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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 報 大 綱                     
一.都審第514次及521次決議 

二.都審討論議題 

(一)消防救災動線規劃 

(二)交通規劃及57輛大客車臨停上下客議題 

(三)防災避難人數(容留人數)設定及電腦模擬 

三.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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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1.03都審第514次委員會決議 
1. 本案防災避難範圍以BOT體育園區（L型）基地102,585平方公尺進行模擬，防

災避難人數以59833+X為基礎進行，倘遠雄公司有其他建議模擬人數，則以2

案併陳方式提會討論。後續防災避難電腦模擬參數建議如下： 
1) 逃生避難模擬之人員步行速度請以本府所提安檢標準1.2m/s進行模擬。 

2) 疏散空間密度請以本府安檢標準3人/㎡進行檢視，戶外疏散空間之面積計算應扣除有高低差區

域，包含植栽、樓梯踏步等。 

3) 時間參數比照台建中心性能審查之時間計算標準。 

4) 請設定各種災害情境條件，如地震、火災、恐攻…等，以確認不同類型災害發生時，疏散出入口

數量及位置。除前項條件外，亦可將前次委員會同意的3個疏散點之模擬結果併提委員會討論。 

5) 本次委員提出擁擠條件下之人員疏散步行速度0.6m/s，以及戶外疏散空間密度1人/㎡之模擬基

準意見，以及(3)之計算標準，請遠雄團隊之防災顧問評估檢討後，提下次都審委員會討論。 

2. 有關消防救災動線議題，現況需穿越石板橋，須考量其材質承重度、耐久性及

高差順平等處理。另消防局所提大巨蛋北側基地救災動線不足8公尺部分，該

範圍於消防車輛抵達時不作為避難疏散使用之相關意見，請遠雄公司配合辦理。

前開相關圖說後續請送文化局審查。 

3. 請遠雄公司維持57部大客車臨停車位規劃，優先於L型基地滿足自身臨停需求，

倘無法於基地內解決臨停需求，應將困難點提委員會討論，再考量擴大至文化

園區規劃臨停車位解決，並請考量人員停等候車規劃及相關管理配套措施。交

通規劃範圍仍維持506次都審委員會決議，請遠雄公司將台北機廠開發可能的

衍生量納入考量。 2 



108.03.28都審第521次委員會決議 

2. 消防救災動線議題之修正結果予以確認。 
惟請遠雄團隊考量，當人員避難疏散至戶外時，如何讓消防車順利進與出，相關動線請納入

後續營運計畫評估。 

3. 57部大客車臨停車位規劃，原則尊重交通局與體育局所確認

臨停車位在松菸文創北側之規劃方案，及大客車出場動線不影

響市民大道流量。 
惟停等空間必須以清楚圖說標註，且後續營運階段散場時間與下午五六點交通尖峰時間重疊

之散場計畫及交通管理策略應補充說明，及捷運營運狀況納入前開說明。 14 

1. 
 防災避難人數59833+X 

 防災避難電腦模擬參數仍依前次
514次委員會決議 

 請考量擁擠條件下之人員疏散步
行速度0.6m/s之模擬情境，請遠
雄團隊之防災顧問評估檢討後，
作為下次委員會審議之參考。 

 59833+X 

 電腦模擬參數 
擁擠條件下0.6M/s 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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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07.05.09退請修正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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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5 本次（都審第527次委員會）討論議題 

議題一 消防救災動線規劃 

1.災害現場初期由營運單位之消防編組人員進行逃生避難之引導，

俟市府救災人員抵達現場後，即將現場指揮權移交市府救災機

關主導，故屆時不致於發生救災車輛受阻情形。 

2.逃生避難事項之營運計畫為投資執行報告書之一環，前於100

年9月業經市府同意，俟大巨蛋完成興建後，將由遠雄公司視

實際營運需求，檢討是否有修訂之必要性。 

 請體育局確認 

遠雄回應 

當人員避難疏散至戶外時，如何讓消防車順利進與出，相關
動線請納入後續營運計畫評估 

議題二 交通規劃及57輛大客車臨停上下客議題 

1. 4萬人活動於交通尖峰時段散場時，週邊路口之車流速度最多

增加13.3秒（市民大道、光復南路口） 

2.因應特殊活動需求，捷運公司可增開一班專用列車，以協助疏

運旅客。 

3.下午尖峰時段之散場計畫及交通管理計畫與100年6月28日核

可之交通影響評估相同，未因時段不同而有所變更。 

遠雄回應 

 請交通局確認 

 評估結果提請
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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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階段散場時間與下午五六
點交通尖峰時間重疊之散場計
畫 

