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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合併後高雄市具有多樣族群、地貌與各具特色在地文化等特

性。昔日為重工業聚集的高雄，長期背負著台灣經濟發展之重責

大任，空氣污染成了市民揮之不去的夢魘，在高度發展的灰色叢

林擴張造成自然地被消失，位屬自然災害高風險中第一島鏈中失

去防洪暴雨逕流機制，更增添暖化效應的危害。因此面對國際城

市的競爭高雄必須轉型，昔日港口是高雄發展命脈，在既有雙港

優勢下，搭配亞洲新灣區計畫落實，將促使高雄市再度轉型點亮

高雄港。另外，在永續環境、綠建築政策方面，制定全國首創「高

雄市綠建築自治條例」、「高雄市建築物設置太陽光電設施辦法」

等法令，以因地制宜的角度對應高雄在地特色。而針對多樣族

群、地貌與在地文化特色，啟動「高雄厝」執行計畫，以十至二

十年時間找尋屬於高雄在地的新建築運動活化。 

本次藉由研討會議積極行銷高雄市亞洲新灣區建設、永續發

展政策、推動高雄市綠建築自治條例、高雄市光電屋頂計畫及高

雄厝計畫等重要績效，並與國內外相關產官學界進行交流，逐步

行銷本市「生態、經濟、宜居、創意、國際」核心成效，也藉由

本次出席國際會議機會學習上海市發展之城市規劃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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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任務範圍 

1.1 出國緣由 

依據 101 年 11 月 30 日香港中文大學中國城市住宅研究中

心、樹德科技大學產學營運總中心與本府工務局等協議方簽訂產

研合作備忘錄（附件一）及「第十屆中國城市住宅研討會-可持

續城市發展與保障性住房建設論壇」計畫書及邀請函(附件二)；

而前揭備忘錄簽訂內容指出：「為推動高雄市城市可持續發展....

在綠色建築產業推展、高新技術、城市建設領域運用等方面展開

全方面的合作。....第一條合作內容 4.交流與合作：協議方定期

舉辦發展建設的高層溝通及實地考察，定期展開系列建築產業促

進活動，如高峰會、展覽論壇等。」爰此，香港中文大學中國城

市住宅研究中心邀請本局參與旨揭研討會。 

本局以「永續發展法令工具影響高雄都市保存之研究-以高

雄市綠建築自治條例為例」、「高雄地區高雄厝持續性建築操作

策略之研究」、「從國際案例映照亞洲新灣區」等論文主題投稿

前揭研討會，皆獲該會收錄並安排於分會場宣讀。 

    本局亦得藉由是次研討會議，積極行銷本府亞洲新灣區建

設、永續發展政策、推動高雄市綠建築自治條例、高雄厝計畫及

高雄市光電屋頂計畫等重要專案績效，並經由該學術平台主動與

國內外規劃設計、技術營造、管理開發、經濟、企業、社會等領

域之政策制訂者、研究人員與從業員相互交流，邀請重要國際組

織人員參與今年 9月份「城市經濟新創能—城市挑戰，城市行動」

的亞太城市高峰論壇(APCS)，俾利高雄提升產業投資、營造都市

景觀及落實節能減碳，亦得行銷本市永續生態城市營造成果，吸

引國際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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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出國目的 

1. 行銷本府亞洲新灣區建設、永續發展政策、推動綠建築自治條例、

高雄厝計畫及高雄市光電屋頂計畫等重要專案績效，並與相關專

業人士進行經驗分享及交流。 

2. 提昇本府永續發展策略及相關法令之制定品質及實用性。 

3. 針對兩岸之現代住房困難現象，探討可持續城市管理規劃等發

展，及保障性住房政策經驗等相關議題。 

4. 見習上海及國際案例綠建築及都市規劃設計、住居政策及管理模

式、周邊相關設施之配合。 

 

 

 

 

圖 1 「第十屆中國城市住宅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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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內容重點 

2.1 參與人員 

此次出國行程共計 3位成員： 

 

服務機關 職稱 姓名 

工務局建築管理處 幫工程司 周一心 

工務局建築管理處 副工程司 謝志昌 

工務局新建工程處 副工程司 李宗霖 

 

 

 

 

 

 

 

 

圖 2 參與發表論文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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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行程安排 

 

第一天 

7/4 

（四） 

行程 高雄上海虹橋賓館（研討會會場） 

行程

內容 
今日前往上海 

第二天 

7/5 

（五） 

行程 上海虹橋賓館 

行程

內容 
出席第十屆中國城市住宅研討會 

第三天 

7/6 

（六） 

行程 上海虹橋賓館 

行程

內容 
出席第十屆中國城市住宅研討會 

第四天 

7/7 

（日） 

行程 上海 

行程

內容 
參加研討會安排考察行程 

第五天 

7/8 

（一） 

行程 上海高雄 

行程

內容 
今日返回高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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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出國任務 

        中國城市住宅研討會為中國國家住房和城鄉建設部科學技術委

員會與香港中文大學中國城市住宅研究中心等機構共同主持的學術

會議，目的是爲規劃、設計、營造、經濟、社會學等領域人員提供專

業討論平臺；研討會迄今舉辦過 9次，已成爲中國城市住宅領域內重

要的國際學術活動。本局此次受邀以亞洲新灣區重點工程、高雄市綠

建築自治條例、光電智慧建築及高雄厝計畫等相關專案成果為主軸，

和與會專業人士進行研究及經驗分享，同時考察上海重要住居發展建

設或案例；重點任務及考察案例如下： 

2.3.1 論文宣讀及發表 

     本局發表三篇論文之摘要分別說明如下： 

一、「永續發展法令工具影響高雄都市保存之研究-以高雄市綠建築

自治條例為例」 

縣市合併後高雄的新建築必須因應許多複雜議題而有創新價值

及符合市民期待的走向，為建立亞熱帶氣候區低碳宜居城市之新

典範高雄市公有建物率先配合推動綠建築改造工程。另外更推動

較中央綠建築嚴格之「高雄市綠建築自治條例」，強制及獎勵建

築物進行綠建築設計，並配合推行建築物設置「立體綠化」、打

造「陽光社區」及輔導違建鐵皮屋頂合法轉化為「光電屋頂」等

專案及創新法令。然推行以上永續發展策略必須對特定歷史區域

之常民生活保存進一步深思與負責，爰建議永續發展策略需真實

反應常民需求，另外中央也應充分授權地方政府營造城市風貌之

法令彈性，始得達高雄以「宜居城市、全民共享」之目的。 

二、「高雄地區高雄厝持續性建築操作策略之研究」 

高雄地區面臨多元化、差距化、模糊化的態勢下，因應不同地貌、

文化及特色等操作策略，以分析人口、文化、地形、景觀、產業

及氣候等因子，將高雄地區分為平地型、丘陵型、山地型及沿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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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四大區域，探討因地制宜之設計策略，依各區域地理環境、氣

候、文化進行「高雄厝」持續性建築操作策略之研究，研究結果

可提供高雄地區執行「高雄厝」持續性建築操作策略參考，藉由

氣候、地理環境條件，及面對未來高齡社會與永續綠建築環境思

維，制定高雄厝建築操作設計準則，提供未來進行規劃或操作運

用之基礎及依據。 

三、「從國際案例映照亞洲新灣區」 

高雄港的填築與興建，從文獻上的記載至少可以追溯至西元

1904 年。百年來，高雄港為高雄市型塑獨特的港灣城市個性，

也與高雄歷史發展密不可分；從糖業出口的樞紐、農產品貿易的

轉運站、商業發展的命脈、重化工及軍事產業的據點以至國際貿

易運輸的亞太區域節點，高雄港角色的轉變帶動高雄市不同時期

的產業定位。時至今日，因應週邊國際港域競爭的挑戰及產業型

態的改變，高雄港區的機能面臨重新定位，高雄港的軟硬體結構

也隨之改變。即便高雄港區的經濟能量不若以往，其營運結構更

迭仍然會帶動城市產業的劇烈變動，例如過去數十年間風靡高雄

港區的進出口貿易、造船、拆船及五金工業等，因應時代的演進

而興衰沒落，各種別樹一格的都市風貌也隨之出現與消失。軍港

與進出口貿易繁盛的年代，創造出鹽埕區各大舶來品市集與繁華

的夜生活；拆船業巔峰的年代，造就公園路五金街的城市意象；

如今繁華落盡，港灣的週邊區域也跟著高雄港一同尋找下一段歷

史定位。本文列舉國際類似開發案例，藉由計畫與方法的分析探

討，論述亞洲新灣區發展計畫的價值與隱憂，型塑高雄港灣城市

下一個百年榮景。 

(以上全文詳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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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讀後之提問時間，發表者與台下聽者針對「綠屋頂因應不同規

模之建築型態」其效益評估及施作方式之問題，進行交流討論；本府

執行「綠屋頂」之核心概念，除了基本的綠建築改造，亦期望藉此創

造屋頂有機農園、都市療癒空間、光電屋頂共構等多元生活形態空

間，提升都市叢林之生活品質，相較於二氧化碳固碳效益統計及防漏

水之施工技術提升等議題，綠色家園營造所呈現之環境教育意義及情

感交流更顯無價；聽者及與會專家者對於本府致力於推動生態城市、

營造城市風貌及亞洲新灣區建設之用心深表肯定與讚同。 

 

