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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園國際機場自1979年2月26日落成啟用，是當時東亞最先進的機場，亦帶動臺灣經濟的發

展，隨著航空客運量成長，第二航廈於2000年7月29日完工營運。近年來，亞太地區經濟及航空客

貨運量發展更為迅速，各國均積極投入機場建設及機隊擴充，桃園機場面臨內部機場設施及航廈容

量不足，外部各國機場群競爭激烈的環境。因此，為強化服務能量與品質，提升國家競爭力，積極

推動第三航站區的建設，已是國人迫不及待，要努力完成的現階段國家目標。

　　桃園機場第三航站區建設計畫是國家門戶，攸關機場本身、桃園市及臺灣整體未來的發展，不

但能夠有效的為臺灣招商引資，成為桃園航空城起飛的推動引擎，也能為臺灣經濟產業的興盛繁榮

注入關鍵性的活水與動能，更可擴大國家整體內需，帶動就業市場，甚至是金融、產業等等投資上

的發展，為國家的經濟成長做出重大的貢獻。

　　桃園機場以成為服務東亞航空市場的大型樞紐機場為目標，以多功能大樓(MFB)串連第三航廈

及第二航廈，型構巨型航站(Mega-Terminal)的概念，以智慧(Smart)、Green(綠色)、文化(Culture)為

設計主軸，配合高效能的作業方式提供旅客優質服務與交通功能，更進一步發展成為永續經營的機

場，集觀光、購物、人文、藝術為一體之綜合性設施，為旅客打造全新的旅行經驗。

1 2 3 4

壹、桃園機場第三航廈興建的迫
切性

一、桃園機場運量成長歷程

桃園機場第三航廈的興建構想，最早始於

1971年的桃園國際機場主計畫中被提出。第一

航廈於1979年2月26日啟用，第二航廈於2000

年7月29日完工營運，隨著亞太地區的經濟與航

空客貨運量高速成長，旅客量自1979年的404萬

成長至2016年的4,230萬，正式邁入4,000萬旅

客樞紐機場的級別。

自2014年起，桃園機場躋身全球前50大繁

忙機場(第42名)，至2016年旅客量達4,230萬，

更提升為全球第36名，同時也是貨運吞吐量第

十高的機場。目前有76家航空公司透過桃園機

場飛往全球32個國家的169個城市，旅客以兩岸

(含港、澳)航線(約42%)、東北亞航線(約26%)、

東南亞航線(約21%)及北美航線(約7%)為大宗。

二、桃園機場設施及航廈容量不足

由表1，桃園機場於1990年突破1,000萬旅

客量，2004年突破2,000萬，2013年到達3,000

萬，2016年超逾4,000萬旅客量，每突破1,000

萬旅客的年期逐漸縮短。而依據「臺灣桃園國

際機場園區綱要計畫」、「臺灣桃園國際機場

第三航站區建設計畫」、「臺灣桃園國際機場

園區實施計畫第二版」等報告預測，在考量兩

岸直航、台日航權開放、觀光客倍增、低成本

航空發展等樂觀情境下，至目標年2042年，桃

園機場年旅客量將達8,660萬(圖1)。唯，目前第

一航廈及第二航廈之設計容量，合計僅3,200萬

/年，顯而易見，桃園機場現有之設施及航廈容

量不足(圖2)，對於機場產生極大的服務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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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旅客等候時間拉長、機場服務水準降低之

