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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壹壹、、、、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一一一一、、、、任務範圍任務範圍任務範圍任務範圍 

為增進與南韓釜山姐妹市情誼，並學習觀摩國際會展與市政建設

經驗，高雄市政府由工務局盧副局長正義率團參加為期五天由 Busan  

Metropolitan city/BIACF (Busan International Architectural Culture 

Festival，釜山國際建築文化節執行委員會)所主辦之「The 10th Busan 

International Architectural Culture Festival 2010(2010 第 10屆釜山國際

建築文化節)」。本年度活動舉辦時間為 2010年 9月 28至 10月 04日，

其中 29日為會議開幕典禮，30日為當地建築參觀交流，9月 29日~10

月 03日進行為期 5日之建築展覽活動。本局是高雄市市政建設主要

負責機關，為充分了解國外姐妹市(包含南韓釜山市、日本福岡市)相

關城市建設成果，並達到姐妹市建築、市政建設經驗交流，特參與

2010年釜山建築文化展覽活動，並藉此推廣高雄市相關重大建設，

宣揚本市市政重點及提高知名度，吸引外國旅人來高雄觀光。 

本次「2010韓國釜山建築文化節」主要係各姐妹市展示該國城市

各項建築市政建設成果以及地標建築物等，週邊活動亦包含有亞洲建

築會議、2010韓國建築博覽會，現場除亞洲、歐洲等各地建築專家、

學者及廠商現場展示最新建築技術、並舉辦海洋建築研討會、專題論

文研討會以及因應綠建築相關綠色建材之建築論壇外，大會並安排參

觀導覽慶州良洞民俗村及通度寺古代建築空間文化之旅，另由釜山市

政府創造城市局安排座談會，簡報該市政府目前已規劃並預計於 2020

年完成之 5處都市更新地域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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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 行程紀要行程紀要行程紀要行程紀要 

本次 2010釜山建築文化節展覽活動係於南韓釜山國際會議暨展

覽中心(BEXCO)舉行，展覽期間為民國 99年 9月 29日至 10月 03日，

為期 5天。9月 27日即開放各國人員及廠商至現場佈置會場，9月

29日開幕式開始前，於 BEXCO貴賓室安排本府工務局盧副局長正義

及日本福岡市住宅都市局井上隆治局長拜會釜山市許長南植，稍後即

為國際建築文化節展覽活動開幕式，並邀集各國嘉賓共同參觀展覽會

場，包括 2010韓國建築博覽會、亞洲建築座談會，以及 2010第 10

屆釜山建築文化節展覽，同時並展出南韓及歐洲知名建築師個展、重

大市政理念都市規劃展示、鄰近大專院校建築系學生及相關興建完成

之建築物等成果展均在此時此地舉行。期間除參觀最新建築材料及各

國相關建設成果展外，主辦單位並安排與會人士參觀慶州良洞民俗

村、通度寺以及安排釜山市政廳拜會、導覽及創造城市局座談會等參

訪行程。 

此次出國行程為期 7天，於 99年 9月 28日啟程，出席 9月 29

至 10月 03日之參展活動，詳細行程內容如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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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行程紀要 

日期 行程 備註 

9/28 高雄小港/香港/釜山  

拜會釜山市長  

釜山國際建築文化節開幕典禮  

開幕招待 釜山市長主持  

釜山城市之旅  

9/29 

歡迎晚宴 釜山副市長主持   

展覽會場值班解說  
9/30 

導覽慶州良洞民俗村—通度寺  

展覽會場值班解說  

10/01 釜山市政廳拜會、導覽及創造城市局座

談會—海雲台海岸沿線 

 

展覽會場值班解說  

10/02 
冬栢島、宇宙之巔 APEC—釜山博物

館—臨時首都紀念館—扎嘎其市場—

太宗台公園 

 

展覽會場值班解說  

10/03 
東海龍宮—釜山塔—國際市場—中央

公園—APEC 水營江渡口公園—新世

界(世界最大百貨)  

 

10/04 釜山/ 首爾/香港/高雄小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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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參展參展參展參展規劃與參訪簡述規劃與參訪簡述規劃與參訪簡述規劃與參訪簡述 

