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長的話

環境永續 幸福宜居
	 為市民打造一個環境永續、幸福宜居的城市是高雄市政府的總體施政目標，在龐雜眾

多的市政建設中，城市的公共建築或許僅是其中的一環，卻能具體而微的展現城市的施政

願景與核心價值。

	 摒除過去的公共建築以威權的、獨立的機能體存在，與市民、環境產生距離感，高雄

市近年來的公共建築有了嶄新的面貌。柔軟透亮的外觀、可親近的空間規劃、節能減碳的

功能、城市歷史的記憶，這些建築語彙群體性地顯現，不僅為高雄的公共建築注入人性溫

度，也與在地自然環境建立了關聯性，例如，高雄展覽館的波浪屋頂與旗津行政中心的弧

形曲線，呼應著高雄的海洋意象；世運主場館與高雄巨蛋的光電屋頂，充分利用了南台灣

的太陽發電；鳳山行政中心的大草坪與前鎮之星自行車道橋，可以成為市民的休憩場所；

而廢棄的大樹舊鐵橋與公園路陸橋，改造成空中觀景台，保留了城市的發展軌跡。

	 繽紛多彩的新公共建築，為高雄勾勒出美麗的天際線，形塑出 21 世紀高雄的城市風

貌與性格，但滿足市民的生活需求、建構永續發展的城市的思考，才是高雄市推動公共建

築建設的主要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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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玉霖

				近年高雄出

現了許多有趣的

公共建築，如鳳

山行政中心新大

樓、大東文化藝

術中心，這些公

共建築與周邊環境無縫接合，會讓人不經意即

進入其建築場域，走在穿透其間的通道，可以

感覺風的流動、看見光影的錯落，陳玉霖建築

師也參與這些建築設計。

　　他認為公共建築的意義就是它屬於所有

人、屬於城市，所有公共建築應該跟城市沒有

界線、沒有圍牆，完全開放，在設計上必須回

應市民使用空間的態度與方式、反應在地的地

理與人文元素，顯示出高雄建築的自明性。

　　本刊由陳玉霖建築師帶領我們以不同的角

度，欣賞高雄公共建築美學與意涵。

簡歷

張瑪龍陳玉霖聯合建築師事務所協同主持人

成功大學建築系兼任講師

獲獎紀錄

2012 聯合國國際宜居城市大獎 - 銀獎

2012 台灣建築佳作獎

2012 建築園冶獎

2009 國家卓越建設獎 - 最佳規畫設計類卓越獎

高雄自 19 世紀開港至今，一直扮演著南台

灣政治、經濟中心的角色，也是台灣最重要

的海港城市。近年來，市政府以「綠色城市」

為目標，打造許多跳脫傳統的建設。如果我

們用不同於以往的觀點省視這一系列的公共

建築，會得出一個結論：高雄的公共建築已

經不再具有權威紀念性的面貌，反而更像私

人住宅的延伸與公共化，這些建築可以被看

成放大版的「家」，讓市民在既熟悉又新鮮

的空間氛圍中，享受市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

務，以獲得心理層面的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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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Homelike City
　　幸福城市的公共建築

文／陳玉霖、陳家宇
圖／李士豪、張簡英豪、拍 影像工作、趙建銘建築師事務所、MAYU architects+

城市公共建築的新意涵

	 身為高雄市民，或許我們會覺得以幸福感為

號召的公共建築稀鬆平常，但是公共建築與私人

住宅在通常的概念裡一直是涇渭分明的：前者是

由政府所執行、具有機關權威感的供公眾使用建

築，雖然它們提供市民所需要的公共機能，但其

與民眾的距離感並不小；後者構成城市大部分的

背景紋理，既是家的所在也是親切而瑣碎的空

間，是我們衡量一個城市面貌的起點。

	 要讓建設的主體從政府轉換為市民的典範移

轉發生，需要整個社會經濟條件進化到足以支撐

一個公民社會時才得以促成。這絕非小小的一

步。

亞洲新灣區

高雄市立圖書館總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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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公共建築的自明性

