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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文化體育園區（大巨蛋）火災搶救計畫初擬 

壹、 建築概要 

一、基地位置 

大巨蛋位於臺北市信義區，東臨忠孝東路 4段 553巷，鄰近建築為 4

至 8層樓高之住宅或商業大樓；南臨忠孝東路，對面為國父紀念館；西

臨光復南路，對面為 10 至 12 層樓高之住宅或商業大樓；北臨市民大

道及松菸文創園區，如下圖 1： 

 

圖 1  大巨蛋基地概要圖 

二、建築資料 

大巨蛋（100建字第 0181號建造執照）位於本市信義區逸仙段 2小段

0350、350-1、350-2、355-1、356-1等 5筆地號，建築物計 3幢 5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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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層數為地上 20層地下 5層，建築物高度為 99.15公尺，建築物總樓

地板面積 49萬 2764.91平方公尺。資料概要如下表 1： 

表 1  大巨蛋建築概要表 

 

大巨蛋之體育館採下沉式開挖，建築物高度雖為 64公尺，但是場館中

央挑空區底層為地下 3層，挑空區高度為 74.5公尺，如下圖 2所示： 

 
圖 2  體育館立面設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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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樓層及用途 

大巨蛋建築物分為文化城(即電影院)、商場、體育館、旅館及辦公大樓

等 5棟，建造執照上區分為 C棟、M棟、D棟、H棟及 B棟，防火避難

性能評定書上則以 A、B、C、D、E棟做為區分。有關各棟各層樓地板面

積如下表 2： 

表 2  各棟樓地板面積概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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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棟總樓地板面積及用途概要如下： 

(一) A棟：B5F~5F，用途為電影院、餐飲業，總樓地板面積合計 3

萬 6656.49平方公尺。 

(二) B棟：B3F~15F，用途為商場、餐飲業，總樓地板面積合計 9

萬 5415.42平方公尺。 

(三) C棟：B5F~6F，用途為體育館、商場、餐飲業，總樓地板面積

合計 12萬 2384平方公尺。 

(四) D棟：B4F~20F，用途為旅館，總樓地板面積合計 5萬 3401平

方公尺。 

(五) E棟：B3F~20F，用途為一般事務所，總樓地板面積合計 3萬

4461平方公尺。 

(六) 停車空間：B1F~B5F，停車空間，總樓地板面積合計 15萬 0807

平方公尺。 

四、防災中心 

防災中心規劃上區分為主防災中心及副防災中心，分別負責各棟建築物

之災害監視，彙整各監事單位之情報，針對全區下達正確之救災指令，

並接防災中心發布之指示，進行避難及救災之指揮工作。本案共有5個

防災中心，架構下如圖3。 

 

 

 

 
 

 

 

 

 

 

 

圖 3   防災中心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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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防災中心設置位置如圖4： 

 

 

 

 

圖 4   防災中心位置圖 

 

五、消防安全設備 

消防安全設備除體育館部分設備外，皆依照「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

置標準」設置，消防安全設備之種類如下： 

(一)滅火器：1828具，滅火效能值 5484A,18280B,C。 

(二)室內消防栓：消防栓共 601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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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消防幫浦揚程 75M (體育館、停車空間棟)、92M (文化城、商場棟)、

110M (旅館、辦公棟)。 

2. 出水量 300L/min，電動機 11.19/15/18.65kw，水源容量設 3處消

防水池，水量分別為 433.96/542.77/602.18立方公尺。 

3. 商場和旅館棟設中繼幫浦，揚程 68M，出水量 300L/min，電動機

11.19kw 

4. 緊急電源設發電機 1250kw共 5台。 

(一)自動撒水設備：撒水頭共 30722個，自動警報逆止閥 115套。 

1. 撒水幫浦揚程 80M(體育館、停車空間棟)、105M(文化城、商

場棟)、151M (旅館、辦公棟)。 

2. 出水量 1350L/min，電動機 37.3/55.95/74.6kw。 

泡沫滅火設備：泡沫頭 16839個，一齊開放閥 1579套。 

3. 泡沫幫浦揚程 70M(體育館、停車空間棟)、80M(文化城、商場

棟)、70M(旅館、辦公棟)。 

4. 出水量 840L/min，電動機 22.38/29.84/22.38kw。 

(四)火警自動警報設備： 

1. 探測器：偵煙式 4612個、差動式 5138個、定溫式 63個、火

焰式 2個，共 9815個。 

2. 火警分區共 1666點，手動報警機共 697套。 

3. 火警受信總機：60迴路，7620點，R型，設於防災中心。 

(五)瓦斯漏氣火警自動警報設備： 

1. 瓦斯漏氣檢知器 15個，火警分區 15點。 

2. 火警點數設 15點，含於 60迴路，7620點，R型，設於防災中

心。 

(六) 緊急廣播設備：設揚聲器 4621只，廣播總機 15000W，200迴路，

設於防災中心，啟動裝置共 697組。 

(七)標示設備： 

1. 出口標示燈：B級 2595具，C級 4具，共 2599具。 

2. 避難方向指示燈：B級 1399具，共 1399具 

3. 觀眾席引導燈：80具 

(八)避難器具：緩降機 82具，避難梯 31具。 

(九)緊急照明設備：緊急照明燈 4447具。 

(十)連結送水管： 

1. 出水口：單口型 52個，雙口型 37個。 

2. 送水口：14個。 

3. 水帶箱：34個。 

4. 中繼幫浦：揚程(旅館、辦公棟)120M，出水量 2400 L/min，

電動機 93.25k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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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消防專用蓄水池： 