狀況，需優化既有航廈安檢線等設施、建置自

動化/智慧化旅客服務系統、動態調度既有設

備，以彈性擴增容量。

三、亞太地區機場群競爭激烈

桃園機場自2016年旅客量達4,230萬，為

全球第36名繁忙機場，惟國人不能因

此自滿，目前亞太區域計有19座機場

名列全球前50大繁忙機場(表2)，其中

北京首都、東京羽田、香港赤鱲角、

上海浦東、廣州白雲、新加坡樟宜、

韓國仁川、泰國曼谷、印尼雅加達、

馬來西亞吉隆坡、成都雙流等11座機

場，其旅客量排名均高於桃園機場。

因應亞太經貿與區域內航空運輸

市場蓬勃之勢，過去20年，鄰近各國

均積極推動機場建設並設定未來發展

目標，以迎戰客、貨需求快速成長之

亞洲市場。亞洲有許多特色出眾的大

型機場航廈，香港、新加坡的機場為

業界立下新的標竿；北京機場第三航

廈的規模及中國大陸追求機場航廈設

計創新的企圖心，前所未見；而中東

地區的機場建設則後來居上，領先世

界。此外，許多機場都將在未來10年內推動大

型擴建計畫，例如香港機場2030年整體計畫及

新加坡樟宜機場第五航廈(2025年)。在激烈的競

爭環境中，桃園機場唯有積極改善與強化軟硬

體設施，才能與周邊競爭對手匹敵，而將第三

航廈打造成為新世紀標竿航廈，則是桃園機場

提昇排名的重要契機。

圖1 桃園機場運量成長預測

資料來源：民航統計年報、桃園機場公司網站、實施計畫二版預測分析

圖2 桃園機場航廈容量分析

表1 桃園機場歷年旅客量

年期 旅客量 年期 旅客量 年期 旅客量 年期 旅客量

1979 4,043,711 1989 8,658,797 1999 17,044,462 2009 21,616,729

1980 4,289,658 1990 10,094,556 2000 18,681,462 2010 25,114,413

1981 4,734,201 1991 10,614,060 2001 18,460,827 2011 24,947,551

1982 4,952,245 1992 12,072,756 2002 19,228,411 2012 27,836,550

1983 5,118,408 1993 12,494,134 2003 15,513,885 2013 30,701,987

1984 5,310,415 1994 13,349,468 2004 20,083,228 2014 34,140,634

1985 5,315,471 1995 14,478,196 2005 21,700,702 2015 38,473,333

1986 5,571,512 1996 15,613,624 2006 22,857,445 2016 42,296,322

1987 6,407,955 1997 15,990,301 2007 23,425,794

1988 7,592,611 1998 15,725,448 2008 21,936,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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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亞太地區全球前50名繁忙機場

機場 2016年運量(萬) 排名

美國哈茨菲爾德─傑克遜亞特蘭大 ATL 10,417  1

北京首都 PEK  9,439  2

東京羽田 HND  7,985  5

香港赤鱲角 HKG  7,050  8

上海浦東 PVG  6,600  9

廣州白雲 CAN  5,973 15

新加坡樟宜 SIN  5,870 17

韓國仁川 ICN  5,777 19

泰國曼谷 BKK  5,547 20

印尼雅加達 CGK  5,415 22

馬來西亞吉隆坡 KUL  5,262 24

成都雙流 CTU  4,604 27

臺灣桃園 TPE  4,230 36

昆明長水 KMG  4,198 38

深圳寶安 SZX  4,198 35

上海虹橋 SHA  4,046 45

菲律賓馬尼拉 MNL  3,952 47

東京成田 NRT  3,905 48

卡達哈馬德 DOH  3,732 50

圖3 香港機場2030年發展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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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新加坡樟宜機場發展藍圖

圖5 桃園機場現況平面配置(一)

圖6 桃園機場現況平面配置(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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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限制之一。

桃園機場WC滑行道遷建及雙線化工程目前

正在施工中，由現在的位置向西側遷移740公尺

至原航空科學博物館位址處，所騰空之土地，

亦即新建WC滑行道至第二航廈間，將興建第三

航廈(T3)及多功能大樓(MFB)。多功能大樓包括

所有的陸側設施，如大眾運輸轉運設施、停車

場、旅館及綜合商業區，透過多功能大樓可串

連第三航廈與第二航廈，型構巨型航站(Mega 

Terminal)的概念，如圖7、圖8所示。

貳、第三航站區計畫概述

一、計畫範圍

桃園機場位於桃園市大園區，機場土地面

積約1,174公頃，現有兩座航廈及兩條平行跑

道等設施，如圖5、圖6。機場目前包含三大區

塊，由東向西分別為第一航廈(T1)、第二航廈

(T2)及WC滑行道。此外，最東側尚有EC滑行

道，於西側入口處附近區域則有長榮航勤公司/

長榮航太公司及中華航空公司。航站南、北路

以東西雙向方式貫穿機場區域，是本計畫發展

圖7 第三航站區工程範圍(一)

