
1. 公司自行處理+請提供 BIM 資訊方協助改善。
備註:自其他欄位所填答之意見
2. 公司同仁自行網路尋求答案及與軟體公司討論。
目前 BIM 於使用技術方面遭遇的困難 (複選)
*此題百分比計算方式為該項目所得個數除以已導入 BIM 的廠商數：41 個 (參照上表-第二
部分之一-1)
項目
數量
百分比
軟體整合性不佳
25
61%
技術更新過快
14
34%
技術難度較高
14
34%
缺乏技術專業性
16
39%
其他
4
10%
1. 結合實務應用的常用 API 功能開發，只能靠自己
寫，速度不夠快。
2. 無法無全複製 2D 製圖邏輯，但官方監督者無相關
備註:自其他欄位所填答之意見
知識範疇者，仍以舊有圖面認知要求。
3. 設計單位普遍 metadata 品質不佳。
4. 投入研發速度太慢，跟不上大陸發展腳步。
目前 BIM 於人力資源方面遭遇的困難 (複選)
*此題百分比計算方式為該項目所得個數除以已導入 BIM 的廠商數：41 個 (參照上表-第二
部分之一-1)
項目
數量
百分比
人員招募不易
26
63%
人員應用心態消極
12
29%
人員培訓不足
27
66%
其他
5
12%
1. 整合性專業人才難找。
2. 非固定市場，人才培訓應用，無法永續。
備註:自其他欄位所填答之意見
3. 無，有自行培育人才，沒有此問題。
4. 施工單位無能力與資源建立 BlM Model。
5. 需具有工作經驗方可執行 BIM 設計。
目前 BIM 於成本方面遭遇的困難(複選)
*此題百分比計算方式為該項目所得個數除以已導入 BIM 的廠商數：41 個 (參照上表-第二
部分之一-1)
項目
數量
百分比
短期成本高
30
73%
收益不確定性
23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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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回報期長
其他

8.

9.

22
54%
4
10%
1. 一般專案給予設計費用偏低，在成本考量下沒人願
意使用新技術來增加成本。
2. 業主在 BIM 工作投入資金過低。
備註:自其他欄位所填答之意見
3. 軟體與教育訓練費用過高，中小型企業無法支付轉
型成本。
4. BIM 人事成本過高專案期程過長。
目前 BIM 於管理方面遭遇的困難(複選)
*此題百分比計算方式為該項目所得個數除以已導入 BIM 的廠商數：41 個 (參照上表-第二
部分之一-1)
項目
數量
百分比
管理方式轉變
23
56%
業務流程轉變
17
41%
新觀念導入困難
33
80%
其他
2
5%
1. 小包觀念跟不上。
備註:自其他欄位所填答之意見
2. BIM 的工作定義模糊 契約對此類工作的
規範不夠成熟。
目前 BIM 於制度方面遭遇的困難(複選)
*此題百分比計算方式為該項目所得個數除以已導入 BIM 的廠商數：41 個 (參照上表-第二
部分之一-1)
項目

數量

百分比

缺乏 BIM 規範標準

32

78%

責任界限不明

24

59%

智慧財產權歸屬不明

15

37%

其他

6
15%
1. 規範版本混亂，執行面問題多，缺實務考量。
2. 一般市場上普遍認為缺乏 BIM 規範導致專案執行困
難，但個人認為原因在於契約對於 BIM 的工作事項
定義不清故導致認知差異。
3. 服務費及工期應相對增加。
備註:自其他欄位所填答之意見
4. 其他部門腳步跟不上，決策層決策速度太慢。
5. 本公司為施工單位。除非業主或設計單位能提供 BlM
Model。本公司沒時間或資源自行建立 BlM Model。
6. 業主視 BIM 為萬能，相關工作過度要求，造成時間
與人力浪費。
10. 在執行 BIM 過程中，造成作業流程無法銜接之情形
*此題總數為已導入 BIM 的廠商數：41 個 (參照上表-第二部分之一-1)
項目
數量
百分比
是
23
56%
否
18
44%
總計
41
100%
11. 造成作業流程無法銜接之原因(複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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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題百分比計算為該項目所得個數除以有作業無法銜接情形的廠商數：23 個 (參照上表-第
三部分之二-10)
項目
數量
百分比
資料完整度不足
11
48%
資料豐富度不足
9
39%
模型轉換資料遺失或不足
18
78%
其他
3
13%
1. 合約架構下，各自對於資訊的保護，不願意流通，以
免財物損失。
備註:自其他欄位所填答之意見
2. 各部門技術人力不足，作業無法連貫。
3. BIM 合約制定有技術上難以達成的項目。
三、BIM 技術預期發展相關議題
1.

2.

3.

認同 BIM 之工作需於工程款項中另外編列費用
項目
數量
百分比
是
55
86%
否
7
11%
未填
2
3%
總計
64
100%
BIM 費用較合理的編列方式
*此題總數為認同另編 BIM 費用的廠商數：55 個 (參照上表-第三部分之三-1)
項目
數量
百分比
按總價編列

14

25%

按總工程款百分比編列

40

73%

未填答

1

2%

總計

55

100%

選擇按總價編列者，推估總價方式
(1) 面積.範圍。
(2) 總營造成本之 0.4%。
(3) 依執行項目估算。
(4) 依 BIM 程度編列。
(5) 人月費推估。
(6) 業主需先釐清個案建模目的後，評估工作內容、模型細緻度、資訊深度程度等，再視
個案人力分析制訂總價。
(7) 按分攤後之建置及管理成本訂定基本費用，再依工程規模及特性，估算所需人月費用
後累加計算。
(8) 設計費*30%。
(9) 應視需採用 BIM 作業的比例及作業成本，如重新建模的數量等；公部門統一宜針對
營建物價內市售品標準規格者建模供設計者使用。
(10) 依照合約金額。
(11) 以公共工程承攬總價。
(12) 依模型複雜度及成果展現精細度推估。
選擇按總工程款百分比編列，佔總工程款比例
百分比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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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6.

7.

0.10%
1
0.30-0.50%%
2
0.40-0.60%%
1
0.50%
4
0.5-1.0%
2
0.80%
1
1.00%
7
1.50%
2
0.6-1.5%
1
2.00%
3
0.5-2.0%
1
1.0-2.0%
1
3.00%
2
5.00%
4
1.0-5.0%
1
10%
1
不清楚
4
依規模及複度
2
BIM 建模之驗收標準合理、明確
項目
數量
是
9
否
49
未答
6
總計
64
BIM 元件之智慧財產權歸屬
項目
數量
業主
1
廠商
9
於合約載明各方權利歸屬
50
未答
4
總計
64
BIM 技術的貢獻價值(複選)
*此題百分比計算方式為該項目所得個數除以總回收份數：64 份
項目
數量
減少施工過程中的衝突
54
提高專案整體品質
47
減少施工期間的變更
33
改善對設計目的了解
31
減少疑義澄清的數量
30
更好的成本控制與預測性
27
縮短業主的審核時間
26
其他
2
1. 釐清設計的可建造性。
備註:自其他欄位所填答之意見
2. 應視個案導入目的而定。
影響不使用或未深入應用 BIM 技術的因素 (複選)
*此題百分比計算方式為該項目所得個數除以總回收份數：64 份
項目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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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比
14%
77%
9%
100%
百分比
2%
14%
78%
6%
100%

百分比
84%
73%
52%
48%
47%
42%
41%
3%

百分比

8.

9.

軟、硬體成本的增加
37
需求的教育訓練不足
34
人力成本的增加
30
使用的效益評估時間不足
25
尚無標準可循
23
建築師、承包商等沒有使用 BIM 的經驗
22
設計費用的增加
21
流程改變不適用於執行的工作
20
尚無有效的契約文件
20
目前的工作模式即可解決問題無需使用
20
BIM 技術
低投資報酬率
16
與專案團隊的工作模式不符
15
與 CAD 應用相互操作性差
14
專案類型不適用
13
無 BIM 相關的知識
13
未獲得高層支持
12
組織內部人員的反彈
7
其他
0
能夠影響非使用者決定採用 BIM 技術的因素(複選)
*此題百分比計算方式為該項目所得個數除以總回收份數：64 份
項目
數量
業主要求使用
49
提升專案團隊在設計與施工過程的溝通
34
政府政策與獎勵
28
更精確的成本預估與計算
27
能夠減少施工成本
23
減少重工
21
減少設計變更
20
減少疑義澄清的數量
20
減少製圖時間增加設計時間
18
提升施工品質
17
能得到更精確的施工文件
15
提升設計品質
15
資訊之延續及重覆使用
13
提升營運維護之效率
12
縮短工時
12
改善排程能力
8
提升建築物永續發展設計
8
提升工作場所的安全性減少工安事故的機
4
會
其他
1
備註:自其他欄位所填答之意見
1. 契約中適切編列費用
能夠提升 BIM 技術價值的因素 (複選)
*此題百分比計算方式為該項目所得個數除以總回收份數：64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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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53%
47%
39%
36%
34%
33%
31%
31%
31%
25%
23%
22%
20%
20%
19%
11%
0%

百分比
77%
53%
44%
42%
36%
33%
31%
31%
28%
27%
23%
23%
20%
19%
19%
13%
13%
6%
2%

項目
更多的業主要求使用 BIM
改善 BIM 的配套軟體功能
更多的內部員工有 BIM 的技能
降低 BIM 的軟體成本
改善軟體之間的互相操作性
執行單位採用模型的意願
更明確定義 BIM 兩方的交付成果
合約增加協作與定義 BIM 的交付成果
更多的外部組織有 BIM 的技能
使用更多的合約去支持與合作
更確鑿的數據去證實 BIM 的商業價值
更多可以整合 BIM 資料之相關之行動裝
置的教育訓練
更多的 3D 建築產品廠商具體的內容
更加容易獲得外包建模的服務
其他
備註:自其他欄位所填答之意見

1.
2.

數量
40
37
36
33
31
28
27
23
23
23
21

百分比
63%
58%
56%
52%
48%
44%
42%
36%
36%
36%
33%

19

30%

13
9
2
契約中適切編列費用。
合理的 BIM 費用編列。

20%
14%
3%

10. 願意在未來兩年投入 BIM 的資源(複選)
*此題百分比計算方式為該項目所得個數除以總回收份數：64 份
項目
數量
百分比
強化 BIM 內部作業流程
30
47%
增加員工 BIM 專業訓練
51
80%
增加 BIM 軟硬體設施設備
28
44%
開發 BIM 外部協作流程
11
17%
開發新或升級平板與手機的資訊傳遞
7
11%
開發並建立顧客資料庫
3
5%
解決軟體相容與相互操作性問題
12
19%
其他
4
6%
1. 有意願，但暫無執行規劃。
2. 待定。
3. 無意願。
備註:自其他欄位所填答之意見
4. 研發 BlM 在施工規劃,成本估價,結構衝突
檢驗 方 面的 應 用 以提 高 競爭 力 與施 工利
潤。
第四部份 BIM 技術現況推動與其他相關建議
1.

2.

願意持續應用 BIM
項目
願意
不願意
未答
總計
願意持續應用 BIM 之原因(複選)

數量
52
6
6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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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比
81%
9%
9%
100%

*此題百分比計算方式為該項目所得個數除以願意持續使用 BIM 的廠商數：52 份(參照上表
-第四部分-1)
項目
數量
百分比
產業趨勢
47
90%
投資能夠得到回報
14
27%
同業競爭壓力
26
50%
提升公司形象
33
63%
上游廠商要求
12
23%
其他
1
2%
備註:自其他欄位所填答之意見
1. 驗證設計可建造性與品質
3. 不願意持續應用 BIM 之原因 (複選)
*此題百分比計算方式為該項目所得個數除以不願意持續使用 BIM 的廠商數：6 份(參照上表
-第四部分-1)
項目
數量
百分比
缺乏 BIM 人才
6
100%
沒有急迫性
4
60%
缺乏誘因
4
60%
短期成本高
4
60%
收益不確定性
4
60%
投資回報期長
3
40%
其他
1
20%
備註:自其他欄位所填答之意見
1.未具全球共通性，對本公司不具投資效益
4. 對目前國內營建產業在 BIM 推動上的了解程度
項目
數量
百分比
非常陌生
5
8%
略知
17
27%
尚可
18
28%
熟悉
18
28%
目前研究進行中
1
2%
未答
5
8%
總計
64
100%
5. 以下哪一單位較能帶領與加速國內 BIM 技術的推動(複選)
*此題百分比計算方式為該項目所得個數除以總回收份數：64 份
項目
數量
百分比
建築師
33
52%
顧問公司
35
55%
營造廠
21
33%
專業承包商
16
25%
學校
7
11%
軟體公司
11
17%
其他
13
20%
1.業主 6 個
2.政府 6 個
備註:自其他欄位所填答之意見
3.不需特別推動，透過市場機制去蕪存菁，適
者生存，不適者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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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7.

8.

目前國內推動 BIM 技術最需要的組織架構(複選)
*此題百分比計算方式為該項目所得個數除以總回收份數：64 份
項目
數量
百分比
政府成立推動工作小組
44
69%
技術交流平台
44
69%
產官學業聯盟
25
39%
加入國際組織
9
14%
其他
3
5%
1. API 功能開發，配合規範要求，要有相對的
投入，讓使用者更便利使用，發展才會快。
備註:自其他欄位所填答之意見
2. 商業誘因。
3. 廠商模組與 PCCES 編碼 CODE 整合。
工程會推動 BIM 技術應該提供的協助 (複選)
*此題百分比計算方式為該項目所得個數除以總回收份數：64 份
項目
數量
百分比
提供應用 BIM 作業手冊與各式範本
45
70%
建立輔導團個別輔導
29
45%
成立技術交流平台分享經驗
42
66%
舉辦 BIM 教育訓練
38
59%
其他
4
6%
1. 減少亂象與不合理要求，讓 BIM 回歸專業
使用。
2. 提供模組。
備註:自其他欄位所填答之意見
3. BIM 合約內容提供範本，以利無相關背景的
人製作合理可執行並明確之執行項目。
4. 降低軟體成本。
任何關於國內 BIM 技術現況問題或改善之建議：
(1) 公部門業主應堅持要求設計單位(建築師)、顧問公司採用 BIM 工具。
(2) 對於設計服務的合約架構及價金重新審視。
(3) 減少亂象與不合理要求，讓 BIM 回歸專業使用。
(4) 設計工期過短，服務費用過低，未單獨編列 BIM 費用。
(5) 訂立明確的 BIM 作業準則及合理的價金編列。
(6) 鼓勵 BIM 使用之配套措施，如補助方案等。
(7) 國內推行 BIM 的困難，主要還是觀念及軟體的成熟度不足，產業上下左右的聯繫缺
乏，片段的執行無法體會最大的效益，業主與執行單位對費用及時間的認知差距等等，
縱使看得到使用效益，但龐大的付出讓人卻步。
(8) 政府中央單位對於 BIM 推動應當更加積極，因為此項技術是否能夠推廣，政府的推
動將是成敗關鍵因素。
(9) BIM 提升設計深度與整合，設計者工時明顯增加，雖減少施工變更，但效益未能回饋
給設計端，以致 BIM 在設計端推動不易。建議政府跨部會通盤檢討工作範疇與費率，
明確化 BIM 工作價值。
(10) 建立 BIM 合約範本，內容包括承包商在過程中應提供之 BIM 服務項目。(若能提供
BIM 之服務費用，則更好。)
(11) 回覆的內容，為個人見解。與問卷中以 "貴公司認為..." 為起始的問題，見解立場並
不全然相同。
(12) 加速導正行政機關對於 BIM 的觀念，誤使軟體商灌輸機關 BIM 軟體之優越性，盲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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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14)
(15)
(16)
(17)
(18)
(19)
(20)

推崇 BIM 技術，造成工程執行負擔。
BIM 目前運用在營建並無減少工作人時 從業人員因有 AUTOCAD 可運用工作 普
遍 BIM 的推廣僅止於觀念 但操作技術門檻過高很多資源需重新建模並不便利 應
加強資訊平台開放模組運用。
建立技術平台分享「官網」
。
業主如果沒要求，公司需花更多的人力 、經費去推動。
明確訂定相關執行項目及規則。比如 LOD 級距模型交付成果可以更明確定義。
多瞭解國際間專案管理應用之工具。
加強 BIM 對國內廠商宣導及公部門應先提供給國內廠商免費軟體試用及設立教學平
台免費教育訓練。
政府應積極推動、合約明定費用及訂定規範 、補助廠商導入 BIM。
業主合約未明訂，或無編列預算，廠商使用 BIM 增加成本，未能明顯看出實質效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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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公共工程運用 BIM 案
例訪談規劃問題

附錄十、公共工程運用 BIM 案例訪談規劃問題
「公共工程運用 BIM 推動平台試辦案例」案例訪談規劃
第一部分：案例基本資料
執行機關

工程類別

工程名稱
PCM 單位

BIM 運用概要
契約金額

設計單位

契約金額

施工單位

契約金額

BIM 建模單位
第二部分：機關端訪談人員基本資料

生命週期階段

姓名

職稱

工作年資

部門

單位年資
第三部分：機關端訪談問題
1.

專長

BIM 招標機制
(1) 當初 BIM 技術導入有關工作是否單獨招標?
□ 是 □ 否
(2) 若是單獨招標
(2.1) 招標方式為何? □ 公開招標 □ 選擇性招標 □ 限制性招標
(2.2) 決標方式為何? □ 最低標 □ 異質最低標 □ 最有利標
若採用最有利標，評選的項次與配分為何?
(2.3) BIM 有關工作之預算如何決定?
(2.4) BIM 有關工作之契約條文如何擬定?
(2.5) BIM 有關工作如何決定投標廠商資格?
(2.6) 參與投標之廠商家數為何?
(3) 若不是單獨招標(併在原委外工作中)
(3.1) 招標方式為何? □ 公開招標 □ 選擇性招標 □ 限制性招標
(3.2) 決標方式為何? □ 最低標 □ 異質最低標 □ 最有利標
(3.3) 增加 BIM 有關工作是否影響原招標方式? □ 是 □ 否
(3.4) 增加 BIM 有關工作是否影響原決標方式? □ 是 □ 否
(3.5) BIM 有關工作之預算如何決定?
(3.6) BIM 有關工作之契約條文如何擬定?
(3.7) BIM 有關工作是否影響投標廠商資格之決定?
(3.8) 參與投標之廠商家數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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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BIM 有關工作係由得標廠商自行履約或是專業分包?
(4) 本案實際支付 BIM 費用總額為：
(5) BIM 有關工作之契約價金採何種計價方式?
□ 總包價法 □ 百分比法 □ 人月費 □ 成本加公費法
(6) BIM 有關工作是否額外訂定規範或規定要求廠商履約? □ 是 □ 否
(7) BIM 有關工作是否有訂定明確的履約(交付)標的? □ 是 □ 否
(8) BIM 有關工作是否有訂定明確的付款機制? □ 是
(9) BIM 有關工作是否有訂定明確的履約期限? □ 是

□ 否
□ 否

(10) BIM 有關工作是否有訂定明確的驗收機制? □ 是 □ 否
(11) BIM 有關工作是否有訂定明確的智慧財產權歸屬? □ 是 □ 否
2.

(12) 可否提供當初的招標文件(含契約)供參考?
BIM 目標訂定
(1) 本案 BIM 有關工作如何訂定預期目標? □ 委外評估 □ 自行評估
(2) 請說明本案 BIM 有關工作之預期目標為何?

3.

BIM 運用範疇及執行模式
(1) 本案執行過程中，貴單位是否建立 BIM 專責單位(或人員)?
□是；□否。BIM 技術/人力來源為何?
(2) 本案 BIM 主要應用的範圍為何?(複選)
□ 可行性評估 □ 規劃 □ 初步設計 □ 細部設計

□ 施工

□ 營運/維護

管理
(3) 本案 BIM 應用業主的角色為何?
(4) 本案應用 BIM 技術的具體範圍為何?(複選)
(4.1) 工程設計：□ 建築規劃方案展示/評審 □ 工址現況分析 □ 數量/成本
估算 □ 3D 設計建模 □ 綠建築指標評估 □ 建管法規驗證 □ 其
他：
(4.2) 結構設計：□ 結構設計與分析
(4.3) 機電設計：□ 機電設計與分析

□ 其他：
□ 其他：

(4.4) 節能分析：□ 節能(節能/再生能源)分析
候環境分析模擬

□ 日照、採光、通風分析

□ 氣

□ 其他：

(4.5) 空間衝突及碰撞檢查：□ 建築配置 □ 結構配置
裝修 □ 前述項次一起進行 □ 其他：

□ 機電管線

□ 室內

(4.6) 工程管理：□ 工地空間使用規劃 □ 施工工項規劃 □ 施工圖繪製與產
出 □ 3D 協調 □ 4D 施工模擬 □ 其他：
(4.7) 營運維護：□ 設施履歷模型 □ 設施維護規劃 □ 設施資產管理 □ 設
施空間使用管理 □ 防災規劃 □ 其他：
4.

BIM 執行效益
(1) 本案應用 BIM 主要預期的效益為何?(可複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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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高專案整體品質 □ 更好的成本控制與預測性
□ 減少施工過程中的衝突 □ 改善對設計目的了解

□ 縮短業主的審核時間
□ 減少施工期間的變更

□ 減少疑義澄清的數量(Reduced number of RFIs) □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
(2) 本案應用 BIM 主要已達成的效益為何?(可複選)
□ 提高專案整體品質 □ 更好的成本控制與預測性 □ 縮短業主的審核時間
□ 減少施工過程中的衝突 □ 改善對設計目的了解 □ 減少施工期間的變更
□ 減少疑義澄清的數量(Reduced number of RFIs) □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
(3) 本案應用 BIM 預期與已達成效益的落差為何?(可複選)
□ 沒有經驗 □ 認知差異 □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
(4) 本案應用 BIM 效益評估方式為何?
□ 主觀評價
5.

□ 經由會議討論由委員評價

□ 委專業單位評價

□ 其他：

遭遇困難或缺失解決或改善對策
(1) 本案在導入 BIM 時，是否發生軟硬體相容性問題?
若有，採何種解決方式?
(2) 本案使用 BIM 在技術方面遭遇的困難為何?(如軟體操作不易；技術過於專業；
軟體整合困難等)
若有，採何種解決方式?
(3) 本案使用 BIM 在人力資源方面遭遇的困難為何?(如缺乏 BIM 專業人才；人員
召募不易等)
若有，採何種解決方式?
(4) 本案使用 BIM 在成本方面遭遇的困難為何?(如投入成本太高；投資回報期較長
等)
若有，採何種解決方式?
(5) 本案在執行 BIM 過程中，是否因為模型轉換等資料不足，造成作業流程無法
銜接之情形?
若有，採何種解決方式?
(6) 執行過程中是否與現行法規或既有規定有所衝突?
若有，採何種解決方式?

6.

其他
(1) 請問貴單位認為工程會推動 BIM 技術應該提供的協助為何?(可複選)
□ 提供應用 BIM 作業手冊與各式範本 □ 建立輔導團個別輔導
□ 成立技術交流平台分享經驗 □ 舉辦 BIM 教育訓練
□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
(2) 請您提供任何關於國內 BIM 技術現況問題或改善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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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PCM/設計廠商端訪談人員基本資料
姓名

職稱

工作年資

部門

單位年資
第五部分：PCM/設計廠商端訪談問題
1.

專長

BIM 招標機制
(1) 當初 BIM 技術導入有關工作是否單獨招標?
□ 是 □ 否
(2) 若是單獨招標
(2.1) 招標方式為何? □ 公開招標 □ 選擇性招標 □ 限制性招標
貴單位認為是否合適? □ 合適 □ 不合適，原因：
(2.2) 決標方式為何? □ 最低標 □ 異質最低標 □ 最有利標
貴單位認為是否合適? □ 合適 □ 不合適，原因：
(2.3) BIM 有關工作之總費用是否合理?
□ 合理 □ 不合理，原因：
(2.4) BIM 有關工作之契約條文是否合理?
□ 合理

□ 不合理，原因：

(2.5) BIM 有關工作設定投標廠商資格是否合理?
□ 合理 □ 不合理，原因：
(3) 若不是單獨招標(併在原委外工作中)
(3.1) BIM 有關工作之總費用是否合理?
□ 合理 □ 不合理，原因：
(3.2) BIM 有關工作之契約條文是否合理?
□ 合理 □ 不合理，原因：
(3.3) BIM 有關工作之履約期限是否合理?
□ 合理 □ 不合理，原因：
(4) BIM 有關工作之契約價金採何種計價方式?
□ 總包價法 □ 百分比法 □ 人月費 □ 成本加公費法
採用的方式，貴單位認為是否合理? □ 合理 □ 不合理，原因：
(5) BIM 有關工作是否額外訂定規範或規定要求廠商履約? □ 是 □ 否
訂定規範或規定，貴單位認為是否合理? □ 合理 □ 不合理，原因：
(6) BIM 有關工作是否有訂定明確的履約(交付)標的? □ 是 □ 否
訂定的履約(交付)標的，貴單位認為是否合理? □ 合理 □ 不合理，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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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BIM 有關工作是否有訂定明確的付款機制? □ 是

□ 否

訂定的付款機制，貴單位認為是否合理? □ 合理 □ 不合理，原因：
(8) BIM 有關工作是否有訂定明確的履約期限? □ 是 □ 否
訂定的履約期限，貴單位認為是否合理? □ 合理 □ 不合理，原因：
(9) BIM 有關工作是否有訂定明確的驗收機制? □ 是 □ 否

2.

訂定的驗收機制，貴單位認為是否合理? □ 合理 □ 不合理，原因：
(10) BIM 有關工作是否有訂定明確的智慧財產權歸屬? □ 是 □ 否
訂定的智慧財產權歸屬，貴單位認為是否合理? □ 合理 □ 不合理，原因：
BIM 目標合理性
(1) 本案 BIM 有關工作訂定預期目標是否合理?
□ 合理 □ 不合理，原因:

3.

(2) 請說明本案業主設定 BIM 有關工作之預期目標，貴單位如何達成?
BIM 運用範疇及執行模式
(1) 本案執行過程中，貴單位是否建立 BIM 專責單位(或人員)?
□是；□否：BIM 技術/人力來源為何?
(2) 本案 BIM 主要應用的範圍為何?(複選)
□ 可行性評估
管理

□ 規劃

□ 初步設計

□ 細部設計

□ 施工

□ 營運/維護

(3) 本案應用 BIM 技術，廠商的角色為何?
(4) 本案業主要求應用 BIM 技術係由廠商自行完成或再委專業廠商?
(5) 本案應用 BIM 技術的具體範圍為何?(複選)
(5.1) 工程設計：□ 建築規劃方案展示/評審
估算
他：

□ 3D 設計建模

□ 工址現況分析

□ 綠建築指標評估 □ 建管法規驗證 □ 其

(5.2) 結構設計：□ 結構設計與分析
(5.3) 機電設計：□ 機電設計與分析

□ 其他：
□ 其他：

(5.4) 節能分析：□ 節能(節能/再生能源)分析
候環境分析模擬 □ 其他：

□ 日照、採光、通風分析

(5.5) 空間衝突及碰撞檢查：□ 建築配置 □ 結構配置
裝修 □ 前述項次一起進行 □ 其他：

□ 機電管線

(5.6) 工程管理：□ 工地空間使用規劃 □ 施工工項規劃
出 □ 3D 協調 □ 4D 施工模擬 □ 其他：
(5.7) 營運維護：□ 設施履歷模型 □ 設施維護規劃
施空間使用管理 □ 防災規劃 □ 其他：
4.

□ 數量/成本

BIM 執行效益
(1) 本案應用 BIM 主要預期的效益為何?(可複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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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氣

□ 室內

□ 施工圖繪製與產

□ 設施資產管理

□ 設

□ 提高專案整體品質 □ 更好的成本控制與預測性
□ 減少施工過程中的衝突 □ 改善對設計目的了解

□ 縮短業主的審核時間
□ 減少施工期間的變更

□ 減少疑義澄清的數量(Reduced number of RFIs) □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
(2) 本案應用 BIM 主要已達成的效益為何?(可複選)
□ 提高專案整體品質 □ 更好的成本控制與預測性 □ 縮短業主的審核時間
□ 減少施工過程中的衝突 □ 改善對設計目的了解 □ 減少施工期間的變更
□ 減少疑義澄清的數量(Reduced number of RFIs) □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
(3) 本案應用 BIM 預期與已達成效益的落差為何?(可複選)
□ 沒有經驗 □ 認知差異 □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
(4) 本案應用 BIM 效益評估方式為何?
□ 主觀評價
5.

□ 經由會議討論由委員評價

□ 委專業單位評價

□ 其他：

遭遇困難或缺失解決或改善對策
(1) 本案在導入 BIM 時，是否發生軟硬體相容性問題?
若有，採何種解決方式?
(2) 本案使用 BIM 在技術方面遭遇的困難為何?(如軟體操作不易；技術過於專業；
軟體整合困難等)
若有，採何種解決方式?
(3) 本案使用 BIM 在人力資源方面遭遇的困難為何?(如缺乏 BIM 專業人才；人員
召募不易等)
若有，採何種解決方式?
(4) 本案使用 BIM 在成本方面遭遇的困難為何?(如投入成本太高；投資回報期較長
等)
若有，採何種解決方式?
(5) 本案在執行 BIM 過程中，是否因為模型轉換等資料不足，造成作業流程無法
銜接之情形?
若有，採何種解決方式?
(6) 執行過程中是否與現行法規或既有規定有所衝突?
若有，採何種解決方式?

6.

其他
(1) 請問貴單位認為工程會推動 BIM 技術應該提供的協助為何?(可複選)
□ 提供應用 BIM 作業手冊與各式範本 □ 建立輔導團個別輔導
□ 成立技術交流平台分享經驗 □ 舉辦 BIM 教育訓練
□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
(2) 請您提供任何關於國內 BIM 技術現況問題或改善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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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施工廠商端訪談人員基本資料 (若沒有進入設計階段不用填寫)
姓名

職稱

工作年資

部門

單位年資
專長
第七部分：施工廠商端訪談問題 (若沒有進入設計階段不用填寫)
7.

BIM 招標機制
(1) 當初 BIM 技術導入有關工作是否單獨招標?
□ 是 □ 否
(2) 若是單獨招標
(2.1) 招標方式為何? □ 公開招標 □ 選擇性招標 □ 限制性招標
貴單位認為是否合適? □ 合適 □ 不合適，原因：
(2.2) 決標方式為何? □ 最低標 □ 異質最低標 □ 最有利標
貴單位認為是否合適? □ 合適

□ 不合適，原因：

(2.3) BIM 有關工作之總費用是否合理?
□ 合理 □ 不合理，原因：
(2.4) BIM 有關工作之契約條文是否合理?
□ 合理 □ 不合理，原因：
(2.5) BIM 有關工作設定投標廠商資格是否合理?
□ 合理 □ 不合理，原因：
(3) 若不是單獨招標(併在原委外工作中)
(3.1) BIM 有關工作之總費用是否合理?
□ 合理 □ 不合理，原因：
(3.2) BIM 有關工作之契約條文是否合理?
□ 合理 □ 不合理，原因：
(3.3) BIM 有關工作之履約期限是否合理?
□ 合理 □ 不合理，原因：
(4) BIM 有關工作之契約價金採何種計價方式?
□ 總包價法 □ 百分比法 □ 人月費 □ 成本加公費法
採用的方式，貴單位認為是否合理? □ 合理 □ 不合理，原因：
(5) BIM 有關工作是否額外訂定規範或規定要求廠商履約? □ 是 □ 否
訂定規範或規定，貴單位認為是否合理? □ 合理 □ 不合理，原因：
(6) BIM 有關工作是否有訂定明確的履約(交付)標的? □ 是 □ 否
訂定的履約(交付)標的，貴單位認為是否合理? □ 合理 □ 不合理，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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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BIM 有關工作是否有訂定明確的付款機制? □ 是

□ 否

訂定的付款機制，貴單位認為是否合理? □ 合理 □ 不合理，原因：
(8) BIM 有關工作是否有訂定明確的履約期限? □ 是 □ 否
訂定的履約期限，貴單位認為是否合理? □ 合理 □ 不合理，原因：
(9) BIM 有關工作是否有訂定明確的驗收機制? □ 是 □ 否
訂定的驗收機制，貴單位認為是否合理? □ 合理 □ 不合理，原因：
(10) BIM 有關工作是否有訂定明確的智慧財產權歸屬? □ 是 □ 否
訂定的智慧財產權歸屬，貴單位認為是否合理? □ 合理 □ 不合理，原因：
8.

9.

BIM 目標合理性
(1) 本案 BIM 有關工作訂定預期目標是否合理?
□ 合理 □ 不合理，原因:
(2) 請說明本案業主設定 BIM 有關工作之預期目標，貴單位如何達成?
BIM 運用範疇及執行模式
(1) 本案執行過程中，貴單位是否建立 BIM 專責單位(或人員)?
□是；□否：BIM 技術/人力來源為何?
(2) 本案 BIM 主要應用的範圍為何?(複選)
□ 可行性評估
管理

□ 規劃

□ 初步設計

□ 細部設計

□ 施工

□ 營運/維護

(3) 本案應用 BIM 技術，廠商的角色為何?
(4) 本案業主要求應用 BIM 技術係由廠商自行完成或再委專業廠商?
(5) 本案應用 BIM 技術的具體範圍為何?(複選)
(5.1) 工程設計：□ 建築規劃方案展示/評審 □ 工址現況分析 □ 數量/成本
估算 □ 3D 設計建模 □ 綠建築指標評估 □ 建管法規驗證 □ 其
他：
(5.2) 結構設計：□ 結構設計與分析

□ 其他：

(5.3) 機電設計：□ 機電設計與分析 □ 其他：
(5.4) 節能分析：□ 節能(節能/再生能源)分析 □ 日照、採光、通風分析
候環境分析模擬 □ 其他：
(5.5) 空間衝突及碰撞檢查：□ 建築配置

□ 結構配置

□ 機電管線

裝修 □ 前述項次一起進行 □ 其他：
(5.6) 工程管理：□ 工地空間使用規劃 □ 施工工項規劃
□ 3D 協調 □ 4D 施工模擬 □ 其他：
(5.7) 營運維護：□ 設施履歷模型 □ 設施維護規劃
施空間使用管理
10. BIM 執行效益

□ 防災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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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 氣

□ 室內

□ 施工圖繪與產出

□ 設施資產管理

□ 設

(1) 本案應用 BIM 主要預期的效益為何?(可複選)
□ 提高專案整體品質 □ 更好的成本控制與預測性

□ 縮短業主的審核時間

□ 減少施工過程中的衝突 □ 改善對設計目的了解 □ 減少施工期間的變更
□ 減少疑義澄清的數量(Reduced number of RFIs) □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
(2) 本案應用 BIM 主要已達成的效益為何?(可複選)
□ 提高專案整體品質 □ 更好的成本控制與預測性 □ 縮短業主的審核時間
□ 減少施工過程中的衝突 □ 改善對設計目的了解 □ 減少施工期間的變更
□ 減少疑義澄清的數量(Reduced number of RFIs) □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
(3) 本案應用 BIM 預期與已達成效益的落差為何?(可複選)
□ 沒有經驗 □ 認知差異 □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
(4) 本案應用 BIM 效益評估方式為何?
□ 主觀評價 □ 經由會議討論由委員評價

□ 委專業單位評價

□ 其他：

11. 遭遇困難或缺失解決或改善對策
(1) 本案在導入 BIM 時，是否發生軟硬體相容性問題?
若有，採何種解決方式?
(2) 本案使用 BIM 在技術方面遭遇的困難為何?(如軟體操作不易；技術過於專業；
軟體整合困難等)
若有，採何種解決方式?
(3) 本案使用 BIM 在人力資源方面遭遇的困難為何?(如缺乏 BIM 專業人才；人員
召募不易等)
若有，採何種解決方式?
(4) 本案使用 BIM 在成本方面遭遇的困難為何?(如投入成本太高；投資回報期較長
等)
若有，採何種解決方式?
(5) 本案在執行 BIM 過程中，是否因為模型轉換等資料不足，造成作業流程無法
銜接之情形?
若有，採何種解決方式?
(6) 執行過程中是否與現行法規或既有規定有所衝突?
若有，採何種解決方式?
12. 其他
(1) 請問貴單位認為工程會推動 BIM 技術應該提供的協助為何?(可複選)
□ 提供應用 BIM 作業手冊與各式範本 □ 建立輔導團個別輔導
□ 成立技術交流平台分享經驗 □ 舉辦 BIM 教育訓練
□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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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請您提供任何關於國內 BIM 技術現況問題或改善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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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一、公共工程導入 BIM
門檻金額或篩選條件問卷調查

附錄十一、公共工程導入 BIM 門檻金額或篩選條件問卷調查
各位先進您好：
研究團隊正在執行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之「機關辦理公共工程導入建築資訊建模
BIM 技術」計畫，為提出未來國內推動公共工程運用 BIM 技術之建議門檻金額或其他
篩選條件，以利工程會進一步評估使用，研究團隊利用此一簡易問卷，收集各位意並經
分析後，將具體提出建議。
說明：以勾選的方式分別於短、中、長期勾選合適的推動時間。
建議年期
適用項目

短期(106 年)

中期(107~108 年)

長期(109 年以後)

特殊或巨額採購以上

工
程
規
模

查核金額以上
公告金額以上

巨
額
採
購
註

工程採購，為新臺幣二億元

1)

勞務採購，為新臺幣二千萬元

財物採購，為新臺幣一億元

(
(

特
殊
採
購
類
型
註

2)

興建構造物，地面高度超過五十公
尺或地面樓層超過十五層者
興建構造物，單一跨徑在五十公尺
以上者
開挖深度在十五公尺以上者
興建隧道，長度在一千公尺以上者
於地面下或水面下施工者
使用特殊施工方法或技術者
古蹟構造物之修建或拆遷
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者

其
它
[註]
1.依據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所公告之「投標廠商資格與特殊或巨額採購認定標準」第六條項次列舉。
2.依據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所公告之「投標廠商資格與特殊或巨額採購認定標準」第八條項次列舉。
3.其它建議：


國立中央大學營建管理研究所
計畫主持人 楊智斌 教授
E-mail：jyhbin@ncu.edu.tw
專任助理 周宏宇 敬上
E-mail：harrychou@n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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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二、期中研究成果專家會
意見回覆對照表

附錄十二、期中研究成果專家會意見回覆對照表
委員意見

研究團隊回覆

一、交通部鐵路改建工程局 許處長文貴
(一)執行方式
1. 公共工程於可行性研究、規劃、設
計、施工到竣工后管養，於不同階段
涉及不同的顧問公司、施工廠商和接
管單位，對於軟體系統如何整合，建
議納入手冊探討。
2. 鐵路改建工程就車站而言，除了土木
建築及一般機電外，尚有軌道、電力
系統、號誌系統、通訊系統等專業，
在同一階段即分屬不同設計、監造、
施工廠商、接管單位，故如何整合執
行，建議納入手冊探討。
3. 以上兩項均會涉及可行方式及費用
編列。
4. 手冊 1.2BIM 應用領域中，所提各階
段有不同之定義，如國外應用分為規
劃、設計、施工、營運維護，國內推
廣的應用分為概念/方案設計、初步設
計、細部設計、施工、營運維護，於
P.9 又分為前置作業、基本設計、細
部設計、施工、竣工，建議手冊可依
國內公共工程實際執行階段定義。

1. 感謝委員意見。
2. 軟體系統非短期可解決之議題，將持續注
意此一議題。
3. 車站牽涉介面多，適合導入 BIM 技術，
但如何整合導入非手冊討論重點。
4. 費用的推估，手冊已有提出初步建議。
5. 文字與用詞會統一考量其他專家意見後
調整。

1. 感謝委員意見。
(二)費用
1. 就技術服務(可行性研究、規劃、設 2. 在 BIM 預算編列上，會因為要求的工作
項目多寡、工程的複雜程度、允許廠商建
計)而言，依據現行技服辦法無論選
模或應用的時間長短、工程的規模(或量
擇服務成本加公費法、建造費用百分
體)、工程的類型、要求的精細度、要求
比法、按月按日或按時計酬法、總包
的目的與用途等，而有不同的費用。
價法或單價計算法，監審單位往往會
要求以百分比法所訂門檻檢視，而且 3. 研究團隊亦已建議以單獨編列預算，利用
工程經費的 0.4~0.5%做為一個參考基準
不同的計算方式會涉及到 BIM 的編
點，但個案推估若與此區間不同，可以深
列方式及能否容納的問題，建議 BIM
入分析差異之原因，並適度調整。
的費用以單獨編列預算較為單純。
2. 就施工廠商而言，現行契約執行上大
部分採實作實算，若以一式計價方式
較易衍生爭議造成執行上之困擾，建
議依照實際工程費用百分比作計算
對未來執行上較好推動。
二、交通部路政司 陳素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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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
研究團隊回覆
(一)教育訓練課程內容及時數，建議明確 1. 感謝委員意見。
訂定，希望有實際案例來學習。
2. 研究團隊將於 11 月舉辦北中南三場標竿
研習會議，將邀請各機關進行 BIM 案例
之經驗分享。
3. 各機關有關 BIM 的教育訓練，建議依各
機關 BIM 專業 的能力現況以及 實際需
要，自行規劃合適的教育訓練課程內容及
時數。
4. 目前內政部建築研究所以及台灣建築中
心有針對建築工程規劃部分課程，可以參
考安排。
(二)依試辦案例 BIM 成果來回饋分析
1. 感謝委員意見。
BIM 之效益，以利分析計費之標準。 2. 本計畫以收集實際案例出發，進行手冊的
編撰，且經費的推估亦參考案例，但該費
用尚不足以變成計費之標準。
(三)建議提供規劃階段導入 BIM 的運用 感謝委員意見，研究團隊將考慮於後續計畫
案例。
納入。
三、交通部公路總局 鄭敏中
(一)必須引導廠商，機關提供經費提供誘 1. 感謝委員意見，研究團隊贊成短期由機關
因給予使用 BIM。將不同工程屬性
提供費用。
檢討 BIM 費用訂定標準
2. 不同工程屬性確實應訂定不同的費用標
準，研究團隊將考慮於後續計畫納入參
考。
(二)贊成目標由機關主導。由機關統一管 感謝委員支持研究團隊的看法。
理、建立 BIM 平台，減少軟體廠商
落差。
(三)機關人員觀念模糊，效益之增減，使 1. 感謝委員意見，研究團隊希望透過教育訓
用 BIM 後減少工項，是否真的減少
練等方式，提升整體機關人員對 BIM 技
成本、減少問題？
術知認知。
2. 現階段 BIM 的應用效益尚不容易在成本
上有立即性的成效。
四、交通部民航局飛航服務總台 畢金菱
(一)經費建議依工程規模、屬性、要求複 感謝委員意見，不同工程規模、屬性、要求
雜性而異。
複雜性確實應訂定不同的費用標準，研究團
隊將考慮於後續計畫納入考量。
(二)機關辦理 BIM 流程混合了機關立場 感謝委員意見，研究團隊將併同其他委員意
與個案流程，建議可分開表示。
見一併考量。
(三)BIM 是工具並非結果。
感謝委員意見。研究團隊贊成此一觀念。
五、內政部營建署 蕭組長淵升
(一)本研究案導入 BIM 工程標的是否僅

