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來自市長的歡迎

歡迎來到美麗的港灣城市

高雄是一個陽光照耀的港灣城市，物產富饒、工商發達，壯闊的高雄港展開雙臂迎接來自全世界的貨輪，也牽繫

著全世界的友誼，友善的高雄市民有如溫暖的海風，為城市注入源源不絕的活力與熱情。

如同其他先進城市，高雄在城市發展的過程中不斷尋找城市的新價值。21世紀的高雄，揮別上世紀重工業、高

汙染的形象，以建構一個綠色永續的幸福城市為目標。近年來高雄積極推動港灣再造、發展低碳綠能產業、重建

自然生態環境，用水與綠的城市建設思維，為市民打造綠意盎然的生活空間。

高雄具備地理位置、海空雙港優勢、充沛的人才、穩定的政策和完善的產業鏈結構，並藉由「亞洲新灣區」旗艦

型計畫的啟動，加速高雄成為有無限發展可能性、適合企業投資的港灣城市。

高雄是一個美妙無比的城市，有壯麗的自然景觀、多元的文化風貌、精緻的藝術展演，可以豐富您的心靈；有便

捷的交通和完善的公共設施，可以滿足您的生活需求；從海洋到高山、從都會到鄉村，各種不同的生活型態在高

雄發光發熱；不論您到高雄投資、旅遊或是移民，友善的高雄市民都會以陽光般的熱情迎接您。 

歡迎來到美麗港灣城市，請盡情享受高雄的美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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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中的原住民祭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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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為本的建築美學

給喜歡閱讀的市民

接觸藝術如此容易

多采多姿的民俗節慶

農漁美食

香甜水果行銷世界

滿載的遠洋漁獲與水產養殖

不可錯過的美食與伴手禮

產業創新

城市轉型邁向低碳、科技產業

台灣製遊艇 享譽全球

蓬勃發展的會展產業

數位內容產業正在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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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起國際港灣城市論壇

友誼滿天下 姊妹市與友好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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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區：全市共劃分38個區（管轄區含東沙群島及

南沙群島太平島）

位　置：台灣本島西南方，東經120度、北緯22度

總面積：2947.6159平方公里

總人口：2,778,092人（2016年6月）

語　言：官方語言為中文，同時有閩南語、客家語、

英語及部分南島語言通行。

氣　候：屬熱帶季風氣候，一年中以1月溫度最低，

平均攝氏19.3度，7月溫度最高，平均攝氏

29.2度。

高雄市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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壯闊的高雄港
燦爛的陽光照耀著湛藍的海面，溫柔的海風吹拂著港灣

，熱帶城市的好天氣適合旅人造訪高雄，港灣裡川流不

息的貨櫃船，載運來世界各地的貨物，水路牽起高雄與

全世界的友誼，壯闊的高雄港與美麗的山、海、河賦予

高雄獨特的城市面貌；認識高雄，從高雄港開始！

位於台灣西南端的高雄港是台灣最大的國際商港，海運

網絡遍及歐、亞、美、澳、非五大洲，為東北亞、東南

亞、中國大陸和歐美間海運運輸的重要轉口港，年吞吐

量超過1.2億噸。

高雄港於2014年通過歐盟認證成為綠色生態港(Eco-port)

，是亞洲地區第一個獲得認證的港口。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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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風情與港灣之美
17世紀初，高雄港從一個小漁村逐漸成為貨物集散的商

港，1863年高雄港開港對外貿易，經過數百年演進，高

雄港現今已是國際貨櫃大港，在台灣經濟發展史上扮演

重要的角色。

21世紀的高雄港，不再以貨運通商為唯一功能，在城市

6 7

改造的大工程中，將闢建「高雄港洲際貨櫃中心」深水

貨櫃碼頭，容納日漸增長的貨櫃裝卸需求，同時開發舊

港區1至22號碼頭，成為兼具歷史風情與港灣美景的休

閒遊憩場所。

像是整建後的「英國領事館文化園區」重塑百年前的高

雄港風華；「紅毛港文化園區」呈現了近一世紀港灣庶

民生活的樣貌；「駁二藝術特區」將舊碼頭倉庫活化成

繽紛的文創場域，每一項工程均為高雄港的歷史文化注

入活水。此外，絕美的西子灣夕陽；古蹟、美食、特色

商店匯聚的旗津離島以及可觀海、戲水的海岸公園，都

讓高雄港展現觀光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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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新灣區」計畫
高雄城市升級的關鍵在於港灣再造，2011年高雄市政府