 

 

 

 

 

 

 

 

 

 

 

 

 

 

 

 

 

 

圖 3 第十屆中國城市住宅研討會現場 



「第十屆中國城市住宅研討會」相關會議及訪查報告 

 8

 

 

 

 

 

 

 

 

 

 

 

 

 

 

 

 

 

 

 

 

 

 
圖 4 論文發表及研討會討論狀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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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案例考察 

一、上海 吳淞砲台山濕地森林公園 

吳淞炮台山濕地森林公園位處上海東北近郊寶山吳淞地區，腹地

約達 53.46 公頃，東臨長江、黃浦江，西倚砲台山，沿岸線約達

1980 公尺，呈南北狹長地貌，在戰略地位上舉足輕重，自古至

今仍是軍事要地。 

 

 

 

 

 

 

 

 

 

 

 

 

 

 圖 5 吳淞砲台口濕地森林公園位置     

資料來源: Google 地圖-©2013 Goo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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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上海長江河口科技館 

上海長江河口科技館位於吳淞炮山濕地公園中，主要由政府與學

術團體合作項目，該科技館在 2011 年 10 月 18 日正式完工啟用。 

 

 

 

 

 

 

 

 

 

館內主要以長江河口文化及歷史演變為背景，並以科學教育、海

洋研究及休閒娛樂並重之科學技術推展之專業主題示場館。相關

展覽內容中，皆以「水」為主延伸至長江河口的自然生態、科技

應用及人文歷史等知識展示推廣，且具有許多體驗式互動設施，

讓參觀者如親臨現場般逼真，也留下深刻印象成功達到教育意

義。  

 

圖 6 上海長江河口科技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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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綠地江橋保障性住房基地 

 

 

 

 

 

 

 

 

 

 

上海市大型居住社區江橋基地位於嘉定區江橋鎮西南部，西臨嘉

閩高架橋和京滬高鐵間，南至愛特路北至鶴旋路，佔地面積約

50 公頃，總建築面積約 67 萬平方公尺，目前皆已全部動工，當

中先後獲得「第六屆上海市優秀住宅評選規畫建築獎」、「2010

年上海市四高優秀小區」、「綠色建築設計標識一星級」、「全國綠

色建築創新獎」、「2011 年中國首屆保障性住房設計競賽三等

獎」、「上海市新建高標準節能示範項目」等殊榮，基於保障性住

房的特殊性，在同等條件下，上海市政府亦給予一定幅度之政策

配套措施，市府財政上並且支予最高限額 500 萬人民幣的補貼，

成功展現保障性住房、持續性住居與綠色建築間的示範意義。 

 

圖 7 江橋基地保障性住房模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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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蘇河灣歷史建築保護項目 

依據「蘇河灣地區功能定位深化研究」專案報告指出，蘇河灣地

區東起羅浮路、河南北路，西至長壽路橋，南至蘇州河，北至交

通路，面積約達 3 平方公里，地處蘇州河中心城區發展帶核心

段，是上海沿江沿河開發軸線上的關鍵樞紐帶，該地區曾是上海

資本產業搖籃（集聚 17 家銀行金融機構、圖書館及影片製作公

司），歷史文化資源充裕。 

上海城市新地標：「上海 ABLE 都心」。蘇河灣地處上海市地理位

置屬核心重點，交通面向是五線交會、五流匯集的交通門戶。在

多元化、開放的城市規劃格局中，蘇河灣將以主動傳承，有機融

合等態勢，為 CBD 注入更強勁的持續動力。 

 

 

 

 

 

 

 

 

圖 8 蘇河灣未來規劃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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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上海水岸空間規劃 

上海的外灘是 19 世紀中葉上海租界區，也是整個上海近代城市

開發的起點。2010 年上海外灘改造工程完工，成為上海結合歷

史街區與城市水岸的新觀光勝地。隔岸對望陸家嘴金融貿易區，

上海外灘地區的開發象徵這座城市對於水岸的具體想法：以行人

為主、結合商業及服務等完善機能的開放空間。 

 

 

另外，位於上海市中心南方、歷經 2010 世界博覽會的洗禮，鄰

近黃埔江的水岸世博公園也正面臨下一階段的更新。在各國展覽

館遷移後，世博公園保留了相當程度的開發印記，卻只剩下綠化

的水岸開放空間，如何結合既有的大型建設賦予其新的空間定

位，成為此區最重要的課題。 

 

 圖 10 世博公園水岸規劃模擬圖 

圖 9 上海外灘規劃模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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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主要心得 

3.1 住居政策及論文借鏡 

茲彙整研討會其他值得借鏡參考之論文內容，分別說明如下： 

「推動創新 持續發展-香港房屋委員會的經驗」：房委會的工作目

標，是建造市民大眾可負擔的優質房屋，以應付社會的住屋需求，同

時確保公共資源有效運用；該委員會以下列主題推動公共租住房屋，

以達到持續發展的目標： 

項次 主題 內        容 

a 有助於社區凝

聚力的居住環

境 

1. 根據可持續發展的原則規劃城市 

2. 微氣候研究：便利設計師順應自然設計發展項目 

3. 通用設計：多功能感應地圖及分級光度照明系統等

優化措施 

4. 使用隔聲窗和露台設計緩解噪音 

5. 社區參與：設計以關懷為主 

b 可減低市區熱

島效應的綠化

環境 

1. 綠化天台 

2. 預制垂直綠化板 

3. 生物滯留雨水收集澆灌系統 

4. 生態研究和利用原生植物 

c 節約建材 1. 綠化海泥做原地回填 

2. 環保海泥磚 

3. 廣泛使用立體預制浴室 

4. 在預制混凝土建築工程採用環保物料 

5. 廢物利用-挖掘石塊作回填物料/混凝土碎屑循環作

一般填料/含有再造玻璃和碎石的混凝土鋪路磚 

d 衛生的水管與

排水設施，節水

節能 

1. 共用 W型聚水器系統 

2. 天面雙水缸 

3. 研製發光二極管凸面照明燈具 

4. 昇降機的再生電力-永磁的使用 

e 可持續發展的

創新設計 

1. 生命週期成本及評估，碳排量估算 

2. 評估 1992 年以後落成的樓宇使用年限 

3. 採用建築環境評估標準（BEAM Plus）和中國環境標

誌計畫進行評估 

4. 活化再用和文物保育 

f 鼓勵公屋居民

實踐綠色生活 

1. 樓層住戶進行廢物原料分類 

2. 結合環保團體辦理綠色生活推廣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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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住宅設計的三次轉型 以上海為例」：中國住房體系自 1949 年 

      後歷經以自有、出租的市場住房體系轉向到公有的福利房體系、改革開放   

      後轉向市場化商品住宅體系、近年來逐步轉向到保障性住房及商品房並存 

      之三次重要轉型，因此，住宅規劃品質由依賴建築師的素養轉化到建立完 

      整的控制體系，住宅設計則以簡單到豐富及面臨多元發展的新要求，提出 

      中國住宅面臨轉型的挑戰與問題，並倡導以「規範鬆綁、型式多樣、生態 

      思想、美學質量」為核心發展思路： 

項次 設計思路 內       容 

a 規範鬆綁 目前許多規範呈現時效上的滯後，建議針對建蔽率、綠覆

率、住宅面向及退縮間距的束縛應逐步為住宅的創新設計

鬆綁。 

b 型式多樣 住宅發展面臨居住方式的混合多元化議題，建議以高密度

城區為背景，舉辦住宅設計創新競賽，不僅可推動形式多

樣化發展，也可引導住宅產業朝向多元化發展的啟示性作

用。 

c 生態思想 適宜性生態技術在住宅之應用為大三次轉型急需突破及

研究之課題，需要政府、開發商及設計者之合作與支持，

建議參照德國現行的建築法規，將 1％的住宅建造投資留

做生態技術發展的費用，是一條有效的策略。 

d 美學質量 美學對於當今中國住宅具有社會文化之深層意義，以「地

域性」、「個性化」為代表的創新探索已有不少成功的案

例，但城市美學需要政府於都市設計、形式創新等方面的

管理與監督，才能獲得普遍性之作用。 

          「多學科技術方法於城市綠資源評價」：植被覆蓋退化是引發城市微   

      氣候變化的主要原因之一，地理信息系統(GIS)與遙感遙測(RS)等技術近   

      年來用於城市綠資源的調查與分析，增強了調查與評估結果的科學性與準 

      確性，本文總結提出大、中、小尺度綠色空間規劃的技術方法，其成果可 

      作為當前城市規畫中生態、環境等課題提供技術借鑒，同時也推動科學量 

      化手段支持的城市規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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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尺度 綠色空間規劃之技術方法 

a 大 參考數值摸擬技術對於宏觀氣候的預測結果和衛星遙感影響的

解讀，可以引導率資源規劃宏觀政策之制定。 

b 中 綠地規劃可借助 GIS 及 RS 技術進行科學分析、預測和模擬，從

而指導規劃；此一尺度下對於綠資源的思考往往是多方向性

的，GIS 及 RS 系統強大的數據管理及分析功能，可幫助實現基

於不同目的之綠資源規劃研究。 

c 小 在微尺度的居住規模下，綠資源以樓旁綠地及遊憩綠地為主；

計算地表日照時數，結合植物生長習性，可以合理計算和設計

植物物種和綠地的空間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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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案例考察心得 

