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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緣起 

（一）台北大巨蛋園區，北臨文創園區，南側為國父紀念館公園，其位於

本市商業鬧區間，交通、人潮本即繁雜，加之本園區包括附屬建築

設施眾多，可容納10多萬人同時活動，以大型公共建設而言，屬非

常特殊案例。 

（二）本案雖依行政程序，通過內政部防火避難性能審查，亦取得建造執

照，然開工以來，包括工地安全、環保團體抗爭等爭議不斷，柯文

哲市長上任後，以市民生命財產安全之考量，於本（104）年2月，

責成林欽榮副市長，邀請國內外專家學者組成專案小組，對台北大

巨蛋園區進行安全體檢，作為相關政策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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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巨蛋園區簡介 

大巨蛋園區共有5棟建築物，分別為大巨蛋、商場、影城、辦公大樓及

旅館，地下1至地下3層為大巨蛋及商場之附屬設施，地下4至地下5層為

停車空間，停放2,226輛汽車及3,800輛機車、60部大巴士、56部裝卸車

位停車場。 

大巨蛋及商業棟為共構之結構體，巨蛋棟建築規模為地上5層，高度64

公尺；商業棟為地上8層，高度46.5公尺；影城棟為地上6層，高度38.1

公尺；辦公棟為地上20層，高度95.95公尺；旅館棟為地上20層，高度

91.25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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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影城棟  

B 商場棟  

 C 大巨蛋棟  

D 辦公棟  

E 旅館棟  

14,541人 

63,169人 
53,458人 

10,928人 

大巨蛋園區 



三、安全體檢的基本觀點 

（一）檢視目前已審核通過之內容及設計等相關資料，由於目前建築技術規則並無針

對大巨蛋設施等類此特殊性建築物特別規範，而開發單位所提出對建築技術規

則之排除條款，係以「建築物防火避難性能設計計畫書及評定書」審查（以下

簡稱性能審查）替代部分建築技術規則條文規範。此性能審查雖經內政部通過，

但並未考量全區安全，及各種災害發生時對大巨蛋園區之人員、建築物影響。

我們認為審查機制有其制度上之不足，就實務面而言，恐無法保證大巨蛋使用

後之安全。 

（二）鑒於前項背景，本體檢小組以對市民安全負責之基本精神，就本案之整體設計、

性能審查及未來營運可能遭遇之風險等面 向，依科學與專業方法，並參酌世界

上其他巨蛋設施應有之安 全條件，以務實、嚴謹的態度提出本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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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安全體檢的方法與進行方式 

為達成於有限時間內對大巨蛋園區之整體安全（災害時人員之疏散、避難以及對新

發生災害可能受害者等之應變救災）進行體檢作業，本體檢小組採後列之調查方法

與流程，以確保各項作業能夠嚴謹、深入與完備。 

（一）調查方法 

 
1. 相關文獻與資料之蒐集、回顧與評析 

 為對本園區之規劃、設計，審查乃至施工等過程，以及園區之安全避難相

關事宜能夠充分了解、掌握，本小組蒐集了(1)本園區規劃設計案的相關圖

說（規劃設計團隊提供之說明文件）、(2)相關法令規定、(3)於內政部進行

性能審查過程中之相關文獻資料（例如評定小組座談會、審查會議等之紀

錄，以及性能審查結果的計畫認可通知書等 ）、(4)建築安全、疏散避難

等相關研究、規範或手冊（如SFPE（美國消防工程師學會）性能式消防工

程指南）等，進行詳細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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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現場踏勘： 

 為確實了解、掌握大巨蛋園區及建設中之建築物、基地等詳細實況，安排

園區現場及其周邊地區之踏勘行程，園區現場之踏勘於3月13日舉辦，除

體檢小組成員與幕僚工作人外，尚有規劃設計團隊人員在場，進行說明與

詢答。 

3. 規劃設計方案之分析、比對，及說明、詢答。 

 針對第1項內蒐集之規劃設計相關圖說，進行詳細閱讀、檢視，並對不同

階段、不同目的之圖說予以比對、 分析。另外，安排規劃設計團隊對大巨

蛋園區之安全 （含消防）、疏散避難事項進行說明，並與體檢小組成員進

行詢答，以利小組成員能充分了解規劃設計團隊之想法與實際作為，避免

造成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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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小組成員之討論歸納 

