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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名百年 邁向城市新願景

舊名打狗（Takao）的高雄從 17 世紀前期

開始，歷經荷蘭佔領、明朝鄭成功及清朝治理，

至 1863 年打狗港正式開港通商，成為國際

港口。1895 年，臺灣進入日治時期，日本人

於 1908 年啟動大型築港工程、興築鐵路運輸，

奠基高雄港成為現代化港口。1920 年，將舊

稱打狗正式改名為「高雄」；1924 年改制為

高雄市。1939 年，將新的高雄市役所設於現

今的鹽埕區，行政及經濟中心的遷移，促成高

雄市的現代化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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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政府遷臺後，高雄全力發展工

業。1979 年，高雄市人口突破百萬，升格為

直轄市。2010 年更因縣市合併，成為臺灣面

積最大的直轄市，範圍從東北玉山主峰到西南

的臺灣海峽，並含括東沙群島及南沙太平島，

豐富了高雄市的地理景觀與人文風貌。

2021年零時零刻，璀璨的百年大港花火，

照亮高雄夜空，高雄市迎來更名百年後的第

一天。過去一世紀的歷程形塑出現今的高雄樣

貌，現在，高雄人將攜手共同書寫未來百年的

新城市願景。



世居的原住民和來自各地的移民，滋養了

高雄的人文面貌。主要以高雄為家園的拉阿魯

哇族、卡那卡那富族、大武壠族等原住民族，

深具文化魅力，而居住於杉林和甲仙的大武

壠族，近年更積極進行文化復興。

高雄也是個移民城市。高雄市民以早期從

中國沿海移居的閩南族群佔大多數，散居各地。

美濃區是著名的客家族群聚落，仍保有許多客

家文化特色。日治時期，高雄港的繁榮吸引來

自澎湖和本島南部沿海的移民；二戰結束後，

隨中華民國政府來臺的外省族群，落腳於軍事

設施所在的鳳山、左營和岡山區，形成眷村

聚落。20 世紀後期來自中國及東南亞各國的新

住民，因為婚姻的關係落籍各地。

族群融合 散發芳香底蘊

7



接軌全球 國際貨櫃大港再升級

數百年前的小漁港，經過百年發展已是台

灣第一大港，更是國際貨櫃大港，位於亞太地

區航運的樞紐位置，為美洲、歐洲與亞洲國際

航線必經的重要轉口港。巨型貨輪、郵輪穿梭

於高雄廣闊的港域中，接軌全球重要港口城市。

高雄港的天然條件優良，擁有兩個出海口，

水域面積 15,865 公頃，最深水域達 16 公尺。

高雄港 2020 年貨櫃裝卸量達 962 萬 TEU，是

排名世界第 16 的貨櫃港口。

因應國際船泊大型化趨勢，提升高雄港的

8



整體競爭力，高雄港展開一系列「高雄港洲際

貨櫃中心」擴建計劃，第一期計畫已完工啟用。

第二期計畫以填海造陸方式興建全自動化大型

貨櫃基地——第七貨櫃中心，建置水深達 18 公

尺的深水碼頭，預定於 2023 年完工後，可供全

球最大之 2.4 萬 TEU 貨櫃輪停靠，提供每年約

450 萬 TEU 的貨櫃裝卸量。

9



21 世紀開始，高雄就打破港口與城市的圍

籬，進行一連串的港灣再造，從此市、港不再

分離。啟動「亞洲新灣區」計畫後，輕軌串起

了高雄軟體園區、高雄展覽館、圖書館總館與

會展文創會館、高雄港埠旅運中心、高雄流行

音樂中心、駁二藝術特區等周邊建設，加速城

擘劃亞洲新灣區

市產業轉型及發展。

來到亞洲新灣區，映入眼簾的，是由全球

頂尖建築師打造的水岸建築。新穎的硬體建設

加上新興產業進駐，吸引著全球的目光。高市

則導入 5G、AI、體感等智慧科技，結合交通、

文創會展、流行娛樂、觀光旅運及醫療等各項

10



公共建設，讓亞洲新灣區成為全台最大的 5G 

AIoT 創新試驗場域。

產業轉型是高雄市的優先政策，5G AIoT

為一大發展主軸。「亞洲新灣區 5G AIoT 創新

園區」計畫將推動亞洲新灣區將成為城市轉型

之鑰。為引動 5G AIoT 創新園區發展能量，市

府除積極招商外，也啟動亞灣社宅興建計畫、

加速開發軟體科技園區第二期，讓亞灣的生活

機能更加完善，同時滿足產業發展與住居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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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全球科技產業快速變動和產業鏈重