感謝委員意見，本研究案導入 BIM 包含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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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
含公共工程，而未含公有建築工程，
應先釐清。
(二)有關 BIM 經費編列方式，原則上同
意於工程上獨立編列一項，而經費編
列應考慮工程標的規模、需求、及目
的而所需建立的 BIM 規模為何，來
編列經費。

研究團隊回覆
公共工程之類型，亦即包含公有建築工程。
感謝委員意見，在 BIM 預算編列上，手冊建
議各機關應因要求的工作項目多寡、工程的
複雜程 度、允 許廠商 建模 或應用 的時間長
短、工程的規模(或量體)、工程的類型、要求
的精細度、要求的目的與用途等，而有不同
的費用編列。
感謝委員意見，手冊已將此觀念納入。

(三)機關端本身須具有 BIM 基本教育訓
練，以利機關如何利用 BIM 工具達
到如期、如質、如本的目標。
(四)以工程全生命週期而言，最長生命週 感謝委員意見。研究團隊贊成此一觀念，將
期在於使用期限，應用 BIM 於維護 於日後的手冊建議納為重點之一。
管理階段，才是機關使用最大效益。

六、內政部營建署 姜有成
(一)BIM 應有優先推廣對象；如建築類， 1. 感謝委員意見，研究團隊贊成非一體適
交通工程地下結構物，橋梁工程等，
用，並應因案制宜。
不建議一體適用同樣的標準推廣。任 2. 優先推廣之對象，將會於期末時有更具體
何工具都有其最適用性對象。
之建議。
(二)教育訓練，主辦機關(公務人員)應訓 1. 感謝委員意見，有關教育訓練方式及程度
練至何種程度，設計規畫服務廠商應
標準，可視各主辦機關過去執行 BIM 經
訓練至何種標準，施工廠商應訓練至
驗及需求可以有不同的規劃，施工廠商亦
何種程度。
同。
2. 此議題非本計畫之研究目的，將於後續計
畫建議納入分析。
(三)目前最適用階段仍以建築工程及地
感謝委員意見，研究團隊將建議各機關自行
下結構物工成為最適當(最多利
評估，而不會建議強制應用。
用)，其他構造物仍以嘗試評估其適
用性、效益適用為主，應回饋後再評
估其推廣方向及目標，目前似不適合
直接全面使用。
七、內政部營建署 (台灣世曦-蔣啟恆代)
(一)目前導入 BIM 大多是建築的部分，
不應該只有建築該了解，其餘人員也
應該要有教育訓練。
(二)橋梁領域落後建築領域，相關軟體亦
不足，橋梁目前使用 Tekla 建模，BIM
模型協同作業可減少重工，與結構分
析是不同的模型，橋梁工程衝突性不
比建築，檢核衝突點少，目前主要應
用於施工中的規劃及與民眾溝通。

感謝委員意見，研究團隊贊成此一觀念。

感謝委員意見，不同的工程類型確實應有不
同的考量與作法，以達成 BIM 確實解決問題
或提供新應用之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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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
八、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陳組長建忠
(一)調查分析除所列的 50 家廠商外，宜
就其他類似規模的廠商做初步了
解，以便平衡焦點團體及非焦點團體
的差異。
(二)本所已完成 BIM 協同作業指南，反
映 BIM 的研究計畫成果應有十幾
案，請檢視與 BIM 技術作業參考手
冊有價值者，列入計畫成果名稱，再
輔以部分摘要指出其中可用的資
源，目前就目錄而言，可置於
2.2,2.3,3.4,5.2,5.3 等處。其他無法詳
列者，就做成參考書目，置於手冊附
件參考。
(三)目前 BIM 經費宜於規劃設計等費用
外另外加項。至於百分比，宜挑選實
施案例，就工程所要求的 BIM 項
目，另行分析。建研所已提出的 BIM
指南部分，若所有項目皆納入，其費
用已接近 1%。

研究團隊回覆
感謝委員意見，研究團隊將建議工程會於後
續計畫納入分析。

感謝委員意見，研究團隊已將建研所目前之
研究成果，納入本手冊提供參考。

感謝委員意見，研究團隊贊成相關觀念，也
會納入參考。

九、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劉副研究員青峰
(一)建築研究所於 104，105 年已進行「我 感謝委員提供資訊，研究團隊將納入參考。
國 BIM 協同作業指南」研究計畫，
針對國內建築工程應用 BIM 技術各
參與者，包含業主、工程顧問、設計、
施工等單位基本執行工作，合作流程
等提出原則建議。本案之對象以公部
門業主為主要對象，建築研究所前述
研究成果中亦有對業主應負責任務
及能力提出建議，僅提供參考，並請
本案將建築研究所研究成果納為手
冊中技術執行參考文件，協助機關了
解各階段 BIM 技術應用細節內容。
(二)英國為提升其公共建設服務品質所
1. 感謝委員意見，研究團隊已將 GSL 部分
提出的「政府軟著陸策略」(GSL)是
觀念與作法，納入本計畫作業手冊之中。
國際間公部門應用 BIM 於公共工程 2. 研究團隊提出的進階版，亦有事後評估的
的完整策略之一，建議本案可參考其
建議。
所提出的作業指南，調整手冊內容或
做為參考資源之一。參考的重點如
下：
1. 將公共工程採用 BIM 的主要目的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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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定為社會功能、成本效益及環境影
響等三大項，並依此三項目的說明各
階段工作重點。
2. GSL 將 POE 應用於完工啟用後 3 年
評估實際效能，並提出執行的型式。
(三)除了協作指南外，建築研究所亦完成 感謝委員意見，研究團隊將會納入提供參考。
COBie 與資訊編碼等 BIM 資訊於儲
存、交換、交付時的本土格式標準草
案，亦建議本案考量納入國內 BIM
技術可應用資源供機關導入 BIM 時
參考。
十、新北市政府 李副總工程司仲昀
(一)BIM 導入及使用效益，與工程特殊
性與軟體功能性息息相關，建議思考
如何推動機關建立專業辨識技術的
能力。
(二)BIM 工作無論在設計或施工專案，
主要應是達成設計或施工的標的所
使用的「工具及方法」，而「工具及
方法」的使用性與驗證，是否適用契
約的驗收規定，抑或另訂相關契約原
則，建議納入評估，如交付及允收條
件。
(三)BIM 最大效益可謂將未來設計性與
施工性問題，提前透過視圖效果及資
訊管理功能來因應，直覺地發生工作
的挪移，當然產生責任與費用問題，
建議評估建立以達成 BIM 的目的及
效果的機制與觀念，以應實務管理所
需。
(四)在 BIM 的環境中，是以元件架構出
整體模型，概念上是完成品的概念，
當然產出的數量較接近完成品，部分
工種與工項與傳統 PCCES 人機料模
式存有出入，建議爭取採 BIM 數量
計價計量的檢討空間。

感謝委員意見，研究團隊贊同該觀念，但並
非本計畫能涵蓋之範圍，將建議工程會日後
納入參考。
感謝委員意見，研究團隊認為交付、驗收或
允收條件及標準，應視應用 BIM 技術之目的
而異，並且已於手冊中具體建議，應區分成
果規範與過程規範兩類。

感謝委員意見，有關 BIM 在設計及施工上，
所衍生的責任與費用之對價問題，礙於研究
原目的及時程無法納入，但將建議工程會日
後納入分析。

感謝委員意見，研究團隊認同應檢討，礙於
研究原目的及時程無法納入，但將建議工程
會日後納入分析。

十一、桃園市政府 邱總工程司奕聖
(一)BIM 的費用建議外加明訂，另費用 1. 感謝委員意見，研究團隊贊成日後費用之
編列基準應針對複雜程度給予分級
編列原則應與技服辦法配搭。
計算，可參考技術服務辦法附表一不 2. 目 前 國 內 之 環 境 尚 無 法 訂 出 明 確 的 標
同建築物分類形式編列。
準，但已在手冊中提出建議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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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關工程預算概估的部分可經由
BIM 所建立的量體，推估各工項的
合理數量及單價有可效合理建立透
明的預算。
(三)目前有關各種不同屬性工程的 BIM
建置期程要一定該有的時間，這建置
期程如何在契約條文合理載明，才不
會有逾期問題。
(四)機關人員對 BIM 的專業程度仍然嚴
重不足，如何加速提升此方面專業，
是推動 BIM 的關鍵之一。

研究團隊回覆
感謝委員意見，研究團隊贊同該 BIM 價值。

感謝委員意見，研究團隊將於手冊中提出建
議之看法。

感謝委員意見，研究團隊將建議工程會重視
此一課題。

十二、國立海洋科學博物館 莊研究助理珮敏
(一)單獨針對 BIM 制定投標須知，BIM 感謝委員意見，研究團隊將建議工程會將此
針對政府採購法課程訓練的方式進 一議題納入後續研究。
行教育訓練，讓機關人員對 BIM 有
初步了解。
(二)BIM 只是一個系統，如何制定驗收 1. 感謝委員意見，目前國內缺乏 BIM 驗收
機制標準？系統建置完的傳承，在機
的機制及標準，但由於個案屬性皆不同，
關或業主手上運用，後續維護機制費
尚無法訂定統一套標準。
用，機關若無後續訂定費用，BIM
2. 部分個案確實有將 BIM 視為一系統或平
終究將被埋沒，希望納入手冊做為參
台進行採購，但與原計畫視為工具並不相
考。
同，研究團隊將建議工程會將此一議題納
入後續研究。
十三、台灣省土木技師公會 廖佑新
(一)認同楊教授所建議之「不要求廠商自
行吸收應用所增加的額外費用」，應
建立一獨立工項預算項目以供廠商
有心、有利把 BIM 發揮其效益。
(二)BIM 導入工程週期中，愈早期愈能
顯現出成效，故在不同工程階段中，
BIM 的模型應可定出一標準規格以
供不同廠商或軟體應用。
十四、全國建築師公會 陳清楠
(一)「機關辦理公共工程導入 BIM 作業
參考手冊」內容架構建議可以參考之
前工程會公告的「各機關辦理公有建
築作業手冊」再併入 BIM 相關辦理
作業流程比較可以快速與既有作業
流程整合。
(二)p34.本手冊認為……各機關導入之
不同階段 BIM 應用為：……其中「設

感謝委員意見。

感謝委員意見。針對不同工程階段中，訂出
不同 BIM 的模型標準，非本計畫之原始目
的，研究團隊將建議工程會將此一議題納入
後續研究。
感謝委員意見，由於「各機關辦理公有建築
作業手冊」已公告廢止適用，但原手冊中相
關觀念值得參考，研究團隊會再評估可以納
入之內容。

感謝委員意見，研究團隊將討論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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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團隊回覆
計與施工階段」1.2.3.4.不宜使用「設
計與施工階段」雖然都是空間衝突及
碰撞檢查，但不同階段的目的尚有差
異。
(三)表 3-2 國內機關導入 BIM 決標經費 感謝委員意見，研究團隊將嘗試取得資料後
分析其 BIM 費用建議納入 BIM
進行分析，若有具體成果，再納入手冊或報
USE(可與 P34 對應)、工期、成果交 告中供參考。
付等 BIM 成本因素。
十五、全國建築師公會 許坤榮
(一)簡報 p.31 BIM 經費編列在現階段以
「額外增加 BIM 服務」之原則確實
是比較恰當的做法。但在執行經驗
中，執行單位、主管、人員、PCM
對具體做法也經常各自表述。產生許
許多多執行上的「代理問題」。去衡
量施作方的 BIM 成本效果，進行許
多無理要求(技術上做得到，但成本
太高)。
(二)承上，「BIM 費用額外增加 BIM 服
務」，在權責上建議與傳統設計、施
工之權責也應脫鉤。避免「BIM 代
理問題」擴大後，反影響工程原預計
達到的工程目標。
(三)P32. 中央表格之「BIM 經費」水平
列、垂直列宜各求算區間與平均值。
該表垂直列的 A,B,C,D,E,F 代表類型
各付？
(四)由於目前各專業(設計、施工)引入
BIM 仍屬少數，即使導入 BIM，較
好的廠商也僅是少數人員協助 BIM
工作，而無法擴及大多數有經驗設計
師、工程師。因此，實際效果有限。
(五)建議歸納實務上在各工程階段於國
內較適合應用的 BIM use ，建議給
國內各類公共工程主辦單位，並提供
這些常用、適用的 BIM use 的「執
行作業原則」的建議。
(六)BIM 經費編列宜與不同類型工程、
使用 BIM use 之項目相關。以「一
籃子」概念編列 BIM 經費，可能「僅
適用於」一般常用、適用之 BIM use。

感謝委員意見。研究團隊贊成此一觀念，而
解決此一問題並不容易，研究團隊將報告及
手冊中提醒機關。

感謝委員意見，如何將權責與設計、施工脫
鉤，需要深入分析，研究團隊將建議工程會
將此一議題納入後續研究。

感謝委員意見，該表垂直列的 A,B,C,D,E,F
屬於填答問卷的單位或人名，研究團隊以代
號表示。
感謝委員意見。委員所提及的現象，也是此
一計畫希望透過手冊推廣 BIM 之目的。

感謝委員意見，研究團隊確實依該原則進行
手冊的編撰。

感謝委員意見，短時間要完整列出各類工程
合適的編列原則並不可行，手冊以提供原則
性的作法供各機關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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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台灣建築學會代表 施宣光教授
(一)手冊目前的內容多屬於抽象的原則
陳述，移盡量加強具體的執行項目，
依據全程生命週期各階段訂定公共
工程導入 BIM 之技術參考，讓機關
可以以業主的立場要求設計及施工
等參與團隊確實執行。
(二)每一階段宜以階段中之里程碑，廠商
所需交付的成果為標準，對於 BIM
技術做目標導向的要求，也據以擬定
合約內容以及 BIM 相關項目之驗收
標準。
(三)以設計階段為例，重要的里程碑包括
基地配置、基本設計、都審、建照以
及發包。每個里程碑的達成是否能實
質上受益於 BIM 技術的導入，應該
是每個階段的執行與要求標準，過多
或過少都是不宜的。建議手冊中可以
針對每個階段主管機關可以對廠商
要求的項目予以明確的建議。
十七、台灣綜合營造同業公會 吳憲彰
(一)廠商導入 BIM 係被動立場，依營造
法第 26 條規定：「營造業承攬工程，
應依照工程圖樣及說明書製作工地
現場施工製造圖及施工計畫書，負責
施工。」故此，營造業在 BIM 基本
上除非是統包案件，否則應是被動立
場。
(二)營造業在 BIM 推動上困難
1. 人才培訓
(1)員工訓練不易：對軟體的操作熟悉

研究團隊回覆
感謝委 員意見 ，由於 考量 公共工 程種類繁
多、施工作業複雜等因素，研究團隊目前撰
寫方式以原則性的陳述，以避免寫得過於具
體，造成機關應用上的衝突。未來待國內 BIM
技術整體發展較成熟後，可再對當下的時空
背景訂定更具體的參考手冊。
感謝委員意見，研究團隊贊成此一觀念，但
相關里程碑需要深入分析，研究團隊將建議
工程會將此一議題納入後續研究。

感謝委 員意見 ，研究 團隊 認為需 要深入分
析，但礙於時間，將建議工程會將此一議題
納入後續研究。

感謝委員提供寶貴意見。

感謝委員意見，研究團隊會將相關意見提供
工程會參考，並建議工程會或內政部營建署
重視此一議題。

度能力不一(不了解、不熟悉，學新
軟體麻煩)，影響公司採用誘因。且
同業間尚未普遍，無法流通習慣援
用軟體)
(2)增加人員訓練成本：若無具體績
效，廠商不願投入培訓經費(如教育
訓練費用)。
(3)員工流動快：訓練完成不久就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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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需重新再職業訓練，影祥業務、

研究團隊回覆

費時又耗力。
2. 資訊管理
(1)如何利用資訊平台協助管理及整合
工程資訊，以提升作業管理、溝通
及有效產能，故如何使人機互動讓
使用者與系統產出成功的雙向溝
通，並增加功效，例如，BIM 者結
合 pcces 才更有使用誘因。
(三)法規不完備：目前政府資訊保護及運
用法令上不健全(相關法規修正)，應
引導正向應用，並應容許多軌並行。
由於 BIM 在實務上涉及建築生命週
期不同階段廠商間之互動，影響參與
人風險分擔，權利與義務公正性，尤
其是如何計價、交付驗收、著作權歸
屬等，都是契約中要訂清楚，因此，
建議應速定 BIM 之契約範本。
(四)技術問題：目前軟體功能無法與現行
技術規則與圖館結合，運用 BIM 技
術是一個牽涉到工程全生命週期，且
跨領域的資訊傳遞，在推動過程也需
注意各產業間的連結性(學成不易、
增加作業複雜性、增加設計時間)。
作業流程，因時間緊迫，無法簡化程
序，未知成效如何，只會增加工作內
容，無法減輕負擔。
(五)推動策略：建議先易後難，因案制宜
逐步堆動，且費用應單獨編列。
1. 營造業現階段欠缺對操作或熟悉
BIM 人才，確實是一大挑戰，尤其中
小型的營造廠如何訓練 BIM 專業人
員，更是一大考驗。
2. 建議 BIM 推動應「因案制宜」循序
漸進，且須選擇工程複雜度較高與一
定規模以上具相關特性之工程適用。
3. 應提供足夠時間緩衝，讓行政部門及
設計單位轉換作業平台。

感謝委員意見，研究團隊將把意見提供工程
會參考。

感謝委員寶貴意見。

感謝委員意見，研究團隊贊成該觀念，也會
納入手冊編撰時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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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團隊回覆

一、國立交通大學 王教授維志
(一)BIM 費用編列，應於公共工程預算編 感謝委員寶貴意見，會與工程會討論此一建
議。
列手冊整體架構中納入。
(二)是否預算編列總經費不變？還是可以 1. 感謝委員意見。
改變/來源為何？是否獨立編列預算? 2. 在 BIM 預算編列上，會因為要求的工作
項目多寡、工程的複雜程度、允許廠商
建模或應用的時間長短、工程的規模(或
量體)、工程的類型、要求的精細度、要
求的目的與用途等，而有不同的費用。
3. 研究團隊亦已建議以單獨編列預算，利
用工程經費的 0.4~0.5%做為一個參考基
準點，但個案推估若與此區間不同，可
以深入分析差異之原因，並適度調整。
4. 目前研究團隊朝獨立編列方式研擬，至
於是否總經費變動，會與工程會討論。
(三)建築與土木應分開，門檻與費用應都 感謝委員意見，研究團隊日後將嘗試蒐集更
分開：1.BIM 有效益才用、2.針對日 多案例，將門檻與費用分為建築與土木類
型。
後案例進行效益分析。
二、內政部營建署 蕭組長淵升
(一)BIM 分析建議門檻建議分成建築工程 感謝委員寶貴意見，研究團隊將會納入參
及公共工程分別設定短.中.長期推動 考。
門檻，短期建築工程以 5 億元以上建
築工程來推動，中期可以 2 億元以
上，長期可以一億以上建築工程來推
動，至於短，中，長期劃分界限可調
查 營 建 廠 商 能 力 彈 性 調整 推 動 期
程。其他公共 工程可以再 調查交通
部，經濟部及農委會所屬工程訂定。
(二)BIM 工作經費編列方式，以營建署待 1. 感謝委員寶貴意見，研究團隊目前於手
冊內建議各機關編列預算時需考量其建
辦建築工程經驗約估 0.2%發包施工
置目的、規模、應用、調查市場行情酌
費，初期以鼓勵性質編列，以獎勵營
於編列納入參考。
造廠商提升營建管理能力，配合其他 2. 費用是否列入主計總處單位造價編列標
施工預算如營 造廠商工程 管理費及
準，會與工程會討論。
品質管理費搭配運用。另 BIM 獨立
編 列 預 算 應 提 早 至 計 畫預 算 中 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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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中。且 BIM 工作經費編列，仍應
依機關建置目的、規模、應用、調查
市場行情酌於編列。
三、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陳組長建忠
(一)過去經濟部為應產品實驗制度之需， 感謝委員寶貴意見，研究團隊將會納入參
曾以委託方式 於民間以建 置實驗能 考。
量方式作業，我國正值推動 BIM 之
初，亦可參考此類作法，考量國內建
築師、小顧問公司初期無此軟硬體、
人才之門檻所需之推估費用，在實施
的推廣期(如 5 年)配置必要的利潤，
輔助民間在 BIM 中成長。
(二)有關經費實施門檻，在研究中 26 頁案 感謝委員寶貴意見，有關獎勵及配套措施宜
數表中，是國內實施有效狀況、有關 配合未來發展狀況而訂，研究團隊將納入後
續研究參考。
分級，並以明後年大型公共工程規模
調整。此外除門檻值外，宜有其他不
在門檻上的案件獎勵配套措施。
四、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劉副研究員青峰
(一)BIM 的經費與案件門檻的設定上，建 感謝委員寶貴意見，研究團隊認為需要深入
議短期內應先參考美國 GSA 或新加 分析，但礙於時間，將建議工程會將此一議
題納入後續研究。
坡 BAC 的作法，即先設定幾個常用
或基本的 BIM Uses ，再由此 BIM
Uses 來發展經費的編列原則，或門
檻設定。如此，才能有效進行後續應
用情形資訊與分析，藉以修改已發布
的經費原則與門檻，同時作為下一階
段推動的參考。
(二)在推動時程的規劃上，建議可以再放 感謝委員寶貴意見，研究團隊認同此看法，
寬時程，並擬訂一個調查國內營造產 未來將建議工程會將此一議題納入後續研
究。
業各參與作業者（建築師、MEP、結
構、營造廠等）使用 BIM 技術成熟
度，以及工程專案應用 BIM 的深入
程度。當國內營建產業依前兩項調查
成熟度達一定 程度以上時 再進一下
階段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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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關經費編列部分：目前推廣來看， 感謝委員意見，研究團隊認同此看法，個案
初期軟硬體成 本確實是廠 商很大的 之編列方式應視軟硬體及技術普及與發展
程度調整訂定。
負 擔 ， 以 案 例 機 關 平 均值 概 估 約
0.2%，恐怕已經低於軟 硬體所需費
用，所以個案之費用編列宜分以「軟
硬體」及「作業項目」費，並視軟硬
體及技術普及與發展程度調整訂定。
(二)有關推廣應用部分：當然按國際經驗 感謝委員寶貴意見，研究團隊將把意見提供
來彙整概以經費級距為推動目標，惟 工程會參考。
按實際經驗來看，BIM 宜視為管理的
工具、方法或溝通語言，輔助或提昇
以往 2D 文件之視覺及資訊等表達
性，所以 BIM 的未來推廣宜就工程
管理需要建立 適宜的作業 案例與條
款等，建立管 理的流程、 方法與標
準，發展 BIM 之契約有效性、給付、
允收、原則應能有效連結導入使用，
並呼應訪談建 議所提「制 定規範標
準」之通案需求。
六、中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周頌安
(一)在經費編列方面，短期內需要獎勵措 感謝委員意見，研究團隊將嘗試取得資料後
施才能激起廠商的使用意願，這在國 進行分析，若有具體成果，再納入手冊或報
告中供參考。
外如新加坡有參考資料可以依據(新
加坡 BIM Guide Version 2 建議值是
5%的調整，從施工移到設計)。基本
上，國內的工程設計費率長期偏低，
BIM 是一個很好的機會來提昇國內
的技術水準，從而將設計費率提高。
(二)至於採用 BIM 的門檻值，在國外也是 感謝委員意見，研究團隊認為需要深入分
作為一種推動的手段，以韓國為例， 析，但礙於時間，將建議工程會將此一議題
納入後續研究。
幾年前訂出 5 千萬美金工程費的標準
可以作為參考。此外，國內公部門要
審核 BIM，接收 BIM，作後續的應
用，也需要時 間作制度及 技術的調
整，因此訂出中長期的 roadmap 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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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的。
七、中華民國土木技師全聯會 梁理事謀桐
感謝委員寶貴意見，研究團隊將會納入參
1.對於工程會以此方式導入 BIM 建 考。

(一)BIM 工作經費編列方式：

制，公會擔心商 用軟體會 水漲船
高，費用高漲，工程會應比照經濟
部導入新技術，建立硬體（基本型）
雲端計畫，可以讓公共工程廠商得
標後，可以負責進入雲端操作，如
此 BIM 才能普及化，而不是顧問
公司或承包廠商委外 BIM 專業建
制分包商。
2. 經 費 編 制 ，採 個 案 足額 編 列 費 金
額，不宜隨投標金額刪減，初期可
採用高百分比等級編列。
(二)評估 BIM 門檻金額或篩選條件：
1.標竿標案
2.統包標案達新台幣 20 億以上
(三)專案為 BIM 導入研究案，還不能看出
工程會在技術服務辦法中訂定，或廠
商契約範本，增列 BIM 執行費用金
額百分比的策略目標。
八、台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 林仲飛
(一)預算編列上：不論是委外或廠商自行 感謝委員寶貴意見，研究團隊將會納入參
使用 BIM 設計皆會產生「成本」應 考。
反應至預算內，是否可採「基本額」，
再加以考慮各 工程的複雜 程度來提
高金額，新政策的推動，若政府願採
「鼓勵」手段，想必也有助於政策的
快速推動，不論計算方式為何，皆至
少應「定額」編列該項金額。
(二)門檻條件：綜觀國外案例可知，就此 感謝委員意見，研究團隊認為需要深入分
政策之推動皆是循序漸進，因需考量 析，但礙於時間，將建議工程會將此一議題
納入後續研究。
現行實務專業 人力是否充 足？甚而
政府採購單位 之人員是否 有此類專
業之人？建議 短期之期間 可以再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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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推廣。
九、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陳慕煒
(一)以各門檻金額的工程數量中一定比例 感謝委員寶貴意見，研究團隊將會納入參
考。
的案件做為推動條件。
(二)個案經驗回饋時間長達 2～3 年，推動 感謝委員寶貴意見，研究團隊將會納入參
考。
期程太趕。
(三)BIM 金額編列之後難以查核或給付， 感謝委員寶貴意見，本手冊建議給付之方
式，當有明確的交付標的時，應對於每一個
如何避免外包。
交付標的，有對應的付款條件與數額，但為
避免行政程序繁瑣，可以數個交付標的皆達
成時，再一次付款。
十、台灣省土木技師公會 石教授晉方
(一)預算可依項目擬定：費用、建築/非建 感謝委員提供寶貴意見，研究團隊將會納入
築、LOD、軟體成本、是否用點雲圖。 參考。
感謝委員提供寶貴意見，研究團隊亦已建議
(二)BIM 費用考量軟體，建議採 1%。
以單獨編列預算，利用工程經費的
0.4~0.5%(設計與施工分別編列)做為一個參
考基準點，但個案推估若與此區間不同，可
以深入分析差異之原因，並適度調整。
感謝委員提供意見，研究團隊將納入參考。
(三)工程規模採用 BIM
1.建築類 5,000 萬以上
2.非建築類 1 億以上
(四)勞動部勞動發展署有 iCAP「建築 BIM 感謝委員提供寶貴意見。
建模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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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四、公共工程 1,000 萬以上金額標單分析
(105 年 12 月 27 日版本)
工程名稱

決標金額
(元)

招標文件要
求/廠商自行
提出

國立台灣體育運動大學台
中校區運動科學綜合大樓

218,500,000

興建辦公廳舍新建工程

樓新建工程
桃園國際機場 WC 滑行道
遷建及雙線化工程
桃園市國民運動中心新建

金額(元)

%

237,321,170

BIM 建置費(含套圖)

1,600,000

0.67

1,473,103

0.67

2,100,000

0.63

1,850,490

0.63

2,600,000

0.68

2,459,910

0.69

6,000,000

0.40

5,990,198

0.36

12,000,000

0.40

11,034,819

0.42

1,800,000

0.40

333,868,283
294,200,000

BIM 建置費用

是/否
決標金額之 BIM 價格
382,080,923

361,500,000

BIM 建置費用

是/否
決標金額折減後之 BIM 價格

工程
福和 D_S 暨多目標綜合大

BIM 項目

決標金額折減後之 BIM 價格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YunTech 產學研大樓新建

預算總工程總金額(元)

是/否

新建工程
行政院南部聯合服務中心

得標廠商

1,652,700,000
1,650,000,000

BIM 費用

是/否
決標金額折減後之 BIM 價格
2,850,033,034

2,620,800,000

建築資訊模型(BIM)

是/否
決標金額折減後之 BIM 價格

383,980,000

是/否

417,871,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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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名稱

決標金額
(元)

招標文件要
求/廠商自行
提出

得標廠商
預算總工程總金額(元)

工程

BIM 項目

場地面燈光(AGL)助導航

183,900,000
183,700,000

BIM 模型製作

決標金額折減後之 BIM 價格

420,322,331
377,000,000

是/否

新建工程
中央警察大學學員生宿舍
大樓新建工程

臺北市萬華區青年公共住
宅新建工程

BIM 建築資訊模型建
置費用

決標金額折減後之 BIM 價格
377,616,180
338,700,000

BIM 建置費用

0.43

646,240

0.30

645,537

0.35

2,232,450

0.53

2,002,353

0.53

824,048

0.22

739,124

0.22

4,475,000

0.60

4,475,000

0.60

1,259,037

0.40

是/否
決標金額之 BIM 價格

701,200,000
701,200,000

是/否

電腦模擬建築物 3D
模型費用(含建築,結
構及水電消防)(BIM)

決標金額之 BIM 價格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萬華分

1,654,013

是/否

燈光系統工程
桃園縣楊梅地區污水下水
道系統第一期污水處理廠

%

(土建+機電+空調)
決標金額折減後之 BIM 價格

臺灣桃園國際機場 WC 滑
行道遷建及雙線化工程-機

金額(元)

326,550,000

是/否

326,5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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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名稱

決標金額
(元)

招標文件要
求/廠商自行
提出

得標廠商
預算總工程總金額(元)

局與消防局龍山分隊新建

決標金額之 BIM 價格

工程(建築工程)

178,225,358
臺中市立雙十國民中學

BIM 項目

165,858,000

是/否

BIM 作業費用-BIM
竣工模型等級需達

3,411,764,300
3,350,000,000

是/否

有環南市場改建工程主體
工程

3D 施工製造成果
圖(含電子檔光碟)

決標金額之 BIM 價格

代辦臺北市市場處所屬公

5,508,000,000
5,500,000,000

%

1,259,037

0.40

980,000

0.55

911,996

0.55

5,411,574

0.16

5,313,606

0.16

13,000,000

0.24

12,981,118

0.24

LOD 300
決標金額之 BIM 價格

衛武營藝術文化中心建築
裝修水電空調工程

金額(元)

是/否

BIM 建築資訊模型
建置費

決標金額之 BIM 價格

說明：1.本資料透過工程會所提供之決標公告(決標日期自 104.4.24 至 105.9.30 止)，1,000 萬以上之工程共有 83 筆案例。
2.自招、決標系統招撈取個案資料，個案資料中有單獨詳列 BIM 項目預算共有 14 案、無詳列 BIM 項目預算共有 51 案、無資料
共有 21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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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五、公共工程運用 BIM 案例契約內容分析
(105 年 10 月 27 日版本)
編號

機關單位

個案名稱

BIM 相關條文內容

BIM 付款條件

BIM 履約期限或罰則

BIM 其他相關資料

-

-

-

-

生活圈道路交通系統建設
計畫─「臺南都會區北外環

C1

道路第 2 期新建工程」
第二十五條 遲延履約
內政部營建
署

楊梅地區污水下水道系統
第一期污水處理廠新建工

C2

-

-

程

台灣中油股
C3

份有限公司

（五）乙方依約辦理 BIM 相
關作業，應依 BMP 時限提
送，乙方如未依規定期限提
送及改善者，應按逾期日數 繳交 BIM 成果報告
每日按原契約 BIM 項目價金
之 5‰計算逾期罰款，但其最
高額之逾期罰款金額，以不
超過 BIM 項目價金為限。

附錄-1 機關需求書

附錄-1 機關需求書

5.2.三度空間設計模型

5.2.三度空間設計模型

1.廠商須於細部設計期間，

6.廠商應提供電腦三度空間模

中油台中廠二期計畫液化 以能表示所有本案設備之

型，並配合實際需要作360 度
-

天然氣儲槽興建統包工程 3D繪圖模型進行設計工

全方位審查，模型審查分為四

作，該模型須為PDS或PDMS

個階段：

格式，且該模型須完全細

第一階段：於工場開工會議

部，至少須包括下列各項：

時，討論主要設備的擺設、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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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名稱

BIM 相關條文內容

BIM 付款條件

BIM 履約期限或罰則

(1)設備，包括保冷。(2)所有

體工場的佈置及

管線及閥，包括保冷。(3)管

安全距離等，以初步確定模型

線支撐(4)公用配置(5)支撐

架構。

結構(6)150mm 以上之電纜

第二階段：模型內涵要能顯示

盤及階梯。(7)儀器，包括支

所有的設備、管架、結構物及

撐。(8)接線盒，包括支撐。

主要管線等。

(9)道路及通道(10)所有地下

第三階段：所有的設備、管架、

設施(如有)

結構物、管線、儀器、平台、

2.廠商須使用三度空間模型

樓梯走道、

來製作材料表、管線立體

儀電管、卸料平台及消防系統

圖、碰撞核對及操作維修空

等均應依照比例顯示於模型之

間之核對等。

上。

3.審查工作須於設計階段進

第四階段：確認前幾階段模型

行，以確保建造及維修的可

審查的意見均已反映並完成修

行性，閥類及儀器使用空間

改。

尤須注意。
4.廠商須於適當時機將 3D
模型軟硬體及熟練操作人員
進駐工地以協助工作進行。
5.廠商須更新 3D 模型至竣
工情形，並移交業主作為移
交件之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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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台電林口-頂湖 345kV 電纜
C4

台灣電力公

線路#41、#43、#56~頂湖

司

E/S 電纜終端土建暨附屬機
電統包工程

C5

經濟部水利

BIM 技術導入河海堤工程

署

設計可行性研究
招標文件

工程設計工作委託契約

七十一、依採購法第 65 條之 預估委託設計服務費為

工程設計工作委託契約

附件六-設計及 BIM 服

第七條

務工作說明書(工作補

履約期限

規定，本採購標的之主要部 5,814,432 元，BIM 委託服 一、履約期限：(辦理設計原則、充條款)
分為(無者免填)：委託設計 務工作費 1,840,377 元，合 初步設計、細部設計等階段之 BIM 單價分析表
服務、BIM 委託服務工作。 計契約金額 7,654,809 元。 BIM 工作之期程已包含於各工
2.人員資格

一、契約依下列規定辦理付 程設計階段期程內，不另增加

a.參與本案之工程人員需其 款：
交通部公路
C6

總局

期程，BIM 各階段工作內容及

臺 7 甲線 3K+505 家源橋改 專業應包含土木、交通、地 （一）服務費付款辦法規定 應提送之成果，詳工作補充條
建工程

工、地質、環工、水利、測 如后：

款)

量、機電（含綠色能源）、 第一期：各標預擬各項服務
景觀、生態、水保、BIM 等 成果，於契約規定期限內，
項目。

完成具體之服務實施計畫

b.計劃主持人須為相關執業 書或說明，且其設計原則及
技師。

橋梁型式經甲方核定後，暫

c.另 BIM 服務工作應成立至 付各標設計服務費百分之
少 3 人以上之專業團隊，主 十﹝服務費按建造費用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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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單位

個案名稱

BIM 相關條文內容
辦工程師須由具備 Revit、

BIM 付款條件
分比法計算時，各標服務費

Tekla 或 Civil 3D 等相關 BIM 暫按甲方委託設計預算之
作業軟體合格訓練資格及

百分之八十計算﹞；及給付

BIM 作業實務經驗之人員擔 BIM 委託服務工作費契約
任。

價金總額百分之十。

2.主要人員資格證明(含 BIM 第二期：各標初步設計經甲
人員)：須提送參與本案符合 方審定後，暫付各標服務費
前述資格之「人員名單及學 百分之三十﹝服務費按建
經歷保證書」。經本國與他 造費用百分比法計算時，各
國相互認許資格之外國廠商 標服務費暫按甲方委託設
（本國承認該國之技師資

計預算之百分之八十計

格），得以當地國之專門技 算﹞並扣除第一期已付之
能人員之證明代之以外，外 費用；及給付 BIM 委託服
國廠商仍應符合我國法令及 務工作費契約價金總額百
招標文件之規定。

分之二十，累計百分之三

 專長欄應填寫投標須知 十。
規定之專長，提列人員如 第三期：各標細部設計全部
具專業技師資格者，應註
辦妥經甲方同意後，暫付各
明技師科別及檢附技師
證書影本，如具有採購專 標服務費百分之六十﹝服
業人員訓練及格證書或 務費按建造費用百分比法
開業建築師及執業技師 計算時，各標服務費暫按甲
參加政府採購法講習參
方委託設計預算之百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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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M 其他相關資料

訓證明、相關 BIM 作業 八十計算﹞並扣除前二期
軟體合格訓練資格者需
已付之費用；及給付 BIM
檢附證書或參訓證明影
委託服務工作費契約價金
本。
總額百分之三十，累計百分
工程設計工作委託契約
一、工作範圍

之六十。

（一）台 7 甲線 3k+505 家源 單價分析表[預算]
橋改建工程之設計(含導入 工作項目：建置現況 3D 工
BIM)與預算編製、協辦招標 程資訊模型單
工作項目：建置設計 3D 工
及決標事項。
程資訊模型單
BIM 委託服務工作契約（草 招標文件

BIM 委託服務工作契約（草案）附件九：BIM 委託服

案）

（五）工程 BIM 工作服務 第七條 履約期限

第二條 履約標的

費：依公告固定服務費用，(一) 設計原則、初步設計及細

一、 甲方辦理事項(由甲方 新台幣 17,911,950 元整。 部設計等階段，履約期限同委
交通部公路
C7

總局

於招標時載明，無者免填)：

託設 計 服 務工 作 之 期限 內提

淡江大橋及其連絡道路新 二、 乙方應給付之標的及工

送；施工階段，履約期限同委

建工程第二標

作事項：

託監造簽證服務工作之期限內

建置道路及橋梁之 BIM 模

提送；成果報告為完工後 2 個

型，設計階段透過 3D BIM

月內提送。

模型進行檢查及適時作為工
程溝通運用，可將各專業間
之設計界面及衝突排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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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工作契約（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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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M 付款條件

BIM 履約期限或罰則

BIM 其他相關資料

-

-

-

提昇施工階段對工期及品質
之掌握度，並可藉 BIM 模型
對施工程序、交維計畫等，
創造出後續延伸應用的更大
價值，此外，藉由 3D BIM
模型建置之竣工資料，對於
工程之管養維護，更可收事
半功倍之效。
三、委託工作範圍及內容
（一）本工程 BIM 服務工作
應成立至少五人以上之專業
團隊，團隊負責人須由具備
Revit、Tekla 或 Civil 3D 等
相關 BIM 作業軟體合格訓練
資格暨至少 3 年以上 BIM 作
業實務經驗之人員擔任，並
檢附相關資歷。
工程採購契約

C8

交通部民用

臺灣桃園國際機場塔臺暨

航空局

整體園區新建工程

3.3 進度會議
3.3.5 會議議程項目：
下月施工進度之 BIM 整合報
告及對施工進度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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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M 付款條件

BIM 履約期限或罰則

BIM 其他相關資料

-

-

-

需求說明
交付項目與時程
d.BIM 元件模型:
I.元件代碼(依 PCCES 定義
之公共工程細目碼編製)編
碼長度可依實際需求增加。
II.各元件主要資訊參數。
III.供應商、代理商、施工廠
商、專業分工廠商等之廠商
桃園國際機
C9

場股份有限
公司

名稱、地址、電話、聯絡人
桃園國際機場股份有限公 及聯絡人手機等資訊。
司 161KV 變電站工程

IV. 安裝日期。
3.程式發展工具(SDK)及應
用軟體
(1)除經授權之程式軟體
外，其餘由承包商撰寫之應
用程式軟體，應提供這些軟
體之程式發展工具(SDK)
及安裝光碟片。
(2)各系統程式及應用程式
等原始程式及原始碼儲存於
光碟片，原始碼內之各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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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M 付款條件

BIM 履約期限或罰則

-

-

BIM 其他相關資料

程序應有詳細之註解，且不
得有使用期限之限制，並應
提供 SDK 使用手冊等相關
資料。
臺灣港務股
C10

份有限公司

高雄港洲際貨櫃中心第二
期計畫 S4~S5 碼頭新建工
程
新北市立美術館新建工程

C11

BIM 建置計劃書
-

案

(尚未發包-尚於細部設計階 (尚未發包-尚於細部設計
段)

階段)

(尚未發包-尚於細部設計階段)

C12

新北市立聯合醫院三重院
區急重症大樓新建統包工
程

(尚未發包-尚於細部
設計階段)

一、乙方完成本工程各項作業 本契約除損耗品外，由
 總包價法：
BIM(Building
期限如下：
乙方 保 固建 築物 結構
 BIM 工作要求(包括但不
Information Modeling )
限於下列各項)：
(一)應於決標日起 15 日曆天內 體(含防水)5 年、植栽
服務費以新臺幣
(一)設計階段
萬元給付。
【依議價後決 提出工作執行計畫 書 (含設計 1 年、BIM 為 3 年，其
品質計畫書)及 BIM 工作執行 他項目為 2 年。
1、配 合設計 進度 分二階 段 標金額填寫】
 以附件要求

