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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文化體育園區
大型室內體育館開發計畫案

538次都審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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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都審第534次委員會議題決議

二 消防救災計畫經委員會確認

一 有關防災避難模擬結果

1) 遠雄公司依都審委員建議之參數調整進行六種防災情境模擬，
其中四種情境模擬結果經委員會確認；另針對原建議參數
(情境二)軟體無法作業之狀況，請市政府正式行文軟體設計
單位釐清原因。

2) 針對模擬過程中容易有壅塞狀況之節點，營運前請營運管理
單位透過避難演練及管理機制強化。

3) 為利新任委員了解現況，請辦理現勘，且後續得徵詢王价巨
前委員及吳杰穎前委員表示意見。

三 有關交通議題

1) 請交通局與捷運公司針對里長與民眾有疑義部分妥為說明，
並請遠雄公司針對意見提出解決方案，提下次會議確認。

2) 營運管理計畫中有關交通管理智慧化議題確認。
3) 散場計畫請遠雄公司提出妥適方案提下次委員會確認。
4) 集結區設置及至臨停區動線規劃經委員會確認。

議題一

議題二



都審委員會審議內容彙整

一、人數
 106年性能審查137,963人
 107年11月遠雄提出 83733人(室內70000+戶外13733)

 108年1月遠雄提出 92538人(室內78805+戶外13733)

 108年3月都審決議:防災避難模擬人數 73566人(室內59833+戶外13733)

二、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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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外疏散面積：24556平方公尺)

三、都市防災安全基準
 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九條第二項：都市設計之內容視實際需

要，表明下列事項：「八、防災、救災空間及設施配置事項」。
 104.4.16臺北市政府體檢小組七項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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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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4/16安全體檢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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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每次審議皆延續歷次都審委員會決議續審，電腦防災避難模擬人數以環評
引進人數59833+X為基礎。

二. 審議聚焦於電腦防災避難模擬、57輛大客車臨停、消防救災等三大議題。

委員會及日期 委員會主席 討論議題

107/09/20第506次委員會
林洲民局長

 都審範疇+戶外防災避難以L型基地(102585平方公尺)
確認

 防災避難模擬人數 (59833+X人)

107/11/01第510次委員會 討論防災及交通議題

108/01/03第514次委員會

黃景茂局長

防災避難電腦模擬參數明確化

108/03/28第521次委員會
 消防救災動線議題之修正結果確認。
 57部大客車臨停車位規劃確認
 討論電腦模擬成果

108/05/30第527次委員會

確認交通議題修正意見
 確認57輛大客車臨停車位於松菸北側臨停方案
 體育局確認營運管理計畫中包含大客車、預約、停車

管理、人力配置
 大客車停等區及動線納入規劃

108/08/29第534次委員會

 確認防災模擬4情境
 易壅塞節點營運前透過避難演練
 消防救災計畫確認
 營運管理計畫中有關交通管理智慧化議題確認
 集結區設置及至臨停區動線規劃經委員會確認

歷次都審委員會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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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
一 有關防災避難模擬結果

1) 遠雄公司依都審委員建議之參數調整進行六種防災情境模擬，

其中四種情境模擬結果經委員會確認；另針對原建議參數(情

境二)軟體無法作業之狀況，請市政府正式行文軟體設計單位

釐清原因。

2) 針對模擬過程中容易有壅塞狀況之節點，營運前請營運管理單

位透過避難演練及管理機制強化。

3) 為利新任委員了解現況，請辦理現勘（108年9月11日辦理），

且後續得徵詢王价巨前委員及吳杰穎前委員表示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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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4次委員會決議



108年9月11日現勘會議紀錄

時間：108年9月11日上午9時30分至11時30分
地點：大巨蛋工地現場
出席單位：都審委員、交通局、體育局、都發局、
建管處、遠雄巨蛋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結論：
今日已依都審委員會決議辦理工地現勘，協助委員
更了解本案規劃。後續仍請遠雄公司依都審委員會
決議，修正都審報告書及相關資料過局，據以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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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六種情境模擬結果，需符合8分鐘離開觀眾席、15分鐘離開場館，且符合戶外逃生避難密度3人/m2之標準

原建議參數(情境二)
軟體無法作業之狀
況。
市政府9月23日行文
英國格林威治大學
消防工程組釐清相
關原因。
其餘情境模擬結果
經前次委員會確認。

Response

Movement

Congestion

Grouping

Redirection

Influence

Detection Probability

Compliance Probability

EDBS)

EDBS)

Backtracking (x DEBS) 

