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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張議長、顏副議長、各位議員女士、先生：大家好！ 

    欣逢貴會第三屆第四次定期會，運動局、都發局及教育局應邀進行

臺中市巨蛋體育館專案報告(含國際競圖、使用文教用地興建場館及商業

用途之依據暨北屯區校舍需求評估等)，深感榮幸；承蒙議座們關心本市

運動設施規劃進度，前於第三屆第一次定期會提報「巨蛋規劃專案報

告」，本次就最新推動進度報告，請諸位議座多加指導。 

    臺中市已成為全臺第二大城市，為提供市民運動休閒空間，並積極

扎根運動文化、結合在地企業投入資源；近年來臺中市政府積極推廣運

動活動，加速推動興建臺中巨蛋體育館，以滿足大型藝文展演、集會及

民眾運動休憩所需，未來臺中將積極爭取單項運動錦標賽及提供最新、

最符合國際級室內展演空間之優質場館，滿足大型會場的需求，提供大

中部地區賽事活動、國際展覽、演唱會等人潮匯聚的集會場所，繁榮經

濟發展、帶動臺中觀光、休閒、商業、區域發展。 

    以下專案報告內容針對興建巨蛋體育館推動現況、國際競圖說明、

文教用地興建場館及商業用途之依據、北屯區校舍需求評估及未來預期

效益，向各位議員先進報告說明，敬請惠予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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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推動現況 

一、 推動目的 

(一) 打造優質化運動環境行銷臺中市 

臺中市的競技運動蓬勃發展，不管是籃球、排球、足球

等運動，本市運動團隊及代表隊伍表現非常亮眼，期望

巨蛋體育館之興建，提供符合籃球、排球、羽球、網球

及五人制足球場等國際比賽之標準場地，亦可作為擊

劍、角力、武術、空手道、柔道、拳擊及跆拳道等多項

運動項目之使用。 

(二) 提升臺中市民運動休閒環境品質 

巨蛋體育館未來可舉辦國內外大型室內運動賽會使用，

提升臺中市民運動休閒生活品質，亦可滿足臺中都會區

民眾就近欣賞大型藝文娛樂表演需求。 

(三) 帶動各產業發展俾創造臺中就業機會 

巨蛋體育館於興辦、營運管理期間，皆可帶動相關產業

發展，本案雖屬運動設施，但因其場館多功能之特性，

並透過民間參與的管理模式，可供藝文展演使用，將可

結合觀光、文化產業、演唱及會展產業，同時帶動臺中

市商業經濟發展。 

二、 興建規劃 

(一) 經費預估 

本案預定興建總經費為新臺幣 65 億元，並依據「促進民

間參與公共建設法」，採用 OT（營運-移轉）及 BOT(興

建-營運-轉移)方式，藉由民間經營專業與創意，使之盈

餘挹注公共建設，提升場館之競爭力，以及建構場館營

運專業管理機制，確保場館營運服務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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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興建位置 

基地北側以環中路一段及臺 74線快速道路（路寬 80m）、

東側以榮德路（路寬 30m，含園道退縮 10m）、南側以崇

德十九路（路寬 25m）、西側以同榮東路（路寬 15m）為

界，鄰近潭子區、西屯區及大雅區，距國道一號中清交

流道約 3 分鐘車程；聯外道路交通便利，且位於大臺中

中心點，屬樞紐之地。 

 

 

 

 

 

 

 

 

 

 

 

 

 

 

 

 

 

圖 1 基地帄面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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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基地配置及空間量體 

1. 本案規劃包括巨蛋場館用地（主場館及副場館）、BOT

用地（體育館附屬事業）、學校用地三大部分，其相關

說明如下(詳圖 2)： 

 

 

 

 

 

 

 

 

 

 

 

 

 

 

 

 

圖 2 基地界線劃分示意圖 

2. 巨蛋體育館空間項目規劃表 

巨蛋體育館主體建物分為主場館、副場館及其附屬設

施與地下停車場空間，其相關說明如下(詳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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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巨蛋體育館空間項目規劃表 

 

 

 

 

 

 

 

 

 

 

 

3. 學校之用地預留(約 0.5 公頃) 

基地預留約 0.5 公頃之土地，供留設實驗小學使用，

並與巨蛋體育館之意象充分融合。 

4. 推動規劃附屬商業空間(約 2 公頃) 