圖8 第三航站區工程範圍(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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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作項目及內容

桃園機場第三航站區的設計工作項目，概

要如下(圖9、圖10)：

(一) 建物類(含建築、結構及機電管線)

1. 第三航廈主體

2. 第三航廈登機廊廳

3. 多功能大樓裙樓層

4. 多功能大樓旅館

5. 多功能大樓辦公室

6. 能源中心

7. 自來水處理廠

(二) 基礎設施類

1. 空側

 (1) 滑行道系統

 (2) 勤務道路

 (3) 停機坪E、F、G

 (4)  自動旅客運輸系統(車站結構)通往衛

星廊廳(APM)

 (5) 連結第二航廈之旅客運輸系統(PMS)

 (6) 地下共同管道

2. 陸側

 (1) 航站北路及航站南路

 (2) 主航廈聯外道路

桃園機場第三航站區設計工作自2015年12

月正式展開，基本設計成果於2016年5月提送，

10月核定，目前賡續辦理細部設計，依施工時

程需求，分標提送細部設計成果，其中第三航

廈主體工程及多功能大樓，預定2018年第一季

發包施工，整體計畫以2020年完工為目標，並

於完成試營運後，2021年啟用。

圖9 第三航站區工作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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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 第三航廈及多功能大樓模擬圖

參、第三航廈建築設計

一、設計需求

第 三 航 廈 按 照 國 際 航 空 運 輸 協 會

(International Air Transport Association)、國際民

航組織(International Civil Aviation Organization)

及 美 國 聯 邦 航 空 總 署 ( F e d e r a l  A v i a t i o n 

Administration)最新頒布的機場設計規範及標準

進行設計，將提供尖峰小時每位旅客50平方公

尺的空間，總樓地板面積約達385,130平方公

尺，符合A級之服務水準(Level of Service)，整

體設計需求如表3、表4。

表3 T3設計需求表

主要設計參數

服務水準 A級

旅客設施處理量
(2042年)

4,500萬旅客/年

空側之旅客處理量
(2042年)

2,000萬旅客/年

尖峰小時旅客容量
(2042)

入境：5,900人次/小時、 
出境：6,430人次/小時

尖峰小時行李
處理量

10,000件行李/小時

靠站停機位數量
及規模

4-CodeF/MARS、 
12-CodeE/MARS、 
5-CodeC

T3總樓地板面積
(含登機廊廳)

385,130m2

多功能大樓樓
地板面積

辦公區150,000m2、 
旅館區45,000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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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視覺、展現意象。善，由於機場是充滿機

能性的建築，故必須有完善的機能、空間、動

線、設備、交通，才能賦予機場生命力。真，

則是指航廈在外部上要有堅實的基礎及結構，

在內部上需有良好而可落實的計畫管理及工進

排程，能如期、如質、如度的完成整體建設。

三、建築設計概念

全球各地越來越多的旅客企望享受新的飛

行消費方式及體驗更舒適的飛行旅程，故旅客

舒適度的重要性逐步成長，其不僅改變飛機客

艙的慣有設計，亦同時對於機場航廈空間理念

圖11 真善美的第三航廈

表4 MFB設計需求表

使用別 第一期 第二期 面積

辦公大樓
公務機關及航空公司使用 

27,000m2

使用者待定 
61,000m2 88,000m2

旅館
四星級機場旅館(250房) 

17,000m2

五星級旅館(300房) 
34,000m2 51,000m2

商場
零售、餐飲、娛樂、服務 

56,000m2 NA 56,000m2

分期面積 100,000m2 95,000m2 195,000m2

二、設計目標

桃園機場第三航站區的整體設計工作，

由本公司、羅傑斯史達克哈伯建築師事務所

(Rogers Stirk Harbour + Partners)、奧雅納工程

顧問香港有限公司(Ove Arup and Partners Hong 

Kong Limited)及宗邁建築師事務所，共同組成

JV技術服務團隊積極辦理中，以兼具使用效能

與空間內涵的創新方案，試將第三航廈打造為

一座真、善、美的最佳航廈(圖11)。

美，指的是航廈建築的設計核心，藉由建

築樣式的優美與空間及地域產生共鳴，使能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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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航廈是臺灣通往世界的門戶，其