Shuttle Floor Return

Sky Lobby Up Floors

Even Stair Redirection

Stair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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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局108年9月23日(24日寄出)函詢英國格林
威治大學相關電腦模擬疑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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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Long Simulation Run Time: Due to an optimisation issue within the 
software this particular case was running extremely slowly. This gave 
the impression to the user that the software had halted. In this case the 
simulation actually takes a very long time to run because of the ‘unique’ 
and ‘extreme’ combination of settings selected for this complex model 
making it run non-optimally.  It has to be noted that the options 
selected for the scenario while theoretically acceptable are an unusual 
combination, which triggered the optimisation issue in the software.  
As a result, this caused the simulation to dramatically slow down, but it 
did not halt.  However, it should also be noted that it would be 
impractical to expect that the simulation would complete in a 
reasonable amount of time with the imposed parameter settings.

2) Predicted Long Evacuation Times: There are parameter settings that 
can delay or prolong the evacuation time predicted by the simulation.  
These could include, providing some or all of the population with very 
long response times, providing the population with the same response 
times (increasing conflicts), providing some or all of the population with 
very slow walking speeds, providing the population with zero patience 
(Impatience ON) thereby increasing the occurrence of conflicts, etc.  
These particular settings may be appropriate for the scenario under 
consideration or they may be unlikely and unrepresentative of the 
intended scenario, in any case, the side effect is that they will increase 
the predicted evacuation times.  It is up to the engineer to justify the 
suitability of their selection of model parameters for the intended 
scenario to both the client and the regulatory authority. 

Please feel free to get in touch if you require further clarification. 
Best Regards

Prof Ed Galea BSc, Dip.Ed, PhD, CMath, FIMA, CEng, FIFireE
CAA Professor of Mathematical Modelling 
Director Fire Safety Engineering Group

"... while the individual man is an insoluble puzzle, in the aggregate he 
becomes a mathematical certainty. You can, for example, never foretell 
what any one man will do, but you can say with precision what an average 
number will be up to….” - Sherlock Holmes, The Sign of Four

1) 模擬時間過長：
由於軟體優化問題，在這個特殊案例下，運行變得非常緩慢，
導致使用者誤以為軟體停止運作。造成這個案例需要很長運
作時間的主因是因為對這個複雜的模型進行“特殊”和“極
端”的參數選擇組合，導致非最佳化之模擬運算。必須特別
提醒的是，對於這個看起來理論上可接受的情境選項，其實
是不尋常的組合，導致觸發軟體中的優化問題，其結果造成
模擬程序大幅度減慢，但並未停止。我們也必須提醒，以這
樣強迫性質的參數設定，卻期待於合理的時間內完成模擬，
是不切實際的。

2) 預估疏散時間長：
部分參數設定會造成預估疏散時間延長的模擬結果，其中可
能包括：設定部分或全部人員非常長的反應時間、設定人員
相同的反應時間（增加衝突）、設定部分或全部人員非常慢
的步行速度、設定人員零耐心（不耐煩），從而增加衝突的
發生等。這些特殊的參數設定可能適用於某些預期情境，否
則它們不太可能且無法展現出預期的情境。一般來說，這樣
設定的副作用是增加預期的疏散時間。工程師應為客戶和監
管機構雙方面考量後，判斷選擇適當的模擬參數，以得到預
期之情境效果。

如果您需要進一步說明，請隨時與我們聯繫。
最好的祝福

Ed Galea教授理學學士，碩士，博士學位，CMath，FIMA，
CEng，FIFireE
CAA數學建模教授
消防安全工程組總監

“ ...雖然個人是難解的謎題，但總的來說，卻可演變成數理上的
確定性。例如，您永遠無法預測任何一個人會做什麼決定，但是
您可以精確地預測平均數會如何……。”-《福爾摩斯》，《四個
星座》

英國格林威治大學回應摘要



英國格林威治大學正式回應

• 英國格林威治大學
CAA數學建模教授
消防安全工程組總監Ed Galea教授以
簽名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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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10月7日諮詢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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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宗熙諮詢委員會後書面意見