	 在設計層面，這樣的獨特性與自明性有其發

展的緣由，其中最重要的是業主與建築師逐漸從

意識形態主導的形式主義，轉而面對地域的風

土。高雄市民每日切身感受到的熱帶氣候與地景

成為創作的養分，從而讓建築從高雄的土地「長

出來」。舉例來說，顏色在熱帶的自然地景扮演

重要角色，在大片的綠色（山）及藍色（海）背

景中，華麗的七彩動植物使這個氣候帶充滿生氣

及深度。

	 從本刊所選的案例可以看到，建築在城市中

也能扮演相同的角色：玻璃的建築外殼結合彩色

金屬板，公共建築從傳統的封閉量體搖身一變成

輕盈透明的對話框，各色的漸層色樣點綴地使建

築帶有樂觀的前進力量。



	 另一類型的公共建築我稱之為「鹹味滲透的

海洋建築」。如高雄市圖書總館的地面層廣場，

以及大東文化藝術中心的薄膜拱廊，都是既有機

能性又有如劇場般的空間。就像高雄市要打破港

市的藩籬一樣，在這些案例當中都市與建築的界

線模糊化，發展私有化的危險因此可以避免。

	 透過大器且相互滲透的空間，都市與海洋、

建築與都市建立持續且可親的聯繫，海的鹹味得

以經由建築而滲透進都市核心，繼而直抵空間深

處。

高雄市立圖書館總館

高雄展覽館



幸福城市以人為本

	 當城市治理逐漸從經濟上的效率數字，轉變

為重視永續發展與市民幸福感，市政府不再能狹

隘地為滿足其責任而建設，而必須從市民的角度

去考慮城市建設的每一個細節。以一棟建築對應

一種單純的使用機能（例如圖書館、音樂廳、市

場、橋梁、學校等等）的簡單思考模式已經不適

用，生活化的使用者介面及複合式機能建築才得

以滿足現今的城市生活所需。

	 本特刊所介紹的案例，大多體現了此一面

向。這樣的思考方向促使傳統上單一機能的建築

及空間，出現跨界及混血的發展：圖書館不再只

是圖書館，而成為城市的客廳以及傳達地方情感

的載體；屋頂不再單純是個構造物，而是具有發

電、隔熱、生態、遊憩及回收等功能的空間；市

場不再只是市場，而成為市民的廚房及餐廳。這

樣的混搭及跨界嘗試，雖然在現階段仍顯粗糙及

過於生猛，但是一般市民甚高的接受度是這個方

向進一步發展、細緻化的後盾。

鐵道文化園區

高雄市立圖書館總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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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市民構築一個家

	 高雄市的公共建築美學與設計不僅持續朝人

文與綠色永續的內涵前進，更以人本為思考，成

為市民可親近的空間。這不僅型塑出高雄的城市

性格，也凸顯高雄城市發展的核心價值：為市民

建構一個幸福永續的家。為了強化這種人本觀

點，我們在本期的高雄公共建築特刊中，以「家」

的不同空間－包括屋頂、客廳、廚房、騎樓廊道、

窗子、家具－來類比近期的高雄公共建築。

	 我認為其中的尺度轉化特別值得讀者深入探

究，比如將家中十坪大的客廳對比於總圖地面層

一千多坪的城市大客廳，其中所能發生的事件、

我們身處其中的感受、心理上的安全感及幸福感

都會發生變化。歡迎市民朋友們跟著我們以這樣

的另類觀點來看看高雄。 愛河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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繽紛的天空
文／陳坤毅