 除了對相關圖說、資料之閱讀、檢視、比對分析，以及與規劃設計團隊進

行詢答外，小組成員對於所獲得或發現之事項、內容，以及疑問等進行討

論，甚至辯論，以期掌握規劃設計方案在安全、疏散避難等功能上，可達

成之功能或效果（如所需花費時間），最後，基於所進行各項作業結果，

歸納出本體檢小組對大巨蛋園區之整體安全的綜整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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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電腦模擬： 

 為檢視規劃設計團隊目前所提之各項安全標準（如疏散避難所需時間），

以及支持、驗證體檢作業所指出有關安全、疏散避難之多項存疑與問題點，

體檢小組依小組成員共同認定之標準或設定條件，另外自行完成大巨蛋園

區整體疏散避難之電腦模擬（模擬程式等說明詳如附錄），其結果提供小

組作業及體檢內容說明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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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安全體檢的方法與進行方式 

（一）作業流程 

整體作業前後費時一個半月 （ 3月3日~ 4月15日），其流程如下圖所示 

 

 

•前置作業（2/28-3/1派員赴日研商） 

•3/3第1次小組會議（開發單位規劃設計團隊第1次說明） 

•3/10第2次小組會議 

•3/11第3次小組會議（日籍委員參與） 

•3/13第4次小組會議及現地勘查（日籍委員參與） 

•3/20第5次小組會議 

•3/27第6次小組會議 

•3/28第7次小組會議（日籍委員參與） 

•3/30第8次小組會議（日籍委員參與） 

•4/2   第9次小組會議會議 

•4/7   第10次小組會議（開發單位規劃設計團隊第2次說明）                    

•4/ 8-4/10派員赴日研商 

•4/10第11次小組會議 

•4/14第12次小組會議 

•4/15第13次小組會議（日籍委員參與）（向市長簡報） 

•4/16對外公布成果 

電
腦
模
擬 

幕
僚
作
業 



五、安全體檢的基準 

基於對市民安全負責之態度，檢視開發單位經內政部通過之性能審查及參

酌國外文獻與標準，體檢小組以較嚴謹，務實之基準重新檢驗大巨蛋之設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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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單位採用之基準 體檢小組之基準 

1 安全避難原則，以8分鐘離開觀眾席
達初步安全避難原則 

安全避難原則，以日本所有巨蛋15分鐘為
全員避難至戶外之設計基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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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電腦模擬軟體SimTread進行避難模擬檢
視 

3 模擬之人員步行速度以1.5m/s計算 模擬之人員步行速度以1.2m/s計算 

4 模擬未擺設座椅，且關閉特定樓梯、
出口（人員無法自由選擇出口）  

模擬有擺設座椅，未關閉樓梯、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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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單位採用之基準 體檢小組之基準 

5 室內疏散空間(Concourse)與觀眾席
間無防火牆分隔，僅以自動灑水設
備提升防火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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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有30分鐘以上耐燃性
能之其他構造或設備。 

6 戶外疏散空間（reservoir areas）之
面積計算無扣除植栽、樓梯踏步、
救災水車等面積。消防車運作空間
淨寬度以4.5公尺計算。 

戶外疏散空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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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防車運作空間寬度以8公尺計算。 

7 戶外疏散空間密度以4人/㎡計算。  若疏散空間密度4人/㎡則人之移動為零，不
符實際情況。戶外疏散空間密度以可移動之
3人/㎡為檢視基準。 

8 地下停車空間安全梯相隔最大距離
達240公尺，最長步行距離達120公
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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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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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電腦模擬的設定與結果 