組，高雄積極抓住歷史機遇，超前部署產業轉

型，現在正是投資高雄的最好時機。

高雄大力推動智慧城市 5G AIoT 產業，市

府成立「高雄市智慧城市推動委員會」、「亞

洲新灣區 5G AIoT 國際大聯盟」，引進電信營

運商、雲端服務商、系統整合商以及創新團隊，

期產生產業群聚效應，藉由大廠扶植更多新創

公司，在「亞洲新灣區 5G AIoT 創新園區」建

立完整的產業鏈，將各種智慧應用整合後輸出，

讓高雄成為智慧城市的國際輸出基地。

高雄也積極布局航太與半導體產業，航太

產業以仁武產業園區、橋頭科學園區為基地，

再鏈結路竹、岡山、仁武等地區既有供應鏈

聚落，帶動高雄航太產業鏈發展。此外，從台

南科學園區往南串起高雄路竹科學園區、橋頭

科學園區、楠梓科技產業園區及仁武產業園區，

逐漸形成的南部科技走廊，可望完成半導體科

技產業鏈布局。

智慧城市 5G AIoT 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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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致力營造宜居環境、提升就業與創

業機會，讓高雄成為幫助青年圓夢的城市。

市府正全力開發的仁武產業園區、橋頭科

學園區、亞洲新灣區 5G AIoT 創新園區，估計

可創造 1 萬個以上青年就業與創業機會。市府

成立「青年創業諮詢網」，針對想創業的青年

朋友，提供創業貸款、人才培訓、商機媒合等

資源；設立 DAKUO 高雄市數位內容創意中心、

青年圓夢 落地生根

駁二共創基地、KO-IN 智高點等新創基地，協助

青創事業的孵化與育成，為產業發展注入新血。

因應未來大量年輕就業人口，市府預計興

建 8,800 戶社會住宅，並首創 24 小時定點計時

托育服務，增設零到兩歲的托嬰中心及兩歲到

五歲的公共教保服務，解決居住、育兒問題，

讓青年朋友在高雄落地生根，盡情發揮才能。



駁二藝術特區



到高雄，就要相約在愛河，體驗港都的浪

漫氣息！

流貫高雄都會區的河流有愛河、前鎮河、

鳳山溪、後勁溪等，經過整治後，處處水岸

花香、風景宜人，愛河更是遊客必訪的景點。

不分晝夜，愛河終年浪漫。白天，漫步河

岸欣賞高雄水岸風光，或逛遊座落河岸的高雄

高雄，相約在愛河

市歷史博物館與電影館，也可預先申請獨木舟、

立式划槳及風浪板等水域活動，享受都市親水

的樂趣。

夜晚，愛河更是格外浪漫！四座光雕橋倒

映在粼粼河面，如夢似幻，可於河畔啜飲咖啡，

或是搭乘愛之船、貢多拉船，沉醉在高雄的迷

人夜色裡。駁二藝術特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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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在城市交通上，建構完備且多元的

低碳公共運輸與綠色交通路網，不僅滿足民眾

生活需求，旅遊高雄也可以很環保。

高雄市有高雄港及高雄國際機場與世界接

軌。從高雄搭乘臺鐵可以環島，搭高速鐵路只

需約一個半小時就能抵達台北。

低碳運輸路網綿密 園道舒活深呼吸

高雄都會區的公共運輸路網，以捷運紅線

與橘線為主幹，呈十字交會，貫穿人口最密集

的區域，再由低碳的軌道運輸——環狀輕軌串

聯捷運紅線與橘線，使都會捷運系統更加完善，

目前環狀輕軌已完成 23 站，預計在 2023 年全

線完工。

16



另外，捷運紅線岡山路竹延伸線已動工興

建，捷運黃線與小港林園線正規劃興建中。綿

密的公車路網和 YouBike 公共自行車租賃站，

讓捷運與輕軌的服務延伸到高雄的每個角落。

為了縮短城鄉間距離，高雄有 207 條公車

路線 ( 含 37 條公車式小黃 )，串聯 38 個行政區

及著名景點，民眾可透過「高雄 iBus」APP 軟

體，隨時掌握公車到站資訊。高雄市目前積極

設置公共自行車租賃站，2021 年 8 月底已完

成全市建置 1000 站的目標。自行車道則長約

1035 公里，路線遍及全市，不管是山、海、河、

港都能乘風徜徉。

高雄鐵路地下化後，從舊鐵道變身的綠園

道同樣蜿蜒於市區，從左營區新左營車站以南，

一路延伸到鳳山區大智陸橋以西，全長 15.37

公里、總面積約 71.3 公頃，縫合了都市的紋理，

搖身一變成為美麗新公園。穿越鼎沸市聲，即

能漫步、賞景、深呼吸，再添舒活好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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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的運動空間就是大，想怎麼動都可以！