一一一一、、、、參展人員參展人員參展人員參展人員 

本府參加 2010釜山國際建築文化展活動團員共計 7人，包含團

長工務局盧副局長正義、副團長水工處陳副處長森淼，另工作小組共

5名成員，分別為養工處嚴副處長義潭、企劃處楊課長正元、新工處

呂股長俊松（展覽組）、消防局林主任秘書基澤、秘書室梁主任麗莉

（公關組）。 

韓國府方安排行程方面，諸如：拜會釜山市市長、釜山國際建築

文化節開幕典禮、市政府導覽及創造城市局座談會等相關行程。 

 

圖 2-1拜會釜山市市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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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工務局盧副局長正義參加開幕剪綵典禮 

圖 2-3釜山市長(左照片右三)參觀高雄市及日本福岡市姐妹市展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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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參展內容參展內容參展內容參展內容 

藉此國際參展活動推廣高雄市相關重大建設，宣揚本市市政重點

及提高知名度，吸引外國旅人來高雄觀光，有利於本市城市行銷及宣

傳。 

正面展牆介紹裝置在高雄捷運紅橘線交會的美麗島站內，由義大

利玻璃藝術家水仙大師(Maestro Narcissus Quagliata)所創作之「光之

穹頂」，歷時四年半製作，直徑 30公尺，面積 660平方公尺，此站為

全世界最大的圓形捷運站體，而「光之穹頂」則是全世界最大的玻璃

公共藝術品。 

 

圖 2-4義大利玻璃藝術家水仙大師所創作之「光之穹頂」 

創作者用水、土、光、火四個意象，表達人從出生、成長、毀滅、

到重生的輪迴過程，希望透過這件作品，傳達人性的價值，人與人、

與環境，以及萬物的關係，達到人天合一的境界，並彌補人心在仇恨

鬥爭中失去的部分。 

同時，本市以 10種主題參展藉此行銷市政建設，如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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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浪漫遊愛河浪漫遊愛河浪漫遊愛河浪漫遊愛河 

愛河是高雄的母親河，流經高雄市區精華地帶，並與高雄港銜接出

海。經過市政府的積極整治後，愛河裡有超過五十種魚、蟹迴游；沿

岸除了有許多親水休閒空間外，更有博物館群、多處橋梁燈景，自行

車可以沿著河畔一路從高雄港騎到北高雄的蓮池潭風景區，或是搭乘

「愛之船」遊河，欣賞及享受最浪漫的河上時光。 

 

(圖說 1)搭乘「愛之船」可由愛河出海口航行至「愛河之心」。 

(圖說 2)每年春天的高雄燈會就在愛河上舉行。 

(圖說 3)愛河上的帆船競賽 

(圖說 4)河堤社區的光雕橋 

(圖說 5a +5b)「愛河之心」的浪漫心型雙湖，兼具景觀、防洪、生態與交通功能。 

(圖說 6)位於愛河出海口的真愛碼頭 

(圖說 7)端午節在愛河上的龍舟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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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倘佯寬闊的港灣倘佯寬闊的港灣倘佯寬闊的港灣倘佯寬闊的港灣 

高雄是一座海港城市，高雄港是重要的國際貨櫃商港，同時擁有全台

灣最大的漁港以及軍港，不但可搭乘遊港觀光渡輪暢遊高雄港，周邊

許多觀光碼頭也提供最愜意的賞船據點。港外的旗津島則有著綿延沙

灘，沿著海岸線騎乘自行車、戲水、漫步、品嚐特有海產、小吃，是

遊客的水岸天堂。 

 

(圖說 1)高雄港位於高雄市與旗津島之間，景緻十分雄偉壯觀。 

(圖說 2)面對台灣海峽的旗津風車公園，以風車發電照亮園區。 

(圖說 3)西子灣是台灣最知名的賞落日景點之一。 

(圖說 4)坐在漁人碼頭的 PUB和咖啡店可賞船景。 

(圖說 5)光榮碼頭上常有活動舉辦。 

(圖說 6)旗津海水浴場是戲水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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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建構生態廊道建構生態廊道建構生態廊道建構生態廊道 