整合五大公共建設提出「亞洲新灣區」旗艦計畫，成功

跨出港灣城市轉型第一步。2016年高雄市與台灣港務公

司高雄港務分公司合資成立港區土地開發公司，共同參

與港灣水岸整合開發，加速舊港區轉型發展。

「亞洲新灣區」計畫，是由全球頂尖建築師打造的4項

關鍵公共建設，以及環狀輕軌第一階段構築而成。2014

年啟用的「高雄展覽館」，以海洋波浪為造型，面積

4.5公頃，是台灣唯一符合大型機具或船舶展示的展覽

空間；同年11月開館的「高雄市立圖書館總館」運用懸

吊式結構柱營造通透的空間特質，是一座讓高雄引以為

傲的綠建築與文化新地標。

8 9

預計2017年底完工營運的「高雄港埠旅運中心」將建構

地下2層、地上15層的鋼構金屬帷幕曲面造型建築，可

提供22.5萬噸大型郵輪停靠，尖峰每小時可服務旅客人

數2500人；而預計2018年底完工的「海洋文化及流行

音樂中心」，每年可提供500多場音樂及相關文化類型

節目演出，打造高雄成為亞洲最有吸引力的港灣娛樂城

，同時厚植南台灣流行音樂產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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駁二藝術特區
有趣的文創聚落
對喜歡藝術創作與設計的朋友，由碼頭舊倉庫改建而成

的「駁二藝術特區」無疑是最具吸引力的地方。它充滿

城市創意的特質，是高雄人發揮想像、實現夢想的空間。

「駁二藝術特區」隨處可見的大型公仔與壁畫，敘述高

雄工業城市的性格，舊倉庫的建築空間與展覽的前衛設

計既衝突卻也協調，呈現出獨具的創意語彙。特區裡的

表演劇場、展覽空間、商店、書店、電影院、遊樂設施

，推陳出新的概念與樣貌，讓藝術與創意氣息融入市民

生活中。

10 11

水綠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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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的花園城市
美麗的城市總有一條美麗河流，愛河蜿蜒流過高雄市都

會區，兩岸盡是花草樹木，四季開著豔麗的花朵，慕名

而來的遊客乘著「愛之船」飽覽城市風光，成為旅遊高

雄最難忘的記憶。不只是愛河，高雄市的河流和湖泊經

過整治後，提供市民散步休閒的親水空間。

「水與綠」是高雄獻給市民的最佳禮物，平均每人享有

12 13

11.3平方公尺的綠地面積，是全國城市中居民享有最多

綠地的城市。在三分之二人口居住的都會區，就有「高

雄都會公園」、「衛武營都會公園」、「凹子底森林公

園」等大型森林公園，還有無數的主題公園、社區公園

，提供市民不同型態的休憩選擇。市民只要走幾步路就

能在滿眼的綠意中散步、運動，或是野餐、放風箏，享

受最美好的親子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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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會裡的生態綠洲
高雄在建設發展的同時，細心呵護原有的自然生態，尤

其注重生態復育工作，導入「生態廊道」的概念，串聯

公園、綠地、濕地埤塘成為生態保護復育區，提供多樣

生物的棲地環境，讓高雄不僅是一座適合人居住的城市

，更是人與大自然和諧共存的城市。

高雄目前共闢建有21處不同類型的濕地公園，地點遍及

都會區、海岸線和高山地區，總面積達968.2公頃，其

中包括3處國家級濕地，分別是位於都會區的「洲仔濕

地」以及高山地區「大鬼湖濕地」、「楠梓仙溪流域」。

「洲仔濕地」毗鄰知名景點蓮池潭，早年蓮池潭周邊皆

為水塘，常見水雉穿梭其中，隨著都市發展破壞棲地，

使得水雉消失無蹤，2002年市政府與民間共同推動「水

雉返鄉計畫」，現今「洲仔濕地」已恢復生機，2015年

觀察到47種鳥類以及11隻水雉棲息於濕地。城市重拾了

生命力，賞鳥、賞生態成為市民的熱門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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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便捷的大眾運輸
高雄市是台灣唯一擁有海港和空港的城市，是南台灣的

