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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介紹

Building 6 裡有兩個組，Architecture and Building Envelop & 

Materials。Architecture 是一個約莫30人的 Cost-Center，由一位

Director 領導，下面有一位 Associate Director。這位 Associate 

Director 是面試我的人，也是我工作期間的直屬主管。

部門主要案件內容以交通運輸站體設施居多，包含地鐵與機場等類

型。有少量海外的案子，辦公類或複合式商業空間等建築類型，有

些是正在競圖，有些是只參與方案設計工作。

工作上主要的語言是英文。少數人會講國語。



工作內容

我負責的工作項目是設計流程自動化。

這個工作項目來自公司高層針對數位化設計發展的執行計畫，Digital 

Implementation Plan，簡稱 DIP，由 Digital Design Team 監督指導。目標是檢視

Architecture Team 內部的工作流程，將其中普遍耗費人力工時和常見人為失誤的地

方找出來，透過程式開發以建立自動化的程序，改善現有繁複的流程，使正確性及

工作效率提升。

原來的計畫是要指定一個專案作為應用這個 DIP 的對象，不過我的主管更希望能以

大部分專案都能使用的工具為優先項目，以提升團隊整體效益。

兩個月的期間，我協助檢討工作流程，找到流程中可以開發自動化工具的部分，並

實際執行程式開發，產出能夠大幅降低重複性工作時間與提高正確性的工具。

具體成果包含一個以 C# 程式語言應用 Revit API 開發的 Plugin，以及多個 Dynamo 

編寫的Scripts，自動化的面向包含建模、檢核與出圖等議題。



工作內容

工作過程面臨三大考驗：使用者需求、技術問題與時程壓力。

固然我對 Revit 及 Dynamo 的應用還算熟悉，但同時還是需要不斷地與同事和主

管討論，站在開發工具的角度來說，我也必須仔細聆聽未來使用者的意見，認真考

慮他們將如何操作、要有什麼樣的便利性與靈活性，再將實際工作流程上需要面對

繁雜的問題在不被使用者看見的過程中解決掉。

很幸運地在純程式技術部分有 Digital Design Team 的人能協助我，因此我能在短

時間以 Revit API 寫出一套建立樓梯的 program，然而也是有許多枝微末節的事情

必須要靠自己上網查資料或是透過不斷嘗試錯誤來成長。

工作的時間很快就進入尾聲，而我負責的工作因為程式部分門檻很高，團隊成員中

沒有人能接手，我很擔心我的離開會使 DIP 進度停擺。因此我每天都在衝刺，除

了努力推進進度盡可能完成大部分的開發工作之外，還要向同事展示如何使用這些

工具，並製作大量說明文件供未來的人接手，最後來個漂亮的交接然後滿足的放下

這份不捨。



工作內容

Revit Plugin - 自動生成滿足在地法規要求的樓梯

建築設計過程中，樓梯是每次都會被畫錯的東西，所以主管認為這件事情在改善項目中應有最高優先的順位。Arup 是遍及全

球的公司，這些從內部被開發出來的 Revit Plugin 在成熟後，會整合進全球員工都能取得的平台。

設計樓梯的時候需要考量幾個主要的變數，樓層到樓層高度、踏階高度、踏階深度及每幾踏要一個休息平台，我將法規參數

與建築對稱性及行走的舒適性等相關因素一併考慮，而有了一套安排樓梯踏階的邏輯。最終這個 Plugin 的成果只需要使用者

指定樓梯起點位置與樓梯朝向，再透過 UI 介面選擇採用的法規以及樓梯類型 (FOH為直梯，BOH為折梯)，便能自動生成滿足

法規要求的正確樓梯模型。



工作內容

Dynamo Script - 檢查樓梯尺寸及頭上淨空

檢查樓梯的級深、級高、級寬級頂部空間等關鍵位置是否符合法規要求，程式檢測後將在Revit模型畫面中以紅色表示有問題

地方，並產出Excel檢查報表描述問題處及法規基準值。



工作內容

Dynamo Script - 判別防火時效並填入空間周壁防火等級

依據建築內部不同空間用途而隔間材料有防火等級的需求，依據法規要求將必要的防火等級或防火時效等建置為模型資訊。

