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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應全球暖化效應產生的氣候異常，各類自然災害發生頻率與規模有日益增加與擴大的

趨勢，故近年來都市空間使用規劃，亦反應及考量減災、整備、應變及復原等防災策略的完

善；又台灣地處環太平洋地震帶上，更易發生災害，故在都市空間的防災避難功能的完備性

有其必要性。

　　信義414號為臺北市第一座示範型防災公園，為都市防災避難空間的一員，主要係提供在

地震災害發生時提供緊急避難及臨時收容的空間。臺北市政府有鑑於此，除採取積極防災對

策外，並效法日本設置「防災公園」之理念，選定既有具有開放空間及緊急救援道路之大型

緊急避難暨臨時收容場所，建立遏制災難延伸具維生功能的全方位防災公園，平時作為民眾

休憩運動及防災教育之場所，倘若發生重大災變時，則作為避難收容、救災作業整備、指揮

及復建之重要據點，增加及結合都市開放空間系統的使用彈性與空間韌性，期以達到都市空

間永續使用的概念。另外在公園下方設置地下二層的停車場也解決了本區域停車空間不足問

題。

1 2 3 4

壹、概述

一、計畫緣起

信義414號公園位於台北市信義區景勤里，

東側臨吳興街156巷65弄，西側臨信安街，南

側臨吳興街220巷，北側臨吳興街220巷59弄，

面積11,790平方公尺，詳見圖1。公園四周為人

口密集之老舊住宅區，東南方有台北醫學大學

及附屬醫院，詳見圖2。本基地原屬「陸軍保養

廠」，經94年6月台北市政府公告修訂台北市信

義區『陸軍保養廠』用地細部計畫案，基地使

用分區為「公園用地」，容積率60％，建蔽率

15％。北市府為提高本地區多功能休憩防災開

放空間、增加公共停車空間及調整鄰里道路通

行系統，將本基地規劃為公園用地兼防災避難

空間使用，並依「都市計畫公共設施多目標使

用辦法」規劃地下停車場。
圖2 台北醫學大學向東北照基地現況

圖1 基地全區現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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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號防災公園兼地下停車場，地下停車場

規劃汽車217位，機車104位，除需於平時提供

社區居民休憩使用、緊急情況下能供給附近民

眾臨時避難外，也疏解臨江街夜市外來遊客停

車使用，並減低基隆路、光復南路等周邊巷道

停車負荷與車流衝擊，將有助益於本區之社區

經濟發展。

二、基地環境現況

(一) 都市環境與開放空間

 基地周遭住宅區環繞，西側為現有住

宅，東側與北側鄰近數個開放空間與公園

綠地，捷運六張犁站及台北101世貿站分別

位於基地南北方向，詳如圖3所示。

(二) 交通暨人行動線

 基地西側信安街與南側吳興街為主要

通行動線，使用者多從此處進出，形成兩

處人潮、車潮交會節點；東側與北側未來

預計規劃為公用住宅區，屬需減少干擾的

寧靜區域，活動區塊詳如圖4所示；東側與

北側道路劃有自行車專用道，可連結至信

義區自行車道系統。

(三) 視覺環境

 基地西、北兩側為4~7樓之中

低樓住宅，南側可遠眺六張犁山，

東側為象山與南港山，東北側可遠

望台北101大樓，視野開闊，詳見

圖5。

圖3 基地位置與周遭開放空間示意圖

圖4 基地活動區塊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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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每人應有之避難收容面積推估基準

A.  陸軍用保養廠 
用地細部計畫

B.  本基地先期
規劃報告

C.  日本東京
綠化白皮
書(1983)

D.  南加州里弗賽德
縣避難收容計畫 本案擬定

避難收容
面積/人

5.1m2/人 4m2/人 2m2/人 3.72m2/人 4m2/人

收容評估
基準

計 畫 區 內 法 定 容
積人數(5,160人；
需求)與公園面積
(2.63公頃；供給)
比值

未詳述 法規規定

Coletta et.al. (2011). 
Riverside County 
Operational Area  
Mass Care and Shelter  
Guidance for Emergency 
Planners的計畫建議