1. 採水口共 10處。 

2. 採水幫浦：揚程 50M，出水量 3300 L/min，電動機 55.95kw。 

3. 水池水量：體育館、停車空間棟 440噸，旅館、辦公棟 160

噸，文化城、商場棟 220噸。 

(十二) 排煙設備： 

1. 梯間排煙：進風口 404處，排煙口 404處，排煙機 39具，進

風機 39具。 

2. 室內排煙：排煙口 673 處，排煙機 65具，總排煙量 35200m
3
。 

(十三) 緊急電源插座：共 226組，27迴路。 

(十四) 發電機：大巨蛋供消防使用發電機設有 1250KW計 5台。 

1. 體育館位於地下 5樓發電機室。 

2. 電影文化城位於地下 3樓發電機室。 

3. 商場位於地下 2樓發電機室。 

4. 旅館位於地下 2樓發電機室。 

5. 辦公室位於地下 4樓發電機室。 

(十五) 體育館依消防法第 6條採性能設計者及其審查進度如下表 3： 

 

表 3 ：採性能設計之消防安全設備 

設備種類 設計情形 目前狀況 

排煙設備 送內政部審查 尚未送審 

放水型自動撒水設備 送內政部審查 

103年 12月 29日內授消

字第 1030824836號核准

在案 

緊急照明設備 送內政部審查 尚未送審 

標示設備(避難方向指示

燈) 
送內政部審查 尚未送審 

火警自動警報設備(探測

器型式)、緊急廣播設備

(揚聲器) 

送內政部審查 尚未送審 

滅火器(步行距離) 送內政部審查 尚未送審 

避難器具(開口) 送內政部審查 尚未送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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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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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可動式放水型撒水（放水槍）動作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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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放水槍探測器設置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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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放水槍配置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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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災害搶救設施概要 

一、消防水源及救災車輛 

(一)消防水源(如圖 9)： 

1. 園區基地週邊計有 9處地下式消防栓，位置與管線資訊如下表： 

 

表 4  地下式消防栓資訊 

位

置 

市民

大道 5

段2號

前 

光復

南路

91巷

口 

光復

南路

133號 

光復

南路

167號 

忠孝

東路

光復

南路

口 

捷運 4

號出

口對

面 

國父

紀念

館正

門對

面 

國父

紀念

館右

門對

面 

逸仙

路對

面 

管

徑 

200mm 200mm 200mm 200mm 200mm 300mm 300mm 300mm 300mm 

壓

力 

1.2kg 1.2kg 1.2kg 1.2kg 1.2kg 1.5kg 1.5kg 1.5kg 1.5kg 

 

2. 園區內依法應設置消防專用蓄水池，水量計有 820噸，另設置有

10處採水口，可供給災害搶救水源需求；若以 10線 2.5吋水線，

放水壓力 7公斤同時放水，約可持續供水 2小時(120分鐘) 

 

表 5  消防專用蓄水池位置 

位置 影城棟

前景觀

林蔭大

道 

商場棟

西北側

出口旁 

商場棟

西南側

出口旁 

巨蛋體

育館南

側生活

廣場旁 

巨蛋體

育館南

側停車

場出口

旁 

忠孝東

路與逸

仙路口

旁 

旅館大

樓前人

行道 

巨蛋體

育館東

北側綠

地 

巨蛋體

育館北

側菸廠

大樓旁 

 

3. 為避免水源共撞問題，本局將利用附近地下式消防栓及消防專用

蓄水池同時取水進行救災，若有水量不足情形亦可使用鄰近松山

文創園區內生態景池進行取水救災。 

(二)消防車輛規劃部署空間(如圖 10)： 

1. 依內政部(營建署)93年 10月 7日訂定「劃設消防車輛救災活動空

間指導原則」所規劃之救災活動空間計有 8處，為利高空作業車

輛第一時間停駐與升梯執行救援任務(內政部業於 102年 7月 23

日修訂，應依最新版本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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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局優先調派 70公尺雲梯消防車(大同 31)及鄰近 5輛 50公尺雲