圖／張簡英豪、拍 影像工作

「屋頂」一直被賦予遮風避雨的功能，在建築物當中，原本是一般民眾較

難以親近的區塊，而在現今綠建築的推廣概念下，屋頂不單純只是個構造

物，更有隔熱、發電、生態、遊憩及回收等多樣化功能，讓一個「家」的

屋頂，有著更活潑繽紛的天空，也勾勒出城市美麗的天際線。

高雄國家體育場

08



擁抱未來的綠城市

	 高雄市日照時數全年高達 2,212 小時，平均

每天日照時數達六小時，故有陽光之都之稱，因

應氣候環境，屋頂層的隔熱效果更顯重要，高雄

有許多重要的公共建築屋頂都設置太陽能板，加

以利用高雄充足的陽光發電，也間接降低直達熱

負荷，讓人可以在室內空間舒適的活動，高雄國

家體育場設置的八千八百片太陽能光電板，在艷

陽下宛如閃爍河流一般，頗為壯觀。

捷運中央公園站

高雄巨蛋

	 有些屋頂會設有雨水收集回收系統，善加利

用於清潔、澆灌，節省寶貴的水資源。高雄市下

水道維護管理中心、高雄展覽館及高雄巨蛋的屋

頂，皆設有雨水回收系統，並加以利用在周遭植

栽的澆灌；捷運中央公園站的大屋頂，下雨時更

透過特殊設計匯集雨水，在站體後方形成美麗的

水瀑景色；大東文化藝術中心半戶外空間的屋頂，

應用了薄膜構造，輕量的造型，除了有透光、通

風、隔熱及收集雨水的功能外，漏斗、熱氣球般

的造型，賦予民眾無限的想像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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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塑城市的地景

	 高雄許多公共建築的屋頂，

有著融入場域的意象設計，傳遞

出特殊的地域性。捷運中央公園

站如葉子般飛揚的屋頂，搭配著

公園綠地的景觀；高雄展覽館的

波浪屋頂造型，呼應著一覽無遺

的高雄港區；而那瑪夏地區常見

的曼陀羅花，出現在民權國小圖

書館的屋頂造型，巧妙融合成山

中的一景；凹子底森林公園教育

服務管理中心及中都濕地公園遊

客中心的木造屋頂，簡潔的折角

造型，與周邊的生態環境十分協

調。這些不同的地理環境，都產

生出不一樣的空間對話，市民能

充分感受與環境結合的氛圍。

那瑪夏民權國小圖書館

中都濕地公園遊客中心

高雄展覽館

10



創造空中的體驗

	 高雄公共建築「綠屋頂」的設置，

將自然生態風貌引入屋頂層，在高樓大

廈間，增添不少綠意，除了可以保持屋

頂涼爽，降低室內空調花費外，淨化空

氣及減少碳排放，則為城市的氣候調節

帶來貢獻，開放的屋頂層也為市民帶來

有趣的城市活動空間。

	 高雄市立圖書館總館的屋頂花園，

成為看書民眾休憩、眺望遠景的開放性

平台，享受在空中藍與綠交織的視野；

而前金國中的音悅農場，讓綠屋頂搖身

一變成為空中農園，結合音樂表演場、

太陽光電、微型氣象站，成為最佳的空

中大自然教室，讓從未接觸農藝的學生

們，也能在都市中體驗自然田園的新鮮

綠意。

高雄市立圖書館總館屋頂花園

前金國中音悅農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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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表情
文／陳坤毅

圖／張簡英豪、陳坤毅、拍 影像工作、趙建銘建築師事務所

「窗子」之於建築，就好比「眼睛」之於人，立面開口是建築物最常被注

視的部位，更顯示出它的個性，無論是從戶外觀看，或是由室內透視，都

呈現著這個「家」的豐富表情，形塑高雄城市的景觀風貌。

旗津行政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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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挑出的韻律