意象塑造自然成為首要的設計重點，將透

過空間形式、建築元素及裝飾材料，表達

出地方特性，以及對未來發展的想像，讓

各界各地旅客一眼就能認出，並能很清楚

的與臺灣文化產生連結。

 鑑於任何建築樣式的新願景，必須藉

由建築物本身來提升，並與空間及地域產

生共鳴，第三航廈的設計靈感來自於海洋

環繞的臺灣，藉由美麗的自然景觀與生命

的韻律創造一系列獨特的室內空間氛圍，

並由優美堅固的屋頂保護著。建築內的空

間配置，則如同其座落之環境。柔軟可塑

的天花板表面，如同天上流動的雲朵於內

部型塑出不同功能的空間，T3的整體建築

意念為「堅固外殼，柔軟核心」。

 屋頂的波浪起伏，擬態自鳥類飛行的

展翅律動(圖12)，屋頂單元紋理讓人聯想

起臺灣傳統建築物的屋瓦壘疊(圖13、圖

14)；仰望懸吊於大廳之上管點陣列，彷彿

有所影響。依此，桃園機場第三航廈的建築設

計概念及訴求願景，包括：新世代標竿航廈、

臺灣門戶新意象、人本智慧綠建築、高品質彈

性空間、滿足多元旅客需求、快捷的轉機動

線、頂級的購物體驗。

(一) 新世代標竿航廈

 第三航站區的興建，以兼顧軟硬體發

展策略，建構「巨型航站(Mega Terminal)」

的概念進行設計。航廈的設計需考量不同

客群、整合多種運輸系統、規劃不同訪客

的動線，以及因應未來可能擴充的彈性空

間配置。第三航廈亦是桃園航空城的發展

主軸，藉由引進國際商貿、會展、物流、

金融、通信、科技、研發、遊憩、休閒、

生活等機能，匯集人流、商流、資金流及

資訊流，帶動機場及周邊土地與產業繁榮

發展，建設現代化、多功能的航空都會

城。

(二) 臺灣門戶新意象

圖12 擬態自鳥類飛行的展翅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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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覽雲海飄浮；行駛於夾道綠坡之間，有

如置身於山谷悠遊；原生種的植栽為航廈

內外抹上生意盎然的綠妝。第三航廈的建

築設計中，處處融入臺灣特有人文及自然

景觀意象，以期國人或來客到訪時，能欣

然領會寶島之美。

(三) 人本智慧綠建築

 第三航廈的設計方案以人本的角度出

發，將旅客的舒適親和納為優先考量，創

造出美觀、有效率、並兼具空間內涵的綠

建築航廈。特別將入境廊廳、出境層、入

圖13 引入在地建築元素

圖14 屋頂的波浪起伏代表臺灣門戶新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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擊、節約能源、減少廢棄物，營造健康、