又分為地上與地下的要求，此程式搭配 Excel 儲存法規要求，用於與模型中空間資訊比對。



工作內容

Dynamo Script - 轉換Excel生成Revit圖紙清單並放置對應視圖

為建築設計專案中上百張的圖紙做事先規劃，透過Dynamo Script取得Excel的資料，在Revit模型中建立圖紙清單、生成圖紙、

填入圖號及圖名資訊、放置對應視圖等等。



使用軟體

與工作專業直接相關

Revit, Dynamo, Visual Studio, Rhino, Grasshopper, 

AutoCAD, Sketch Up…

前面有提到我的工作主要都在進行程式開發，主要都是開發

給 Revit 環境使用的工具。Dynamo 是搭配 Revit 使用的視

覺化程式語言，沒有程式背景的人也能很快上手。Visual 

Studio 是專業的程式開發軟體，在裡面寫 C# 調用 Revit 

API，是一個友善的 Revit Plugin 開發環境。

在我們組裡面有一些比較年輕的設計師會用 Rhino and

Grasshopper 或 Sketch Up，不過還是占少數，大部分的人

依然是維持 2D作業為主的工作模式，使用 AutoCAD 或

MicroStation。

必備技能

Excel, Word, PowerPoint, Draw io …

當時我身上負責的有10幾個項目同時在進行，用 Excel 來做

工作項目的進度管控，一張 Master Schedule 呈現所有應該

注意的資訊，同時也讓主管隨時掌握我目前的工作進度，他

偶爾也會來找我討論哪些項目應該要優先處理，哪些也許可

以先擺著。

Word 主要是做重要成果的紀載，其次是做一些較為細節的

工作紀錄。我的工作負責開發工具，因此妥善紀錄曾經蒐集

過的參考資料、可以考慮的做法、嘗試後失敗不可採用的方

法與重大決策都記錄下來，作為日後參考。

Draw io 是一套繪製流程圖的軟體。在剛加入 DIP 項目時我

們正在檢討工作流程，必須站在比較高的角度去了解一項工

作在組織中是如何進行，需要哪些資訊的交換，會經過哪些

流程，是否有優化的機會。用這套軟體把每一個產生資訊交

換的地方都呈現出來。



使用軟體

書信與對話

Outlook, Skype

突然之間進入到一個有著頻繁信件往來的環境，要快速的鞭

策自己學習禮貌地寫信件內容。我最喜歡讀主管寫來的信，

他是英國人，用字精簡語意到位，是一位很好的模仿對象。

信件除了內文之外，收件人和副本收件人也要認真思考，觀

察主管和同事在寫信時會 cc 給誰也是一個很好的學習。有

一次我在和大陸同事溝通一件會影響後續合作的事情，主管

直接請我務必 cc 給他，讓他了解我們之間的溝通狀況。

在這裡我也注意到同事們有個共同的默契。因為公司內部檔

案結構龐大又複雜，別人可能會不熟悉路徑，top-down 的

瀏覽資料夾進入下一層再下一層相當耗費時間，也容易找錯

位置，所以當他們在信件中告訴別人某個檔案路徑時，會貼

心的把檔案加入超連結，並另外附上檔案路徑的超連結，因

此只要點擊超連結就能輕鬆開啟檔案或到達指定資料夾。

公司的郵件用 Outlook 收發，除了平常工作往來的信件之外，

也會收到很多由公司或由部門舉辦的 Lunch Talk 和課程相關

訊息，都會透過 mail 公告。

內部的直接溝通都使用 Skype，快速的訊息討論、非正式的

約時間碰面和電話討論等等，比起郵件又更靈活一點。但值

得注意的是，郵件的目的是要留下紀錄，所以絕大多數的溝

通還是會以郵件為主。

另外，Skype 會顯示使用者的在線狀態，我發現原來我主管

在決定是否要到某人位置上找他的時候，會先觀察那個人的

狀態是否亮綠燈表示在位置上，還是亮橘燈已經閒置幾分鐘

大概跑去抽菸放風了……



工作夥伴

這位是跨部門合作的工作夥伴，Jaco。

我在 Arup 用 Revit API 寫了人生第一個 Plugin，這都要感

謝 Digital Design Team，這位領導全公司各部門發展 DIP

計畫的 Jaco (Associate, Senior Consultant Digital Design 

Team)。他擁有資深的程式開發背景，給我專業且全面，耐

心且細心的指導，帶著我一步一步走進這個領域。

在我快要結束實習離開 Arup 之前，他說「沒有幾個人有辦