3.2.1  上海吳淞砲台山濕地森林公園 

吳淞炮台山濕地森林公園位處上海東北近郊寶山吳淞地區，腹地

約達 53.46 公頃，東臨長江、黃浦江，西倚砲台山，沿岸線約達

1980 公尺，呈南北狹長地貌，在戰略地位上舉足輕重，自古至

今仍是軍事要地。 

 

 

 

 

 

 

 

 

 

 

 

 

 

其濕地特色係以生態及文化並重設計理念，有效的將原有濕地利

用設計手法予以保留，透過沿岸大小生態島鏈組合藉由潮汐變化

特色，呈現濕地景觀獨有生態棲息地保護。 

 

 

 

 

 

 

 

圖 11 吳淞砲台口濕地森林公園位置     

資料來源: Google 地圖-©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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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林公園不僅包含濕地景觀，也有 2公頃草坪綠地，昔日原址為

長江灘涂地，早期戰備鋼鐵廠所產生之廢鋼及鋼渣填埋堆築來修

建軍事砲台基地使用，慢慢回填後所造地而成，上海市政府為多

元使用並以傳承所在歷史文化及人文景觀，自 2003 年便開始規

劃建造，並於 2007 年正式落成，提供市民及遊客前往深度旅遊

了解「環境更新，生態恢復、文化重建」理念的教育聖地。 

 

 

 

 

 

 

圖 12 沿岸濕地景觀     

圖 13 親水準臺、砲台紀念水池   

圖 14 濕地森林公園導覽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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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上海長江河口科技館 

上海長江河口科技館位於吳淞炮山濕地公園中，主要由政府與學

術團體合作項目，該科技館在 2011 年 10 月 18 日正式完工啟用。 

 

 

 

 

 

 

 

 

 

館內主要以長江河口文化及歷史演變為背景，並以科學教育、海

洋研究及休閒娛樂並重之科學技術推展之專業主題示場館。相關

展覽內容中，皆以「水」為主延伸至長江河口的自然生態、科技

應用及人文歷史等知識展示推廣，且具有許多體驗式互動設施，

讓參觀者如親臨現場般逼真，也留下深刻印象成功達到教育意

義。  

 

 

 

 

 

 

 

 

 

 

 

圖 15 上海長江河口科技館     

圖 16 科技館相關體驗互動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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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館建築面積為 7707 平方公尺，共設計了五個展示廳（序廳、

資源與環境廳、科研與應用廳、人文與歷史廳、臨時展廳等）展

示約有 51 項內容。 

 

 

 

 

 

 

 

 

建築設計上以建築與環境一體化為訴求，將建築、水及植被等三

個元素以仿生型式融為一體，成為整體景觀設計上所呈現的有機

體，總體設計之概念以「太極魚」意象來表現與長江河口自然與

環境間契合，相生相息的生態理念。建築設計也應用室內環境改

善、節能利用設施、水資源再利用、節能材料資源整合、生命週

期考量等綠建築設計手法進行控制利用。  

 

 

 

 

 

 

 

 

 

在外觀部分，建築量體以簡潔明快為主，由簡潔的量體與周邊環

境形成環繞且富協調關係，當中經由「太極魚」的輪廓納入平面

配置上，再以簡單的直線分割出建築主要出入口框架空間，將自

圖 17 館內展示廳  

圖 18 科技館建築模型與平面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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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生長型態融和到建築 3D 與空間中來體現各主題，入口與展示

空間也正好利用正面挑高空間，搭配魚鱗狀序列之立面設計元

素，來呈現建築公共藝術之美與變幻效果。 

 

 

 

 

 

 

 

 

 

 

 

 

 

 

不僅在建築設計、展示內容訴求皆能與環境結合，其西側牆與屋

頂結合，設計呈橢圓球體之立體綠化（佛甲草）屋面，形成與地

被間的過渡關係，也間接有效降低室內溫度達到省能源功效，當

中也呼應室內空間設計對應之天窗，有效引入自然光並在室內呈

現有趣的光影效果。 

 

 

 

 

 

 

 

 

圖 19 科技館外觀、入口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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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觀該展示館可發現該設計有效將自然、科技與人文採有機式設

計融合於一體，宛如說明著長江河口匯集意義，在屋頂綠化部分

也在施工技術上看到坡度陡峭之屋頂單元覆蓋植被技術的成熟。 

 

圖 20 立體綠化(一) 

圖 21 立體綠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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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綠地江橋保障性住房基地 

 

 

 

 

 

 

 

 

 

 

上海市大型居住社區江橋基地位於嘉定區江橋鎮西南部，西臨嘉

閩高架橋和京滬高鐵間，南至愛特路北至鶴旋路，佔地面積約

50 公頃，總建築面積約 67 萬平方公尺，目前皆已全部動工，當

中先後獲得「第六屆上海市優秀住宅評選規畫建築獎」、「2010

年上海市四高優秀小區」、「綠色建築設計標識一星級」、「全國綠

色建築創新獎」、「2011 年中國首屆保障性住房設計競賽三等

獎」、「上海市新建高標準節能示範項目」等殊榮，基於保障性住

房的特殊性，在同等條件下，上海市政府亦給予一定幅度之政策

配套措施，市府財政上並且支予最高限額 500 萬人民幣的補貼，

成功展現保障性住房、持續性住居與綠色建築間的示範意義。 

 

 

 

 

 

 

 

 

圖 22 江橋基地保障性住房模擬圖 

圖 23 江橋基地電梯集合住宅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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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江橋基地對廉價住宅設計理念上，下了最佳實踐成果展現的

示範共識，陸續也為上海住房帶來「經濟、適用、低碳、宜居」

等思維改革。 

江橋基地針對住房配套項目中，綠地集團率先提出採以國內外先

進規劃理念，以人為本、綠色生態、可持續性發展等基本理念為

核心價值。 

其中，在社區道路部分採以蜘蛛網鏈結構規劃，中心與外圍環道

路徑上便捷方便；鄰里規模以大社區、小組織設計，增強防禦性

與歸屬感。藉由道路空間分時區管理運用機制等，執行彈性停

車、土地集中利用、控制成本。另外，強調節能減碳措施，多方

設置太陽光電系統、雨水回收、中水回收再利用等水資源利用系

統、環保塗料、隔音窗設置等高性能建材、新技術提升等。 

在空間公私領域設計上，採四級物業管理，使社區形成是經由公

共空間到半公共空間、再到半私密空間最後到達私領域之規劃設

計，主要針對心理層面增加社區之安全感與認同感，大型社區以

上述措施努力建設成為高科技規劃、合理持續性配套、環境永續

利用及工程品質管控等優質化示範工程。 

     

 

 

 

 

 

 
圖 24 江橋基地全區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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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蘇河灣歷史建築保護項目 

依據「蘇河灣地區功能定位深化研究」專案報告指出，蘇河灣地

區東起羅浮路、河南北路，西至長壽路橋，南至蘇州河，北至交

通路，面積約達 3 平方公里，地處蘇州河中心城區發展帶核心

段，是上海沿江沿河開發軸線上的關鍵樞紐帶，該地區曾是上海

資本產業搖籃（集聚 17 家銀行金融機構、圖書館及影片製作公

司），歷史文化資源充裕。 

上海城市新地標：「上海 ABLE 都心」。蘇河灣地處上海市地理位

置屬核心重點，交通面向是五線交會、五流匯集的交通門戶。在

多元化、開放的城市規劃格局中，蘇河灣將以主動傳承，有機融

合等態勢，為 CBD 注入更強勁的持續動力。 

 

 

 

 

 

 

 

以蘇河灣的地理位置、產業和文化歷史，將其定位為構建上海

ABLE都心（Amenity宜人，Business商務，Life生活，Environment

環境）為目標，打造為上海中心城區北區之核心 CBD 功能擴展

區、蘇州河兩岸綜合開發的示範亮點和歷史文化的古蹟展示點。 

該地區擁有其獨特不可複製的經典海派歷史文化特色，未來將規

劃重點以推動表演、娛樂展演和休閒等三個文化創意產業，促使

蘇河灣成為國際文化河灣之新地標。 

 

 

 

 

圖 25 蘇河灣未來規劃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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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地標除了需要有優越地理位置外，更應包含城市應有的文化

發源地特色，以改變城市面貌，亦傳承其文化精神雙重要求，帶

給創新的都市發展策略上一股活力。 

 

 

 

 

 

 

 

 

其中，華僑城蘇河灣將一座老建築物（怡和打包廠）改造規劃為

展示中心，一樓以規劃特色、產品體驗展示；二樓主要提供辦公、

休閒等集會場所；三樓則是提供藝術創作者的工作室空間。 

歷史與現代匯聚、文化與商業融合，將是蘇河灣歷史建築保護項

目中，對「上海中心區域地標」的最新演繹。 

 

 

