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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 BIM 元件庫展示平台 

BIM 元件庫展示平台為一整合型 BIM 模型建材資料庫的網站，參考建研所

104 年度國內 BIM 元件通用格式與建置規範研究報告，基於現今建築師事務所元

件使用現況，分類成以設計導向之設計型元件、規格化之產品型元件以及構造元件，

如結構、基礎等建築必要性元件。 

 平台特色 

 平台主要提供 BIM 元件的上傳與下載。 

 適用台灣本土化元件。 

 元件庫元件類別分為建築元件、結構元件、機電元件、景觀/公共設施元

件、傢俱/設施與設備元件等。 

 透過分類示意圖片及分類文字(建築部位別)進行元件的選取與資料的搜

尋。 

 提供使用者各式操作指引及國內外標準規範。 

 

 

圖 1 元件使用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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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業環境介紹 

下圖為 BIM 元件庫展示平台主要介面介紹: 

1. 我的帳戶/登出：使用者可點選登入/註冊進入個人帳戶中。 

2. 搜尋引擎：快速在平台中搜尋出想下載的元件。 

3. 索引功能條：網站所有功能快速選單。 

4. 快速選單：協助使用者快速篩選出某廠牌某元件類別。 

5. 元件分類圖示：分類圖示，使用者一進入網頁便一目了然可立即搜尋所需元

件，或瀏覽該族群之元件。 

6. 最新消息：顯示 BIM 目前最新資訊、活動及研討會等。 

7. 熱門下載：此欄位顯示元件庫平台所有元件依下載次數多寡依序排列。 

8. 最新上架：所有廠商及平台管理員最新上傳的元件皆顯示於此。 

 

 

圖 2 網站操作介面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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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新會員與登入 

本網站目前分一般會員(元件使用者)及廠商會員(元件提供、元件使用者)兩

種會員類型；以下將說明會員的權利與義務。 

 會員屬性(個人)  

1. 請會員至 BIM 元件庫展示平台首頁，點選右上角進行會員註冊。(如圖 3

所示) 

2. 輸入會員註冊必填資料，有＊欄位不得空白。(如圖 4 所示) 

注意：每一 E-mail 僅能註冊一次。 

 

 

 

圖 3 BIM 元件庫展示平台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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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會員註冊資料填寫表 

 

3. 閱讀隱私暨會員條款後，將願意收到 TABC 提供的最新資訊及我已詳閱、

了解並接受 TABC 網站隱私暨會員條款打勾。(如圖 5 所示) 

4. 網站中所有該輸入驗證碼的部分，請會員輸入驗證碼時，英文字母大小寫

須完全符合，才可驗證通過。(如圖 6 所示) 

5. 完成後請點選「註冊」。 

6. 註冊完畢後直接於首頁右上角點選「登入」，進入會員登入畫面。輸入帳

號、密碼及驗證碼，完成後點選「登入」鈕進入平台。(如圖 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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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隱私暨會員條款內容 

 

圖 6 驗證碼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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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會員登入頁面 

 

目前平台提供註冊成為一般會員服務，如進行最新消息、使用者操作指

引、相關規範、友站連結、BIM 字典之瀏覽功能外，另還有元件庫平台各元件

的搜尋及下載，特別注意的是一般會員本平台無提供元件上傳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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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員屬性(企業或公司行號) 

1. 請建材/設備廠商點開 BIM 元件庫展示平台首頁，並點選右上角進行會員

註冊。 

2. 會員註冊屬性請確定點選企業或公司行號。(如圖 8 所示) 

 

圖 8 BIM 元件庫展示平台首頁 

 

圖 9 會員註冊屬性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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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輸入會員註冊必填資料，有＊欄位不得空白。 

注意：每一 E-mail 僅能註冊一次。 

4. 會員資料請確實輸入，並注意其正確性。(如圖 9 所示) 

5. 企業或公司行號須上傳代表公司圖像 logo。 

6. 閱讀隱私暨會員條款後，將願意收到 TABC 提供的最新資訊及我已詳閱、

了解並接受 TABC 網站隱私暨會員條款打勾。(如圖 10 所示) 

7. 網站中所有該輸入驗證碼的部分，請會員輸入驗證碼時，英文字母大小寫

須完全符合，才可驗證通過。 

8. 資料填寫完成後，請點選「註冊」。 

9. 註冊完畢後直接於首頁右上角點選「登入」，進入會員登入畫面。輸入帳

號、密碼及驗證碼，完成後點選「登入」鈕進入平台。 

 

圖 10 會員註冊資料填寫表 

 

圖 11 企業或公司行號上傳公司 lo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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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隱私暨會員條款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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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操作說明 

 元件上傳操作步驟 

目前 BIM 元件庫展示平台僅開放企業或公司行號可上傳元件，一般會員及

未註冊會員皆無此權限。 

首先本章節進行說明元件上傳的操作步驟，各欄位該填入哪些內容，請參

考本手冊元件資料表各欄位說明章節。 

 