交通運輸樞紐，同時也是台灣第一個擁有輕軌運輸系統

的城市。

高雄市在都會區建有紅線與橘線兩條捷運，十字形的捷

運系統與緜密的公車路網，提供市民舒適便捷的城市交

通服務。在都會與鄉村間設置有公車「六大轉運中心」

，串聯38個行政區，拉近了城鄉距離。正在興建中的高

雄環狀輕軌全長22.1公里，採用無架空線輕軌系統，保

留城市美麗的天際線，軌道遍植綠草，讓輕軌運輸自然

16 17

融入周邊環境。環狀輕軌分兩階段施工，第一階段輕軌

長8.7公里，預計於2017年年中全線營運，第二階段長

13.4公里，預計2019年完工。

高雄也積極闢建可提供民眾通勤、休閒、運動的自行車

道，目前建置長度已超過800公里，預計2018年擴建至

1000公里。高雄自行車道路網涵蓋都會區、鄉村地區與

各大觀光景點，隨著自行車道延伸，全市至2016年底約

可建置300個公共腳踏車租賃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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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的社會福利系統
完善的社會福利系統，讓每個高雄市民受到妥善照顧，

可以安心生活。全高雄市目前共設置有651個社會福利

據點，給予老人、嬰幼兒、婦女、新住民、弱勢者最貼

心的服務。

高雄的嬰幼兒從出生到教育有各式補助津貼；在婦女政

策上，有就業與創業輔導、防治家庭暴力、單親家庭扶

助等機制；老年人享有健保、照護補助、免費健檢、裝

置假牙和搭乘公共運輸等福利；對身心障礙者與貧困弱

勢者也有各種生活輔導與補助。

高雄市政府在社會福利工作上也充滿創意，如「脫貧自

立計畫」為社會底層的人打開一扇希望的窗；「實物銀

行」讓社會資源分享給更多需要的人；「坐月子到宅服

務」、「失能老人到宅沐浴服務」體貼考慮到被照顧者

的需求。

18

豐饒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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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季豐收的農漁之鄉
高雄市東起台灣中央山脈的最高峰玉山，西臨臺灣海峽

，東半部為高山區，西半部為平原與丘陵地形，離開了

高雄港周邊的都會區，是廣大的以農業、漁業生產為主

的鄉村地區。

高雄擁有16.32%的耕地面積，主要生產稻米、各式蔬菜

水果以及火鶴、蘭花等花卉。近年來，高雄市鼓勵青年

返鄉從事農業，推動有機農業、小型農場、在地食材、

農產加工與行銷等新型態的農業，返鄉耕種蔚為風潮。         

20

高雄長達63公里的海岸線為高雄帶來豐沛的海洋資源，

包括前鎮漁港、興達港、蚵仔寮漁港、中芸漁港等16處

漁港，形成獨特的漁港文化。除了前鎮漁港是台灣遠洋

漁業的重鎮，其餘皆從事沿海、近海捕撈，提供高雄市

民新鮮生猛的漁獲。高雄臨海各區是台灣重要的水產養

殖基地，魚塭阡陌相連，形成特殊的地景。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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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麗的湖光山色
高雄中西部平原丘陵地區豐富多樣的地貌形成許多天然

美景，是全國知名的觀光景點。

「泥岩惡地」奇景分佈於田寮、燕巢以及內門一帶，裸

露的嶙峋山脊、蝕溝遍佈的惡地地形，堪稱世界級的地

質景觀。2011年田寮「月世界」開闢「田寮月世界地景

公園」，旅人沿著後山「五里坑」長700公尺、650階

的步道漫步，壯闊的惡地景致盡收眼底。 

高雄的湖泊和水庫不僅有蓄洪、灌溉的功能，鳥松區的

澄清湖、左營區的蓮池潭、美濃區的中正湖和燕巢區阿

公店水庫更有完善的休憩設施，市民可沿著湖岸自行車

道騎乘追風，欣賞湖光山色。

另外，海邊漁港也是休閒的好地點，興達港、蚵仔寮漁

港導入水上活動與觀光魚市設施後，每逢假日湧現人潮

。不喜愛熱鬧的民眾，可以到白砂崙漁港、汕尾漁港，

欣賞療癒的漁村夕陽。

22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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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境山林

