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109 年度政府科技發展計畫
自行管制計畫評核報告及結果
計畫名稱

評核意見

總體績效評量

「建築資
訊整合應
用躍升計
畫(2/4)」

壹、計畫實際執行與原計畫目標符合程度
【委員 1】
本計畫經實際執行後，與原計畫目標之符
合程度極高。且部分實際執行之表現，超過設
定目標，例如原規劃 4 篇研究報告，實際達成

【委員 1】優：90 分
以上
【委員 2】優：90 分
以上
【委員 3】優：90 分

情形為 8 篇研究報告；原規劃委託 2 案國內 以上
大學專業團體合作辦理研究，實際達成情形為
委託 5 案國內大學專業團體合作辦理研究。
【委員 2】
本計畫實際執行成果極佳，皆符合或超出
原先設定之計畫目標。
【委員 3】
計畫之執行符合原計畫之目標及內容，且
多項指標之達成超過原計畫預期。無遭遇困
難。
貳、計畫經費運用之妥適度
【委員 1】
本計畫 109 年度預算數為 11,759(千元)，
決算數為 11,600(千元)，執行率 98.65%，且無
執行率偏低、保留數偏高等情形。經費運用差
異在於研究計畫及補助計畫之經常門實際支
用及其他經常支出略少所致。整體上，計畫經
費運用妥適。
【委員 2】
本計畫經費運用之妥適度良好，執行率近
乎 100%。
【委員 3】
經費執行達成率為 98.65％，屬優良。
參、計畫主要成就及成果(重大突破)之價值、
貢獻度及滿意度
【委員 1】
【量化績效指標達成情形】整體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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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量化績效指標的達成情形，表現優良。
【學術成就(科技基礎研究)】原規劃 4
篇論文，實際達成 4 篇；原規劃 2 個合作
團隊(計畫)養成，實際達成 5 個；原規劃 6
位培育及延攬人才，實際達成 6 位；原規劃
150 位學程或課程培訓人數，實際達成 152
位；原規劃 4 篇研究報告，實際達成 9 篇；
原規劃辦理 3 場學術活動，實際達成 5 場；
原規劃形成 1 件課程/教材/手冊/軟體，實際
達成 59 件。整體表現優異。
【技術創新(科技技術創新)】原規劃辦
理 5 場技術活動，實際達成 6 場；原規劃
辦理 2 技術服務案，實際達成 2 件。整體
表現優良。
【經濟效益(經濟產業促進)】
原規劃辦理 150 人次技術、作業準則等
教育訓練，實際達成 152 人次；原規劃促成
與學界或產業團體合作研究為 4 件，實際達
成 6 件。整體表現優良。
【社會影響(社會福祉提升、環境保護安
全)】原規劃提供 1 項共用服務或應用服務，
實際達成 1 項。整體表現良好。
【其他效益(科技政策管理、人才培育、
法規制度、國際合作、推動輔導等)】原規劃
參與制訂之政策或法規草案件數為 1 件，實
際達成 1 件。整體表現優良。
【委員 2】
【量化績效指標達成情形】本計畫之量
化績效指標達成情形優良。
【學術成就(科技基礎研究)】本年度完
成論文 4 篇、研究報告 7 篇、BIM 研討會
5 場、BIM 輔助建築維護管理作業指南，以
及 BIM 教學推廣出版品 2 冊，皆符合或超
出原先設定之目標。
【技術創新(科技技術創新)】在技術創
新部分，因新冠肺炎疫情之故，將預定之
BIM 推廣講習會 2 場，改為線上講習會 3
場；BIM 專案工程諮詢有 2 件，與原定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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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相同。
【經濟效益(經濟產業促進)】經濟效益
方面，辦理了合計 180 小時，共 152 人次之
BIM 教育訓練課程，並有專業團體合作辦理
研究 5 案，皆超過預期目標。
【社會影響(社會福祉提升、環境保護安
全)】社會影響方面，達成預期目標。
【其他效益(科技政策管理、人才培育、
法規制度、國際合作、推動輔導等)】其他效
益方面，達成預期目標。
【委員 3】
【量化績效指標達成情形】績效指標皆
有達成，很多項目還超過原預定值。
【學術成就(科技基礎研究)】各項科技
發展計畫成果豐富。
【技術創新(科技技術創新)】各項技術
發展計畫成果具體且具實用性。
【經濟效益(經濟產業促進)】推動 BIM
應用帶動產業經濟發展有成效，但難量化。
【社會影響(社會福祉提升、環境保護安
全)】推動 BIM 與 GIS、IoT、AI 等之整合，
提升空間利用價值，間接提升社會福祉。
【其他效益(科技政策管理、人才培育、
法規制度、國際合作、推動輔導等)】以 BIM
為核心之各項工作在其他面向也都有不錯