	 高雄的日照十分充足，但過多的陽光進入室

內，將對建築空間帶來不良的影響，也增加機電

系統的負荷，為了克服此因素，許多公共建築立

面加上了遮蔽過多日照的設計，凸顯出城市氣候

環境的性格。

	 在減少受光面的開口大小後，具遮陽效果的

高雄市立圖書館總館

鳳山行政中心新大樓

水平出簷設計，常出現在高雄的公共建築中，有

些更演變成出挑的陽台空間，種植植栽的陽台，

更能吸收熱能及產生更佳的遮蔭效果。

	 鳳山行政中心新大樓的水平陽台空間，讓龐

大的建築量體，有著富含輕巧韻律的立面；高雄

市立圖書館總館的陽台遍植桂花樹籬，避免陽光

直射外，從室內也可以看見城市裡的綠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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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巨蛋

高雄市立圖書館左新分館

	 高雄市現代化綜合體育館（高

雄巨蛋）外牆遮陽配合立面造型設

計，適當設置太陽能板以利用充足

的日照；高雄市立圖書館左新分館

的立面出簷及陽台，配合屋頂的優

美弧度，形成特殊的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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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津生命紀念館

土地連結的意象

	 除了深出簷及陽台外，富含變化的遮陽

構造物，結合著建築立面的開口，打造屬於

高雄建築的自明性。與海洋關係密切的高雄，

從曾經的工業城市逐步打造現代的生態城市，

在公共建築的設計上，經由材料與技術手法，

來呈現設計元素上，表現出地域特色，讓使

用者更貼近建築物。

15



	 旗津生命紀念館外牆以質樸的混凝土紅磚砌成，讓現代

量體產生傳統聚落建築的對話，多孔隙的滲透空間，也讓建

築量體看起來更為輕巧；旗津行政中心富特色的金屬格柵造

型，其弧形曲線變化呼應海岸意象，優雅展現於海天之前；

高雄市立圖書館草衙分館以書架藏書作為設計的概念，虛實

交錯的外觀更強烈表現圖書館氛圍；河堤分館圓潤、開展的

外觀，則表現出河岸邊的船帆印象；林園幸福公園展覽廳更

以金屬、玻璃結合的外觀，透露出工業城市的氣息。

高雄市立圖書館草衙分館

高雄市立圖書館河堤分館

林園幸福公園展覽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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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津生命紀念館