傳統小鎮的人文氣息
有別於現代化的都會區，高雄農村小鎮的生活悠閒輕鬆

，歷史悠久而且散發著傳統人文氣息。

美濃是客家族群聚集的小鎮，保有完整的客家文化與質

樸勤儉的民風。踏進美濃，美麗的田園景色映入眼簾，

常可見傳統的紅磚四合院建築，獨特的客家美食喚醒旅

人的味蕾，藍衫、油紙傘、陶藝等手工藝，展現美濃人

細緻的文化。處處是風景的美濃，為「臺灣十大觀光小

城」之一。

生產香蕉聞名的旗山，隨處可見日治時期的建築，人潮

沓雜的旗山老街屹立巴洛克風格的洋樓，見證當地香蕉

貿易的黃金時期，沿街傳統小吃與創意香蕉美食琳瑯滿

目，商家熱情地招呼客人，充滿人情味。老街上的「天

后宮」是旗山地區僅存的清代廟宇，鄰近的「武德殿」

、「鼓山公園」從日治時期延續至今，都值得拜訪。

內門以宗教信仰活動最具特色，每年舉辦的「內門宋江

陣」、「觀音佛祖遶境」，呈現高雄庶民文化的活力。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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壯麗的高山美景
高雄的東半部屬高山地形，有35座3000公尺以上的高

峰錯落其間，山巒間形成深邃的河谷，高山上大多是茂

密的原始森林，青山、白雲、溪流，一眼望去盡是壯麗

的自然美景。

東部高山地區有部分區域屬於「玉山國家公園」和「茂

林國家風景區」的範圍，豐富的生態與自然景觀都受到

保護，特別是茂林區的「紫蝶幽谷」，每到冬季有成千

上萬的紫斑蝶到此過冬，為世界級的蝴蝶生態景觀，還

有那瑪夏區的螢火蟲復育區，春夏之際的夜晚螢火蟲飛

舞，是最佳賞螢季節。

26 27

除了觀賞生態，高山上冬季梅花盛開，春季櫻花和桃花

怒放，適合上山賞花。而到六龜區的寶來溫泉、不老溫泉

泡湯，或是到荖濃溪體驗刺激的泛舟，都是熱門的假日休

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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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世無爭的部落生活
高雄東部高山地區涵蓋了那瑪夏、桃源、茂林三個原住

民區，山地原住民人口約1萬人，主要族群包括布農族

（那瑪夏區、桃源區）、卡那卡那富族（那瑪夏區）、

拉阿魯哇族（那瑪夏區、桃源區）和魯凱族（茂林區）。

原住民群居形成部落，部落房子依山而建，部落與部落

間由蜿蜒山路相連，居民多數務農，作物有青梅、紅肉

李、水蜜桃、竹筍、愛玉子、小米、茶葉、咖啡等，部

分從事民宿、餐飲、手工藝等觀光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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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鑽石級的綠建築值得拜訪。山中的生活安靜祥和步調緩