（一）電腦模擬的使用目的 

 電腦避難模擬，主要為了瞭解避難情境的輔助工具，它是一種趨近於實際

情境的技術方法。 

 日本的Sim Tread模擬軟體，主要目的在規劃設計階段，為避免產生逃生避

難衝突、滯留與結點，產生無法順利避難逃生的結果，在軟體的設定上，

是以驗證規劃設計階段成果，作為調整設計的參考。 

 本體檢小組使用Sim Tread軟體，檢驗大巨蛋既存的設計現況，是否會產生

滯留、節點。包括8分鐘、15分鐘及60分鐘的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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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小組模擬條件設定 

 

 人員步行速度：1.2m/Sec 

 靜止電扶梯不得為避難路徑（依日本標準，因電扶梯高低階與一般樓梯不

同，最易發生踩踏意外） 

 模擬人員不含行動不便人士，其避難行為以最近的出口作為逃生路徑的選

擇 

 全區模擬人數不含D、E棟（14,541人），總模擬人數127,555人 

 為配合消防救災之需求，道路空間應予管制，不作為戶外疏散空間，同時

檢視基地腹地是否足夠容納全區人數（依日本模擬標準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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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電腦模擬成果 

1. 經8分鐘4F、2F、B2F、B3F尚有人員未能到達安全梯內，甚至4F、B2F尚

有人員未能離開觀眾席、室內疏散空間及球場面，而各安全梯及地下廣

場出入口，均呈現擁擠現象。 

2. 經15分鐘4F、B2F、B3F尚有人員未能到達安全梯或戶外梯，尤其以4F於

樓梯口阻塞嚴重，B2F東北與西南地下廣場避難出口阻塞現象未紓解。 

3. 經60分鐘巨蛋棟人員幾乎皆已完成避難，惟尚有部分人員塞於B2地下廣

場，尚未到達1樓戶外空地，而且商場棟尚有人員未逃生至戶外。 

 



18 

七、安全體檢的結論與說明 

（一）災害發生時，民眾無法有效逃生至安全場所 

1. 逃生動線由寬變窄且方向集中，造成人員滯留。 

 因大巨蛋本體與商場棟相鄰，為防止火災發生時相互影響，故設計防火牆阻

絕兩棟建築，導致外野觀眾僅有南北兩側出入口。 

 以2F外野觀眾席為例，觀眾席至Concourse有9處1.2公尺出入口(總寬度10.8M)，

但Concourse至梯間(往避難層)僅2處1.8公尺出入口(總寬度3.6M)，易於梯間

入口造成滯留，無法順利逃生。 

 



註解18號字 

圈選 
路徑用(顏色可調) 

觀眾席出入口:1.2M 

Concourse:3-8M 

樓梯出入口:1.8M 

觀眾席 Concourse 梯間 戶外 
1.2M x 9 
= 10.8M 

3-8M x 2 
= 6-16M 

1.8M x 2 
= 3.6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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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F外野觀眾席平面 

市府委託之電腦模擬圖 

TIME 8:00 

2F外野觀眾席動線寬度示意圖 

B3F - 3F外野觀眾席動線皆有此由寬變窄之特徵 

避難起八分鐘尚有滯留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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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大巨蛋各層逃生至戶外的動線太長、路徑曲折、上下起伏。 

 上、下層觀眾席皆須藉由2F或B2F之Concourse或下沉式廣場才能走至1F，無

法直接連通至1F避難層，動線上下起伏不利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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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層觀眾席 

B2F 

1F 
2F 

2F Concourse 

下沉式廣場 

2F B2F 

下層觀眾席 

B3F 

B2F 

1F 

下沉式廣場 

B2F 

上層觀眾席 

球場內 

上層觀眾席避難動線 球場內觀眾、下層觀眾席避難動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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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方面以B3F為例，從B3F逃生至1F戶外距離長約180公尺，其路線經過各

種空間（包含室內、球場面、下沉式廣場等），且樓梯並非直接連通至地面

層，逃生時容易混淆。 

 