本案將預留供民間投資附屬事業商業空間使用，設計

上將與民間共同考量整體配置與周遭環境融合；尤其

整體進出動線，並與巨蛋體育館做好完善的介面整

合。 

(四) 推動期程 

本案興建規劃分為四個階段為:規劃構想期、規劃設計

期、工程興建期及營運維護期；目前進入規劃設計階

段，預定於 111 年舉行動土儀式、115 年完工及 116 年

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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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國際競圖說明 

本案於 109 年 7 月 14 日遴選出規劃設計監造單位為九典聯合建

築師事務所及隈研吾建築都市設計事務所；此次設計概念為

「天空迴廊，運動公園，世界地標，市民樂園」；隈研吾先生

擅長以材料及構造為設計出發點，融入在地特色傳統產業，結

合綠建築及建築資訊模型分析，構成有內涵的獨特建築。 

一、 設計說明 

本次設計引用了臺中大甲在地獨有的藺草編織文化，作為

建築外觀表面的主要設計元素；藺草源自於大甲河口溼

地，建築設計融合臺中在地化元素及國際建築理念。 

圖 3 編織概念與剖面說明圖 

因此在外觀表面引用了藺草的編織文化，有別於一般建築

的實體牆面，讓場館內可保持自然通風的細孔及遮蔽直射

陽光，建築立面的外皮層被轉化為較小的元素，藉以減輕

厚重感，不僅省能還提供運動的功能，讓綠建築與現代化

建築融合，強化與自然氣候的連結，提供人與大自然親近

的機會，重新詮釋建築物對於環境與人的互動性，讓巨蛋

可以成為更友善環境的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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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建築立面形態概念 

二、 整體配置構想 

本案包括主場館及副場館，主場館運動席位提供 15,500人

以上之觀眾席位，於表演席位設計須容納至少 13,000 人以

上之可售座票席位。副場館可供球類的練習熱身或比賽場

地使用，或中小型表演、商展、發表會及小中型簽唱活動

等多功能使用。 

從都市環境及設計角度，將廣場設置於中央處，分區規劃

建物，得使環繞於園區中心的廣場，讓東向軸線視線與人

行動線可以輕易連續至西側，留設發展綠帶的空間，達到

臺中對於城市綠帶與開放空間的想像，形塑綠帶公園為主

要核心。 

三、 差異分析 

隈研吾先生的設計手法係將每一個案子從材料、方法、幾

何學，三個層面進行劃分，以下項目就媒體先前報導進行

本案差異說明： 

(一) 設計概念： 

本案引用於編織技術的表皮組成，結合了遮陽與通風功

能。優點是能減少建築物的熱輻射，達到友善環境的效果。 

(二) 功能： 

本案提供包含散步、跑步、腳踏車等運動及表演看臺空間。

優點是打破過去運動場館的封閉性及用途單一性，讓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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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帄日時段亦能在體育館運動休憩。 

(三) 材質： 

本案材質考量臺灣氣候特徵，以金屬鋁板為主的雙色材

料，優點是高濕高熱的環境下不會腐壞變形，養護較為容

易。 

(四) 型態： 

本案為複層式立體交織狀，優點是可以讓外觀看起來更生

動活潑，同時結合運動、節能等多重功能。 

(五) 外牆材質： 

本案採用金屬鋁板以多孔隙方式交織，優點是讓建築物能

呼吸，以達到節能的效果。 

四、 設計特色 

設計團隊將為臺中打造獨一無二之巨蛋體育館，形塑多樣

活動交織在場館間，將綠帶園道和巨蛋場館做軸線延伸，

重構渠道作為親水公園；並藉由都市園道串聯、開放空間

的留設、整合植栽的天空步道及連接主副場館的天空露

臺，複層式立體交織狀與周遭環境相互融合；而室內空間

則以溫潤的木質及半開放式大廳迎接訪客的到來，螺旋坡

道整合街道形式之販賣部門，規劃親和舒適的貴賓室，場

館內之屋頂為鋼木混合構造，編織的建築立面，連結內外

建築空間，使環境與建築融合，打造一座向市民開放的巨

蛋體育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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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使用文教用地興建場館及商業用途之依據 

