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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工程由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委託捷運工程局南區工程處代辦，設計監造廠商為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

份有限公司／宗邁建築師事務所聯合承攬，施工廠商為瑞助營造股份有限公司。本文除介紹籃球運動館

之設計理念外，亦藉由設計及施工主要特點，包括：多元化體育及教學之活動園區、符合國際賽事標準

之競賽場館、具有當代城市美學之節能建築、樹木保護及移植、歷史建築之保護、綠建築及智慧建築、

BIM發揮的效益及施工特色等不同面向，讓讀者更瞭解本工程之設計及施工歷程，期望本場館可提供臺

灣選手在本次2017世界大學運動會籃球競賽項目之最佳場地，並加強臺北市與國際的交流，增加國際能

見度，進而提升國際形象與地位。

1 2 3 4 5 6

摘  要

Abstract

Taipei Heping Basketball Gymnasium Construction Project

Undertaken by Taipei City’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and the South District Project office of Rapid Transit 

Systems, this important project is jointly supervised by CECI Engineering Consultants, Inc., Taiwan and Fei & 

Cheng Associates, with REIJU Construction Co Ltd as the main contractor. This article introduces not only the 

design concept of this basketball gymnastics but also main features, including multidimensional spots and an 

educational activity park, gymnastics meetingthe standards of international sport games, energy conservation 

buildings with contemporary beauty design, tree transplant and protection, reservation of historical architecture, 

green and smart buildings, featuring effective construction with BIM. Readers can knowmore about design and 

progress of the project. Hoping that this construction site can be the best place to serve for  or the Taipei 2017 

Universiade basketball game, this will help Taipei city increase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 visibility, image and st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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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設計理念

建築座落於多面向基地紋理，面前主要道

路為辛亥路，其他三側臨辛亥路三段21巷、敦

南街、敦南街76巷以及大安運動中心，在考量

整體環境及籃球運動館的特性上，設計是以傳

統圓形競技場概念發想，強而有力圓筒造型在

面對多面向且複雜的環境紋理上，提供緩和了

整體環境可能造成的視覺衝擊，人們在辛亥路

上可感受到退縮建築量體的低調與沉穩，而多

種自然色系搭配以低彩度玻璃帷幕外牆亦可帶

給人們鮮明又簡潔視覺律動(詳圖1)。

貳、多元化體育及教學之活動園區

基地位於臺北市大安區辛亥路3段、基隆

路交叉口西北側大安運動中心旁，為一地上

六層、地下一層之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約

61,488平方公尺，總工程費約19.8億元。建物之

空間規劃如圖2：

一、 籃球運動館：為4層樓建物，可提供7,000

個觀眾席。

二、 教學暨行政大樓：為6層建物，提供1～6年

級(共12班)及幼兒園2班之教學及行政空間。

三、 暖身館：為4層建物，可提供學生教學、體

育活動等使用，有800個觀眾席。

四、 戶外互動設施：包括大自然探索區、創造

性戶外教室、冒險遊戲設施、食農地與飼

養區及戶外炊煮區等。

五、 停車場：位於地下1樓，可提供195個停車

位及347個機車位。

參、 台北都會區符合國際賽事標準
之競賽場館

一、 本工程之籃球館為2017世大運新建場館之

一，籃球相關設施均符合國際籃球總會(FIBA)

及國際大學運動總會(FISU)標準(詳圖3)。

圖1 籃球館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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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籃球館多功能配置示意圖

圖3 籃球館內部鳥瞰(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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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籃球館內部鳥瞰(續上頁)