梯消防車(安和、信義、中崙、南港、圓山)並利用救災活動空間

進行升梯及人命救援工作。 

(三)消防車輛動線： 

1. 園區東側為忠孝東路 553巷(寬約 11公尺)、西側為光復南路(寬

約 30公尺)、南臨忠孝東路四段(40公尺)、北側為菸廠路(寬約

15公尺)。 

2. 救災車輛可由西側光復南路側藝文廣場、西南側光復南路與忠孝

東路轉角生活廣場及逸仙路與東南側忠孝東路口旁巨蛋廣場進入

園區環狀通道進行救災。 

3. 園區南、西側規劃有景觀林蔭大道(光復南路側寬 19公尺與忠孝

東路側寬 12公尺)且設置有消防栓、消防專用蓄水池採水口，可

供消防救災車組部署救災。 

二、災害搶救人員動線： 

(一)本局將利用影城棟設置有 4座特別安全梯 5座室內安全梯、商場棟 7

座特別安全梯、巨蛋體育館設置有 5座特別安全梯 8座室內安全梯與

3座直通樓梯，旅館暨辦公大樓設置有 3座特別安全梯 3座室內安全

梯，可供消防救災人員搶救部署使用，並派員進入防災中心監控內部

狀況，同時廣播提醒民眾往其他安全方向疏散以預留內部救援動線。 

(二)園區地下 4、5層規劃為停車空間用途，其內部設置有 10座安全梯與

6部緊急升降機可供消防救災使用。 

(三)若地下室發生火災可能有大量濃煙蓄積，可利用菸廠路側地下停車場

車道做為通風排煙管道，同時應進行疏散管制並避免人員、車輛進入，

以增加火場能見度提升救援速度。 

三、災害搶救人力裝備： 

(一)全設置有 19座特別安全梯，其各層梯間排煙室具有防火排煙區劃、

緊急電源及照明等維生設備，可做為消防人員救災據點。 

(二)成立火場指揮中心統籌指揮管理現場救災任務，並將幕僚整編分為作

戰、水源、通訊、後勤、聯絡、新聞等組，襄理指揮官進行現場指揮

與幕僚作業。 

(三)人員管制站，應設立於火場正面，由安全官負責管理與登錄人員進入

時間及空氣瓶壓力，並指定 2人以上組成緊急救援小組，以因為緊急

狀況撤離作業，安全官幕僚應定期以無線電要求各分組帶隊官回報搶

救進度與水壓狀況。 

(四)光復南路藝文廣場、光復南路與忠孝東路轉角之生活廣場及忠孝東路

與逸仙路口旁巨蛋廣場等處，可作為火場指揮中心、醫療站之設置地

點，另人員管制站應設置於搶救部署入口處，並確實執行火場安全管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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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作業原則： 

    緊急事故以人命救助為優先，為利搶救作業參考本局訂定「火場指

揮及搶救作業規範」、「火場指揮及搶救作業規範補充規定」、「火災

搶救指揮及幕僚作業規定」、本市「火場警戒區劃定及警戒作業規範」、

內政部(營建署)訂定「劃設消防車輛救災活動空間指導原則」內政部(消

防署)訂定「火場指揮及搶救作業要點」等相關規定，擬訂本局火場救

災安全標準作業流程圖(如圖 11)及相關注意事項概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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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臺北文化體育園區救災資源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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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臺北文化體育園區消防搶救部署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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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臺北市政府消防局火場救災安全標準作業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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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災害情境設定 

    12月 31日跨年夜 22時，大巨蛋正辦理跨年演唱會，座無虛席，市府前廣

場同時舉辦「臺北最 HIGH新年城」晚會活動，準備迎接 101大樓跨年煙火秀。

此時，某大客車行駛光復南路，南往北方向，遇市民大道右轉，於市民大道上的

遊覽車停車場入口再右轉進入大巨蛋，車道一直往下通到地下 5層，再左轉擬停

放於體育館正下方的大客車停車區，惟該車因故起火燃燒，波及油箱，火勢猛烈

伴隨爆炸發生，致使管道間防火區劃失效，火勢濃煙沿著排氣空調等管道蔓延至

地下 4層、地下 3層，影響範圍擴大至球場內販賣區、觀眾席、走道及人員出入

口等，有大量民眾等待疏散救援之情事，且體育館西北角為天然瓦斯減壓站及管

線分支起點，亦可能造成瓦斯管線破裂外洩而燃燒之虞。 

 

 

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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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救災動線規劃及火災搶救計畫 

一、計畫依據 

(一)各級消防機關救災救護指揮中心作業規定 

(二)直轄市縣市消防機關火場指揮及搶救作業要點 

(三)臺北市重大災害緊急應變處理要點 

(四)臺北市火災處置要點 

(五)內政部消防署訂定之火災搶救標準作業程序 

(六)消防機關災害現場人命救助作業原則 

(七)臺北市政府消防局救災任務編組執行計畫 

(八)臺北市政府消防局因應重大火災事故標準作業程序 

(九)臺北市政府消防局爆裂物爆炸事故標準作業程序 

二、計畫目的 

(一)臺北文化體育園區分為五大區塊，分別為影城(A棟)、商場(B棟)、

多功能體育館(C棟)、旅館(D棟)、辦公大樓(E棟)等，本計畫係針

對該園區於發生重大火災及爆炸災害時，自受理報案至抵達現場展開

搶救之作業規範，期於災害發生時能迅速掌握資訊並提昇救災效率。 

(二)為因應臺北文化體育園區內發生重大火災及爆炸災害時，提供指揮組

織架構與基本功能有效管理及控制。臺北文化體育園區內火災將帶來

指揮重大的管理、後勤及安全問題，內部空間的規模及複雜程度、危

險區域的封閉特性、火災區域的進入受限（甚至難以進入）及有限的

疏散方法等因素都會成為消防力量所面臨的問題，對收容者及消防人

員帶來嚴重生命危險，所以不能允許出現錯誤或組織架構不健全，同

時，指揮官必須掌控建築物各種環境、消防及安全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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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搶救計畫作業流程 

 

 

圖 12  搶救計畫作業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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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計畫內容與方法 

(一)受理報案 

1. 負責單位：消防局救災救護指揮中心(以下簡稱救指中心) 

2. 救指中心接獲報案後，應立即掌握災情概況，除依規定登錄相關資料，

並特別注意下列事項： 

(1)詢問報案者目前所在位置？所觀察到的災情？ 

(2)詢問是否觀察到造成災害原因為何？ 

(3)詢問是否觀察到附近有可疑人員？ 

(4)詢問有無人員受困？ 

(5)詢問何種建築物及樓層數、狀況位置、有無倒塌或結構崩落情形？ 

(6)報案者如身處建築物內，應勸導儘速疏散，並告知正確避難逃生方式。 

(二)派遣作業 

1. 負責單位：救指中心 

2. 救指中心應儘速調閱甲、乙種搶救圖，以無線電通知初期指揮官相關訊

息，俾供救災參考。 

3. 依火警級數派遣下列分隊： 

(1) 第一梯次(二級火警)派遣分隊如下:  