B3F平面圖 

B2F平面圖 

B3F平面層：116M 

B2F~B3F樓梯：17M 

1F~B2F樓梯：8M 

B2F平面層：41M 

B3F避難起點(此樓層最遠端) 

1F避難終點(戶外) 
室內 球場 梯間 

地下
廣場 

戶外 

B3F 

B2F 

1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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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難動線所經空間示意圖 

避難動線長度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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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要逃生樓梯分布不均，且內野逃生梯(剪刀梯)方向交錯不利逃生。 

 外野上層觀眾席僅兩座逃生梯，另內野共有六座逃生梯(剪刀梯)，樓梯分布

不均。 

 另開發單位將內野6座剪刀梯視為兩個避難方向，但其實為同一個垂直動線，

而且方向交錯，不利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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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野僅兩座逃生梯 

內野逃生梯(剪刀梯) 

2F逃生梯位置圖 

剪刀梯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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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室內疏散空間（Concourse）功能及安全性不足，一般民眾與行動不
便者逃生動線衝突 

 
1. 室內疏散空間（Concourse）的防火構造及設置方式之功能及安全性不夠。 

 根據Guide to Safety at Sports Grounds規範--避難逃生時，觀眾必須於8分鐘

到達「合理安全地點（ Place of Reasonable Safety ） 」，而現8分鐘內可

到達的室內疏散空間（ Concourse）與觀眾席間無防火牆分隔，僅以自動

灑水設備提升防火性能，不能視為安全地點。 



室內疏散空間Concourse 

觀眾席與Concourse間無防火區劃 

Guide to Safety at Sports Grounds :  
Place of Reasonable safety (Glossary --p.210) 
A place within a building or structure where, for 
a limited period of time, people will have some 
protection from the effects of fire and smoke. 
This place, usually a corridor or stairway, will 
normally have a minimum of 30 minutes fire 
resistance and allow people to continue their 
escape to a place of saf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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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ourse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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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行動不便者逃生至暫時避難據點之動線與一般民眾逃生動線衝突，延長

避難時間。 

 因各層觀眾席必須透過階梯才能到達避難層，而行動不便者在災難發生時

必須待在各層「暫時避難據點」候援，但其前往「暫時避難據點」之路線

與一般民眾逃生動線交錯衝突，延長避難時間 



2F內野觀眾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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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民眾逃生動線 
行動不便者逃生動線 

暫時避難據點 

共用同一出口 

動線相互交錯 

一般民眾與行動不便者之避難動線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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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基地內戶外疏散空間（reservoir areas）不足，無法安全收容逃生民眾 

 

1. 地下2樓及地下3樓下沉式廣場不安全，不可視為戶外疏散空間 

 下沉式廣場雖有開口，但尚屬有頂蓋之室內空間，且無設置防火區劃，若地

下室發生火災，亦會造成火煙蔓延，造成人員傷害。  

 另若發生地震等災害，其也可能造成結構破壞，建築材料掉落砸傷群眾，故

下沉式廣場不可認定為安全之空間。 



B2F平面圖 

B3F平面圖 

1F平面圖 

下沉式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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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人/㎡ 

B3F 

B2F 

尚有頂蓋 

火煙蔓延 

下沉式廣場空間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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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戶外疏散空間面積計算未扣除無效之空間（植栽樹穴、階梯踏步、救災車動

線、救災車輛運作空間等面積）。 

 戶外空間並非全部為有效開放空間，應扣除消防車動線、消防車運作空間、

消防水車等所需安全停留之空間。 

 開發單位計算戶外疏散空間面積為38,044 ㎡ ，但扣除無效空間如植栽樹穴、

樓梯踏步（6,000 ㎡）及救災車動線、運作空間（12,000㎡）等面積，剩餘

20,000 ㎡可供避難群眾疏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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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外疏散空間示意圖 