之效益達成。
肆、 跨部會協調或與相關計畫之配合程度
【委員 1】
執行本計畫研究時雖以獨立執行為原
則，但執行過程中，皆會邀請相關部會參與，
而研究成果亦皆會提供給相關政府單位應用
於其工程專案或其它相關業務。此部分與各部
會協調或與相關計畫之配合程度良好，並展現
成就成果對其他政府單位具有重要效益，整體
上，表現優異。
【委員 2】
本計畫主要由內政部建築研究所獨立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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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原則，但研究成果將提供相關政府單位參
考與應用。
【委員 3】
與相關部會間之協調及配合相當良好。
伍、 後續工作構想及重點之妥適度
【委員 1】
(一)於後續之中期目標(110 年)擬進行應用數
位雙生技術、開發 BIM 與 AI 整合應用；
結合 BIM、辨識技術與 AI 技術於建築物
預鑄工法應用；研擬國內建築工程推廣
應用預鑄技術及獎勵機制；研擬收存運
用 BIM 與 IOT 之建築數據中心開發策
略；研擬國內 BIM 技術之機電繪圖規
範；規劃 BIM 開源及自由軟體本土化評
估及發展路徑。
( 二 ) 於 後 期 目 標 (111 年 ) 擬 規 劃 應 用
BIM/AI/IoT/大數據於智慧建築系統、應
用 BIM 與 IoT 物聯網技術協助蒐集建築
生命週期績效數據之研究、BIM 導入既
有建築再利用以點雲技術研究暨實務演
練、研訂 BIM 模型檔案版本管理作業指
南、整合 BIM 元件庫與國內建材設備資
料庫、配合建築執照審查與政府工程採
購之作業規定研提元件分類表與資訊需
求、建置國內 BIM 通用元件庫與元件審
查機制、研訂企業層級之 BIM 能力分級
及認證制度、整合都市分區管制事項與
BIM 法規檢測作業、研修現行建築設計
相關管制事項配合作業資訊、研訂 GIS
與 BIM 模型間建管資訊交換規範、研訂
建築設計與 IoT 物聯網系統間協同設計
作業流程規範、以 BIM 全生命週期編碼
推動我國公共工程技術資料庫升級等研
究。
(三)本計畫有落實檢討改進，並納入後續工
作構想，後續工作構想及重點之妥適
度，皆屬優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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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 2】
到目前為止，本計畫執行成果優良，皆達
成或超越先前訂定之目標，而後續工作構想與
執行重點亦屬適切。本計畫執行完成後之研究
成果對於 BIM 在產、官、學界之推廣應有決
定性之指標及引導作用。
【委員 3】
計畫經檢討後已將檢討結果納入後續工
作構想中，並已擬好後續推廣計畫。
陸、 綜合意見
【委員 1】
【本計畫優點】本計畫為建立數位政府
及數位城市之基礎，本計畫嘗試椎動圈內營
建產業 4.0 升級，充分利用 BIM 技術與數據
分析，並擬結合 BIM 技術與 AI 人工智慧、
G I S 、物聯網及大數據等技術，打進數位
城市，最後希冀能應用 BIM 於社會住宅維護
管理、建築公共工程與建築管理行政，以提
升政府管理效能。本計畫整體目標與後續研
發成果對於國內建築營建產業之發展，極為
重要。
【建議事項】
(一)本計畫包括許多分項子計畫，所需進行
的目標極多，在有限的經費下，建議各
項子計畫可鎖定特定目標，使得所探討
的研究範圍能更深入並更具可行性。
(二)由於本計畫極為重要，建議政府未來可
持續且編列較充裕之研究經費，以利更
順暢達成本計畫各目標。
【委員 2】
【本計畫優點】本計畫之優點在於目標
訂定確切合宜，執行績效非常良好。尤其
BIM 之應用為全球趨勢，亦是未來營建業導
入大數據與 AI 的基石，故本研究計畫之執
行與後續相關議題之研究推廣，將影響台灣
營建業之未來發展與國際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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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事項】建議後續應有持續性的相
關研究，並落實 BIM 的推廣，以促進產業
升級，提升國際競爭力。
【委員 3】
【本計畫優點】計畫之執行符合原計畫
之目標及內容，且多項指標之達成超過原計
畫預期。經費執行達成率高且成果具體豐
碩。
【建議事項】BIM 應用只是建築產業數
位轉型的起點，以 BIM 為基礎的加值應用
相關研究工作應持續加強推動。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