安全、有善的航廈空間。除在屋頂上裝置

太陽能板外，也設置了高隔熱效能的屋頂

及外牆系統、外遮陽系統、隔熱採光天

窗、雨水回收系統，並配備有高效的給

水、照明、空調系統(圖16)。第三航廈設

定將取得臺灣綠建築標章(EEWH)黃金級認

證、智慧建築標章黃金級認證、美國綠建

築協會(LEED)金質標章。

 智慧建築係指在建築科技中整合資通

訊技術，擴大用戶的舒適度，提升建築系

統的使用效率及效能，以確保建築的永續

使用。

 第三航廈的智慧設計，包括：機場

資通訊整合及交換平台、飛航營運管理系

統、旅客服務與安檢系統、開發維運管理

系統，總計52項子系統(圖17、圖18、表

5)。對外提供以旅客為中心的服務模式；

對內提供航廈營運所需的使用、能源及安

全管理資、通訊服務。航廈設計採用資訊

通訊技術的裝備，以其較快速的互動能

力，強化對旅客的服務，改善旅客的機場

經驗(圖19、圖20)。例如，人臉識別技術

境層設置於單一量體、同一挑高空間，讓

旅客由入境廊廳前往行李提領大廳途中，

可從高處俯瞰整個出、入境大廳，感受寬

廣而連續的空間律動，可讓旅客耳目一

新。

 航廈有寬廣的內部空間，明確的空間

方向感，旅客可感受高效率、舒適、獨特

且優質的入境和出境體驗。高低起伏的懸

吊式天花，除能隨著使用活動的性質塑造

各區空間的疏密感，其管狀構件能漫射自

屋頂天窗的引進自然光線，更具備吸音功

能，以調和建築內部聲、光氛圍(圖15)。

 未來第三航廈將有大量的使用者，

可以預期聲音反響將會是一個需要克服的

主要問題，特別是大型挑高的廳室。在音

響控制上，著重於抑制環境噪音及聲音殘

響，以達到廣播系統的播放內容清楚可

辨；在室內裝潢上，盡可能採用適合的吸

音材料，避免回音往復傳播。

 第三航廈是一座以節能減碳為考慮

的綠建築，追求建築與環境的和諧共存，

在建築設計中特別考量對降低對環境的衝

圖15 高低起伏的懸吊式天花如雲海飄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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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7 智慧機場系統架構(一)

圖18 智慧機場系統架構(二)

圖16 永續智慧綠航廈



2
專
題
報
導

No.114│April, 2017│ 103
圖19 出境乘客智慧體驗

表5 智慧航廈資通訊系統表

資通訊系統
軟硬體平台

機場飛航營運 
管理系統

機場旅客服務 
與安檢系統

機場開發維運 
管理系統

資料中心及
備援資料中心

空域動態資訊系統(ADIS)
行李處理系統

(BHS)
貨運處理/管理系統

(CPS)

外部網路 航空器服務系統(ASS) 行李訊息系統(BMS) 商業智慧系統(BIS)

內部網路(骨幹網路) 機場數值地圖(ADM) 行李追蹤系統(BTS) 專案管理系統(PMIS)

區域網路
(LAN)

機場營運資料庫
(AODB)

共用旅客處理系統
(CUPPS)

機場收入管理
(ARM)

廣域網路
(WAN)

停機坪與空橋管理系統
(AABMS)

自助行李托運
(CUSBD)

圖文管理系統
(DDMS)

虛擬私人網路
(VPN)

資源管理系統
(RMS)

自動登機閘門
(CUSBG)

空間與租賃管理系統
(SLMS)

網路安全管理
(NSM)

氣象追蹤系統
(WTS)

共用自助服務亭
(CUSS Kiosks)

無線網路 個人化服務系統(PSS) 門禁管制系統(ACS)

集群無線電系統
指揮與控制中心系統

(CCCS)
隨身行李掃瞄系統

(CBSS)

機場專用交換機
電話系統 

機動指揮所系統
(MCPS)

海關/移民署

IP電話 緊急應變系統(ERS) 旅客追蹤系統(PTS)

公共廣播系統 地理資訊系統(GIS)
自動旅客輸送系統

(APM) 

管線系統 3D視覺系統(TDVS) 建物管理系統(BAS)

飛航資訊顯示系統
(FIDS)整合廣告、
登機閘門顯示系統，
行李資訊顯示系統

機場協調決策平台 
(ACDMP)

自動行人道(MW)

智慧型指示牌與多用途
資訊顯示系統(ISDS)

旅客運輸系統(PMS)

閉路電視系統 

機場營運控制系統中心
(AO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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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0 入境乘客智慧體驗

圖21 旅客辨識系統示意

可以大幅減少櫃檯報到及登機安檢的時間

(圖21)。資通訊技術亦能連接到機場數位指

標系統，自動將訊息翻譯成期望的語言，

然後送到使用者的手機裡。航廈內也提供

便利的上網服務，旅客可以即時查詢航班

資訊、個人化的商業服務及追蹤所在地。

(四) 高品質彈性空間

 第三航廈是一個龐大而複雜的空間

載體，許多不同系統在其中運作，各別空

間及系統不僅要能充分達到其關鍵績效指

標，相關設施之間亦需相互配合，方能優

化營運管理效率。第三航廈採用模矩化的

空間架構及大跨距的結構系統，以開放式

平面配置保持營運及擴充的彈性(圖22)。

 報到大廳內報到櫃檯島區配置預為考

量未來科技發展，提供最大的彈性以因應

需求的變化。報到區的配置，往往取決於

行李垂直輸送點的位置，由於垂直輸送設

備需穿過樓板連接到行李處理層，位置是

固定的，因此報到島區的彈性在於島的長

度，透過長短變化能夠滿足運量與科技的

發展。由於未來的發展將朝向網路線上報

到，再於現場託運行李，且無託運行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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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 針 對 維 持 機 場 營 運 的 各 項 特 殊