圖 27 怡和打包廠 

圖 26 蘇河灣規劃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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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 河灣「上海中心區域地標」模擬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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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  上海水岸空間規劃 

上海的外灘是 19 世紀中葉上海租界區，也是整個上海近代城市

開發的起點。2010 年上海外灘改造工程完工，成為上海結合歷

史街區與城市水岸的新觀光勝地。隔岸對望陸家嘴金融貿易區，

上海外灘地區的開發象徵這座城市對於水岸的具體想法：以行人

為主、結合商業及服務等完善機能的開放空間。 

 

 

另外，位於上海市中心南方、歷經 2010 世界博覽會的洗禮，鄰

近黃埔江的水岸世博公園也正面臨下一階段的更新。在各國展覽

館遷移後，世博公園保留了相當程度的開發印記，卻只剩下綠化

的水岸開放空間，如何結合既有的大型建設賦予其新的空間定

位，成為此區最重要的課題。 

 

 圖 30 世博公園水岸規劃模擬圖 

圖 29 上海外灘規劃模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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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外灘的水岸改造工程，始於 2008 年，第一階段首先拆除該

區原有的高架彎道，減少視覺上的阻隔及城市-水岸間的藩籬；

第二階段重點則是將原有 8車道縮為 4車道，增加外灘的公共步

行道路與綠地空間。最後則是興建地下隧道，將通過本區的快速

車流地下化，藉此達到車速分流並提昇行人空間品質的目的。 

 

 

改造過後的上海外灘水岸，空間序列為商業區-低速車流-步行區

及綠帶-水岸觀景區（下方為商業及服務空間），除保有與城市的

高度連結性與穿透性，也提供水岸空間適度的隔離性，將水岸活

動品質提升到另一個層次。在考量黃埔江洪患的潛勢下，外灘水

岸選擇架高並減少直接性的親水空間，取而代之的是寬闊的臨水

步道，視覺上保留歷史建築群與對岸現代化大樓的景觀品質，隔

離綠帶的存在也適度降低了車流噪音與粉塵的影響。 

圖 31 上海外灘水岸全區景觀 

圖 32 上海外灘車道-人行綠帶-水岸空間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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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上海外灘水岸架高後，該區域服務性的商業空間如商店、

碼頭設施及停車場等，置放於高架水岸的下方，除緊鄰人行開放

空間及水域外，也降低該等服務空間的阻隔性及特異性。 

 

 

 

圖 33 外灘水岸遊憩空間 

圖 34 上海外灘水岸服務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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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整體效益而言，上海外灘水岸空間的改造可說是相當成功，這

點從日以繼夜不分時段的無數訪客造訪可見印證。該案例雖未將

商業空間緊密結合，但藉由鄰近空間的高度可及性，有效拓展鄰

近商業街區版圖，並將該區域有效率地加以整合，使外灘水岸空

間不再自外於都會空間，塑造高度層次化的都市活動空間，並使

水岸視覺效果成為實質空間的活動端點。 

 

 

 

 

 

 

 

 

 

 

 

 

 

圖 35 上海外灘水岸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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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上海外灘改造的成功，世博公園的水岸則面臨開發空窗期的

窘境。在 2010 上海世界博覽會各展館相繼拆除或遷移後，世博

公園此刻變成一處無特定活動的水岸綠帶，雖然週邊仍有大型建

築作為活動會場，但以區域發展而言，前述活動仍屬點狀，無法

將是世博公園水岸做區域性整合及連結，使各自活動效益無法帶

動區域發展。 

 

 

鑑於上海都市開發如火如荼，世博公園水岸是否能排入上海下一

個階段的開發計畫，以目前該區域顯示的情形，仍將是一個問號。 

 

 

圖 36 世博公園水岸綠帶 

圖 37 世博公園水岸親水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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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建議事項 

4.1 建議事項  

1. 「海洋文化及流行音樂中心」水岸空間除商業效益外，仍應考量市

民對於開放空間之使用需求，以使用率帶動商業的方式，以達成空

間效益最大值。 

 

 

 

2. 水岸空間之留設應考量有效銜接各建築物或廣場，以匯聚人文活動

並提昇各空間可及性。 

 

 

 

3. 水岸空間沿街面應以行人為主，圍塑慢活空間氛圍，減低道路車流

影響，俾提昇水岸空間品質。 

圖 38 上海外灘水岸休憩空間 

圖 39 上海外灘前商業街廓及人行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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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具體措施 

1. 「高雄厝設計準則」建議提昇至都市設計審議層級 

    市府目前以工務局主導推行高雄厝環境改造運動，提出人親土親的

風土地景營造概念，並以「高雄厝十大設計準則」、「高雄厝認證標章」、

「高雄厝在地設計者培訓工作坊」等法令工具及專案計畫執行，然設計

準則倘以城鄉風貌營造觀點視之，屬於外在環境品質規範，應當提昇至

都市計畫及都市設計審議層級，委員審議應避免侷限於容積獎勵或總量

管制之思考，都市與建築風貌應當回歸因地制宜、族群聚落文化、社會

生活的本質美意，並應納入民眾參與公共事務機制；至於傳統文化及活

動等屬於都市體驗及意象，仍得以「高雄厝在地設計者培訓工作坊計

畫」，繼續加強在地設計者之培訓及地方文史資料蒐集、永續人文環境

營造等工作，建議納入都市發展局之社區營造資源，以高雄厝種子設計

師及社區規劃師為溝通媒介，充分反饋常民意見並參與公共政策研議。

高雄厝計畫執行架構建議如下表： 

表 1 高雄厝計畫與法令管理位階對應表 

城鄉結構 城鄉風貌與設計因子 法令管理對應及策略 

      地盤 地景 

獨特性歷史區域 

 

開放空間---------廣場 

                 公園綠地 

                 邊緣空間 

對應：「高雄厝十大設計準則」 

都市計畫、都市設計審議、分區管制 

策略： 

對於外在環境品質之規範與位階應當提

昇至建築管理之上；另建議劃定都市設計

地區作為高雄厝設計準則之示範地區。 

      土地 都市平面與紋理 

 

都市空間—-------街道 

 

      建築 單體歷史建築物 

 

其他歷史元素 

 

對應：「高雄厝標章認證機制」 

高雄市綠建築自治條例、光電建築法令 

策略：建管法令基於公共安全管理，以

防火、逃生、結構、安全等考量為主，

得配合城鄉風貌營造主軸協助建築物

取得標章認證。 

 傳統文化 

 

都市活動 

對應：「高雄厝在地設計者培訓」 

社區營造、民眾參與機制 

策略：著重生活美學及永續教育之宣導 

 

體
驗
型
態
關
係 

建
築
型
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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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 

城
市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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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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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际案例映照「亚洲新湾区」 

苏志勋  李宗霖 

（高雄市政府工务局新建工程处） 

摘要： 本文列举国际类似港湾开发案例，藉由计划与方法的分析探讨，论述「亚洲新湾区」发展计划的价值与

隐忧，型塑高雄港湾城市下一个百年荣景。 

关键词： 高雄 港 水岸 都市更新 亚洲新湾区 

 

1 引言：高雄与港 

高雄港的填筑与兴建，从文献上的记载至少可以追溯至公元 1904 年[1]。百年来，高雄港为高雄

市型塑独特的港湾城市个性，也与高雄历史发展密不可分；从糖业出口的枢纽、农产品贸易的转运

站、商业发展的命脉、重化工及军事产业的据点以至国际贸易运输的亚太区域节点，高雄港角色的

转变带动高雄市不同时期的产业定位。时至今日，因应外围国际港域竞争的挑战及产业型态的改变，

高雄港区的机能面临重新定位，高雄港的软硬件结构也随之改变。 

即便高雄港区的经济能量不若以往，其营运结构更迭仍然会带动城市产业的剧烈变动，例如过

去数十年间风靡高雄港区的进出口贸易、造船、拆船及五金工业等，因应时代的演进而兴衰没落，

各种别树一格的都市风貌也随之出现与消失。军港与进出口贸易繁盛的年代，创造出盐埕区各大舶

来品市集与繁华的夜生活；拆船业巅峰的年代，造就公园路五金街的城市意象；如今繁华落尽，港

湾的外围区域也跟着高雄港一同寻找下一段历史定位。 

依据高雄市政府 2007 年出版的「高雄港地位变化对高雄市经济发展之影响与因应策略」研究

分析，高雄港营运每成长 1%时，可带动南部地区总产值 1.57%的成长；而当南部地区总产值上升

1%时，高雄市产值便可连带增加 0.36%[2]。换言之高雄港营运每成长 1%时，高雄市的产值约可增

加 0.57%。正因高雄港之于高雄市是如此重要，高雄市政府进而于 2012 年提出「亚洲新湾区」的发

展计划，冀望成为高雄海湾特区的未来发展蓝图，型塑下一个「海洋城市」的愿景。 

2 新世代港湾经济结构带动的城市巨变：浅谈「亚洲新湾区」 

邻近高雄港区的高雄市区，是属于城市发展较早、较为古老的区域，相对而言其都市结构与建

筑型态也较为古老而松散，生活机能的衰颓与经贸发展的停滞是当下需要被解决的课题。 

高雄港市的管辖型态，一直以来是由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分治，高雄港及港区隶属于交通部航

