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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文化體育園區 
大型室內體育館開發計畫案 

514次都審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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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討論重點 
一.都審三大議題: 

1. 防災避難人數(容留人數)設定及電腦模擬 

2. 消防救災動線 

3. 交通規劃 

二.遠雄提請討論項目: 

1. 防災避難電腦模擬人數邊界條件 

2. 消防救災動線 

3. 大客車乘車上下客位置調整 

三.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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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9.20都審第506次委員會 

107.11.1都審第510次委員會 



  原核准 第一次變更 第二次變更 第三次變更 第四次變更 

環評 

(地方/臺北市環

保局) 

100.06.24 

環評核備 
無 

102.03.22 

第一次環境差異分
析報告書同意備查 

103.09.10環差核備 

第二次環境差異分析報告書同意
備查 
( 

106.07.05北市環綜字第
10633545700號函 
應辦理環境影響差異分析 

性能審查 

(中央/內政部營

建署及臺灣建築

中心) 

100.06.27 

防火避難性
能認可通知
書核定 
 

101.01.13 

防火避難性能認可
通知書第一次變更
設計核定 

 

無(詳備註) 

 

 

 

103.10及104.05送台灣建築中心 

防火避難性能認可通知書第二次
變更設計 
4次預審    
9次審查 

內政部106.06.08內授營建管字第
1060808031號核准防火避難性能認
可通知書第二次變更設計 

都審 

(地方/臺北市都

發局) 

100.06.28 

都審核定 
 

101.03.05 

都審核定 
 

  102.04.17 

 都審核定 
104.01.22 都審核定 

104.10.30幹事會 
104.12.17都審委員會(第433次) 
106.10.17幹事會 
107.01.17第2次幹事會 
107.04.03都審委員會(遠雄公司
107.03.30申請撤件，會議取消) 
107.07.24第3次幹事會 
107.09.20都審委員會(第506次) 
107.11.01都審委員會(第510次) 
108.01.03都審委員會(第514次) 

建造執照 

(地方/臺北市都

發局) 

100.06.30 

建造執照核
發 
 
 

101.03.19 

建造執照第一次變
更設計核發 

102.05.02 

建造執照第二次變
更設計核發變更內
容： 

104.04.27  

因尚未經都市設計審議通過，故
未核准建造執照第三次變更設計。 

 大巨蛋工程施工過程中：古蹟損毀、捷運產生裂縫，未依環評承諾事項，遭裁罰 

 104/5/14現勘，發現79處主要構造未按圖施工，都發局依建築法 

     第58條第1項第6款於104/5/20發函勒令停工，目前仍為停工狀態 

案由 (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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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法令 
商場+影城 

(A棟+B棟) 

巨蛋幢  

(C棟) 
旅館+辦公 

(D棟+E棟) 
合計 

106.6.8 

性能設計 

第二次變更 
評定書附表未登載，依報告

書驗證表摘錄 

61,816 
46,894 

(球場面有活動61,894) 
14,253 

 

122,963 

(球場面有活動137,963) 

 

環評核定人數 
（引進人數） 

 102年3月環評核定： 
巨蛋觀眾席40000人、周邊附屬事業19833人，共計59833人 

依107年5月31日最高行政法院判決內容，遠雄公司未來實際營運大

巨蛋時，應依環評審查結論切實執行，否則環評主管機關仍得依法

裁罰。 

都市防災 
(104/4/16安全體檢報告) 

 戶外疏散空間（reservoir areas）之面積計算應扣除植栽、樓梯踏

步、消防車動線等空間、救災水車等面積，且不得包括上方有樓

板之封閉式下沈廣場；且消防車運作空間寬度需按以8公尺計算。 

 戶外疏散空間密度以可移動之3人/㎡為檢視基準。 

 105/7/19公布公安解決方案 

待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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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相關人數計算之法令依據 都審重要議題 



大巨蛋相關人數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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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9.20都審第506次委員會決議 

1. 大巨蛋案都審範疇以BOT體育

園區（L型）基地102,585平

方公尺面積為主，後續戶外防

災避難亦以前開範圍進行檢討。 

2.都市設計審議防災避難模擬人

數之計算，以環評核定引進人

數(建築物內)59833人為基礎，

加上園區可能停留人數，前開

數據由遠雄公司自行檢討並提

至委員會審議(59833+X人)。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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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消防救災動線檢討請依本府消防主管機關意見修正。 

4. 57輛大客車上下客議題，委員會提出兩種建議，由遠雄自行評估擇一方案: 