新北市政府

BIM 驗收查核單

（基本設計及細部設計）提 (一 )契 約 分 期付 款 為 該部 計畫書。(工作執行計畫書應包
BIM 模型檔案送甲方審查。 分契約價金總額 100 %， 含細部設計與工程施工如何結
(1) 基 本 設 計 含 空 間 規 由乙方提出申請，經甲方審 合，並應符合統包作業須知對
畫，3D 數位模型應包括 查核可後給付，其各期之付 設計品質計畫書之相關規定)
(二)應於決標日起 30 日曆天內
外牆、柱、樑、板、門窗 款條件：
等 外 觀 、 面 積 及 建 物 結 1.第一期：乙方提送 BIM 提出預定工作進度表，經甲方
構、大小、形狀、建築配 工作執行計 畫書供甲 方審 核 定 後 作 為 契 約 文 件 之 一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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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等。【3D 圖說規格之 查，經甲方審查認可，撥付 份。
標準 LOD 200】

服務費用 10%。

(三)應於決標日起 50 日曆天內

(2) 細部設計含模型元素 2.第二期：乙方應配合設計 完成建築物拆除作業。
可 模 擬 綠 建 築 之 規 劃 及 階段之基本 設計進度 提送 (四)應於決標日起 60 日曆天內
生成預算書、數量計算等 成果供甲方審查，經甲方審 提送基本設計。
相 關 文 件 及 設 計 施 工 查 認 可 ， 撥 付 服 務 費 用 (五)應於決標日起 210 日曆天內
圖。【3D 圖說規格之標 30%。
準 LOD 300】

取得建造執照。

3.第三期：乙方應配合設計 (六)應於基本設計核定後 90 日

2、消防設施設備系統工程、階段之細部 設計進度 提送 內提送細部設計書圖文件，可
通風系統設備工程、空調系 成果供甲方審查，經甲方審 依工程施工進度分批完成及送
統及相關必需設備工程，應 查認可，並完成 BIM 工作 審；並需於決標日起 420 日內
建立 3D 數位模型。

設計階段所 有契約約 定項 完成本工程所有細部設計書圖

3、BIM 模型之資料明細須符 目，及提交 BIM 電子檔案 文件，且經專案管理單位審查
合工程與材料數量之估算或 後，撥付服務費用 40%。 通過及甲方核定。細部設計書
編製。

4.第四期：乙方應於施工階 圖 文 件 內 容 包 含 ： 細 部 設 計

4、辦理設計中建築土建、機 段依施工介 面協調會 議結 圖、施工規範、詳細總表、各
電、消防、空調、給排水、 果修正 BIM 模型及負責辦 分項工程詳細（價目）表、單
瓦斯等相關管線及系統設備 理 BIM 各項相關工作，待 價分析表及必要之計畫書等。
之設計干涉檢查，以確保設 工程全部完工，無待解決事
計品質；乙方所使用之繪圖 項，繳納 BIM 工作保固保
軟體及干涉檢查軟體及執行 證金，經甲方核定後，撥付
方 式 應 於 工 作 計 畫 書 內 敘 服務費用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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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5、施工計畫及施工進度之擬
訂，工程進度，須配合 3D
數位模型，建立 4D 之工程
進度模擬。
（二）施工階段
乙方應於施工階段依施工介
面協調會議結果修正 BIM 模
型，並辦理施工階段 BIM 各
項相關工作依實際發展修正
BIM 模型【3D 圖說規格之標
準 LOD400】，辦理施工中
建築土建、機電、消防、空
調、給排水、瓦斯等相關管
線及系統設備之必要設計干
涉檢查及修正，竣工時完成
【3D 圖說規格之標準 LOD
400 以上】之竣工 3D 檔案符
合送審之 3D 數位模型。
（三）營運階段
乙方應於營運階段依【使用
單位】之需求，考量增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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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裝之設施（備）或乙方保
固維修之情形，完成必要之
BIM 模型修正【3D 圖說規格
之標準 LOD 500】，保固完
成時移交依實際修正完成符
合送審之 3D 數位模型。
（四）其他：
1、軟體建置及維護：為利審
查履約成果，乙方應提供甲
方及甲方委託之專案管理及
監造單位各 1 套 BIM 相關軟
體（包含建築、結構、機電
及整合軟體），並協助軟體
之建置及維護更新，更新期
限至工程驗收合格日止。
2、技術轉移：乙方於設計階
段及施工階段應依 BIM 各類
軟體，分別舉辦教育訓練，
訓練時數至少為 40 小時，供
甲方及甲方委託之專案管理
單位及監造單位相關審查人
員參訓。教育訓練時數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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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機關單位

個案名稱

BIM 相關條文內容

BIM 付款條件

依軟體供應商建議之時數辦
理，技 術移 轉計 畫應納 入
BIM 工作執行計畫書提送，
並於甲方接受後實施。教育
訓練場地得由甲方提供，相
關訓練課程之教學軟體由乙
方負責，電腦硬體設備由參
訓者自備。
3.智慧財產權：乙方應依照
建築資訊建模計畫於進度期
限內交付各模型及各階段之
資訊元件給甲方。甲方與乙
方對價後，建築資訊模型涉
及智慧材產權者，甲方取得
授權，內容如下：對於乙方
就本工程所建之資訊元件，
約定甲方取得限定使用於本
工程相關之設計、施工、維
護與改建範圍之授權與次授
權的權利，且約定乙方本身
亦得繼續擁有及使用該授權
與次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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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機關單位

個案名稱

BIM 相關條文內容

BIM 付款條件

BIM 履約期限或罰則

BIM 其他相關資料

-

-

-

4、保固期間應辦事項：乙方
應於營運階段依甲方增設、
改裝之設施（備），或乙方
保固維修之情形，修正 BIM
模型（修正次數第 1 年以 2
次為原則；第二年及第三年
以每年修正 1 次為原則）。
招標文件
於投標須知建議廠商於企劃
書製作內容建議如下：
BIM 專業能力
1.電腦模擬建築物外觀圖、
柱樑版及牆結構圖等 3D
新北市新五泰國民運動中
C13

心興建統包工程

模型，並提出執行
BIM(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之構想，及 3D 圖說
規格之細緻度（LOD）。
2.執行 BIM 之工作方式、作
業流程及工作時程等。
3.廠商之資源及具有承作
BIM 的能力及其他支援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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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機關單位

新北市政府
C14

捷運工程局

個案名稱

捷運三鶯線

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南區
學員宿舍新建工程

BIM 相關條文內容

BIM 付款條件

 本工程 BIM 及設施維護  廠商「應 提出」履 行本
管 理 系 統 建 置 ( 含 軟 硬 採購案所 需費用之 總金
體)與執行構想。(投標須 額（以下 簡稱標價 ）及
知)
「標價之組成內容」。其
中 細 部 設 計 費 及 BIM
建置費等 兩項係採 固定
費用(詳成本建議書填製
說明)，廠商無需另為報
價，直接 併入成本 建議
書計算。(投標須知)

BIM 履約期限或罰則

BIM 其他相關資料

-

-

1.提供本案「南區學員宿舍 1.第一期款：廠商完成「南 1.廠商應於決標次日起算 90 日
新建工程」及「海洋教育與 區學員宿舍 新建工程 」及 曆天(含)內完成結案報告。
遊憩 活 動訓 練設 施 新建 工 「海洋教育 與遊憩活 動訓 2.廠商應於決標次日起 30 曆天
程」兩棟建築之 BIM 模型 練設施新建工程」兩棟建築 (含)內，完成「南區學員宿舍新
LOD300 相 關 建 築 結 構 機 之 BIM 模型 LOD300 相關 建工程」BIM 模型 LOD300 相

國立海洋科
C15

技博物館

電系統建置完整。

建築結構機 電系統建 置完 關 建 築 結 構 機 電 系 統 建 置 完

2.提供「南區學員宿舍新建 整，經甲方核定後，得申請 整，及 3 分鐘之動畫模擬，需
工程」及「海洋教育與遊憩 甲方支付服務費用 40%。 含景觀及室內外光影材質成果

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
技術服務採購邀標書
一、本案目標
二、需求概要
三、BIM 模型定義
四、BIM 模型建置注

意事項
活動訓練設施新建工程」兩 2. 第二期款：「南區學員 展現，並提交相關資料與檔案。
五、BIM 模型交付項
棟建築共 3 分鐘之動畫模 宿舍新建工程」及「海洋教 3.廠商應於決標次日起 40 曆天
目
擬，需含景觀及室內外光影 育與遊憩活 動訓練設 施新 (含)內 ，正式 函文 提交 本案之
材質成果展現。

建工程」兩棟建築共 3 分 「 模 型 成 果 及 說 明 期 中 報

3. 「 南 區 學 員 宿 舍 新 建 工 鐘之動畫模擬，需含景觀及 告」，展示及說明本案模型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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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機關單位

個案名稱

BIM 相關條文內容

BIM 付款條件

BIM 履約期限或罰則

程」整合現有圖管系統 2D 室 內 外 光 影 材 質 成 果 展 系 統 製 作 說 明 及 動 畫 成 果 展
套圖 設 備追 蹤及 3D BIM 現，經甲方核定後，得申請 現，本館如有修正意見，廠商
設備 線 上互 動達 本 館營 運 甲方支付服務費用 40%。 應於期中報告後 7 曆天(含)內
管理應用之目的。

3.第三期款：「南區學員宿 完成意見修正，並於期末報告
舍新建工程」整合現有圖管 前兩周將「模型最終成果及期
系統 2D 套圖設備追蹤及 末報告文件」提送審查，並由
3D BIM 設 備線上互 動達 本館審定後通知結案報告。
本館營 運管理 應用 之目
的，經甲方核定後，得申請
甲方支付服務費用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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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工程會後續研究參考之建議

附錄十六、計畫執行過程彙整可供工程會後續研究參考之建議
一、 手冊建議：
(一) 本案參考手冊第 46 頁：「 (五)其他技術性標準與建模資訊…國內對於 BIM 模型建
立尚未有一致之標準…建議各機關參考過往類似案例檢討訂定」
，為健全國內公共工
程 BIM 發展環境，建議工程會可邀集學術單位、機關及業界代表，組成 BIM 標準制
定委員會，根據國際主流標準，建立一套適用於公共工程通用的 BIM 標準系統，並
保持應用於不同工程類別之彈性，定期維護更新，其理由及優點如下:
1. 各機關並無足夠 BIM 技術資源可以自行發展完整與成熟的 BIM 技術規範，由各機
關分別委託學術單位或顧問機構訂定標準，亦造成重覆投資，資源浪費。
2. 若各機關採用的標準不一，計價與驗收產生重大差異時，可能遭受審計單位事後
稽核究責，影響機關推動 BIM 技術之動力。
3. 公共工程若能建立一套通用標準，各機關僅需根據其特殊需求及執行經驗發展執
行細則；廠商亦可優化其軟硬體之投資而加速相關技術之發展。
4. 相關 BIM 技術標準若能與國際主要標準相容，將可幫助國內工程產業技術升級，
增加進軍海外市場的競爭力。
(二) 建立統一的 BIM 標準，除有助於各階段跨領域資訊交換，特別是竣工模型與資產管
理平台的順利銜接，將可發揮 BIM 技術的最大效益。
(三) BIM 只是一個系統，如何制定驗收機制標準？系統建置完的傳承，在機關或業主手
上運用，後續維護機制費用，機關若無後續訂定費用，BIM 終究將被埋沒，希望納
入手冊做為參考。
(四) 以設計階段為例，重要的里程碑包括基地配置、基本設計、都審、建照以及發包。
每個里程碑的達成是否能實質上受益於 BIM 技術的導入，應該是每個階段的執行與
要求標準，過多或過少都是不宜的。建議手冊中可以針對每個階段主管機關可以對
廠商要求的項目予以明確的建議。
(五) 本局(台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BIM 的應用仍屬示範階段，於萬大線之工程標案，四
個站選一個站體作 BIM 示範案例，目前遭遇圖說與 BIM 模型有衝撞的問題。
二、 推動門檻：
(一) 相關建置 BIM 模型之原則說明略以：採購預算金額達 10 億元以上之統包工程、採
購預算金額達 10 億元以上之建築(含機電工程)、採購預算金額達 20 億元以上之土
木工程(含機電工程)、採購預算金額達 10 億元以上之軌道機電系統工程，於工程規
劃、設計、施工、營運管理階段，應考量使用 BIM 模型。
(二) 在推動時程的規劃上，建議可以再放寬時程，並擬訂一個調查國內營造產業各參與
作業者（建築師、MEP、結構、營造廠等）使用 BIM 技術成熟度，以及工程專案應用
BIM 的深入程度。當國內營建產業依前兩項調查成熟度達一定程度以上時再進一下
階段為宜。
(三) 至於採用 BIM 的門檻值，在國外也是作為一種推動的手段，以韓國為例，幾年前訂
出 5 千萬美金工程費的標準可以作為參考。此外，國內公部門要審核 BIM，接收 BIM，
作後續的應用，也需要時間作制度及技術的調整，因此訂出中長期的 roadmap 是有
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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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門檻條件：綜觀國外案例可知，就此政策之推動皆是循序漸進，因需考量現行實務
專業人力是否充足？甚而政府採購單位之人員是否有此類專業之人？建議短期之期
間可以再延長至 2～3 年，並就專業人力進行培訓推廣。
(五) 前述技術服務金額門檻是否包含監造費用?若有，則監造所需辦理的 BIM 技術為何?
(六) 簡報 P.78 對於導入之金額門檻，本局軌道建設屬工程規模較大的項目，是否不僅
規範施工階段之標準，亦考慮到規劃設計的部分?此外，施工階段會拆成數個標案，
以致會有單一標準未達 20 億元標準之情形發生(整體上百億)，是否可請研究團隊做
更細部的規範和界定。
(七) 本工程 處(交 通部公 路總 局西濱 北工 處))支 持工程 會擬 定策略 分短中 長期 推動
BIM，目前推動門檻僅以經費規模或特殊採購工程為標準，惟工程類型不同、適宜推
動之經費規模亦有不同，且本期末報告亦針對各種工程有所調查及分析，建議仍請
考量工程類型及複雜性，並建議以一定規模統包工程優先推動。
(八) 建議後續除了訂定門檻外，也可以鼓勵各機關視需求於招標階段將 BIM 應用列為評
分項目。
(九) 20 億元以上工程大多屬於中央部會主辦，地方政府甚少有超過此門檻的工程計畫，
爰提供給研究團隊納入門檻建議之參考。
三、 預算編列：
(一) 為降低私部門進入 BIM 技術領域及應用之費用門檻，建築師或各技師公會應可扮演
較積極之角色，與軟體供應商協商團體採購或租用及軟體訓練之優惠條件。工程會
亦可參與協助協商或補助部分經費。
(二) 簡報 P.37「導入 BIM 重要工作-費用編列原則」及「機關辦理公共工程導入 BIM 技
術作業手冊」P.38 關於 BIM 費用原則，顯示 BIM 費用涉及之因子相當複雜。建議細
化「BIM 費用編列」之估算邏輯和方法，以免各機關編列時太多分歧。
(三) 「BIM 費用額外增加 BIM 服務」
，在權責上建議與傳統設計、施工之權責也應脫鉤。
避免「BIM 代理問題」擴大後，反影響工程原預計達到的工程目標。
(四) 希望針對服務費用之百分比能做更細緻之規定。
(五) BIM 的費用編列，對各主辦機關而言，在實務上仍有待深化，建議宜配合不同類型
之工程，不同之 BIM 目的，與應用項目深化程度等編列原則，持續深化研究。
四、 教育訓練：
(一) 建議僅針對土木、建築、機電規模提出 BIM 運用邀標內容具體列出，以利參考。
(二) 為利後續推動 BIM，機關應具有足夠之 BIM 專業人員，建議本研究案後續可針對各
機關人力進行統計分析；再藉以規劃後續推動期程及推動之工程規模大小，並藉以
持續推動機關之教育訓練。
(三) 針對未使用或不常使用 BIM 技術的機關，擁有該技術人員幾乎為零，若未來勢必推
動 BIM 導入公共工程，建請工程會推動落實 BIM 教育訓練於機關與廠商端。
(四) 目前機關主辦工程人員對於 BIM 技術普遍認知不足，建議統一並定期舉辦教育訓練。
(五) 單獨針對 BIM 制定投標須知，BIM 針對政府採購法課程訓練的方式進行教育訓練，
讓機關人員對 BIM 有初步了解。
(六) 是否能羅列 P.28 所提導入 BIM 技術的國內廠商；回收有效問卷為 49%對問題分析
是否客觀，宜予考量。鑒於機關與廠商經問卷分析高達近 9 成願意再使用 BIM，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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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 P.47 之圖 2.60 顯示，人員訓練與軟硬體是關鍵，建議未來推動宜有對策解決。
(七) 目前台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採 BIM 技術導入之工程標案甚少，將來也願意配合相關
政策辦理。另為促進對於 BIM 之瞭解，也將辦理相關的教育訓練。
(八) 我國營造廠以中小型佔大多數，幾乎均無 BIM 技術的部門或人才，爰未來公會將結
合相關單位多舉辦 BIM 技術的教育訓練。
五、 契約範本：
(一) 就執行面而言，BIM 技術規範與招標驗收及未來在智慧財產權之轉移與加值應用…
等契約內容亦可再審慎研析，制定參考範本，以供機關據以執行，並可避免規劃設
計、施工、營運各自重建 BIM 模型，浪費時間與經費。
(二) 建議訂定 BIM 技術導入公共工程各個階段的統一參考契約範本。
(三) 目前政府資訊保護及運用法令上不健全(相關法規修正)，應引導正向應用，並應容
許多軌並行。由於 BIM 在實務上涉及建築生命週期不同階段廠商間之互動，影響參
與人風險分擔，權利與義務公正性，尤其是如何計價、交付驗收、著作權歸屬等，
都是契約中要訂清楚，因此，建議應速定 BIM 之契約範本。
(四) 當然按國際經驗來彙整概以經費級距為推動目標，惟按實際經驗來看，BIM 宜視為
管理的工具、方法或溝通語言，輔助或提昇以往 2D 文件之視覺及資訊等表達性，所
以 BIM 的未來推廣宜就工程管理需要建立適宜的作業案例與條款等，建立管理的流
程、方法與標準，發展 BIM 之契約有效性、給付、允收、原則應能有效連結導入使
用，並呼應訪談建議所提「制定規範標準」之通案需求。
(五) 契約執行、交付成果、驗收項次必須要有明確標準，對執行機關較有依據遵循。
(六) 希望在實務管理中，結合各項產業的分配，去律定契約中的階段成果及交付文件，
將重點項目有效發揮出來，使未來工程管理會有更良性的互動。
六、 推動門檻：
(一) 相關建置 BIM 模型之原則說明略以：採購預算金額達 10 億元以上之統包工程、採
購預算金額達 10 億元以上之建築(含機電工程)、採購預算金額達 20 億元以上之
土木工程(含機電工程)、採購預算金額達 10 億元以上之軌道機電系統工程，於工
程規劃、設計、施工、營運管理階段，應考量使用 BIM 模型。
(二) 在推動時程的規劃上，建議可以再放寬時程，並擬訂一個調查國內營造產業各參與
作業者（建築師、MEP、結構、營造廠等）使用 BIM 技術成熟度，以及工程專案應用
BIM 的深入程度。當國內營建產業依前兩項調查成熟度達一定程度以上時再進一下
階段為宜。
(三) 至於採用 BIM 的門檻值，在國外也是作為一種推動的手段，以韓國為例，幾年前訂
出 5 千萬美金工程費的標準可以作為參考。此外，國內公部門要審核 BIM，接收 BIM，
作後續的應用，也需要時間作制度及技術的調整，因此訂出中長期的 roadmap 是有
必要的。
(四) 門檻條件：綜觀國外案例可知，就此政策之推動皆是循序漸進，因需考量現行實務
專業人力是否充足？甚而政府採購單位之人員是否有此類專業之人？建議短期之期
間可以再延長至 2～3 年，並就專業人力進行培訓推廣。
(五) 前述技術服務金額門檻是否包含監造費用?若有，則監造所需辦理的 BIM 技術為何?
(六) 簡報 P.78 對於導入之金額門檻，本局軌道建設屬工程規模較大的項目，是否不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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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施工階段之標準，亦考慮到規劃設計的部分?此外，施工階段會拆成數個標案，
以致會有單一標準未達 20 億元標準之情形發生(整體上百億)，是否可請研究團隊做
更細部的規範和界定。
(七) 本工程 處(交 通部公 路總 局西濱 北工 處))支 持工程 會擬 定策略 分短中 長期 推動
BIM，目前推動門檻僅以經費規模或特殊採購工程為標準，惟工程類型不同、適宜推
動之經費規模亦有不同，且本期末報告亦針對各種工程有所調查及分析，建議仍請
考量工程類型及複雜性，並建議以一定規模統包工程優先推動。
(八) 建議後續除了訂定門檻外，也可以鼓勵各機關視需求於招標階段將 BIM 應用列為評
分項目。
(九) 20 億元以上工程大多屬於中央部會主辦，地方政府甚少有超過此門檻的工程計畫，
爰提供給研究團隊納入門檻建議之參考。
七、 預算編列：
(一) 為降低私部門進入 BIM 技術領域及應用之費用門檻，建築師或各技師公會應可扮演
較積極之角色，與軟體供應商協商團體採購或租用及軟體訓練之優惠條件。工程會
亦可參與協助協商或補助部分經費。
(二) 簡報 P.37「導入 BIM 重要工作-費用編列原則」及「機關辦理公共工程導入 BIM 技
術作業手冊」P.38 關於 BIM 費用原則，顯示 BIM 費用涉及之因子相當複雜。建議細
化「BIM 費用編列」之估算邏輯和方法，以免各機關編列時太多分歧。
(三) 「BIM 費用額外增加 BIM 服務」
，在權責上建議與傳統設計、施工之權責也應脫鉤。
避免「BIM 代理問題」擴大後，反影響工程原預計達到的工程目標。
(四) 希望針對服務費用之百分比能做更細緻之規定。
(五) BIM 的費用編列，對各主辦機關而言，在實務上仍有待深化，建議宜配合不同類型
之工程，不同之 BIM 目的，與應用項目深化程度等編列原則，持續深化研究。
八、 教育訓練：
(一) 建議僅針對土木、建築、機電規模提出 BIM 運用邀標內容具體列出，以利參考。
(二) 為利後續推動 BIM，機關應具有足夠之 BIM 專業人員，建議本研究案後續可針對各
機關人力進行統計分析；再藉以規劃後續推動期程及推動之工程規模大小，並藉以
持續推動機關之教育訓練。
(三) 針對未使用或不常使用 BIM 技術的機關，擁有該技術人員幾乎為零，若未來勢必推
動 BIM 導入公共工程，建請工程會推動落實 BIM 教育訓練於機關與廠商端。
(四) 目前機關主辦工程人員對於 BIM 技術普遍認知不足，建議統一並定期舉辦教育訓練。
(五) 單獨針對 BIM 制定投標須知，BIM 針對政府採購法課程訓練的方式進行教育訓練，
讓機關人員對 BIM 有初步了解。
(六) 是否能羅列 P.28 所提導入 BIM 技術的國內廠商；回收有效問卷為 49%對問題分析
是否客觀，宜予考量。鑒於機關與廠商經問卷分析高達近 9 成願意再使用 BIM，惟
依 P.47 之圖 2.60 顯示，人員訓練與軟硬體是關鍵，建議未來推動宜有對策解決。
(七) 目前台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採 BIM 技術導入之工程標案甚少，將來也願意配合相關
政策辦理。另為促進對於 BIM 之瞭解，也將辦理相關的教育訓練。
(八) 我國營造廠以中小型佔大多數，幾乎均無 BIM 技術的部門或人才，爰未來公會將結
合相關單位多舉辦 BIM 技術的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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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契約範本：
(一) 就執行面而言，BIM 技術規範與招標驗收及未來在智慧財產權之轉移與加值應用…
等契約內容亦可再審慎研析，制定參考範本，以供機關據以執行，並可避免規劃設
計、施工、營運各自重建 BIM 模型，浪費時間與經費。
(二) 建議訂定 BIM 技術導入公共工程各個階段的統一參考契約範本。
(三) 目前政府資訊保護及運用法令上不健全(相關法規修正)，應引導正向應用，並應容
許多軌並行。由於 BIM 在實務上涉及建築生命週期不同階段廠商間之互動，影響參
與人風險分擔，權利與義務公正性，尤其是如何計價、交付驗收、著作權歸屬等，
都是契約中要訂清楚，因此，建議應速定 BIM 之契約範本。
(四) 當然按國際經驗來彙整概以經費級距為推動目標，惟按實際經驗來看，BIM 宜視為
管理的工具、方法或溝通語言，輔助或提昇以往 2D 文件之視覺及資訊等表達性，所
以 BIM 的未來推廣宜就工程管理需要建立適宜的作業案例與條款等，建立管理的流
程、方法與標準，發展 BIM 之契約有效性、給付、允收、原則應能有效連結導入使
用，並呼應訪談建議所提「制定規範標準」之通案需求。
(五) 契約執行、交付成果、驗收項次必須要有明確標準，對執行機關較有依據遵循。
(六) 希望在實務管理中，結合各項產業的分配，去律定契約中的階段成果及交付文件，
將重點項目有效發揮出來，使未來工程管理會有更良性的互動。
十、 其它：
(一) 呼籲工程會應盡早建置元件資料庫之共通平台，以供設計、施工業界使用，設備供
應商則可依公告樣板自行或委託製作，經審查後上架，當有助於 BIM 技術發展與本
土元件供應商之產業競爭力。(此部分內政部建研所曾補助台灣建築中心策劃建置)
(二) 公共工程導入 BIM 技術產生的空間模型未來可能與我國國土資訊系統(NGIS)等資訊
系統整合應用，應先了解結合介面的建立原則或嵌合機制，便利未來國土資訊運作。
(三) BIM 審查，相關人員恐無專業能力，能否由工程會建立合格名單供機關選用。
(四) 承包商依據業主所提供之設計及說明施工者，不須對因該設計與說明，造成之缺陷
結果負責，惟一旦實施 BIM，包括所有技師及營造商的資訊，均在製作時經過統合，
若營造廠依據 BIM 的模型進行工程，發生問題的情形，風險及責任應如何分配？BIM
的製作，是否可以視為業主提供給廠商施工的依據，而該廠商依據該原則可以不負
責任？
(五) 建議能對目前 BIM 人力作瞭解，作為爾後推動導入 BIM 採購(量體)規模之依據。
(六) 各工程如何界定恰當的 BIM 應用，涉及 BIM 技術的發展仍在進行中，有許多甚至涉
及 10 年 20 年 30 年之後，才會成熟制度化過程，建議研究單位提供各類工程如何界
定 BIM SCOPE 之方法與程序供主辦單位參考。以免各機構誤用工程會與建研所之研
究成果。
(七) BIM 最大效益可謂將未來設計性與施工性問題，提前透過視圖效果及資訊管理功能
來因應，直覺地發生工作的挪移，當然產生責任與費用問題，建議評估建立以達成
BIM 的目的及效果的機制與觀念，以應實務管理所需。
(八) 在 BIM 的環境中，是以元件架構出整體模型，概念上是完成品的概念，當然產出的
數量較接近完成品，部分工種與工項與傳統 PCCES 人機料模式存有出入，建議爭取
採 BIM 數量計價計量的檢討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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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BIM 導入工程週期中，愈早期愈能顯現出成效，故在不同工程階段中，BIM 的模型
應可定出一標準規格以供不同廠商或軟體應用。
(十) 如何利用資訊平台協助管理及整合工程資訊，以提升作業管理、溝通及有效產能，
故如何使人機互動讓使用者與系統產出成功的雙向溝通，並增加功效，例如，BIM
者結合 pcces 才更有使用誘因。
(十一) 目前軟體功能無法與現行技術規則與圖管結合，運用 BIM 技術是一個牽涉到工
程全生命週期，且跨領域的資訊傳遞，在推動過程也需注意各產業間的連結性(學成
不易、增加作業複雜性、增加設計時間)。作業流程，因時間緊迫，無法簡化程序，
未知成效如何，只會增加工作內容，無法減輕負擔。
(十二) 未來可針對較具推動意義之典型案例做較詳盡之分析，評析其使用 BIM 之目
的、技術落實程度、優缺點、遭遇困難與改善策略，以供後續推動之參考。
(十三) BIM 之技術元件資料庫之建置，建議協調內政部作更積極之推動。
(十四) 以美國 GSA 為例，其為總理美國聯邦政府建築設施的機關，推動 BIM 的目的之
一為快速準確掌握建築類型面積，以助於有效管理資產，因此才在採購工程時要求
應用 BIM。也就是說，應用 BIM 是為了符合機關的職責目的，才去規劃如何進行採
購。因此建議後續的推動上，可以同時強調機關如何從本身整體業務需求(非只是工
程執行上的成本、工程)來考量選擇 BIM 應用項目，甚至開發特別的應用項目，才能
將 BIM 與機關內部作業結合，成為機關主動採用 BIM 的誘因。
(十五) 由於政府機關推動 BIM 較易受政策影響，屬於較被動，建議工程會後續可以調
查民間工程推動 BIM 之情況，以便瞭解推動 BIM 之誘因及效益（可以調查民間工程
推動 BIM 的工程規模、類型、辦理情形、設有專責單位或分包）。
(十六) 為能使機關廣泛使用 BIM，推動初期建議有相關獎勵機制做誘因。
(十七) 建請研訂 BIM 廠商或人員基本資格以供各機關參考使用。
(十八) 不同專案在執行時，會有先辨識出獨特的重點項目之必要。BIM 未來推動的方
向可與產業政策結合，在傳統發包的圖說如鋼構、帷幕牆、土方、五大管線等可轉
換為視覺化成果或使用 3D 的方式來模擬之部分，或是營運管理的應用都必須與實務
產業有充分的連動，並希望站在協助營造廠的角度，提升工作效能，加強營造團隊
與不同單位溝通。
(十九) 目前 BIM 運用於建築管理之審查、變更設計、施工勘驗、智慧化工地監督是否
有實例?可否研究與 APP 結合使用?
(二十) 本案已點到 Roadmap 短中長期的建議，希望機關端有更清楚明確的宣誓，以便
廠商端瞭解政府的決心，適時作必要的調整因應。
(二十一) 本研究關於公共工程運用 BIM 技術案例之調查資料豐富，北中南 BIM「標竿研
習會」成果豐碩。為更積極善用國內現有 BIM 經驗，加速 BIM 之發展，建議本次調
查資料對外公開。
(二十二) BIM 的成本效益因專案之不同屬性、規模、應用之生命週期階段，及 BIM 使用
項目而異。建議持續深化 BIM 成本效益之研究。
(二十三) 公共工程導入 BIM 技術產生的空間模型未來可能與我國國土資訊系統(NGIS)等
資訊系統整合應用，應先了解結合介面的建立原則或嵌合機制，便利未來國土資訊
運作。
(二十四) BIM 審查，相關人員恐無專業能力，能否由工程會建立合格名單供機關選用。
(二十五) 承包商依據業主所提供之設計及說明施工者，不須對因該設計與說明，造成之
缺陷結果負責，惟一旦實施 BIM，包括所有技師及營造商的資訊，均在製作時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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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合，若營造廠依據 BIM 的模型進行工程，發生問題的情形，風險及責任應如何分
配？BIM 的製作，是否可以視為業主提供給廠商施工的依據，而該廠商依據該原則
可以不負責任？
(二十六) 建議能對目前 BIM 人力作瞭解，作為爾後推動導入 BIM 採購(量體)規模之依據。
(二十七) 各工程如何界定恰當的 BIM 應用，涉及 BIM 技術的發展仍在進行中，有許多甚
至涉及 10 年 20 年 30 年之後，才會成熟制度化過程，建議研究單位提供各類工程如
何界定 BIM SCOPE 之方法與程序供主辦單位參考。以免各機構誤用工程會與建研所
之研究成果。
(二十八) BIM 最大效益可謂將未來設計性與施工性問題，提前透過視圖效果及資訊管理
功能來因應，直覺地發生工作的挪移，當然產生責任與費用問題，建議評估建立以
達成 BIM 的目的及效果的機制與觀念，以應實務管理所需。
(二十九) 在 BIM 的環境中，是以元件架構出整體模型，概念上是完成品的概念，當然產
出的數量較接近完成品，部分工種與工項與傳統 PCCES 人機料模式存有出入，建議
爭取採 BIM 數量計價計量的檢討空間。
(三十) BIM 導入工程週期中，愈早期愈能顯現出成效，故在不同工程階段中，BIM 的
模型應可定出一標準規格以供不同廠商或軟體應用。
(三十一) 如何利用資訊平台協助管理及整合工程資訊，以提升作業管理、溝通及有效產
能，故如何使人機互動讓使用者與系統產出成功的雙向溝通，並增加功效，例如，
BIM 者結合 pcces 才更有使用誘因。
(三十二) 目前軟體功能無法與現行技術規則與圖管結合，運用 BIM 技術是一個牽涉到工
程全生命週期，且跨領域的資訊傳遞，在推動過程也需注意各產業間的連結性(學成
不易、增加作業複雜性、增加設計時間)。作業流程，因時間緊迫，無法簡化程序，
未知成效如何，只會增加工作內容，無法減輕負擔。
(三十三) 未來可針對較具推動意義之典型案例做較詳盡之分析，評析其使用 BIM 之目
的、技術落實程度、優缺點、遭遇困難與改善策略，以供後續推動之參考。
(三十四) BIM 之技術元件資料庫之建置，建議協調內政部作更積極之推動。
(三十五) 以美國 GSA 為例，其為總理美國聯邦政府建築設施的機關，推動 BIM 的目的之
一為快速準確掌握建築類型面積，以助於有效管理資產，因此才在採購工程時要求
應用 BIM。也就是說，應用 BIM 是為了符合機關的職責目的，才去規劃如何進行採
購。因此建議後續的推動上，可以同時強調機關如何從本身整體業務需求(非只是工
程執行上的成本、工程)來考量選擇 BIM 應用項目，甚至開發特別的應用項目，才能
將 BIM 與機關內部作業結合，成為機關主動採用 BIM 的誘因。
(三十六) 由於政府機關推動 BIM 較易受政策影響，屬於較被動，建議工程會後續可以調
查民間工程推動 BIM 之情況，以便瞭解推動 BIM 之誘因及效益（可以調查民間工程
推動 BIM 的工程規模、類型、辦理情形、設有專責單位或分包）。
(三十七) 為能使機關廣泛使用 BIM，推動初期建議有相關獎勵機制做誘因。
(三十八) 建請研訂 BIM 廠商或人員基本資格以供各機關參考使用。
(三十九) 不同專案在執行時，會有先辨識出獨特的重點項目之必要。BIM 未來推動的方
向可與產業政策結合，在傳統發包的圖說如鋼構、帷幕牆、土方、五大管線等可轉
換為視覺化成果或使用 3D 的方式來模擬之部分，或是營運管理的應用都必須與實務
產業有充分的連動，並希望站在協助營造廠的角度，提升工作效能，加強營造團隊
與不同單位溝通。
(四十) 目前 BIM 運用於建築管理之審查、變更設計、施工勘驗、智慧化工地監督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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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實例?可否研究與 APP 結合使用?
(四十一) 本案已點到 Roadmap 短中長期的建議，希望機關端有更清楚明確的宣誓，以便
廠商端瞭解政府的決心，適時作必要的調整因應。
(四十二) 本研究關於公共工程運用 BIM 技術案例之調查資料豐富，北中南 BIM「標竿研
習會」成果豐碩。為更積極善用國內現有 BIM 經驗，加速 BIM 之發展，建議本次調
查資料對外公開。
(四十三) BIM 的成本效益因專案之不同屬性、規模、應用之生命週期階段，及 BIM 使用
項目而異。建議持續深化 BIM 成本效益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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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建築資訊建模(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 BIM)技術的引入，對全
球工程產業在技術、市場與產業結構上帶來變革，BIM 技術具有在數位虛
擬空間中提前模擬營建專案生命週期各項作業及事先模擬各種可能情境，
以利運用視覺化管理模式，達成事先解決問題，進而提升營建專案整體效
率以及效益之目標。在世界各國積極投入應用的同時，行政院公共工程委
員會於 2014 年 5 月 23 日建構公共工程運用 BIM 推動平台，採因案制宜與
循序漸進方式推動，並積極推動各類公共工程試辦導入運用 BIM 技術，期
使各類公共工程皆可因 BIM 技術的應用，而提升公共工程執行的效率與服
務品質。
由於國內公共工程導入 BIM 技術仍屬於起步階段，而行政院公共工程
委員會扮演提升公共工程技術與效能之責任，因此除透過 BIM 推動平台鼓
勵各機關積極應用外，更希望透過各機關實際導入經驗的回饋，使其他機
關的應用能減少不必要的自我摸索與資源浪費。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建
立「機關辦理公共工程導入建築資訊建模(BIM)技術作業參考手冊」之主要
目的，乃是希望提供以實務案例為基礎的較佳實務(Better Practice)，讓各
機關在 BIM 技術的導入過程中，面對導入需要的採購作業，能夠有一參考
手冊便於依循。因此本手冊扮演的角色為，協助機關應用 BIM 技術時，解
決其採購作業上之疑問，故本手冊除能減少 BIM 技術導入時之障礙外，更
可以大幅提升各機關應用的意願。
本手冊乃係提供機關欲導入 BIM 技術時之參考，其內容包含 BIM 基礎
觀念、應用 BIM 技術時機與導入執行程序、導入 BIM 技術重要工作、可參
考的案例資料、以及可用應用的 BIM 資源。各機關應用時除應確實了解 BIM
技術外，可參考本手冊提供的流程與建議的作法或內容，並遵循因案而異
的原則，在考量各機關與應用專案的特性後，逐步導入應用 BIM 技術，以
利獲得應用 BIM 技術之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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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本手冊使用指引
建築資訊建模(Buildig Information Modeling, BIM)技術是利用資訊技術將
工程/設施透過數位化處理後，以利將工程/設施的各式資訊以 3D 的形式，用
於協助或解決工程不同生命週期階段各種工作的一種先進技術。本手冊之目
的乃是協助機關辦理公共工程時，若欲應用 BIM 技術以提升原工程專案之不
同面向工作之成效時，提供其採購作業上之輔助。
有關本手冊之使用，對於 BIM 技術尚不了解的單位與人員，建議應先閱
讀第一章(BIM 基礎觀念)，甚至閱讀更多的有關 BIM 技術介紹與案例分享的
文章或書籍，以更全面性的了解 BIM 技術。而當對於 BIM 技術有基本的了解
後，機關端的人員可以透過閱讀第二章(應用 BIM 技術時機與導入執行程序)，
清楚了解國內目前環境下導入 BIM 技術可能的時機與可以遵循的執行程序
(入門版導入執行程序與進階版導入執行程序分別適用不同屬性的機關，務請
選擇合適的版本)，進而掌握從政府採購執行程序切入的應用 BIM 技術之時機。
此外，當機關評估目前是否合適應用 BIM 技術時，建議機關利用本手冊提供
的預評估表單(置於 3.1 小節中之圖 3-1 與 3-2)，進行自我評估，以利釐清機關
或專案本身的 BIM 技術觀念或資源之不足，並適度予以補強。
機關於技術服務或工程採購(或統包)應用 BIM 技術前，建議應閱讀第三
章(導入 BIM 技術重要工作)之內容，以掌握執行採購作業時，必須釐清的 BIM
應用範圍與目的之選擇、應用 BIM 技術之費用、應用 BIM 技術招標與契約重
要條文，以使應用 BIM 技術能夠與原有的勞務或工程採購順利整合，讓採購
作業順利進行。此外，本手冊亦已彙整可供參考的案例資料(第四章 國內 BIM
推動案例分析、附錄一 運用 BIM 案例分析結果、附錄二 國內近期已應用
BIM 專案清單)、以及可用應用的 BIM 資源(第五章 導入 BIM 技術可應用資
源)，建議機關執行時，可以參考過往案例之經驗與相關資源，但應避免誤用，
以精進 BIM 技術的應用，進而促成機關與營建產業的 BIM 知識與技術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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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IM 基礎觀念
1.1 何謂 BIM
(一) BIM 之定義
建築資訊建模(Buildig Information Modeling, BIM)技術是利用資訊技術將
工程/設施透過數位化處理後，以利將工程/設施的各式資訊以 3D 的形式，用
於協助或解決工程不同生命週期階段各種工作的一種先進技術。
由於 BIM 係一項新興的技術，且其應用範圍仍在持續擴展之中，為避免
造成誤解或限縮應用範圍，以下彙整國內不同專家學者提出有關 BIM 的定義
與意義，以利機關應用前可以廣泛性地瞭解。
 BIM 是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 的縮寫，指的是在營建設施(包
括如建築物、橋梁、道路、隧道等)的生命週期中，創建與維護營建
設施產品數位資訊及其工程應用的技術(謝尚賢，2011)。
 BIM 技術是一個在電腦虛擬空間中模擬真實工程作為，以協助營建
生命週期規劃、設計、施工、營運、維護工作中之各項管理與工程
作業之新技術、新方法與新概念(而不是常被誤解的新工具)(郭榮欽、
謝尚賢，2011)。
 BIM 技術的運作主要係利用建築物元件(elements/objects)以特定的資
訊標準（如 Industry Foundation Classes, IFC）表達，利用此標準可讓
各種專業人員在進行自己負責的作業(如設計或施工模擬)時，可以了
解(通常以立體 3D 的方式直覺看到)別人的作業內容，因此在 BIM 環
境下操作時，便可即時直覺(非透過抽象專業的符號)進行溝通討論，
有效減少錯誤或瑕疵的發生，快速整合專業間的歧見或誤解，因而
也可避免因重作(rework)而浪費時間與成本。BIM 的應用將使建築各
專業間生產運作模式大為改變，由傳統的二維空間資料分散作業模
式，邁向三維空間資料與建築屬性資料的共同協同作業，大大提升
當事人間(專業間與非專業間)的溝通效率，可讓營建生命週期各階段
的參與人皆可增加效益(王明德，2012)。
 建築資訊建模(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 BIM)技術，依據美國國
家建築資訊模型標準(NBIMS-US)的定義：對於一個新或舊的設施，
強化在規劃、設計、施工、營運、維修的整個生命週期中，在可提
供其他資訊設備讀取的資料標準化格式下，進行創建或蒐集適當資
訊的模型(工程會，2014)。
 建築資訊模型(BIM)係指在新建設施或經更新之設施生命週期中，為
滿足各種使用者的需求，利用數位化、參數化、物件導向化、互操
作性公開標準的資訊，連動性描述或形容建置模型，以呈現其幾何、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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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及功能上特徵的過程或技術。簡言之，即數位化建築 3D 幾何模
型，整合 3D 繪圖與電腦資料結構元件資訊，建構在「虛擬建築物」
的能力上(丁育群，2014)。
 建築資訊建模（BIM、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為一項利用電
腦資訊以物件導向觀念，活化營建產業的新興建築資訊管理與交換
技術。利用此技術可以更有效地保存與交換各相關專業於建築生命
週期中所產生的重要資料，形成新的營建協同作業模式與觀念，改
善營建過程各階段的工作效能與生產力，減少不必要的重複作業流
程與資源浪費，提升建築物的興建品質及營運效能，降低對地球環
境的衝擊(何明錦、劉青峰，2014)。
 BIM 就是在一個電腦虛擬空間中，模擬真實工程作為，以協助營建
生命週期規劃、設計、施工營運及維護工作等各項管理與工程作業
的新技術、新方法與新概念(高宗正，2014)。
 BIM 強調工程的生命週期資訊集結與永續性運用；3D 視覺化的呈現；
跨專業、跨階段的協同作業、幾何與非幾何資訊的聯結，靜態與動
態資訊的即時掌握。採用 BIM 之作業方式可確保建築專案在設計和
營建過程中，其資訊的協調及一致性，以及其可計算性(劉青峰，
2015)。

