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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因應新潮流趨勢，現階段的婚宴會館，其結構外觀多設計成特殊及創新的幾

何圖形具有地區之指標性，然特殊造型建案其各項工程材料不易估算，因此本研

究就將從規劃設計 2D 平面圖說，利用 Revit 軟體繪成 3D 立體模型，包含從結構

中間不規則幾何圖形裸空及各層變化處及造型傾斜角度等，建模完成後與平面圖

說比對執行施工，進而比對 Revit 所估算之各工程材料之面積、體積、材料數量，

包含綠建築功能顯示、結構鋼筋配比號數等，分析用料之差異使達到控管實際施

工現場之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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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 in 

Special Modeling Engineering 

Abstract 

    In response to new trends, the structure and appearance of wedding halls at this 

stage are mostly designed with special and innovative geometric figures, which are 

indicative of the region. However, it is difficult to estimate the engineering materials 

for special modeling projects. Therefore, this study will focus on planning and design. 

2D floor plan, using Revit software to draw a 3D three-dimensional model, including 

the irregular geometric figure in the middle of the structure, the change of each layer, 

and the inclination angle of the model, etc. After the modeling is completed, it is 

compared with the floor plan. The estimated area, volume, and material quantity of 

each project material, including the green building function display, the number of 

structural steel bars, etc., have been used to analyze the difference in the materials used 

to control the cost of the actual construction 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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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特殊造型建案設計圖之施工方式程序，需先從規劃設計2D平面圖，繪畫成3D

製模空間領域使用，包含從中間判斷出不規則弧形狀向上節點完成階段面、向外

傾斜角度，與製模設計圖面是否相輔相成，此模型軟體與施工方式完成樣式符合

1:1尺寸，無誤差值產生。應用Revit軟體估算各工程材料之面積、體積、材料數量，

包含綠建築功能顯示、結構鋼筋配比號數等，從而達到預算與耗損率8-10%的控

管實際面施工現場。 

二、研究內容 

2.1  Revit軟體建模 

Revit是用於BIM的軟體，可以使用基於智慧模型的流程，實現規劃、設計、

建造、以及管理建築和基礎設施。在施工開始前，評估可施工性和設計意圖，更

可以了解各種施工程序、方法和材質，以及與工程及成本全部組合在一起的方式，

在施工階段使用 Revit 設計資料有助於了解施工整體性可降低施工性風險。 

一、功能性：各層平面繪製準確結構位置高層高度設定，3D立面形狀與模型造型

呈現。 

二、使用性：功能性質將牆面面積體積、樓版版面積及裝修表材等依設計呈現，

並能加入燈光及動線安全計畫。 

 

 

  
各層平面繪製準確 燈光計畫 

  

顯示 3D立面形狀與模

型造型呈現 

功能性質將設計資訊 

呈現 
動線安全計畫 

圖 1 本研究案例之 Revit 軟體建模 

2.2 施工案例之介紹及說明 

本案例為樓板面積共計4433.87m2約1341.25坪，規劃上區域性使用功能分別

一層樓為多功能體驗館，如視聽室、圖書室規劃使用，二層樓分別為溫泉湯屋，

有大眾式、個別泡湯間、按摩室空間設計，給予身體放鬆機能絕佳空間，三層樓

為結婚廣場，也稱之為教堂、屋頂景觀造景聖地，其個案資訊如圖1所示，施工預

算實程表如表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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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寬泉建築事務所 

圖1 本研究個案資訊 

表 1 施工預算時程表 

 

 

2.3 各工料差異的原因分析 

本案例之工程材料包括模板、鋼筋、混凝土及應架其估算用料及實際施工用

量如表3所示。 

   表3 各工料估算及實際用料表 

工程材料  Revit 預估數量 實際數量/金額 差異值 

模板 3106.25m2 3150.24m2 1.40% 

鋼筋 124.25(噸) 138.82T(噸) 10.49% 

混凝土 559.12M3 572.38M3 2.31% 

鷹架 1,200,000 元 2,195,300 元 45.34% 

 

1.模板: 