1.  以陸軍用保養廠
用地細部計畫為
基 準 。 綜 合 B 、
C、D三者文獻評
估模式。

2.  運用避難承載量
公式推估。

圖5 基地周遭景觀分析

貳、 都市韌性永續空間414號公園
─防災公園的角色定位

一、防災避難收容推估

基地位處於信義區景勤里，已規劃之防災

避難空間為三興國小、三興公園與松德防災公

園。未來周圍陸軍保養廠計畫區內之人口量滿

足之後，將會增加5,160人，原規劃臨時避難空

間可能不足，因此增加防災避難功能之空間愈

顯重要。

(一)  擬定414公園內每人應有之避難收容 

面積

 依國內外文獻，擬定本案防災公園有

效服務水準，如表1所示。

(二) 有效避難收容面積承載量

 參考洪敏維(2001)研究表示公園內有

效避難面積係指直接供避難之廣場、草

坪，且草坪面積須占公園面積30%以上，

因此避難承載量(Aa/S)需大於總避難人數

(P)的35%，作為防災公園可收容人口數

(Aa/S＞Px35%。以基地條件，為達成最佳

服務標準，以4m2為每人有效避難收容面積

(S)為宜，且本設計避難承載量除可供應計

畫區內外，尚可支援外部其他不足之收容

空間。計算模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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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地面積：11,790m2。

2.  預估此區域總避難人口數(P)：約2,312

人(11,790/5.1m2 陸軍用保養廠用地細部

計畫)。

3.  每人收容面積：4m2/人，直接供避難收容

的草坪面積需占30%以上，目前規劃草坪

面積約為4,319m2，占公園面積36.6%。

4.  Aa/S＞Px35%，4,319/4＝1,079＞2,312 

×35%＝809，公園之避難收容空地面積

(1079人)＞總避難人數(809人)

二、都市防災策略—防災公園動態角色定位

(一) 相鄰防災避難空間之互動關係探討

 依基地面積與服務半徑500m區域為研

討範圍檢討，災時可成為緊急避難收容場所

之空間者，相鄰處計有三興公園暨三興國小

為主要的避難收容空間、北醫醫療救助收容

空間二處，三者可依其特色功能相互支援，

詳如圖6所示。

(二) 414號防災公園避難收容構想

 當災難時發生時，提供民眾緊急避難

空間，如都市生活機能受創短時間內無法

恢復時，則公園會成為臨時避難收容基地

如表2所述。

三、“平日＋災時”型態轉換多功能空間規劃

利用時間軸、不同空間向度的多功能使用

模式及設施物利用行為，規劃空間使用彈性。

(一) 不同時段的使用方式

 防災公園設置，是預期災難發生期間

供居民緊急避難或臨時收容，平時則為居

民休憩、運動、演習及示範教育場所，不

同需求時規劃發展出不同使用方式，如表3

所示。

(二) 空間向度的利用模式

 利用疊圖法概念，重疊不同時段使

用空間需求，空間設計時即考量平日、假

日、災期三者空間需求、使用承載量及使

用動線等，以期兼顧休閒、避難收容、教

育等功能，發揮公園最大之使用效益，如

表4所示。

圖6 相鄰避難收容空間之互動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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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大小的服務廣場並串連各區及公園周