高雄都會區處處可見公園綠地，大型的主

題公園，如凹仔底森林公園、衛武營都會公園

及楠梓區高雄都會公園等，佔地廣闊，想跑步、

打球、跳舞、溜滑板、直排輪，樣樣都行！

鳳山運動園區是高雄市第一座國民運動

中心，園區內設置齊全的健身器材、多種運動

教室以及羽球場、游泳池，給予愛運動的市民

專業又舒適的運動環境。目前正陸續增建國民

運動中心，讓更多市民朋友一起來運動。

高雄澄清湖棒球場 2021 年陸續舉辦 28 場

中華職業棒球大聯盟一軍棒球賽，是棒球迷的

一大福音。市府更規劃便捷交通工具來支持

棒球，未來搭高雄捷運黃線就能至高雄澄清湖

棒球場觀賽。

給愛運動的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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壽山國家自然公園宛如高雄人的後花園，

沿木棧道上山，可選擇短程健行或攻頂行程，

沿途更有與台灣獼猴相遇的驚喜。上山後，品

嘗山友揹水上山請登山客喝茶，充滿人情味的

「奉茶」文化，讓人心曠神怡。



開發後的高雄港區越來越美麗，近來搭乘

輕軌、騎乘YouBike公共自行車漫遊高雄港區，

成為高雄觀光的新風潮。

來趟灣區輕旅行吧！從高雄流行音樂中心

鯨魚堤岸啟程，踏上愛河舊鐵橋，一覽愛河全

景和廣闊的港灣。再穿過高雄流行音樂中心建

築群，來到高雄最潮的駁二藝術特區。駁二藝

術特區，原本是高雄港邊舊倉庫群，現在成為

高雄文創發展最重要的基地，在大型雕塑與裝

置藝術地景中，有好逛的文創商店、書店、餐

廳、電影院，也可享受各類型藝術展覽，穿梭

其中，每個角落都有驚喜。

輕鬆快意 灣區輕旅行



大港橋鄰近駁二，是全臺灣首座水平旋轉

景觀橋梁，也是高雄最新的人氣景點。您可至

橋上觀景臺眺望高雄港灣美景，再到駁二盡頭

連接的「棧貳庫」複合商場享受美食、採購文

創商品。

若搭乘捷運再轉騎公共自行車，可以暢遊

國外遊客必訪的左營蓮池潭。潭邊的龍虎塔

是高雄地標建築，雙塔相連、依山傍水，風景

絕美，亭台樓閣與巨大神像環繞湖畔，散發神

秘東方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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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訂製一艘專屬遊艇？臺灣遊艇業者「客

製化」的實力，獨步全球。根據《ShowBoats 

International》遊艇雜誌 2021 年「80 呎以上巨

型遊艇訂單總長度」排名，臺灣名列全球第四，

其中高雄更是製造重鎮，產值佔全臺 8 成。

對遊艇買主來說，高雄能提供高品質的

遊艇、全方位的服務，是因為具備完善的上下

游產業聚落，不管是研發設計、開模造船、木

客製化遊艇 造船真實力

工裝潢、機電設備及周邊零組件製造等，工藝

技術皆專業精湛，更有著對「製造精品遊艇」

的堅持與自信。

第四屆高雄國際遊艇展將於 2022 年 3 月

舉辦，吸引著全球買主前來高雄觀展，看見臺

灣遊艇相關產業的實力。臺灣自有品牌遊艇、

遊艇休閒活動產業，也將有絕佳的行銷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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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花日以繼夜雕塑出高雄 65 公里的海岸

線與 16 個漁港，沿著台 17 線前行，魚塭阡陌

相連，轉進漁村，有時遇見喧囂漁市，有時遇

見靜謐漁港，隨處停留，都是一番風景。

漁村，隨處停留都是風景



高雄沿海各區水產養殖興盛，在國內外市

場都有良好口碑。主要養殖魚類包括石斑魚、

虱目魚、臺灣鯛和鱸魚，其中永安的石斑魚和

彌陀的虱目魚最知名，近年更開發出貼近市場

的產品，像是小包裝的冷凍魚肉切片、料理包、

魚精即食包以及永安龍虎石斑魚漢堡，都深受

消費者歡迎。

當漁船入港，永安區的永新漁港、彌陀

區的彌陀漁港和林園區的中芸漁港瞬間忙碌

起來，卸完魚貨後，只見漁民修補漁網，況

味寂寥，純樸的漁港兀自散發著療癒的氣息。

饕客也愛漁港。到蚵子寮魚貨直銷中心採

買現撈海鮮，交由「代客烹飪」店家料理，最

新鮮的海鮮大餐立刻澎湃上桌；興達港觀光漁

市琳瑯滿目的海鮮熟食市集，也滿足了許多海

味愛好者們的味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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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是一座海港城市，海上男兒揚帆世界