慢，居民友善好客，隨時以熱情的笑容迎接來訪的遊客。



與世無爭的部落生活
高雄東部高山地區涵蓋了那瑪夏、桃源、茂林三個原住

民區，山地原住民人口約1萬人，主要族群包括布農族

（那瑪夏區、桃源區）、卡那卡那富族（那瑪夏區）、

拉阿魯哇族（那瑪夏區、桃源區）和魯凱族（茂林區）。

原住民群居形成部落，部落房子依山而建，部落與部落

間由蜿蜒山路相連，居民多數務農，作物有青梅、紅肉

李、水蜜桃、竹筍、愛玉子、小米、茶葉、咖啡等，部

分從事民宿、餐飲、手工藝等觀光產業。

28 29

走進部落，多數建築上有原住民圖騰裝飾，鮮豔的色彩、

神秘的符號，散發獨特的風情，那瑪夏區的民權國小是一

座鑽石級的綠建築值得拜訪。山中的生活安靜祥和步調緩

慢，居民友善好客，隨時以熱情的笑容迎接來訪的遊客。



31

文化饗宴

山中的原住民祭典
雖然多數的台灣原住民信奉基督教或天主教，但仍保存

傳統的祭典文化。祭典內容多與祖靈信仰、祈求平安、

感謝豐收和人生階段禮俗有關，部落經由祭典傳承族群

文化，也凝聚族人的情感。

原住民各族皆有其獨特的祭典，拉阿魯哇族的「聖貝祭

」是對各種神的祭拜；布農族的「射耳祭」有歌頌獵人

勇士和傳承打獵技巧的意涵；卡那卡那富族的「河祭」

感謝河流帶來豐盛的食物；魯凱族的「黑米祭」、卡那

卡那富族的「米貢祭」慶祝豐收；小林平埔族的「夜祭

」為祭拜祖先。一年一次的祭典活動是部落的大事，族

人均會穿傳統服飾盛裝出席，除各項儀式外，原住民的

舞蹈表演伴隨清亮的歌聲，繚繞山谷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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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為本的建築美學
進入21世紀，高雄的公共建築融入風土民情、綠色永續

的概念，成為市民喜歡親近的空間，形塑出高雄特有的

建築美學。

「高雄市立圖書館總館」將陽光和綠意帶進建築裡，透

過巨型天井和陽台，打造「館中有樹、樹中有館」的閱

讀空間；「大東文化藝術中心」特殊的薄膜天棚建築群

令人驚豔；「高雄國家體育場(世運主場館)」採開放式的

空間設計，屋頂建構8844片太陽能光電板，連續螺旋狀

32 33

結構設計的外觀，呈現河流般的流動感。興建中的「衛

武營藝術文化中心」造型宛如一尾白色的大魟魚，流暢

地滑入地面，以其獨特的海洋意象致意海洋城市高雄。

專為自行車與行人建造的前鎮之星、左營翠華自行車橋

及佛陀紀念館旁空中走廊等，不僅方便自行車在城市中

通行，更提供市民休息、賞景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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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喜歡閱讀的市民
高雄用「閱讀」做為城市競爭的利基，建構全台灣最優

質的閱讀環境。

高雄市38個行政區，共計有1個圖書館總館、58個分館

，2014年開館的市圖總館新穎的建築、豐富的藏書、迷

人的閱讀空間，最特別的是市圖總館收藏逾10萬冊的中

文和外文繪本，獲選「台灣十大非去不可圖書館」的榜

首。

另外，高雄市圖書館有7部運書車，這也是全國第一個

公共圖書館物流車隊，市民只要申請網路借書，閱覽組

找到書後，圖書館物流車隊5天內會將書籍送達讀者指

定取書分館，目前平均送達天數為2.2天，成為全國調

書速度最快的城市。

34 35

先進的「台灣雲端書庫@高雄」為市民打造一個全年無

休的「零距離、零等待」借閱服務，在高雄市任何一個

角落，只要連上網，就可以經由電腦、智慧型手機免費

閱讀逾2萬種的電子書，實現走到哪、讀到哪的夢想。

接觸藝術如此容易
高雄擁有「高雄市文化中心」、「高雄市美術館」、「

大東文化藝術中心」、「岡山文化中心」、「駁二藝術

特區」以及「衛武營藝術文化中心」等大型藝術展演場

館，還有數十座不同類型的文化場館，高雄市民在任何

時間地點都可以輕易地接觸藝術。 

每年從春天開始的「春天藝術節」是高雄最盛大的藝術

饗宴，來自國內外的藝術家與表演團體，獻出最精采的

表演；從秋季展開的「庄頭藝穗節」將頂尖的藝術團隊

、劇院級的藝術表演劇碼帶至農村、漁村、山上等非都

會區。兩年一度的「貨櫃藝術節」、「鋼雕藝術節」邀

請國際知名的藝術家來高雄創作，一年一度的「高雄電

影節」則可觀賞到最前衛、也最精彩的影像創作。

高雄也是一個充滿藝術創作能量的城市，戲劇、音樂、

舞蹈、美術各種藝術形式都可以自由地創作並獲得獎勵

；歌仔戲、豫劇、布袋戲、皮影戲、傀儡戲等傳統藝術

，也在市政府的輔導下持續演出、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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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漁美食
多采多姿的民俗節慶
高雄一年四季有許多大小民俗節慶活動，有的起源於傳