高雄市立圖書館小港分館

光影交錯的空間

	 在充足日照下，有些公共建築外觀上的遮

陽構造物，常形成十分美麗的光影，為空間引

入些許輕快、活潑的氛圍。旗津生命紀念館通

透的外牆遮陽，打造出充滿光影變化的追思空

間，翻轉以往對於公墓、納骨塔的刻板印象，

簡樸、明亮的空間更彰顯對生命的尊重；高雄

市立圖書館小港分館外觀的木格柵遮陽，空間

巧妙地與周遭地景融合，讓人有如走進充滿書

香的書林，光影會恣意地灑落在地板、書架與

人群身上，散發在樹蔭下讀書的自在感。

17



團圓相聚的空間
文／陳坤毅

圖／李士豪、張簡英豪、陳坤毅、拍 影像工作、蔡宜璋建築師事務所

高雄有著多元的族群文化，各式各樣的人一起生活在這個「家」，而彼此相遇、

交流的場所就顯得十分重要，許多公共建築的開放空間，如同「客廳」一般，

聚集了許多不同世代的市民，同時也表現出這座大城市的包容性。

駁二藝術特區蓬萊倉庫
18



鳳山行政中心大草坪

高雄市立圖書館草衙分館

匯聚城市綠意與市民活動

	 綠地、廣場、天井，不同的開放空間形式，形塑公共建築有趣的

角落，皆是受民眾喜愛的重要休憩、停留地點。高雄市民擁有全國最

高的平均綠地面積，有些公共建築周邊的綠地，是會呼吸的透水基

盤，還兼具滯洪、保水和淨化等功能，除了重新觸動建築物與土地的

連結外，更對城市的微氣候帶來減緩熱島效應的貢獻。

	 鳳山行政中心新大樓與後

方的舊大樓共同圍塑出大面積

的草坪，提供休閒、集會及展

演等多元活動的共享綠化空間，

下凹的草坪在大雨來時就成了

微型滯洪池；高雄市立圖書館草

衙分館以內庭作為與前鎮國中

校舍的銜接，將外部的城市綠帶

延伸進入，讓社區與校園互相交

流。

19



融合氣候特色與建築空間

	 廣場是重要的空間元素，匯集著各種的城市

人群，但高雄充足的日照，減緩了市民在戶外活

動的意願，所以有些高雄公共建築的戶外廣場，

開始嘗試遮蔽過多日照的設計。

	 大東文化藝術中心在戶外廣場空間，由於薄

膜屋頂的設置，在夏季高溫中創造出陰涼的微氣

候，無論颱風、驟雨，市民皆可自在地於廣場聚

集、活動。

	 高雄市立圖書館總館前的廣場，延伸入圖書

館建築底部，以大樹下的常民文化為概念發想，

挑高一樓空間創造通透的半戶外空間，使得人群

往來可以不受強烈陽光的影響。另外，館內更設

置有巨型綠樹天井，讓民眾可以在這個小天地共

享綠化的閱讀環境。

高雄市立圖書館總館戶外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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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東文化藝術中心戶外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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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生閒置空間與文化歷史

	 高雄過去曾經是工業重鎮，在城市許多角落分佈著舊有

的產業遺跡，見證高雄發展的歷程，這些產業遺跡近年來也

加以整理、綠化，從破舊的樣貌搖身一變，成為十分具特色

的開放空間，是市民生活親近城市的一部分，在這個場域中

遇見歷史、閱讀文化。

				高雄鐵道文化園區鄰近哈瑪星地區，偌大的站場設施，

綠化後遍植鮮花，並設置木棧平台、座椅及公共藝術，打開

了原來封閉的空間，市民走入並徜徉在開闊的空間，體驗綠

意也感受歷史氛圍。

高雄鐵道文化園區
22



	 駁二蓬萊倉庫間的開放空間，活化整修前為不透水的水

泥地，加入綠色的稻田區域及透水的砂石鋪面設計後，彷彿

重新感到這片土地的呼吸氣息，而老榕樹也被保留下來，讓

乘涼的民眾可以在樹蔭下相遇。

	 愛河旁的中都磚窯廠，經由周邊景觀再造後，除了有大

片的綠地空間外，更有觀景平台的設置，民眾可以親近、欣

賞磚窯廠之美。

駁二藝術特區蓬萊倉庫廣場

中都磚窯廠觀景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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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憶與未來的連結
文／陳釩
圖／張簡英豪、鮑忠輝、陳釩、拍 影像工作

近年來，因應高雄多變的氣候，廊道逐漸成為公共建築不可或缺的
設計元素，扮演著在空間聯通功能的角色，也創造出舒適的步行通
道，像是家中的「走廊」一般，銜接了不同的時間、空間，讓市民
彼此之間，有更多情感上的溝通與交流。

紅毛港文化園區24



穿越今昔情感

	 南台灣的夏季氣候炎熱，又常有驟雨，故廊道的遮

陽、避雨的功能更顯重要，廊道也擁有動線引導的功

能，民眾行走時布移景異的視野，再加上隔而不絕的景

觀，可以體驗到空間變化的層次及趣味。

	 　鳳山行政中心新大樓前挑高的連續

遮陽廊道十分顯眼，引導市民經由穿越

周邊的廣場、綠地進入室內，或接至後

棟大樓，感受不同以往的空間經驗，這

個廊道也不僅只有聯通的功能，上方太

陽能光電設備更彰顯出城市發展的未來

性；那瑪夏民權國小因應山區氣候，一

改平地校舍戶外走廊的設計，將廊道空

間放進室內，兩側是一間間的教室，整

座校舍如同布農族大屋般，不同班級的

孩子相遇在走廊上，在成長過程中連繫

著彼此的情誼。

鳳山行政中心新大樓戶外走廊

那瑪夏民權國小室內走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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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廊道空間，則連結了城市過去的歷史記憶，讓