Revit預估數量為3106.25m2數據，為實際依照Revit3D軟體繪製成形狀態面

積加總為887.5m2，樓版面積以3.5-3.7倍數(經驗值)為數量值準確度相符合，實

際落差數量為施工時圖面變更、斜度調整會產生一定誤差值數量，立體模型建

立時，如能將設計圖尺寸、造型、角度、不包含開口、樓梯依照高度位置準確

定位，面積會是達相同數字，並無大差異性產生。而材料實際用量3150.24m2



第二十屆營建產業永續發展研討會 
 

為1200坪，目前物料木、五金隨著工期重複利用，現場耗損尺寸，藉由BIM軟

體建模將結構特殊造型盲點、交界面、整體形狀、正確尺寸、階段性施工等，

在實務方面除了變更設計，其餘無嚴重錯誤產生。 

2.鋼筋 

鋼筋部分應造型較為特殊，中間為懸空部分，所以加強部分導致用料較多

Revit預估數量有結構鋼筋配比功能號數使用性能分析，本鋼筋材料實際用量雖

為138.82噸，而靠著Revit預估數量正確總面積數量，得而換算每平方(M2)140kg

為124.25(t)887.50m2*重量換算，也將誤差值控制在極小範圍內，此工料由於特

殊造型需要具有實務的鋼筋檢料廠商，實施精確的檢料否則差異值將增大。 

3.混凝土材料 

由於後續施工階段變更圖面設計，導致混凝土用量較多BIM軟體在性質功

能顯示出面積、體積數量，如套繪特殊造型樓層從1:1規格製模型出來，那體積

是能達到實際相似數量比。 

4.鷹架: 

採用特殊工法因此除了圖面上的設施外，還需要額外增加安全防護措施

性，而其中立體圖產生了實際空間搭設鷹架空間介面，包含780cm樓版下安全

性提高排架搭設法。 

施工架使用時機也是佔據了模板在特殊造型是否成敗關鍵，模板未定點施

工時，須搭設正確位置給予延續下個廠商施工安全動線，鷹架工程需將高度安

全為顧慮、荷重風險、乘載力過重等，搭設出一套連接性BOX承受力(已請專業

廠商、結構技師計算過安全係數符合)搭設。 

鋼管鷹架在施作排架式從中將長度180cm從中加入一組主架，將搖晃度縮

小為90cm牢固，而這高度與架與架排對比跟正確空間搭設，讓乘載荷重能穩固

分散，藉由3D軟體能將內、外及危險較高區域改善，讓安全性提高、危險性遠

離。 

產生費用誤差值由來為特殊造型外弧不規則向外偏移、與階段性實務施工

界面時間性配合有延遲，才產生一定費用，但如Revit預估數量已成實際成形模

型也必須靠自身反覆性研討，帶入正確鷹架搭設空間。 

 

2.4 特殊造型樓層施工-引用軟體建模配合傳統模板施工 

  
設計圖 實際施工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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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與彩線完成差別 

圖3 軟體建模配合傳統模板施工 

本個案以傳統模板工進行施工，主因為木料能一次反覆性使用，抵合成本費

用。木角材雖然是此次施工主用建材，6呎長度在第一批開始使用時，翻覆至完成

也能達成無耗損狀態，如果後續沒其它能消耗材料區域，回收木料也有一定以立

方計算回收費用。 

目前能與模板組立工程達到龐大金額應為安全設備施工架，建築物一般都是

在結構外圍形成以施工外方動線搭設，而此卻是以施工架內外包住結構建築師施

工，而據所了解業主單位已在後續辦理文書上作業，讓欠缺金額數量依實際面追

回數量欠缺，而模板施工扶助鋼筋長6.5m為sd420w高拉也可電焊，經抽驗送回材

料檢測，目前質量也達標準並引用在其餘二次工程材料。 

資金控管預算:以標準層所獲得請領資金及所花費雜項、人力、五金，為先期

必須預備資金，扣除以上費用再延續下案工期接續，此屋頂層金額目前數值達正，

無負數產生。 

三、結論與建議 

3.1結論 

經由Revit建模估算可以協助特殊造成之工程的用料計算，以模板及混凝土

來預估Revit軟體在結構工項使用裡面積(M2)使用性準確能在1-3%誤差值，而體

積(M3)等於面積功能性質顯示，誤差值可供為參考，更何況模板雖得到材料準

確性，但形狀、規格、型態如沒有靠模型建立出來，常常產生實務面施工重大

錯誤及危險性產生。雖然鋼筋、鷹架都是由長久經驗預估值換算、規劃出數量，

但BIM軟體卻能將鋼筋需要實際面積數量顯示出來，造型弧度不規則斜度、長

度、高度看出哪些結構須加補強或增加主結構樑新增、鋼筋配比增強等。 

鷹架搭設最畏懼就是安全性0分，藉由此軟體施工方式、搭設的材料量體、

施工交界面都有個起始作法。 

應用BIM建模解決了特殊形狀、不知從何做起心態、錯誤的損失率、減少

不必要的失誤以及建立安全性等因素，更加快一般施工廠商之施工進度，涵概

計算統籌數量作業者，因此採用BIM建模套入施工具有一定效率，值得後續特

殊工程之採用。 

3.2建議 

由於造型特殊施工過程中考慮之面向較為廣泛建議後續詳細探討施工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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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之施工方式及材料之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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