各大洋，遠洋捕撈量相當可觀，其中鮪魚、秋

刀魚捕撈量名列全球前三名。

除了漁獲，遠洋漁業捲動超低溫倉儲、水

產加工、國際水產貿易、造船等行業，透過環

環相扣的供應鏈，將臺灣遠洋漁船的漁獲送到

全球餐桌上；深耕各海域漁場的經驗，也使台

灣以捕魚實體 (fishing entity) 名義，參與國際區

域性漁業管理組織，貫徹永續漁業的理念。

高雄前鎮漁港為全臺最大的遠洋漁業基

地，是全臺最大噸級遠洋漁船停靠的碼頭。目

前高雄市政府與中央攜手合作，將打造前鎮漁

港成為兼具漁業生產、消費、觀光遊憩之國際

級漁港。

遠洋漁業供應全球餐桌 
邁向國際永續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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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的變化莫測孕育出特殊的宗教文化，

也發展出保育生態、追求生態永續的理念。

高雄濱海的茄萣區主要廟宇不定期舉辦王

船醮祭典。2021 年 1 月，茄萣區白砂崙萬福宮

時隔 18 年舉辦王船醮祭典，送王船儀式象徵人

們渴望解除災難，藉由王爺的庇佑安定人心。

林園鳳芸宮媽祖海巡為四年一科海上巡香

船隊，規模是全臺之最，2021 年，媽祖神轎首

次駐駕高雄流行音樂中心戶外廣場。林園鳳芸

宮媽祖海巡於 2013 年登錄為高雄市市定民俗。

白砂崙漁港發展出海洋生態體驗之旅，遊

客可搭乘漁筏認識二仁溪口水域生態；林園區

的海洋濕地公園以擁有數量眾多的倒立水母而

聞名。

體驗海洋文化 追求生態永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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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津兼具自然地景、人文歷史、藝術氣息

與美食，是一座生機蓬勃的觀光島。

登上旗後山上的古蹟旗後燈塔與旗後砲

台，可眺望高雄壯麗的山海河港風光；或利用

輕便的自行車或當地特有的三輪車，以最舒適

的速度，沿路漫遊旗津的人文與自然之美。

旗津，海岸線上的耀眼明珠

旗後山下的馬雅各自行車道是旗津景致最

精彩的部分，一邊屹立巨大的珊瑚礁岩，一邊

是無垠大海，這片迷人風光總吸引旅人再度造

訪。旗津海岸細軟的沙，適合踏浪玩水，沿著

海岸漫步，等待夕陽斜照時的一抹燦爛晚霞。



從星空隧道、海岸公園到

風車公園間，有「海珍珠」大

型地景藝術及「彩虹教堂」，

是遊客必訪的打卡景點，近期

又完成多件大型戶外雕塑作品，

串連出旗津藝術廊帶，讓遊客

感受藝術結合海洋的魅力。

美食也是旗津觀光重要的

一環，旗津海鮮街、旗津觀光

市場和中洲地區的海產店，絕

對能滿足您對美味海鮮的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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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訪高雄的文化小鎮，讓旅人的心靈穿越

時空，漫遊在歷史與人文的風華之中。

散發歐洲古典氣息的旗山，在日治時期經

濟繁榮、盛極一時，20 世紀初期的造街計畫，

留下眾多的歷史老建築。現在可見中山路老街

上一整排仿巴洛克立面裝飾紅磚建築與砂岩堆

砌的石拱亭仔腳，點綴著美食店家與攤商，請

千萬別錯過在地特色的香蕉點心與冰品！旗山

車站、旗山國小是日治時期的建築，線條優美

典雅；毗鄰老街的旗山天后宮建於 1824 年，

廟宇內存有精彩的工藝品和歷史文物，其中媽

祖神像是全臺屈指可數的軟身雕刻作品，彌足

珍貴。

漫遊文化小鎮



層層青翠山巒圍繞美濃小鎮，美麗田

園上點綴著紅瓦白牆的老三合院建築，這

一方風景，淳樸靜好。

美濃是知名的客家聚落，仍保存著濃

厚的客家文化氣息，旅人可以從油紙傘、

美濃陶藝及藍染工藝、樸素的客家藍衫、

色彩繽紛的客家花布及美味的客家料理

中，領略客家文化之美。

有如一幅水墨畫的美濃湖，景致秀麗

宜人，沿著環湖步道賞遊湖光山色，小鎮

的詩意盡入眼裡。永安老街是美濃發展最

早的市街，沿著老街，可遇見美濃舊橋、

林春雨古厝、東門樓等古蹟與歷史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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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門位於高雄的惡地地形上，貧瘠的土地