A. 信義分隊 

B. 八德分隊 

C. 安和分隊 

註:抵達現場後，車輛部署及第一層警戒線(紅色)如圖(一) 

(2) 第二梯次加派單位(三級火警)派遣分隊如下: 

A. 永吉高級救護分隊 

B. 信義中隊 

C. 第二大隊 

D. 中崙分隊 

E. 復興分隊 

F. 成德分隊 

註:抵達現場後，車輛部署及第二層警戒線(黃色) 如圖(二) 

(3) 第三梯次加派單位(四級火警)派遣分隊如下: 

A. 忠孝高級救護分隊 

B. 民權分隊 

C. 華山分隊 

D. 金華分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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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松江分隊 

F. 城中分隊 

G. 古亭分隊 

H. 內湖分隊 

註:抵達現場後，車輛部署及第三層警戒線(綠色)如圖(三) 

1. 救指中心應根據報案者所提供資訊，若研判災情過大，一開始即應派遣

足夠人車前往。 

2. 救指中心應派遣足夠的救護車，並以一輛救護車載送一位傷病患就醫為

原則，以便救護人員於送醫途中實施急救。 

3. 視災情通知警察、工務、衛生、台電、瓦斯等相關單位派員前往協助處

理。 

4. 救指中心應提醒第一梯次初期指揮官將火場正面空間預留給高空作業車

使用。 

(三)消防分隊出動 

1. 負責單位：信義分隊 

2. 信義分隊值班人員接獲救指中心通報後，立即按下火警警鈴，將地點、

災害類別、出勤人員、車輛等，以廣播方式通知備勤人員出勤救災。 

3. 信義分隊備勤人員接獲火警訊息或通報，立即整裝攜帶應勤裝備上車，

駕駛員將車發動，打開警示燈及無線電，信義分隊長並立即呼叫救指中

心報告出動車輛代號及人數。 

4. 各分隊接獲救指中心派遣時，應依所告知圖號攜帶甲種搶救圖出勤，於

抵達現場前，帶隊官並應依搶救圖事先瞭解鄰近水源、街道等環境狀況

預作搶救部署腹案，並以無線電告知所屬及支援人員，以便抵達火場時

能立即展開搶救作業，原則上各分隊至少應有一輛水箱車佔水源。 

(四)出勤途中處置 

1. 負責單位：信義分隊 

2. 於出勤途中、信義分隊長須觀察災情大小及火勢延燒可能性，以期事先

構想搶救腹案研判，在到達現場前，應觀察火災地點濃煙動向判斷風向

和火勢狀況。 

3. 赴現場途中，若發現火勢猛烈且災情不斷擴大，信義分隊長應立即反應

請救指中心調度人車支援。 

(五)抵達現場處置 

1. 負責單位：信義分隊 

2. 信義分隊長應於建築物火場正面預留二輛以上高空作業車操作空間，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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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部署高空作業車實施人命救助及滅火。 

3. 信義分隊長應隨時掌握現場出入動線與火場現況（建築物內部結構、火

點位置、延燒範圍、受困災民、儲放危險物品等），並回報救指中心，現

有人、車、裝備等救災戰力，如有不足，應立即向指揮中心請求支援；

尤其大面積地下層之建築物如初步判斷無法於短時間內撲滅，應立即請

求調派救助分隊到場執行人命搜救任務。 

4. 信義分隊長應隨時與救指中心保持聯絡，如進入地下室等無線電通訊不

佳之地區，應指定人員代為轉達各項訊息，如火場週邊無線電通訊不良，

應妥善運用車裝台無線電及火場鄰近消防據點固定台無線電中繼各項訊

息，必要時（無線電通訊不良或傳達不宜公開之資訊）應使用行動電話

或有線電話與救指中心聯絡。 

5. 支援單位應依規定向指揮官報到，並依指示執行任務，信義分隊長應考

量火場整體狀況有效編組部署，避免人力或水線部署不當。 

6. 第一梯次到達火災現場之信義分隊長應指定人員查訪關係人瞭解起火地

點、結構、有無人員受困等資料，並請關係人提供鑰匙，以利儘速進入

搶救。 

7. 信義分隊長應隨時掌握火場現況，並於火勢控制及撲滅時，回報救指中

心，有關定義如下： 

8. 控制：運用消防水線或其他搶救方式壓制已經燃燒或阻絕可能燃燒之物

質，且火勢已明顯減緩，燃燒範圍將侷限於現有區域內，不致再往四周

延燒（包括垂直與水平方向）。 

9. 撲滅：主要燃燒物質之火焰已經熄滅，且依現場之消防力部署（裝備、

人員、水源）狀況，火勢已無復燃之可能性。 

10. 殘火處理：火勢撲滅後，清理或冷卻曾經燃燒之物質或其週邊，以確定

現場已無火星且不 

復燃。 

(六)初期反應階段 

1. 組織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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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初期反應架構圖 

 