一、 營運模式 

依據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施行細則第 34 條等相關規定，主

辦機關規劃附屬事業之開發經營，應以提高公共建設整體計畫

財務可行性、增進公共服務品質或有效利用公共建設所需用地

為目的。國內大型體育館常朝向透過附屬事業經營收入挹注公

共建設財務，作為營運模式的核心概念，本案主場館之定位及

規劃設計，除可透過多功能設計、彈性變化等多項活動空間，

配合市場需求引入商業設施，在舉辦活動時吸納人潮，並吸引

民間投資體育館附屬事業開發，達到巨蛋營運之永續經營。 

二、 土管規定 

依據 109 年 6 月 30 日發布實施「變更臺中市都市計畫（整體開

發地區單元九、十、十一）細部計畫（修訂學校用地土地使用

分區管制要點）書」之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規定，法規說明

如下： 

(一)文中小 6 用地：建蔽率 50%、容積率 280%。 

(二)計畫區內文小、文中、文中小用地於尚未開闢或設校前，

得准予作文教或體育設施使用。 

 (三)文中小 6 用地得依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相關規定辦

理，其附屬事業得作為下列項目使用： 

(1).綜合零售業      (2).餐飲業 

(3).電影片映演業     (4).藝文業 

(5).休閒服務業      (6).運動服務業 

(7).觀光及旅遊服務業   (8).會議及展覽服務業 

(9).其他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有助文教或體育發展所

需之相關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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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商業用途 

考量 14期重劃區尚於初始萌生發展階段，為達土地有效利用，市

府於符合都市計畫規定下先行推動重大建設並為發展運動產業，

從場館的多功能性支持學校發展並兼顧城市規劃使之相得益彰，

未來培育優秀運動人才使用。而本案附屬事業商業設施之規劃，

可使非活動期間亦能維繫一定人潮與消費活動，創造園區經營綜

效，並可帶動 14期重劃區之土地發展，為臺中市民及周邊居民提

供寬敞嶄新的休憩空間，帶動商圈發展。 

伍、北屯區校舍需求評估說明 

因應國際化、少子化等世界趨勢，並培育中部地區及臺中市之

優秀人才，與巨蛋體育場館結合教學作為目標，發展運動產業，

本案未來將設置實驗小學，有關校舍需求評估說明、教學概念

說明、校園空間需求及積極追蹤說明如下： 

一、 校舍需求說明 

經查本案基地用地鄰近學區校舍尚屬足夠，說明如下： 

(一) 國小： 

同榮段社會住宅屬北屯區新興國小學區，新興國小

為 26 班規模學校及 2 班帅兒園，現有 65 間教室，

教學空間尚可滿足現有學區內學生。 

(二) 國中： 

考量第 14 期重劃區剛開闢完成，人口發展尚未聚

集及成形，目前學校供給尚足就學需求，且鄰近本

案基地鄰近尚有劃設文中 19(面積 4.18 公頃)及文

小 81(面積 3.35 公頃)學校用地，可符合未來就學

需求。 

二、 教學概念說明 

(一) 結合巨蛋場地教學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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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健康與體育」：其中體育課結合使用巨蛋場地與

賽事觀賞。 

2. 「藝術與人文」：依季節性辦理音樂、舞蹈及戲劇

表演或期末成果發表會。 

(二) 結合商業空間實作規劃 

1. 職涯探究課程：依照地區性各行業職業性質規劃

實驗課程，並安排與實體店鋪進行職能探索之體

驗教育，提升人際互動與相互合作之關係(如：一

日店長)。 

2. 美感教育：透過外在建築物或商家的商品擺設及

櫥窗設計課程，增加學生美感教育及產品行銷策

略之概念。 

3. 手作教學課程：與咖啡、輕食結合規劃食農教育，

從挑選食材→烹飪→品嚐→剩食處理製成有機肥

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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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校園空間需求 

表 2 校園空間需求表 

學校規模： 
國小 1-6年級各 1班，合計 6班。 
每班以不超過 25人，全校計 150學生。 
教師及校長合計 11人；人事、會計及職工等合計 5人 

需求項目 間數  配備 

班級教室 

面積 
6間 

 每生享有室內面積不得低於 2.4
㎡。 

 室內應含導師及必要教學面積。 
 教室外應配置洗手台及掃具空

間。 
 規劃需求 6間普通教室。 

多片式黑板、可內嵌 80
吋以上顯示器、佈告欄、
學生置物櫃。 
設 110V、220V 電源插

座、電腦、冷氣、電視及
廣播系統專用插座，並預
留 2處以上之電源插座。 

專科及特色
教室 

1間 

 教室面積可視屬性與功能加以擴

充或分隔使用。 
 最大可至每間 175.5 ㎡(含走

廊) 。 

設 110V、220V 電源插

座、電腦、冷氣、電視及
廣播系統專用插座，並預
留 2處以上之電源插座。 

圖書室 2間 
 至少二間普通教室(每間 72㎡)大

小。 
 

行政及教師
休息空間 

1間 
 至少可容納 16-20人辦公空間。 
 至少一間。 

 