卻孕育出令人驚奇的人文風情，尤其以觀音佛

祖遶境與宋江陣最具特色。

觀音佛祖是內門最重要的宗教信仰，每年

觀音佛祖聖誕 ( 農曆 2 月 19 日 ) 前舉辦長達 4

至 5 天的「羅漢門 ( 內門舊稱羅漢門 ) 迎佛祖」

遶境活動，隨行護駕的陣頭多達數十陣，神轎

經過時，兩旁店家、民眾紛紛設置香案，並免

費提供食物飲水熱情招待。

陣頭之中以宋江陣最為知名。宋江陣源於

3 百年前，因當地生活艱困，盜匪猖獗，各庄

頭居民習武強身，保衛鄉里；如今已轉變為觀

音佛祖遶境時降伏妖魔的隨行護駕。

惡地上綻放的陣頭文化

「羅漢門迎佛祖」迄今已有 2 百多年歷史，

在 2014 年獲文化部授證為國家重要民俗，成為

高雄重要的文化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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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的丘陵地貌千變萬化，大自然的鬼斧

神工，讓高雄的地景之旅，滿是驚嘆！

高雄擁有臺灣面積最大、最具代表性的惡

地地形。田寮區高達 8 成的面積是惡地，荒

漠般的地景有如月球表面，贏得「月世界」

的盛名。「月世界地景公園」是觀賞高雄惡

地形的最佳景點，沿著建置的步道、天梯，

登上弦月觀景台，可俯覽園區，眺望整個嶙

峋綿延的惡地。

烏山頂泥火山自然保留區座落於燕巢區，

泥火錐內的泥漿泡泡不斷發出巨大聲響，湧出

漫步月球奇特地景

的泥漿形成河流般的波面，隨著泥流層層覆蓋、

凝固、龜裂，地表紋理彷彿具有生命般不斷

改變，流露出自然的美感。 

六龜區的十八羅漢山以奇特的火炎山形聞

名，四十多座圓錐狀山頭峰峰相連，狀似佛家

羅漢人形，隔著荖濃溪觀看，更是賞心悅目。

十八羅漢山目前規劃為自然保護區，區內有日

治時期為了伐木而開鑿的 5 座隧道，跟隨導覽

員的帶領，可探索有趣的地質紋理、各類植物

及蝙蝠棲地等生態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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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是最早居住在臺灣這塊土地的人民，

原住民文化更是臺灣的文化瑰寶。

高雄有三個原住民族行政區：那瑪夏、桃源

和茂林區。那瑪夏區有布農族、卡那卡那富族及

拉阿魯哇族；桃源區以布農族和拉阿魯哇族為主；

茂林區則以魯凱族為主。每個原住民族群仍保有

各自的語言、服飾、圖騰和祭典等傳統文化，且

透過各種方式努力復興自己的文化。

高雄的原住民部落

茂林區多納部落是魯凱族傳統文化保存相對

完整的部落，處處可見傳統石板屋以及圖騰彩繪

與石雕。國定考古遺址「萬山岩雕」是萬山部落

最具代表性之文化特色，現今部落舉目所見多是

以萬山岩雕圖騰同類型藝術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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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瑪夏區民權國小的圖書館，被譽

為 綠 能 建 築 典 範。 其 建 築 概 念 源 自 卡

那卡那富族 (Kanakanavu) 男子會所，

會 所 象 徵 了 部 落 和 獵 人 之 間 經 驗 與 智

慧 的 傳 承， 表 彰 閱 讀 亦 為 另 一 種 形 式

的知識傳承。 

原 民 文 創 能 量 充 沛， 許 多 原 住 民

文 創 工 作 者， 透 過 自 身 的 生 命 故 事 結

合 傳 統 圖 騰， 以 皮 雕、 編 織、 拼 布、

刺 繡、 串 珠、 岩 雕、 木 雕 等， 創 作 出

精 彩 的 手 工 藝 品； 落 腳 在 杉 林 區 和 甲

仙 區 的 大 武壠族 人， 則 成 立「 大 滿 舞

團」，以古謠和舞蹈述說部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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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的歲時祭典是部落裡的年度盛事，