1. 搶救計畫作業原則 

(1) 指揮官 

A. 到達現場即指派人員詢問關係人或管理員起火位置（起火層、起

火點）、原因、有無危險物品、延燒範圍、隔間裝潢情形及現場平

面圖（出入口）等相關資料，並要求提供「安全門鑰匙」及「平

面圖」，將相關資訊回報指揮官，指揮官在整合初步訊息後將災情

概況回報救指中心。 

B. 信義分隊長應隨時掌握現場出入動線與火場現況（建築物內部結

構、火點位置、延燒範圍、受困災民、儲放危險物品等），並回報

救指中心，現有人、車、裝備等救災戰力，如有不足，應立即向

指揮中心請求支援；尤其大面積地下層之建築物如初步判斷無法

於短時間內撲滅，應立即請求調派救助分隊到場執行人命搜救任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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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信義分隊長指定帶隊官深入火場展開搶救。 

D. 中隊長到達時，初期指揮官信義分隊長應引導就指揮位置，並速

以簡圖（或口頭）詳告中隊長有關部署情形及分析火勢可能發展

情形，俟指揮權轉移後，並接受新任務派遣。 

E. 大隊長接獲通報後，應即趕赴現場指揮，並動員大隊幕僚人員進

駐救災現場。 

F. 大隊長到達災害現場時，先以無線電查詢初期指揮官信義中隊長

之指揮位置並請其引導。 

G. 大隊長接受初期指揮官信義中隊長有關現場人車、裝備部署狀況、

搜救、支援及分析火勢可能發展等情形後，接掌指揮權，並即指

揮幕僚群展開作業，並向救指中心報告指揮權轉移大隊長指揮。 

(2) 新聞官：彙整相關資料擬定新聞草稿，於大巨蛋與光復南路中間之

通道成立新聞採訪暨發佈中心，適時提供媒體各項資料並繪製現場

簡圖。 

(3) 安全官：了解火場四周狀況，監控所有救援行動及環境的危險狀況，

注意任何危及救災人員安全事項，包括觸電、爆炸、閃燃、毒性化

學物質、掉落物等狀況，隨時提醒指揮官及救災人員，負責掌握現

場全體人員之安全。 

(4) 聯絡官：協調聯繫請求支援事項，例如台電、自來水公司、警察局、

工務局、國軍、民間團體等相關單位協助救災，在大型或較複雜的

事故中，負責與各單位互動及接收並傳達重要訊息，確定各單位之

間能有效溝通。 

(5) 作業組 

A. 執行各項救災救護及火災調查任務。 

B. 提出救災資源需求及調度建議。 

C. 成立集結區接受後續人員報到調度。 

(6) 計劃組 

A. 建立現場支援人車之搶救部署圖。 

B. 掌握現場水源位置。 

C. 隨時注意災害發展狀況及救災進度。 

D. 掌控救災救護人員、車輛、裝備及器材資源及需求狀態。 

E. 適時研提救災行動方案。 

(七)延燒反應階段 

1. 組織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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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延燒反應架構圖 

2. 搶救作業原則 

(1) 火場總指揮官 

A. 火場總指揮官(局長)接獲救指中心值日官報告後立即趕往現場，

並指示動員局本部救災編組幕僚人員，進駐救災現場。 

B. 到達現場時，先以無線電查詢大隊救火指揮官之指揮位置並請其

引導。 

C. 抵達現場並接受救火指揮官大隊長以表單及甲乙種搶救圖或白板

繪製現場圖詳告有關人車、裝備部署狀況、人員搜救、帶隊指揮

人員、支援及分析火勢可能發展等情形後，即接掌火場總指揮之

權，並指示通訊小組，向救指中心及現場報告指揮權轉移局長指

揮。 

D. 指示大隊長擔任火場分區指揮官。 

E. 指示局本部救災編組各幕僚人員接掌執行幕僚作業，提供救災資

訊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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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災害達特殊重大火災層級時，即指示聯絡官通報市長或副市長到

場，以及回報救指中心。 

G. 災害擴大，需投入本局大量人力時，即指示聯絡官通知救指中心，

派遣相關科室人員、其他分隊或其他鄰近縣市支援必要車種、裝

備器材、人員。 

H. 全程統一指揮火場救災、警戒、偵查等勤務。 

(2) 新聞官 

A. 彙整相關資料擬定新聞草稿，適時提供媒體各項資料。 

B. 提供媒體及重要人物防護裝備。 

(3) 安全官 

A. 實地瞭解火場四周狀況負責安全警戒。 

B. 瞭解現場有無可能再度發生閃燃現象、煙囪效應或任何危及救災

人員安全之事宜。 

C. 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或限制非救災人車進入或避免店家衝過

封鎖線入內搶救財物。 

(4) 聯絡官 

A. 承局長指示聯絡救指中心調派人力、車輛、裝備器材。 

B. 與現場警察分局聯繫，請其持續維護現場交通及治安秩序、偵查

等工作。 

C. 承局長指示通報市長或副市長到場，並回報救指中心。 

D. 支援人車完成報到後，隨即由聯絡官告知其任務，部分人員進入

火場協助救災，未進入火場救災人車請先暫時到集結區待命。 

(5) 作業組 

A. 作業組長 

(a) 與各救火分區指揮官聯繫，瞭解火場目前發展狀況、攻擊部

署、人力派遣、人命救助以及裝備需求等狀況。 

(b) 統計各單位出動救災人車、裝備、器材等資料並作成紀錄。 

B. 集結區管理員 

(a) 管制待命人車、瞭解狀況，聽候指示調派人車支援前線救

災。 

(b) 引導支援人車報到後，登記其帶隊官及車種、人車數量。 

C. 消防救災車組：車輛部署以「車組作戰」及「單邊部署」為原則。

（註：「車組」係以兩輛消防車組成具獨立救災作戰之基本單位，

一為攻擊車、另一為水源車，一般常見的車組為水箱車加水箱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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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箱車加水庫車、雲梯車加水箱（庫）車、化學車加水箱（庫）