港局及台湾港务股份有限公司①管有，港区以外的后线土地则归属高雄市政府辖区。在过往的发展

历程中「港」与「市」可说是各自独立而又相辅相成：港埠发展高度密集的工商业，城市则扮演腹

地提供人力物力的补给。近年来因高雄港区船舶大型化趋势及经济转型，迫使商港功能圈逐步外移，

邻近城市的港区因而释出成为可再发展的港湾腹地。1998 年起，为确立港区及其腹地转型发展的基

础方案，高雄市决定将前镇工业区、加工出口区及港区规划转型为以文化休闲、经贸发展及仓储转

运使用为主轴的「高雄多功能经贸园区」，占地共计约 590 公顷。自此，港区逐步开放给市民，

进而于 2005 年破除围墙，让昔日封闭的港区超脱传统商港的型态成为高雄居民新的开放性活动场

域。 

                                                        
① 前者于 2012 年新成立，后者同年由交通部高雄港务局改制为公司，使行政监理与经营分立。 



 

 

可持续城市发展与保障性住房建设 

2 

「高雄多功能经贸园区特定区」是高雄市为配合中央政府亚太营运中心政策，并整合经济部加

工出口区转型发展之仓储转运专区计划、高雄港整体发展计划等，规划临港地区土地以发展制造、

海运、仓储、经贸及休闲等特定事业的特定区计划。此一特定区计划也成为现行「亚洲新湾区」的

基本方针，于 1999 年正式实施[3]。「高雄多功能经贸园区特定区」以三大专用区为主轴，计划容纳

住居人口 13,000 人（特定文化休闲专用区 1,600 人、特定经贸核心专用区 11,400 人），为高雄城市

核心地带提供新开发、生活机能完善的住居区域。 

本区计划以高雄港旧港区及周边土地为基础、政府公共建设投资为优先、景观建筑为焦点、经

济发展为目标，打造出具国际港湾投资开发的「亚洲新湾区」，并藉此带动城市整体的发展。其中

在公共建设投资方面将以五大国际建设为指标，藉由挹注高额政府资金以获得以下主要效益[4]： 

(1). 带动港区周边未开发土地：现有港区周边估计尚有约 100 公顷土地未开发土地，未来将陆

续规划供旅馆、购物、办公、会议等使用。 

(2). 植基港湾带状文化创意圈：结合旧港区仓库改造而成的艺术特区及新建置的文化设施，赋

予港湾文化创意圈特性并吸纳相关产业群聚。 

(3). 加速港区已开发土地转型：高雄港外围已开发区域将依据新产业结构进行转型及更新。 

(4). 带动新一波城市经济发展：港区更新建设完工后至少可创造 8,000 个以上的本地就业机会，

同时藉由大量旅客人潮往来，创造经济发展的机会。 

(5). 提升高雄国际投资能见度：本区将是台湾新的城市地标，藉此吸引全球外商投资。 

表 1 「高雄多功能经贸园区特定区」三大专用区一览表 

专用区名称 使用面积 主要产业、机能及内容 

特定文化休闲专用区 约 75.94 公顷 以水岸休憩、地区商业及文化设施为主 

特定仓储转运专用区 约 310.61 公顷 以物流仓储、加工转运为主，为多功能经贸园区的经济

基础 

特定经贸核心专用区 约 202.08 公顷 以经贸外围辅助机能为主，引入购物中心、办公大楼、

住宅及文教服务等 

表 2 「亚洲新湾区」五大国际建设一览表 

计划名称 指标 经费（新台币） 计划内容 

海洋文化及流行音

乐中心 
休闲；文化 约 50 亿元 兴建 5,000 席室内表演厅、12,000 席户外表演

场、小型室内展演空间、流行音乐展示区、流

行音乐育成中心及海洋文化展示中心等 

高雄港埠旅运中心 交通；观光 约 28 亿元 兴建旅客入/出境空间、联合服务柜台、登船廊

道、船舶交管中心、办公空间、国际会议厅等，

可接驳 5400 名旅客大型邮轮 

高雄市立图书总馆 教育；文化 约 15 亿元 兴建儿童阅览区、书库、数位阅读展示区、阅

览区、演讲厅、小剧场、行政空间、复合商业

空间等，预计藏书达到 50 万册 

高雄世界贸易展览

会议中心 
商业；观光 约 30 亿元 兴建 1,500 个标准展览摊位、2,000 人会议室及

800 人等大小会议室数间 

高雄环状轻轨 交通；观光 第一阶段约 68
亿元；总经费

约 165 亿元 

配合高雄港区经贸发展及市区交通建设，水岸

段串联新湾区四大国际建设，以连结港区水案

发展；环状段构建整体运输路网及接驳运输，

促使提高大众运具服务水平及使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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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漫谈国际案例 

湾区的开发无论是进行式或完成式，在城市更迭的历史包袱下抉择与取舍是无可避免的；然而

在西方都市设计理论与实务的长年发展下，可以比较容易探寻出湾区开发的脉络，也藉由其他案例

的实验成果映照高雄「亚洲新湾区」计划，以提升开发效益并避免不必要的错误与风险。 

3.1 稳定发展的行人旅游天堂：达令港（雪梨，澳洲） 

Darling Harbour，中文译名为「达令港」，又被称为情人港，为今日澳洲雪梨的主要休闲游憩

观光港湾。达令港水域部份以海扇湾为核心，陆域部份则以包覆海扇湾的 U 型区域及海湾南侧后线

土地为主，其后线影响深度最远可达 800 公尺。 

达令港之名称源自于 1825-1831 年间的新南韦尔斯（New South Wales）总督 Ralph Darling 中将。

该港区原为雪梨主商港之一，以新南韦尔斯州铁路中央调车场和货物中转站为主体，为当时陆域运

输的终点站、水陆转运的枢纽。1980 年后，因城市发展及运输业型态改变，货物中转站移往他处致

使本区释出大量闲置空间，进而经新南韦尔斯公共工程部建议重建本区为行人及旅游专区，揭开当

代达令港的序幕。 

达令港转型为行人及旅游专区至今已近 30 年，相关商业、办公及游憩设施历经多次发展及再

造，整体环境趋近成熟。港区内现有 Paddy’s Market 市集、澳洲国家海事博物馆、雪梨水族馆、

雪梨会议展览中心、各式购物商场及餐厅等设施，服务内容涵盖民生、商业、办公、休闲及观光等

广泛的层面；其中雪梨会议展览中心曾作为 2000 年雪梨奥运及 2007 年澳洲亚太经合组织会议

（APEC①）主会场[5]，充分显示本区厚实的服务能量。 

由于达令港的发展方向明确且稳定，港区的影响力也持续往市中心老旧区域渲染，结合都市更

新的同时也持续扩张港区行人旅游天堂的版图。甫完成的达令街区[6]（Darling Quarter）便是港区的

新生腹地，同时也将港区生活机能与市镇中心串连；藉由缜密规划的开放绿带、活动空间及住宅、

商办等，达令港成功衔接雪梨市中心既有的商业与居民活动，使港区随着时间成功与市区融为一体。 

达令港自始选择以行人为主的策略，成功塑造本区独特的空间个性，同时也提升本区的商业消

费能力，使各色餐厅、商场、公园、博物馆、电影院等多种型态的空间汇聚于此，成为雪梨最知名

的观光景点之一。达令港的影响力仍在向外扩张，下一步计划是在 2020 年前完成东达令港的再开

发，届时达令港将再增添 18 公顷、以绿化空间为核心、住宅商办为辅的腹地[7]。 

3.2 国家尺度下的全时复合活动场域：滨海湾（新加坡） 

Marina Bay，中文译名为滨海湾，位于新加坡南部中央区域，西侧邻接新加坡市中心，东侧则

为新加坡河及芽茏河（Geylang River）出海口。Marina Bay 的建设目标是提供一个 24 小时、全年无

休的活动场域，让居民可以在此享受这个城市所提供一切有关生活、工作与休闲的活动与机会。 

新加坡是一个海岛国家，土地面积不足一直是该国的先天限制；另外由于新加坡境内无高山，

淡水来源成为另一项重大的民生课题，也迫使新加坡政府不得不在有限的国土上辟建多个大型储水

池， Marina Bay 计划于是在 1970 年代应运而生。Marina Bay 计划预计在新加坡河出海口与海洋之

间辟建出一个新的海湾特区，结合出海口处 2008 年完工的滨海堤坝（Marina Barrage），使本区不

仅成为一个新的多元生活圈，也为市区提供防洪功能并成为新加坡第 15 座大型储水池[8]。 

本区的发展主轴主要有三：探索（Explore）、交流（Exchange）及娱乐（Entertain）。首先，

藉由各式优质住宅与市中心生活圈无缝接轨，让居民在以 3.5 公里长水岸步道所围绕的新开发区中

探索新的生活型态；其次，藉由倍增本区商业版图，提供高达 282 万平方公尺的办公空间，打造本

区为亚洲金融集散地，领衔世界商业与创意的交流；最后，则藉由汇聚本区的滨海艺术中心

                                                        
① 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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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planade）、鱼尾狮公园（Merlion Park）、水岸浮动舞台（The Float@Marina Bay）、各种购物