現代的高雄人，有機會認識過往的年代。鄰近第二港口

的紅毛港文化園區，創造出有趣且新舊結合的聚落場

域，重新詮釋原有老聚落的紋理，市民在重塑的古厝間

巷道、改造的高架運煤帶，探訪古早時候的紅毛港景致；

位於哈瑪星鐵道文化園區及駁二藝文特區間的西臨港線

自行車道，重拾舊有的鐵道路徑，用雙腳及自行車取代

以往的火車，從歷史記憶連結至未來高雄城市的發展。

紅毛港文化園區

西臨港線自行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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鹽埕綠廊

漫步城市走廊

	 將「走廊」尺度放大到城市，會發現高雄有

許多連結街道、建築或綠地的步行路徑空間，近

年來加以整理綠化，並設置公共藝術，形塑出具

有藝文氣息的廊道空間，除了作為動線用途外，

更成為提供停留、休憩的帶狀場所。

	 中央公園南側的城市光廊，從十年前開始的

空間改造，串聯周邊商圈，帶動都市美學風潮，

市民不再只是匆匆路過，而會放緩腳步欣賞多樣

化的藝術裝置，感受豐富的遊趣；鹽埕綠廊從壽

山連接到愛河沿岸，串起老市區中開放空間的藍

綠景緻，除了保留下木麻黃、硓𥑮石圍牆等原有

的記憶，更以過去地方五金產業為構想，打造公

共設施，這些充滿在地色彩的元素，讓市民感受

到不同以往的廊道意象。

城市光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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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盛與溫暖的天地
文／陳釩
圖／陳釩、拍 影像工作

「廚房」象徵家的溫暖，城市中各處資源豐富的市場，好比家中

灶腳般，市民進出自如，可以購買到最新鮮的食材、佳餚。各地

的傳統市場大多因為年久失修，缺乏整體規劃，讓市民走逛購買

的意願降低，高雄近年逐漸改善傳統市場空間，再造城市中的大

廚房，讓市民感受到與以往不同的採光通風環境與休閒氣氛。

28



設計感的現代市場

	 重新打造後的市場空間，引入自然通風及採

光，跟上新時代環保節能與綠建築的觀念，更加

入了設計的概念，舒適的選逛空間，以及人情味

滿溢的攤商，讓市民感受到如家中廚房，豐盛與

溫暖的感覺。

	 武廟市場採自然通風及採光之設計，造型結

合海洋波浪與高雄在地意象，屋頂設置太陽能

板，內部寬敞明亮，符合環保節能與綠建築概念；

旗后觀光市場與觀光飯店共構，繽紛鮮豔的外

觀，有著像船帆的弧形鋼構，除了雙層隔熱功能

外，更是設有太陽能光電系統的綠建築；鳳山區

農會家禽屠宰場則以新穎的立面、透明的空間設

計，一掃過去屠宰場陰暗髒亂的印象，建構出符

合現代化流程的觀光市場。

高雄味的觀光魚市

	 高雄豐富的海岸資源，在漁港可以輕易購買

到新鮮的漁獲水產，但隨著時代的進步，對市場

環境的衛生更為注重，為了提高水產的品質，高

雄幾座漁港週遭的魚市場，被加以整頓、規劃，

充滿海味的城市廚房，深受民眾喜愛。

	 位於蚵仔寮漁港旁的梓官魚市場大樓，採用

中空樓板系統的設計，打造魚貨不落地販售空

間，挑高的拍賣區大幅提升視覺穿透性，也加強

建物防熱散溫效能，重新規劃的參觀動線，強化

漁港多元的觀光價值；興達港漁夫市集整頓後，

改善舊有攤位形象，完成生鮮水產、熟食乾貨乾

濕分離的規劃，並設置休憩座位區、魚貨拍賣區、

代客烹飪區，市民在漁港邊就能大啖海味，享受

漁港風情。

旗后觀光市場

魚市場拍賣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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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坐或臥的樂趣
文／陳坤毅
圖／李士豪、張簡英豪、陳坤毅、拍 影像工作、MAYU architects+