系統預留擴充容量，保持資訊通訊系統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System)、行李處理系統(Baggage Handling 

旅客也預計會越來越多，因此可以縮減報

到櫃檯寬度，使報到大廳有更多餘裕的空

間(圖23、圖24)。

圖22 模矩化空間架構及大跨距結構系統

圖23 標竿水準之報到櫃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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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彈性停機位(Multi Aircraft Ramping 

Stands)、空橋系統(Passenger Boarding Bridge 

System)、銜接第一、二航廈的旅客運輸系

統(People Mover System)、銜接衛星廊廳

的自動化旅客運輸系統(Automated People 

Mover)未來增、改建的彈性。

(五) 滿足多元旅客需要

 第三航廈的設計針對不同需求的旅客

做出合理、易辨識的出、入境規劃。報到

大廳設置航空公司、保險業者及行李打包

櫃檯提供旅客服務。報到櫃檯分布於6個島

區，每個島區具有34個櫃台，總共有204個

櫃台。團體旅客可至團體報到櫃檯辦理報

到手續；一般旅客能使用自助報到機(Self-

service Check-in Kiosk)、行李自助託運櫃檯

或傳統報到櫃檯辦理報到手續。旅客及行

李的處理流程採用最先進的科技，包括自

助登機證、自助行李託運及無線射頻行李

辨識(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

 完成報到手續後，旅客即可進入大

廳後方的安檢及護照查驗區。安檢區的設

計重點在於減少旅客潛在的壓力，提供最

符合直覺的安檢流程，儘量減少對旅客旅

程的干擾。旅客通過護照查驗後即進入

空側商業區或航空公司貴賓室(Airline/VIP 

Lounges)，在登機前享受購物、餐飲及休閒

服務(圖25)。航空公司貴賓室位於航廈主

體4層，鄰近連接登機廊廳的空橋及空側商

業，於南、北側各設置一處。

 第三航廈每天都將有相當大量的使

用者及員工進出，進出人員可能包括幼

童、老人、孕婦、柱柺杖或坐輪椅的病人

等行動不便人士，因此提供一個輕鬆、便

利並能確保每一個人安全的無障礙設計是

非常重要的。第三航廈各處設有無障礙設

施，提供行動不便或有需要的旅客親切、

體貼的服務，並將通用設計準則擴大到更

廣大群眾的設計議題之上，將所有不同人

員，包括身體及認知能力納入考量的設計

策略，確使無論種族、年齡、性別、身體

狀況及認知能力，每一個人都應能夠自在

的、有尊嚴的，獨立完成各自的活動。(圖

26、圖27)

圖24 報到大廳室內透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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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5 明亮大空間的空側商業區

圖26 陸側旅客動線圖

B1(停車場)

3F(出境層) B2(停車場)

1F(入境層)

4F(入境廊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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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快捷的轉機路線