(二) BIM 帶來的效益
世 界 各 國 對 於 BIM 技 術 的 使 用 與 推 廣 已 有 多 年 ， McGraw-Hill 之
Construction Smart Market Report 曾陸續在其他國家進行 BIM 帶來的效益與價
值之調查，其普遍性分析的效益，對於執行者而言，包含：
 拓展新客戶與新業務
 提供新的服務
 減少施工文件錯誤和遺漏
 維持顧客回流率
 提升年輕員工對營建產業的學習
 減少重工
 減少特定工作的流程時間
 減少施工成本
 員工的招募和留任
 減少索賠與訴訟
 縮減整體工期
 增加利潤
 更好的整體施工專案成果
工程會曾於 2015 年初進行公共工程運用建築資訊建模(BIM)技術調查，
並於 2015 年 7 月 6 日第四次 BIM 推動平台會議進行報告，主要係針對正在執行
公共工程規劃設計、施工及 PCM 件數各前 100 名廠商(發送 276 份問卷)，在回收
的 144 份問卷中，有 26%的廠商有使用 BIM 的經驗，且主要應用的工程類型為建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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築工程(49%)。在國內目前應用至全生命週期的前況下，主要帶來的實際效益依序
包含：
1. 強化溝通協調
2. 提升設計品質
3. 改善施工管理
4. 提升施工品質
5. 改善施工進度
另外，國內學者於 2016 年曾針對國內營建產業之建設公司、建築師事務
所、工程顧問公司、營造廠進行應用現況之調查(楊智斌、李怡青，2016，
「國
內營建產業 BIM 應用現況分析」
，營建管理季刊，第 105 期，第 71-82 頁)，
在回收的 399 份問卷分析後指出，國內廠商認為 BIM 可以帶來的效益依序包
含：
1. 減少施工文件錯誤和遺漏
2. 提供新的服務
3. 更好的整體施工專案成果
4. 拓展新客戶與新業務
5. 減少重工
6. 減少施工成本
7. 減少特定工作的流程時間
8. 提升年輕員工對營建產業的學習
9. 縮減整體工期
10. 增加利潤
11. 減少索賠與訴訟
12. 維持顧客回流率
13. 員工的招募和留任
此外，該研究針對 BIM 可以帶來的實際貢獻，其調查結果依序包含：
1. 能夠減少施工過程中的衝突
2. 能夠提高專案整體品質
3. 能減少疑義澄清的數量(Reduced number of RFIs)
4. 改善對設定目的的了解
5. 更好的成本控制與預測性
6. 減少施工期間的變更
7. 縮短業主的審核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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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BIM 應用領域
(一) 國外的應用領域
目前世界各國對於應用 BIM 技術大多相當的積極，而普遍認為 BIM 技術
可以應用的情境/用途，一般參考美國賓州州立大學發行的 BIM 專案執行指引
(BIM Project Execution Planning Guide)，國立台灣大學 BIM 研究中心發行的
「業主 BIM 實施方針之擬定指引(2015 版)」亦以此為依據，該指引歸納的 BIM
使用類型可區分如下：
 規劃階段
1. 現地條件模擬
2. 造價估算
3. 使用空間規劃
 設計階段
1. 視覺化溝通
2. 法規檢討
3. 建築性能分析及設計
4. 耗能分析及設計
5. 結構分析及設計
6. 3D 協同作業整合
7. 準備發包文件
 施工階段
1. 可施工性檢討
2. 4D 工項排程
3. 碰撞檢測
4. 施工模擬
5. 材料估算
6. 竣工模型管理
 營運維護階段
1. 設備維護管理
2. 資產管理
3. 使用空間管理

(二) 國內推廣的應用領域
依據國立台灣大學 BIM 研究中心發行的「業主 BIM 實施方針之擬定指引
(2015 版)」，在不同的生命週期階段，BIM 應用重點建議如下：
 概念/與可行性研究階段
1. 空間設計、法規檢討與驗證
2. 結構設計方案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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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機電設計方案
4. 初步成本估算
5. 視覺化模擬
6. 方案比較與決策
 初步設計階段
1. 建築設計
2. 結構設計
3. 機電管線設計
4. 視覺化分析模擬
5. 以 3D 模型進行溝通協調與查驗
6. 4D 進度規劃
7. 碰撞檢測
8. 設計初期成本估算
9. 工程分析與模擬(如結構分析、能源模擬等)
 細部設計階段
1. 建築設計
2. 結構設計
3. 機電管線設計
4. 視覺化分析模擬
5. 以 3D 模型進行溝通協調與查驗
6. 4D 進度規劃
7. 碰撞檢測
8. 成本估算及工料清單
9. 工程分析與模擬(如結構分析、能源模擬等)
 施工階段
1. 視覺化施工模擬
2. 以 3D 模型進行溝通協調與查驗
3. 4D 施工進度模擬
4. 碰撞檢測
5. 成本估算
6. 工程分析模擬
7. 竣工履歷模型建立
8. 設備性能確認及交付
 營運維護階段
1. 空間管理
2. 能源監控
3. 使用者服務
4. 清潔保全
5. 建築維修預算
另，依據內政部建築研究所刻正進行的「我國 BIM 協同作業指南之研訂—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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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與施工階段資訊交換」(內政部建築研究所，2016)草擬的「我國 BIM 協
同作業指南暨執行要項(初稿)」
，對於 BIM 應用目的(BIM Uses)乃參考國外經
驗，依據生命週期的階段(概念設計、基本設計、細部設計、施工階段、竣工
階段、設施管理)，將 BIM 的應用區分為 25 項：
 前置作業階段
1. BEP(BIM Execution Plan, BEP)擬定：指導 BIM 專案之執行。
 基本設計階段
1. 基地分析：供主計畫執行基地與環境現況模型建置與分析。
2. 概念設計比選：依概念設計之替代方案數(至少三個方案)，分別
建置各方案之量體模型，並完成空間面積表與容積表。評選準則
除外觀外，另應包括氣候與能源效率分析。
3. 概念設計定案：在進入基本設計階段前，產製、定案並儲存概念
設計階段定案 BIM 模型與文件。
4. 基本建築設計：以 BIM 模型完成基本設計與準備建築執照送審
文件。
5. 基本工程設計：按基本建築設計 BIM 建置相關工程設計 BIM 模
型並整合之。
6. 基本設計估算：依據基本設計整合完成之 BIM 模型作成本估算。
7. 取得建築執照：依法送審取得建造執照之建築執照 BIM 模型。
8. 基本設計定案：在進入細部設計階段前，產製、定案並儲存基本
設計階段的定案 BIM 模型。
 細部設計階段
1. 細部建築設計：以選定的基本設計定案模型進行細部設計，準備
細部建築設計 BIM 模型發包。
2. 細部結構設計：以細部建築設計 BIM 模型建置相關細部結構設
計建置 BIM 模型並整合之。
3. 細部機電設計：以細部建築設計 BIM 模型建置相關細部機電設
計建置 BIM 模型並整合之。
4. 細部成本評估：提供成本相關決策所需估算數量表。
5. 整合細部設計：執行細部建築、結構及機電等設計 BIM 模型的
整合(發包給施工廠商前)，檢查衝突與干涉、並確認有效之使用、
施工、及維護等所需的淨空間，避免相關之衝突。
6. 制定發包預算：依據整合後細部設計 BIM 模型產出詳細之數量，
製作成本估算表，供發包文件使用。
7. 細部設計定案：整合後之細部設計 BIM 模型並經核定之 BIM 模
型。
 施工階段
1. 施工模型：由定案細部設計 BIM 模型按施工單位所需之假設工
程及預定進度表產出施工進度模擬動畫，此施工模型必須依施工
單位之施工方法及順序建置，以供施工管理決策參考所用。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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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前檢討：由施工 BIM 模型按施工進度，施工方法及各系統
調整成預定採購之材料與設備、其確實尺寸與數量表，修改成施
工前檢討 BIM 模型，以提供施工性檢討與發包參考之用。施工
前檢討 BIM 模型可按施工進度，實際施工前至少 2 個月前提出，
做為施工可行性檢討之用。
3. 施工詳圖：由施工前檢討 BIM 模型，按施工進度，各專業之施
工詳圖 BIM 模型建置。做為現場施工與計價之依據參考。
4. 工地變更設計：當要求工地變更設計時，應提供核定的工地變更
設計模型、狀態紀錄、與圖面，審核等。
5. 取得使用執照：在進入竣工階段前，將工地變更設計加入建築執
照 BIM 模型，並儲存成使用執照之 BIM 模型作為申請使用執照
文件產出之用。
6. 竣工定案：業主指定竣工模型的資訊需求；由細部設計 BIM 模
型逐步發展為成施工定案 BIM 模型。
 竣工階段
1. 竣工模型：施工定案模型，內含在施工時的歷次修正的狀況，並
且經審查後做成竣工 BIM 模型。
2. 驗收：竣工模型經驗收與審查，並按使用者需求加入驗收及維修
資訊，建置成驗收 BIM 模型，做為將來營運維修之用 BIM 模型。
驗收 BIM 模型之正確性，施工單位必須能提出驗證方法，驗收
BIM 模型與完工建築物實體的一致性。可使用點雲掃描或測量方
式。
3. 設施管理模型：在驗收 BIM 模型中加入所需之營運管理的資訊，
以供設施營運管理資訊系統使用。所使用 BIM 模型建置軟體或
平台必需是開放式的系統，亦即可通過 IFC 格式交換之資訊與檔
案。
2.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8

「機關辦理公共工程導入 BIM 技術作業參考手冊」

版本日期：2017/02/12

1.3 國內應用 BIM 現況
(一) 工程會 BIM 推動平台之案例
工程會於 2014/5/23 成立「公共工程運用建築資訊建模(BIM)推動平台」
後，積極邀請各機關推動應用 BIM 技術，以提升國內的技術水準，目前該平
台分享的案例如表 1-1 所示。
表 1-1、工程會 BIM 推動平台試辦案例摘要
編號
1

執行機關
內政部營建署

工程類別
道路工程

工程名稱

BIM 運用概要

生活圈 道路交 通系統 建設計
設計及施工階段導入
畫─「臺南都會區北外環道路
BIM 技術。
第 2 期新建工程」
桃園縣 楊梅地 區污水 下水道

2

3

內政部營建署

台灣中 油股份
有限公司

下水道工程 系統第 一期污 水處理 廠新建 施工階段導入 BIM 技術。
工程
設施工程

中油台 中廠二 期計畫 液化天
然氣儲槽興建統包工程

模型架構、主要設 備擺
設、廠區配置、操作維修
空間及安全距離等。

台電林口-頂湖 345kV 電纜線
4

台灣電力公司

設施工程

路#41、#43、#56~頂湖 E/S 電
纜終端 土建暨 附屬機 電統包
工程

施工界面碰撞檢查。

探討 BIM 與數值地形測
防洪排水工 BIM 技術導入河海堤工程設 量資料整合、支援河海堤

5

經濟部水利署

6

交通部 公路總
道路工程
局

臺 7 甲線 3K+505 家源橋改建
碰撞檢查、數量計算。
工程

7

交通部 公路總
道路工程
局

淡江大 橋及其 連絡道 路新建
碰撞檢查、數量計算。
工程第二標

8

交通部 民用航
航空工程
空局

臺灣桃 園國際 機場塔 臺暨整 碰撞檢查、數量計算、施
體園區新建工程
工模擬、維護管理。

9

桃園國 際機場
航空工程
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國 際機場 股份有 限公司
維護管理導入 BIM 技術。
161KV 變電站工程

10

臺灣港 務股份
港埠工程
有限公司

高雄港 洲際貨 櫃中心 第二期
施工階段導入 BIM 技術。
計畫 S4~S5 碼頭新建工程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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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各機關已經應用之案例
依據研究團隊所收集的資料，目前國內公共工程已應用 BIM 技術的專案
包含(更新至 2016/12/27)：
 交通部
1. 桃園國際機場 WC 滑行道遷建及雙線化工程
2. 臺灣桃園國際機場 WC 滑行道遷建及雙線化工程-機場地面燈光
(AGL)助導航燈光系統工程
3. 高雄鐵路地下化車站設計
4. 鐵路改建局高雄美術館站
5. 台 7 甲線 3k+505 家源橋改建工程委託設計、測量及地質探查服
務工作
6. 淡江大橋及其連絡道路新建工程(第 3 標)補充測量、地質探查、
設計、監造(含碳足跡盤查輔導及查證)等委託服務工作
7. 臺灣桃園國際機場塔臺暨整體園區新建工程
8. 高鐵台中站
9. 高鐵苗栗站
10. 高鐵彰化站
11. 臺灣桃園國際機場聯外捷運系統延伸至中壢火車站工程
 內政部
1. 行政院南部聯合服務中心興建辦公廳舍新建工程
2. 行政院體育委員會國家運動選手訓練中心整建計畫
3. 國立故宮博物院南部院區興建計畫
4. 台灣省中區國稅局苗栗縣分局辦公廳舍新建工程
5. 桃園地方法院擴遷建辦公廳舍及檔證大樓新建工程
6. 台灣士林地方法院檢察署擴建辦公廳舍新建工程
7. 台灣彰化地方法院遷建辦公廳室工程
8. 國立台灣體育運動大學台中校區運動科學綜合大樓新建工程
9.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YunTech 產學研大樓新建工程
10. 國立中央大學工程五館 B 棟大樓增建工程
11.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多功能活動中心
12.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台中校區運動科學綜合大樓新建工程
13. 中央警察大學充實警察應用體技教學設施新建工程
14. 中央警察大學學員生宿舍大樓新建工程
15. 衛生福利部東區老人之家院舍整建工程
16. 衛生福利部北區老人之家安養院區
17. 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急症醫療大樓工程
18.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管制藥品製藥工廠廠房新建暨整建
工程
19. 入出國及移民署台中辦公廳舍新建工程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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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消防署訓練中心宿舍、教室及餐廳等工程（統包工程）
21. 農業生物科技園區既有園區多功能倉儲區新建工程(統包工程)
22. 農業生物科技園區既有園區多功能生活服務區新建工程
23. 台灣自來水公司科技、人文、生態辦公園區改建工程
24. 台江國家公園管理處行政中心暨遊客中心新建工程
 台北市政府
1. 臺北市萬華區青年公共住宅新建工程
2.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萬華分局與消防局龍山分隊新建工程(建築工
程)
3. 捷運松山站及三民站
4. 花博主場館
5. 台北捷運三鶯線
6. 林口國宅暨 2017 世界大學運動會選手村新建統包工程
7. 臺北捷運環狀線 Y19 高架車站
8. 臺北捷運萬大線
9. 捷運萬大線 DQ122 標 LG05 地下車站
10. 臺北捷運 G14 北門站變更設計
11.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松山分局、捷運局工程處辦公大樓及松山線捷
運設施等共構新建工程
12. 安康社區 D 基地興建公營住宅統包工程
 新北市政府
1. 新北市板橋國民運動中心興建統包工程
2. 新北市永和國民運動中心興建統包工程
3. 新北市汐止國民運動中心興建統包工程
4. 新北市樹林國民運動中心興建統包工程
5. 新北市土城國民運動中心興建統包工程
6. 新北市中和國民運動中心興建統包工程
7. 新北市林口國民運動中心興建統包工程(林口國民運動中心暨文
林派出所興建統包工程)
8. 新北市新莊國民運動中心興建統包工程
9. 新北市五股國民運動中心興建統包工程
10. 新北市泰山國民運動中心興建統包工程
11. 新北市三鶯國民運動中心興建統包工程
12. 新北市三重國民運動中心興建統包工程
13. 新北市蘆洲國民運動中心興建統包工程
14. 新北市淡水國民運動中心興建統包工程
15. 新北市新五泰國民運動中心興建統包工程
16. 新北市新泰國民運動中心興建統包工程
17. 新北市立圖書館新建工程
18. 新北市立美術館新建工程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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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新北市樹林藝文綜合行政大樓興建統包工程
20. 新北市八里行政大樓新建工程
21. 新北市立聯合醫院三重院區急重症大樓新建統包工程
22. 新北市立林口國民中學羽球館暨體適能中心等興建統包工程
23. 新北市柑城橋拓寬及其引道改建工程
24. 新北市林口工一市地重劃開發工程
25. 新北市三鶯大橋改建工程
26. 新北市綜合福利服務大樓新建工程
桃園市政府
1. 桃園市桃園區中路一號基地(中路一段 18 地號)新建公營住宅
2. 桃園市桃園區中路二號基地(中路三段 103、105 地號)新建公營住
宅
3. 桃園市桃園區中路三號基地(中路一段 9 地號)新建公營住宅
4. 桃園市桃園區中路四號基地(中路一段 10、11、12 地號)新建公營
住宅
5. 桃園市中壢區一號基地(東寮段 325-4 地號)新建公營住宅
6. 桃園市蘆竹區蘆竹一號基地(大新段 424、425 地號)新建公營住宅
7. 桃園市蘆竹區蘆竹二號基地(竹中段 259 地號)新建公營住宅
8. 桃園市八德區一號基地(興仁段 617 地號)新建公營住宅
9. 桃園市八德區二號基地(豐田段 1428 地號)新建公營住宅
10. 桃園市八德區三號基地(興仁段 621、624 地號)新建公營住宅
11. 桃園市國民運動中心新建工程
台中市政府
1. 國軍新田營區興建工程
高雄市政府
1. 高雄捷運 R24 車站
臺南市政府
1. 柳營科技工業區
金門縣政府
1. 金湖鎮市港段土地興建住宅新建工程

(三) 國內應用 BIM 技術調查結果
依據研究團隊分析機關與廠商端應用 BIM 的問卷調查結果，可以歸納以
下幾項重要訊息：
 國內自 2015 年第 2 季至 2016 年第 3 季應用 BIM 案件數(參考圖 1-1
中綠色柱狀圖)有逐季明顯增加的趨勢。
 國內自 2015 年第 2 季至 2016 年第 3 季應用 BIM 機關數(參考圖 1-1
中藍色柱狀圖)有逐季增加的趨勢。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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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機關端自 2015 年第 2 季至 2016 年第 2 季應用案件與機關數
 針對國內規劃設計、施工、PCM 三大類別廠商執行案件數各前 50
名之廠商，截至 2016 年 12 月 16 日止回答的 64 份有效問卷所完成
的分析，有導入 BIM 技術的廠商數約為 64%。

圖 1-2、廠商端調查有導入 BIM 技術的比例
 有使用過 BIM 技術的機關及廠商，日後願意繼續使用 BIM 技術者，
其比例接近 85%。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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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日後願意繼續 BIM 技術的比例
 日後願意使用 BIM 技術的主要原因，「業主要求」及「政策要求」
分別為廠商與機關端的主要考量。

圖 1-4、願意使用 BIM 技術主要原因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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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應用 BIM 技術時機與導入執行程序
2.1 專案導入 BIM 之時機
(一) 專案執行方式
本手冊首先說明國內公共工程的專案執行方式，以利不同的機關可以了
解本身公共工程的執行特性，進而選擇合適導入 BIM 的階段與時間。
 傳統專案執行模式(DBB)
依國內政府採購法及工程專案執行實務，目前國內專案執行模式主要
為傳統的先行委託規劃設計後，再經由發包找到施工廠商，以完成設
計廠商完成的設計案，此模式在國外通稱為 DBB(Design-Bid-Build)，
相較於統包專案執行模式，DBB 可以視為傳統專案執行模式。
圖 2-1 所示為傳統專案執行模式下不同工作執行流程，若以專案的生
命週期而言，從最早的規劃，到最後的整建或拆除，過程中可能會經
歷的程序包含設計、施工(另可能委外監造)、營運維護等。然而個案
實際執行時可能切分的程序/階段可能不同。

圖 2-1、傳統專案執行模式下不同工作執行流程
 統包專案執行模式(DB)
統包(設計/施工整合模式)是世界各國一向重視的專案執行模式，國內
政府採購法亦允許此一模式，相較於傳統的 DBB，該模式將設計與
施工作業委託單一廠商執行，對於傳統設計與施工分離的問題帶來改
善的契機。
圖 2-2 所示為統包專案執行模式下不同工作執行流程，在此 DB 模式
下，業主可能委託專案管理廠商進行規劃及基本設計作業，甚至可能
包含統包之施工階段的監造工作，而統包商則負責工程的細部設計及
施工工作。此外，目前國內對於設施日後的營運維護，以及其以後的
整建或拆除，並不會因為先前的設計與施工階段採取的模式不同，而
有所差異。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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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統包專案執行模式下不同工作執行流程

(二) 導入 BIM 之時機
依據前文說明的國內政府採購法下的專案執行方式(傳統專案執行模式以
及統包專案執 行模式)，國 際上 BIM 推 動 一直希望達成的 整合交付模式
(Integrated Project Delivery, IPD)，以及廠商主動提出應用 BIM 技術的情境，
以下分別說明可以導入 BIM 技術的時機。
 傳統專案執行模式(DBB)導入 BIM 時機
依據目前世界上應用 BIM的實際案例，以及國內推動的案例與經驗，
建議傳統專案執行模式(DBB)下可以應用 BIM 的時機如圖 2-3 所示，
包括(詳細的應用時機與目的，各機關應自行評估)：
 規劃作業導入 BIM：例如規劃成果 3D 視覺化的呈現、工址現況
分析等。
 設計作業導入 BIM：例如設計創作、成果呈現、建築與機電管線
的整合，以及數量計算等。
 施工作業導入 BIM：例如 3D 協調、4D 施工順序模擬等。
 監造作業導入 BIM：例如 3D 協調、施工廠商完成結果檢核等。
 營運維護作業導入 BIM：例如資產管理、防災規劃等。
 整建或拆除作業導入 BIM：例如空間使用現況分析、拆除或整建
方案研擬等。

圖 2-3、傳統專案執行模式下導入 BIM 應用時機
 統包專案執行模式(DB)導入 BIM 時機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16

「機關辦理公共工程導入 BIM 技術作業參考手冊」

版本日期：2017/02/12

依據目前世界上應用 BIM的實際案例，以及國內推動的案例與經驗，
本手冊認為統包專案執行模式(DB)下可以應用 BIM 的時機如圖 2-4
所示，包括(詳細的應用時機與目的，各機關應自行評估)：
 專案管理廠商之規劃作業導入 BIM：例如規劃成果 3D 視覺化的
呈現、工址現況分析等。
 專案管理廠商之基設作業導入 BIM：例如設計創作、節能分析、
建築與機電管線的整合等。
 統包廠商之細設作業導入 BIM：例如設計創作、成果呈現、建築
與機電管線的整合，以及數量計算等。
 統包廠商之施工作業導入 BIM：例如 3D 協調、4D 施工順序模擬
等。
 監造作業導入 BIM：例如 3D 協調、施工廠商完成結果檢核等。
 營運維護作業導入 BIM：例如資產管理、防災規劃等。
 整建或拆除作業導入 BIM：例如空間使用現況分析、拆除或整建
方案研擬等。

圖 2-4、統包專案執行模式下導入 BIM 應用時機
 整合交付模式(IPD)概念下導入 BIM 時機
依據美國建築師學會(American Institute of Architects, AIA)之定義，在
BIM 技術的應用下，整合交付模式係指「由一組織整合人力、系統、
執行架構與實務於一流程中，以使所有的參與者可以在設計、製造與
施工過程中，除達成減少浪費與效率最大化外，並朝專案成果對業主
最 佳化 與增 加價 值的 結果 邁進 」 (a project delivery approach that
integrates people, systems, business structures and practices into a
process that collaboratively harnesses the talents and insights of all
participants to optimize project results, increase value to the owner,
reduce waste, and maximize efficiency through all phases of design,
fabrication, and construction. (Integrated Project Delivery: A Guide,
Version 1, AIA and AIA California Council, 2007)。
國內礙於傳統設計與施工廠商分離之作法、習慣與法令規定，要達成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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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 IPD 的模式與境界並不容易，但可以思考單純以機關(業主)的角
色，主動於規劃時期即進行 BIM 技術的應用，並全程由機關主導建
模與應用(如圖 2-5 所示)，以利為機關帶來最大效益。
本手冊認為此模式下的導入時機，雖然可以為機關帶來最大的效益，
但除非已熟悉 BIM 的技術且已有實際應用的案例，否則短期不建議
採用。

圖 2-5、整合交付模式概念下導入 BIM 應用時機
 廠商主動提出導入 BIM 情境
由於國內對於 BIM 技術的應用已經日漸被機關與廠商熟悉中，機關
在政府採購案執行過程中，廠商為了能夠凸顯本身的技術能力差異，
或認為應用 BIM能幫業主帶來更多的效益，以利能夠順利獲得標案，
廠商於競標過程(例如在服務建議書或提案中)，在業主原招標文件未
要求應用 BIM 技術時，主動提出於日後履約中將應用 BIM 技術。圖
2-6 所示為廠商主動提出導入 BIM 應用情境示意圖。
當主動提出應用 BIM 技術之廠商順利得標並與機關簽約後，原廠商
提出的服務建議書或提案便成為契約之一部分，建議機關應進而要求
廠商於適當時間或併同原本應提出的各式執行計畫書中，具體提出應
用 BIM 技術的工作執行計畫，並於履約中合理且適當管控，以利獲
取應用 BIM 技術帶來的效益。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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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廠商主動提出導入 BIM 應用情境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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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入門版導入執行程序
(一) 適用對象
要達成應用 BIM 技術以提升專案執行之效益，機關除應了解應用時機外，
掌握並落實導入的執行程序亦是必要的工作之一。本手冊建議以下對象可參
酌「入門版導入執行程序」(圖 2-7)，以提升預期效益的達成。
 沒有應用過 BIM 技術之單位
 應用 BIM 技術尚未有完整經驗(從招標到結案)之單位
 日後沒有執行類似專案需求之單位(一次性需求之單位)
 有政府採購法中所述上級機關之採購執行單位

(二) 重要注意事項
應用入門版導入執行程序時應注意以下重要事項，以利機關正確與成功
應用 BIM 技術。
 本手冊提供實務為基礎的建議執行程序，應用機關仍應視機關組織之
特性、既有行政作業程序之配搭性、個案之需要等，於應用前確立程
序以利執行。
 建議機關於確定導入 BIM 技術前，透過教育訓練或其他機關之案例
學習，清楚了解應用 BIM 技術之優、缺點，避免對於 BIM 技術造成
誤解，甚至延遲或延誤原本的既有工作。
 若機關於契約中要求廠商提供 BIM教育訓練，建議應安排於應用 BIM
技術之前、中、後分別執行，以提升其效果。
 機關於應用 BIM 技術時，若對於 BIM 技術或執行程序或執行作法有
疑義，建議應隨時尋求外部的資源及支援，以利達成應用的目的與最
佳效益。
 由於國內各機關應用 BIM 技術尚屬起步階段，建議於執行時多參考
不同機關之實務作法，以提升執行的效果。
 由於國內具備 BIM 技術的廠商，其技術能力與人力尚未完全成熟，
本手冊建議的執行程序中有關取得市場資訊或行情，建議應多參考不
同廠商之回饋，以提升採購效益。

(三) 建議執行程序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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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開始
1.未來一年內預計執行專案
2.機關有專業或興趣的人員
3.新聘有BIM專業人員

規劃階段

1.過往案例(BIM平台、機關)
2.廠商介紹
3.專案目標
4.專案限制

1.專案應用條件
2.機關接受編列方式
3.過往案例
4.市場行情

招標階段

1.專案應用條件
2.機關期望
3.過往案例
4.市場資訊

決定應用範圍與
目的

編列BIM預算

規劃工作項目與
擬訂規範

擬定招標文件
1.過往案例
2.機關範本
3.專家意見

技服/工程/維護專
案發包

1.過往案例
2.專案利害關係人
3.外部專家

應用階段

評估合適專案與
指定專案負責人

1.過往案例
2.原專案既有工作
3.BIM契約與執行計畫書
4.預定應用範圍與潛在效益

1.過往案例
2.專案利害關係人
3.BIM資訊利害關係人
4.外部專家
5.原定應用範圍與潛在效益
6.原定效益評估項目與方式

審查BIM應用規劃

應用BIM技術

評估BIM成果

技服/工程/維護專
案結束

版本：2016/10/18

1.目標應用專案
2.BIM導入負責人

1.應用生命週期
2.應用範圍與潛在效益
3.日後效益評估項目與方式
1.編列條件
2.委外與自行運用費用
3.經費來源
1.BIM工作計畫書之要求
2.BIM成果規範或(及)過程規範
3.產出參考案例

1.作業執行流程與時程
2.權責劃分
3.付款方式
4.交付成果
5.智慧財產權歸屬
6.檢驗機制(成果規範、過程規範)
7.投標須知與評選重點

1.服務需求、範圍與期限
2.執行架構、工作重點、流程
3.工作項目與權責
4.系統軟硬體
5.模型建置準則
6.模型檢核機制(品管機制)
7.工作完成應交付成果

1.BIM成果與效益
2.BIM應用限制
3.契約、規範、程序等衝突
4.執行紀錄

1.專案整體效益
2.工作項目效益
3.日後可加強之處
4.原定工作要求檢討

作業結束

圖 2-7、入門版工作執行程序圖
本手冊建議之入門版導入執行程序，針對每一個建議的執行工作(圖 2-7
中的綠色方框)，提供個別工作執行時應掌握的資訊或文件(圖 2-7 中的淡紅色
文件框)，以及個別工作執行後應產出或確認的資訊或文件(圖 2-7 中的淡藍色
標註文件框)，並將導入工作從導入作業開始(圖 2-7 中的黃色開始動作框)到導
入作業結束(圖 2-7 中的黃色結束動作框)，搭配原本的技術服務/工程/維護等
工作(圖 2-7 中的土黃色方框)，區分以下三個階段：
 規劃階段
1. 評估合適專案與指定專案負責人：建議由機關內尋找合適的人及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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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以利以最少的變動與資源，進行 BIM 的應用。
2. 決定應用範圍與目的：建議應以過往案例已經有經驗的項目做為
決定應用範圍與目的之參考，並應思考日後如何進行效益評估(應
用 BIM 是否有價值)。
3. 編列 BIM 預算：建議應針對決定的應用範圍與目的，透過市場訪
價並參考過往案例編列 BIM 預算。
 前述「決定應用範圍與目的」與「編列 BIM 預算」執行順序可以
互換。若先決定機關欲用於 BIM 應用之預算，則可以透過此一預
算，請 BIM 專案廠商先行評估合適於目前執行「技術服務/工程/
維護等工作」的應用範圍，再由機關確定應用目的後，經由日後
的招標階段作業導入應用。
 前述預算編列的建議作法，請參考第 3.3 節。
 招標階段
1. 規劃工作項目與擬訂規範：建議參考過往案例要求規劃工作項目
及搭配的工作規範，以利併入執行「技術服務/工程/維護等工作」
的招標文件，做為日後 BIM 應用之實際工作。
2. 擬定招標文件：建議應以原有「技術服務/工程/維護等工作」的招
標文件為基礎，參考其他案例的 BIM 有關契約條款或執行規範，
於適當文件與位置加入，以利調整成為適合執行的契約文件。本
手冊建議招標文件中至少以下內容應有對應 BIM 工作的內容：(1)
作業執行流程與時程、(2)權責劃分、(3)付款方式、(4)交付成果、
(5)智慧財產權歸屬、(6)檢驗機制(成果規範、過程規範)、(7)投標
須知與評選重點。
 前述招標文件中因導入 BIM 而須調整的招標或契約文件的建議
內容，請參考第 3.4 節。
 應用階段
1. 審查 BIM 應用規劃：建議依據契約的要求，審查執行廠商提出的
BIM 應用規劃，必要時，建議可以邀請有類似執行經驗機關的代
表或國內 BIM 領域的專家學者協助審查。審查重點應至少應包含：
(1)服務需求、範圍與期限、(2)執行架構、工作重點、流程、(3)工
作項目與權責、(4)系統軟硬體、(5)模型建置準則、(6)模型檢核機
制(品管機制)、(7)工作完成應交付成果。
2. 應用 BIM 技術：由於國內 BIM 技術尚屬起步階段，建議機關應在
維持原有採購標的之順利執行下，適當給予廠商應用 BIM 的彈性，
並隨時記錄及檢討：(1)BIM 成果與效益、(2)BIM 應用限制、(3)
契約、規範、程序等衝突、(4)執行紀錄，以利發揮 BIM 最大效益，
同時有利原採購標的的完成。
3. 評估 BIM 成果：BIM 技術的應用乃是提供創新工具以及扮演資訊
紀錄與溝通平台，為利提升國內整體工程產業之技術能力，亦兼
顧日後應用時之評估參考，建議機關應至少記錄以下資訊：(1)專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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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整體效益、(2)工作項目效益、(3)日後可加強之處、(4)原定工作
要求檢討。
 「評估 BIM 成果」程序，係在原有「技服/工程/維護專案結束」
前或後執行，建議機關可以彈性處理，必要時，建議可要求廠商
先行提供初步 BIM 應用評估成果，再由機關確認最終 BIM 應用
評估成果。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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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進階版導入執行程序
(一) 適用對象
要達成應用 BIM 技術以提升專案執行之效益，機關除應了解應用時機外，
掌握並落實導入的執行程序亦是必要的工作之一。本手冊建議以下對象可參
酌「進階版導入執行程序」(圖 2-8)，除可提升預期效益的達成外，亦可藉此
提升組織應用 BIM 的能力。
 應用 BIM 技術尚未有完整經驗(從招標到結案)之單位
 應用 BIM 技術已有完整經驗(從招標到結案)之單位
 日後有執行類似專案需求之單位(非一次性需求之單位)
 有制定招標範本文件之單位
 無政府採購法中所述上級機關之採購執行單位

(二) 重要注意事項
應用進階版導入執行程序時應注意以下重要事項，以利機關正確與成功
應用 BIM 技術。
 本手冊提供實務為基礎的建議執行程序，應用機關仍應視機關組織之
特性、既有行政作業程序之配搭性、個案之需要等，於應用前確立程
序以利執行。
 建議機關於確定導入此進階版作業程序前，透過教育訓練或其他機關
之案例學習，並收集機關或下屬機關已經應用 BIM 的案例資訊，清
楚了解應用 BIM 技術之優、缺點，避免對於 BIM 技術造成誤解，甚
至延遲或延誤原本的既有工作。
 若機關於契約中要求廠商提供 BIM教育訓練，建議應安排於應用 BIM
技術之前、中、後分別執行，以提升其效果。
 機關於應用 BIM 技術時，若對於 BIM 技術或執行程序或執行作法有
疑義，建議應隨時尋求外部的資源及支援，以利達成應用的目的與最
佳效益。
 由於國內各機關應用 BIM 技術尚屬起步階段，建議於執行時多參考
不同機關之實務作法，以提升執行的效果。
 由於國內具備 BIM 技術的廠商，其技術能力與人力尚未完全成熟，
本手冊建議的執行程序中有關取得市場資訊或行情，建議應多參考不
同廠商之回饋，以提升採購效益。

(三) 建議執行程序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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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案例資
料庫
其他機關案
例
產業最新資
訊
機關案例資
料庫

1.政策要求與政策目標
2.利害關係人
3.機關BIM的經驗與人力
4.可用經費
1.機關或上級機關內應用案例
2.國內類似專案應用案例(國外類
似專案應用案例)
3.執行時程可搭配專案
1.參與人員BIM知識與能力
2.機關目標、主官(管)期望
3.利害關係人期待
4.產業現況
1.機關有經驗BIM人員
2.機關有興趣的人員
3.新聘人員
1.團隊BIM知識缺口或額外需求
2.專業服務範圍與專家清單
3.專業顧問之報價
1.過往案例(BIM平台、機關)
2.廠商介紹
3.專案目標
4.專案限制
1.專案應用條件
2.機關接受編列方式
3.過往案例
4.市場行情
1.專案應用條件
2.機關期望
3.過往案例
4.市場資訊

評估機關BIM能力

選定搭配專案

進行機關端人員
BIM專業知識教育
訓練

專案開始

籌組專案BIM團隊

評估專業顧問之
必要性
決定應用範圍與
目的

編列BIM預算

規劃工作項目與
擬訂規範

擬定招標文件
1.過往案例
2.機關範本
3.專家意見

技服/工程/維護專
案發包

1.過往案例
2.專案利害關係人
3.外部專家
1.過往案例
2.機關範本
3.BIM契約與執行計畫書
4.預定應用範圍與潛在效益

1.過往案例
2.專案利害關係人
3.BIM資訊利害關係人
4.外部專家
5.原定應用範圍與潛在效益
6.原定效益評估項目與方式

審查BIM執行計畫
書

應用BIM技術

評估BIM成果

技服/工程/維護專
案結束

專案結束
1.過往案例
2.專案利害關係人
3.BIM資訊利害關係人
4.外部專家

1.市場最新訊息
2.主管/上級/機關政策與規定
3.內外部專家
4.機關願景
5.學習標竿
6.關鍵成功/失敗因子

執行BIM效益事後
評估
建立機關BIM案例
資料庫
分享BIM成功/失
敗經驗

1.年度目標、短、中、長期目標
2.利害關係人BIM效益
3.機關BIM知識缺口
4.預期效益
1.目標專案
2.關鍵利害關係人
3.專案關鍵期程
4.標竿案例
5.預期效益

啟動階段

1.機關BIM應用種子人員
2.機關BIM應用目標
3.機關推動BIM期程或路徑圖
1.團隊目標
2.BIM組織架構與權責區分
3.目標達成之獎勵
1.委外工作
2.委外費用
3.專業學習/增強計畫
1.應用生命週期
2.應用範圍與潛在效益
3.日後效益評估項目與方式

規劃階段

1.編列條件
2.委外與自行運用費用
3.經費來源
1.BIM工作計畫書之要求
2.BIM成果規範或(及)過程規範
3.產出參考案例
1.作業執行流程與時程
2.權責劃分
3.付款方式
4.交付成果
5.智慧財產權
6.檢驗機制(成果規範、過程規範)
7.投標須知與評選重點
1.服務需求、範圍與期限
2.執行架構、工作重點、流程
3.工作項目與權責
4.系統軟硬體
5.模型建置準則
6.模型檢核機制(品管機制)
7.工作完成應交付成果

招標階段

應用階段

1.BIM成果與效益
2.BIM應用限制
3.契約、規範、程序等衝突
4.執行紀錄
1.專案整體效益
2.工作項目效益
3.日後可加強之處
4.原定工作要求檢討
1.目標達成度
2.有形效益
3.無形效益
4.經驗學習
5.BIM團隊獎勵
6.機關作法、規定、文件修正