1. 進入使用者的帳戶管理頁面後，點選右手邊「上傳元件」。 

 

圖 13 上傳元件 

 

2. 進入上傳 BIM 元件頁面，輸入元件資料內容，有＊欄位不得空白。(如圖

14 所示) 

3. 資料輸入完畢後，點選下方「送出審查」鈕。 

4. 送出審查成功後，即於上方顯示「正確!上傳 BIM 元件成功，請等待審

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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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將必填項目逐一填寫完畢後確認資料無誤後送交審查 

 

圖 15 上傳成功等待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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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如要確認元件的審查進度，請點選「使用者元件」查詢使用者已上傳之元

件清單。(如圖 16 所示) 

6. 廠商上傳元件列表(如圖 17 所示) 

A.如上傳後發現有錯誤，可點選「修正」進入頁面修改相關資料。(參考步

驟 7) 

B.如上傳後想了解目前審核情形，可點選「詳情」進入頁面查詢相關資

料。(參考步驟 8) 

7. 進入此修改頁面後，於錯誤欄位進行修改內容，完成後點選下方「送出審

查」，上方會顯示「正確!修正 BIM 元件成功，請等待審核」，即完成修

改。(如圖 18 所示) 

8. 如上傳後想了解目前審核情形，可點選「詳情」進入頁面查詢相關資料。

(如圖 19 所示) 

 

 

圖 16 可回到使用者元件進行檢索上傳元件之審核狀態 

 

 

圖 17 廠商上傳元件列表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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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 修正 BIM 元件成功等待審核 

 

 

圖 19 元件屬性資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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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審核通過後，即無法再修改元件內容，包含檔案更新的功能。可點選「首

頁」，回至 BIM 元件庫展示平台的主畫面。(如圖 20 所示) 

10. 審核通過後，於 BIM 元件庫展示平台首頁的最新上架區可看到使用者已上

傳成功的元件。(如圖 21 所示) 

 

 

圖 20 完成審核 

 

 
圖 21 BIM 元件庫展示平台首頁顯示最新上傳的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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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件下載操作步驟 

目前 BIM 元件庫展示平台提供所有會員進行下載各式元件，請使用者務必

註冊本平台會員，擁有平台會員資格方可使用此服務，如欲了解會員註冊步驟

與權限，請閱讀本手冊註冊新會員與登入單元。 

 

1. 選擇好欲下載的元件後，點選右側「詳情」鈕，進入元件資料表中有顯示

該元件的主要資訊。(如圖 22.23 所示) 

 

圖 22 元件清單 

 

圖 23 元件資料表 

2. 元件資訊分為五個小部分介紹 

A:元件示意圖顯示，簡單明瞭告知使用者目前點選元件之名稱及編碼 

B:產品資訊欄，可顯示該元件的主要資訊，例如名稱、品牌、尺寸等 

C:元件廠商資訊欄，顯示廠商相關資訊，如廠商名稱、公司 logo、mail、

官網等 

D:廠商上傳其他元件 

E:與此元件相關的元件，方便使用者快速瀏覽其他類似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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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點選「下載」後，即出現檔案下載提示窗，各個元件檔案依情況而定會有

不同的元件檔案格式供使用者下載，如 Revit、AutoCAD、ArchiCAD、

IFC、PDF 等。 

 

圖 24 下載點選步驟 

4. 注意若點選「下載」後，於網頁右上角跳出「已封鎖彈出式視窗」，請點選

開啟管理封鎖彈出式視窗設定，將原設定「繼續封鎖彈出式視窗」改

為「一律顯示 http://bim.tabc.org.tw 的彈出式視窗」後，再次點選下載元件

即可下載。 

 

 

圖 25 設定與管理彈出式視窗 

 

http://bim.tabc.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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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平台下載元件有許多種方式可使用，分別為搜尋引擎、快速選單、元件

分類圖示點選、熱門下載及最新上傳等方式，下方進行逐一介紹。 

一、 搜尋引擎 

1. 使用者登入平台後，點選網頁右上角「搜尋引擎」中輸入想搜尋的元件名

稱，可快速篩選出使用者欲查詢的元件。 

 

 

 

圖 26 搜尋引擎查詢 

 

2. 網站會將與關鍵字「門」相關的元件篩選出來，提供使用者選擇。 

 

圖 27 與關鍵字「門」相關的元件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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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快速選單 

此功能提供使用者已有預期想下載的元件或只想搜尋某廠牌供應的各式元

件等使用，快速選單能分別以類型、廠牌、檔案及系統做篩選，方便使用者直

覺化的進行配對搜尋，但此功能四個欄位皆須選取才能做配對搜尋。(如圖 28

所示) 

 

 

圖 28 快速選單操作步驟分解圖 

三、 元件分類圖示點選 

此搜尋功能提供使用者以元件類型分類進行查詢，方便使用者單一查詢同

依類別的元件，目前本平台分為五大類型為結構、建築、機電、景觀/公共設施

及傢具/設施與設備，如欲了解本平台元件類型分類方式，請閱讀本手冊元件資

料表各欄位說明之元件類型。 

 

圖 29 元件分類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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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0 機電元件類型 

四、 熱門下載與最新上傳 

本平台提供元件熱門下載及最新上架的統計方式，「熱門下載」為平台中統

計下載次數依序從高排列至低；「最新上架」為平台管理員審核通過新上架之元

件依序由時間近排列至時間久。 

 

圖 31 熱門下載及最新上架顯示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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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件資料表各欄位說明 

 元件類型 

一、 結構元件 

雖工程分類項目眾多，但結構上所使用到的材料大致雷同，故先取結構上

較常見的分類，並配合軟體操作上較常見的名稱，初分為三類：1.柱、2.梁、3.