除了河流、海洋與港口，山林與自然生態也是高雄市的特色之一。由

珊瑚礁岩形成、濱海而立的壽山，擁有許多台灣特有的動植物。由北

而南排列分佈的濕地公園與森林公園，是高雄市打造「濕地生態廊道」

的成果，讓城市恢復自然生機， 成為綠色生態樂園。 

 

(圖說 1)援中港濕地公園有鹹水和淡水交會的特殊生態。 

(圖說 2)壽山生態步道上也許會巧遇台灣獼猴。 

(圖說 3a +3b)洲仔濕地公園中成功復育稀有水鳥。 

(圖說 4)凹仔底森林公園具有微調都市氣候的功能。 

(圖說 5)高雄市區中也能欣賞花海。 

(圖說 6)大坪頂熱帶植物園保存熱帶物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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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拜訪歷史建築拜訪歷史建築拜訪歷史建築拜訪歷史建築 

高雄的建築融合了不同年代、民族的多樣化風格，十分注重文化資產

保存的高雄市政府，不但努力保留各個年代的城市記憶，更活化運用

這些歷史空間，成為市民生活的一部份。例如 2002年因應高雄捷運

開挖，將舊高雄車站主建築整棟向東南移動 82公尺，暫時改造為高

雄願景館，展示城市發展動態，待鐵路地下化完成，再移至原址作為

車站使用，創立台灣車站建築遷移保存的典範，於保存歷史的同時，

創造新的歷史。 

 

(圖說 1)超過四百年歷史的旗後天后宮(官衙建築，1673年興建)是高雄開發的初始。 

(圖說 2)在前清打狗英國領事館(台灣洋樓建築，1865年興建)可同時俯瞰西子灣和高雄港。 

(圖說 3)保留舊高雄車站改造之高雄願景館(帝冠式建築，1940年興建)。 

(圖說 4)高雄孔廟(1976年新建)按照宋制山東曲阜(孔子家鄉)的孔廟規格興建。 

(圖說 5)高雄市歷史博物館為興亞帝冠式建築，強調大和風格，1938年興建。 

(圖說 6)玫瑰天主堂(哥德式建築，1931年興建)是高雄第一座天主教堂。 

(圖說 7)有著燕尾屋脊的楊家古厝(合院式建築，1882年興建)，擁有精彩的家族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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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五)欣賞藝術人文欣賞藝術人文欣賞藝術人文欣賞藝術人文 

在高雄，藝術與人文是市民生活的一部分，美術館、電影圖書館等藝

文空間大部分都是免費參觀，公共藝術品更是俯拾皆是，從捷運站、

街道旁，到公園內，藝術總伴隨著高雄人的每日生活。不妨沿著愛河

流域參觀沿岸的博物館群，享受一趟高雄的人文藝術之旅。 

 

(圖說 1)高雄市立美術館是南台灣美術重鎮。 

(圖說 2)駁二藝術特區有各種活潑的現代藝術與設計展出。 

(圖說 3)高雄市電影圖書館提供豐富的台灣影像資料。 

(圖說 4)蓮池潭風景區是歷史景點，具有古典畫作之美。 

(圖說 5)愛河邊的高雄市音樂館常舉辦河畔音樂會。 

(圖說 6)客家文物館展示客家人的生活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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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六)悠悠閒閒踩單車悠悠閒閒踩單車悠悠閒閒踩單車悠悠閒閒踩單車  

悠閒地騎乘自行車是漫遊高雄最好的方式之一。高雄市的自行車道總

長度在 2010年底即將突破 250公里，於 2010年 9月並獲得 CNN評

選為亞洲五大最佳適合騎自行車城市，其中有通勤、休閒、社區等多

樣系統，路線遍佈河畔、港邊、主要道路、捷運沿線，串連景點、購

物商圈、住宅區與大眾運輸系統，歡迎與高雄人一起體驗這低碳、環

保又健康有氧的幸福自行車生活吧！ 

 

(圖說 1)沿著愛河旁溯河而上的愛河自行車道。 

(圖說 2)旗津環島自行車道 

(圖說 3)後勁溪自行車道 

(圖說 4)西臨港線自行車道環繞高雄港區。 

(圖說 5)博愛大道自行車道 

(圖說 6)高雄市公共腳踏車系統沿著捷運與景點設置，上班、休閒都十分方便。 

(圖說 7)方便自行車安全跨越馬路的翠華橋。 

(圖說 8)橫跨一號船渠的人行景觀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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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七七)健康的永續城市健康的永續城市健康的永續城市健康的永續城市  