結束階段

1.短、中、長期目標
2.利害關係人BIM效益
3.機關BIM知識缺口
4.學習標竿

圖 2-8、進階版工作執行程序圖
本手冊建議之進階版導入執行程序，針對每一個建議的執行工作(圖 2-8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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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深藍色及綠色方框)，提供個別工作執行時應掌握的資訊或文件(圖 2-8 中
的淡紅色文件框)，以及個別工作執行後應產出或確認的資訊或文件(圖 2-8 中
的淡藍色標註文件框)。此外，建議機關應自行彙整與機關特行相關的各式案
例(圖 2-8 中的橘色資料框中的案例類行)。再者，相較於入門版三階段之導入
程序，進階版多了兩個階段(專案開始前的「啟動階段」及專案結束後的「結
束階段」
，以深藍色方框表示)，因此所有的導入工作，從啟動階段之作業到結
束階段之作業，搭配原本的技術服務/工程/維護等工作(圖 2-8 中的土黃色方框)，
區分以下五個階段：
 啟動階段
1. 評估機關 BIM 能力：建議機關應考量政策要求與政策目標，並搭
配檢討既有機關 BIM 的經驗與人力，在可運用經費的支持下，設
定機關運用 BIM 技術的年度目標、短、中、長期目標，以利擘劃
應用 BIM 的預期效益。
2. 選定搭配專案：建議機關可以選定執行時程可以搭配的專案，並
考量各式案例的經驗，決定應用的專案，並同時釐清(1)目標專案、
(2)關鍵利害關係人、(3)專案關鍵期程、(4)標竿案例、(5)預期效益，
以利專案的真正啟動。
3. 機關端人員 BIM 專業知識教育訓練：建議機關於開始導入 BIM 技
術專案前，應進行必要的教育訓練，除了解最新 BIM 觀念與技術
外，更應藉此釐清機關目標、主官(管)期望以及利害關係人期待，
以確保設定合適的應用目標以及負責人員。
 規劃階段
1. 籌組專案 BIM 團隊：建議由機關(含下屬機關)內尋找不同專業但
導入專案過程會觸及的人組成團隊，以利了解既有專業與行政流
程下，進行 BIM 的應用。
2. 評估專業顧問之必要性：若機關對於應用 BIM 技術所需專業知識
明顯不足，但欲推動的專案複雜且依其他機關或案例(甚至國外的
案例)採用 BIM 有其必要性，建議可已委託專業顧問協助機關執行，
但仍建議機關應規劃原有人員的專業學習或增強計畫，不僅可以
提升專案的 BIM 應用效益外，以可強化機關的 BIM 專業能力。
3. 決定應用範圍與目的：建議應以過往案例已經有經驗的項目做為
決定應用範圍與目的之參考，並應思考日後如何進行效益評估(應
用 BIM 是否有價值)。此外，若機關(含下屬機關)有許多的專案可
以導入，建議可以思考如何透過不同專案執行相同應用領域之日
後比較分析，或是不同專案執行不同應用領域以擴大應用範圍，
進行應用範圍與目的之決定。
4. 編列 BIM 預算：建議應針對決定的應用範圍與目的，透過市場訪
價並參考過往案例編列 BIM 預算。
 前述預算編列的建議作法，請參考第 3.3 節。
 招標階段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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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規劃工作項目與擬訂規範：建議參考過往案例要求規劃工作項目
及搭配的工作規範，以利併入執行「技術服務/工程/維護等工作」
的招標文件，做為日後 BIM 應用之實際工作。
2. 擬定招標文件：建議應以原有「技術服務/工程/維護等工作」的招
標文件為基礎，參考其他案例的 BIM 有關契約條款或執行規範，
於適當文件與位置加入，以利調整成為適合執行的契約文件。建
議招標文件中至少以下內容應有對應 BIM 工作的內容：(1)作業執
行流程與時程、(2)權責劃分、(3)付款方式、(4)交付成果、(5)智慧
財產權歸屬、(6)檢驗機制(成果規範、過程規範)、(7)投標須知與
評選重點。
 前述招標文件中因導入 BIM 而須調整的招標或契約文件的建議
內容，請參考第 3.4 節。
 應用階段
1. 審查 BIM 執行計畫書：建議依據契約的要求，審查執行廠商提出
的 BIM 執行計畫書，必要時，建議可以邀請有類似執行經驗機關
的代表或國內 BIM 領域的專家學者協助審查。審查重點應至少應
包含：(1)服務需求、範圍與期限、(2)執行架構、工作重點、流程、
(3)工作項目與權責、(4)系統軟硬體、(5)模型建置準則、(6)模型檢
核機制(品管機制)、(7)工作完成應交付成果。
2. 應用 BIM 技術：由於國內 BIM 技術尚屬起步階段，建議機關應在
維持原有採購標的之順利執行下，適當給予廠商應用 BIM 的彈性，
並隨時記錄及檢討：(1)BIM 成果與效益、(2)BIM 應用限制、(3)
契約、規範、程序等衝突、(4)執行紀錄，以利發揮 BIM 最大效益，
同時有利原採購標的的完成。
3. 評估 BIM 成果：BIM 技術的應用乃是提供創新工具以及扮演資訊
紀錄與溝通平台，為利提升國內整體工程產業之技術能力，亦兼
顧日後應用時之評估參考，建議機關應至少記錄以下資訊：(1)專
案整體效益、(2)工作項目效益、(3)日後可加強之處、(4)原定工作
要求檢討。
 「評估 BIM 成果」程序，係在原有「技服/工程/維護專案結束」
前或後執行，建議機關可以彈性處理，必要時，建議可要求廠商
先行提供初步 BIM 應用評估成果，再由機關確認最終 BIM 應用
評估成果。
 結束階段
1. 執行 BIM 效益事後評估：雖然前一階段已進行「評估 BIM 成果」
程序，然而該程序係為參與應用 BIM 專案的人員所進行的成果評
估。為達成效益評估的客觀性，建議機關可以採取專案結束後的
事後評估機制，進行應用 BIM 效益之事後評估，以利產出可以用
於日後機關學習的文件，並進行必要的 BIM 團隊獎勵。
2. 建立機關 BIM 案例資料庫：建議機關應將 BIM 應用專案的所有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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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中的各式文件及資料，進行有系統性地收集，進而透過建立屬
於機關重要資產的 BIM 案利資料庫，利於日後參考與學習。
3. 分享 BIM 成功/失敗經驗：國內對於 BIM 的發展與應用尚屬起步
階段，建議機關應將執行的寶貴成功(或失敗)經驗，分享給機關其
他人員或其他機關，以利逐步提升單位及國內 BIM 應用的水準。
若可以舉辦公開性的研習會或研討會，建議亦應內入市場最新訊
息等資訊，以利提升該研習會或研討會的實質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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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導入 BIM 技術重要工作
3.1 導入 BIM 應用之預評估作業
(一) 預評估之意義
由於 BIM 技術在國內工程領域尚未普及於機關與廠商端，因此現階段推
動 BIM 技術的應用仍有一定程度的障礙與風險，為使機關仍能夠順利應用
BIM 技術使原有的技服/工程/維護等專案能夠順利完成，並提升原有專案的效
益，建議機關應用 BIM 技術時，進行必要的預評估作業，以確保對 BIM 技術
的了解，並掌握應用 BIM 技術的關鍵。

(二) 預評估之執行
由於國內各機關對於 BIM 技術的了解尚存在明顯的差異，本手冊建議的
預評估作業，仍區分為「入門版」及「進階版」
，以利發揮預評估的作用與效
益。
 入門版預評估作業
預評估作業在入門版中係指「規劃階段」的「評估合適專案與指定專
案負責人」
、
「決定應用範圍與目的」
、
「編列 BIM 預算」等三項工作。
因此當機關認為對於 BIM 技術的專業已有了解，並能確認：(1)應用
BIM 技術的搭配專案、(2)可以運用的經費、(3)負責的人員、(4)應用
的生命週期、(5)應用的可能潛在效益、(6)日後可能的效益評估方式
等資訊，本手冊認為已能通過預評估的審查。
本手冊建議的入門版預評估作業表單如圖 3-1 所示，但仍建議各機關
於執行時考量機關組織與專案特性而進行必要的調整。
 進階版預評估作業
預評估作業在進階版中係指「啟動階段」的「評估機關 BIM 能力」
與「選定搭配專案」
，以及「規劃階段」的「籌組專案 BIM 團隊」
、
「評
估專業顧問之必要性」
、
「決定應用範圍與目的」與「編列 BIM 預算」
等六項工作。因此當機關認為對於 BIM 技術的應用已有經驗，並能
確認：(1)機關已具備的 BIM專業能力、(2)應用 BIM技術的搭配專案、
(3)可以運用的經費、(4)負責的團隊、(5)應用的生命週期、(6)應用的
可能潛在效益、(7)日後可能的效益評估方式等資訊，本手冊認為已能
通過預評估的審查。
本手冊建議的進階版預評估作業表單如圖 3-2 所示，但仍建議各機關
於執行時考量機關組織與專案特性而進行必要的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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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入門版預評估作業表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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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進階版預評估作業表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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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BIM 應用範圍與目的之選擇
(一) 國內已經應用 BIM 技術之標案類型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之政府電子採購網，自 2015/04/24 起，要求各機
關於填報決標標案時，必須填註「招標文件是否包括使用建築資訊建模 BIM
之技術」及「得標廠商是否提出運用 BIM 技術」兩項，本手冊分析決標日期
自 2015.4.24 至 2016.9.30 止共 141 件有導入 BIM 之案例後，彙整以下國內公
共工程已經運用 BIM 技術之標案類型：
 工程採購之標案類型
1. 單雙棟式住宅建築工程
2. 多棟式住宅建築工程
3. 公共娛樂建築工程
4. 健身用建築工程
5. 倉儲及工業建築工程
6. 其他用途建築工程
7. 教育用建築工程
8. 水道、海港、水壩及其他
9. 水管及排水設施鋪設工程
10. 快速道路(不含高架快速道路)、街道、馬路、鐵路及機場跑道
11. 開挖及土方工程
12. 基地整建及清理工程
13. 電力工程
14. 暖氣、通風及空調工程
15. 其他土木工程
16. 其他裝修工程
 勞務採購之標案類型
1. 工程服務
2. 建築服務
3. 都市計劃及景觀建築服務
本手冊建議未曾應用 BIM 技術之機關，可以參考已經有應用 BIM 技術
案例之標案類型，選擇適用擬配合專案之生命週期階段，嘗試導入 BIM 技術
之應用。若已經有應用 BIM 技術之單位，除可以持續應用於同一種類型外，
可以嘗試導入於之前沒有應用的標案類型或不同的專案生命週期。

(二) 分析案例之應用範圍與效益
BIM 應用的範圍與效益，世界各國仍持續投入資源擴大中，為利各機關
能夠容易參考應用，本手冊彙整國內實際已執行案例並經確認達成的業主端
效益，以利各機關應用時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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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高專案整體品質
 更好的成本控制與預測性
 縮短業主的審核時間
 減少施工過程中的衝突
 改善對設計目的了解
 減少施工期間的變更
 減少疑義澄清的數量
 檢核設計圖之周延性
 提升驗收效率
 操作維修可行性
 方便空間管理
 維護保養
 資產管理
 無人化管理
此外，經分析各機關實際應用 BIM 技術之經驗與 15 個分析案例之成果，
本手冊建議現階段適用各機關導入之不同階段 BIM 應用為：
 設計階段
1. 規劃方案展示/評審
2. 工址現況分析
3. 協助數量/成本估算
4. 3D 設計建模
5. 3D 溝通與協調
6. 綠能分析與評估
7. 建管法規驗證
8. 建築、結構、機電管線、室內裝修之空間衝突及碰撞檢查
9. 設計圖面產出
10. 3D 視覺化呈現
 施工階段
1. 工地空間使用規劃
2. 施工工項規劃
3. 施工圖繪製與產出
4. 3D 溝通與協調
5. 建築、結構、機電管線、室內裝修之空間衝突及碰撞檢查
6. 3D 視覺化呈現
7. 4D 施工模擬
 營運維護
1. 設施履歷模型建立
2. 設施維護規劃
3. 設施資產管理
4. 設施空間使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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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手冊必須強調，前述 BIM 技術可以為業主帶來的效益，並不適用於全
部的 BIM 應用情況，且達成不同效益必須付出不同程度之人力與成本，各機
關應審慎評估。此外，有關 BIM 技術的應用領域，各機關應衡量機關可以投
入的人力與費用後，選擇合適的應用領域，切勿全部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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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應用 BIM 技術之費用編列原則
(一) 技術服務應用 BIM 工作要求與經費編列原則
依據技服辦法，由專業自然人或法人提供與技術有關之可行性研究、規
劃、設計、監造、專案管理或其他服務，可依據該辦法編列相關費用。
雖然目前技服辦法之服務項目中尚未有明確的應用 BIM 工作，但機關可
以兩種方式導入 BIM 應用。但必須注意：要求 BIM 工作愈多，應須要增加
經費。
 利用各階段保留之工作項目彈性：其他與階段有關且載明於招標文件
或契約之技術服務。
 於原技術服務工作中，要求廠商應用 BIM 工具。
技服辦法第 25 條規定：
「機關委託廠商辦理技術服務，其服務費用之計
算，應視技術服務類別、性質、規模、工作範圍、工作區域、工作環境或工
作期限等情形，就下列方式擇定一種或二種以上符合需要者訂明於契約：一、
服務成本加公費法；二、建造費用百分比法；三、按月、按日或按時計酬法；
四、總包價法或單價計算法。而依前述計算之服務費用，應參酌一般收費情
形核實議定。其必須核實另支費用者，應於契約內訂明項目及費用範圍」。
目前國內實務界應用 BIM 案例，主要採用的經費編列方式為：
 服務成本加公費法
 建造費用百分比法
 總包價法
針對技術服務的不同階段之工作(可行性研究、規劃、設計、監造、專案
管理或其他服務)，建議以額外增加 BIM 有關服務工作項目的方式，要求廠商
必須執行該增加的服務工作。給付廠商技術服務費用之價金，則應於原本技
術服務工作給付之價金外，另依據所選定的計費方式(服務成本加公費法、建
造費用百分比法、總包價法)，額外再增加服務人時或建造費用百分比或固定
費用等方式給付。至於應增加的的人時或百分比或費用，會因為機關選擇的
應用領域與工作要求而有很大的差異，建議機關應循既有的市場訪價機制獲
取參考資訊。
以國內現階段推動導入 BIM 技術以提升產業生產力與競爭力的策略下，
不建議要求廠商自行吸收應用增加的額外費用，但待國內機關與廠商熟悉
BIM 技術後，建議應再分析合適的費用計算方式。

(二) 工程應用 BIM 經費編列參考資料
國內公共工程的施工費用大多利用總包價與施工廠商或統包商簽訂契約，
雖然決標的原則可能為最低標或最有利標，但並不會影響總價簽約之作法。
本手冊彙整過往國內之實際案例供各機關編列整體費用參考。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計畫成果中之案例經費編列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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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內政部建築研究所於「我國 BIM 協同作業指南之研訂—設計與
施工階段資訊交換」計畫中所分析國內實際應用 BIM 專案之經費，
整體而言，BIM 費用大約占發包施工費用的 0.19%(參考表 3-1)。但
該報告清楚說明：國內因為缺乏標準之 BIM 指南，營建署執行之各
專案「BIM 費用」所涵蓋之 BIM 應用項目依據個案性質各有不同，
與國外之 BIM 專案成本估算基礎有所不同，無法相互比較。
表 3-1、營建署導入 BIM 之經費比例
工程名稱

發包施工預算 BIM 預算占施
(億元)
工預算比例
2.25
0.18%
國立中央大學工程五館 B 棟大樓增建工程
3.51
0.43%
衛生福利部東區老人之家院舍整建工程
27.99
0.14%
國立故宮博物院南部院區興建計畫
3.36
0.12%
台灣省中區國稅局苗栗縣分局辦公廳舍新
建工程
25.16
0.15%
桃園地方法院擴遷建辦公廳舍及檔證大樓
新建工程
21.17
0.09%
行政院體育委員會國家運動選手訓練中心
整建計畫
15.47
0.16%
台灣彰化地方法院遷建辦公廳室工程
2.83
0.22%
中央警察大學充實警察應用體技教學設施
新建工程
6.04
0.20%
台灣士林地方法院檢察署擴建辦公廳舍新
建工程
11.98
0.19
平均
資料來源：內政部建築研究所，我國 BIM 協同作業指南之研訂—設計與施工
階段資訊交換，2015。
 政府電子採購網中有應用 BIM 之案例經費比例
針對政府電子採購網自 2015.4.24 至 2016.9.30，有應用 BIM 案例中，
1000 萬以上之工程標案，本手冊分析有填列 BIM 單獨標單項次，以
了解目前市場上對於 BIM 工作的參考價格。依據政府電子採購網中
所擷取之資訊，分析結果如表 3-2 所示。整體而言，BIM 費用大約占
發包工程總金額的 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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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國內機關導入 BIM 決標經費分析比例
工程名稱

決標金額
(元)

招標文件要

得標廠商

求應用 BIM 工程總金額(元)

國立台灣體育
運動大學台中
校區運動科學

237,321,170
218,500,000

是

綜合大樓新建
工程
行政院南部聯
合服務中心興
建辦公廳舍新
建工程
國立雲林科技
大學 YunTech
產學研大樓新
建工程

BIM 建置費
(含套圖)

決標金額折減後之 BIM 價格
333,868,283
294,200,000

382,080,923

1,473,103 0.67

1,850,490 0.63

是

1,652,700,000

桃園國際機場
WC 滑行道遷建 2,620,800,000
及雙線化工程

1,600,000 0.67

BIM 建置費用 2,600,000 0.68

決標金額折減後之 BIM 價格

目標綜合大樓 1,650,000,000
新建工程

%

BIM 建置費用 2,100,000 0.63

決標金額之 BIM 價格

361,500,000

金額(元)

是

福和 D_S 暨多

桃園市國民運
動中心新建工

BIM 項目

BIM 費用

2,459,910 0.69
6,000,000 0.40

是
決標金額折減後之 BIM 價格

是

2,850,033,034

建築資訊模型
(BIM)

5,990,198 0.36
12,000,000 0.40

決標金額折減後之 BIM 價格 11,034,819 0.42
BIM 工程資訊

383,980,000

是

程

417,871,052

模擬(土建+機 1,800,000 0.40
電+空調)

決標金額折減後之 BIM 價格

臺灣桃園國際

183,900,000

1,654,013 0.43

BIM 模型製作 646,240 0.30

機場 WC 滑行
道遷建及雙線
化工程-機場地 183,700,000
面燈光(AGL)助
導航燈光系統

是
決標金額折減後之 BIM 價格

645,537 0.35

工程
桃園縣楊梅地
區污水下水道
系統第一期污

420,322,331
377,000,000

水處理廠新建
工程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是

BIM 建築資訊
模型建置費用

決標金額折減後之 BIM 價格

2,232,450 0.53

2,002,353 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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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名稱

決標金額
(元)

招標文件要

臺北市萬華區
青年公共住宅

338,700,000

得標廠商

求應用 BIM 工程總金額(元)

中央警察大學
學員生宿舍大
樓新建工程

版本日期：2017/02/12

是

377,616,180

BIM 項目

701,200,000

是

701,200,000

用(含建築,結 4,475,000 0.60
構及水電消
防)(BIM)

臺北市政府警

326,550,000
326,550,000

165,858,000

BIM 作業費

決標金額之 BIM 價格

是

178,225,358

BIM 作業費用
-BIM 竣工模
型等級需達

代辦臺北市市
場處所屬公有
環南市場改建
工程主體工程

1,259,037 0.40

1,259,037 0.40

980,000 0.55

LOD 300
決標金額之 BIM 價格

修水電空調工
程

4,475,000 0.60

是

分隊新建工程
(建築工程)

衛武營藝術文
化中心建築裝

739,124 0.22

電腦模擬建築
物 3D 模型費

決標金額之 BIM 價格

臺中市立雙十
國民中學

%

BIM 建置費用 824,048 0.22

決標金額之 BIM 價格

新建工程

察局萬華分局
與消防局龍山

金額(元)

3,350,000,000

是

3,411,764,300

3D 施工製
造成果圖(含 5,411,574 0.16
電子檔光碟)

決標金額之 BIM 價格
5,508,000,000
5,500,000,000

是

911,996 0.55

5,313,606 0.16

BIM 建築資
13,000,000 0.24
訊模型建置費

決標金額之 BIM 價格

12,981,118 0.24

 學校校舍新建工程應用 BIM 經費推估比例
建築工程為應用 BIM 最多的工程類型，為了解單一工程類型，實務
界對於 BIM 費用之推估想法，計畫執行團隊透過問卷，詢問國內有
豐富 BIM 經驗之大學教授、建築師、顧問公司、營造廠及 BIM 專業
公司，以獲取參考數據。在 2016 年 9 月初，經由為期一週的調查，
每一個類型的專家邀請五位後，填答之結果如表 3-3 所示。
本次的經費推估區分為四種情境：(1)規劃設計(含監造)階段(只建立
BIM 模型)、(2)規劃設計(含監造)階段(全面應用 BIM 技術)、(3)施工
階段(只建立 BIM 模型)、(4)施工階段(全面應用 BIM 技術)，其中全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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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應用 BIM 技術係指：編制一個全職的 BIM 工程師，以利善用 BIM
資訊進行必要之分析與管理工作。
雖然問卷發送時有多位的專家認為資訊不夠充分無法填答，本手冊仍
依據有回覆之結果彙整供各機關參考。各機關參考使用時，不應以此
費用為上限或直接引用，建議仍應依個案討論與分析。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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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學校校舍新建工程導入 BIM 經費推估比例
受
訪
者
代
號
A
B
C
D
E

規劃設計(含監造)階
段(只建立 BIM 模型)
百分比

總樓地板
面積

ˇ
0.2

規劃設計(含監造)階
施工階段(只建立
段(全面應用 BIM 技
BIM 模型)
術)
總樓地板
總樓地板
百分比
百分比
面積
面積
學術單位
ˇ
ˇ
0.4

50 元
ˇ
ˇ

0.4
120 元

ˇ
ˇ

施工階段(全面應用
BIM 技術)
百分比

總樓地板
面積

ˇ
1

70 元
ˇ
ˇ

120 元
ˇ
ˇ

建築師
40~50 元

A

B

A
B
C
D
E
F

0.2~0.4

60-80 元

0.5~1.0

ˇ
ˇ
ˇ
5
ˇ
ˇ

DB:
0.1~0.2;
DBB:
0.2~0.3
顧問公司

ˇ
ˇ
ˇ
10
ˇ
ˇ

80-100
元

60-80 元
DB:
0.2~0.3;
DBB:
0.3~0.4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營造廠
A
B
C
D
E
F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0.2

0.2

0.1

0.3

ˇ
ˇ
ˇ

A

130~140 元

B
C
D
E
F

70~80 元
ˇ
10~15 元
40 元
ˇ

ˇ
ˇ
ˇ
BIM 專業廠商
另計人力
費用
ˇ
ˇ
0.3~0.5
0.3~0.5
ˇ

ˇ
ˇ
ˇ

ˇ
ˇ
ˇ

130~140
元
100 元
ˇ
20~30 元
50 元
ˇ

另計人力
費用
ˇ
ˇ
0.8~1.5
1

備註：(1)內容所提到的全面應用 BIM 技術係指：編制一個全職的 BIM 工程師，以利善用
BIM 資訊進行必要之分析與管理工作。(2)以百分比方式估算(約佔工程總經費)；(3)以總樓
地板面積(m2)估算(含建築、結構及機電)。

(三) 工程應用 BIM 工作要求與經費編列原則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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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公共工程的施工費用大多利用總包價與施工廠商或統包商簽訂契約，
雖然決標的原則可能為最低標或最有利標，但並不會影響總價簽約之作法。
本手冊提出以下點原則，供各機關編列 BIM 費用參考。
 不同生命週期的費用應分別考慮。
 BIM 費用會因為要求的工作項目多寡、工程的複雜程度、允許廠商
建模或應用的時間長短、工程的規模(或量體)、工程的類型、要求的
精細度、要求的目的與用途等，而有不同的費用。
 廠商的專業度會影響完成模型或應用的品質，費用編列應有彈性。
 建議應先確定應用目的、要求工作、完成時限後，請不同的廠商提供
報價，以做為預算編列之基礎，並建議邀請有執行經驗單位之人員，
參與審查廠商提報的資訊。
 請廠商報價時應請廠商明確說明報價或履約的條件，並釐清軟體的版
本、軟體使用權、使用權與期限、智慧財產權的歸屬等。
 設計與施工階段應用 BIM 技術，建議分別利用工程經費的 0.4~0.5%
做為一個訪價比較的參考基準點，若與此區間不同，可以深入分析差
異之原因。前述費用並未包含施工完成後維護管理階段之費用。
 由於前述的複雜原因，建議機關務必循市場訪價機制獲取預算編列參
考資訊，而非利用前述的百分比進行預算編列。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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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應用 BIM 技術招標與契約重要條文
本節歸納計畫團隊分析的 15 個案例(表 3-4)中有關應用 BIM 技術在實際
專案中的招標與契約重要條文，以提供不同機關於日後應用時參考。此外，
本手冊中 5.2 節「導入 BIM 技術執行參考契約文件」已彙整最新國內各單位
執行 BIM 可以酌參的招標參考文件、納入 BIM 之各式契約範本、BIM 模型
建置/發展規範、BIM 執行作業指南/指引等重要文件，各機關可依據導入專案
之特性參考使用。
表 3-4、15 個分析個案之基本資料
編號

機關單位

C1

內政部營建
署

C2
C3

台灣中油股
份有限公司

C4

台灣電力公
司

C5
C6
C7
C8
C9

C10

經濟部水利
署
交通部公路
總局
交通部公路
總局
交通部民用
航空局
桃園國際機
場股份有限
公司
臺灣港務股
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政府
工務局

C13
C14
C15

新北市政府
捷運工程局
國立海洋科
技博物館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BIM 主要應用的階段
□可行性評估 □規劃 □初步設計 ■細
部設計 ■施工 □營運/維護管理
□可行性評估 □規劃 ■初步設計 ■細
部設計 ■施工 ■營運/維護管理
□可行性評估 □規劃 □初步設計 ■細
部設計 ■施工 □營運/維護管理
□可行性評估 □規劃 □初步設計 ■細
部設計 □施工 □營運/維護管理
□可行性評估 □規劃 ■初步設計
部設計 ■施工 □營運/維護管理
□可行性評估 ■規劃 ■初步設計
部設計 □施工 □營運/維護管理
□可行性評估 □規劃 ■初步設計
部設計 ■施工 □營運/維護管理
□可行性評估 □規劃 ■初步設計
部設計 ■施工 ■營運/維護管理

■細
□細
■細
■細

桃園國際 機場股份 有限公 司
161KV 變電站工程

□可行性評估 □規劃 □初步設計 □細
部設計 □施工 ■營運/維護管理

高雄港洲際貨櫃中心第二期計
畫 S4~S5 碼頭新建工程

□可行性評估 □規劃 □初步設計
部設計 ■施工 ■營運/維護管理
□可行性評估 □規劃 ■初步設計
部設計 ■施工 ■營運/維護管理
□可行性評估 □規劃 ■初步設計
部設計 ■施工 ■營運/維護管理
□可行性評估 □規劃 □初步設計
部設計 ■施工 □營運/維護管理
□可行性評估 □規劃 ■初步設計
部設計 ■施工 □營運/維護管理
□可行性評估 □規劃 □初步設計
部設計 □ 施工 ■營運/維護管理

新北市立美術館新建工程案

C11
C12

個案名稱
生活圈道路交通系統建設計畫
─「臺南都會區北外環道路第 2
期新建工程」
楊梅地區污水下水道系統第一
期污水處理廠新建工程
中油台中廠二期計畫液化天然
氣儲槽興建統包工程
台電林口-頂湖 345kV 電纜線
路#41、#43、#56~頂湖 E/S 電
纜終端土建暨附屬機電統包工
程
BIM 技術導入河海堤工程設計
可行性研究
臺 7 甲線 3K+505 家源橋改建
工程
淡江大橋及其連絡道路新建工
程第二標
臺灣桃園國際機場塔臺暨整體
園區新建工程

新北市立聯合醫院三重院區急
重症大樓新建統包工程
新北市新五泰國民運動中心興
建統包工程
捷運三鶯線
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南區學員
宿舍新建工程

□細
■細
■細
□細
■細
□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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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應用範圍
依據 15 個分析案例，本手冊彙整所有案例應用 BIM 技術之生命週期階
段如表 3-5。依據案例所涵蓋的生命週期，目前國內主要應用的階段為設計與
施工階段。
本手冊建議預計參考入門版導入執行程序之機關可以將應用範圍限縮於
設計與施工階段；預計應用進階版導入執行程序之機關可以不限應用範圍。
表 3-5、15 個分析個案之應用生命週期階段
應用的範圍

個案數量

使用個案代號

可行性評估

0

-

規劃

1

C6

初步設計

8

C2、C5~C8、C11、C12、C14

細部設計

10

C1~C5、C7、C8、C11、C12、C14

施工

11

C1、C2、C3、C5、C7、C8、C10~C14

營運/維護管理

7

C2、C8~C12、C15

依據 15 個分析案例，本手冊彙整所有案例應用 BIM 技術實際作業目的
之項次如表 3-6，目前國內主要的應用工作包含工程設計、節能分析、空間衝
突及碰撞檢查、工程管理、營運維護等。
由於個案應用時應審視生命週期合適的應用工作，本手冊建議預計參考
入門版導入執行程序之機關，在確定應用目的與適當費用前提下，可以選擇
應用案例較多之項次(表 3-6 案例數較多之項次)；預計應用進階版導入執行程
序之機關，在確定應用目的與適當費用前提下，可以不限縮應用之項次。
本手冊再次提醒，不管是哪一種情境，機關應在確定應用目的後，確實
檢討必要性與費用之合理性，避免所有項次全部納入。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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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15 個分析個案之實際應用項次
分析具體範圍

個案數量

使用個案代號

應用目的項次：工程設計
規劃方案展示/評審

8

C3~C6、C11~C14

工址現況分析

5

C3、C6、C7、C11、C14

協助數量/成本估算

7

C3、C5、C6、C8、C11、C12、C14

3D 設計建模

13

C1~C8、C10~C14

綠建築指標評估

3

C11、C13、C14

建管法規驗證

2

C3、C11

結構設計-結構設計與分析

2

C11、C14

機電設計-機電設計與分析

3

C11、C12、C14

應用目的項次：節能分析
節能(節能/再生能源)分析

1

C11

日照、採光、通風分析

2

C11、C13

氣候環境分析模擬

2

C11、C13

應用目的項次：空間衝突及碰撞檢查
建築配置

4

C3、C4、C5、C14

結構配置

5

C2、C4、C7、C10、C14

機電管線

6

C2、C3、C4、C7、C8、C14

室內裝修

1

C14

前述項次一起進行

4
C11~C14
應用目的項次：工程管理

工地空間使用規劃

2

C3、C5

施工工項規劃

5

C3、C5、C7、C10、C14

施工圖繪製與產出

4

C5、C11、C13、C14

3D 協調

8

C1、C3、C5、C7、C10、C12、C13、C14

4D 施工模擬

C1、C5、C6、C13、C14
5
應用目的項次：營運維護

設施履歷模型

3

C4、C9、C14

設施維護規劃

6

C9~C12、C14、C15

設施資產管理

3

C9、C14、C15

設施空間使用管理

1

C15

防災規劃

0

-

(二) 招、決標方式
依據 15 個分析案例，本手冊將案例之招、決標特性彙整如表 3-7，詳細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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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參考 4.1 小節之內容。重要內容說明如下。
 是否單獨招標：除了案例 C15(委外建立設施維護管理所需 BIM 模型)
外，其他所有案例皆未單獨招標。
 招標方式：分析的案例，若為工程，多數使用公開招標(例如 C2 與
C15)，部分使用限制性招標(例如 C1 與 C6)。若為技術服務，皆使用
限制性招標(例如 C11 與 C14)。分析案例未有使用選擇性招標。
 決標方式：分析的案例，若為工程，多數使用最有利標(例如 C4 與
C8)，部分使用最低標(例如 C2 與 C10)。若為技術服務，皆使用限制
性招標(例如 C11 與 C14)。部分使用異質最低標(例如 C9 與 C13)，但
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已於 2016 年 7 月 29 日廢止，停止適
用。
 納入 BIM 工作是否影響原招、決標方式：除了 BIM 工作單獨招標的
案例(C15)，其他所有案例皆沒有因為納入 BIM 工作而影響原招、決
標方式。
依據 15 個分析案例，本手冊建議：除了單純建模工作外，BIM 技術的
應用應與原本的技術服務/工程/勞務服務工作一併執行，工程採用公開招標、
技術服務/勞務服務採用限制性招標，決標方式則採用最有利標為原則。
表 3-7、15 個分析個案之招決標資訊
分析項次

個案數量

使用個案代號
是否單獨招標

是

1

C15

否

14

C1~C14
招標方式

公開招標

9

C2、C3、C4、C8、C9、C10、C12、C13、C15

選擇性招標

0

-

限制性招標

5

C1、C6、C7、C11、C14
決標方式

最低標

2

C2、C10

異質最低標

2

C9、C13

最有利標

10

C1、C3、C4、C6、C7、C8、C11、C12、C14、C15

(三) 契約重要條款
依據 15 個分析案例，本手冊將案例之契約重要條款之資訊彙整如表 3-8，
詳細資料參考 4.2 小節之內容。重要內容說明如下。
 是否有單獨 BIM 規範：除了 C5 案例為可行性分析之計畫外，其他案
例多數針對 BIM 工作訂有額外的規範或規定，以利要求廠商依約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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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BIM 有關工作。例如案例 C6 有一獨立的附件(設計及 BIM 服務工
作說明書(工作補充條款))，以做為廠商履約之依據。有關 BIM 的作
業規範，本手冊建議可以簡單區分為過程規範與成果規範，並有不同
的應用時機。例如要求廠商利用 BIM 模型進行衝突檢查，應訂定過
程規範，確保廠商確實執行，而非僅繳交成果報告；例如要求廠商要
提送完成的 BIM 模型，應訂定成果規範，確定廠商提送的模型，能
夠滿足後續使用上的需求。機關訂定時應避免誤用。
 是否有訂定明確的履約(交付)標的：除了 C5 案例為可行性分析之計
畫外，其他案例多數針對 BIM 工作訂有明確的交付標的，以利業主
用以評估廠商是否依約完成 BIM 有關工作。例如案例 C12 要求廠商
在設計階段，配合設計進度分二階段(基本設計及細部設計)提 BIM 模
型檔案送甲方審查。有關 BIM 工作交付標的，本手冊建議，現階段
應於契約中明確規定廠商的交付標的，但為避免日後履約紛爭，宜針
對每一個應用目的，至少有一個對應的交付標的，且每一個交付標的，
應利用過程規範或成果規範清楚律定。
 付款機制：目前的案例多數(10 個)案例訂有明確的付款機制，但付款
的時機分為一次給付或分期給付。例如案例 C6 與 C12 為分期付款且
有固定付款比例，案例 C7 則依據專案進度依比例付款。當有明確的
交付標的時，本手冊建議，應對於每一個交付標的，有對應的付款條
件與數額，但為避免行政程序繁瑣，可以數個交付標的皆達成時，在
一次付款。
 BIM 工作履約期限：目前的案例多數(9 個)案例訂有明確的 BIM 工作
履約期限，且多數配合原本的工作訂定。例如案例 C7 在初步設計及
細部設計階段履約期限同委託設計服務工作之期限內提送，施工階段
履約期限同委託監造簽證服務工作之期限內提送，成果報告為完工後
2 個月內提送。由於現階段使用 BIM 技術通常會增加額外的作業時
間，為確保廠商善用 BIM 技術，若配合既有的工作提送交付標的，
宜應適度增加作業時間。若與既有工作脫鉤提送交付標的，則應訂定
合理的作業工期，並於原本工作完成前(或完成後)要求廠商在該期限
內提送。
機關要求廠商應用 BIM 技術時，應考量原工作因 BIM 技術的使用可
能額外所需的時間，避免按照既有的執行時限要求廠商，使廠商並非
利用 BIM 技術產出所需成果，導致 BIM 技術只是事後建模工具。
 BIM 驗收機制：目前的案例多數(9 個)案例訂有明確的 BIM 驗收機制，
驗收的對象為交付標的，而作法若檢查交付的 BIM 模型，礙於機關
本身的專業，可能會導致機關沒有專業進行驗收，因此實務上多為透
過審查會議的方式進行。本手冊建議，未曾應用 BIM 經驗之機關，
應邀請外部專家協助審查，避免閉門造車，衍生履約爭議。
依據 15 個分析案例，本手冊建議應於原本的契約工作要求外，針對應用
BIM 技術訂定明確的工作項目與交付標的，並有對應的作業規範，同時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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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依據專案特性，建立合理的履約期限與付款數額，並清楚訂定付款的條件，
並在最後定有合適的驗收機制。機關執行時必須注意，BIM 的驗收，除可透
過審查會議的方式審查廠商提送的成果是否達成驗收標準外，由於 BIM 作業
規範區分為過程規範與成果規範，因此過程規範與成果規範應分別設定對應
的驗收方式，便免日後產生困擾。
表 3-8、15 個分析個案之契約重要資訊
分析項次

個案數量

使用個案代號

是否針對 BIM 訂定額外規範或規定要求廠商履約
是

12

C2~C4、C6、C7、C9~C15

否

1

C8

不適用

2

C1、C5
是否有訂定明確的履約(交付)標的

是

12

C2~C4、C6、C7、C9~C15

否

1

C8

不適用

2

C1、C5
是否有訂定明確的付款機制

是

10

C2、C4、C6~C8、C10、C12~C15

否

2

C3、C9、C11

不適用

2

C1、C5
是否有訂定明確的履約期限

是

9

C2、C4、C6、C9、C10、C12~C15

否

4

C3、C7、C8、C11

不適用

2

C1、C5
是否有訂定明確的驗收機制

是

9

C2、C4、C6、C9、C10、C12~C15

否

4

C3、C7、C8、C11

不適用

2

C1、C5

(四) BIM 智慧財產權
依據分析的 15 個案例，所有案例皆訂定 BIM 模型的智慧財產權歸甲方
所有，但目前工程專案的執行，有關智慧財產權的歸屬，可以區分為：(1)機
關取得部分權利、(2)機關取得授權、(3)機關取得全部權利。雖然直接設定「機
關取得全部權利」是最簡單的方式，然而 BIM 模型非簡單的模型，而是包含
許多日後可以利用或方便重複建置的資訊，因此機關不應漫無目的直接勾選
「機關取得全部權利」的選項。
本手冊建議機關對於 BIM 智慧財產權的歸屬，應在契約文件中清楚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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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並同時考量取得不同權利時，應有不同的對價。例如若該 BIM 模型之
元件為本採購案或由機關提供之資訊而特別建立者，建議可以約定「取得部
分權利」或「取得全部權利」
；但若並非僅因本案而建立或非由機關提供之資
訊而建立之 BIM 模型元件，建議機關僅須取得限定使用於相關工程相關之設
計、施工、維護與改建範圍之授權與次授權的權利，且約定廠商本身亦得繼
續擁有及使用該授權與次授權，亦即此情況設定為「機關取得授權」即可。

(五) LOD 之意義與要求
依據臺大土木工程資訊模擬與管理研究中心編譯完成「BIM 模型發展程
度規範(2014 版)，Level of Development Specification (V.2014)」文件之說明，
LOD(Level of Development，該文件譯為「發展程度」)為美國建築師協會
(American Institute of Architects，簡稱 AIA)的 E202 號文件中用來說明 BIM 模
型中的模型元件在營建生命週期的不同階段中所預期的「完整度(Level of
Completeness)」
。然而在實務應用上，LOD 則常被簡化且誤用於指稱模型的發
展程度，並與「詳細程度」(Level of Details)混用，造成許多人誤以為一個 BIM
模型中所有元件之 LOD 必然需要隨著工程生命週期之演進而更加完整與詳細，
因而造成在 BIM 模型建置上不必要的複雜度與資源人力之耗費，以及在模型
交付時不必要之紛爭。此外，該文件亦特別強調：(1)發展程度與工程生命週
期各階段並無嚴謹的對應關係，因為建築系統在設計流程中各有其不同的發
展速度；(2)沒有所謂的 LOD XXX 模型這樣的東西，因為不同發展階段的 BIM
模型必然包含不同 LOD 的元件，而不會所有元件都同時可以或有需要發展到
同一個 LOD(台大 BIM 中心，2014)。
本手冊建議機關要求廠商提供模型時或於契約中訂定模型要求時，應該
清楚說明或由廠商於提送執行計畫書說明可以達成 BIM 應用目的之模型深化
程度，以利正確應用 LOD 之觀念。

(六) 其他技術性標準與建模資訊
BIM 技術應用時，可能對於廠商履約所需完成模型之物件及屬性資料需
要有所規定，然而國內對於 BIM 模型建立尚未有一致之標準，礙於公共工程
的類型眾多，對於專案不同生命週期所應具備的模型發展程度或因不同使用
目的而須對應的模型亦有所不同。
在目前分析 15 個案例無法提供共通性的標準下，本手冊建議各機關應用
時可以參考內政部營建署之「建築資訊模型建置規範」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之
「國內 BIM 元件通用格式與建置規範研究」
、「我國 BIM 協同作業指南之研
訂」、「我國 BIM 協同作業指南暨執行要項」各式文件，以及國立台灣大學
BIM 研究中心之「BIM 模型發展程度規範(2014 版)」等文件，依據執行個案
之 BIM 應用目的，參考過往類似案例檢討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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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國內 BIM 推動案例分析
4.1 案例招、決標基本資料與效益分析
由於本手冊，乃是希望提供以實務案例為基礎的較佳實務(Better Practice)，
讓各機關在 BIM 技術的導入過程中，面對導入需要的採購作業，能夠有一參
考手冊便於依循，本小節彙整完成分析的 15 個案例，其中，
「BIM 主要應用
的範圍」
、「BIM 經費(%或金額)」
、「執行效益」
、「BIM 契約與規範內容完整
性」等資訊具有很好的參考價值，建議各機關於參考應用時，仍應充分了解
本身個案與參考案例存在之差異，避免誤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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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國內運用 BIM 案例分析資訊彙整表
編號

機關單
位

C1
內政部
營建署
C2

個案名稱

BIM 主要應用的範圍

生活圈道路交通系統建
設計畫─「臺南都會區北
外環道路第 2 期新建工
程」

□ 可行性評估 □ 規劃
□ 初步設計 ■ 細部設
計 ■ 施工 □ 營運/
維護管理
□ 可行性評估 □ 規劃
■ 初步設計 ■ 細部設
計 ■ 施工 ■ 營運/
維護管理
□ 可行性評估 □ 規劃
□ 初步設計 ■ 細部設
計 ■ 施工 □ 營運/
維護管理
□ 可行性評估 □ 規劃
□ 初步設計 ■ 細部設
計 □ 施工 □ 營運/
維護管理
□ 可行性評估 □ 規劃
■初步設計
■ 細部設
計 ■ 施工 □ 營運/
維護管理
□ 可行性評估 ■ 規劃
■ 初步設計 □ 細部設
計 □ 施工 □ 營運/
維護管理
□ 可行性評估 □ 規劃
■ 初步設計 ■ 細部設

楊梅地區污水下水道系
統第一期污水處理廠新
建工程

C3

台灣中
油股份
有限公
司

中油台中廠二期計畫液
化天然氣儲槽興建統包
工程

C4

台灣電
力公司

台電林口-頂湖 345kV 電
纜線路#41、#43、#56~頂
湖 E/S 電纜終端土建暨附
屬機電統包工程

C5

經濟部
水利署

BIM 技術導入河海堤工程
設計可行性研究

C6

交通部
公路總
局

臺 7 甲線 3K+505 家源橋
改建工程

C7

交通部
公路總

淡江大橋及其連絡道路
新建工程第二標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招標/決標
方式

工程執行
現況

BIM 技術導
入是否單獨
招標

執行效益
(註)