戶外疏散面積 
-植栽樹穴、樓梯踏步6,000m2 
-救災車動線、運作空間等面積12,000m2 

=剩餘約20,000平方公尺 

設計單位計算面積 本小組認定有效面積 

戶外疏散面積 
約38,044平方公尺 

4人/m2 
3人/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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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戶外疏散空間可容留人數以4人/㎡作為基準是有問題的、是無法移動的。 

 密度達4人/㎡時人員移動速度為零，只能待週邊人員移動後，方能逐步移動。 

 因有效之戶外疏散空間有限（20,000 ㎡ ），若全區人潮逃生至1F戶外疏散空

間，既使以4人/㎡為基準，也無法容納所有人。 



4人/M2 3人/M2 

人員間距離 

人
群
速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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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群密度示意圖 人群密度與速度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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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模擬顯示部分人員無法於八分鐘內離開觀眾席，無法滿足初步安全
避難原則 

 
1. 開發單位8分鐘之避難時間係以防火避難安全性能驗證技術手冊之公式計

算，與實際情形可能有落差。 

 其計算未考量集體避難行為所產生之滯留及推擠等情形 

 開發單位104年3月31日所提大巨蛋避難模擬人流動線時，其假設情境中封

閉的內野東南角之特別安全梯正好為市府委託模擬產生擁塞節點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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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單位使用公式計算參數 

市府委託模擬圖 

4F 

遲滯現象 

避難8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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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模擬顯示大巨蛋避難至戶外時間無法在15分鐘內達成，無法滿足日
本之設計基準 

1. 日本國內所有巨蛋皆以15分鐘檢討全館避難 

 日本採用15分鐘為避難至戶外之設計基準係以考慮人群留在室內可能會產

生恐慌之狀態，從其在1958年興建「國立競技場」開始至2020年未來東京

奧運主場館共七座巨蛋之設計，皆以此標準為考量。 

 模擬避難時間15分鐘時，大巨蛋館內仍有人員尚未離開建築物。依開發單

位104年3月31日所提全區EXODUS人流模擬結果大巨蛋整棟避難時間為51

分54秒。 



39 

世運主場館及日本各巨蛋避難時間 市府委託模擬圖(避難時間15分鐘) 

地下2層 地下3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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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全區避難時瞬間湧出的大量人、車，嚴重衝擊基地及周邊地區 

1. 園區A、B、C、D、E棟建築，倘遭遇大規模災害時，瞬間湧出之大量人潮、

車潮，人群疏散避難的行為將會十分困難。 

 前述大量人群將嚴重造成基地外部空間人員避難擁擠，進而影響內部人員無

法向外移動，增加人員受災、傷亡的機率。 

 既使外部人員避難往四周道路逃竄，將造成周邊交通嚴重阻塞、混亂，不但

阻礙救災車輛前進，且會引發群眾推擠踩踏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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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災車輛難以靠近救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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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google.com.tw/url?url=http://www.dlmarket.jp/products/detail/146925&rct=j&frm=1&q=&esrc=s&sa=U&ei=ITEnVbSvFY2D8gXTvoHQDA&ved=0CBUQ9QEwAA&usg=AFQjCNE_N2PnSy7j9UrNotb7LjtnFb_O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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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google.com.tw/url?url=http://www.dlmarket.jp/products/detail/146925&rct=j&frm=1&q=&esrc=s&sa=U&ei=ITEnVbSvFY2D8gXTvoHQDA&ved=0CBUQ9QEwAA&usg=AFQjCNE_N2PnSy7j9UrNotb7LjtnFb_O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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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地震、火災造成商場防火牆的損壞，將導致煙火蔓延，災害擴大 

1. 商場若發生火災，高溫經由共構之結構系統熱傳導至大巨蛋鋼構，可能造成

結構破壞。 

 目前巨蛋與商業設施為一體之結構系統，假設一棟於火災或地震災害發生時，

造成其結構的損壞，另一棟結構也將因熱傳導現象，使鋼骨溫度上升而破壞。 



商場棟結構系統 

巨蛋棟結構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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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場與巨蛋結構相連 火災高溫透過鋼構傳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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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大巨蛋與商業棟之防火區劃牆形狀曲折，大地震時之強烈震動易造成防火牆