統習俗，有的與宗教信仰相關，慶典中的各種儀式、表

演、競賽活動，展現出城市的文化底蘊與庶民生活的生

命力。

農曆新年舉辦的「高雄燈會藝術節」是高雄最盛大的慶

典，燈籠藝術結合聲光科技，將高雄的夜晚妝點的熱鬧

繽紛，每年吸引數百萬觀光人潮。春季舉辦的「內門宋

江陣」源自早期內門居民演練武術抵禦盜匪，並將團練

成果獻予觀音佛祖觀賞的習俗，現今成為展現台灣藝陣

之美的盛大民俗活動；夏季舉辦的「端午節龍舟競賽」

有來自國內外的好手在愛河上競技；秋季舉辦的「左營

萬年季」結合宗教信仰與傳統民俗技藝、「戲獅甲藝術

節」是全國最精彩的舞獅活動；最受年輕朋友喜愛的「

跨年晚會」在欣賞歡愉的演唱會中，同時迎接新年到來。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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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甜水果行銷世界
台灣以出產好吃的水果聞名世界，一年四季各式水果輪

番登場，讓高雄處處瀰漫香甜果香。

高雄的水果主要種植於中部平原與丘陵地帶，各區特殊

的地形與土壤各自栽種出風味獨特的水果。燕巢和大社

區出產的蜜棗與芭樂香甜爽脆；大樹區出產的玉荷包荔

枝味美多汁；旗山區出產的香蕉香氣濃郁；美濃區出產

的橙蜜香番茄果肉厚實，其品質都是台灣其他產區所無

法比擬。另外，如鳳梨、木瓜、龍眼、蓮霧、番茄、火

龍果和金煌芒果產量也十分豐碩。而各區特產季節限定

的農產品也建立好口碑，如大寮區所產的紅豆、林園區

的洋蔥、甲仙區的芋頭、美濃區的白玉蘿蔔等，獲得消

費者喜愛。

近年來高雄市政府大力推動無毒種植與水果產銷履歷，

並前往新加坡、日本、加拿大、中東等地開拓市場，品

質獲得國際的肯定。

滿載的遠洋漁獲與水產養殖
綿長的海岸線為高雄帶來興盛的漁業，包括遠洋、近海

捕撈與水產養殖產業，高雄漁業的產量和產值，皆佔全

國第一。

高雄前鎮漁港是台灣遠洋漁業的最大基地，遠洋漁船作

業漁場遍及世界三大洋，主要漁獲為鮪魚、魷魚、秋刀

魚，捕撈量名列全球前三名，遠洋漁業實力傲視全球。

高雄水產養殖區集中在梓官、彌陀、永安、茄萣、湖內

、林園等沿海或近海地區，主要養殖魚類有石斑魚、虱

目魚、鱸魚、台灣鯛、白蝦等。彌陀區是台灣虱目魚重

要產地；永安區石斑魚的養殖技術全國第一，其中以龍

膽石斑品質最佳，是水產品外銷主力。每年秋冬舉辦的

彌陀「虱目魚節」、永安「石斑魚節」，是品嘗鮮美魚

肉、了解養殖產業現狀的好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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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載的遠洋漁獲與水產養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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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錯過的美食與伴手禮
高雄農漁牧物產豐富，而且是一個移民的社會，自然孕

育出多元的飲食文化與美味料理，到高雄旅遊有許多特

色美食不可錯過。

美濃區的客家料理鹹香入味，以「美濃粄條」最受歡迎

；岡山區的羊肉料理全國聞名，有數十種料理手法；田

寮區的土雞料理採用在地食材，肉質鮮甜有彈性；沿海

漁村的虱目魚丸使用在地盛產的虱目魚製作，一口咬下

滿嘴鮮味；高雄也是捕撈與養殖烏魚的重鎮，加工後的

烏魚子是高檔的珍饈。

夜市是品嘗傳統小吃與創意料理的好地方，高雄的「六

合夜市」和「瑞豐夜市」等美食攤位琳瑯滿目，可以讓

味蕾盡情冒險。

高雄許多精緻且風味獨特的農漁產加工品，如岡山的豆

瓣醬、大崗山龍眼蜂蜜、美濃的油蔥酥、蘿蔔乾、甲仙

的梅精、梅醋和芋頭加工品、大樹的鳳梨酥、玉荷包香

腸、旗山的香蕉蛋糕、田寮的鹹豬肉，還有以漁獲開發

出的鮪魚和魷魚加工品、秋刀魚罐頭、魚鬆等，都是旅

遊高雄的首選伴手禮。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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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轉型邁向低碳、科技產業
高雄原本是以石化、鋼鐵產業為主的重工業城市，21世