BIM 契約與
規範內容完
整性

限制性招
標/最有利
標

設計標招
標中

□ 是
■ 否

1,5

■初階 、□
普通、 □完
整

公開招標/
最低標

施工中

□ 是
■ 否

2,4,5,6,8

□初階 、□
普通、 ■完
整

公開招標/
最有利標

施工中

□ 是
■ 否

1~7

□初階 、■
普通、 □完
整

公開招標/
最有利標

設計階段
完成

□ 是
■ 否

1,4,5

□初階 、■
普通、 □完
整

研究階段

-

□ 是
■ 否

-

1,2,4,5

■初階 、□
普通、 □完
整

限制性招
標/最有利
標

設計階段
中

□ 是
■ 否

184 萬

1,2,4,5,6

□初階 、□
普通、 ■完
整

限制性招
標/最有利

設計階段
中

□ 是
■ 否

1,791 萬

1,3,4,5,6

□初階 、■
普通、 □完

BIM 經費
(%或金額)

-

0.536%

-

0.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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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機關單
位

個案名稱

局

C8

C9

C10

交通部
民用航
空局
桃園國
際機場
股份有
限公司
臺灣港
務股份
有限公
司

新北市
政府

高雄港洲際貨櫃中心第
二期計畫 S4~S5 碼頭新建
工程

新北市立聯合醫院三重
院區急重症大樓新建統
包工程
新北市新五泰國民運動
中心興建統包工程

C13

C14

桃園國際機場股份有限
公司 161KV 變電站工程

新北市立美術館新建工
程案

C11

C12

臺灣桃園國際機場塔臺
暨整體園區新建工程

新北市
政府捷

捷運三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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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M 主要應用的範圍
計 ■ 施工 □ 營運/
維護管理
□ 可行性評估 □ 規劃
■ 初步設計 ■ 細部設
計 ■ 施工 ■ 營運/
維護管理
□ 可行性評估 □ 規劃
□ 初步設計 □ 細部設
計 □ 施工 ■ 營運/
維護管理
□ 可行性評估 □ 規劃
□ 初步設計 □ 細部設
計 ■ 施工 ■ 營運/
維護管理
□ 可行性評估 □ 規劃
■ 初步設計 ■ 細部設
計 ■ 施工 ■ 營運/
維護管理
□ 可行性評估 □ 規劃
■ 初步設計 ■ 細部設
計 ■ 施工 ■ 營運/
維護管理
□ 可行性評估 □ 規劃
□ 初步設計 □ 細部設
計 ■ 施工 □ 營運/
維護管理
□ 可行性評估 □ 規劃
■ 初步設計 ■ 細部設

招標/決標
方式

工程執行
現況

BIM 技術導
入是否單獨
招標

BIM 經費
(%或金額)

約 7%/600
萬

約 1%/209
萬

執行效益
(註)

標

公開招標/
最有利標

施工中

□ 是
■ 否

公開招標/
異質最低
標

營運階段
建模中

□ 是
■ 否

公開招標/
最低標

施工中

□ 是
■ 否

約 0.01%

限制性招
標/最有利
標

設計階段
中

□ 是
■ 否

(未取得)

營運中

□ 是
■ 否

公開招標/
最有利標

650 萬

BIM 契約與
規範內容完
整性
整

1,2,4,5,6,7

□初階 、■
普通、 □完
整

1,2

□初階 、□
普通、 □完
整

4,5,9

□初階 、■
普通、 □完
整

1,2,3,4

□初階 、□
普通、 ■完
整

1,4,5

□初階 、□
普通、 ■完
整

公開招標/
異質最低
標

施工中

□ 是
■ 否

560 萬

1,2,4,5,6,7

□初階 、□
普通、 ■完
整

限制性招
標/最有利

統包商決
標。細設

□ 是
■ 否

(未取得)

1,2,3,4,5,6
,7,14

□初階 、□
普通、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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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單
位

個案名稱

運工程
局

C15

國立海
洋科技
博物館

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南
區學員宿舍新建工程

版本日期：2017/02/12

BIM 主要應用的範圍
計 ■ 施工 □ 營運/
維護管理
□ 可行性評估 □ 規劃
□ 初步設計 □ 細部設
計 □ 施工 ■ 營運/
維護管理

招標/決標
方式

工程執行
現況

標

執行中

BIM 契約與
規範內容完
整性
整

主體工程
完工

□初階 、□
普通、 ■完
整

單獨招標/
公開招標/
最有利標

BIM 技術導
入是否單獨
招標

■是
□否

BIM 經費
(%或金額)

25 萬

執行效益
(註)

10,11,12,1
3

[註] 執行效益：1.提高專案整體品質、2.更好的成本控制與預測性、3.縮短業主的審核時間、4.減少施工過程中的衝突、5.改善對設計目的
了解、6.減少施工期間的變更、7.減少疑義澄清的數量、8 操作維修可行性、9.檢核設計圖之周延性、10.方便空間管理、11.維護保養、
12.資產管理、13.無人化管理、14.提升驗收效率。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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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案例契約文件分析
由於本手冊，乃是希望提供以實務案例為基礎的較佳實務(Better Practice)，
讓各機關在 BIM 技術的導入過程中，面對導入需要的採購作業，能夠有一參
考手冊便於依循，本小節彙整完成分析的 15 個案例契約文件中，「BIM 相關
條文內容」
、
「BIM 付款條件」
、
「BIM 履約期限」
、
「BIM 相關資料」等資訊，
雖然上述資訊具有良好的參考價值，但建議各機關於參考應用時，仍應充分
了解本身個案與參考案例存在之差異，避免誤用。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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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國內運用 BIM 案例契約內容分析資訊彙整表
(105 年 10 月 27 日版本)
編號

機關單位

個案名稱

BIM 相關條文內容

BIM 付款條件

BIM 履約期限或罰則

BIM 其他相關資料

-

-

-

-

生活圈道路交通系統建設
計畫─「臺南都會區北外

C1

環道路第 2 期新建工程」
第二十五條 遲延履約
（五）乙方依約辦理 BIM 相
關作業，應依 BMP 時限提
內政部營建署

第一期污水處理廠新建工

C2

送，乙方如未依規定期限提

楊梅地區污水下水道系統

送及改善者，應按逾期日數
-

-

程

每日按原契約 BIM 項目價

繳交 BIM 成果報告

金之 5‰計算逾期罰款，但
其最高額之逾期罰款金
額，以不超過 BIM 項目價
金為限。
附錄-1 機關需求書

附錄-1 機關需求書

5.2.三度空間設計模型

5.2.三度空間設計模型

1.廠商須於細部設計期

6.廠商應提供電腦三度空

台灣中油股份 中油台中廠二期計畫液化 間，以能表示所有本案設備
C3

有限公司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天然氣儲槽興建統包工程 之3D繪圖模型進行設計工

間模型，並配合實際需要作
-

360 度全方位審查，模型審

作，該模型須為PDS或

查分為四個階段：

PDMS格式，且該模型須完

第一階段：於工場開工會議

全細部，至少須包括下列各

時，討論主要設備的擺設、

-

54

「機關辦理公共工程導入 BIM 技術作業參考手冊」

編號

機關單位

個案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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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M 相關條文內容

BIM 付款條件

BIM 履約期限或罰則

項：(1)設備，包括保冷。(2)

整體工場的佈置及

所有管線及閥，包括保冷。

安全距離等，以初步確定模

(3)管線支撐(4)公用配置(5)

型架構。

支撐結構(6)150mm 以上

第二階段：模型內涵要能顯

之電纜盤及階梯。(7)儀

示所有的設備、管架、結構

器，包括支撐。(8)接線盒，

物及主要管線等。

包括支撐。(9)道路及通道

第三階段：所有的設備、管

(10)所有地下設施(如有)

架、結構物、管線、儀器 、

2.廠商須使用三度空間模

平台、樓梯走道、

型來製作材料表、管線立體

儀電管、卸料平台及消防系

圖、碰撞核對及操作維修空

統等均應依照比例顯示於

間之核對等。

模型之上。

3.審查工作須於設計階段

第四階段：確認前幾階段模

進行，以確保建造及維修的

型審查的意見均已反映並

可行性，閥類及儀器使用空

完成修改。

BIM 其他相關資料

間尤須注意。
4.廠商須於適當時機將 3D
模型軟硬體及熟練操作人
員進駐工地以協助工作進
行。
5.廠商須更新 3D 模型至
竣工情形，並移交業主作為
移交件之一部分。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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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M 相關條文內容

BIM 付款條件

BIM 履約期限或罰則

BIM 其他相關資料

-

-

-

-

-

-

-

-

台電林口-頂湖 345kV 電
C4

台灣電力公司

纜線路#41、#43、#56~頂
湖 E/S 電纜終端土建暨附
屬機電統包工程

C5

經濟部水利署

BIM 技術導入河海堤工程
設計可行性研究
招標文件

工程設計工作委託契約

七十一、依採購法第 65 條 預估委託設計服務費為

工程設計工作委託契約

附件六-設計及 BIM 服務工

第七條

作說明書(工作補充條款)

履約期限

之規定，本採購標的之主要 5,814,432 元，BIM 委託服 一、履約期限：(辦理設計 BIM 單價分析表
部分為(無者免填)：委託設 務工作費 1,840,377 元，合 原則、初步設計、細部設計
計服務、BIM 委託服務工 計契約金額 7,654,809 元。 等階段之 BIM 工作之期程

交通部公路總
C6

局

作。

一、契約依下列規定辦理付 已包含於各 工程設計 階段

2.人員資格

款：

a.參與本案之工程人員需

（一）服務費付款辦法規定 BIM 各階段工作內容及應

臺 7 甲線 3K+505 家源橋 其專業應包含土木、交通、如后：
改建工程

期程內，不 另增加期 程，
提送之成果，詳工作補充條

地工、地質、環工、水利 、第一期：各標預擬各項服務 款)
測量、機電（含綠色能源）
、成果，於契約規定期限內，
景觀、生態、水保、BIM 完成具體之服務實施計畫
等項目。

書或說明，且其設計原則及

b.計劃主持人須為相關執

橋梁型式經甲方核定後，暫

業技師。

付各標設計服務費百分之

c.另 BIM 服務工作應成立 十﹝服務費按建造費用百
至少 3 人以上之專業團

分比法計算時，各標服務費

隊，主辦工程師須由具備 暫按甲方委託設計預算之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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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M 相關條文內容

BIM 付款條件

BIM 履約期限或罰則

BIM 其他相關資料

Revit、Tekla 或 Civil 3D 等 百分之八十計算﹞；及給付
相關 BIM 作業軟體合格訓 BIM 委託服務工作費契約
練資格及 BIM 作業實務經 價金總額百分之十。
驗之人員擔任。

第二期：各標初步設計經甲

2.主要人員資格證明(含

方審定後，暫付各標服務費

BIM 人員)：須提送參與本 百分之三十﹝服務費按建
案符合前述資格之「人員名 造費用百分比法計算時，各
單及學經歷保證書」。經本 標服務費暫按甲方委託設
國與他國相互認許資格之 計預算之百分之八十計
外國廠商（本國承認該國之 算﹞並扣除第一期已付之
技師資格），得以當地國之 費用；及給付 BIM 委託服
專門技能人員之證明代之 務工作費契約價金總額百
以外，外國廠商仍應符合我 分之二十，累計百分之三
國法令及招標文件之規定。十。
 專長欄應填寫投標須知 第三期：各標細部設計全部
規定之專長，提列人員 辦妥經甲方同意後，暫付各
如具專業技師資格者， 標服務費百分之六十﹝服
應註明技師科別及檢附 務費按建造費用百分比法
技師證書影本，如具有 計算時，各標服務費暫按甲
採購專業人員訓練及格 方委託設計預算之百分之
證書或開業建築師及執 八十計算﹞並扣除前二期
業技師參加政府採購法 已付之費用；及給付 BIM
講習參訓證明、相關

委託服務工作費契約價金

BIM 作業軟體合格訓練 總額百分之三十，累計百分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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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M 相關條文內容

BIM 付款條件

BIM 履約期限或罰則

BIM 其他相關資料

資格者需檢附證書或參 之六十。
訓證明影本。

單價分析表[預算]

工程設計工作委託契約

工作項目：建置現況 3D 工

一、工作範圍

程資訊模型單

（一）台 7 甲線 3k+505 家 工作項目：建置設計 3D 工
源橋改建工程之設計(含導 程資訊模型單
入 BIM)與預算編製、協辦
招標及決標事項。
BIM 委 託 服 務 工 作 契 約 招標文件

BIM 委 託 服 務 工 作 契 約 附件九：BIM 委託服務工

（草案）

（五）工程 BIM 工作服務 （草案）

第二條 履約標的

費：依公告固定服務費用，第七條 履約期限

作契約（草案）

一、 甲方辦理事項(由甲方 新台幣 17,911,950 元整。 (一) 設計原則、初步設計
於招標 時載明 ，無 者免

及細部設計等階段，履約期

填)：

限同委託設 計服務工 作之

二、 乙方應給付之標的及

期限內提送；施工階段，履

交通部公路總 淡江大橋及其連絡道路新 工作事項：
C7

局

建工程第二標

約期限同委 託監造簽 證服

建置道路及橋梁之 BIM 模

務工作之期限內提送；成果

型，設計階段透過 3D BIM

報告為完工後 2 個月內提

模型進行檢 查及適時 作為

送。

工程溝通運用，可將各專業
間之設 計界面 及衝 突排
除，可提昇施工階段對工期
及品質之掌 握度，並 可藉
BIM 模型對施工程序、交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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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M 相關條文內容

BIM 付款條件

BIM 履約期限或罰則

BIM 其他相關資料

-

-

-

-

-

-

維計畫等，創造出後續延伸
應用的更大價值，此外，藉
由 3D BIM 模型建置之竣
工資料，對於工程之管養維
護，更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三、委託工作範圍及內容
（一）本工程 BIM 服務工
作應成立至 少五人以 上之
專業團隊，團隊負責人須由
具備 Revit、Tekla 或 Civil
3D 等相關 BIM 作業軟體合
格訓練資格暨至少 3 年以
上 BIM 作業實務經驗之人
員擔任，並檢附相關資歷。
工程採購契約
交通部民用航 臺灣桃園國際機場塔臺暨
C8

空局

整體園區新建工程

3.3 進度會議
3.3.5 會議議程項目：
下月施工進度之 BIM 整合
報告及對施工進度的影響。
需求說明

桃園國際機場 桃園國際機場股份有限公
C9

股份有限公司

司 161KV 變電站工程

交付項目與時程
d.BIM 元件模型:
I.元件代碼(依 PCCES 定義
之公共工程細目碼編製)編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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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名稱

BIM 相關條文內容

BIM 付款條件

BIM 履約期限或罰則

-

-

BIM 其他相關資料

碼長度可依實際需求增加。
II.各元件主要資訊參數。
III.供應商、代理商、施工
廠商、專業分工廠商等之廠
商名稱、地址、電話、聯絡
人及聯絡人手機等資訊。
IV.

安裝日期。

3.程式發展工具(SDK)及應
用軟體
(1)除經授權之程式軟體
外，其餘由承包商撰寫之應
用程式軟體，應提供這些軟
體之程式發展工具(SDK)
及安裝光碟片。
(2)各系統程式及應用程式
等原始程式及原始碼儲存
於光碟片，原始碼內之各模
組程序應有詳細之註解，且
不得有使用期限之限制，並
應提供 SDK 使用手冊等相
關資料。
臺灣港務股份
C10

有限公司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高雄港洲際貨櫃中心第二
期計畫 S4~S5 碼頭新建工
程

BIM 建置計劃書
-

BIM 驗收查核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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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M 相關條文內容

新北市立美術館新建工程 (尚未發包-尚於細部設計
C11

案

BIM 付款條件

BIM 履約期限或罰則

BIM 其他相關資料

(尚未發包-尚於細部設計

(尚未發包-尚於細部設計

(尚未發包-尚於細部設計

階段)

階段)

階段)

階段)
 以附件要求
 BIM 工 作要 求(包 括但
不限於下列各項)：

 總包價法：
BIM(Building

一、乙方完成本工程各項作 本契約除損耗品外，由乙方
業期限如下：

保固建 築物 結構 體( 含防

Information Modeling ) (一)應於決標日起 15 日曆 水)5 年、植栽 1 年、BIM

(一)設計階段

服務費以新臺幣

天內提出工 作執行計 畫書 為 3 年，其他項目為 2 年。

1、配合設計進度分二階段

萬元給付。
【依議價後決 ( 含 設 計 品 質 計 畫 書 ) 及

（基本設計及細部設計）提

標金額填寫】

BIM 工作執行計畫書。(工

BIM 模 型 檔 案 送 甲 方 審 (一 )契 約 分 期付 款 為 該部 作執行計畫 書應包含 細部
查。

分契約價金總額 100 %， 設 計 與 工 程 施 工 如 何 結

(1) 基本設 計 含空 間規 由乙方提出申請，經甲方審 合，並應符合統包作業須知
新北市政府
C12

新北市立聯合醫院三重院
區急重症大樓新建統包工
程

畫，3D 數位模型應包括 查核可後給付，其各期之付 對設計品質 計畫書之 相關
外牆、柱、樑、板、門 款條件：

規定)

窗等外觀、面積及建物 1.第一期：乙方提送 BIM (二)應於決標日起 30 日曆
結構、大小、形狀、建 工作執行計 畫書供甲 方審 天 內 提 出 預 定 工 作 進 度
築配置等。【3D 圖說規 查，經甲方審查認可，撥付 表，經甲方核定後作為契約
格之標準 LOD 200】

服務費用 10%。

文件之一部份。

(2) 細部設 計 含模 型元 2.第二期：乙方應配合設計 (三)應於決標日起 50 日曆
素可模擬綠建築之規劃 階段之基本 設計進度 提送 天內完成建築物拆除作業。
及生成預算書、數量計 成果供甲方審查，經甲方審 (四)應於決標日起 60 日曆
算等相關文件及設計施 查 認 可 ， 撥 付 服 務 費 用 天內提送基本設計。
工圖。【3D 圖說規格之 30%。
標準 LOD 300】

(五)應於決標日起 210 日曆

3.第三期：乙方應配合設計 天內取得建造執照。

2 、 消 防 設 施 設 備 系 統 工 階段之細部 設計進度 提送 (六 )應 於 基 本設 計 核 定後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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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M 履約期限或罰則

BIM 其他相關資料

程、通風系統設備工程、空 成果供甲方審查，經甲方審 90 日內提送細部設計書圖
調系統及相 關必需設 備工 查認可，並完成 BIM 工作 文件，可依工程施工進度分
程，應建立 3D 數位模型。設計階段所 有契約約 定項 批完成及送審；並需於決標
3、BIM 模型之資料明細須 目，及提交 BIM 電子檔案 日起 420 日內完成本工程
符合工程與 材料數量 之估 後，撥付服務費用 40%。 所有細部設計書圖文件，且
算或編製。

4.第四期：乙方應於施工階 經專案管理 單位審查 通過

4、辦理設計中建築土建、 段依施工介 面協調會 議結 及甲方核定。細部設計書圖
機電、消防、空調、給排水、果修正 BIM 模型及負責辦 文件內容包 含：細部 設計
瓦斯等相關 管線及系 統設 理 BIM 各項相關工作，待 圖、施工規範、詳細總表、
備之設計干涉檢查，以確保 工程全部完工，無待解決事 各分項工程 詳細（價 目）
設計品質；乙方所使用之繪 項，繳納 BIM 工作保固保 表、單價分析表及必要之計
圖軟體及干 涉檢查軟 體及 證金，經甲方核定後，撥付 畫書等。
執行方式應 於工作計 畫書 服務費用 20%。
內敘明。
5、施工計畫及施工進度之
擬訂，工程 進度，須 配合
3D 數位模型，建立 4D 之
工程進度模擬。
（二）施工階段
乙方應於施 工階段依 施工
介面協 調會議 結果 修正
BIM 模型，並辦理施工階
段 BIM 各項相關工作依實
際發展修正 BIM 模型【3D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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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說 規 格 之 標 準
LOD400】，辦理 施工 中建
築土建、機電、消防、空調、
給排水、瓦斯等相關管線及
系統設備之 必要設計 干涉
檢查及修正 ，竣工時 完成
【 3D 圖 說 規 格 之 標 準
LOD 400 以上】之竣工 3D
檔案符合送審之 3D 數位模
型。
（三）營運階段
乙方應於營運階段依【使用
單位】之需求，考量增設、
改裝之設施（備）或乙方保
固維修之情形，完成必要之
BIM 模型修正【3D 圖說規
格之標準 LOD 500】
，保固
完成時移交 依實際修 正完
成符合送審之 3D 數位模
型。
（四）其他：
1、軟體建置及維護：為利
審查履約成果，乙方應提供
甲方及甲方 委託之專 案管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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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及監造單位各 1 套 BIM
相關軟體（ 包含建築 、結
構、機電及整合軟體），並
協助軟體之 建置及維 護更
新，更新期限至工程驗收合
格日止。
2、技術轉移：乙方於設計
階段及施工階段應依 BIM
各類軟體，分別舉辦教育訓
練，訓練時數至少為 40 小
時，供甲方及甲方委託之專
案管理單位 及監造單 位相
關審查人員參訓。教育訓練
時數原則依 軟體供應 商建
議之時數辦理，技術移轉計
畫應納入 BIM 工作執行計
畫書提送，並於甲方接受後
實施。教育訓練場地得由甲
方提供，相關訓練課程之教
學軟體由乙方負責，電腦硬
體設備由參訓者自備。
3.智慧財產權：乙方應依照
建築資訊建 模計畫於 進度
期限內交付 各模型及 各階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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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段之資訊元件給甲方。甲方
與乙方對價後，建築資訊模
型涉及智慧材產權者，甲方
取得授權，內容如下：對於
乙方就本工 程所建之 資訊
元件，約定甲方取得限定使
用於本工程相關之設計、施
工、維護與改建範圍之授權
與次授權的權利，且約定乙
方本身亦得 繼續擁有 及使
用該授權與次授權。
4、保固期間應辦事項：乙
方應於營運 階段依甲 方增
設、改裝之設施（備），或
乙方保固維修之情形，修正
BIM 模型（修正次數第 1
年以 2 次為原則；第二年及
第三年以每年修正 1 次為
原則）。
招標文件
新北市新五泰國民運動中
C13

心興建統包工程

於投標須知建議廠商於企
劃書製作內容建議如下：
BIM 專業能力
1.電腦模擬建築物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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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圖、柱樑版及牆結構圖等
3D 模型，並提出執行
BIM(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之構想，及 3D 圖說
規格之細緻度（LOD）
。
2.執行 BIM 之工作方式、
作業流程及工作時程等。
3.廠商之資源及具有承作
BIM 的能力及其他支援能
力。
 本工程 BIM 及設施維  廠商「應 提出」履 行本

新北市政府捷
C14

運工程局

捷運三鶯線

護管理系統建置 (含軟

採購案所 需費用之 總金

硬體)與執行構想。(投

額（以下 簡稱標價 ）及

標須知)

「標價之組成內容」。其
中 細 部 設 計 費 及 BIM
建置費等 兩項係採 固定
費用(詳成本建議書填製
說明)，廠商無需另為報
價，直接 併入成本 建議
書計算。(投標須知)

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南區 1.提供本案「南區學員宿 1.第一期款：廠商完成「南 1.廠 商應 於 決標 次 日 起算 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技術
國立海洋科技
C15

博物館

學員宿舍新建工程

舍新建工程」及「海洋教 區學員宿舍 新建工程 」及 90 日曆天(含)內完成結案服務採購邀標書
育與遊憩活動訓練設施新 「海洋教育 與遊憩活 動訓 報告。

一、本案目標

建工程」兩棟建築之 BIM 練設施新建工程」兩棟建築 2.廠商應於決標次日起 30 二、需求概要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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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 型 LOD300 相 關 建 築 之 BIM 模型 LOD300 相關 曆天(含)內，完成「南區學 三、BIM 模型定義
結構機電系統建置完整。 建築結構機 電系統建 置完 員宿舍新建工程」BIM 模 四、BIM 模型建置注意事
2.提供「南區學員宿舍新 整，經甲方核定後，得申請 型 LOD300 相關建築結構 項
建工程」及「海洋教育與 甲方支付服務費用 40%。 機電系統建 置完整， 及 3 五、BIM 模型交付項目
遊憩活動訓練設施新建工 2. 第二期款：
「南區學員宿 分鐘之動畫模擬，需含景觀
程」兩棟建築共 3 分鐘之 舍新建工程」及「海洋教育 及室內外光 影材質成 果展
動畫模擬，需含景觀及室 與遊憩活動 訓練設施 新建 現，並提交 相關資料 與檔
內外光影材質成果展現。 工程」兩棟建築共 3 分鐘 案。
3.「南區學員宿舍新建工 之動畫模擬，需含景觀及室 3.廠商應於決標次日起 40
程」整合現有圖管系統 2D 內外光影材質成果展現，經 曆天(含)內，正式函文提交
套圖設備追蹤及 3D BIM 甲方核定後，得申請甲方支 本案之「模型成果及說明期
設備線上互動達本館營運 付服務費用 40%。
管理應用之目的。

中報告」，展示及說明本案

3.第三期款：「南區學員宿 模型各系統 製作說明 及動
舍新建工程」整合現有圖管 畫成果展現，本館如有修正
系統 2D 套圖設備追蹤及 意見，廠商應於期中報告後
3D BIM 設 備線上互 動達 7 曆天 (含 ) 內完 成 意 見修
本 館 營 運 管 理 應 用 之 目 正，並於期末報告前兩周將
的，經甲方核定後，得申請 「模型最終 成果及期 末報
甲方支付服務費用 20%。 告文件」提送審查，並由本
館審定後通知結案報告。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67

「機關辦理公共工程導入 BIM 技術作業參考手冊」

版本日期：2017/02/12

5 導入 BIM 技術可應用資源
5.1 導入 BIM 技術之 Q&A
(一) 公共工程運用建築資訊建模（BIM）推動平台問答集
 國際工程產業的發展趨勢為何？
 依據美國工程新聞期刊(ENR, Engineering News-Record)2014 年 7
月 16 日的報導，工程產業市場正迅速的全球化與商品化，歐美
等國工程產業正計畫擴大其規模，而且有些已經開始開拓國際新
興市場。
 根據 McGraw Hill Construction 2014 年 Smart Market Report，商
用建築類工程雖然仍占營造廠使用 BIM 比率的首位(約 63%)，但
是在非建築類的工程當中，工業製造類工程（如發電廠、油電設
施等）的 BIM 使用率為 32%，基礎建設類的工程(例如公路、橋
梁、隧道、水庫等)，亦有 20%BIM 使用率的水準。
 依據 ENR 的報導指出：
「承包商預期未來 2 年與 BIM 有關的業
務量將成長 50%，世界各國市場的營造廠也計畫在未來 2 年投入
重大投資以用於擴大 BIM 的相關計畫。」
 建築資訊建模（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 BIM）技術是什麼？
 美國國家建築資訊模型標準（NBIMS-US）的定義：對於一個新
或舊的設施，強化在規劃、設計、施工、營運、維修的整個生命
週期中，在可提供其他資訊設備讀取的資料標準化格式下，進行
創建或 蒐集適當資訊 的模型。（ an improved planning, design,
construction,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process using a
standardized machine-readable information model for each facility,
new or old, which contains all appropriate information created or
gathered about that facility in a format useable by all throughout its
lifecycle.）
 台灣大學工程資訊模擬與管理研究中心謝尚賢教授表示，BIM 係
指在營建設施的生命週期中，創建與維護營建設施產品數位資訊
及其工程應用的技術。
 在實務應用上，2014 年新北 3D 雲端智慧城研討會中，高宗正副
市長指出，BIM 就是在一個電腦虛擬空間中，模擬真實工程作為，
以協助營建生命週期規劃、設計、施工營運及維護工作等各項管
理與工程作業的新技術、新方法與新概念。
 為何要運用 BIM 技術？
 建築資訊建模是國際上新興的趨勢，所帶來的新工具、技術、模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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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與觀念，可在數位虛擬空間以視覺化方式呈現，有助於全生命
週期包括規劃、設計、施工、維運與管理等階段之溝通協調，並
減少衝突與錯誤，提升工程效率及品質，有助於產業競爭力的提
升。
 工程會於 103 年 7 月拜訪台積電公司，瞭解該公司運用 BIM 技
術於新建高科技廠房的情形，台積電公司以 BIM 技術為基礎所
開發的 5DLab 系統其帶來的優點與效益主要有下列 2 項：(1)運
用視覺化成果，展現完工後模擬 3D 影像，提供企業主及非專業
工程人員快速了解成果實境。(2)施工階段充分發揮溝通協調特性，
另可迅速辦理變更設計，避免施工期程延遲，導致成本增加或品
質降低，影響建廠及後續訂單生產時程。
 McGraw Hill Construction 2014 年的 Smart Market Report 蒐集歐
美亞澳 10 個國家的營造廠報告資料，有 75%的營造廠估計，在
投資 BIM 的相關計畫上獲得了正面的投資報酬率(ROI)，15%認
為損益兩平，僅 10%認為投資報酬率係負值。因此國際間承攬工
程標案的廠商，已普遍具有 BIM 設計或施工的能力，也預期未
來 2 年與 BIM 有關的業務量將成長 50%。
 澳洲政府的研究顯示，
「應用 BIM 估計可以改善營建生產力 6-9%，
而且益本比(BCR)可達 10 倍」。
 美、英、日、韓、星等各國政府也大力推動 BIM 的應用，例如
英國政府要求 2016 年以後的公共工程導入 BIM、韓國預定於
2016 年將 BIM 導入至所有公共設施中、新加坡政府預計於 2015
年起，所有公私建築必須使用 BIM 送審及興建。
 適當的整合國外 BIM 的應用技術，並依台灣目前工程產業界之
習性與管理方式，建立本土化之 BIM 應用技術，有助於提升工
程產業界之創新技術。
 BIM 技術已儼然成為我國營建產業未來要投入市場競爭，進而獲
得利潤，並與國際接軌的必備條件之一。
 工程會推動公共工程運用 BIM 技術之策略及 Roadmap 為何？
 鑑於 BIM 帶動的產業變革與市場機會，本會於 103 年 4 月 7 日
召開研商「建築資訊建模技術於公共工程領域之發展與應用會
議」，會中與會專家學者及各單位代表咸認公共工程委員會對於
綜整各方經驗，主導國家政策，共同推動 BIM 技術具有不可取
代的角色，建議由公共工程委員會成立跨部會推動平台，作為國
內 BIM 技術產官學界資訊公開及交流管道，引導推動 BIM 技術
應用於國內公共工程。
 工程會於 103 年 5 月 23 日邀請營造公會、建築師公會、工程技
術顧問公司、技師公會等產業界；公共工程委員會、內政部（營
建署、建築研究所）、交通部、經濟部、地方政府等公部門；中
國土木水利學會、中華民國營建管理協會及專家學者，組成 B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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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平台。
 推動平台對 BIM 技術所帶來的工程產業變革，於 103 年度起擇
定多項公共工程推動試辦，包括航空、港埠及防洪排水等三項尚
未有運用 BIM 技術案例之公共工程類別進行評估，並歸納各界
提供之建議及相關契約訂定與執行之規定，滾動式檢討修訂採購
契約範本。
 藉由 104 年至 105 年推動試辦案例工程及相關辦法配合修正等柔
性方式，讓國內產業逐步熟悉 BIM 技術的運用模式，逐步實現
106 年執行一定金額以上之公共工程納入運用 BIM 技術之目
標。
國內有無機關已有發展運用 BIM 技術之案例？
 近期國內如國立故宮博物院、內政部營建署、文化部，及臺北市
政府、新北市政府、臺中市政府、金門縣政府、中油公司及台電
公司均已有運用 BIM 技術之實際工程案例。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近期也將陸續完成包括日、韓及英國在 BIM
的發展與制度分析、與 GIS 在建築管理的整合應用及國內綠建築
與設施管理之應用等研究，後續規劃辦理包括 BIM 元件庫之建
置與 BIM 建築資訊分類標準等研究主題。
 工程會建置之公共工程技術資料庫亦將研擬與 BIM 軟體作資訊
介接方式，從目前 PCCES 預算編估可直接運用價格資料庫之查
詢價格功能，規劃未來擴充至能將運用 BIM 技術算出數量，直
接拋轉至 PCCES 系統中，完成自動帶入工程數量及價格之運算
模組，提供各界運用。
機關辦理採購，如認需導入 BIM 等相關技術，如何鼓勵廠商引用該
等技術？
 建議搭配最有利標或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64 條之 2 規定之
決標方式，將廠商是否採用 BIM 相關技術列為評分項目。
國內有無關於導入 BIM 技術的相關契約條文？
 國內已有相關導入 BIM 技術的相關契約(例如內政部營建署)，可
供機關參考製作個案招標文件。
 工程會將研議於統包工程契約範本訂定與導入 BIM 技術相關之
條款，包括著作權及計價驗收之內容。
公共工程運用 BIM 相關技術之鼓勵作法為何？
 工程會為工程技術顧問公司之主管機關，對工程技術顧問公司
BIM 相關研究發展屬高度創新者，依據產業創新條例第十條第一
項「為促進產業創新，公司得在投資於研究發展支出金額百分之
十五限度內，抵減當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並以不超過該
公司當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百分之三十為限。」及依公司
研究發展支出適用投資抵減辦法第二條「本辦法所稱研究發展，
指公司以科學方法自行從事產品、技術、勞務或服務流程之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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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第二條之一「…申請適用研究發展投資抵減之公司，
應符合…三、具備研發能力，其從事之研究發展活動，應具有高
度之創新。」等規定，辦理適用投資抵減審查事宜。
 工程會業於 103 年 5 月 28 日工程管字第 10300180010 號函修正
公共工程金質獎頒發作業要點，於 103 年度第 14 屆公共工程金
質獎評選過程，將 BIM 技術協助營建生命週期之各項管理與工
程作業之新技術、新方法與新概念之運用情形納入評分項目，經
統計第 14 屆參選工程中，採用 BIM 相關技術之工程計有 6 件，
有 5 件工程得獎。

(二) 計畫執行期間收集問答集
一、 預算編列相關問題：

Q1：西濱道路 BIM 計算是否有標準？
A1：台灣世曦在設計時，有一定的費用，施工的部分原先也有編列適當的費用給施工
廠商，讓廠商在進場做施工的時候，因為有編列預算，故必須把 BIM 當作工具之一
落實。

Q2：海洋博物館的系統花費多少錢？
A2：海洋博物館花費約 25 萬，純粹就建模而已，就以 BIM 的三個目標，建模、動畫
及導入原先的系統，因為原本的工程管理系統就有了，現在只是再將 BIM 增加到原來
的系統而已。

Q3：BIM 費用的編列方式?
A3-1：BIM 費用編列需因應機關的應用領域及工作要求而有很大差異，建議應循市場
訪價機制獲得資訊。
A3-2：研究團隊之案例分析結果，建議以工程經費 0.4~0.5%為參考基準點，但個案推
估若與此區間不同，可以深入分析差異之原因，並適度調整。

Q4：對於 BIM 費用的編列方式，目前在設計階段並無額外編列費用，而施工階段則是
編列約工程費用的 0.1%~0.2%，其主要目的係補助辦理教育訓練等運用，建議作業手
冊可對不同運用 BIM 的目的，提供編估費用的方式
A4：研究團隊係透過問卷調查及訪談平台案例等方式，調查各機關 BIM 費用的編列方
式，後續將提出既有編估費用的方式給予建議，以供各機關參考。

Q5：規劃工作項目與擬訂規範順序上是否先編列工作項目後再編列預算，以工程階段
而言，廠商應該列出工作項目再由自己編 BIM 的工程費用
A5：目前所規劃的工作項目和編列費用的順序，決定了使用目的和費用編列是可以互
換的，工作項目寫在後面的原因主要係決定目的和費用後，較能夠要求廠商在這樣的
目的之下，廠商能做到怎樣的程度。此外，原流程中有部分工作可先後順序對調，研
究團隊會在手冊中補充說明。

Q6：所謂 BIM 費用編列為工程費的 0.4%~0.5%，是否包括建築師設計階段的 BIM 費用，
再加上施工廠商施工階段 BIM 的費用？設計階段所產出的 BIM 可否讓施工階段繼續深
化？
A6：有關費用的部分，研究團隊目前所提的建議係針對設計與施工應各分別編列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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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若機關能讓設計階段的 BIM 模型由施工階段繼續深化，是相當理想的狀況，
但實務上並不容易操作。

Q7：若工程已經編列軟體的預算，是否需編列 BIM 費用? 另如何驗收方能達到付款的
條件。
A7：建議先釐清當初的軟體費用之目的，再決定是否編列 BIM 費用。此外，BIM 費用
建議不以購買軟體為目的，而是達成應用 BIM 可達成的效果為考量。

Q8：就技術服務(可行性研究、規劃、設計)而言，依據現行技服辦法無論選擇服務成
本加公費法、建造費用百分比法、按月按日或按時計酬法、總包價法或單價計算法，
監審單位往往會要求以百分比法所訂門檻檢視，而且不同的計算方式會涉及到 BIM 的
編列方式及能否容納的問題，建議 BIM 的費用以單獨編列預算較為單純。
A8：在 BIM 預算編列上，會因為要求的工作項目多寡、工程的複雜程度、允許廠商建
模或應用的時間長短、工程的規模(或量體)、工程的類型、要求的精細度、要求的目
的與用途等，而有不同的費用。研究團隊亦已建議以單獨編列預算，利用工程經費的
0.4~0.5%做為一個參考基準點，但個案推估若與此區間不同，可以深入分析差異之原
因，並適度調整。

Q9：有關 BIM 經費編列方式，原則上同意於工程上獨立編列一項，而經費編列應考慮
工程標的規模、需求、及目的而所需建立的 BIM 規模為何，來編列經費。
A9：在 BIM 預算編列上，手冊建議各機關應因要求的工作項目多寡、工程的複雜程度、
允許廠商建模或應用的時間長短、工程的規模(或量體)、工程的類型、要求的精細度、
要求的目的與用途等，而有不同的費用編列。

Q10：BIM 金額編列之後難以查核或給付，如何避免外包。
A10：本手冊建議給付之方式，當有明確的交付標的時，應對於每一個交付標的，有
對應的付款條件與數額，但為避免行政程序繁瑣，可以數個交付標的皆達成時，再一
次付款。
二、 人才培育及教育訓練相關問題：

Q1：教育訓練不足與人力不足，建議經常舉辦實際案例之訓練
A1-1：參考手冊已納入預評估作業表(人力資源亦為評估項目之一)，若通過評估方能
導入 BIM 技術。目前採用 BIM 機關已超過 60 個，標案數超過 120 件，BIM 技術逐漸擴
散到各機關，將持續結合機關舉辦研習，增進經驗分享。未來將建議各機關依所屬工
程類型及需要，規劃辦理 BIM 技術教育訓練。

Q2：BIM 審查，相關人員恐無專業能力，能否由工程會建立合格名單供機關選用。
A2：研究團隊會建議工程會應該在採購資訊系統中，提供具有 BIM 專業的委員名單，
以供機關日後可參考應用。

Q3：教育訓練，主辦機關(公務人員)應訓練至何種程度，設計規畫服務廠商應訓練至
何種標準，施工廠商應訓練至何種程度。
A3：有關教育訓練方式及程度標準，可視各主辦機關過去執行 BIM 經驗及需求可以有
不同的規劃，施工廠商亦同。
三、 軟體及建模相關問題：

Q1：楊梅的施工案例，設計時是否加入 BIM？若設計已加入 BIM，那施工的 BIM 模型
是另外做還是使用設計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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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楊梅汙水廠的案例在設計階段合約並沒有提到要使用 BIM，因為公司內部擁有 BIM
中心技術，與環水部門進行 BIM 整合，因此這是公司內部整合運用來協助施工檢討，
所以施工階段的廠商是重新開始，從拿到設計發包圖說後，依據設計發包圖進行 BIM
執行過程。

Q2：BIM 統包商跟建築師是兩個模型，似乎無法一模到底，業主方是如何管理，如何
確定模型是一致的？
A2：還是在管理者的思維及角度，已經累積一定的經驗了解，哪些問題在前期是會造
成困擾，當討論結構及空間配置，如果焦點還在介面及裝修，那可能會產生很大的衝
突。一個模型的維護可能來自許多單位，包括設計者、施工者，甚至專業協力廠商，
還是需要採用中央模型的概念，將模型放在雲端，共同資料是儲存回雲端，共同討論
介面上的設計施工問題，養成習慣後，就能避免施工完成再就成果作套位，避免過程
中的問題累積。以專案成員，每個人負責的工作及實務的作業流程，參考如何施作；
以現在的軟體技術來看，包括 Autodesk 360，所提供的平台是以檔案總管的方式來瀏
覽版次修訂，但 BIM side 的平台，網路傳輸效能更好，能存放不同軟體間的模型，
且能用套疊的方式在設計施工面發現問題。

Q3：(1)目前 BIM 的軟體太貴了是否影響學習？(2)如果公共工程委員會可以比照大陸
是否能與勞動部合作，把它納入技能檢定範圍，大陸目前是分做一~三級，每一級受
訓時數皆有不同，且還需有簽證，但目前我們國家並無認證工作，但目前我們國家並
沒有認證工作，看能不能比照大陸做認證(3)在業界畫圖畫到最困難的就是畫到原介
面(NEP)，那是不是公共工程委員會是否可配置一個資料庫，在家電方面(MED)這個元
件方面可建一個資料庫，否則各家生產的東西不同，不易尋找元件？
A3-1：(1)軟體太貴方面，學校本身有 Revit 教育版，學生可免費使用 3 年，老師們
在教學應該也不是困擾，但如果要使用一些 Revit 以外之軟體則需要錢，這對學校來
說確實是一大負擔，但軟體的價格是否有討論的空間？這部份我們覺得是有討論的空
間，也曾經向工程會或其他長官討論過是否能以功能共用契約方式直接去談，然後讓
其他機關如果他要使用就可以以較低的價格買到，但因為現在這些軟體更新非常快，
且費用本身計算方式一直在變，所以短時間似乎不太容易。
(2)認證方面，之前勞動部不同分區應該都有補助各個學校成立所謂的就業學程，就
業學程本身是可以協助做所謂的教育訓練，但我們認為這些學校學生畢業後雖然有這
樣的專業，可能沒辦法真正、馬上滿足產業上的需求。
(3)如何把這樣的技術也好或者是說怎麼去做所謂的推動，目前在整個 BIM 案應用上
面政府當然有政府的作法，而機關也有機關的一些作法，甚至軟體商也有軟體商的一
些想法，那怎樣才能讓各個不同單位的人有機會讓大家都能使用到這樣的工具帶來的
好處，這可能是學校、政府或其他的部會可能要去思考的問題，但短時間並無法有一
個大家都滿意的答案。
四、 其它：