會議室 1間  至少可容納 20人，至少一間。  

廁所  

 應符合或優於建築技術規則之規
定數量，以至少每 30位男生小便
器 1個，每 50位男生大便器 1個；
每 10位女生大便器 1個為原則。
男女廁所應至少有 1 個坐式大便
器。 

每間設置緊急求救鈴 

風雨球場 1座 

 每生所占帄均運動場地面積以 6
㎡以上為原則。 

 可容納 200 人，至少一面籃球場
與可供學生使用之跑道。 

 

電梯及樓梯  
 依規設置。 

 避免戶外樓梯因雨受限使用。 

 

獨立校門   獨立進出校園使用且設置駐車
彎(接送區) 。 

 配置側門或後門，供其他使用。 

 

警衛室 1間  一間，設有訪客(學生)等待空間。  

資源回收 1處  規劃一處，可對外運棄。  

圍牆   明確區隔校園內外，採穿透性。  

戶外活動 
綠地 

  具一定活動空間及綠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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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積極追蹤 

本府教育局與學校將主動與積極定期追蹤學區內學齡人數

有無大幅增長，以即時因應調整學校教學空間或學區，滿

足現有學區內國小學生就學需求；另設置實驗小學已由規

劃設計監造團隊依需求規劃後再行討論定案。 

陸、預期效益 

一、 提升舉辦國際賽事能力，擁有合乎世界標準之現代化綜合

體育館：臺中市洲際棒球場於 2006 年落成啟用後，陸續舉

辦多項國際棒球賽事，而本案巨蛋體育館為可舉辦籃球、

排球、羽球、網球及五人制足球等國際比賽之標準場地，

亦可作為體操、擊劍、角力、武術、空手道、柔道、拳

擊、跆拳道等多項運動項目之國際比賽與練習使用，未來

可配合提供爭取多項國際級運動賽事之競賽在臺中舉辦，

除提供地區居民多樣而高水準之各項文教活動及休閒娛樂

活動，並可供國內、外大型表演、運動比賽之舉辦。 

二、 打造臺中城市品牌：在國際化趨勢下，興建大型體育場館

已是城市建設之重點與趨勢。伴隨著臺中已躍升為全臺第

二大城市，若能興建符合國際水準之大型多功能體育館，

進而爭取舉辦國際性之運動賽事、藝文娛樂及大型會議活

動，以加強國際交流，增加國際能見度，進而提升國際形

象與地位，打造臺中城市品牌。 

三、 豐富市民休閒生活：由於臺中地區長久以來缺乏大型室內

運動場館及演唱會場地，市民必須遠至臺北或高雄欣賞大

型運動賽事或演唱會。本案興建至少 15,500人之大型多功

能室內體育館，可舉辦運動賽事、藝文娛樂表演、展覽及

大型集會活動，吸引國際水準之展覽、表演團體至臺中市

進行展演、文化交流活動，提供市民高水準之表演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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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地區居民多樣而高水準之各項文教活動及休閒娛樂活

動，以滿足臺中長久以來之期待，不僅可帶動市民運動風

氣，亦可豐富運動休閒與藝文娛樂資源，提升臺中城市文

化涵養 

 

 

 

 

 

 

 

 

圖 5 外觀透視圖 

柒、結語 

提供市民運動休閒空間，並積極扎根運動文化、結合在地企業投入資源；

近年來臺中市政府積極推廣運動活動，加速推動興建臺中巨蛋體育館，

以滿足大型藝文展演、集會及民眾運動休憩所需，未來臺中將積極爭取

單項運動錦標賽及提供最新、最符合國際級室內展演空間之優質場館，

滿足大型會場的需求，提供大中部地區賽事活動、國際展覽、演唱會等

人潮匯聚的集會場所，繁榮經濟發展、帶動臺中觀光、休閒、商業、區

域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