車等。） 

D. 救護分組：負責災害現場成立救護站，執行緊急醫療救護及傷患

後送事宜。 

E. 火調組負責調查火災現場起火戶、延燒戶相關資料。 

F. 公共工程分組 

(a) 瓦斯小組：由瓦斯公司派員處理瓦斯關斷及警戒措施相關事

宜。 

(b) 電力小組：由台電派員處理關斷電源及其他有關電力相關事

宜。 

(c) 集中供水小組：由自來水公司派員處理集中加強現場消防用

水水壓及其他有關火災搶救消防用水相關事宜。 

G. 執法分組 

(a) 警戒小組：由警察局派員處理災害現場警戒及封鎖等相關事

宜。 

(b) 交通小組：由警察局派員處理周邊交通管制及疏散等相關事

宜。 

(c) 秩序維護小組：由警察局派員處理災害現場秩序維護等相關

事宜。 

(d) 偵查小組：由警察局派員負責偵查、蒐集火場有無人為縱火

及犯罪之可能資料，並處理相關犯罪偵防工作。 

(6) 計劃組 

A. 計劃組長：查閱相關作戰指揮、搶救、應變指南等資料，擬定事

故行動計畫，提供戰術方案供火場總指揮官參考。 

B. 狀況小組：隨時注意災害發展狀況及掌握救災進度。 

C. 資源小組：評估現有人力車輛裝備器材各項資源可能無以應付持

續救災工作，提出增派人車請求。 

D. 文書小組：負責所有資料確實紀錄並保存。 

(7) 後勤組 

A. 設施小組：架設現場指揮所所需各項裝備器材及設施。 

B. 通訊小組：保持通訊設施之完整。 

C. 糧食小組：處理作業組所提出之糧食、餐飲等補物品需求。 

D. 補給小組：處理救災救護車輛故障排除及事故案件之聯絡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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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擴大反應階段 

1. 組織架構 

 

 

圖 15  擴大反應架構圖 

2. 搶救計畫作業原則 

(1) 總指揮官 

A. 消防局局長向市長簡報，報告目前救災進度及火場情況。 

B. 批准計劃組所擬火災搶救計畫。 

C. 市長指示消防局局長繼續擔任火場總指揮官。 

D. 指示救災人員盡全力灌救並控制火勢。 

E. 批准計劃組所擬火災搶救解散計畫。 

(2) 新聞官 

A. 負責新聞資料蒐集、彙整及適時發佈相關新聞。 

B. 成立新聞發佈中心與各家媒體保持聯繫，並對不實報導適時回

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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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安全官 

C. 實地瞭解火場四周狀況負責安全警戒。 

D. 瞭解現場有無可能再度發生閃燃現象、煙囪效應或任何危及救災

人員安全之事宜。 

E. 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或限制非救災人車進入或避免店家衝過

封鎖線入內搶救財物。 

F. 注意建築物有無倒塌或結構崩落情形。 

(4) 聯絡官 

A. 承局長指示聯絡救指中心調派人力、車輛、裝備器材。 

B. 與現場警察分局聯繫，請其持續維護現場交通及治安秩序、偵查

等工作。 

C. 承局長指示通報市長或副市長到場指揮，並引導其到達現場指揮

所，且回報救指中心。 

D. 支援人車完成報到後，隨即由聯絡官告知其任務，部分人員進入

火場協助救災，未進入火場救災人車請先暫時到集結區待命。 

(5) 作業組 

A. 作業組長 

(a) 與各救火分區指揮官聯繫，瞭解火場目前發展狀況、攻擊部

署、人力派遣、人命救助以及裝備需求等狀況。 

(b) 統計各單位出動救災人車、裝備、器材等資料並作成紀錄。 

B. 集結區管理員 

(a) 管制待命人車、瞭解狀況，聽候指示調派人車支援前線救

災。 

(b) 引導支援人車報到後，登記其帶隊官及車種、人車數量。 

C. 消防救災車組：車輛部署以「車組作戰」及「單邊部署」為原則。

（註：「車組」係以兩輛消防車組成具獨立救災作戰之基本單位，

一為攻擊車、另一為水源車，一般常見的車組為水箱車加水箱車、

水箱車加水庫車、雲梯車加水箱（庫）車、化學車加水箱（庫）

車等。） 

D. 救護分組：負責災害現場緊急醫療救護及傷患後送事宜。 

E. 火調組負責調查火災現場起火戶、延燒戶相關資料。 

F. 公共工程分組 

(a) 瓦斯小組：由瓦斯公司派員處理瓦斯關斷及警戒措施相關事

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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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電力小組：由台電派員處理關斷電源及其他有關電力相關事