中心及 2010 年甫开幕的滨海湾金沙园区（Marina Bay Sands Integrated Resort），提供各种休闲娱乐

活动的选择，使本区成为一个多采多姿的娱乐专区。 

为达成本区的发展目标，新加坡政府以 URA①为主导机关，综理一切 Marina Bay 的开发计划[8]。

URA 综理新加坡所有国家土地使用规划与保存，以国家整体发展的宏观态度一并考虑所有关键的基

础建设与投资机会。为了建立 Marina Bay 成为一个生活｜工作｜娱乐合一的区块，URA 不仅戮力

于硬件建设，更透过与其他政府部门及民间力量合作，打造各色活动与庆典，终使滨海湾生活区无

缝接续新加坡市中心生活圈，扮演城邦永续发展的商业经济枢纽。 

3.3 人力交通与生态开发至上的模范未来城区：汇流点新市镇计划（里昂，法国） 

里昂虽然是个内陆城市，但是位居两条河流汇聚处的里昂核心地带更新计划也许可以带来不一

样的启示。相较于其他案例，法国里昂的汇流点新市镇计划（Lyon Confluence）显得较为朴实无华，

既没有国际级艺术展演中心进驻，也没有五光十色的商场赌场夜夜笙歌，但其务实而精确地以提升

空间品质、改善生活机能的方式，改造都市空间并吸引外来居民移入，反而提供了当代都市再发展

一条较为伸手可及的道路。 

大里昂地区是个有 140 万居民的聚合城市，以里昂市为核心拥有许多卫星城市，是法国第二大

的都会区；里昂市则是法国的第三大城市，位处法国、瑞士与意大利交界处。里昂市的核心地带是

个半岛，由隆河（Rhône）与索恩河（Saône，台译苏因河）冲刷而成。半岛北侧是人口稠密、广场

及商店街林立的住商混合区；以 Perrache 车站（Gare de Lyon-Perrache）为界、铁公路系统东西贯串

切割而成的半岛南侧是轻工业及运输物流业盘据的区域，除了水岸被重度建设为河港航运码头外，

本区东北角更矗立着兴建于 19 世纪中期的圣保罗监狱（Prisons Saint-Paul et Saint-Joseph，已于 2009
年关闭并移走全部人犯）。Lyon Confluence 计划便是针对此半岛南侧区域的都市更新计划。 

以里昂市中心而言， Lyon Confluence 地区类似”后火车站”的市镇区位，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

一直是工业、运输物流等专用地区，河岸因工商业建设而高度人工化。然而无可避免的，如此曾经

发达忙碌的地区也在产业型态与需求的改变之下，被迫寻求新的定位；曾经满布器械的的河岸，也

终于有机会回归它原有的自然面貌。 

SEM Lyon-Confluence，一间 1999 成立的半官方公司，担任 Lyon Confluence 计划的主要协调角

色，将里昂城市开发的版图延伸至市中心半岛南方 Perrache 车站以南至两河汇流点的 150 公顷土地。

本计划同时试图打造正能源建筑与街廓②，这个意图并非建立在铲除既有的建筑环境，而是要充分

利用并改善之。本区在商业、住居比邻的情况下，是结合住宅、商店、办公室、博物馆、休闲中心

与大学的绝佳场所。本计划于 2004 年荣获「European Concerto」计划首奖，该奖项是基于京都议定

书、为倡导结合高度环境品质与再生能源利用等生态环境保育建设而设立。Lyon Confluence 地区同

时也被法国生态及永续发展部列名为生态发展区，并被世界自然基金会（World Wide Fund for 
Nature）认可[9]。 

此计划可视为新世代城市发展的完美典范，第一阶段计划始于 2003 年，主要开发地区为索恩

河岸外围（本区西岸及南侧部份），土地面积约 41 公顷，目标建立 1700 个家庭单元，并提供 22.5
公顷的开放空间（超过本阶段开发区范围 50%），预定 2015 年完成，使本区除了汇聚各色住宅、

办公室及商业区外，也能保有充分的活动空间与优质的居住环境；第二阶段计划则于 2010 年启动，

主要开发地区为 Perrache 车站外围及隆河岸外围（本区东岸及北侧部份）的建筑密集区外，将在 35
公顷的土地上建制 2000 个住宅单元，其中 30%的既有建筑物将被保存，而位于本阶段开发区的原

圣保罗监狱则将由里昂天主教大学（Université Catholique de Lyon）进驻，整体计划预定 2025 年完

成[10]。 

                                                        
① Urban Redevelopment Authority，都市再发展局。 
② 指建筑自产能源高于其消耗量，可大幅减少外在能源需求，避免因开发而大幅耗损自然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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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海海人生：杂谈城市水岸开发效益 

由前述实例可印证，整合水岸空间的都市再开发对一座城市可能带来无比的正面效益，无论是

海港或河港，以现今的都会生活型态及发达的观光产业，水域外围开发都是都市的重要课题。对高

雄市这座长期港市分离的虚幻海港城而言，「亚洲新湾区」开发计划对城市发展的各个层面将有可

预期的效益。 

4.1 带动产业转型与观光效益 

产业转型与都市更新其实存在着鸡生蛋、蛋生鸡的矛盾；在复杂而环环相扣的情形下，很难断

定究竟是产业转型去推动都市更新，抑或是都市更新才带动产业转型，但无论如何两者必须相辅相

成。虽然未来高雄港市的管理权属依旧分属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但行政区划无形，居民实际感受

才是有形。最首要的有形感受，当然就是那长年不得其门而入的「海湾」，继之而来的则是「海洋」

与「湾区」所带来商业、文化、经济、观光的连锁效应。港市的缝合带来的不仅是生活空间的扩张，

也进而对生活模式与型态产生巨大的化学变化。首先，海湾空间对都市景观增添更丰富的转变，对

城市观光提供更大的诱因，也随之牵动外围商业的成长；其次，随时代进步而衰颓的港湾设施也可

随着旅游版图的拓展而更新，无论主要对象是外来客（例如观光码头）或是本地居民（例如文化设

施），对于捉襟见肘的都会空间无疑是带来更多发展的可能性。 

4.2 住居空间质量提升 

随着时代的进步，人们对于生活的要求也日渐增多，除却基本的食衣住行，新时代的生活所要

求的是更高的居住环境质量，或者在既有的质量下降低对环境的负面影响以维护生存环境的永续

性。当代港域的开发计划便是藉由老旧环境的更新与开放，提供拥挤密集的都会区宽广的活动空间

及休闲场域，同时也提供更多的住宅与商办机能，以提升既有都会空间的生活质量。 

4.3 长远的城市发展正向循环 

城市发展的理论与观念会随着时代的演进而不断进步，在此同时世界各地的新兴城市或都市更

新也在不断地实验并印证其效益。都市发展往往非一蹴可及，因此会有新旧街区开发时程的差异，

新街区的产生往往试图去解决旧街区所衍生的某些问题，或意图改善旧街区的缺憾。此外，对一座

富有历史的城市而言，都市更新与空间再造是无可避免的。如果一座城市的更新必须挥弃过去，那

这座城市将永远无法累积深度与内涵。托港区转型的福，过去我们感到陌生的海湾正逐渐回到高雄

市的怀抱，在新建筑物成长的同时，我们仍有机会体验到过去港湾地区的荣景。对于长久生长在这

里的居民，唤起共同回忆与都市认同；对于新来乍到的访客与新住民，也能提供相符合的机能空间

与城市印象，相辅相成的情况下才能引导城市发展朝向更长远更正确的方向前进。 

5 结语：港与高雄 

「亚洲新湾区」是高雄这座城市现阶段第一个需要更新与再造的区域，在这个区域必须提出综

合的整体计划并引进相关的产业来带动城市发展。 

高雄市未来数十年的发展命脉，有一部分应可说是系于「亚洲新湾区」。若「亚洲新湾区」计

划执行成功，水岸开发及港市实质合一的突破必可为高雄市带来庞大的观光效益与产业吸引力，进

而带动商业与住居人口的引进，除实质上带给高雄市的空间与软硬件建设外，也可为其他区域的都

市更新立下标竿。 



 

 

可持续城市发展与保障性住房建设 

6 

International Cases’ Reflections for New Bay Area in Kaohsiung 

Chih-Hsun SU, Tsung-Lin LEE 
(Construction Office, Public Works Bureau, Kaohsiung City Government) 

Abstract: The paper lists the international similar Harbour development cases, by analyzing and discussing the plan and 
the method, to recount the value and the worries of the development program of New Bay Area in Kaohsiung, 
and to shape the prosperity of the next century of Kaohsiung City. 

Keywords: kaohsiung, harbour, waterfront, urban renovation, new bay area 

参考文献 

[1]  郑德庆(总编辑). 漫画高雄历史. 高雄: 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2004. 

[2]  陈存永, 吴嘉昌, 黄育仁. 打造亚洲新湾区: 土地使用和轨道建设的整合型发展计划. 城市发

展半年刊. 第 13 期. 高雄: 高雄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 2012. 

[3]  高雄市政府都市发展局. 变更高雄多功能经贸园区特定区主要计划(第一次通盘检讨). 2005. 