高雄市政府近年大力推動永續、節能的綠建築，使用光電系統、由國

際建築大師伊東豊雄所設計的 2009高雄世運主場館，便符合綠建築

九大指標，是公共建設綠建築的典範。健康永續的精神也表現在高雄

寬敞的道路上，濃密的林蔭以及共桿化的路燈號誌，讓使用者身心皆

舒適，也為地球的健康盡一份心力。 

 

(圖說 1)2009高雄世運主場館之屋頂即為太陽能光電板，全世界規模最大的單一建築物

太陽光電發電系統，裝置容量 110萬度，一旁有廣大的生態園區與景觀公園。 

(圖說 2)世運主場館旁之生態池也是滯洪池。 

(圖說 3)高雄市綜合體育館常有大型演唱會。 

(圖說 4)高雄市景觀道路綠網，讓城市生活變得舒適。 

(圖說 5)高雄市已開闢 300座公園，每人享有 5.96平方公尺公園綠地面積。 

(圖說 6)高雄世貿會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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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八八)便利的捷運系統便利的捷運系統便利的捷運系統便利的捷運系統 

十字型的高雄捷運系統，便捷地連接市內各重要區域。不但許多站體

有特殊的設計或設置公共藝術品，沿線的道路也經過景觀改造，使得

出入捷運站的旅程相當舒適且賞心悅目，搭配各捷運站都有的公共腳

踏車系統，安全、低碳的大眾運輸系統，讓市民、遊客和地球都輕鬆

無負擔。 

 

(圖說 1)捷運世運站以軍艦作為站體造型。 

(圖說 2)捷運美麗島站外觀以「祈禱」為主題，由日籍設計師高松伸設計。 

(圖說 3)捷運中央公園站外觀以「飛揚」為主題，由英國景觀建築師 Richard Rogers

設計。 

(圖說 4)捷運小港機場站內的玻璃藝術作品。 

(圖說 5)高雄捷運站外環境幽雅，讓市民擁有愉快的通勤路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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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九九)盡情盡情盡情盡情 SHOPPING吧吧吧吧！！！！ 

高雄有為數甚多的百貨、商圈，可以滿足購物的欲望。不論是時尚的

國際精品，或是充滿流行活力的創意小物，這個城市都能符合各種不

同的年齡層與需求。加上近年各商圈都積極更新，從景觀到步道都讓

消費者更加舒適愉快，來到高雄，就是來到讓您盡情購物的天堂！ 

 

(圖說 1)以藍鯨為造型的夢時代購物中心。 

(圖說 2)大立精品館外觀由比利時設計師打造。 

(圖說 3)三多商圈是高雄百貨公司最密集的地方。 

(圖說 4)台灣第二高、85層樓的八五大樓(Kaohsiung Sky Tower) 

(圖說 5)漢神百貨與漢來飯店 

(圖說 6)高雄巨蛋商圈是北高雄新興商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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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十十十)出發到高雄出發到高雄出發到高雄出發到高雄！！！！ 

高雄市是一個多元文化的社會，因此也吃得到各地創意美食。尤其是

六合觀光夜市更獲得 2010年「全台夜市大評比第一名」，獲獎項目包

括：最環保、最友善、最有魅力、最好逛和最美味！此外還有旗津的

海鮮、鹽埕的懷舊小吃，以及左營的內地美食，都是來到高雄必嚐的

好味道！ 

 
(小標)高雄市 DATA 

面積：153.6平方公里 

人口：151萬人 

氣候：亞熱帶季風氣候，全年溫暖、多日照，雨季為五月至十月，年溫度平均為

攝氏 24.4 度，最高溫七月、最低溫一月，日夜溫差不大。 

2010年底高雄縣市將合併，屆時高雄縣 27鄉鎮亦一併納入，高雄新都面積將達

2,946平方公里，276萬人口，將有多元產業、文化、生態及觀光等發展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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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標)如何到高雄 