 自出境下車處到至登機門提供明確

且直接的旅客路徑。出、入境樓層視野開

闊通透，儘量減少抉擇路口，輔以符合直

覺的尋路指示，並於適當節點設置視覺地

標，提高旅客的方向感。

 出境旅客自報到至登機門等候區動線

均在3樓，全程無需變換樓層。入境旅客則

於下機後由4樓入境廊廳進入，通過位於航

廈中央區的證照查驗櫃檯後下至位於1樓行

李提領大廳，並由此通關入境；轉機旅客

由4樓入境廊廳前往位於航廈中央區的轉機

櫃檯，轉機旅客皆為國際航班間之換乘，

不必進行護照查驗，只須經轉機安檢後再

下至3樓空側商業區匯入出境旅客(圖28)。

配合簡潔的標誌系統及空側設施順暢的連

結性，可大幅改善旅客動線，預期轉機時

間可減少至40分鐘內。

 另有銜接第一、二航廈的旅客運輸系

統(People Mover System)、銜接衛星廊廳

的自動化旅客運輸系統(Automated People 

Mover)及遠端機位接駁巴士的站台，集中

並列於第三航廈西側1樓，為往返於航廈之

間的旅客提供便捷的運輸服務。

(七) 頂級的購物體驗

 過往，機場航廈的設計理念單純的

只是旅客搭機的場所，僅附設有限的餐

廳、便利商店及服務國際航線旅客的免稅

商店；現今，商業空間不再只是錦上添花

的設施，其提供旅客服務、娛樂及聚會是

與日俱增的趨勢。以新加坡樟宜機場的經

驗，設有異國風情的花園、電影院、屋頂

室外游泳池、運動場、健身房及娛樂場，

讓每位旅客都能得其所好，樂於消費其

間，創造機場營收，使機場超過半數的收

入來自於非航空類的財源。

2F(夾層)

3F(出境層) 1F(入境層)

圖27 空側旅客動線圖

4F(入境廊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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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8 簡潔明確的轉機動線

 桃園機場為增益非航空類收入，第三航

廈及多功能大樓均附設商業設施，其配置完

全順應旅客搭機流程。陸側出、入境旅客及

工作人員會帶來一定的商機，服務出境旅客

的商業設施，位於行李託運櫃台與安檢站之

間；服務入境旅客的商業設施位於接機等

候區，並以接機民眾為主要客源。空側商

業設施則集中設置於證照查驗櫃台之後，

此時出境旅客已完成所有查驗程序，可以

放鬆心情，於登機前享受購物、飲食之趣。

肆、結語

桃園國際機場作為「國家門戶」，扮演臺

灣與世界經貿接軌的重要角色，歷經經濟蓬勃

發展及近年飛航需求急速成長的年代，既感受

成長繁榮的喜悅，也同時體會機場整體服務需

求提升的壓力，更面臨亞太地區各國機場的激

烈競爭，不進則退。因此，積極完成第三航站

區的建設，更或是推動第三跑道及衛星廊廳的

建設，應是國人要共同努力的國家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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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機場第三航廈的設計理念，除形塑

臺灣門戶的獨特性與識別性，兼顧建築本體的

外觀獨特性與實用度之外，更重視旅客與使用

者的行為模式，希冀能創造旅客體驗的成果回

饋，提供一處讓所有旅客感到美觀、有效率、

具空間內涵、以旅客的舒適親和為優先考量的

綠建築航廈，同時，航廈也要隨時得以依據旅

客或使用者對於空間的需求而改變，卻不影響

空間品質。第三航廈將會設計且興建成為亞洲

最有機會改變空中旅行經驗的新航廈，成為世

界國際機場的標竿。

桃園機場第三航站區目前尚為設計階段，

方案持續發展與修正中，本文謹以國際競圖階

段迄今已發表及可公開的資訊彙整撰述，以航

廈建築設計概念為主題，未來將視資訊可公開

情形，適時分享其他專題。

參考文獻

1. 臺灣桃園國際機場股份有限公司，「臺灣

桃園國際機場園區第三航站區」委託設計

及監造技術服務招標文件02工作說明書，

2015年。

2. 臺灣桃園國際機場股份有限公司，「臺灣

桃園國際機場第三航站區建設計畫(核定

版)」，2015年。

3. 臺灣桃園國際機場股份有限公司，「臺灣

桃園國際機場第三航站區國際競圖得獎作

品集」，2016年。



No.114│April, 2017│ 111

2
專
題
報
導

7. 準建築人手札網站 Forgemind ArchiMedia，

http://forgemind.net/media/archives/3046.

8. 營造天下 171期，「國內歷年來最大單一

設計及監造技術服務標案-臺灣桃園國際機

場第三航站區」，2016年。

4. 臺灣桃園國際機場股份有限公司，「臺灣

桃園國際機場104年度年報」，2016年。

5. 臺灣桃園國際機場股份有限公司，「臺灣

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實施計畫第二版」，

2016年。

6.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機場智

慧化系統建置」，中華技術112期，2016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