邊不設置高差，以方便災民緊急避難。

2.  配合主要道路位與周邊道路空間支援概

念，考量災時服務動線方向及使用效

率，配置災期避難收容服務時主要入

口、登記、播音、指揮、醫護位設置(硬

鋪面廣場)。

3.  災時臨時收容空間屬自主性較強的靜態

空間性質，故公園內配合規劃形狀完整

規則之大面積草坪，並配置於非主要道

路側，期以達到動靜態分區區隔目的，

發揮避難收容之保護功能。

4.  其他災期臨時生活服務設施位置，則配

合現有管線位置配置於非主要出入口處

(如臨時廁所；汙水管線鄰基地東側)，

避難動線與對外服務概念詳如圖7所示。

(三) 災期湧入與救難服務核概念規劃

1.  以居住密度、商業活動、道路寬度等因

素考量災時人潮湧入可能方向，留設不

表2 414號防災公園避難收容構想

使用時間 功能 基地面積 說明

災難發生時3小時至3天
(緊急安置最長預估為28
日，並依維生貯水槽災時
供應情況調整)

臨時避難收容(以安置為主
並有物資儲存機能-地下停
車場)

11,790m2

臨時避難收容所：
1.  以避難及安置為主，提供健康管理及

基本維生機能。
2. 收容1-3天為基準
3. 每人的收容面積4m2/人

表3 不同時段的使用方式

使用時間 使用型態與需求

平日 鄰里公園－提供居民運動、休閒

假日/節慶
特殊日

示範教育區、活動場域－配合政府
單位進行防災演習、教學訓練，居
民舉辦活動的場域。

災害期間
避難所－提供安全空間滿足避難生
活所需，1-3日暫居據點。

表4 平日和災時空間轉化表

平時公園的空間類別 防災公園的空間類別

停車場人行出入口 物資集散中心

人行道、廣場 緊急避難空間

遊園路徑 緊急運輸通道

陽光草坪 緊急避難居住空間

景觀棚架及其附屬廣場 伙食、飲用水供給處

林蔭綠帶 防火綠帶

圖7 避難動線與對外服務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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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都市火災遏制與延伸之防護帶-防火綠帶

防火綠帶係指藉由防火緩衝樹林帶的設置

來防止火勢的延燒，保護防災公園內之避難收

容空間不受周圍建物發生火災時的危害。

(一) 防火綠帶的功能結構與寬度

1.  功能：遮蔽火焰、降低輻射熱、防止火

星飛散、減緩熱對流、阻擋濃煙散佈等

功能。

2.  結構：應注重植栽優良生長勢，保持樹

冠濃密避免枯枝。樹冠孔隙度越少，防

火機能越好。 

3.  寬度：依六張犁AB基地公共都市計畫

準則，於基地臨道路側範圍內需退縮

8~12m始得建築，本案退縮帶中亦設置

寬度1.5～10m不等之綠帶，加上道路寬

度，本案所規劃公園內有效避難廣場、

草坪與鄰近建物之防火距離約為20～

35m，已遠超過國內外所研究(國內森林

區防火綠帶設置為12m寬，如加上3m生

土帶，則總寬度為15m；建物與建物最

佳防火距離為16m寬)；詳見圖8；又基

地鄰近建物構造多為RC為不易延燒構造

物；綜上因素分析檢討414號公園避難

廣場、草坪已有足夠防火安全距離。

(二) 防火樹種的選擇(防止延燒功能)

 防火樹種的生理特性應有樹體木質燃

點高、葉片水份含量高、葉片熱阻斷效益

強、遭燃燒後不可燃之灰分組織含量高具

抑燃性。樹的形體結構應選擇樹冠連續、

濃密、樹皮厚且低枝下高；萌芽力較高、

病蟲害少、樹性強健的種類。其種類選擇

建議如表5所示。

參、公園整體配置構想

一、規劃目標-“一轉即現的多功能防災公園”

“一轉即現”規劃概念，即因應並達成型

態轉換多功能空間規劃需求如同翻書瞬間轉換

“平日＋災時”空間使用，不許有障礙，以達

休閒及防災共存的角色，提供並結合遊憩、展

演、演習、教育與防災功能等多功能場所，公

園每一處空間都有兩種使用模式，依狀況不同

即刻改變使用，滿足不同的需求。

圖8 防火綠帶設置寬度示意圖

表5 建議防火樹種表

類別 樹種(*者為台灣原生種)