(1)同決議一基地範圍為作為檢討基礎，於基地內解決自行交通需求。 

(2)倘於基地外配置57輛大客車上下客位置，則應將周邊松菸文創園區、未來台北機

廠營運及整體周邊交通狀況納入評估範圍。 



107.11.01都審第510次委員會決議 
1. 遠雄團隊表達將以70000人（室內）加

13733人（戶外）共83733人，進行都市

設計審議防災避難電腦模擬，請遠雄加強

前開人數計算之相關論述，且應評估所涉

及之環評審查程序。如涉及環評審查，都

審必須俟環評審查通過後始得核定。 

2.消防救災動線請依實際救災行為妥善規劃，

補充鋪面載重及環境整合條件等，下次提

案請明確以書圖清楚交代本議題。 

3經委員會決議，倘遠雄後續交通規劃以前次

委員會決議第四點第二項之方案進行，則

整體大巨蛋園區相關都市防災所涉及之檢

討數據，應以同樣範圍進行檢討。請遠雄

自行評估。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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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506次委員會決議第四點:  

57輛大客車上下客議題，委員會提出兩種建議，由遠雄自行評估擇一方案: 

(1)同決議一基地範圍為作為檢討基礎，於基地內解決自行交通需求。 

(2)倘於基地外配置57輛大客車上下客位置，則應將周邊松菸文創園區、未來台北機廠營運及整體

周邊交通狀況納入評估範圍。 



108.1.3都審514次委員會討論議題 

    防災避難人數(容留人數)設定及電腦模擬 議題一 

    消防救災動線規劃 議題二 

    交通規劃及57輛大客車上下客議題 議題三 

107.11.01都審第510次委員會:遠雄團隊表達將以70000人（室內）加13733人
（戶外）共83733人，進行都市設計審議防災避難電腦模擬 
107.12.19:遠雄團隊提出全區(文化體育園區18公頃）共128937人，進行都市設計
審議防災避難電腦模擬，提請討論。 
 

107.11.01都審第510次委員會決議: 
 消防救災動線請依實際救災行為妥善規劃，補充鋪面載重及環境整合條件。 

107.11.01都審第510次委員會決議: 
 倘交通規劃以前次委員會決議第四點第二項之方案進行(於基地外配置57輛大客車

上下客位置，則應將周邊松菸文創園區、未來台北機廠營運及整體周邊交通狀況
納入評估範圍)，則整體大巨蛋園區相關都市防災所涉及之檢討數據，應以同樣範
圍進行檢討。 

 107.12.19:遠雄團隊提出大客車28輛上下客議題提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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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9/20都審委員會決議: 
1. 大巨蛋案都審範疇以BOT體育園區（L型）基地102,585平方公尺面積

為主，後續戶外防災避難亦以前開範圍進行檢討。 
2. 都市設計審議防災避難模擬人數之計算，以環評核定引進人數(建築

物內)59833人為基礎，加上園區可能停留人數，前開數據由遠雄公司
自行檢討並提至委員會審議(59833+X人)。 

    防災避難人數(容留人數)設定及電腦模擬 議題一 

107/11/01都審委員會決議: 
遠雄團隊表達將以70000人（室內）加13733人（戶外）共83733人，進
行都市設計審議防災避難電腦模擬，請遠雄加強前開人數計算之相關論述，
且應評估所涉及之環評審查程序。如涉及環評審查，都審必須俟環評審查
通過後始得核定。 

107.11.01防災避難人數 

區域 人數 

巨蛋 41,000 

70,000 

附屬設施 

商場 

影城 

旅館 

辦公 

29,000 

 

戶外 13,733 

 合計 
83,733 

107.12.19防災避難人數 

區域 體育人數 文化園區 

巨蛋 49,000 

78,805 27,549 

附屬設施 

商場 

影城 

旅館 

辦公 

29,805 

 

戶外 13,733 8,850 

 合計 92,538 36,399 

128,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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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災避難人數(容留人數)設定及電腦模擬 議題一 

一、模擬範圍:約18公頃 
文化園區(77,909m²)+體育園區(102,585m²)  

二、增加3處疏散出入口 
三、總模擬人數128,937人 

 

遠雄公司107.12.19提出方案 

文化園區 

體育園區 

逃生口通往
553巷 

通行淨寬? 

逃生口使用荷
花池旁棧道 
通行淨寬? 