宜。 

G. 集中供水小組：由自來水公司派員處理集中加強現場消防用水水

壓及其他有關火災搶救消防用水相關事宜。 

H. 執法分組 

(a) 警戒小組：由警察局派員處理災害現場警戒及封鎖等相關事

宜。 

(b) 交通小組：由警察局派員處理周邊交通管制及疏散等相關事

宜。 

(c) 秩序維護小組：由警察局派員處理災害現場秩序維護等相關

事宜。 

(d) 偵查小組：由警察局派員負責偵查、蒐集火場有無人為縱火

及犯罪之可能資料，並處理相關犯罪偵防工作。 

(6) 計劃組 

A. 計劃組長： 

(a) 擬定人員輪替計畫。 

(b) 查閱相關作戰指揮、搶救、應變指南等資料，擬定事故行動

計畫，提供戰術方案供火場總指揮官參考。 

B. 狀況小組：隨時注意災害發展狀況及掌握救災進度。 

C. 資源小組：評估現有人力車輛裝備器材各項資源可能無以應付持

續救災工作，提出增派人車請求。 

D. 文書小組：負責所有資料確實紀錄並保存。 

E. 特別技術專家：由工務局視災情徵調結構技師、工程師等專家協

助救災。 

F. 解散小組：了解目前現場投入人力及擬定解散小組、資源的優先

順序，並擬定解散計畫提交計劃組組長。 

(7) 後勤組 

A. 設施小組：架設現場指揮所所需各項裝備器材及設施。 

B. 通訊小組：保持通訊設施之完整。 

C. 糧食小組：處理作業組所提出之糧食、餐飲等補物品需求。 

D. 補給小組：處理救災救護車輛故障排除及事故案件之聯絡事項。 

E. 醫療小組：由衛生局聯繫醫院派醫護人員進駐，負責現場消防人

員及傷患醫療急救、醫藥材供給、與責任醫院聯繫等相關事宜。 

(8) 財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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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採購小組：採購餐點、飲用水、油料等補給。 

B. 花費小組：統計每一作業週期花費之金額。  

C. 補償小組：評估現場有無可能須要索賠事項。 

D. 志工召募小組：由社會局協調聯繫志義工召募事宜。 

(9) 依臺北市政府執行重大災害現場前進指揮所作業要點各局處任務分

工詳如附表 4。 

 

表 4 臺北市政府執行重大災害現場前進指揮所各防救單位任務分工表 

 

單位 任務分工 

消防局 

(1)重大災害緊急通報作業。 

(2)災情傳遞彙整及災情指示等聯絡事項。 

(3)災害現場消防搶救、人命救助及緊急救護事宜。 

(4)調用民間救難團體進行救災。 

(5)擬定救災人員輪替計畫事項。 

(6)申請空中直升機救援事項。 

(7)前進指揮所之佈置及其他後勤支援事項。 

(8)其他有關業務權責事項。 

警察局 

(1)災區警戒、災民疏散事項。 

(2)治安維護、交通秩序維持事項。 

(3)災情查報事項。 

(4)通知及協助地方法院檢察署辦理罹難者屍體相

驗工作。 

(5)犯罪偵防工作。 

(6)受災民眾個人資料查詢及財物保管事項。 

(7)協助替代道路規劃。 

(8)其他有關業務權責事項。 

工務局 

(1)業務主管災害之工程搶修、搶險、復原事項。 

(2)業務主管災害之工程搶修協調聯繫事項。 

(3)業務主管災害之工程搶修所需機具、人員調配

事項。 

(4)業務主管工程災害之清運或移除影響救災之障

礙物。 

（5）山坡地及產業道路之搶修及復原重建事項。 

(6)其他有關業務權責事項。 

都市發展局 

(1)建築物損壞調查、統計及分析處理事項。 

(2)受災建築物安全檢查鑑定處理事項。 

(3)危險建築物限制使用或拆除處理事項。 

(4)危險建築物補強或復建處理事項。 

(5)建築物含施工中工程災害處理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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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任務分工 

(6)徵調專業人員協助勘災。 

(7)其他有關業務權責事項。 

社會局 

(1)災民救濟物資應急發放事項。 

(2)災民救濟金應急發放事項。 

(3)提供災民或其家屬有關社會福利資訊。 

(4)其他有關業務權責事項。 

民政局 

(1)協助死亡者家屬辦理喪葬善後事項。 

(2)協助社會局辦理救濟事項。 

(3)其他有關業務權責事項。 

衛生局 

(1)災害現場救護站之設立、運作事項。 

(2)災害現場傷病患到院後醫療照顧事項。 

(3)聯繫督導醫院協助現場緊急醫療救護相關工

作，包括傷病患之檢傷分類、醫療救護、後續

就醫治療及死亡診斷等。 

(4)如災情嚴重，超出本市緊急醫療救護處理能力

時，應協調行政院衛生署啟動國家級災難醫療

救護隊協助本市救護工作。 

(5)災區防疫事項。 

(6)受災傷病患各項資料之登錄、資料統計及彙整。 

(7)其他有關業務權責事項。 

產業發展局 
(1)協助救災物資緊急供應事項。 

(2)督導瓦斯事業機構辦理搶救事項。 

(3)其他有關業務權責事項。  

交通局 

(1)重大交通事故、交通工程災害搶救、搶修事項。 

(2)協助災民疏導之接運事項。 

(3)協助救災人員、器材及物資之運輸事項。 

(4)災區交通運輸之維護事項。 

(5)規劃災區週遭受阻之交通替代動線。 

(6)協調重大交通事故搶救機具調度。 

(7)其他有關業務權責事項。 

捷運工程局 
(1)捷運工地工程災害緊急搶修事項。 

(2)其他有關業務權責事項。 

臺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 
(1)捷運營運事故搶修事項。 

(2)其他有關業務權責事項。 

環境保護局 

(1)災區一般廢棄物之清理事項。 

(2)毒性化學物質災害之處理事項。 

(3)提供毒性化學物質災害搶救資訊事項。 

(4)災區消毒事項。 

(5)其他有關業務權責事項。 

秘書處媒體事務組 (1)協助新聞發布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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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任務分工 