結論：

1. 經由諮詢會議討論，委員均已充分了解英方軟體上的限制，以

目前的軟體版本是無法模擬出前屆委員會要求情境二的狀況。

2. 針對會中前委員吳杰穎提出，依目前都審報告書內容，遠雄修

正「IMPATIENT OFF」參數後，模擬結果無法符合原逃生避難

基準，建議修改設計。經與會委員討論後認為，單項修改參數

「IMPATIENT OFF」仍是不合理之參數組合，會產生人員會

集中跑到臨時避難區，或跑錯出口等狀況。不建議再任意調整

參數，應回歸前次委員會確認之四個模擬情境，針對容易壅塞

的節點（包括室內及戶外）提出對策。

關於吳杰穎前委員對本次大巨蛋電腦模擬結果意見之回覆：

1. Building EXODUS 之模擬架構建立在下示六大模擬前提條件：

(1) 避難人員特性(Occupant) 

人員組合、性別、年齡、敏捷度、步行速度等相關特性。

(2) 人員移動方式(Movement) 

避難人員因地形變化選取不同之避難速度。

(3) 人員反應及行為模式(Behavior) 

依個人特性與所在位置決定。又分整體行為及個體行為。整體行為可依

避難策略予以設定。例避難出口之設定分配。個體行為則可設定

人之局部反應。例避難行動前之反應時間、自行選擇避難路徑、

改變避難方向、前方有障礙時選擇超越，皆可個別設定。

(4) 環境毒素對於避難速度之影響(Toxicity) 

(5) 災害與風險(Hazard) 

(6) 避難之幾何空間(Geometry) 

2.遠雄公司依都審委員建議調整參數進行六種防災情境模擬，其中四種情

境模擬結果已納入(1) 避難人員特性之調整(調整人員組合)、(2) 人員移

動方式調整(避難速度0.6m/sec)。唯有(3) 人員反應及行為模式之設定

無法順利模擬出結果，英方意見說因「特殊」和「極端」的參數選擇組

合所致。遠雄嘗試著將Impatient改為off，模擬結果卻超過預設容許避

難時間(座位席8分、離開場館15分)。吳杰穎委員認為既然最差模式情

境算不過，則應調整設計。如果以專業的角度來看模擬就應該檢討是否

給予的模型參數不合理，如何再調整最差情境之合理參數而不是直接調

整設計。因為調整設計屬於(6) 避難之幾何空間之調整，不能解決(3) 人

員反應及行為模式之參數設定。

3.個人認為人員反應及行為模式只是模擬前提條件其中之一小環節，個體

行為之反應時間、路徑選擇、避難方向、障礙超越行為，可經由避難引

導來匡正，回歸正常的整體避難行為。如果特殊、極端避難行為不變，

即使調整避難幾何空間(調整設計)可能也無法避免避難時間超過設定值

之結果。也可請遠雄嘗試按以往建議將商場1F空出更多的避難空間後，

模擬結果如何，來證明現有設計與特殊避難行為模擬參數無關後，再建

議以避難誘導計劃來對應。遠雄也可向英方建議與其讓模擬工程師自行

選擇合理之模型參數，不如將現有參數設定可能造成無法運作之選項予

以刪除或簡化作為模擬軟體使用者向授權單位之建議。



遠雄回應 電腦模擬成果分析(本次調整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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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單一參數造成模擬結果可
能更快速、變慢或無法完成模
擬之狀況
這樣的調整模式是否恰當仍有
疑義



遠雄回應 避難壅塞點說明與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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壅塞點
類別

說明 解決方案

戶外 地面出
口

妥善引導與安撫

最終出
口(三處)

妥善引導與安撫

全區 1. 訓練有素的引導人員
2. 妥善規劃應變計畫
3. 持續以模擬推演各種情境之避難

壅塞點，持續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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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模擬之目標是回應到原規劃設計層面，找出節點並進行優化

影城棟

商場棟

 地面層部分退縮爭取避
難空間

 戶外景觀調整
 引導及管理機制強化

綜上，經各面向完整釐清及評估後，電
腦模擬之目標是反應到原規劃設計層面，
找出節點並進行優化。建議遠雄公司於
目前模擬結果易產生壅塞點，尤以影城
棟及商場棟轉角空間退縮形成半戶外空
間，替市民於地面層爭取更多停留空間，
提請委員會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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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外疏散面積24556平方公尺
( 以3人/M2的標準.約可容納73668人)
1.已扣除建築物1公尺外周圍及消防救災通道
2.已扣除雲梯車位置、草皮、灌木、挑空、停車場車道..等面積

針對模擬過程中容易有壅塞狀況之節點，營運前
請營運管理單位透過避難演練及管理機制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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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
二 有關交通議題

1) 請交通局與捷運公司針對里長與民眾有疑義部分妥為

說明，並請遠雄公司針對意見提出解決方案，提下次

會議確認。

2) 營運管理計畫中有關交通管理智慧化議題確認。

3) 散場計畫請遠雄公司提出妥適方案提下次委員會確認。

4) 集結區設置及至臨停區動線規劃經委員會確認。

534次委員會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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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108年9月9日上午8時30分