大喬木
羅漢松、青剛櫟*、樟科楠屬如虎皮楠*、紅楠*、珊瑚樹*、鐵冬青*、紅淡比*、柿、瓊崖海棠*、
欖仁*、欖李*、蘭嶼肉豆蔻*、黃槿*、烏心石*

中喬木
竹柏、冬青、刺格、莢蒾*、榕、苦楝*、青楓、茶科如大頭茶*、厚皮香*、海桐*、黃楊、杜鵑、
紫薇、草海桐*、白水木*、楊梅

小喬木/
大灌木

楊柳科如水柳*、垂柳、榆樹、薔薇科如梅、梨、桃、馬醉木*、衛矛、海桐*、梔子花*、夾竹桃、
茶科如柃木*、山茶 、鵝掌藤、女真、石斑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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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舟”--運載了供給居民心靈健康的綠色

場域(公園)--植物、空氣、水，提供了生命基體

存活的基本能量，設計概念始由原始生命(變形

微生物)與水(露珠)存在之最原始的樣貌，在綠

色場域中循環流動繁衍為主題概念的抽象設計

手法，將空間以曲線虛實面規劃區隔、重疊，

使各分區空間產生互相牽引、依存的關係，來

表達各種生命體的融合於此綠色場域(公園)中，

詳如圖10所示。

二、景觀設計構想-“方舟”‧A.R.K.-

本案為休閒遊憩場所兼避難收容場所的多

功能公園，就宛如一艘”方舟”，見圖9，在災

害發生時提供避難收容空間，同時持續給予生

活所需之基本物資，生命得以延續，為周遭居

民發揮完善的保護機制。

景觀設計構想

圖9 景觀設計構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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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園設計規劃圖

公園設計依照使用機能分區，見圖11。

在公園中心設置活動廣場串聯了信安街及吳興

街，綠帶包覆著展演平台災時可轉變為指揮中

心及播音站，並設置鄰里休憩區及座椅；公園

東側則留設完整的草坪空間供居民活動及災時

避難使用，見圖12；植栽設計在人行道以防

火樹種欖仁樹、大葉山欖為主，公園內部分別

以青楓及苦楝搭配當作纓紛氣氛軸線，搭配紅

楠、鐵冬青、櫸木、瓊崖海棠…等。

四、防災公園動線計畫

(一) 救援動線規則：

 動線系統在防災時，符合動員迅速和

高可及性，見圖13，在日常生活中塑造

多樣化人行遊憩動線；開放性的公園路口

迎接各區行人，方便民眾穿越公園至各街

口，為各區提供完整的服務及易達性佳之

開放式社區公園。

1.  車行避難動線：留設兩條動線確保防災

救援功能，達成迅速、安全、架構完整

的救災作業動線。

2.  人行避難動線：暢行無阻至各避難及救

援空間。

(二) 防災空間配置：

 各避難救援空間互相支援並且不混合

使用，平日亦可藉由災時避難預留動線完

成裝卸貨至展演平台或B1樓層。

圖10 景觀設計構想及分區動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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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 防災公園計畫圖

圖11 地面層暨景觀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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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3 緊急應變之避難與救援動線規劃圖

圖14 緊急應變之避難與救援擴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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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緊急應變避難救援與公園空間之機能轉換表