Q1：海科館營運管理是目前後續能做的部分，在簡報中提到想做的，例如電力控制、
防災動線固定等等，這是遠期目標，維護管理也是現在 BIM 希望能做到的，想請問目
前海科館做到什麼程度了？
A1-1：針對電力部分，以期望值 10 分，目前只有達到 4~5 分，尚未完全達到預設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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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可能還需要加強以及調整系統；消防的部分，現在有逃生動線，系統可以直接跳
出視窗，但要發送到工作人員、工程人員的手機上，需要達到完美的機制，也許還需
要做些系統整合。目前若經費申請下來，會先進行消防加強的部分。
A1-2：以新北市國民運動中心來說，泳池加溫本身自成一個控制系統，在沒有 BIM 的
環境之下，原先就有在做控制，所有智慧化的前提，都要先做邏輯化，把需要的管理
模式放進電腦，在 BIM 的架構裡應該是「集中管理，集中控制」，也就是說，若有機
會進入國民運動中心的控制機房，就能發現循環控制是一台電腦，機電是另外一台電
腦，在這個計畫裡原先有一個控制的需求，要求耗能控制條件，將來的管理模式希望
將多台電腦整合，加入設備管理，將邏輯化寫入電腦程式，參數設定須由有經驗的人
員進行設定，設定加上感知器以及閥門開關等，應該就能達到效能化管理。過去資料
儲存在不同電腦，歷史資料沒有進行有效的分析，因此就沒辦法執行優化的步驟，若
以營運管理的角度，資訊能夠紀錄甚至跟所有操作條件連結，將來預期能執行優化管
理。

Q2：海科館在完工後才建置 BIM 模型，在施工階段沒有把設施維護所需要的資訊整合，
後端處理是否困難？在施工階段建置，會不會比較不容易造成重工？
A2：確實竣工後再做 BIM 的模型會花費許多時間及人力，要對照竣工圖及現場是否吻
合，還有竣工圖說的整合；相對的費用也會較高。

Q3：在實務作業中，在圖面檢討衝突或是矛盾，有建築及圖面不一致，檢討的部分是
軟體會自動顯示，還是需要靠人力檢討？那如果是靠人力檢討，問題是否會比較嚴重？
相關人員的專業素養也要擁有？
A3：在建模過程中就可發現與圖面不同的地方，不算軟體自動判讀；軟體能夠達到自
動檢核，包含五大系統，軟體就能進行衝突碰撞檢討，管線在有進行實質的碰撞後，
軟體會自動呈現。工程本身還是需要有專業背景，建模人員也是一個專業的工程人員，
但是利用 BIM 這個軟體技術輔助工程上的進行。

Q4：海科館每個房間的用水量多寡也需做控制檢討，牽涉到很細節的部份，是否需要
很多流量計等工具進行測量，在規劃設計及預算檢討的部分，是否要增加很多預算？
與事後效益比較如何？海科館目前是否已達到這個目標？
A4：目前的排水設備還沒辦法到達偵測的部分，若要達到以後的期望規模，每個房間
皆須安裝偵測點，數據再回傳至中控系統，才有辦法計算逕流量，往後會朝這個方向
進行，因為這關係到水資源是否被浪費掉，會估計裝設偵測計的效益以及成本，主要
還是以往後效益為主。

Q5：設計跟施工的模型分開，費用是個別支付？還是施工的是包含在營建工程費用？
道路工程設計的使用軟體很多，是否有一個標準？軟體整合在交付模型給業主的檔案
格式是什麼？如何驗收有無符合規範？
A5-1：當初業主就有要求設計單位完成模型設計，要將所有的模型給業主，業主拿到
模型後願意直接轉給施工廠商使用，但施工廠商進場後，對於台灣世曦所建的模型沒
有辦法非常熟悉，直接以模型當作日後施工階段使用 BIM 工具的需求，所以才額外再
建模，牽扯到模型原本是建好的，但是施工廠商有成本、能力的考量，因此額外再建
了一個模型，原先業主已經有費用上的給付了。以這個個案而言，當初業主的要求用
文字化的敘述去達到希望的成果，譬如說立體在 3D 上的呈現資訊，至於要使用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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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的方式完全是廠商為了達到這個效果或是超越業主的期望的需求去選的軟體，目前
沒有針對土木工程有個非常完整的工具，能完全滿足業主的需求，至於在沒有的情況
之下，要如何檢驗交付要求，牽扯到要模型還是要把工具用上，若要模型，就可以規
定規格，規格可能會因為不同軟體的使用而有不同結果呈現，也能列出共通規格，甚
至列出的規格在之後使用工具，但業主該如何使用這些模型？新北工程處表示，拿到
模型後，說不定整個工程處沒有一台電腦可以開啟模型、使用模型，因此就不知道有
模型要做什麼。甚至廠商交付的是免費的軟體，讓廠商交付後，業主可以用免費軟體
操作，事實上很多機關根本不會去開啟模型；若日後沒有維護的需求，這些元件短時
間是沒有使用的可能性，對於規格及格式上的要求，事先就需先顧慮到營運維護上該
如何使用模型，才能列出規格、規範，效果會比較好；現在有許多施工階段的模型建
立，都沒有詳實考慮到日後營運維護上的需求，現在多是為了建模來滿足設計或施工
上的需要，日後大家對於營運維護及複製的標準在熟悉之中，相信日後在案子會把真
正的使用需求列得更清楚，更容易在設計跟施工階段滿足規格規範。
A5-2：在土木工程的應用上，目前確實遇到軟體整合上比建築工程更加困難的問題，
在模擬上有幾個重點，一個是地形，另一個是地景，以及量體，地形跟地景在 skyline
的架構裡已經有很好的解決方案，因為在參與討論的過程裡，地形地景是很重要的背
景資料，再來就是量體，目前國際軟體尚未整合，工程師作業是在 Autodesk 的 Civil
3D，但 Civil 3D 轉入 skyline 的資料缺失太多及整個曲度的模擬必須另寫參數才能
在 Civil 3D 讀取。因為曲度變化太大，因此淡江三標使用法國達梭的系統，連同主
橋生成的滑動模板，都是使用達梭模擬，包括三標的主橋照明燈，都是跟著主橋漸變，
如果沒有在很有效的 3D 環境下，是沒有辦法表達的，在工業設計系統裡只要將曲度
建立，表報就能形容每一根的幾何形狀。個人提供建議，若土木工程是普通的道路，
那就不至於要用到如此複雜的技術，技術導入通常都是為了解決在圖說或是資訊表達
的不足。土木工程相對建築工程，目前認為，在對外表達溝通的過程，需要視覺化模
擬，但模擬不見得需要進到內部，傳統設計單位還是希望能有 2D 的道路縱坡和幾何
斷面輔助現場放樣，在土木工程有個階段十分重要，即完工後的管線資料，希望能在
3D GIS，也就是廣義的 BIM 之下，建立管線的幾何關係，因為將來管線管理系統可能
使用。費用問題，如果細到工項討論，國內營造廠是能夠報價的，只是業主是否願意
正視這個價格。

Q6：BIM 如何辦理驗收?
A6：研究團隊分析目前多數(9 個)案例訂有明確的 BIM 驗收機制，驗收的對象為交付
標的，而作法若檢查交付的 BIM 模型，礙於機關本身專業，可能會導致機關沒有專業
進行驗收，因此實務上多為透過審查會議的方式進行。爰尚無應用 BIM 經驗之機關，
應邀請外部專家協助審查，避免閉門造車，衍生履約爭議。

Q7：建議工程會成立推動平台，整合現有研究資源，訂定共同性標準及實際參考案例
A7-1：本會已於網站建置 BIM 專區，目前已提供實際案例、3 場標竿研習會議各堂課
簡報、BIM 推動平台問答集、BIM 算量匯入 PCCES 之示範案例及相關操作流程教學文
件等。將俟研究報告成果後，陸續擴增實際執行案例及參考手冊…等資料。
A7-2：為健全 BIM 技術發展環境，本會將續邀集產官學研等代表召開 BIM 技術推動平
台會議，俾能有效彙整各機關已完成之研究成果、實際案例，並訂定較一致性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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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整合相關教育訓練，以促進 BIM 技術之推動發揮最大效益。

Q8：BIM 的導入，將會對工程產業分工流程、各專業間的資訊交付及計價的模式產生
重組，以美國鋼構協會為例，已將各施工階段如何去交付 BIM 資訊及施作等流程放在
網頁上，爰建議對於公共工程常用的重要工項，可與相關的專門團體(例如鋼構協會)
等進行訪談，以深入了解導入 BIM 後對產業分工及資訊傳遞之需求。
A8：新北市的作法相當先進，其他機關可能不易學習。日後將透過訪談方式將新北市
值得其他單位參考的資料彙整後供其他機關參考。

Q9：應用 BIM 技術的過程中主辦單位如何來監督及驗收
A9：手冊中有歸納訪談及相關案例經驗，並提出利用成果規範和過程規範做為監督與
驗收時之參考標準供參考。

Q10：評估 BIM 的成果，廠商提出要使用 BIM 技術，但要跟主辦單位報告 BIM 的內容
卻不知道怎麼做，因此可以納入作業參考手冊到底如何執行 BIM 與評估成果。
A10：如何評估成果牽涉原本的應用目的，目前手冊建議利用委員會或專家審查的方
式務實進行。

Q11：參考手冊能否將各階段交付標準納入，例如 LOD。
A11：因公共工程種類繁多，研究團隊建議各階段交付標準應視個案的狀況而訂，目
前無法統一訂定。

Q12：目前整合標準應用美國建築師協會之規範(LOD)，是否能直接套用或再延伸
A12：因各國有不同的環境及背景因素，研究團隊不建議直接套用該規範，應視個案
情況而訂。機關若有實際需要，建議可以參考台大 BIM 中心或內政部建研所提出的建
模規範。

Q13：BIM 只是一個系統，如何制定驗收機制標準？系統建置完的傳承，在機關或業主
手上運用，後續維護機制費用，機關若無後續訂定費用，BIM 終究將被埋沒，希望納
入手冊做為參考。
A13：目前國內缺乏 BIM 驗收的機制及標準，但由於個案屬性皆不同，尚無法訂定統
一套標準。部分個案確實有將 BIM 視為一系統或平台進行採購，但與原計畫視為工具
並不相同，研究團隊將建議工程會將此一議題納入後續研究。

Q14：在評選階段，因為如果既然工程會這邊有要繼續推動 BIM 的制度的話，那後續
在評選委員這個階段的話，是不是也要建置所謂的專業人員這個部分，不然我們在評
選階段有些部分廠商提出這一段，可是我們要針對他提出這一段裡頭的話，我們要要
求他能落實到什麼程度，沒有足夠的專業的評選委員可做這樣的諮詢動作或提出討論
的部分的話，廠商也只是落於形式而已，我們如何在提出階段去要求他，讓有別於說
其他廠商一樣實施讓這部分的說明，加強會導致他在評選階段時分數可以提高？
A14-1：其實這些問題都比較偏向執行面的問題，那以工程會的立場的話，事實上，
工程會去收集台灣現在國內各單位，包括中央機關還有地方政府所執行一些 BIM 的案
例，然後我們委託中央大學楊老師做這一個手冊，就是讓大家如果今天想要引入 BIM，
我們整個相關的公共工程裡面的時候我們該如何執行，讓大家有個指引，所以這就是
我們這次委辦計畫的意義，那我們也會產生一本參考手冊給大家參考，也就是說，你
們可以依照這本參考手冊的內容去找出你們所需要的執行方式來進行，事實上 BIM 的
執行面向是很多的，他並沒有說有一個特別的標準去依循，完全是看各機關自己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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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而訂定所要的招標內容。
A14-2：剛剛您提出的意見，個人覺得是非常好，而且也是需要的，到時候至少會寫
在我們期中或期末報告建議上面，僅供看可不可以針對有這樣專業的人或在所謂的最
有利標或者是那些專家學者的名單上面可不可以加入另一個類別，當加了這個類別之
後你們可以在日後找人時，會比較容易找到你們真正覺得專業而他也可以幫助你們，
不管是在評選也好或者是日後在做相關審查，也好能真正作用的，我覺得這基本上應
該是值得的，那目前台灣對於這方面其實市場是混亂的，那市場混亂的情況下如果沒
有找到合適的人的話，會導致日後執行上是沒辦法控制或替代的成果可以達成的，那
你的意見我們會記錄下來。

Q15：(1)前陣子北部有間知名且品質優良的營造廠，因為案償問題而申請破產，他們
也有使用 BIM，可是為什麼他在申請書有寫到很多採購方面的問題、現場人員檢討的
問題而導致他們的狀況發生，當然也可能他們自己本身也有問題，我們並不了解，可
是這樣的狀況產生還是令我們感到訝異？(2)BIM 是否為過渡期軟體？建築師認為該
軟體應該由工程顧問公司使用就多(3)目前台北有一個 2 億的案子需要使用，那如果
今天是一個中小企業，那我們的費用只有一億或一千萬，那是否也需要編列 1%或 0.5%
的費用來做 BIM 的使用？
A15-1：(1)針對那件營造廠申請破產的原因目前尚在研究，但依我個人覺得於過去的
經驗裡，在看圖過程中我們通常認為細部設計須考量現場施工性的問題，但依照過去
的經驗來說，國內因為在費率的基礎之下，很多建築師完成的細部設計大部分都認為
那只是概念設計，通常都須經過施工圖檢討、施工圖送審才能達到施工的要求，那這
也可能造成很多營造廠他在資訊不對等的狀況下得到了合約。
很多工程進度的落後，我覺得都不是營造廠或專業顧問機構願意造成的，而是很多的
圖說或內容沒有很充分的得到處理，那當然現在往間也開始很多對土木建築業的一些
檢討，就認為現在行政機關與過去保守的狀況下，ex：進度落後 5%或 10%停止估驗計
價，法令上是這樣規定，但新北市政府的做法是會請你提出改善計畫，那如果達到改
善計畫，就可以繼續計價，可是如果他已經進度落後你還要他超前進度，這其實是很
難的事情，所以我覺得這是兩個面項，那在 BIM 案的角度上面，如果把它提早由機關
在設計端就把品質提高的話，相對於營造廠的鋒線也下降了，在一個公平合理的採購
機制裡，大家會得到比較好對等的關係，如果我們希望 BIM 案可以完全導入，那當然
BIM 導入會牽扯到依些費用的問題，建築師會排斥是因為過去的付費機制，ex：坡降、
較複雜之管線設備需經過檢討才能回饋給建築及結構配置上面，那當然也由業主端應
該支付額外的費用，且事實上支付額外的費用已成為共識，只是該如何編才能讓他合
理我們也希望以新北市政府的立場，我們是會去進行訪談實務界給我們回饋，那廣義
上，建築物要用，至少在過去合作過的廠商是站在共同成長的角度來推動 BIM，所以
由工作執行計畫上面有廠商提出對我們有幫助，對他來說也有實質效果的工作內容，
我們共同來作業，所以跟我們合作完的廠商過去有一些案例，他可能是以民間建築案
為主，那現在就告訴我們說有過去那段的基礎之下，現在把它反映在民間的建築案上
面，不管事對於他們銷售或對於他們設計整合上面都有幫助。
A15-2：(1)經營不善可能產生的問題很多，不一定適用 BIM 的關係，如果今天業主與
廠商相互配合，甚麼難關都過得去，就怕機關死抱著契約書不放完全照字面上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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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執行。(2)所有公共工程才會用 BIM，台積電在很早之前就已經開始用 BIM，而且不
光是 3D 而是 5D，其中包含時間序還包含了造價也考慮在內，所以不光是公共工程需
要用 BIM，私人機關更需要用 BIM，尤其是建築類，很多建築物幾乎都是私人建築物，
只有少部分才是公家的。
(3)工程二億以上，是因為工程會現階段推定是以 2 個原則來推定，一案例及循序漸
進制，也就是說現階段的推定所遇到最大的問題為，以現有的人才及人力不足夠，若
要繼續推動可能也沒那麼多人力可以提供出來，所以這部份還是要慢慢來做，但以現
階段 2 億來說，以後可能會慢慢調降，也就是說不規定金額，廠商還是會主動以 BIM
來作業，這是未來發展的趨勢也是無法阻擋的趨勢。

Q16：現階段不宜強制採用 BIM 技術，宜採階段性或循序漸進
A16-1：工程會推動政策，均會評估相關配套是否完備，評估可行才會強制規定。將
於期末前盤點相關配套是否完備，或需再進行哪些工作，俾利工程會做政策上決定。
A16-2 目前交通部已規定所屬機關 10 億元以上工程(統包、建築工程及軌道機電工程)
必須運用 BIM 技術，也是可供參考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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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導入 BIM 技術執行參考契約文件
本手冊彙整國內各公部門已經發布使用的各式契約參考範本(已納入
BIM 技術之應用)，提供做為各機關研擬合適之招標與契約文件之參考。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統包招標前置作業參考手冊，版本日期：2016/4/1，檔案位置：
http://www.pcc.gov.tw/pccap2/FMGRfrontend/DownloadQuoteFile.
do?fileCode=F2016040003。
 交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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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政部營建署
 內政部營建署建築工程委託規劃設計及監造契約範本，版本日期：
2014/12/28
，
檔
案
位
置
：
http://www.cpami.gov.tw/chinese/filesys/file/chinese/dept/bw/10329
22392.pdf。
 內政部營建署暨所屬各機關工程委託監造服務契約範本，版本日
期
：
2016/10/19
，
檔
案
位
置
：
http://www.cpami.gov.tw/chinese/filesys/file/chinese/dept/po/105291
6126.pdf 。
 內政部營建署暨所屬各機關工程採購契約，版本日期：2016/10/28，
檔
案
位
置
：
http://www.cpami.gov.tw/chinese/filesys/file/chinese/dept/po/105291
7016a.pdf 。
 內政部營建署暨所屬各機關統包工程採購契約範本，版本日期：
2016/10/28
，
檔
案
位
置
：
http://www.cpami.gov.tw/chinese/filesys/file/chinese/dept/po/105291
7016-3.pdf 。
 內政部營建署暨所屬各機關統包工程投標須知參考範本，版本日
期
：
2016/1/30
，
檔
案
位
置
：
http://www.cpami.gov.tw/chinese/filesys/file/chinese/dept/po/105290
1731.pdf。
 建築資訊模型建置規範。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國內 BIM 元件通用格式與建置規範研究，版本日期：2015/12，
檔案位置：http://www.abri.gov.tw/tw/research/dl/2527/1。
 我國 BIM 協同作業指南之研訂—設計與施工階段資訊交換，版
本 日 期 ：
2015/12 ，
檔 案 位 置
：
http://www.abri.gov.tw/tw/research/dl/2528/1。
 我國 BIM 協同作業指南暨執行要項(初稿)，版本日期：2016/4。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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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工程技術服務契約範本(BIM 工作相關條款)
 TW-01 營建專案之 BIM 特定條款
 TW-02 BIM 協同作業指南
 TW-02-A BIM 指南附錄 A—各專業 BIM 元件表
 TW-02-Ｂ BIM 指南附錄 A—各專業 BIM 元件表
 TW-02-C BIM 指南附錄 C - BIM 建模導則
 TW-03 組織導入 BIM 執行要項
 TW-04 BIM 執行計畫(BEP)制定要項
 TW-07 建築 BIM 基本建模指南
 TW-08 土木結構 BIM 基本建模指南
 TW-09 機電 BIM 基本建模指南
 TW-10 承包商 BIM 基本建模指南
 TW-11 業主 BIM 指南應用指引
 TW-12 專案管理顧問 BIM 指南執行要項
 TW-13 統包商 BIM 執行要項
 TW BIM 指南專有名詞英中對照表
 國立台灣大學 BIM 研究中心
 工程專案應用建築資訊模型之契約附件範本與解說，版本日期：
2011/11，檔案位置：http://bim.caece.net/upload/final.pdf。
 業主 BIM 實施方針之擬定指引(2015 版)，版本日期：2015/7，檔
案
位
置
：
http://bim.caece.net/upload/BIMguide_for_owner2015.pdf。
 BIM 模型發展程度規範(2014 版)，版本日期：2014/5，檔案位置：
https://sites.google.com/a/caece.net/bim-guide-lod-specification/lodspecification。
 中華民國全國建築師公會
 建築資訊建模 BIM建築設計樣板及操作手冊，版本日期：2016/1/，
提供單位：中華民國全國建築師公會，檔案位置：
http://www.naa.org.tw/view_article.php?id=2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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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國內 BIM 相關網路資源介紹
(一) 專業組織
學會
台灣建築資訊模
型協會

網址
https://sites.google.com/site/taiwanbima/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1063
13709484026/?fref=ts

Building Smart
BIM 論壇

http://www.bim.org.tw/DefaultInfoList.a
spx

台灣省土木技師
公會

http://www.twce.org.tw/

中華民國全國建
築師公會

http://www.naa.org.tw/index.php

社團法人中國土
木水利工程學會
財團法人台灣建
築中心

台灣 BIM 聯盟

http://ciche.ncree.org/wordpress/

http://www.tabc.org.tw/tw/modules/page
s/service04_1

台灣建築學會

http://www.tcce.org.tw/
http://www.kpcea.org.tw/?

 由本公會之土木日系列活動舉辦 BIM 研討會，公

http://www.bimalliance.tw/

http://www.tcri.org.tw/tcriWeb/
http://www.airoc.org.tw/

臺灣區綜合營造
業同業公會

http://www.treca.org.tw/

台北市土木技師
公會

http://www.tpce.org.tw/

新北市土木技師
公會
臺中市土木技師
公會
高雄市土木技師

 由一群為使用建築資訊模型的愛好者發起成立，
多為營建產業中第一線使用 BIM 的技術人員，希
望從不同領域、角度以及軟體平台，來探討研究
BIM 的實務問題與應用，並期望能推動營建產業
的進步與發展。
 為國內的 BIM 應用交流資訊平台，從不同面相，
自由發表 BIM 專業論述，提供及交換寶貴的見解
與成長經驗，凝聚共識建構符合國內的 BIM 應用
發展環境，並藉以推廣及參與。
 主辦 Autodesk Revit 繪圖及 BIM 實務專案講座研
討會
 主辦「 BIM 相關技術資訊研討會」
 以公告的方式鼓勵建築師們參加 BIM 相關研討
會或成果發表會等活動
 與其他學會協辦 BIM 推廣宣導研討會
 2011 年起，辦理第一屆「BIM 技術優良獎」
 2012 年起，舉辦第一屆「學生 3D BIM 軟體應用
競賽」
 陸續舉辦 BIM 競賽與表揚 BIM 有貢獻人員
 主要辦理 BIM 教育訓練課程
 主辦「BIM 推廣宣導研討會」
 以 BIM（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Management）技術為提升臺灣營建產業
生產與創新的驅動力，透過產官學研之共同合
作，達成營建產業具有國際競爭力之目標
 以產業資訊組負責 BIM 相關業務及 BIM 暨產業
分析諮詢服務
 設置營建知訊出版 BIM 文章

設置會刊雜誌、建築學報出版 BIM 文章

舉行 BIM 有關會議
 以公告的方式告知有 BIM 相關研討會或成果發
表會等活動訊息
 辦理 BIM 教育講座
 由本工會之資訊委員會辦理 BIM 相關之研討會
 設立公會論壇提供學員參加 BIM 教育訓練課程之
心得分享
 利用公會訊息新聞的方式，提供本公會有關 BIM
的活動或相關訊息
 利用公會訊息新聞的方式，提供本公會有關 BIM
的教育訓練課程、研討會以及其他相關的活動訊
息
 以公告的方式告知有 BIM 相關研討會或成果發
表會等活動訊息

財團法人台灣營
建研究院

網頁介紹說明/舉辦 BIM 相關活動

http://www.ntce.org.tw/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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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 BIM 相關活動等訊息

公會
臺北市建築師公
會
新北市建築師公
會
桃園市建築師公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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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arch.org.tw/

 以公告的方式告知有 BIM 相關研討會、成果發表
會、教育訓練課程及其他相關資訊

http://www.ntcaa.org.tw/

 以公告的方式告知有 BIM 相關研討會、成果發表
會、教育訓練課程及其他相關資訊

http://www.tyaa.org.tw/index.php

 以公告的方式告知有 BIM 相關研討會及教育訓練
課程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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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各學校已設立之 BIM 中心
單位

網址

臺大土木工程資訊
模擬與管理研究中

http://bim.caece.net/index.php

心
高應大工程資訊整
合與模擬研究中心

逢甲大學營建資訊
模擬研究中心

http://www.bim.tw/

http://www.bim.fcu.edu.tw/wSite/mp?
mp=314501

中華大學建築資訊
模型教學與研究中
心
朝陽科技大學 BIM
實務應用整合研究
中心

http://www.aap.chu.edu.tw/files/15-106
2-38121,c7900-1.php?Lang=zh-tw

http://www.cyut.edu.tw/~ce/department
/index.htm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設立主要目的
提供一個能結合技術研發、教育訓練、產業服務、
與應用推廣的服務平台，以利 BIM 相關技術與應用
之經驗交流、成果分享、人才培訓、與產官學研之
合作。
以推動土木水利與建築工程之資訊基礎建設，提昇
國內工程資訊科技之研發實力及相關人才培育，進
而奠基我國工程資訊之建置、模擬與管理、應用等
技術為宗旨。
因應 BIM 於世界發展潮流、政府積極推動營造 BIM
技術應用及產業需求，結合 BIM 技術研究發展、教
育訓練、社會合作與服務，以達到 BIM 相關技術應
用交流、成果分享、培育人才期能發展為中部地區
BIM 中心教學研究重鎮。
自 2009年起即獲得 BIM 相關軟體廠商之充分合作與
支援，並整合各系資源，逐步建置 BIM 教學與研究
中心，積極推動 BIM 技術之人才培訓、相關研究與
產學合作。
成立 BIM 實務應用整合研究中心以推動 BIM 就業學
程(連續兩年執行勞動部就業學程)、產學合作、教育
訓練。

83

「機關辦理公共工程導入 BIM 技術作業參考手冊」

版本日期：2017/02/12

5.4 國外 BIM 重要網路資源介紹
編號

I
1

2

II
1

名稱

網址

內容說明

國際性組織
buildingSM
ART

http://buildingsmart.org/

Open
Geospatial
Consortium
(OGC)

http://www.opengeospatial.
org/ogc

buildingSMART 前 身 為 國 際 相 互 操 作 性 聯 盟
(International Alliance for Interoperability，IAI)，係一非
營利的國際性組織，負責建立、維護與執行開放性標準
以達成有效率且可持續性的建築產業。
開放 式空間資訊 協會 (Open Geospatial Consortium，
OGC)係一國際性非營利組織，主要任務在為全球的空
間資訊社群建立高品質的開放性標準與執行地理資訊
系統(GIS)、電腦輔助繪圖(CAD)與建築資訊模型(BIM)
整合之相關研究計畫。

美國
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ndards
and
Technology
(NIST)
Association
of General
Contractors
(AGC)

https://www.nist.gov/

國家標準與科技研究所(NIST)係一度量衡標準實驗室
與美國商業部下的非監管機構，其任務在於推動創新與
產業競爭力，亦獨自發布 BIM 指引。
於 2007 年，國家標準與科技研究所發現了建築產業中
對參與者之間資訊移交指導的需求，因此發布了「一般
建築資訊移交指引：原則、方法與案例研究」

https://www.agc.org/

3

BIMForum

http://bimforum.org/

4

National
Institute of
Building
Sciences
(NIBS)
Construction
Institute,
University
of Hartford Non-Profit
Organization
General
Services
Administrati
on (GSA)
National
CAD
Standard

https://www.nibs.org/

美國總承包商協會(The Associated General Contractors
of America，AGC) 為美國營造業的貿易協會。美國總
承包商協會於 2016 年發布的
「承包商 BIM 指引第一版」
(AGC, 2010)旨在協助承包商瞭解如何開始入門使用
BIM 科技，於 2010 年時發布了 BIM 指引第二版.
於 2013 年，BIM 論壇(BIM Forum)-一個隸屬於美國總
承包商協會、焦點在 AEC 產業中的虛擬設計與施工的
論壇-發布了其所屬的第一個 BIM 標準，即「2013 發展
精細度規範(Level of Development Specification Version
2013)」(BIMForum, 2013)。
國 家 建 築 科 學 研 究 院 (National Institute of Building
Sciences，NIBS)係一非營利、非政府組織，集合了政府
代表、專家、業界、勞工與消費者團體與監理機構，其
重點在於發掘並解決美國國內會阻礙安全國民住宅興
建、商業與產業等問題

2

5

6

7

III
1

http://www.construction.org 營建研究所(The Construction Institute)係一非營利、非
屬政黨、由不同專家所組成的協會，致力於透過分享經
/
驗與知識、建立商業領袖的方式以改善產業，該研究所
近期才開始重視 BIM。

http://www.gsa.gov/portal/c 聯邦政府機構總務署(GSA)是第一個領導美國政府應
用 BIM 的政府組織，且在全部的產業內扮演推動 BIM
ontent/105075
的主要角色。

https://www.nationalcadsta
ndard.org/ncs6/

美國國家電腦輔助設計標準(The United States National
CAD Standard，NCS)簡化了從專案開始之設施全生命
週期的建築設計與營建資料的交換工作。

英國
British
Standards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http://www.bsigroup.com/

英國標準研究所(British Standards Institution，BSI)係英
國政府的國家標準中心，負責制訂各項產品與服務的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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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標準 ，且亦提供企業認證與標準相關的服務工作。

Institution
(BSI)
AEC-UK
Committee

https://aecuk.wordpress.co
m/

3

BSRIA

https://www.bsria.co.uk/

4

AEC(UK)
CAD
Standard
Building
Design +
Construction
buildingSM
ART UK
and Ireland

https://aecuk.wordpress.co
m/

The National
Engineering
Specificatio
n
UK BIM
Task Group
BIM
Maturity
Level 2
BIM Task
Group

http://www.amtech.co.uk/n
es

2

5

6

7

8

9

10

IV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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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bdcnetwork.co
m/bim-and-information-tec
hnology
http://buildingsmart.org.uk/

英國的建築、工程與營建團體(AEC-UK group)倡議於
2000 年組成以改善設計資訊產生、管理與交換的流
程，此組織成員係由英國各種規模的建築、工程、與營
建公司代表所組，故以 AEC-UK 為其名。BIM 委員會
共同合作以實現一個在專案環境中一致、可使用、協調
的 BIM 方法為目的。
BSRIA 是一個測試、儀器、研究與顧問諮詢組織，提
供營建與建築業中的專家服務，亦提供關於 BIM 的許
多
重
要
資
訊
，
如
:
https://blogs.bsria.co.uk/2014/06/18/the-seven-pillars-of-b
im-wisdom/
AEC-UK group 設定了一個架構 CAD 資料(包含 BIM 中
的最易於取得的資訊)的標準
產業基地，與 BIM 專案的當前的消息

buildingSMART 英 國 與 愛 爾 蘭 分 會 (buildingSMART
UK and Ireland，bSUKI)是 buildingSMART 所屬的國家
級分會之一，而 buildingSMART 是驅動建築資產經濟
轉型的世界型的機構，並計劃透過國際標準的創造與採
用來執行開放式 BIM 以達成此一目標。
使用最新規範條文的綜合性文件庫來創建與管理規範
文件，以提供一個可完全信賴的建築營建規範。

http://bim-level2.org/en/

2016 年四月上線的網站，提供一個常見與清楚的參考
來源以查找 BIM 文件、標準與指引。

http://www.bimtaskgroup.o
rg/

BIM 工作小組支援與協助達成政府營建策略的目標及
強化公部門 BIM 執行的需求，並以所有中央政府部門
於 2016 年全面採用協同 BIM Level 2 計畫。

UK
Government
Construction
Strategy

https://www.gov.uk/govern
ment/publications/governm
ent-construction-strategy

英國政府營建策略係一個具廣泛範疇工作流的架構，終
極目標為於於 2015 年底減少政府營建專 案成本達
15-25%，此一策略於 2011 年五月發布，並於 2012 年
七月發布了「一年行動計畫更新(One Year On report and
Action Plan Update」報告。

The
Building and
Construction
Authority
(BCA)

https://www.bca.gov.sg

BCA
Academy

https://www.bcaa.edu.sg

新加坡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建築工程局(Building and Construction Authority，BCA)
係一隸屬於國家發展部之機構，負責新加坡優良建造環
境的發展，BCA 主要角色為發展與管理新加坡的建築
與營建業。
BCA 積極地推動 BIM 的應用，透過提供營建生產力及
能 力 基 金 (Construction Productivity and Capability
Fund，CPCF)與智慧建造電子書籍來推動與分享 BIM
的知識與經驗。
BCA 學院(BCA Academy)是 BCA 中負責教育與研究的
單位，旨在提供最高品質的學習、訓練與研究計畫給建
築產業的發展與精進之用；BCA 成立了營建資訊科技
中心(Center for Construction IT，CCIT)，透過建立網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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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BuildingSM
ART
Singapore
CORENET
(COnstructio
n and Real
Estate
NETwork)

http://www.buildingsmartsi
ngapore.org/

The
BIM@SG
website

https://bimsg.wordpress.co
m/abou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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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 BIM 入口網站、提供成功案例與最佳典範教材以
教育產業界等方式來推動 BIM 與指導企業與產業中的
專門人士；此外，CCIT 以 BIM 應用為主題舉辦專題
討論會、工作坊與研討會，以宣傳 BIM 科技之效益。
buildingSMART 新加坡分會係一非營利之建築產業聯
盟，提供 BIM 競賽、研討會、工作坊與討論會等活動。
營 建 與 不 動 產 網 路 (COnstruction and Real Estate
NETwork，CORENET)計畫是一個由新加坡政府國土發
展部主導、由建築工程局推動、並與其它公、私部門共
同合作的資訊科技倡議計。CORENET 計畫已經成功地
建立了不同的系統與文件，包括 BIM 電子送審平台
(e-Submission system)、新加坡 BIM 指引，與 BIM 精華
指引系列文件(BIM Essential Guide Series)。
BIM@SG 網站是由 BCA 學院所建立，作為提供新加坡
營建業分享 BIM 良好實例的媒介，為避免重覆相同的
工作，此網站一開始係使用許多現存 BIM 使用者的論
壇已經發布的 BIM 良好實例作為其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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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工程運用 BIM 案例」 版 本 日 期 ： 2016/10/24
案例基本資料
工程名稱

C01-生活圈道路交通系統建設計畫─「臺南都會區北外環道路第 2 期新建工程」

執行機關

內政部營建署

工程類別

道路工程

PCM 單位

(尚未發包)

契約金額

-

設計單位

(尚未發包)

契約金額

-

施工單位

(尚未發包)

契約金額

-

□ 可行性評估 □ 規劃 □ 初
步設 計 ■ 細部 設計 ■ 施工
□ 營運/維護管理
設計及施工階段皆將導入 BIM 技
術；結合大地座標提供施工放樣；
模型構件資訊化

執行架構

BIM 建模單位
應用階段

BIM 運用概要

BIM 技術導入
□ 是 ■ 否
是否單獨招標
應用 BIM 招、決標與履約機制
招標方式
限制性招標
BIM 實際費用 BIM 規範
BIM 交付標的 書類報告方式交付
BIM 履約期限 與主契約相同
無 BIM 特別付款條款，依工程進度
BIM 付款機制
付款

BIM 預算推估方
式
決標方式
計價方式
BIM 智慧財產權

BIM 驗收機制

-

無單獨列預算，未獨立編列費用
最有利標
歸甲方所有

召開審查會議

BIM 運用範疇及執行模式

BIM 應用
範圍

(1) 工程設計：
□ 建築規劃方案展示/評審 □ 工址現況分析 □ 數量/成本估算 ■ 3D 設計建模 □ 綠建
築指標評估 □ 建管法規驗證 □ 其他：
(2) 空間衝突及碰撞檢查：
□ 建築配置 □ 結構配置 □ 機電管線 □ 室內裝修 □ 前述項次一起進行 □ 其他：
(3) 工程管理：
□ 工地空間使用規劃 □ 施工工項規劃 □ 施工圖繪製與產出 ■ 3D 協調 ■ 4D 施工模
擬 □ 其他：
(4) 營運維護：
□ 設施履歷模型 □ 設施維護規劃 □ 設施資產管理 □ 設施空間使用管理 □ 防災規劃
□ 其他：

BIM 執行效益
預期效益
已達成
效益

■ 提高專案整體品質 □ 更好的成本控制與預測性 □ 縮短業主的審核時間 □ 減少施工過
程中的衝突 ■ 改善對設計目的了解 □ 減少施工期間的變更 □ 減少疑義澄清的數量
(Reduced number of RFIs) □ 其他：
。
□ 提高專案整體品質 □ 更好的成本控制與預測性 □ 縮短業主的審核時間 □ 減少施工過
程中的衝突 □ 改善對設計目的了解 □ 減少施工期間的變更 □ 減少疑義澄清的數量
(Reduced number of RFIs) ■ 其他： 尚未開始執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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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工程運用 BIM 案例」 版 本 日 期 ： 2016/10/24
案例基本資料
工程名稱
C02-楊梅地區污水下水道系統第一期污水處理廠新建工程
執行機關

內政部營建署

工程類別

下水道工程

PCM 單位

-

契約金額

-

設計單位

亞新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契約金額

-

施工單位

帆宣系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機電、BIM)、佑福營造工程
有限公司

契約金額

335,589,000 元

BIM 建模單
位

帆宣系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應用階段

□ 可行性評估 □ 規劃
■ 初步設計 ■ 細部設計
□ 施 工 □ 營 運/ 維 護管
理

內政部營建署

執行架構
BIM 運用概
要

施工階段導入 BIM 之工程採
購招標文件

設計單位：
亞新工程顧問股份
有限公司

施工單位：帆宣
系統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機電、BIM)、佑
福營造工程有限公司
BIM建模單位：帆宣
系統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機電、BIM)

BIM 技術導
BIM 預算推
入是否單獨 □ 是 ■ 否
向專業單位執行單位詢價
估方式
招標
應用 BIM 招、決標與履約機制
招標方式
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
最低標
BIM 實際費
1,798,757 元 (0.536%)
計價方式
總包價法
用
第 17021 章-施工階段建築資
BIM 智慧財
BIM 規範
歸甲方所有
訊模型建置
產權
BIM 交付標
廠商需交付建築結構、機電工程、階段性、及竣工之 BIM 模型。(詳 BIM 交付模型項目表)
的
BIM 履約期
模型提送時程於設備送審及施工圖說完成前。
限
BIM 付款機 無 BIM 特別付款條款，依工
BIM 驗收機制 有訂定明確的驗收機制
制
程進度付款
BIM 運用範疇及執行模式

BIM 應
用範圍

(1) 工程設計：
□ 建築規劃方案展示/評審 □ 工址現況分析 □ 數量/成本估算 ■ 3D 設計建模 □ 綠建
築指標評估 □ 建管法規驗證 □ 其他：
(2) 空間衝突及碰撞檢查：
□ 建築配置 ■ 結構配置 ■ 機電管線 □ 室內裝修 □ 前述項次一起進行 □ 其他：
(3) 工程管理：
□ 工地空間使用規劃 □ 施工工項規劃 □ 施工圖繪製與產出 □ 3D 協調 □ 4D 施工模擬
□ 其他：
(4) 營運維護：
□ 設施履歷模型 □ 設施維護規劃 □ 設施資產管理 □ 設施空間使用管理 □ 防災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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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BIM 執行效益
預期效
益
已達成
效益

□ 提高專案整體品質 ■ 更好的成本控制與預測性 □ 縮短業主的審核時間 ■ 減少施工過
程中的衝突 ■ 改善對設計目的了解 ■ 減少施工期間的變更 □ 減少疑義澄清的數量
(Reduced number of RFIs) □ 其他：
。
□ 提高專案整體品質 ■ 更好的成本控制與預測性 □ 縮短業主的審核時間 □ 減少施工過
程中的衝突 ■ 改善對設計目的了解 □ 減少施工期間的變更 □ 減少疑義澄清的數量
(Reduced number of RFIs) □ 其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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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工程運用 BIM 案例」 版 本 日 期 ： 2016/10/24
案例基本資料
工程名稱

C03-中油台中廠二期計畫液化天然氣儲槽興建統包工程

執行機關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類別

設施工程

PCM 單位

-

契約金額

-

設計單位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

契約金額

-

施工單位

KAWASAKI HEAVY INDUSTRIES
LTD

契約金額

76.4 億元

BIM 建模單位

KAWASAKI HEAVY INDUSTRIES
LTD

應用階段

□ 可行性評估 □ 規劃 □ 初
步設 計 ■ 細部設 計 ■ 施工
■ 營運/維護管理

BIM 運用概要

模型架構、主要設備擺設、廠區配
製、操作維修空間及安全距離等

BIM 技術導入
□ 是 ■ 否
是否單獨招標
應用 BIM 招、決標與履約機制
招標方式
公開招標
BIM 實際費用 無
BIM 規範
工作說明書有規範
BIM 交付標的 依工作說明書共分為 4 階段
BIM 履約期限 與主契約相同
無 BIM 特別付款條款，依工程進度
BIM 付款機制
付款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