板。 

二、 建築元件 

為了使用者能憑直覺快速搜尋建築元件，而依照目前 BIM 建模軟體常用之

建築元件與 OmniclassTable23 分成 9 大類：1.牆、2.門、3.窗、4.屋頂、5.樓板/

板、6.天花、7.帷幕系統、8.樓梯/昇降機、9.欄杆及扶手、10.停車格。 

三、 機電元件- 

台灣機電系統分類已相當成熟，故配合本土化/在地化之機電五大系統並調

查現階段機電技師常用分類為依據：1.電力系統、2.弱電工程、3.給排水工程、

4.消防工程、5.空調工程、6.瓦斯工程、7.氣體工程、8.液體工程。而目前僅有

機電分類再細分第三層級類別：1.電力系統：動力設備、受變電設備、幹線配

管線、照明燈及緊急供電設備、緊急發電機、特殊供電、UPS 斷電系統、避雷

設備；2.弱電工程：電話管路系統、資訊管路系統、中央監控設備、CCTV 保

全監視設備、電視設備、視聽音響設備；3.給排水工程：給水箱及加壓設備、

汙/排水及通氣管系統、冷熱水配管、水處理設備、汙水處理設備、衛生器具設

備、淨水設備、清洗設備、雨水回收系統、澆灌系統；3.消防工程：消防栓設

備、偵測/警報/廣播設備、自動滅火系統設備、消防排煙設備、避難逃生設播、

防災中心設備、緊急廣播系統；4.空調工程：空氣調節設備、冷卻及加熱設

備、通風換氣及排煙設備、供氣管路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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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景觀/公共設施元件- 

目前台灣景觀設施與設備發展尚未純熟，故依 Omniclass Table23(23-11 

27；Landscaping)為指標分類；公共設施因常與機電類別重疊，故僅先分出一小

項即可：1.植栽、2.植栽維護、3.裝飾品、4.灌溉設備、5.草皮/草坪、6.泳池/池

塘設備、7.人孔/水溝蓋。 

五、 傢俱/設施與設備元件- 

無論是商用或家用等設施與設備琳瑯滿目，故採用 Omniclass Table23 並取

其台灣常用之分類項目：1.辦公設施設備、2.商用設施設備、3.校育與文化設

施、4.住宅傢俱與設備、5.運動與娛樂設施設備、6.廠房/工場設施設備、7.醫療/

實驗室設施設備。 

 元件名稱 

 Omniclass 編碼 

隨著 BIM 技術的發展，為了能連結建築全生命週期維度上的產業資訊，現

行的編碼架構已不敷使用。勢必須有一套新編碼的導入，且需能夠與我國現有

官方標準的「公共工程技術資料庫」有效的串聯與介接。 

但應用受限於各國本土化之不同、產業界接受程度與規範訂定始終駐足不

前，而導致後續發展受限；如何破並使產業界接受程度與資訊交換應用能達到

本土化程度，政府公部門責無旁貸，臺灣營建研究院團隊受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委託，以美國 CSI 協會所發展之 OmniClass 工程總分類碼最能滿足此項需求，

且能有效的與營運維護的 COBie 標準作銜接，透過 BIM 技術「物件 Object」、

「屬性 Attribute」與「可編碼 Encode」之特性，供工程全生命週期各階段的參

與者作資訊的交換、提取、編輯，以延續至建築物的營運維護管理使用。 

本元件庫元件編碼依照建研所 105 年「我國 BIM 全生命週期編碼發展與國

際編碼標準銜接之研究」、106 年「建築設計與法規檢測導入 BIM 工程總分類

碼之研究」的研究報告作為使用標準，使用者可於全生命週期編碼發布平台下

載 omniclass 各篇章中譯版本及相關檔案，網址如下： 

(https://sites.google.com/site/tcriomniclass/1050927-bim-quan-sheng-ming-zhou-qi-

bian-ma-fa-zhan-lun-tan-bei-bu-chang) 

 

https://sites.google.com/site/tcriomniclass/1050927-bim-quan-sheng-ming-zhou-qi-bian-ma-fa-zhan-lun-tan-bei-bu-chang
https://sites.google.com/site/tcriomniclass/1050927-bim-quan-sheng-ming-zhou-qi-bian-ma-fa-zhan-lun-tan-bei-bu-c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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