議題三 防災避難人數(容留人數)設定及電腦模擬 

遠雄回應 1.電腦模擬並不適於採遠低於一般人行速度之0.6m/s條件進行，
模擬結果應無法反映真實情況，故以採市府公布之公安基準為
基礎以0.8m/sec~1.2m/sec進行模擬。 

2.本案以59833+X及70000+X兩方案進行電腦模擬。 

 模擬結果提請
討論 

擁擠條件下之人員疏散步
行速度0.6m/s之模擬情境 



議題一 消防救災動線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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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審意見： 

前次委員會業經消防局檢視確認。有關遠雄公司回應「逃生避難事項之營運計畫為原投資
執行報告書一環，後續將視實際營運需求檢討是否有修訂之必要性」一節，請體育局確認。 



議題二 交通規劃及57輛大客車臨停上下客議題 

全區動線 

大客車原核准離場動線 大客車本次變更離場動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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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雄回應： 
57輛大客車於菸廠路1號倉庫前規劃3席車位供上客使用，大客車進出場之繞
行動線與100年原核准交評內容相同。 



議題二 交通規劃及57輛大客車臨停上下客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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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客車進場動線 

大客車出場動線 

遠雄回應： 
1. 配合防火避難性能審查要求，大客車下客區調整至影城棟菸廠路側。 
2. 2車位可滿足臨停下客需求，進場動線與100年原核准交評內容相同，不影
響周邊道路服務水準。 

大客車下客 



議題二 交通規劃及57輛大客車臨停上下客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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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客車上客 



議題二 交通規劃及57輛大客車臨停上下客議題 

複審意見： 

1. 前次委員會業已討論確認臨停位置。 

2. 有關4萬人尖峰時段活動散場，除交通管理計畫，周邊路口車流速度最
多增加13.3秒，請交通局確認。 

3. 4萬人尖峰時段，捷運增開一列專車，1小時21分完成疏散，若為2.5萬
人則56分鐘可完成輸運，請遠雄團隊說明，回應里長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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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客車下客 大客車上客 



議題三 防災避難人數(容留人數)設定及電腦模擬 

107.09.13都市設計防災審查專家學者座談會結論 

1.有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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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界條件考量周邊
既有行穿線，分別為光復南路與市民大道口、光復南路與忠孝東路口及
忠孝東路與逸仙路口等三處可做為疏散人流出口。 

2.有關57輛大客車上下客議題，仍建議同前項基地範圍為作為檢討基礎，
倘擬於基地外檢討，則應將相關範圍之基地條件納入交通分析。 

3.都市設計審議防災避難模擬人數(容留人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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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前開防災避難模擬應由遠雄公司提出相關防災情境條件及模擬基準，提
經委員會同意後再進行電腦模擬，模擬軟體須以台灣建築中心認可軟體
進行模擬，模擬結果再提委員會審議。 

5.本案涉及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97條及127條之適法性，應於
建照變更設計審查時，依規定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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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ilding EXODOUS避難軟體 

 SIMULEX 



遠雄團隊以EXODUS軟體模擬 

1. 依都審委員會要求，以建築物內59833+戶外13733人進行模擬 
2. 各棟人數依102年核可之環評報告書第4.2節內容進行分佈 

區域 人數 

巨蛋40000人（球場層5000人） 40000 

影城 880 

商業（包含巨蛋附屬設施） 12929 

旅館客房 3764 

旅館餐廳 723 

辦公室 1537 

小計 59833 

戶外人數 13733 

總計 73566 

模擬結果： 
1. 體育館內各樓層避難人員均可於8分鐘離開

觀眾席，15分鐘離開場館。 
2. 建築物外尖峰滯留人數為24745人，時間為

第828秒（約13.8分鐘），密度約為1.01人/
㎡ < 3人/㎡。 

3. 全部人員離開基地時間為2990秒（約49.83
分鐘） 

議題三 防災避難人數(容留人數)設定及電腦模擬 

複審意見: 
1. 請補充「步行速度0.6m/s」之模擬結果，

併「0.8m/s~1.2m/s」之模擬結果提委員
會參考。 

2. 西南角生活廣場設置公共藝術品及旅館大
廳東側水幕牆（高4M*長20M），建議取
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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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館大廳東側水幕牆
（高4M*長20M）量
體大，且對於機車道
進出是否有阻礙？ 