釜山 � 香港 � 高雄：國泰航空國泰航空國泰航空國泰航空 

釜山 � 台北 � (台灣高鐵) � 高雄：復興航空復興航空復興航空復興航空 

釜山 � 首爾 � 高雄：立榮航空立榮航空立榮航空立榮航空、、、、遠東航空遠東航空遠東航空遠東航空 

釜山 � 東京 � 高雄：Japan Airlines 

首爾 � 高雄：華信航空華信航空華信航空華信航空 

首爾 � 台北 � (台灣高鐵) � 高雄：大韓航空大韓航空大韓航空大韓航空 

首爾 � 台北 � (台灣高鐵) � 高雄：韓亞航空韓亞航空韓亞航空韓亞航空 

 

※ 以上航班資訊請以各航空公司當時實際狀況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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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佈展規劃佈展規劃佈展規劃佈展規劃 

參展方式以展板為主，並配合以 40吋電視播放 DVD光蝶，介紹

高雄市歷年來市政建設及都市特殊地理景觀，提高展場生動性。 

9月 2日主辦單位提供之展區平面圖則更改如下圖，展場範圍係

1公尺(左側入口面寬) × 9公尺(正面空間長度) ×4公尺(右側入口面

寬) × 2.5公尺(空間高度)雙面入口，三面展示牆， (此為姐妹市文化

交流區，紫色內側為高雄市展區，綠色內側為福岡市展區，二城市展

區間無牆面或隔板隔開，外側不得使用。) 平面規劃如圖 2-2所示： 

 

圖 2-5平面示意圖 

(一一一一)右側主題牆右側主題牆右側主題牆右側主題牆 

介紹高雄市浪漫遊愛河，強調愛河是高雄的母親河，流經高雄市

區精華地帶，並與高雄港銜接出海。經過市政府的積極整治後，愛河

裡有超過五十種魚、蟹迴游；沿岸除了有許多親水休閒空間外，更有

博物館群、多處橋梁燈景，自行車可以沿著河畔一路從高雄港騎到北

高雄的蓮池潭風景區，或是搭乘「愛之船」遊河，欣賞及享受最浪漫

的河上時光。 

高雄是一座海港城市，有倘佯寬闊的港灣，高雄港是重要的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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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櫃商港，同時擁有全台灣最大的漁港以及軍港，不但可搭乘遊港觀

光渡輪暢遊高雄港，周邊許多觀光碼頭也提供最愜意的賞船據點。港

外的旗津島則有著綿延沙灘，沿著海岸線騎乘自行車、戲水、漫步、

品嚐特有海產、小吃，是遊客的水岸天堂。 

除了河流、海洋與港口，山林與自然生態也是高雄市的特色之一。由

珊瑚礁岩形成、濱海而立的壽山，擁有許多台灣特有的動植物。由北

而南排列分佈的濕地公園與森林公園，是高雄市打造「濕地生態廊道」

的成果，讓城市恢復自然生機， 成為綠色生態樂園。 

高雄的建築融合了不同年代、民族的多樣化風格，十分注重文化

資產保存的高雄市政府，不但努力保留各個年代的城市記憶，更活化

運用這些歷史空間，成為市民生活的一部份。例如 2002年因應高雄

捷運開挖，將帝冠式建築-舊高雄車站主建築整棟向東南移動 82公

尺，暫時改造為高雄願景館，展示城市發展動態，待鐵路地下化完成，

再移至原址作為車站使用，創立台灣車站建築遷移保存的典範，於保

存歷史的同時，創造新的歷史。並介紹超過四百年歷史的旗後天后

宮，前清打狗英國領事館、歷史博物館為興亞帝冠式建築、哥德式建

築的玫瑰天主堂及有著燕尾屋脊的楊家古厝均擁有精彩的歷史故事。 

 

圖 2-6右側主題牆佈置圖 

(二二二二)左側主題牆左側主題牆左側主題牆左側主題牆 

簡介高雄市是健康的永續城市，高雄市政府近年大力推動永續、

節能的綠建築，使用光電系統、由國際建築大師伊東豊雄所設計的

2009高雄世運主場館，便符合綠建築九大指標，是公共建設綠建築

的典範。健康永續的精神也表現在高雄寬敞的道路上，濃密的林蔭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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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共桿化的路燈號誌，讓使用者身心皆舒適，也為地球的健康盡一份