紀的高雄追求產業轉型，致力發展光電綠能、精密金屬

、豪華遊艇、會展觀光、數位內容等高附加價值的低碳

、科技產業。

高雄日照充足，適合太陽能發電，市政府啟動四年期「

百座世運光電計畫」(2015年至2018年)，目標設置容量

150百萬瓦，總發電度數為2.08億度的太陽能設施，帶

動光電綠能產業發展。

高雄的金屬工業有良好基礎，近來更朝向醫療器材丶航

43

太等領域邁進，如高雄螺絲扣件產業已是全球重要產地

，高雄生產的人工牙根更是產業轉型升級最佳典範，品

質享譽世界。

高雄藉由設置不同的產業聚落，使產業實力極大化，如

新開發的「和發產業園區」為電子及光學製品、金屬製

品、電子零組件、機械設備、電子設備、運輸工具等六

大製造業的產業基地；岡山區設有「高雄環保科技園區

」，協助南部製造業的廢棄物回收再利用。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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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製遊艇 享譽全球
遠征歐美半世紀，台灣遊艇產業以「客製化」服務享譽

全球。據遊艇雜誌《Show Boats International》2016年80

呎以上巨型遊艇訂單總長度排名，台灣名列全球第4、

亞洲第1。高雄是台灣最大的遊艇產業聚落，35家遊艇

製造商，其中有19家位於高雄，其產值佔全台8成，全

台9成遊艇也從高雄港裝船出口。

高雄遊艇產業以具備完善且集中的產業聚落為其後盾，

目前推動中的「南星計畫遊艇產業園區」，期整合遊艇

製造上中下游廠商，包括產業成熟度高的工藝、工程內

蓬勃發展的會展產業
高雄具備地理、氣候、雙港等優勢，十分適合發展會展

產業。高雄市政府於2014年成立「會展辦公室」，提供

單一窗口及客製化服務，積極爭取大型展覽及國際會議

到高雄舉辦。2014年「高雄展覽館」啟用後，高雄會展

產業大幅躍進，至2015年產值已近40億台幣，若加上

周邊衍生的餐飲、住宿、觀光等，會展經濟效益達160

億台幣。

44 45

裝和外裝設計、五金業、機械加工、傢俱業、電子、航

海和操船等服務，並藉由台灣國際遊艇展的舉辦，相輔

相成，打造高雄成為亞洲最大的遊艇製造、銷售和展覽

中心。

2016年上半年就有「台灣國際遊艇展」、「台灣國際扣

件展」、「2016亞太肝臟醫學研討會」等大型國際展覽

與會議在高雄舉辦。「台灣國際遊艇展」4天展期總計7

萬人次進場參觀，創下現場成交35艘遊艇的佳績；世界

3大國際扣件展之一的「台灣國際扣件展」共有402家國

內外廠商參展，採購金額超過1百億台幣，高雄已成為

亞太地區舉辦會展的首選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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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內容產業正在萌芽
數位內容產業結合了高科技、文化創意、資訊、娛樂等

相關內容，是年輕人嚮往的新興產業。高雄致力扶植數

位內容產業，施行「獎勵投資補助」、「幸福高雄移居

津貼」、「數位產業人才返鄉媒合會」等措施，並成立

「DAKUO高雄市數位內容創意中心」提供資訊交流與人

才匯聚的平台。

人才是數位產業蓬勃發展關鍵，高雄提供充沛的數位產

業人才，成功吸引「兔將視覺特效」、「智崴資訊科技

」、「樂陞美術館」、「美商台灣新蛋」、「緯創資通

」以及「和沛科技」等國內外知名企業，相繼進駐或加

碼投資高雄。高雄數位內容產業廠商家數快速成長，

2015年已達155家，就業人口將近8,000人，已逐漸形

成產業聚落，成為年輕人就業、創業的築夢新樂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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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視人權的友善城市
高雄是一個追求自由、平等、民主普世價值的「人權城