橋樑、公車候車亭不僅是城市的交通基礎建設，也是一座

與都市生活結合的大型公共藝術，入夜後有著燈光的妝點

效果，為高雄市的夜晚創造新的藝術地標。它更是一容納

市民多元活動與休憩的都市雕塑，結合人本文化精神及公

共藝術的特質，就像是家裡的「傢俱」一樣，可使用、可

觀賞，或坐或臥，隨時充滿了樂趣。

「前鎮之星」自行車橋

30



人本的都市橋樑

	 過去民眾對於市區橋梁的印象，大多停留在

車行運輸的功能上，高雄卻賦予橋梁嶄新的意

義，打造出可以舒適步行、自由騎乘外，還可以

停留、休憩的橋樑空間，創造多樣性的都市活動，

提供給市民另一種以「人」為主體，自在悠遊城

市間的生活方式，兼具趣味性及教育性。

	 「翠華之雲」及「前鎮之星」兩座橋梁的造

型，像是藤蔓狀的植物般，向外伸展進入周遭的

綠意之中，與都市自然景觀融合，「前鎮之星」

的空中花園將綠意帶至空中，創造有趣的空間體

驗；跨越一號船渠的「哈瑪星之貝」鼓山橋，則

以遊艇般的俐落流線外觀，彰顯出海洋的意象；

擁有優美弧度的「愛河之心」曲形橋，緩緩越過

水面，與如意湖互相呼應，成為美麗的都市地景。
「翠華之雲」自行車橋

「愛河之心」曲形橋 31



	 過去曾經的工業發展，讓高雄仍存留著許多

產業遺跡，而這些昔日扮演重要角色的橋樑，在

重生後化身成讓民眾親近的歷史空間，見證著舊

工業城市逐漸轉型成休閒綠色都市的過程。

	

	 超過百年歷史的大樹舊鐵橋，原先是火車輸

送平原豐饒物產的重要通道，如今轉化成「天空

步道」讓民眾漫步鐵橋間，欣賞高屏溪的生態濕

地；跨越舊高雄港站站場的公園陸橋，在退役後，

以車行為主的功能搖身一變，成為市民休憩、眺

望的「天空雲台」。

鐵道文化園區「天空雲台」

大樹舊鐵橋「天空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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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候的街道藝術

	 在候車亭等公車，是許多市民都曾有過的經

驗，隨著城市美學的興起，候車亭逐漸從以往

外型單調的構造，巧妙透過藝術設計進行改造，

蛻變為街道上的公共藝術，豐富了城市的街道景

觀，不僅增添了民眾候車時的趣味感，路過的民

眾也會慢下腳步細細欣賞，體驗另類的藝文享

受。

	 這些經過創意設計的候車亭，大多融入在地

意象與生活經驗，傳達出場域的個性與城市的風

高雄市區的特色候車亭

格，十分受到歡迎。五福國中前以書桌、板擦、

作業本為造型設計的候車亭，懷舊的物件令人不

禁莞爾一笑；文化中心大門口右側 350 隻鴿子把

候車亭擠壓到頂上變形的創作，與廣場上聚集的

鴿子相映成趣，而大門口另一側的候車亭則以融

化的冰塊，為候車的民眾帶來清涼的感覺；其他

還有以藍色波浪、積木氣球、白色小花、紙飛機

等為外觀的候車亭，逐漸成為城市獨特的街道意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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