[4]  王启川, 吴哲玮. 高雄港湾再造 - 亚洲新湾区. 城市发展半年刊. 第 13 期. 高雄: 高雄市政府

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 2012. 

[5]  Wikipedia. Darling Harbour. [2013-4-7]. http://en.wikipedia.org/wiki/Darling_Harbour/. 

[6]  Lend Lease Funds Management Ltd ATF Darling Walk Trust. Darling Quarter | a world class, 
vibrant new community precinct in Darling Harbour. [2013-4-7]. http://www.darlingquarter.com/. 

[7]  Barangaroo Delivery Authority. Barangaroo - A place for Sydney to celebrate. 2012 [2013-4-7]. 
http://www.barangaroo.com/. 

[8]  Urban Redevelopment Authority Singapore. Marina Bay. [2013-4-7]. http://www.marina-bay.sg/. 

[9]  A. Bianchini,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In the heart of Greater Lyon: Lyon Confluence, a 
unique urban project at the gateway to Europe. 2012 [2013-4-7]. 
http://www.diplomatie.gouv.fr/en/france/welcome-to-france/dossiers-6976/article/in-the-heart-of-greater-l
yon-lyon/. 

[10] SPLA Lyon Confluence. Lyon Confluence. [2013-4-7]. http://www.lyon-confluence.fr/. 



 
第十届中国城市住宅研讨会·中国上海·2013 年 7 月 

The 10th China Urban Housing Conference, Shanghai, China, July 2013 

1 

高雄地區「高雄厝」持續性建築操作策略之研究 

黃志明 1  曾品杰 1  謝志昌 1 

（1.高雄市政府工務局） 

摘要： 高雄地區面臨多元化、差距化、模糊化的態勢下，因應不同地貌、文化及特色等操作策略，以分析人口、

文化、地形、景觀、產業及氣候等因子，將高雄地區分為平地型、丘陵型、山地型及沿海型四大區域，

探討因地制宜之設計策略，依各區域地理環境、氣候、文化進行「高雄厝」持續性建築操作策略之研究，

研究結果可提供高雄地區執行「高雄厝」持續性建築操作策略參考，藉由氣候、地理環境條件，及面對

未來高齡社會與永續綠建築環境思維，制定高雄厝建築操作設計準則，提供未來進行規劃或操作運用之

基礎及依據。 

关键词： 高雄厝、綠建築 

 

1 引言 

高雄市地處北回歸線以南，係屬熱帶氣候地區，面積 2946 平方公里面積與海平面垂直高差 3500
公尺以上之區域治理，具有多元族群、多樣地貌、與各具特色的城鄉文化，面臨多元化、差距化、

模糊化的態勢下，因應不同地貌、文化及特色等操作策略，喚起居民與設計者對土地環境重新思考

定位，以因應全球環境變遷、產業轉型導入、災害防制共存、文化自明的建築環境營造課題。 

本研究以分析人口、文化、地形、景觀、產業及氣候等因子，將高雄地區分為平地型、丘陵型、

山地型及沿海型四大地域，探討因地制宜之操作設計策略，對未來「高雄厝」之形式、構成、材料、

工法等研析適用之策略，並依據各地域之地理環境紋理、氣候條件、文化脈絡等課題，進行「高雄

厝」操作設計策略之持續性研究。評估在既有之城市發展中符合地區性環境需求、結合永續環境手

法及運用綠色營建技術，系統性設計安全居住環境，健康舒適室內空間等操作方式，有效呈現在多

樣化中持續性建築操作之策略及其效益，打造高雄特色建築並解決高雄地區違章建築現況，喚起對

於高雄風土及人文關注，帶動建築與觀光產業，促進產業升級，創造土地與建築價值典範之成效。 

2 四大地區環境特色探討 

依據大高雄地區地理環境特色歸納出四大地域類型，不同類型之建築手法因應不同地理環境與

氣候條件，文化及產業特色，藉以發展各地區持續性的建築特色及因地制宜之操作設計策略基礎與

運用。進行四大類別的地理、氣候、人文環境特徵之相關文獻蒐集與探討。 

2.1 沿海型地區 

在本類型區域範圍劃分為五區，分別為「茄萣」、「永安」、「彌陀」、「梓官」、「林園」。 

該地形特徵以潟湖及淤積成低地、沼澤，占本區面積之大部分。氣候特徵屬於亞熱帶氣候。年

平均氣溫約為攝氏 22.7 度。夏季長且炎熱，容易形成對流雨。生產環境本區以養殖漁業為主，梓官

區設有蔬菜專業區，是南台灣重要的蔬菜生產中心。聚落文化如梓官區是一個新興的老鄉村，擁有

肥沃的平原和豐饒的內海，可農可漁的環境，吸引早期移來的漢人入墾，遂造就了本區「北農南漁」

的地域特質，名聞遐邇的梓官蔬菜專業區及蚵仔寮烏魚子，就是居民在其生活環境中，經過長久的

互動所創造出來的智慧結晶。而林園區自 1973 年起興建石油化學工業區後，使本區由「魚米之鄉」

轉變為台灣石化工業的重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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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平地型地區 

在本類型區域範圍分為二十二區，有「橋頭」、「岡山」、「阿蓮」、「湖內」、「仁武」、

「大樹」、「鳥松」、「鳳山」、「大寮」、「大社」、「路竹」、「鹽埕」、「鼓山」、「左營」、

「楠梓」、「三民」、「新興」、「前金」、「苓雅」、「前鎮」、「旗津」、「小港」。 

該地形特徵以地勢平坦之平原地形為主。惟大崗山是從平原突起的一座台地狀的方山，是隆起

的珊瑚礁石灰岩，係臺灣少數擁有如此地形的地區。氣候特徵屬於熱帶氣候。夏季多雨潮溼，冬季

乾旱。年均溫攝氏介於攝氏 23~26 度間。生產環境本區以農業、金屬機械加工製造、工、商、行政

及經濟重鎮中心為主。聚落文化於旗津古稱旗後，以位於旗山之後而得名，與鼓山對峙，扼「打狗

隙」（即高雄港）與中洲合設旗津區；本區在築港之前為本市漁業發祥地，帆檣林立，盛極一時。

且有漁村、歸帆、燈號、日落夕陽之美。 

2.3 丘陵型地區 

在本類型區域範圍劃分為六區，分別為「美濃」、「燕巢」、「旗山」、「內門」、「杉林」、

「田寮」。 

其地形特徵屬於中央山脈丘陵的延續，地形分為山坡丘陵地和平原。氣候特徵屬於熱帶型氣候。

年均溫在攝氏 23~25 度間，每年 6、7 月氣溫較高。生產環境整體屬於以農為主之傳統產業區，部

分為畜牧業。聚落文化根據考古研究判斷，於美濃地區三千年前以來即有人類居住。 

2.4 山地型地區 

在本類型區域範圍劃分為五區，分別為「六龜」、「桃源」、「那瑪夏」、「茂林」、「甲仙」。 

地形特徵以斷崖、丘陵、瀑布、高山地形為主，部分屬河階地。氣候特徵屬熱帶季風氣候、亞

熱帶及溫帶雨林型氣候等，高溫多雨，年均溫為 23 度。生產環境以務農、休閒觀光及自然生態為

主，聚落文化部分，六龜區客家人占該地區 44.07%，那瑪夏人口原住民占該地區 87.69%，區內居

民以台灣原住民族布農族為主，鄒族及排灣族次之，歷史文化性鮮明。 

表 1 人文自然環境彙整表 

項目 
區域類型 

山地型 丘陵型 平地型 沿海型 

人 
主要

族群 

布農、排灣、魯

凱、鄒、平埔、

客家 
平埔、客家 眷村農民、福佬 福佬 

地 

鄉鎮

分部 

桃源、茂林、那

瑪夏、六龜及甲

仙區 

杉林、美濃、內門、

旗山、田寮及燕巢區 

湖內、路竹、阿蓮、岡山、

橋頭、大肚、仁武、鳥松、

鳳山、大樹、大社、大 竂、

鹽埕、鼓山、左營、楠梓、

三民、新興、前金、苓雅、

前鎮、旗津及小港區 

茄萣、永安、

彌陀、梓官及

林園區 

活斷

屬區 
六龜、甲仙 

杉林、旗山、田寮、

燕巢 
阿蓮、仁武、鳥松、鳳山、

大社 
- 

土石

流 
全區皆有潛在

危機 
除燕巢外，其餘皆具

潛勢威脅。 
阿蓮與岡山區皆曾發生土

石流相關損傷。 
無直接危機

與損傷。 
水文

分析 
颱風豪雨期間瞬間雨量過大、山區多崩

塌、土石流等坡地災害 
中下游因瞬間雨量大，且部分地區地勢低

窪而有溢岸、淹水、氾濫、橋樑毀壞情況。 



 
 