市」，在繁華的現代都會或純樸的農村，每個高雄人都

充滿友善熱情，不論是閩南族群、客家族群、外省族群

、原住民族群或是新移民，都融合在城市的大家庭，享

有同等的尊重與平權。此外，高雄對多元性別文化也充

滿善意，是全國第一個接受同性伴侶登記的城市。

48 49

發起國際港灣城市論壇
身為地球村一份子的高雄，積極參與國際事務，與世界

各地的友人合作，為打造地球更美好的明天共同努力。

2009年由高雄市舉辦的「世界運動會」， IWGA主席朗

弗契讚賞：「這是有史以來最成功的世運！」；2013年

高雄主辦「2013亞太城市高峰會」（Asia Pacific Cities 

Summit簡稱APCS)，為台灣歷來所舉辦最大型的國際城

市交流會議。2016年高雄更發起主辦「2016全球港灣

城市論壇」，邀請包含五大洲、50個國際港灣城市共同

探討港口城市在全球化浪潮下的轉型與發展。

在環境保護議題上，高雄參與了「cCR城市碳氣候登錄

」、「國際碳揭露計畫（CDP）」、「地方生物多樣性

行動計畫（LAB）」等國際倡議，並於2015年參加「聯

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 (UNFCCC)」第21屆締約方大會

(COP21)，也成功向ICLEI(地方政府永續發展理事會)爭

取到在高雄舉辦「2017年生態交通全球盛典」，為地球

的生態環保盡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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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誼滿天下 姊妹市與友好城市
熱情友善的高雄，超越地域的界線，與全世界交朋友。

高雄市目前有27個姊妹市、1個友好城市。透過互訪、

參與對方城市活動與公共政策上相互觀摩學習，遭遇自

然災害時，也相互支援送暖。

透過邀請姐妹市代表和駐台使節參與高雄燈會、端午龍

舟賽乃至內門宋江陣，展現獨一無二的文化，讓國際友

人讚嘆不已。而高雄肩負著國際遠洋漁業重要的參與者

，實踐與時俱進的海洋永續環保意識，獲得國際組織的

認可。未來，高雄持續實踐環保、文化和人權等重要議題

，致力於和其他國際城市建立長遠、溫馨的夥伴關係。

50 51

美國
檀香山市、諾克斯維爾市、潘沙克拉市、梅崗市、平原鎮市、莫比爾市、陶沙市、聖安東尼市、
小岩城市、科羅拉多泉市、邁阿密市、波特蘭市、西雅圖市、羅德岱堡市、金郡

亞洲 韓國釜山市、菲律賓宿霧市、越南峴港市、馬爾地夫馬列、日本八王子市（友好城市）

中南美洲 哥倫比亞巴蘭幾亞市、哥斯大黎加卡塔哥市、貝里斯貝里斯市

非洲 南非共和國德班市、馬拉威共和國布蘭岱市、甘比亞共和國康尼芬市

澳洲 澳大利亞布里斯本市

歐洲 德國礦山縣

高雄市姊妹市、友好城市一覽表

(資料累計至2016年7月)

高雄市政府

四維行政中心

地址：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三路2號

電話：(07)336-8333

鳳山行政中心

地址：高雄市鳳山區光復路二段132號

電話：(07)799-5678

1999高雄市政府市民服務專線

電話：1999、(07)335-8080

高雄旅遊網

網址：http://khh.travel

全國旅遊諮詢服務

交通部觀光局 call center

24小時免付費旅遊諮詢熱線

電話：0800011765

外國人在臺生活諮詢熱線

電話：0800024111

高雄市旅遊服務中心

高鐵左營站旅遊服務中心

電話：(07)862-9110

交通部觀光局高雄機場旅客服務中心

電話：(07)805-7888

高雄火車站旅遊服務中心

電話：(07)236-2710

田寮月世界泥岩地質生態解說中心

電話：(07)636-7036

外國駐高雄機構

美國在台協會高雄分處

地址：高雄市前鎮區成功二路88號5樓

電話：(07)335-5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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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高雄市苓雅區和平一路87號9樓

電話：(07)771-4008

菲律賓馬尼拉經濟文化辦事處高雄分處

地址：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80號9樓

電話：(07)398-5935

台灣法國文化協會高雄中心

地址：高雄市鼓山區大榮街1號3樓

電話：(07)521-4600

高雄市實用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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