心力。 

高雄市亦有便利的捷運系統，目前，十字型的高雄捷運系統，便

捷地連接市內各重要區域。不但許多站體有特殊的設計或設置公共藝

術品，沿線的道路也經過景觀改造，使得出入捷運站的旅程相當舒適

且賞心悅目，搭配各捷運站都有的公共腳踏車系統，安全、低碳的大

眾運輸系統，讓市民、遊客和地球都輕鬆無負擔。 

高雄有為數甚多的百貨、商圈，可以滿足購物的欲望。不論是時

尚的國際精品，或是充滿流行活力的創意小物，這個城市都能符合各

種不同的年齡層與需求。加上近年各商圈都積極更新，從景觀到步道

都讓消費者更加舒適愉快，來到高雄，就是來到讓您盡情購物的天

堂！盡情 SHOPPING吧！出發到高雄！ 

  

 

圖 2-7右側主題牆佈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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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正面主題牆正面主題牆正面主題牆正面主題牆 

在高雄，藝術與人文是市民生活的一部分，美術館、電影圖書館、

音樂館、客家文物館展等藝文空間大部分都是免費參觀，蓮池潭風景

區更是歷史景點，具有古典畫作之美。公共藝術品更是俯拾皆是，駁

二藝術特區有各種活潑的現代藝術與設計展出。從捷運站、街道旁，

到公園內，藝術總伴隨著高雄人的每日生活。不妨沿著愛河流域參觀

沿岸的博物館群，享受一趟高雄的人文藝術之旅。 

高雄市的自行車道總長度在2010年底即將突破250公里，於2010

年 9月並獲得 CNN評選為亞洲五大最佳適合騎自行車城市，悠閒地

騎乘自行車是漫遊高雄最好的方式之一。其中有通勤、休閒、社區等

多樣系統，路線遍佈河畔、港邊、主要道路、捷運沿線，串連景點、

購物商圈、住宅區與大眾運輸系統，歡迎與高雄人一起體驗這低碳、

環保又健康有氧的幸福自行車生活吧！ 

 

圖 2-8正面主題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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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區入口進入正面主題牆所見之景象 由右側入口經過時所見之景象 

  

主題牆左側佈置圖 主題牆右側佈置圖 

圖 2-9  高雄市展區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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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展覽概況展覽概況展覽概況展覽概況 

99年 9月 29日釜山國際建築文化節展覽活動舉行開幕式，

並由釜山市市長許南植邀集各國嘉賓共同參觀會場各項展示，下

圖為本市展場參觀概況。  

  

釜山市長(右四)參觀高雄市展區 盧副局長與日本福岡市井上隆治局長 

圖 2-10姊妹市代表與本市團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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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朋友由老師帶隊校外教學 年輕上班族為數不少 

  

於週間日亦有結伴同行觀展的高中生 高中生 

  

週末許多家庭會全家同往觀展 三代同堂一起觀展 

圖 2-11 展場參觀概況(一) 



 25 

 

  

觀展群眾中，年長者比例不低 年輕情侶 

  

家庭主婦帶幼童於週間日參觀 年輕族群佔相當高比例 

圖 2-12 展場參觀概況(二) 



 26 

五五五五、、、、參參參參訪訪訪訪行程行程行程行程 

(一一一一)行程簡要說明行程簡要說明行程簡要說明行程簡要說明 

第一天(9月 28日)自桃園機場搭機前往南韓釜山，由釜山政府建

築住宅課匡課長(Kwon, Young-Soo)於機場接機，沿途介紹釜山夜景，

約 1小時路程，即至南韓釜山國際會議暨展覽中心(BEXCO)對面之

Haeundae Centum海雲台中央飯店。 

第二天(9月 29日)下午為南韓釜山國際建築文化節活動開幕式，

開幕式活動開始前，即安排各國代表約 10分鐘與釜山市政府許市長

南植會談，本府工務局盧副局長與日本福岡市井上隆治局長皆與許市

長南植會談並相互致贈禮品(詳圖 2-13)。 

圖 2-13釜山市政府許市長南植接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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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場同時安排韓國傳統音樂表演以歡迎到場貴賓，稍後即進行開