族人群聚討論祭典內容、各司其職，是部落文

化傳承的重要儀式。

拉阿魯哇族每年 2 月至 3 月期間舉辦「聖貝

祭」，祭拜貝神祈求境內平安、狩獵豐收、族

人興盛。同樣於 3 月舉行的還有卡那卡那富族

的「河祭」，感謝上天賜給美好的溪河養育族

人，到了 10 月則舉辦「米貢祭」慶祝小米豐收，

感謝地神小矮人賜予食物與天神庇佑。布農族

於每年 4 月至 5 月舉辦「射耳祭」，歌頌獵人

勇士和傳承打獵技巧。茂林魯凱族多納部落每

年約 7 月舉行「黑米祭」，除了慶祝豐收以外，

更感謝上蒼的保佑，祈求來年風調雨順。

獨特的歲時祭典

農曆 9 月 15 日大武壠舉辦夜祭，祭祀儀

式「開向」 (意即解除禁忌)，族人聚集公廨前，

迎接太祖與族人同樂，「開向」期間族人可歌

舞、婚嫁；而每年農曆 3 月 15 日為「禁向」，

族人就必須開始專心農事、禁止娛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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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是那瑪夏的賞螢季節，20 多種螢火蟲

在山林間湧現，宛如滿天星星在樹叢裡閃爍，

遊客可由達卡努瓦部落附近的賞螢步道賞螢去。

每年秋冬約 11 月至隔年 3 月，茂林區會飛

來約達 100 萬隻以上來「紫蝶幽谷」過冬的紫

螢火、蝶舞與山林景致

斑蝶。紫斑蝶翩翩飛舞，在陽光下閃耀藍紫色

的幻色身影，有時會成群串掛在樹藤上或在地

上吸水，形成生態奇觀。高雄「紫蝶幽谷」與

南美墨西哥「帝王斑蝶谷」齊名，併列為全球

兩大越冬型蝴蝶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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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源區的寶山部落，清新的空氣讓人心曠

神怡，有六條以茶園、海芋、咖啡樹風光等不

同主題的山間步道，步道附近的寶山櫻花公園

是高雄賞櫻的首選地點，在初春花季時節，不

同品種的櫻花開滿山頭，形成嬌豔的粉紅花海。 

沿著南橫公路爬升至海拔約 2000 公尺處，

有日治時期開闢的中之關步道，步道沿途巨木

參天、林相優美，鳥類及動物資源非常豐富，

兼具健行與享受森林浴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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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文場館是城市靈魂的象徵。高雄流行音

樂中心揉合海洋元素，勾勒出不同特殊造型的

建物外觀；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設計生根

高雄，二者皆為國際級的地標。

剛落成啟用的高雄流行音樂中心橫跨愛河

口兩岸，整個建築群以海浪、珊瑚礁、海豚、

鯨魚等海洋意象進行設計。主建築「高低塔」

建築之美 藝文場館巡禮

聳立於水岸，擁有容納 10,000 名觀眾的戶外

表演廣場及 6,000 席的室內大型表演廳；「鯨

魚堤岸」有 6 棟獨立式展演空間，容納 200 至

1,000 席觀眾。高雄流行音樂中心將是南臺灣

最大的音樂基地，夜晚來臨時，粉紅色系與藍

色系的燈光閃耀，繽紛了港灣，也成為亞洲新

灣區最亮眼的地標建築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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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被 TIME 雜