破壞，引發火煙自破壞處蔓延2棟建築物之間。 

 建築物應於大型地震發生時，仍具備防火性能，但因B、C棟相連，可能因大

地震時，造成防火牆破壞，致商場棟或巨蛋動的煙、火相互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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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F平面圖 

B 商場棟  

 C 巨蛋棟  

防火牆形狀曲折(地下2層~地上4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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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大巨蛋與商業棟未獨立建築，救災亦無法各自獨立運作，須穿越他棟建築始

得進入大巨蛋地下室救災，將造成災害擴大，救災困難。 

 若大巨蛋地下5層發生災難，最佳救災動線須自戶外穿越商業棟，下至地下5

層才能抵達巨蛋棟正下方，但因此救災動線拉長、動線複雜化，致增加救災

風險。 



救災路線 

大巨蛋 

地下室 

旅館 
辦公室 

商場 

光
復
南
路 

地下5層 

救災動線 

商場 

地上1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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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全區A、B、C、D、E各棟地下室全部連通，存在較易發生災害之風險，
以及發生災害後形成全區性大規模災情的可能性 

1. 由於五棟建築之地下停車場相互連通，遇較大規模的火災或爆炸事件，

極易破壞水平或垂直防火、防煙區劃，導致火焰、濃煙、氣體甚至爆炸

威力迅速蔓延並衝擊全區各棟。 

 地下停車場如有地震、爆炸情形產生火煙，火煙會隨受地震或爆炸損壞之

垂直、水平管道進入球場棟及各棟。 

 球場正下方就是停車場，倘地下室樓板因災害損壞，將有球場樓板整個陷

落之可能。 

2. 地下2層至地下5層停車場相互連通，停放高達數千輛之汽車、機車，甚

至大型遊覽車同時聚集於地下5層，大量車體遇火災之連鎖反應將對大巨

蛋構成威脅。 

 



大巨蛋 

地下室 

災點 

商場 

旅館 
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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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地下停車場各逃生梯間距離太長，難以逃生避難 

1. 地下停車場相互連通，各樓梯間之間距太長，且動線曲折不易辨識方向，甚

至部分樓梯（垂直動線）並未直達外部空間，萬一發生災害時，人員疏散及

救災行動將十分困難進而加重災情；萬一排煙、排氣設備受損無法運作，其

災情將難以想像、無法收拾。 

 地下5層樓地板面積約64,800平方公尺，僅設5座特別安全梯，直通避難層之

樓梯數量與地下室面積比例不合理。 

 地下室每3,000平方公尺為一防火區劃，大客車停車區之防火區劃面積更大於

3000平方公尺，部分區劃內無逃生梯。 

 



圖例 

避難樓梯入口 

30m((法令規定居室步行距離) 
 

60m(放寬2倍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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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5F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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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由於五棟建築之地下停車場相互連通，可進入此一龐大停車空間之出入口與

動線相對增加，容易造成許多死角與不易查察之動線，徒增管理的負擔，並

增加不易預測之災害發生機率。 

 B5層之地下停車動線雜亂且各逃生梯間距離太長，L型車行停車空間易使乘

客失去空間之方向感，妨礙逃生。 



可自地下5層通
達戶外樓梯 

可自地下5層通
達1樓之樓梯 

B5F平面圖 

逃生梯距離>24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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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救災車輛通道與避難人潮動線衝突 

1. 建築基地內救災與避難動線屬同一平面，方向交錯，致生衝突。 

 大巨蛋如發生火災等事故，因屬大量人潮聚集場所，有人命傷亡危險之虞，

因此立即以大量之救災車組及人力執勤，執行人命搜救、滅火通風、防止

延燒等工作，救災車輛自始即需依梯次陸續抵達救災。 

 救災車輛依編組佈署於建築物周圍救援，其作業空間及通道與民眾疏散動

線重疊，方向交錯，產生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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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 孝 東 路 