法做 coding 的事情，在這裡大概也只有我和你」，說實話

是因為有他，我才能得其門而入。當我不理解時，他會不厭

其煩的再換一種方式解釋給我聽，但也同時會提醒我有些事

情是必須自己嘗試，自己做過才是學得最快的方法。



工作夥伴

這幾位是我在 Architecture Team 中有著密

切接觸的工作夥伴。照片我左手邊是我的

主管，David。

除了設計案之外 David 也身為 Architecture 

Team 的 Digital Focus Group 領導者。他

是一位做事很有效率、講話很有重點的主

管，可能是英國人的關係，他很樂意稱讚，

很願意鼓勵，讓我充滿信心繼續努力；很

風趣，偶爾會開點小玩笑；犯了一點點小

錯誤需要被糾正的時候，他也很明確地說

出來，並且讓我知道他的顧慮。

David 每天準時上下班。有次我找他過兩天

要和其他人一起開會討論重要事情，他有

點為難的說，因為他手上很多事情要忙，

不過沒關係，他可以白天挪出時間來開會，

然後那天晚上留晚一點把事情做完。



生活品質

我與信佑一起住在不到5坪大的小房間，固然可以說麻雀雖

小五臟俱全，不過住起來卻讓我每天都想逃回台灣。

房間裡有一扇窗，可以開但不常開的窗；一台冷氣，只要有

人在房間一定要開卻又讓人冷到發抖的冷氣。一間內建迷你

洗衣機乾溼分離的浴室，但是洗完澡後濕氣很重；可想而知

房間不通風又潮濕，僅能透過冷氣來保持呼吸正常。但是冷

氣有一種很怪的味道。

或許是因為空氣品質的影響，在我抵達香港的第三天左右，

開始出現劇烈咳嗽的症狀，伴隨發燒。晚上睡覺咳到睡不著

覺，工作的時候主管跟我講話我還會咳到說不出話來，這樣

的狀況持續兩個多禮拜，我都以為我要死掉了。實際原因不

詳。

我們睡的是上下舖，信佑表現出他很享受躺在床上用電腦的

模樣，間接又體貼的把房間裡唯一的小書桌讓給我用。扣除

睡覺的面積，其實也只夠讓兩個人錯身稍微走動、一個人做

伏地挺身。

我們抵達香港的第一天就開始籌備未來兩個月的煮飯生活，

起初我們信心滿滿，買菜買醬油。不過隨著這間服務式套房

的其他房客陸續進駐，來自其他國家的室友生活水準落差極

大，我們越來越覺得廚房噁心，最後幾乎放棄煮飯。結果最

後回顧在香港的兩個月，我吃麥當勞的次數遠比台灣高出好

幾倍。

又或許是工作壓力極大，我給自己很高的期望和目標，又生

活在不是非常整潔的環境裡。大概在香港的第二個月開始，

我的手上出現很嚴重的過敏情形，或許稱為異位性皮膚炎或

是汗皰疹，手上很癢、會乾裂、破皮、流血，我買了一堆紗

布把自己包起來。

身在國外，身上有病痛真是求助無門，要好好照顧自己。



給學弟妹的建議

每個人對工作的期許不同，我正好負責我喜歡的部分，有些

工作成果因為與過去的經驗相似，所以可以快速生產還讓別

人覺得刮目相看。不過路要走下去，這些過去的經驗終究有

用完的一天，一定會遇到不熟悉的事情和不知道該如何處理

的事情，這時候要學會把一個很大的問題切開來，釐清問題

的癥結，然後想辦法一一解決。

我學到在處理困難問題時，要學會拆解，從一個大的問題拆

解成幾個小的片段，彼此又相互影響，思考完前後關係後就

可以專心思考每個片段中的細節，因此是一個既片段又全面

的解決方法。

有些事情必須靠自己，但又不能完全只靠自己。在大公司裡

面，每件事情都有一些核心價值的考量。

在前面提到的 DIP 計畫中，高層希望能夠優先採用已經存在

也被別人採用的方法，若無法直接採用，是否可以調整然後

應用在我們的流程上，若都沒有現成的可以套用或修改應用，

那我們再來投入時間發明新的工具。

決策分為三個階段，Adopt 採用 / Adapt 適用 / Invent 發明。

因為別人是這樣做的，你參考他的方法，所以你也這樣做，

那就比較有可信度。而不是什麼東西都全部重新發明，因為

很有可能你投入大量時間，最後發明了一個奇怪的方法，而

且還不能用。

另外，時間的掌握非常重要，準時上班是一定要的，準時下

班更重要。（但我是那種事情一旦起了頭，就必須完成到一

定的程度才肯停下來的人，所以我的加班時數非常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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