誌選為 2019 年全球百大最佳景點，其白色

波浪外形既前衛又充滿科技感；「榕樹廣場」

為樹穴般穿透性的公共空間，設計概念來自

衛武營公園榕樹下活動的人們。它更是全球

最大單一屋頂綜合劇院，場館內設有歌劇院、

音樂廳、戲劇院、表演廳等四個表演空間，

共有 6,000 席座位。為南臺灣第一座國際級

表演藝術場館。 

其他如以懸浮式的半透光天棚，讓人眼

睛一亮的大東文化藝術中心；日治時期建築

的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有眾多戶外雕塑的

市立美術館，都是值得造訪的藝文場館。



古蹟、老建築、舊街區，匯聚成城市的歷

史與市民的集體記憶，也是遊子對故鄉的永恆

印象。高雄市近年來對古蹟、老舊建築等歷史

場域，進行整體性的修復與活化，守護城市的

記憶。

左營舊城是全臺灣保存較完整的清朝古

城池，「見城計畫」包含舊城東、南、西、北

修復歷史場域 守護城市記憶

門及城內等五大計畫，重現臺灣第一座石城風

貌，在高雄拼湊出臺灣近代發展史的完整變遷。

2020 年 11 月東門護城河通水，一步一步展現

左營舊城的人文地景。

鼓山區哈瑪星是高雄現代化的起源點，獨

特的街廓見證當地發展的脈絡，「興濱計畫」

從山、港、鐵、町四大主軸，修復舊街廓建築、

46



逍遙園 2010 年登錄歷史建築，2020 年 11

月 1 日，由市府修復完工開園啟用。

此外，還有半世紀前承載幾萬軍人記憶的

「金馬賓館」，也已活化成當代美術館。

親山步道，縫合鐵道文化園區與二號船渠，逐

步喚起市民對城市起源的記憶。

「逍遙園」創建於 1939 年，為日本淨土真

宗本願寺派西本願寺第 22 代法主大谷光瑞在臺

灣之別邸，是一棟具有多重屋頂的二層樓建物，

正面左右不對稱，卻有絕佳的協調性，建築風

格獨特。

47



跨年晚會匯集精彩的流行音樂表演，是青

年朋友最期盼的時刻。2020 年底適逢由舊稱

「打狗」更名為「高雄」滿一百年，於高雄港

灣舉辦「2021 跨百光年」系列活動，活動場域

包括高雄流行音樂中心、高雄港蓬萊商港、駁

二藝術特區周圍。表演內容橫跨陸、海、空三

向度，港灣光影展演、百年大港花火等，將高

雄愛河灣打造成劇場，照亮高雄夜空，並首創

同場跨年三大舞台（高流、蓬萊與海上舞台）。

雖因 COVID-19 防疫考量改為線上直播，仍驚豔

全國，見證高雄的城市力量。

滋養心靈 文化藝術節慶

春節期間舉辦的高雄燈會藝術節，從愛河

兩岸延伸到旗山、岡山、林園、佛光山等地，

是一年中最盛大的節慶活動，往往吸引大批賞

燈人潮。值得期待的是，自 2001 年臺灣燈會

在高雄舉辦，時隔 20 年後，2022 年高雄市將

再次舉辦全國性的臺灣燈會。此外，每年愛河

與林園區中芸漁港登場的端午龍舟競賽，也是

全國的焦點。



同樣在 2022 年將重回高雄舉辦的還有台

灣設計展，為高雄再次注入嶄新能量；台灣三

大影展之一的高雄電影節，短片競賽單元尤其

受到國際矚目。此外，還有國際貨櫃藝術節、

國際鋼雕藝術節、高雄設計節等，這些文化節

慶共同打造了城市品牌，也帶給市民更美好的

生活。

高雄市民全年度都能享受藝術的美好。上

半年有高雄春天藝術節，國內外知名音樂與表

演團體受邀來高雄演出；下半年舉辦高雄庄頭

藝穗節，將精緻的表演帶到漁村與農村，滋養

了市民的心靈，也展現城市的軟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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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民俗慶典大多源自娛神祈福的宗

教信仰。高雄市許多獨特的地方民俗慶典

活動，展現虔誠的信仰與躍動的生命力。

「高雄戲獅甲」原本為前鎮獅甲地區

的地方廟會舞獅活動，經市政府邀請國際

級獅隊與本土獅隊競演，全球頂尖獅隊齊

聚高雄爭奪獅王寶座後，現已成為世界公

認三大國際舞獅大賽之一，使高雄成為全

球推廣戲獅文化的重要平台。

地方民俗慶典展現庶民活力



內門區以宋江陣陣頭聞名，「高雄內門宋

江陣」也在市政府支持下成為全國性的宋江陣

大匯演與學生創意宋江陣大賽。

「左營萬年季」的「迓火獅」為期數天，

活動期間火獅會輪流停駐左營蓮池潭周邊廟

宇，供民眾觀賞祈福。最後一天，火獅燒化，

象徵實現願望、消災解厄的意涵。

為了酬神，各地的廟前廣場經常搬演歌仔

戲、布袋戲、皮影戲、傀儡戲等地方傳統戲曲，

搬張凳子就可在廟埕廣場看「野台戲」，戲台

上、鑼鼓聲中，唱出忠孝節義與兒女情長的故

事，也傳承了高雄在地的傳統戲曲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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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深度體驗高雄的歷史文化、自然風光，