3
專
題
報
導

No.115│July, 2017│ 275

三、 搭配照明、空調、中央監控、系統整合等

多項智慧系統設計，取得黃金級綠建築及

合格級智慧建築之候選證書。 

伍、樹木保護及移植

受保護樹木除依規定提送文化局審查外，

並依規定進行褐根病救治(詳圖5)、移植及防

治，另一般樹木優先移植至台北市西湖國小等

八處國中小及山豬窟復育園區，總計超過200棵

以上樹木原地保留或移植。

陸、歷史建築之保護

尊重基地內歷史建築群原有佈局及朝向，

以同方位移設至原位置附近，以維持原有空間

組織之相互關係，並且活化再生其原有機能與

意涵，轉化為進入和平國小籃球運動館之空

間。過去「入口大門之雙柱」為居民進入眷村

二、 提供「2017臺北世界大學運動會」籃球

項目主要競賽場館及練習場館外，世大運

後可做為國際及國內各級籃球賽如SBL、

UBA、HBL之場館。

三、 可同時容納三座國際比賽標準球場之規模

及賽事，寬敞的空間條件是提供市民舉辦

活動更為多元的場所選擇。

四、 可依和平國小教育及市民需求，做多元並

充分的使用此一場館，提供學校師生優良

的教學與學習空間。

肆、具有當代城市美學之節能建築

一、 本案建物外觀採玻璃帷幕，藉由玻璃輕量

通透特性將基地紋理之藍天樹影意象、融

入外觀立面(詳圖4)。

二、 玻璃以藍、黃、橙、綠等自然色系以低彩

度之Double Low-E網印玻璃，融合於都市環

境中，並呈現出季節變化之城市風貌。

圖4 籃球館主要入口及玻璃帷幕外觀 圖5 檢疫犬於基地現進行褐根病檢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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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主要入口；未來轉化為選手主要進入運動館

之專屬通道(詳圖6)。

柒、綠建築及智慧建築 

在南向及朝西南的帷幕牆外設置固定鋼材

遮陽板，全高度並距牆面約2M設鋼架，利用帷

幕牆結構支撐此鋼架，然後在其外緣安置對角

的40cm寬金屬遮陽板，有效地阻擋夏日最烈之

日照，同時也創造有趣而生動的視覺效果。

本場館周圍環境透明且開放，可充分自然

採光，另如有控制日間光線需求，可由涵蓋周

邊的電動捲簾來控制不需要的日光，在夜間則

從四周可望見場館內一些活動，透過彩色玻璃

以及LED燈更可獲得精彩的視覺效果(詳圖7)。

圖6 歷史建築_入口大門之雙柱

圖7 夜間照明效果(資料來源：宗邁建築師事務所／Alek Vata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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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施工特色

一、蓄水及滯洪設施 Reservoir facilities

設置680噸以上水撲滿(詳圖9)，有效基地

保水、水資源再利用及符合基地開發逕流排放

量與保水量標準。

二、管式透水鋪面地坪，符合使用需求及基

地保水。

JW工法之管式透水鋪面(詳圖10)，一方面

可達良好透水效果；另一方面亦可滿足不同車

輛通行所需之載重需求。 

三、鋼構桁架吊裝

籃球館鋼構桁架跨距達65公尺、高度7.2公

尺、重量達約70公噸，採用200噸主吊車2部、

120噸吊車1部及60噸吊車1部，透過測量儀器檢

測將鋼構桁架精準與鋼構柱安裝(詳圖11)。

本案通過綠化量、基地保水、日常節能、

二氧化碳減量、 廢棄物減量、室內環境 、 水

資源、汙水垃圾改善等八項指標，取得黃金級

候選綠建築證書。另亦取得合格級候選智慧建

築證書。

捌、BIM發揮的效益 

為因應本專案多重複雜介面整合、並結合

施工特性，專案執行過程中用BIM模型檢視檢討

衝突(詳圖8)，除有效解決建築、結構及機電等

施工問題外，並克服施工困難、達到節省成本

和時間之效益。

同時運用BIM技術與營運維護管理系統相

結合，對建築的空間、設備資產等進行科學管

理，對可能發生的災害進行預防，降低運營維

護成本。

圖8 BIM模型技術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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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 水撲滿施工過程

圖10 管式透水鋪面施工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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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佳之鈦鋅版屋頂(詳圖12)，七道以上工序除提

供極佳之隔熱與降噪效果外，更可避免反射光

線對周邊環境建築造成干擾。

四、鈦鋅版屋頂

與旁邊大安運動中心採同樣低反射且耐候

圖11 籃球館鋼構桁架吊裝過程

圖12 鈦鋅版屋頂施工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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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結論

本案做為106年8月19日至30日之2017世界

大學運動會籃球競賽場地之一，106年6月24日

舉行完工記者會並旋即進行相關場地及設備測

試(詳圖13)。世大運場館處、中華民國籃球協

會、台北市政府體育局等相關單位及中華隊選

手亦於106年7月11日至場館進行總檢驗及熱身

賽(詳圖14及15)，同時進行相關細節調整。106

年7月15日至22日舉行威廉瓊斯盃國際籃球邀請

賽做為測試賽場地(詳圖16)，期待能提供臺灣世

大運選手們第一次回家比賽的最佳場地。

圖13 106年6月24日台北市柯市長及市府長官與計畫團隊於完工記者會合影

圖14 106年7月11日中華藍及中華白熱身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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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5 燈光測試及調整

圖16 2017年第39屆威廉瓊斯盃國際籃球邀請賽比賽滿座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