幕剪綵儀式（詳圖 2-14）。 

圖 2-14開幕剪綵儀式花絮 

開幕剪綵儀式邀集各國出席代表、建築協會理事長、當地建築師

代表及南韓府方重要人士列席剪綵，圖 2-14為本團代表參與剪綵活

動照片。 

隨後由南韓釜山市市長許南植帶領貴賓，逐步參觀會場建築作品

展覽活動、建築師個展及其他成果展。當走訪至高雄市佈置之會場

時，由工務局盧副局長正義現場介紹本市重要市政建設並與許市長合

影留念。 

 

  

與釜山市市長（右四）共同合影 與釜山市市長（右二）共同合影 

圖 2-15與釜山市市長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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釜山市市長率建築協會理事長等參訪 本府同仁與 Bexco館長（右三）合影 

圖 2-16其他合影照片 

當日（9月 29日）晚上由南韓釜山市政府安排歡迎晚宴（圖 2-17）。 

  

斐副市長泳吉致歡迎詞 工務局盧副局長致感謝詞 

  

建築協會理事長致歡迎詞 相互致贈禮品 

圖 2-17歡迎晚宴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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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於第三日(9月 30日)上午安排與會人士參觀慶州良洞民

俗村、通度寺，並由晉州大學建築系金教授與學生導覽。 

  

慶州良洞民俗村書百堂 慶州良洞民俗村無忝堂 

  

慶州良洞民俗村杏壇 慶州良洞民俗村觀稼亭 

圖 2-18慶州良洞民俗村照片 

 

 

靈鷲山通度寺牌樓大門外觀 通度寺內佛陀舍利子塔 

圖 2-19通度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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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日(10月 1日)參訪行程包括釜山市政廳導覽及創造城市局座

談會。 

  

創造城市局座談會致歡迎詞 創造城市局劉局長致贈紀念品 

  

創造城市局座談會簡報 會場研討照片 

圖 2-20創造城市局座談會照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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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廳 1樓大型藝術看板及產品陳列櫃 市政廳 1樓大型藝術看板及產品陳列櫃 

  

市政大廳 1樓陳列釜山市市政規劃模型 市政廳樓頂上花園景況 

  

釜山市政廳 1樓陳列各國姊妹市結緣書 高雄市致贈之紀念品 

圖 2-21為參觀釜山市政府市政廳照片集 

第 5天（10月 2日）為自行排定之參訪行程，安排至冬柏島參觀

宇宙之巔 APEC屋，隨後參觀釜山博物館、臨時首都紀念館、扎嘎其

市場及太宗台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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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海上看 APEC外觀 APEC入口 

APEC內觀景況 APEC會場景況 

圖 2-22宇宙之巔 APEC屋照片集 

宇宙之顛 APEC屋(Nurimaru APEC House)位於釜山冬柏島，2005

年韓國政府與釜山市為 APEC領袖會議投入約 1600億韓元(約 50幾

億台幣)，用於新建 Nurimaru APEC House（宇宙之殿）和 APEC紀念

公園，APEC House全名是 Nurimaru APEC House，韓語 Nuri即是世

界的意思，而 maru則有頂峰之意，象徵的就是「聚集於世界頂峰」。

2005年各國領袖齊聚於此討論世界經濟，會議結束後，這裡並沒有

變成一個蚊子館，反而開放為一個休閒景點，位於自然景觀優美的冬

柏島上，四周種滿了繁密茂盛的冬柏樹及松林，成為了釜山一個相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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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歡迎的海濱公園，從此處望去可以看到海上的五六島、廣安大橋及

海雲台景色，特別是傍晚時分，晚霞映在廣安大橋上，吹吹海風，看

著夕陽落下，非常浪漫。 

圖 2-23釜山博物館外觀 

  

圖 2-24臨時首都紀念館 

 

圖 2-25扎嘎其市場景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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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6 太宗台公園地景 

第 6天（10月 3日）為自行排定之參訪行程，安排參觀東龍宮寺、

釜山塔、國際市場、中央公園、APEC水營江渡口公園及新世界(世界

最大百貨)。 

  

圖 2-27 海東龍官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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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8釜山塔上俯視景觀 

  
國際市場內景觀 國際市場景觀 

圖 2-29國際市場景觀 

  

中央公園 中央公園 

圖 2-30中央公園景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