(2)協助媒體聯繫及協調業務主管單位提供媒體災

情及救災應變相關資訊等事項。 

(3)其他有關業務權責事項。 

觀光傳播局 
(1)協助災情及救災應變宣導事項。 

(2)其他有關業務權責事項。 

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督考各防救單位執行各項防救災應變措施等事項。 

文化局 

(1)負責巨蛋鄰近古蹟、歷史建物之減災、搶修、

應變及復原重建。 

(2)督導所屬單位進行減災、搶修、應變及復原重

建。 

(3)其他有關業務權責事項。 

勞動局 

(1)負責巨蛋及鄰近之勞工安全衛生輔導及管理事

項。 

(2)其他有關業務權責事項。 

區公所 

(1)區級災害應變中心及前進指揮所相關應變事

項。 

(2)災情查報及協助災民疏散事項。 

(3)關於前進指揮所之佈置及其相關事項。 

(4)其他後勤支援事項。 

 

(九)解散階段 

1. 組織架構 

  

圖 16  解散階段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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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作業原則 

(1) 指揮官 

A. 批准事故解散計畫，各救災人員依照計畫依續解散。 

B. 指示作業組仍需派員持續警戒至火勢完全熄滅。 

C. 新聞官：於新聞中心再次發佈搶救處理情形。 

D. 聯絡官：協助處理各支援單位之解散，並將支援單位之相關資料

紀錄整理。 

(2) 作業組 

A. 要求執行計劃組擬定之殘火處理計畫。 

B. 各組救災人員依照分配任務前往各樓層執行，遇有小火苗隨即撲

滅。 

C. 持續維持交通秩序。 

(3) 計劃組 

A. 擬定殘火處理計畫，依建築物進行逐層搜索。 

B. 下達解散計畫，部分單位可先行解散或撤除。 

C. 持續監看各小組解散作業完成。 

(4) 後勤組 

A.  從計劃組接收解散計畫。 

B. 收拾釋放各小組資源。 

C. 要求維護並維修裝備燃料及設施補給品。 

(5) 財務組：維護保存事故期間所有採購、花費或索賠事項等紀錄。 

(十)迅速恢復狀況 

1. 事故指揮官：後續調查及相關補助事宜請有關單位依規定辦理。 

2. 計劃組： 

(1) 對所有事故表格和報告紀錄進行歸檔。 

(2) 根據要求提供事故文獻資料。 

3. 後勤組：清點通訊器材，並將通訊頻道復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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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   二級火警車輛部署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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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   三級火警車輛部署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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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   四級火警車輛部署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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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結論與建議 

一、依消防局重大火災所需救災能量規劃，需派遣局本部、大隊、中隊及 15 個

消防分隊共 50 部救災救護車輛(包含雲梯車、水庫車、水箱車、器材車、照

明車、空壓車、救護車、指揮車)，另救災救護車輛作業面積、車輛通道面

積、救災指揮幕僚站等救災所需總面積約 12,000 平方公尺，該空間應保持

淨空，人群避難動線與車輛動線交岔路口，管理單位應指派專人引導，且建

議消防車救災動線寬度應保持 8公尺，以因應緊急救災之需。 

二、各棟建築物(尤其大巨蛋及地下停車場)應明顯標示區域位置及代號，使民眾

瞭解所處位置，另各不同樓層或方位應以顏色、編碼及通達避難層之方向明

顯標註，並將民眾避難與消防救災動線分開(通道、出入口及樓梯)，事故地

點附近出入口、走廊(通道)、樓梯、安全門等應淨空供消防救災人員使用，

以利緊急應變作業之需。 

三、聯合防災中心應將建築基地內，各棟建築物所設之 CCTV 影像及無線電通

訊設備予以整合，並提供消防局救指中心(119)及市災害應變中心遠端監看，

以掌握即時狀況。 

四、園區內地下停車場相互連通、面積廣大，造成救災作業困難，無線電可能因

距離較遠而致收訊不良，應增設無線電通訊輔助設備及洩波同軸電纜，以利

消防救災指揮、聯繫使用。 

五、大巨蛋園區地下層面積遼闊、消防救災動線距離太遠，建議全區裝設空氣呼

吸器緊急填充系統(Rescue Air System)，以利消防救災人員氣瓶殘壓不足時

可緊急填充，提升救災效率。 

六、各棟建築物內部空間應使用顏色、代號或編碼等易於辨識之標示系統，尤其

針對各方向之避難疏散出入口特別標註，以利民眾避難及消防救災。為掌控

建築物進出人數，應有明確計算內部空間人數之電子自動化設計，例如使用

感應式電子票券(手環)。 

七、有鑑於信義區跨年夜人潮擁擠，若大巨蛋同日辦理大型活動，將湧入更多的

民眾，造成周邊環境、交通、捷運負荷量過重，並影響人潮疏散及緊急避難，

故建議大巨蛋於跨年夜不宜同時舉辦活動。 

八、訂定營運防災計畫，並加強工作人員、服務人員及相關從業人員之防災與避

難之教育、訓練、講習、演練等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