主要區域防災設施配置 內容

防火樹帶
設置於公園外圍，選用高耐火力及高遮蔽性且無盤根之喬木，其下種植草坪及
草花以不影響逃生方便為主。

避難廣場 公園中央集散方便處設置硬鋪面廣場，相對應一側設置草坪區供帳篷區使用。

防災相關設施配置 為防止使用上之障礙，主要使用機能建議設置於主要避難空間周遭區域。

功能性的動線考量
預設由主要入口、公園內部皆可便利通行的兩條緊急動線，平日也可藉其中一
條硬鋪面動線進行公園維護管理。

表7 防災設施之擴充可能與設置構想

主要防災設施 擴充可能 災時使用功能 設置構想 平日使用管理

安置登記處
指揮中心醫護站

較不需
登記、指揮、

健康管理
設置於公園中央廣場，提供硬鋪面且
方便全區管理。

展演平台
中央活動廣場

帳篷區 可 收容住宿
設置於草坪區域，整體區塊完整，且
以道路隔離災時人潮集散區。

草坪綠化

伙食區 可 發放食物
設置於基地內硬鋪面處，便於發放及
清潔，且可連接主要動線。

花架座椅
活動廣場

物資管理站 可 放置物資
提供硬鋪面易於發放，如有擴充需求
可暫放於鄰近草地或空地。

停車場人行入口
A前方廣場

自來水取水站 可 維生取水
移動性設施，可依災時實際需求增設
水龍頭或運用消防水管加長設施以移
動位置。

鄰里休憩區

淋浴區 較不需 洗澡
設置於空地，並加設排水溝在淋浴區
後方。

停車場人行入口
B南側之街角廣場

臨時廁所 可 廁所

線性設置，便利使用者藉由腹地排
隊，並配合既有汙水管線的位置事先
預留汙水管，並另外留設行動式流動
廁所車輛空間。

預設之汙水管線需與
人行道鋪面齊平並不

影響行人通行

曬衣場 可 曬衣
如有需求可架設臨時曬衣桿，並使用
草坪區空地

草坪綠化

五、�緊急應變避難救援與公園空間之機能�

轉換

如圖14、表6、表7所述。

六、公園保水規劃及維生貯水槽

公園保水規劃考量以低衝擊開發(LID)之構

想，利用分布式的貯水滲透設施，增加公園之

保水能力，詳見圖15。

(一)  本案開放空間景觀留設綠地可供雨水

直接滲入。綠地面積約2176m2，花園

土壤面積約4189m2。

(二)  基地內廣場鋪設軟底花崗石、道路地坪

多採用透水鋪面，面積共約4161m2。

(三)  避難廣場下方設置集水滲透設施，收

集周圍草坪雨水後滯留滲透。

(四)  非開挖區域草坪設置排水帶導入集水

滲透設施。

(五) 地下停車場覆土2m以上。

(六)  雨水貯集滯洪設施530.55噸，集水滲

透設施42.5噸，雨水回收池30噸供公

園植栽澆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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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5 公園保水規劃示意圖

圖16 自來水處維生貯水槽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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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7-A 平日公園與災時公園對照示意圖

圖17-B 平日公園與災時公園對照示意圖

(七)  自 來 水 處 維 生 貯 水 槽 用 地 面 積 需

30m×10m，其上面無設施物且鋪面簡

單易於復原，詳見圖16。

七、平日公園與災時公園之對照模擬圖(詳圖

17-A�～17-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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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7-C 平日公園與災時公園對照示意圖

圖18 人行出入口A旁廣場

八、平日公園模擬圖(詳圖1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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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0 展演平台示意圖

圖19 停車場人行出入口示意圖

圖21 吳興街220巷人行道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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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2 吳興街156巷街角示意圖

圖23 景觀棚架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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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4 全區透視圖

圖25 414號防災公園全區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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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語

防災為對應於都市中廣域性重大災害之災

前預防、災害搶救應變及災後復建各階段作業

之準備計畫，以達都市空間韌性與永續使用，

其最主要的概念為預防與準備，本案信義414

號防災公園在都市有限的空間中尋求其不同的

功能組合，從防災、生活、運輸、綠化、雨水

再利用及保水滯洪等多重面向設計，達到都市

多功能韌性永續空間，保障居民生活安全的願

景。414號防災公園的開設仰賴著完善的設施及

預先的準備、教育及訓練，雖無法準確預知災

害來臨，但危機意識及避難設施的設置在都市

中確實為不可或缺的安全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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