議題三 防災避難人數(容留人數)設定及電腦模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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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角 
生活廣場 

旅館大廳 
東側水幕牆 

複審意見： 

西南角生活廣場設置公共藝術品及旅館大廳東側水幕牆（高4M*長20M），建議取消。 

套圖有誤？ 
P89.91 

P91 



其他 變更設計項目確認 

建
築
計
畫
資
料
表 

項目 變更前 變更後 

實設建蔽率 增列文化園區分區33.13％ 

實設容積率 文化體育園區全區211.16％ 文化體育園區全區211.09％ 
增列文化園區分區113.82％ 

容積樓地板面積 文化體育園區全區381124.60平方公尺 
 

文化體育園區全區381017.03平方公尺 
增列文化園區分區88675.61平方公尺 

汽車停車位 實設2226輛，自設330輛 實射2154輛，自設258輛 

地下開挖規模 文化體育園區全區61.09％ 
 

文化體育園區全區61.03％ 
增列文化園區分區37.41％ 

實設綠覆率 60.14％ 60.19％ 

綠覆面積 24678.31平方公尺 24698.37平方公尺 

建
築
設
計 

項目 說明 

影城、商場、巨蛋、辦公、旅館 各層平面調整 

立面 影城各向立面、商場及巨蛋三向立面、旅館辦公各向立面 

開放空間 藝文廣場綠化調整，巨蛋廣場綠化調整及增加逃生梯 
西南角生活廣場設置公共藝術品 
旅館大廳外東側水幕牆（水幕牆高4公尺寬20公尺） 

大客車上下客 上下車位置於北側菸廠路，並提出管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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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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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建築中心 內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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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6次) 
107.11.01(510次) 
108.01.03(514次) 
108.03.28(521次) 
108.05.30(527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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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評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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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設計施工
編第97條及127條規定。 

結語 

15 



臺北大巨蛋建築物逃生避難評定基準表 

臺北市政府體檢小組之基準(104.04.16) 性能評定認可 

1 
安全避難原則，以8分鐘內全員離開觀眾席至室內疏散空間(Concourse), 並須於15
分鐘內達成全館人員避難至戶外避難空間為設計基準(日本所有巨蛋皆採納此一標
準) 。 

▲ 

2 逃生避難模擬之人員步行速度以1.2m/s計算。 Δ 

3 逃生避難模擬需按實際有擺設座椅，未關閉樓梯、出口進行模擬。 Δ 

4 
室內疏散空間(Concourse)應為合理之安全空間，開發單位之疏散空間與觀眾席並
無防火區劃有安全疑慮(見Guide to Safety at Sports Grounds P77)，應有30分鐘
以上耐燃性能之其他構造或設備。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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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Δ 

6 
戶外疏散空間密度以可移動之3人/㎡為檢視基準。 
(若疏散空間密度4人/㎡，則人之移動為零，不符實際情況。) 
(見Guide to Safety at Sports Grounds P78，其規定為2人/㎡) 

Δ 

7 
地下停車空間安全梯之步行距離法規雖無規定，並非表示安全。本小組以達到安全
條件為前提，地下停車空間參酌日本大阪巨蛋案例，地下停車空間步行距離最遠不
超過60公尺。 

▲ 

註1. 開發單位(遠雄巨蛋公司)以電腦模擬軟體EXODUS 之一般模式（Default），單純行為、不考慮危害情境，進行散場模擬。 
註2. 臺北市政府大巨蛋安全體檢小組以電腦模擬軟體SimTread進行避難模擬檢視。 
註3. 雙方的差異重點並不在於電腦模擬軟體之選擇，而是在於模擬參數之設定。 
註4：中央性能評定審議認可：▲      地方權管審議：Δ 

 105/7/19公布公安解決方案 都市防災        104/4/16安全體檢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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