選擇特色民宿或露營，會有意想不到的收穫。

高雄市推動人文歷史風貌特色民宿，鼓勵

整修有歷史故事的老建築，化身民宿。毗鄰

左營蓮池潭的古厝民宿，是有一百多年歷史

的傳統閩式建築，搭配精心布置的古董家具，

令人引發思古幽情。美濃、旗山地區也有老

住在百年古厝民宿

三合院改建的民宿，晚上伴著蟲鳴蛙叫入眠，

醒來時迎著晨曦，欣賞青色的田園山巒，讓人

忘記塵囂。

旗津區有全臺最大的海岸露營區，可欣賞

大海變幻與眺望在港灣的船舶，到了晚上還能

觀賞夜色，以不同的方式親近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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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在地的美味，就是當季的水果！在果農

細心呵護下，汗水化成甘甜，顆顆飽滿誘人。

高雄是全臺最大的蜜棗產地，農曆年前後，

就能品嘗口感清脆多汁的蜜棗。蜜棗產區鄰近

惡地，特殊的土質孕育出甘甜濃郁的風味。

品嘗甜美當季水果



高 雄 鳳 梨 從 3

月 進 入 產 期， 一 直

到夏季結束，都能品嘗到高雄鳳梨酸甜合度的

好滋味，鳳梨除了新鮮生吃，還可以入菜、加

工，如大樹果肉特別多的冰棒、大樹的鳳荔雙

心酥、內門的龍鳳酥，一口有兩種果香，將鳳

梨的美味發揮得淋漓盡致。近期高雄大力將鳳

梨「送出國」，積極媒合新加坡、日本、韓國、

澳洲、加拿大等國購買高雄鳳梨，照顧辛苦的

果農。

5、6 月是高雄玉荷包荔枝的產期，核小

肉多、風味迷人的玉荷包是荔枝中的精品，產

季短、產量有限，想吃這味「高雄限定」一定

要趁早。

高雄著名的水果還有旗山香蕉、燕巢芭樂、

六龜的蓮霧、金煌芒果等，甜美的高雄水果，

除了到產地嘗鮮，

也可上網透過「高

雄首選電商平台」

訂購甜美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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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巷弄找尋令人垂涎的美食，是旅遊高雄

的必備行程。鹽埕區是高雄傳統小吃的聚集地，

有米糕、肉粽、冰品等，種類繁多，街頭巷弄

裡的小店，都是傳承數十年的古早味；美濃區

的客家菜鹹香夠味，必點菜色有美濃粄條、客

家小炒、薑絲大腸等；岡山區以羊肉料理聞名，

藥膳羊肉火鍋最受歡迎；田寮區的土雞肉質彈

尋找地方特色美食

牙，土雞料理餐廳林立；永安區的龍膽石斑魚

片鍋，滋味鮮中帶甜；甲仙區的芋頭粿、芋頭

冰細緻綿密，香氣十足。

高雄還有許多珍稀美味，需經過時間醞釀

才能獲得。梓官區出產的野生烏魚子，將新鮮

烏魚卵經洗淨、綁線、鹽漬、磚壓、反覆曝曬

陰乾，熟成後口感細膩、吃下有滿嘴油脂香氣；



茂林區魯凱族人以數代傳承的經驗釀造小米

酒，經 1 年以上自然發酵而成，冰鎮後飲用，

風味絕佳；桃源寶山地區的茶農，將珍貴的臺

灣原生種山茶樹移植矮化，經多年有機栽培，

製出有野生茶獨特風韻的茶葉，竟還有濃郁的

蜂蜜香。

高雄族群多元，吃的也多元。異地、異國

料理已成為市民餐桌的日常。眷村居民帶來各

類麵食；市區林立的澎湖海鮮餐廳源自於澎湖

移民；因婚姻或工作定居高雄的新住民，將家

鄉味帶進社區裡，甲仙區就有一群新住民，還

特別以柬埔寨料理招待來訪遊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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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擁有 34 個姊妹市及友好城市，遍

及全球 5 大洲。在全球 COVID-19 疫情持續延

燒下，高雄市仍透過視訊會議等方式，持續深

化彼此的友好合作關係。

儘管疫情阻斷了許多國際交流活動，高雄

市於 2020 年 11 月主辦「2020 國際會議協會

（ICCA）」年會。此外， 2020 年 11 月歐洲

經貿辦事處歐盟 10 個會員國的駐臺使節及商

串連全世界的友誼

務代表團來訪；同月，30 國駐臺使節訪高，

共商未來合作可能。

高雄市亦善盡國際責任，捐贈醫療口罩予

斯洛伐克布拉提斯拉瓦省、羅馬尼亞康斯坦察

市及印度；2021 年 6 月，臺灣疫情嚴峻之際，

日本和美國皆贈送疫苗予臺灣，真摯國際情誼

為彼此帶來力量，並肩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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