36,399人 

92,538人 

總模擬人數128,937人 

園區介面(植栽/
通道)之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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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災避難人數(容留人數)設定及電腦模擬 議題一 

遠雄公司107.12.19提出方案 

兩園區人數估算依據
之標準不一?消防局法
定人數打5折? 
論述基礎為何?提請討論 



 105/7/19公布公安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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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災避難人數(容留人數)設定及電腦模擬 議題一 

電腦模擬參數 

防災避難人數 128,937人 

防災避難範圍 體育園區+文化園區 

步行速度 

疏散空間密度 

時間參數 
疏散出入口數量及位置 
     遠雄提出提請討論 

逃生避難模擬之人員步行速度以1.2m/s計算 

 戶外疏散空間密度以可移動之3人/㎡為檢視基準 
 戶外疏散空間（reservoir areas）之面積計算應

扣除植栽、樓梯踏步(不得有高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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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救災動線規劃 議題二 

消防避難通道: 

鋪面載重/順平/
古蹟界面議題 

遠雄公司107.11.01提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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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救災動線規劃 議題二 

遠雄公司107.12.19提出方案 

消防避難通道: 

鋪面載重/順平/古蹟界面議題 



107/11/01都審委員會決議: 
消防救災動線請依實際救災行為妥善規劃，補充鋪面載重及環境整合條件
等，下次提案請明確以書圖清楚交代本議題。 

複審意見: 
有關消防救災動線穿越松菸文創園區一節，前經體育局107年11
月21日召開現地會勘，經相關單位討論後原則同意其規劃之路
徑。因現況需穿越石板橋，須考量其材質之承重度及耐久性，且
鋪面亦有高差，請遠雄公司依消防局意見辦理外，另應配合現況
進行鋪面補強及順平處理，且相關圖說需依現勘結論送文化局審
查，後續倘權管機關有相關需修正意見，仍請配合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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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救災動線規劃 議題二 

消防局書面意見: 
有關基地大巨蛋北側救災動線不足8公尺部分(約6公尺)，已劃設黃網線及
禁止臨時停車標線，惟消防救災車輛抵達該黃網線範圍時，該範圍因寬度
僅約6公尺，不僅須供消防救災車輛雙向通行，且須部署消防水線及救災
器材，已無空間再提供作為疏散避難，故該範圍於消防車輛抵達時不作為
避難疏散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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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規劃及57輛大客車上下客議題 議題三 

遠雄公司107.12.19提出方案 

57輛大客車減半為
28輛?整體論述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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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規劃及57輛大客車上下客議題 議題三 

應注意大客車 

迴轉尺寸及動線 不宜與公車停靠
動線衝突 

不建議與原接
駁車共用，建
議再向基地內
退縮適當空間
供大客車臨停

使用 

遠雄公司107.11.01方案。都審第510次會議討論圖說 

請交代與SNG車
共用之處理 

2部大客車臨停 

停等空間? 
交通管理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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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規劃及57輛大客車上下客議題 議題三 

107/11/01都審委員會決議: 
倘遠雄後續交通規劃以前次委員會決議第四點第二項之方案進行(於基地外配置57
輛大客車上下客位置，則應將周邊松菸文創園區、未來台北機廠營運及整體周邊
交通狀況納入評估範圍)，則整體大巨蛋園區相關都市防災所涉及之檢討數據，應
以同樣範圍進行檢討。 

複審意見: 
一、本次遠雄公司提出方案將57部大客車減為28部，應有完

整論述基礎。 
二、依510次都審委員會決議，應將周邊基地納入分析，本次

將檢討基礎限定於文化園區+體育園區(面積約18公頃) ，
提請委員會討論。 

三、整體交通規劃方案提請委員會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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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次變更設
計都審幹事會 
(107.07.24) 

環境影響評估 
106.07.05環保
局函示須辦環差 

都審核定 

建造執照 
第3次變更
設計核准 

 
都審委員會審議 
(107.09.20) 
(107.11.01) 
(108.01.03) 

 

環保局 

都發局 建管處 

環保局 

都發局 都發局 

建築物防火避難性能設計 
106年5月3日取得台灣建

築中心之評定書 

建築物防火避難性能設計 
106年6月8日取得內政部之 

認可通知書 

 
環評委員會審議 

 

台灣建築中心 內政部 

環評核定 

通知 

遠雄 
申請 

申設單位 

目前進度 

復工 

 註:性能審查係就建築物本身之
防火避難作審査，並未檢討都市
防災；另，本次審查未排除建築
技術規則第97，127條規定。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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