光  

復  

南  

路 

文化城避難動線 商場避難動線 

 
體育館避難動線 
 

旅館＆辦公棟避難動線 
 

救災車輛通道 避難逃生動線 

救災動線 救災車輛 救災水線  指揮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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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救災與避難未同時進行危害擴大。 

 大型空間之避難人員疏散時，消防救災須同步進行，如於避難完成再救災，

火勢將急速形成燃燒全盛期，致災害將擴大蔓延危急人命安全，且遭致社

會輿論譴責政府怠惰無能，肇致重大危害。 

 全區地下室皆有瓦斯管線經過，火災時若有外洩情形，火勢成長速度將大

幅增加，需立刻進入救災，控制火勢。 

 火災發生產生高溫火焰與濃煙，「避難弱者」無法自力避難，必須救災人

員進入火場滅火與救援，若未即時搶救即造成人命危害。 



汽油火災成長速度 

一般
火災
成長
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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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   孝   東   路 

光   

復   

南   

路 

雲梯車 救災車型動線 救災人員動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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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救災車輛通道面積預留不足。 

 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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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避難人潮聚集在救災車輛通道上，致車輛無法接近救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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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災動線 救災車輛 救災水線  指揮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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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救災人員進入之樓梯與民眾避難動線衝突 

 

1. 搶救樓梯通道未預留專用，與避難衝突。 

 避難通道及安全梯必須有充份的承載力、完整性及隔熱性，以維持人員能

順利逃生及消防救災的功能。民眾向外避難與消防救災向內動線未分開

(如出入口及樓梯)區隔，則消防單位到達現場後，仍無法立即執行搶救及

滅火。 

 災害事故周圍樓梯供救災專用，防止與避難民眾衝撞推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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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
入
Ｂ
５
Ｆ
救
災
動
線 

進
入
Ｂ
５
Ｆ
救
災
動
線 

進入防災中心動線 

1F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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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救災人員至防災中心無救災專用，不易進入。 

 防災中心為救災重要樞紐，救災第1時間應監控災情。 

 1F通往B2F防災中心之出入口及樓梯等動線與疏散避難人員重疊、衝突，

無法保持淨空供救災專用。 



63 B2F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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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地下五樓停車場救災潛在危險高及動線過長。 

 地下空間屬無開口樓層，火災時缺乏充足之空氣，對於電纜、電氣等發煙
性材料可能造成高溫及濃煙散佈各區域，使建築物嚴重受損及搶救困難。 

 地下密閉空間燃燒所釋放之熱量不易散發，加上長時間延燒，所累積之高
溫及濃煙瀰漫各區域，將造成搶救時進入之困難。又加上火災所生熱量向
大氣輻射散失較少，讓煙熱氣易蓄積其中，長時間的延燒，熱氣的蓄積使
救災行動更加困難。 

 救災人員面臨形態複雜、進入後易迷失方向、火點發現困難、面積遼闊，
通道結構複雜，橫向距離長，因此在起火點的確認、火災擴展的掌握，以
及被救助者狀況的了解等情報蒐集上，需要較多的時間。 

 進入B5F樓梯間距長，地下室為密閉空間易產生爆燃，救災動線長，致搶
救困難及危害救災人員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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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巨蛋 

地下室 

旅館 
辦公室 

商場 

救災路線曲折過長,造成救災困難  

B5F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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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結語 

（一）本小組對體育園區及巨蛋之體檢結論已如上章說明，茲特提出下列

四項主要重點以為總結。 

 
1. 本案位於市中心商業區，交通、人潮本即繁雜。而本案包括巨蛋商場、

影城、辦公、旅館等五棟高層建築，地下五層建築又可停放2226部汽車、

3800輛機車、60部大巴士及56部裝卸車位停車場，整個園區使用時，同

時可容納14萬人之活動。此高強度之建築群及高密度人群使用量，就其

所處之區位以都市防災觀點視之，本體育園區已屬潛在之高風險地區。 

2. 本園區之地上五棟建築、商場與巨蛋建築相連。防災計畫雖各棟已分開

檢討，但因地下層全部連通，且地下停車場之避難步行距離超過240 m等

因素，若園區任一棟建築發生災害，易透過地下層，導致災害擴散加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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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園區大量人群聚集使用，尤其大巨蛋舉辦活動時，由於其設計逃生動線