地點：信義區新仁里辦公處

與會單位：交通局、捷運公司、體育局、都發局

討論發言內容摘要：

1. 吳里長：大巨蛋衍生之臨停需求需內部化，以目前基隆路與忠孝東路口的交通狀況

已達F級，未來要如何再容納大巨蛋之車流。後續交通局應提出具體可行，並對居

民影響最小之管理措施前提下，才有討論之空間。

2. 交通局：未來大巨蛋舉辦2萬人以上活動每次均須提送交維計畫送本局審查，本局

將進行把關。

3. 捷運公司：因應未來大巨蛋營運後之人潮，可於下午5至7點尖峰時段加發4班列車

疏運，預計一小時可疏運48500人。

9月9日拜訪新仁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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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雄回應 捷運運量說明

依臺北捷運板南線之班次與運能，下午尖峰小時(17:00~19:00)捷運公司可於國父紀
念館站往臺北車站方向增開4部區間加班列車疏運旅客，以站立密度每1m2站立5人
估算，4部列車可增加運量6,688人次。

 4萬人活動
未來巨蛋下午尖峰時段散場，本案
40,000人滿場時所衍生之捷運旅次
(16,870人)，如：
 以國父紀念館站之運能餘裕量進

行推估，全部疏運時間約需43分
鐘。

 以南港捷運線較為壅塞之忠孝復
興站，以其運能餘裕量推估，全
部疏運完成則約需73分鐘。

 2.5萬人活動
巨蛋舉辦2.5萬人活動時衍生捷運旅
次11,470人，將可於1小時內疏運完
成。
 以國父紀念館站之運能餘裕量進

行推估，全部疏運完成時間約需
26分鐘。

 以板南線較為壅塞之忠孝復興站
之運能餘裕量推估，全部疏運完
成約需46分鐘。

請捷運公司協助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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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雄回應 散場計畫

1. 散場交通計畫
1) 巨蛋舉辦2.0萬人以上之活動前，需提送相關交通維持計畫供交通局審查。
2) 巨蛋營運階段下午尖峰之散場計畫及交通管理計劃、策略與原核可之交通影響評估相同。
3) 一般活動散場：
 大眾運輸系統配合計畫、臨停區規劃(長度450公尺)(包括：接駁車停靠區、公車停靠

區及小客車/計程車臨停下客區)、
 定期接駁公車規劃4線（台鐵、捷運、機場、社區）
 人行系統配合計畫(人行動線導引計畫、國父紀念館連通計劃、忠孝東路80米穿越道、

行人交通管制、路口人形設施)
 停車系統計畫：引導捷運旅次利用鄰近之市政府站與忠孝敦化站、乘客臨停區規劃、

定期接駁公車規劃人行動線導引計畫及周邊交通疏導計畫。
4) 以基地周邊500公尺半徑為範圍，於周邊路口及基地出入口由營運單位聘請義交人員與交

通指揮人員協助進行交通疏導、導引車行動線與人行動線導引。

2. 散場疏運時間之配合活動
依捷運系統運量分析，巨蛋4.0萬人活動散場時捷運疏運時間約需73分鐘。57部大客車疏
運時間約需78分鐘，本案於各大型活動結束時，可配合活動主題舉辦各種不同小型活動，
如：球星、明星簽名會、帶動團康小遊戲、摸彩等。

3. 路口服務水準
目前巨蛋鄰近主要路口(基隆路/忠孝東路)服務水準為F級，配合路口路型改善(忠孝東路往
西方向增加一車道，路口容量增加)，路口平均延滯可由127.1秒/車降為123.7秒/車，路口
平均延滯減少3.4秒/車。巨蛋舉辦4.0萬人活動時，本路口的延滯則為127.0秒/車，與現況
維持相同服務水準。

提會確認



議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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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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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16％

綠覆面積 24678.31平方公尺 24684.12平方公尺

建
築
設
計

項目 說明

全區 開放空間植栽綠化調整
增加大巴士上、下客地面層臨停車位
消防救災動線調整

影城、商場 各層平面調整、樓梯數量增加及調整、各向立面調整

巨蛋 各層平面調整、樓梯數量增加及調整、各向立面調整、地下油槽位置調整

辦公及旅館 各層平面調整、各向立面調整

地下停車場 各層平面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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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會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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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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08.29(534次)
 108.10.14(5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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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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