執行架構

設計單位：
台灣世曦股份有
限公司

施工單位：
KAWASAKI HEAVY
INDUSTRIES LTD
BIM建模單位：
KAWASAKI HEAVY
INDUSTRIES LTD

BIM 預算推估方
式
決標方式
計價方式
BIM 智慧財產權

BIM 驗收機制

參考前期投標廠商金額訂定
最有利標
歸甲方所有

召開審查會議

BIM 運用範疇及執行模式

BIM 應用
範圍

(1) 工程設計：
■ 建築規劃方案展示/評審 ■ 工址現況分析 ■ 數量/成本估算 ■ 3D 設計建模 □ 綠建
築指標評估 ■ 建管法規驗證 □ 其他：
(2) 空間衝突及碰撞檢查：
■ 建築配置 □ 結構配置 ■ 機電管線 □ 室內裝修 □ 前述項次一起進行 □ 其他：
(3) 工程管理：
■ 工地空間使用規劃 □ 施工工項規劃 □ 施工圖繪製與產出 ■ 3D 協調 □ 4D 施工模擬
□ 其他：
(4) 營運維護：
□ 設施履歷模型 □ 設施維護規劃 □ 設施資產管理 □ 設施空間使用管理 □ 防災規劃
□ 其他：

BIM 執行效益
預期效益
已達成
效益

■ 提高專案整體品質 ■ 更好的成本控制與預測性 ■ 縮短業主的審核時間 ■ 減少施工過
程中的衝突 ■ 改善對設計目的了解 □ 減少施工期間的變更 □ 減少疑義澄清的數量
(Reduced number of RFIs) ■ 其他：操作維修可行性。
■ 提高專案整體品質 ■ 更好的成本控制與預測性 ■ 縮短業主的審核時間 ■ 減少施工過
程中的衝突 ■ 改善對設計目的了解 ■ 減少施工期間的變更 ■ 減少疑義澄清的數量
(Reduced number of RFIs) □ 其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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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工程運用 BIM 案例」 版 本 日 期 ： 2016/10/24
案例基本資料
工程名稱

C04-台電林口-頂湖 345kV 電纜線路#41、#43、#56~頂湖 E/S 電纜終端土建暨附屬機電統包
工程

執行機關

台灣電力公司

工程類別

電纜洞道工程

PCM 單位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契約金額

(含於統包契約)

設計單位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契約金額

-

施工單位

豐順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契約金額

561,700,000 元

BIM 建模單位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應用階段

□ 可 行 性評 估 □ 規 劃 □
初步設計 ■ 細部設計 □ 施
工 □ 營運/維護管理

BIM 運用概要

BIM 交付標的
BIM 履約期限
BIM 付款機制

執行架構

PCM：
台灣世曦工程顧
問股份有限公司

有訂定規範
有交付標的
有履約期限
與主契約相同

設計單位：
台灣世曦工程顧
問股份有限公司

施工單位：
豐順營造股份有
限公司

BIM建模單位：
台灣世曦工程顧
問股份有限公司

空間規劃、衝突檢查

BIM 技術導入
□ 是 ■ 否
是否單獨招標
應用 BIM 招、決標與履約機制
招標方式
公開招標
BIM 實際費用 0.028%
BIM 規範

台灣電力公司

BIM 預算推估
方式
決標方式
計價方式
BIM 智慧財產
權

BIM 驗收機制

於共同項目之其他工程費中單獨列項
最有利標
總包價法
歸甲方所有

召開審查會議

BIM 運用範疇及執行模式

BIM 應
用範圍

(1) 工程設計：
■ 建築規劃方案展示/評審 □ 工址現況分析 □ 數量/成本估算 ■ 3D 設計建模 □ 綠建
築指標評估 □ 建管法規驗證 □ 其他：
(2) 空間衝突及碰撞檢查：
■ 建築配置 ■ 結構配置 ■ 機電管線 □ 室內裝修 □ 前述項次一起進行 □ 其他：
(3) 工程管理：
□ 工地空間使用規劃 □ 施工工項規劃 □ 施工圖繪製與產出 □ 3D 協調 □ 4D 施工模擬
□ 其他：
(4) 營運維護：
■ 設施履歷模型 □ 設施維護規劃 □ 設施資產管理 □ 設施空間使用管理 □ 防災規劃
□ 其他：

BIM 執行效益
預期效益
已達成
效益

■ 提高專案整體品質 □ 更好的成本控制與預測性 □ 縮短業主的審核時間 □ 減少施工過
程中的衝突 ■ 改善對設計目的了解 ■ 減少施工期間的變更 □ 減少疑義澄清的數量
(Reduced number of RFIs) □ 其他：
。
□ 提高專案整體品質 □ 更好的成本控制與預測性 □ 縮短業主的審核時間 □ 減少施工過
程中的衝突 □ 改善對設計目的了解 □ 減少施工期間的變更 □ 減少疑義澄清的數量
(Reduced number of RFIs) □ 其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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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工程運用 BIM 案例」 版 本 日 期 ： 2016/10/24
案例基本資料
工程名稱

C05-BIM 技術導入河海堤工程設計可行性研究

執行機關

經濟部水利署

工程類別

防洪排水工程

PCM 單位

-

契約金額

-

設計單位

-

契約金額

-

施工單位

-

契約金額

-

BIM 建模單位
應用階段

BIM 運用概要

□ 可行性評估 □ 規劃 ■ 初
步設 計 ■ 細部 設計 ■ 施工
□ 營運/維護管理
探討 BIM 與數值地形測量資料整合之
可行性；探討 BIM 支援河海堤工程設
計工作之可行性；探討 BIM 支援產出
河海堤工程設計圖之可行性；探討 BIM
支援產出河海堤工程預算書之可行性

BIM 技術導入
□ 是 □ 否
是否單獨招標
應用 BIM 招、決標與履約機制 (經由訪談產生)
招標方式
公開招標
BIM 實際費用 BIM 規範
BIM 交付標的 BIM 履約期限 BIM 付款機制 -

執行架構

-

BIM 預算推估方
式

依應用項目市場訪價獲得

決標方式
計價方式
BIM 智慧財產權

最有利標
總包價法
歸甲方所有

BIM 驗收機制

召開審查會議

BIM 運用範疇及執行模式 (經由訪談產生)
(1) 工程設計：
■ 建築規劃方案展示/評審 □ 工址現況分析 ■ 數量/成本估算 ■ 3D 設計建模 □
綠建築指標評估 □ 建管法規驗證 □ 其他：
(2) 空間衝突及碰撞檢查：
■ 建築配置 □ 結構配置 □ 機電管線 □ 室內裝修 □ 前述項次一起進行 □ 其
他：
BIM 應用範圍
(3) 工程管理：
■ 工地空間使用規劃 ■ 施工工項規劃 ■ 施工圖繪製與產出 ■ 3D 協調 ■ 4D 施
工模擬 □ 其他：
(4) 營運維護：
□ 設施履歷模型 □ 設施維護規劃 □ 設施資產管理 □ 設施空間使用管理 □ 防災
規劃 □ 其他：
BIM 執行效益 (經由訪談產生)
■ 提高專案整體品質 ■ 更好的成本控制與預測性 □ 縮短業主的審核時間 ■ 減少
預期效益
施工過程中的衝突 ■ 改善對設計目的了解 □ 減少施工期間的變更 □ 減少疑義澄清
的數量(Reduced number of RFIs) □ 其他：
。
□ 提高專案整體品質 □ 更好的成本控制與預測性 □ 縮短業主的審核時間 □ 減少
已達成
施工過程中的衝突 □ 改善對設計目的了解 □ 減少施工期間的變更 □ 減少疑義澄清
效益
的數量(Reduced number of RFIs) □ 其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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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工程運用 BIM 案例」 版 本 日 期 ： 2016/10/24
案例基本資料
工程名稱

C06-臺 7 甲線 3K+505 家源橋改建工程

執行機關

交通部公路總局

工程類別

道路工程

PCM 單位

-

契約金額

-

設計單位

建業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契約金額

9,033,339 元

施工單位

-

契約金額

-

BIM 建模單位

應用階段

BIM 運用概要

建業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 可行性評估 ■ 規劃 ■ 初
步設計 ■ 細部設 計 □ 施工
□ 營運/維護管理

交通部公路總局

執行架構

施工單位：
(未發包)

BIM建模單位：
建業工程顧問有限
公司(委外)

碰撞檢查、數量計算

BIM 技術導入
□ 是 ■ 否
是否單獨招標
應用 BIM 招、決標與履約機制
招標方式
限制性招標
BIM 實際費用 1,840,000 元
BIM 規範
有訂定規範
BIM 交付標的 有交付標的
BIM 履約期限 與主契約相同
BIM 付款機制 有付款機制

設計單位：
建業工程顧問有限
公司

BIM 預算推估方
式

單獨列項

決標方式
計價方式
BIM 智慧財產權

最有利標
總包價法
歸甲方所有

BIM 驗收機制

召開審查會議

BIM 運用範疇及執行模式
(1) 工程設計：
■ 建築規劃方案展示/評審 ■ 工址現況分析 ■ 數量/成本估算 ■ 3D 設計建模 □ 綠建
築指標評估 □ 建管法規驗證 □ 其他：
(2) 空間衝突及碰撞檢查：
□ 建築配置 □ 結構配置 □ 機電管線 □ 室內裝修 □ 前述項次一起進行 □ 其他：
BIM 應用
(3) 工程管理：
範圍
□ 工地空間使用規劃 □ 施工工項規劃 □ 施工圖繪製與產出 □ 3D 協調 ■ 4D 施工模擬
□ 其他：
(4) 營運維護：
□ 設施履歷模型 □ 設施維護規劃 □ 設施資產管理 □ 設施空間使用管理 □ 防災規劃
□ 其他：
BIM 執行效益
■ 提高專案整體品質 ■ 更好的成本控制與預測性 □ 縮短業主的審核時間 ■ 減少施工過
預期效益 程中的衝突 ■ 改善對設計目的了解 ■ 減少施工期間的變更 □ 減少疑義澄清的數量
(Reduced number of RFIs) □ 其他：
。
■ 提高專案整體品質 □ 更好的成本控制與預測性 □ 縮短業主的審核時間 □ 減少施工過
已達成
程中的衝突 ■ 改善對設計目的了解 □ 減少施工期間的變更 □ 減少疑義澄清的數量
效益
(Reduced number of RFIs) □ 其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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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工程運用 BIM 案例」 版 本 日 期 ： 2016/10/24
案例基本資料
工程名稱

C07-淡江大橋及其連絡道路新建工程第二標

執行機關

交通部公路總局

工程類別

公路(橋梁)工程

PCM 單位

-

契約金額

-

設計單位

台灣世曦股份有限公司

契約金額

17,911,950 元

施工單位

遠揚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契約金額

3,086,000,000 元

BIM 建模單位
應用階段

BIM 運用概要

華光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 可行性評估 □ 規劃 ■ 初
步設 計 ■ 細部 設計 ■ 施工
□ 營運/維護管理

交通部公路總局

執行架構

設計單位：
台灣世曦股份有限
公司

BIM 工程資訊模型建置、整合與施
工階段更新

BIM 技術導入
□ 是 ■ 否
是否單獨招標
應用 BIM 招、決標與履約機制
招標方式
限制性招標
BIM 實際費用 17,910,000 元
BIM 規範
有訂定規範
BIM 交付標的 有交付標的
BIM 履約期限 與主契約相同
BIM 付款機制 併設計階段付款

施工單位：
遠揚營造股份有限
公司
BIM建模單位：
華光工程顧問股份
有限公司

BIM 預算推估方
式

依人/時、工程規模進行估算

決標方式
計價方式
BIM 智慧財產權

最有利標
總包價法
歸甲方所有

BIM 驗收機制

召開審查會議

BIM 運用範疇及執行模式
(1) 工程設計：
□ 建築規劃方案展示/評審 ■ 工址現況分析 □ 數量/成本估算 ■ 3D 設計建模 □ 綠建
築指標評估 □ 建管法規驗證 □ 其他：
(2) 空間衝突及碰撞檢查：
□ 建築配置 ■ 結構配置 □ 機電管線 □ 室內裝修 □ 前述項次一起進行 ■ 其他：管
BIM 應用 線
範圍
(3) 工程管理：
□ 工地空間使用規劃 ■ 施工工項規劃 □ 施工圖繪製與產出 ■ 3D 協調 □ 4D 施工模
擬 □ 其他：
(4) 營運維護：
□ 設施履歷模型 □ 設施維護規劃 □ 設施資產管理 □ 設施空間使用管理 □ 防災規劃
□ 其他：
BIM 執行效益
預期效益
已達成
效益

■ 提高專案整體品質 □ 更好的成本控制與預測性 ■ 縮短業主的審核時間 ■ 減少施工過
程中的衝突 ■ 改善對設計目的了解 ■ 減少施工期間的變更 □ 減少疑義澄清的數量
(Reduced number of RFIs) □ 其他：
。
□ 提高專案整體品質 □ 更好的成本控制與預測性 □ 縮短業主的審核時間 ■ 減少施工過
程中的衝突 ■ 改善對設計目的了解 □ 減少施工期間的變更 □ 減少疑義澄清的數量
(Reduced number of RFIs) □ 其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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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工程運用 BIM 案例」 版 本 日 期 ： 2016/10/24
案例基本資料
工程名稱

C08-臺灣桃園國際機場塔臺暨整體園區新建工程

執行機關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

工程類別

航空工程

PCM 單位

-

契約金額

-

設計單位

中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契約金額

85,000,000 元

施工單位

嘉成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契約金額

421,848,000 元

BIM 建模單位
應用階段

中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 可行性評估 □ 規劃 ■ 初
步設 計 ■ 細部 設計 ■ 施工
■ 營運/維護管理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

設計單位：
中興工程股份有限
公司

執行架構
BIM 運用概要

碰撞檢查、數量計算、施工模擬、
維護管理

BIM 技術導入
□ 是 ■ 否
是否單獨招標
應用 BIM 招、決標與履約機制
招標方式
公開招標
BIM 實際費用 6,000,000 元
BIM 規範
無
BIM 交付標的 無
BIM 履約期限 無
BIM 付款機制 無

施工單位：
嘉成營造工程股份
有限公司

BIM建模單位：
中興工程股份有限
公司

BIM 預算推估方
式

參考 PCM 的評估與訪價，包括百分
比、人月等

決標方式
計價方式
BIM 智慧財產權

最有利標
總包價法
歸甲方所有

BIM 驗收機制

無

BIM 運用範疇及執行模式
(1) 工程設計：
□ 建築規劃方案展示/評審 □ 工址現況分析 □ 數量/成本估算 □ 3D 設計建模 □ 綠建
築指標評估 □ 建管法規驗證 □ 其他：
(2) 空間衝突及碰撞檢查：
□ 建築配置 □ 結構配置 □ 機電管線 □ 室內裝修 □ 前述項次一起進行 □ 其他：
BIM 應用
(3) 工程管理：
範圍
□ 工地空間使用規劃 □ 施工工項規劃 □ 施工圖繪製與產出 □ 3D 協調 □ 4D 施工模
擬 □ 其他：
(4) 營運維護：
□ 設施履歷模型 □ 設施維護規劃 □ 設施資產管理 □ 設施空間使用管理 □ 防災規劃
□ 其他：
BIM 執行效益
■ 提高專案整體品質 ■ 更好的成本控制與預測性 □ 縮短業主的審核時間 ■ 減少施工過
預期效益 程中的衝突 ■ 改善對設計目的了解 ■ 減少施工期間的變更 ■ 減少疑義澄清的數量
(Reduced number of RFIs) □ 其他：
。
■ 提高專案整體品質 ■ 更好的成本控制與預測性 □ 縮短業主的審核時間 □ 減少施工過
已達成
程中的衝突 ■ 改善對設計目的了解 □ 減少施工期間的變更 □ 減少疑義澄清的數量
效益
(Reduced number of RFIs) □ 其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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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工程運用 BIM 案例」 版 本 日 期 ： 2016/10/24
案例基本資料
工程名稱

C09-桃園國際機場股份有限公司 161KV 變電站工程

執行機關

桃園國際機場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類別

航空工程

PCM 單位

-

契約金額

-

設計單位

中興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契約金額

-

施工單位

西門子股份有限公司

契約金額

-

BIM 建模單位

應用階段

BIM 運用概要

邁爾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 可行性評估 □ 規劃 □ 初
步設 計 □ 細部 設計 □ 施工
■ 營運/維護管理

桃園國際機場股份有限公司

執行架構

設計單位：
中興工程股份有限
公司

BIM建模單位：
邁爾工程顧問股份
有限公司

維護管理

BIM 技術導入
□ 是 ■ 否
是否單獨招標
應用 BIM 招、決標與履約機制
招標方式
公開招標
BIM 實際費用 2,090,000 元
BIM 規範
需求說明書
BIM 交付標的 需求說明書
BIM 履約期限 與主契約相同
BIM 付款機制 需求說明書

施工單位：
西門子股份有限公
司

BIM 預算推估方
式

有獨立項次編列

決標方式
計價方式
BIM 智慧財產權

異質最低標
總包價法
歸甲方所有

BIM 驗收機制

BIM 運用範疇及執行模式
(1) 工程設計：
□ 建築規劃方案展示/評審 □ 工址現況分析 □ 數量/成本估算 □ 3D 設計建模 □ 綠建
築指標評估 □ 建管法規驗證 □ 其他：
(2) 空間衝突及碰撞檢查：
□ 建築配置 □ 結構配置 □ 機電管線 □ 室內裝修 □ 前述項次一起進行 □ 其他：
BIM 應用
(3) 工程管理：
範圍
□ 工地空間使用規劃 □ 施工工項規劃 □ 施工圖繪製與產出 □ 3D 協調 □ 4D 施工模
擬 □ 其他：
(4) 營運維護：
■ 設施履歷模型 ■ 設施維護規劃 ■ 設施資產管理 □ 設施空間使用管理 □ 防災規劃
□ 其他：
BIM 執行效益
■ 提高專案整體品質 ■ 更好的成本控制與預測性 □ 縮短業主的審核時間 □ 減少施工過
預期效益 程中的衝突 □ 改善對設計目的了解 □ 減少施工期間的變更 □ 減少疑義澄清的數量
(Reduced number of RFIs) □ 其他：
。
■ 提高專案整體品質 ■ 更好的成本控制與預測性 □ 縮短業主的審核時間 □ 減少施工過
已達成
程中的衝突 □ 改善對設計目的了解 □ 減少施工期間的變更 □ 減少疑義澄清的數量
效益
(Reduced number of RFIs) □ 其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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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工程運用 BIM 案例」 版 本 日 期 ： 2016/10/24
案例基本資料
工程名稱
執行機關

C010-高雄港洲際貨櫃中心第二期工程計畫-S4~S5 碼頭護岸及新生地填築工程
台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高雄港務分
工程類別
港灣工程
公司

PCM 單位

-

契約金額

-

設計單位

宇泰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契約金額

105,510,000 元

施工單位

宏華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契約金額

3,987,000,000 元

BIM 建模單位
應用階段

BIM 運用概要

宏華營造委外製作
□ 可行性評估 □ 規劃 □ 初
步設 計 □ 細部 設計 ■ 施工
■ 營運/維護管理
於施工階段導入 BIM 技術，藉由
3D 視覺化分析，檢核設計成果之周
延性。

台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

執行架構

設計單位：
宇泰工程顧問有限
公司

施工單位：
宏華營造股份有限
公司
BIM建模單位：
宏華營造股份有限
公司(委外)

BIM 技術導入
BIM 預算推估方 依據模型發展階段 LoD200 之市場
□ 是 ■ 否
是否單獨招標
式
行情
應用 BIM 招、決標與履約機制
招標方式
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
最低標
BIM 實際費用 380,263 元 (0.01%)
計價方式
總包價法
BIM 規範
依特別條款第 18.4 節相關規定
BIM 智慧財產權 歸甲方所有
承包商需於施工過程隨時檢查驗證及修正並於竣工時完成 BIM 套繪之 3D 竣工模型，及提供
BIM 交付標的
業主可編輯該模型之正版軟體乙套
BIM 履約期限 承包商根據設計圖於開工後 3 個月內完成 BIM 套繪之 3D 設計模型送設計監造單位審查認可
無 BIM 特別付款條款，依工程進度
BIM 付款機制
BIM 驗收機制 召開審查會議
付款
BIM 運用範疇及執行模式

BIM 應用
範圍

(1) 工程設計：
□ 建築規劃方案展示/評審 □ 工址現況分析 □ 數量/成本估算 ■ 3D 設計建模 □ 綠建
築指標評估 □ 建管法規驗證 □ 其他：
(2) 空間衝突及碰撞檢查：
□ 建築配置 ■ 結構配置 □ 機電管線 □ 室內裝修 □ 前述項次一起進行 □ 其他：
(3) 工程管理：
□ 工地空間使用規劃 ■ 施工工項規劃 □ 施工圖繪製與產出 ■ 3D 協調 □ 4D 施工模
擬 □ 其他：
(4) 營運維護：
□ 設施履歷模型 ■ 設施維護規劃 □ 設施資產管理 □ 設施空間使用管理 □ 防災規劃
□ 其他：

BIM 執行效益
預期效益
已達成
效益

□ 提高專案整體品質 □ 更好的成本控制與預測性 □ 縮短業主的審核時間 ■ 減少施工過
程中的衝突 ■ 改善對設計目的了解 □ 減少施工期間的變更 □ 減少疑義澄清的數量
(Reduced number of RFIs) ■ 其他：檢核設計圖之周延性。
□ 提高專案整體品質 □ 更好的成本控制與預測性 □ 縮短業主的審核時間 □ 減少施工過
程中的衝突 □ 改善對設計目的了解 □ 減少施工期間的變更 □ 減少疑義澄清的數量
(Reduced number of RFIs) ■ 其他：尚未進入碼頭主體結構工程，故效益尚未彰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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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基本資料
工程名稱

C011-新北市立美術館新建工程案

執行機關

新北市政府

工程類別

建築工程

PCM 單位

誠蓄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契約金額

39,000,000 元

設計單位

大元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契約金額

110,000,000 元

施工單位

(未發包)

契約金額

1,440,000,000 元

BIM 建模單位

衛武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政府

應用階段

BIM 運用概要

□ 可行性評估 □ 規劃 ■
初步設計 ■ 細部設計 □ 施
工 □ 營運/維護管理

執行架構

PCM：
誠蓄工程顧問股
份有限公司

本新建工程案為傳統工程發包模
式，企圖運用 BIM 技術導入於建
築全生命週期階段

BIM 技術導入
□ 是 ■ 否
是否單獨招標
應用 BIM 招、決標與履約機制
招標方式
公開招標
BIM 實際費用 無
BIM 規範
由新工處擬定
BIM 交付標的 由新工處擬定
BIM 履約期限 與主契約相同
BIM 付款機制 由新工處擬定

設計單位：
大元聯合建築
師事務所

施工單位：
(未發包)

BIM建模單位：
衛武資訊股份有限
公司

BIM 預算推估方
式

由設計單位自行議價

決標方式
計價方式
BIM 智慧財產權

最有利標
總包價法
歸甲方所有

BIM 驗收機制

由新工處擬定

BIM 運用範疇及執行模式

BIM 應用
範圍

(1) 工程設計：
■ 建築規劃方案展示/評審 ■ 工址現況分析 ■ 數量/成本估算 ■ 3D 設計建模 ■ 綠建
築指標評估 ■ 建管法規驗證 □ 其他：
(2) 空間衝突及碰撞檢查：
□ 建築配置 □ 結構配置 □ 機電管線 □ 室內裝修 □ 前述項次一起進行 □ 其他：
(3) 工程管理：
□ 工地空間使用規劃 □ 施工工項規劃 ■ 施工圖繪製與產出 □ 3D 協調 □ 4D 施工模擬
□ 其他：
(4) 營運維護：
□ 設施履歷模型 ■ 設施維護規劃 □ 設施資產管理 □ 設施空間使用管理 □ 防災規劃
□ 其他：

BIM 執行效益
■ 提高專案整體品質 ■ 更好的成本控制與預測性 ■ 縮短業主的審核時間 ■ 減少施工過
預期效益 程中的衝突 ■ 改善對設計目的了解 ■ 減少施工期間的變更 ■ 減少疑義澄清的數量
(Reduced number of RFIs) □ 其他：
。
□ 提高專案整體品質 □ 更好的成本控制與預測性 □ 縮短業主的審核時間 ■ 減少施工過
已達成
程中的衝突 ■ 改善對設計目的了解 □ 減少施工期間的變更 □ 減少疑義澄清的數量
效益
(Reduced number of RFIs) □ 其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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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工程運用 BIM 案例」 版 本 日 期 ： 2016/10/24
案例基本資料
工程名稱

C012-新北市立聯合醫院三重院區急重症大樓新建統包工程

執行機關

新北市政府

工程類別

醫院工程

PCM 單位

亞新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契約金額

27,978,698 元

設計單位

境向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契約金額

統包設計費 30,000,000 元

施工單位

三星營造股份有限公司(境向聯合
建築師事務所、興泰水電、金鴻空
調)共同承攬

契約金額

統包工程費 1,073,500,000 元

BIM 建模單位
應用階段

BIM 運用概要

三星營造、興泰水電、金鴻空調
□ 可行性評估 ■ 規劃 ■ 初
步設 計 ■ 細部 設計 ■ 施工
□ 營運/維護管理
本案運用 1：1 實體模型
「MOCKUP」
搭配 BIM 模型實際檢討醫療專業
設施與動線關係協助現場決策最佳
設計方案。

BIM 技術導入
□ 是 ■ 否
是否單獨招標
應用 BIM 招、決標與履約機制
招標方式
公開招標
BIM 實際費用 6,500,000 元
BIM 規範
由新工處擬定
BIM 交付標的 由新工處擬定
BIM 履約期限 與主契約相同
BIM 付款機制 由新工處擬定

新北市政府

執行架構

PCM：
設計單位：
施工單位：
亞新工程顧問股份有 境向聯合建築 三星營造股份有限公司(境向聯合
限公司
師事務所
建築師事務所、興泰水電有限公
司、金鴻空調股份有限公司)共同
投標承攬
BIM建模單位：
三星營造、興泰水電、金鴻空調

BIM 預算推估方
式

依應用項目市場訪價獲得

決標方式
計價方式
BIM 智慧財產權

最有利標
總包價法
歸甲方所有

BIM 驗收機制

由新工處擬定

BIM 運用範疇及執行模式

BIM 應用
範圍

(1) 工程設計：
■ 建築規劃方案展示/評審 □ 工址現況分析 ■ 數量/成本估算 ■ 3D 設計建模 □ 綠建
築指標評估 □ 建管法規驗證 □ 其他：
(2) 空間衝突及碰撞檢查：
□ 建築配置 □ 結構配置 □ 機電管線 □ 室內裝修 ■ 前述項次一起進行 □ 其他：
(3) 工程管理：
□ 工地空間使用規劃 □ 施工工項規劃 □ 施工圖繪製與產出 ■ 3D 協調 □ 4D 施工模
擬 □ 其他：
(4) 營運維護：
□ 設施履歷模型 ■ 設施維護規劃 □ 設施資產管理 □ 設施空間使用管理 □ 防災規劃
□ 其他：

BIM 執行效益
預期效益
已達成
效益

□ 提高專案整體品質 □ 更好的成本控制與預測性 □ 縮短業主的審核時間 ■ 減少施工過
程中的衝突 ■ 改善對設計目的了解 ■ 減少施工期間的變更 ■ 減少疑義澄清的數量
(Reduced number of RFIs) □ 其他：
。
□ 提高專案整體品質 □ 更好的成本控制與預測性 □ 縮短業主的審核時間 ■ 減少施工過
程中的衝突 ■ 改善對設計目的了解 ■ 減少施工期間的變更 ■ 減少疑義澄清的數量
(Reduced number of RFIs) □ 其他：
。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100

「機關辦理公共工程導入 BIM 技術作業參考手冊」

版本日期：2017/02/12

「公共工程運用 BIM 案例」 版 本 日 期 ： 2016/10/24
案例基本資料
工程名稱

C013-新北市新五泰國民運動中心興建統包工程

執行機關

新北市政府

工程類別

建築工程

PCM 單位

喻台生建築師事務所

契約金額

-

設計單位

萬邦建築師事務所

契約金額

-

施工單位

瑞助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契約金額

-

BIM 建模單位
應用階段

BIM 運用概要

萬邦建築師事務所
□ 可行性評估 □ 規劃 □
初步設計 ■ 細部設計 ■ 施
工 □ 營運/維護管理
本案 BIM 應用為第一件導入 BIM
電腦輔助查核之研究案例，並進
行相關太陽輻射與風場節能分析
與施工干涉分析。

BIM 技術導入
□ 是 ■ 否
是否單獨招標
應用 BIM 招、決標與履約機制
招標方式
公開招標
BIM 實際費用 1,000,000 元
BIM 規範
由新工處擬定
BIM 交付標的 由新工處擬定
BIM 履約期限 與主契約相同
BIM 付款機制 由新工處擬定

新北市政府

執行架構

PCM：
喻台生建築師事
務所

設計單位：
萬邦建築師事
務所

施工單位：
瑞助營造股份有
限公司

BIM建模單位：
萬邦建築師事務所

BIM 預算推估方
式

新工處擬定

決標方式
計價方式
BIM 智慧財產權

最有利標
總包價法
歸甲方所有

BIM 驗收機制

由新工處擬定

BIM 運用範疇及執行模式
(1) 工程設計：
■ 建築規劃方案展示/評審 □ 工址現況分析 □ 數量/成本估算 ■ 3D 設計建模 ■ 綠建
築指標評估 □ 建管法規驗證 □ 其他：
(2) 空間衝突及碰撞檢查：
□ 建築配置 □ 結構配置 □ 機電管線 □ 室內裝修 ■ 前述項次一起進行 □ 其他：
BIM 應用
(3) 工程管理：
範圍
□ 工地空間使用規劃 □ 施工工項規劃 ■ 施工圖繪製與產出 ■ 3D 協調 ■ 4D 施工模擬
□ 其他：
(4) 營運維護：
□ 設施履歷模型 □ 設施維護規劃 □ 設施資產管理 □ 設施空間使用管理 □ 防災規劃
□ 其他：
BIM 執行效益
預期效益
已達成
效益

□ 提高專案整體品質 ■ 更好的成本控制與預測性 □ 縮短業主的審核時間 ■ 減少施工過
程中的衝突 □ 改善對設計目的了解 □ 減少施工期間的變更 ■ 減少疑義澄清的數量
(Reduced number of RFIs) □ 其他：
。
□ 提高專案整體品質 □ 更好的成本控制與預測性 □ 縮短業主的審核時間 ■ 減少施工過
程中的衝突 □ 改善對設計目的了解 □ 減少施工期間的變更 ■ 減少疑義澄清的數量
(Reduced number of RFIs) □ 其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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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基本資料
工程名稱

C014-捷運三鶯線

執行機關

新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工程類別

捷運工程

PCM 單位

台灣世曦股份有限公司

契約金額

-

設計單位

亞新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契約金額

-

施工單位

亞新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契約金額

-

BIM 建模單位

應用階段

BIM 運用概要

亞新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設計
模)、義商安薩爾多交通號誌系統公
司/榮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株式會
社日立製作所共同承攬(施工模)
□ 可行性評估 □ 規劃 ■ 初
步設計 ■ 細部設計 ■ 施工
■ 營運/維護管理
利用 BIM 技術進行施工模擬，可
充分 掌握 捷運 施工 對周 邊環 境的
影響，可望降低沿線民眾的疑慮，
提早展現未來施工成果，也能於後
續營運階段應用。

BIM 技術導入
□ 是 ■ 否
是否單獨招標
應用 BIM 招、決標與履約機制
招標方式
公開招標、限制性招標
BIM 實際費用 直接併入成本建議書計算
BIM 規範
參考新加坡及英國擬定
BIM 交付標的 無相關規定
BIM 履約期限 與主契約相同
BIM 付款機制 隨工程進度付款

新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執行架構

PCM：
台灣世曦股份有
限公司

設計(含施工)單位：
亞新工程顧問股份有
限公司
BIM建模單位：
亞新工程顧問股份有
限公司

BIM 預算推估方
式

參考其他個案

決標方式
計價方式
BIM 智慧財產權

最有利標
總包價法
歸甲方所有

BIM 驗收機制

無相關規定

BIM 運用範疇及執行模式
(1) 工程設計：
■ 建築規劃方案展示/評審 ■ 工址現況分析 ■ 數量/成本估算 ■ 3D 設計建模 ■ 綠建
築指標評估 □ 建管法規驗證 □ 其他：
(2) 空間衝突及碰撞檢查：
■ 建築配置 ■ 結構配置 ■ 機電管線 ■ 室內裝修 ■ 前述項次一起進行 □ 其他：
BIM 應用
(3) 工程管理：
範圍
□ 工地空間使用規劃 ■ 施工工項規劃 ■ 施工圖繪製與產出 ■ 3D 協調 ■ 4D 施工模擬
□ 其他：
(4) 營運維護：
■ 設施履歷模型 ■ 設施維護規劃 ■ 設施資產管理 □ 設施空間使用管理 □ 防災規劃
□ 其他：
BIM 執行效益
■ 提高專案整體品質 ■ 更好的成本控制與預測性 ■ 縮短業主的審核時間 ■ 減少施工過
預期效益 程中的衝突 ■ 改善對設計目的了解 ■ 減少施工期間的變更 ■ 減少疑義澄清的數量
(Reduced number of RFIs) □ 其他：
。
■ 提高專案整體品質 □ 更好的成本控制與預測性 □ 縮短業主的審核時間 □ 減少施工過
已達成
程中的衝突 ■ 改善對設計目的了解 □ 減少施工期間的變更 □ 減少疑義澄清的數量
效益
(Reduced number of RFIs) □ 其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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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工程運用 BIM 案例」 版 本 日 期 ： 2016/10/24
案例基本資料
工程名稱

C015-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南區學員宿舍新建工程

執行機關

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

工程類別

建築工程

PCM 單位

-

契約金額

-

設計單位

-

契約金額

-

施工單位

-

契約金額

-

BIM 建模單位

應用階段

BIM 運用概要

宗陞數位有限公司
□ 可行性評估 □ 規劃 □ 初
步設 計 □ 細部 設計 □ 施工
■ 營運/維護管理
於營運維護階段導入 BIM 以做為
有效空間管理、博物館維護保養及
資產管理等。

BIM 技術導入
■ 是 □ 否
是否單獨招標
應用 BIM 招、決標與履約機制
招標方式
公開招標
BIM 實際費用 250,000 元
BIM 規範
有訂定執行方式及相關規範
BIM 交付標的 有訂定 BIM 模型交付項目
BIM 履約期限 90 日曆天
BIM 付款機制 共分三期付款

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

執行架構
BIM建模單位：
宗陞數位有限公司

BIM 預算推估方
式

訪價。CECI、IT 系統廠商

決標方式
計價方式
BIM 智慧財產權

最有利標
在甲方既有預算內，乙方承接本案
甲方

BIM 驗收機制

召開審查會議

BIM 運用範疇及執行模式

BIM 應用
範圍

(1) 工程設計：
□ 建築規劃方案展示/評審 □ 工址現況分析 □ 數量/成本估算 □ 3D 設計建模 □ 綠建
築指標評估 □ 建管法規驗證 □ 其他：
(2) 空間衝突及碰撞檢查：
□ 建築配置 □ 結構配置 □ 機電管線 □ 室內裝修 □ 前述項次一起進行 □ 其他：
(3) 工程管理：
□ 工地空間使用規劃 □ 施工工項規劃 □ 施工圖繪製與產出 □ 3D 協調 □ 4D 施工模
擬 □ 其他：
(4) 營運維護：
□ 設施履歷模型 ■ 設施維護規劃 ■ 設施資產管理 ■ 設施空間使用管理 □ 防災規劃
□ 其他：

BIM 執行效益
預期效益
已達成
效益

□ 提高專案整體品質 □ 更好的成本控制與預測性 □ 縮短業主的審核時間 □ 減少施工過
程中的衝突 □ 改善對設計目的了解 □ 減少施工期間的變更 □ 減少疑義澄清的數量
(Reduced number of RFIs) ■ 其他：空間管理/定期維護保養/管理資產/無人員管理。
□ 提高專案整體品質 □ 更好的成本控制與預測性 □ 縮短業主的審核時間 □ 減少施工過
程中的衝突 □ 改善對設計目的了解 □ 減少施工期間的變更 □ 減少疑義澄清的數量
(Reduced number of RFIs) ■ 其他：空間/資產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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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國內近期已應用 BIM 專案清單
本清單係自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政府電子採購網之決標公告(決標日期
自 2015.4.24 至 2016.6.30 止)中，擷取「招標文件是否包括使用 BIM 技術」或
「得標廠商是否提出運用 BIM 技術」兩欄位填註為「是」
，並經問卷確認回覆
機關有要求或廠商有提出之案件。各機關於應用 BIM 技術時，可以適度參酌
清單中案例的招標文件，以利更快速的草擬招標文件，但參考時務必逐一檢
討適用性，而非盲目參考。
 內政部營建署
 臺南都會區北外環道路第 3 期新建工程規劃設計及監造委託服
務作業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YunTech 產學研大樓新建工程
 內政部移民署臺中辦公廳舍新建工程
 行政院南部聯合服務中心興建辦公廳舍新建工程
 農科園區多功能生活服務區新建工程委託規劃設計監造技術服
務廠商公開評選案
 內政部消防署訓練中心宿舍、教室及餐廳等工程(統包工程)
 中央警察大學學員生宿舍大樓新建工程
 農業生物科技園區多功能倉儲區新建工程
 國立故宮博物院南部院區興建計畫-博物館建築及相關工程第 4
次修正施工預算新增項目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南投分局辦公大樓新建工程
 內政部空中勤務總隊高雄駐地直升機棚廠興建工程規劃設計監
造勞務採購案
 衛生福利部南區兒童之家院舍遷建工程
 交通部公路總局第四區養護工程處
 台 7 甲線 3k+505 家源橋改建工程委託設計、測量及地質探查服
務工作
 交通部公路總局西部濱海公路北區臨時工程處
 淡江大橋及其連絡道路新建工程(第 3 標)補充測量、地質探查、
設計、監造(含碳足跡盤查輔導及查證)等委託服務工作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
 桃園基地代拆代建工程(左營基地)委託規劃設計監造技術服務勞
務採購案
 桃園基地代拆代建工程(屏東基地)委託規劃設計監造技術服務勞
務採購案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臺北國際航空站
 松山機場跑道整修工程委託規劃設計監造技術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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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部高速鐵路工程局
 臺灣桃園國際機場聯外捷運系統 A14 車站(不含主結構)工程細部
設計及施工監造 DU03 標
 交通部臺灣區國道新建工程局
 臺灣桃園國際機場 WC 滑行道遷建及雙線化工程-機場地面燈光
(AGL)助導航燈光系統工程
 第 C009 標臺灣桃園國際機場 WC 滑行道遷建及雙線化工程
 交通部臺灣區國道高速公路局北區工程處
 國道 5 號隧道機電監控系統改善提升委託規劃設計暨技術顧問
服務工作
 交通部臺灣區國道高速公路局
 蘇澳服務區整體建築物與相關附屬設施規劃設計及後續擴充(監
造)
 國防部
 陸軍航特部兩棲偵察營外離島港勤設施新建工程委託專案管理
技術服務
 經濟部水利署中區水資源局
 烏溪鳥嘴潭人工湖工程計畫-引水設施工程設計及施工諮詢
 中央研究院
 環境變遷研究大樓新建工程-機電工程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
 郵政物流中心委託規劃設計監造技術服務案
 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
 后里第一淨水場新建工程委託設計技術服務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離岸風力發電第一期計畫技術服務工作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輸變電工程處北區施工處
 福和 D/S 暨多目標綜合大樓新建工程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台中發電廠
 煤場南區噴水抑塵等管路配管工程
 臺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雲嘉區處
 南靖場肉豬改建水濂畜舍工程
 臺北市政府
 臺北市公共住宅新建工程第 1 標(分 3 項)委託專案管理(含監造)
技術服務案
 臺北市萬華區莒光段公共住宅新建工程委託規劃設計暨監造技
術服務案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
 「中正區中正橋改建工程」委託規劃設計及監造技術服務
 北部流行音樂中心興建工程(南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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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北區工程處
 北投奇岩長青樂活大樓新建工程委託規劃設計(含鑽探及試驗)及
監造技術服務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安康社區 D 基地新建公營住宅統包工程第 2 次變更設計
 臺北市萬華區青年公共住宅新建工程
 新北市政府採購處
 三重區力行地下停車場新建統包工程
 新店區中央新村北側社會住宅委託專案管理及監造技術服務案
 新北市樹林藝文綜合行政大樓興建統包工程
 安坑輕軌運輸系統計畫土建統包工程
 新店區中央新村北側社會住宅新建統包工程
 三鶯線捷運系統計畫統包工程
 新北市立聯合醫院三重院區急重症大樓新建統包工程
 新北市身心障礙者綜合福利服務大樓新建工程變更設計
 桃園市政府工務局
 大園區橫山書法公園暨書法美術館及橫峰里集會所委託規劃設
計及監造技術服務
 桃園國際機場股份有限公司
 「臺灣桃園國際機場第三航站區」委託設計及監造技術服務
 桃園國際機場第二航廈擴建工程
 桃園市龜山區文華國民小學
 幼兒園專科教室暨活動中心新設工程委託規劃設計監造技術服
務
 桃園市楊梅區瑞塘國民小學
 桃園市楊梅區瑞塘國民小學「活動中心新建工程及週邊環境改造
工程」委託規劃設計監造服務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臺中市社會住宅豐原安康段新建工程
 智慧營運中心新建工程委託專案管理技術服務案
 臺中市東區大智國民小學
 104 年蘇迪勒颱風復建工程--大智堂修繕
 彰化縣秀水鄉公所
 秀水鄉金陵村村里集會所活動中心興建計畫
 臺南市政府文化局
 「臺南市立圖書館總館新建工程」委託規劃設計暨監造技術服務
 金門縣港務處
 「水頭港大型旅客服務中心新建工程」委託設計及監造技術服務
案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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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科學藝術展示園區及停車空間新建工程統包案
國立政治大學
 104 年度山上校區既有水土保持設施改善工程
國立清華大學
 國立清華大學清華實驗室新建工程第一次變更設計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科技藝術館新建工程委託規劃設計及監造技術服務
國立聯合大學
 八甲校區第六學生宿舍委託設計監造技術服務採購案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精勤樓新建工程
國立交通大學
 博愛校區前瞻跨領域生醫工程大樓新建統包工程地一次變更設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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