太長，逃生樓梯分佈不均，逃生動線相互衝突，甚至因外部避難空間不

足，導致逃生疏散無法順暢，易增加傷亡危險機率。 

4. 園區之設計，基地內救災車輛通道與避難動線衝突，救災通道預留面積

不足，及未留有搶救專用樓梯等因素，將使救災行動不易展開，易造成

額外危險與傷亡。 

當大量人群聚集使用時，萬一發生大規模災害，本園區為不安全之公共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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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綜觀本案歷經多年之發展過程，本小組另提出下列三點意見，供各

界參考。 

 
1. 由於目前建築技術規劃對於大巨蛋或類似大型公共建築並無特別技術規

範，而開發單位對於設計上無法滿足建築技術規劃之相關規定者，提出

排除條款，並以性能審查替代。故本案雖經內政部審核通過，但並不能

保證使用之安全。本小組認為此係法規不周全及審查制度不足所致。因

此我們建議內政部宜就此次經驗，速從法規及制度面予以檢討，對於重

大開發案除了防火性能審查外，性能審查制度及基準應以整體安全考量

的思維，納入能防止意外威脅（如意外火災、縱火、爆炸及爆破撞擊、

暴露於化學或生物物質等），不同共構結構之連結以及人流對交通運輸、

捷運與消防救災之影響等各面向，設立共同聯合審查機制，使我國之建

築技術法規更為完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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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體育園區，大巨蛋為週遭之商場、影城、旅館、辦公大樓等附屬建物

包圍，而巨蛋之下方又設有容納2226部汽車、3800部機車、60部大巴士、

56部裝卸車位停車場，造成防災避難極大困難，全世界巨蛋建築幾乎沒

有此種案例。究其原因，係前市府議約給予開發單位大量之附屬建築係

主要因素。經查開發單位都審報告書(5-2-1-A)內容，文化體育園區(包括

文化園區及本體育園區)之容積率規定為240%，而文化園區開發容積率為

113.96%，本體育園區為284.94%，可見本體育園區建築之高密度；另若

比對開發單位之最初提案總樓地板面積 316,800 m2 ，爾後遽增為

492,764.91 m2，亦可佐證過高之建築容積對本案之影響。因此本小組建

議主政機關對此類大型公共建設之促參案在促成民間與政府合作雙贏之

際，亦宜審慎就其對都市空間及交通、防災等之衝擊予以嚴謹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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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小組在審查本案之過程，開發單位對相關資料之提供及問題回覆，有前

後報告內容不一之情況。而在本報告即將完成之際，開發單位提供予媒體

之資訊既片面亦不完整，易造成市民錯誤解讀。(如壹周刊724期2015/4/9 

p12，開發單位說明依 EXODUS模擬14萬人可在26分鐘內完成避難，而未說

明其在2015/4/7之正式報告中(p56)，光是巨蛋63169人之避難需時51分54

秒)。在內政部性能審查時所引用之資料數據寬鬆，如“依一般單純行為、

不考慮危害情境，進行散場模擬”;全區模擬時，避難時封閉內野安全梯及

B1F南北側2座直通樓梯與外野西南角出入口，另開放球場層的一個車道為

避難使用”，使避難人員無法依原設定自由選擇避難動線，有違一般人之

避難行為。顯示開發單位對本案之避重就輕，便宜行事之心態。在民間與

政府合作建設公共工程之政策下，企業雀屏中選，應為極大之榮譽，而其

亦應了解其所作為對都市空間及市市民生活有極大影響。因此本小組除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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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單位之態度深表遺憾外，亦呼籲企業投資公共建設，在獲取其應得之利益

時，亦應善盡應有之社會責任，以昭信大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