高雄地區「高雄厝」持續性建築操作策略之研究 

3 

項目 
區域類型 

山地型 丘陵型 平地型 沿海型 

產 
農戶

人數 
16235 人 63099 人 110452 人 20352 人 

景 

土地

使用 
林班地為主 特定農業區為主 都市計畫區為主 風景區為主。 

現今

地貌 

注重山地原有

環境的維護，並

強調建築與山

體的融合。 

基岩裸露，植被稀

少，易遭雨水沖蝕，

故基地需以保水為

重。 

平坦的高雄平原，建築型

式受到的限制較小。 

沿海皆屬沙

岸地型，可思

考將沙岸稜

線與空間配

置結合。 

既存

住宅

型式 

多為二到三層

樓的連棟住

宅；及聚落式單

棟住宅村落。 

多為二到三層樓的

連棟住宅；靠近郊區

處多是平房或二到

三樓的透天厝。 

多為三到四層樓的連棟住

宅，及高層建築等商業、

住宅大樓。 

多為二到三

層樓透天

厝，具有騎

樓、深陽台。 

3 研究範圍與方法 

為建構高雄地區持續性綠建築住宅原型，將綠建築的綠化、節能、減廢、健康等指標，導入符

合低碳且在地化的設計，同時鼓勵使用再生能源設施、生態工法、立體綠化，及標準模矩易施工維

護等構法，並考量防災需求，保留不同居住需求的可調整性，達成大高雄城鄉區域全面綠建築化。

希望成為環熱帶圈永續在地特色建築的新典範。以適合大高雄地區對於「高雄厝」設計準則進行探

討，「基本設計準則」分為八個部分: 設計基地 ; 融合人文地景植栽 ; 簡易的構造系統 ；合宜的

產業空間次序 ; 再生能源 ; 有層次、明確的屋架系統 ; 原型的防災構造 ; 智慧型生活建築。因應

每個地區的地理環境特徵，氣候條件的不同，還有人民生活文化的特色，藉以制定四大區域之「地

區性設計準則」。 

 

图 1  四大類型示意範圍 

3.1 研究範圍 

對於高雄地區建築樣式的操作，經濟環境影響甚大，且整體產業與實際建築管理、使用者需求，

更連帶影響建築風貌的形塑，在面對全球性連動性的永續議題上，建構一個永續建築型態，適合高

雄地區高溫高濕的氣候型態，並具有陸地型與海洋型氣候特性，呈現豐富多樣的文化特性，形塑特

色城市風貌因子。本研究提出可行性對策，來完成與實踐高雄厝可持續性建築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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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研究方法 

參考 ISO/TS 21931-1 提出高雄厝定義，乃指“具有高雄在地語彙同時符合國際規格的亞熱帶島

嶼示範建築”，必須具備「環境、社會經濟、在地美學」之特質。並參考國際知名綠建築評估系統

（美國 LEED、加拿大 SBTOOL）及台灣 EEWH 綠建築系統，納入應用本設計策略。 

4 研究內容與結果 

經由相關文獻調查背景條件中，在外部氣候條件與四大地區的環境特色條件，了解到地區性的

環境自明性的重要，採用不同的建築技術，達到展現內涵與設計能量，高雄厝操作策略設計設定為

不同地區表現設計內涵與環境自明性的中軸線，藉由此軸線的樹立，讓各地區依環境自明性的強度

去設定，並採用適用的建築技術，來凸顯出高雄市獨有的建築風貌與多元文化。 

3500m

17m

-50m

0m

750m

山地區丘陵區平地區沿海區
強度 強度

建築技術

高雄厝通用設計

環境自明性

 

图 2  高雄地區環境自明性與操作策略概念關係分析 

4.1 高雄厝設計方向 

由於高雄地區之日照時數高、氣候與地理環境條件多樣，面對高齡社會與永續環境思維，

高雄厝設計策略朝向三大核心理念(環境永續、反映在地自明性及居住健康)，設定兩大方向(通
則設計及地區性設計原則)，訂定 10 項設計準則劃定四大指標，架構高雄厝的需求與趨勢方向。 

表 2 高雄厝通則設計對應表 
項次 核心理念 指標 設計準則 

1 環境永續  
環境負荷指標(EL) 會呼吸的透水基盤  
環境負荷指標(EL) 有效的深遮陽  
環境負荷指標(EL) 綠能屋頂的設計  

2 反映在地自明性 
環境負荷指標(EL) 在地材料與技術的導入  

社會文化指標(S,CPA) 融入場域的意象設計  
社會文化指標(S,CPA) 埕空間的創造  

3 居住健康 

服務品質指標(SQ) 人性化空間通用設計  
服務品質指標(SQ) 合宜的使用空間機能  

室內環境品質指標(IEQ) 環保健康建材的應用  
室內環境品質指標(IEQ) 創造有效通風的開口  

4.2 高雄厝指標內容 

藉由 GBTOOL 建築環境評估方法，評估項目變因可依各地條件修正增加或刪減選擇因子。

使用者或設計者，依不同地區、氣候等因素，制訂因地制宜的權重標準，以確保評估結果可以

適合當地環境。經整合斟酌符合高雄地區的評估項目，列入高雄厝持續性操作之指標研擬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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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高雄厝持續性建築設計內容 

依據各區不同特色擬定建築手法，並以各地區持續性建築操作策略，由因地制宜之建築設

計準則標準之內容如下： 

表 3 高雄厝設計準則內容 
項次 設計準則 內容 

1 會呼吸的透水基盤  透過透水性設計，讓建築物與土地連結與觸動。 

2 有效的深遮陽  
經由挑簷、遮陽或陽台等，對應出四個區域不同的方位與特性，

凸顯高雄氣候環境的特性。 

3 綠能屋頂的設計  
將目前高雄地區屋頂現況，改善整合具有自然生態風貌特色，

並搭配減低熱負荷，及塑造出開放性的逃生平台。 

4 在地材料與技術的導入  高雄歷史與地域特色，由材料與技術設計導入，活絡在地產業。 

5 融入場域的意象設計  
不同場域產生不同對話，傳遞出相對關係與層次，由基地內外

整合，展現出場域之自明性。 

6 埕空間的創造  
多元的族群文化建構了高雄不同的聚落風貌，而不同文化所共

通的集會場所留設，即在地文化中不可或缺象徵，藉由天井、

露臺等空間來詮釋留設。 

7 人性化空間通用設計  
經由通用設計導入，讓空間環境的使用性提升至無年齡、身心

機能等差異，皆能享有舒適自在的使用。 

8 合宜的使用空間機能  
由使用者空間機能為考量，尋找合宜空間使用量，免除不必要

空間，創造舒適環境與生活多樣和諧與互動性。 

9 環保健康建材的應用  
民眾在室內空間時間約佔每天 90%以上，居「住」空間的健康

是必要，納入環保健康觀念，提升優質的室內環境。 

10 創造有效通風的開口  
經由開口部之設計，使空氣自然對流，達成室內自然通風之均

勻性，降低室內二氧化碳，並改善室內空氣溫溼度。 

5 結論 

歸納高雄厝建築操作設計策略，依各區域特性，操作項目加強說明，並納入產業實際興建，

並以共識性的方向與符合現階段綠建築相關規範為主軸，採合宜、適切、並符合永續環境原則

為基礎，訂定階段性操作設計原則。高雄厝通則設計與區域的對應後，彰顯區域文化、建築技

術，呈現認同、識別與自明性，營造出亞熱帶氣候區特有的建築風貌與典範。 

表 4 高雄厝建築持續性對應設計手法 
項

次 
設計準則 設計手法 

對應區域 
平地 丘陵 山地 沿海 

1 
會呼吸的透水基盤  

雨水可滲透的地盤設計 ● ● ● ● 
2 可蓄涵水源的地盤設計 ● ● ● ● 
3 可供治洪功能的地盤設計 ● ● ● ● 
4 

有效的深遮陽  
開窗或入口的挑簷設計 ●   ● 

5 具有遮陽效果的開窗設計 ●   ● 
6 具有遮陽效果的陽台設計 ●   ● 
7 

綠能屋頂的設計  
立體綠化的屋頂設計 ● ●   

8 太陽光電板的屋頂設計 ● ●   
9 具隔熱並減低二氧化碳的屋頂設計 ● ●   

10 在地材料與技術的導

入  
在地材質的採用   ● ● 

11 傳統構法的採用   ● ● 



 

 

可持续城市发展与保障性住房建设 

6 

項

次 
設計準則 設計手法 

對應區域 
平地 丘陵 山地 沿海 

12 傳統與現代的技術整合   ● ● 
13 

融入場域的意象設計  
營造在地氛圍的環境  ● ●  

14 採用傳統語彙的造型  ● ●  
15 採用與環境相融的設計  ● ●  
16 

埕空間的創造 
互動交流的陽台 ● ● ● ● 

17 採光通風的天井 ● ● ● ● 
18 景觀視野的露臺 ● ● ● ● 
19 

人性化空間通用設計  
友善的使用者輔助設施 ● ● ● ● 

20 無阻礙的通行動線 ● ● ● ● 
21 智慧化的室內設施 ● ● ● ● 
22 

合宜的使用空間機能  
尺度合宜的空間設計 ● ●   

23 舒適性的機能規畫 ● ●   
24 簡明的場所內容 ● ●   
25 

環保健康建材的應用 
採用天然的建材 ●   ● 

26 採用環保標章的建材 ●   ● 
27 採用綠建材標章的建材 ●   ● 
28 

創造有效通風的開口 
具通風效果的開口設計 ●   ● 

29 具引導熱流的空氣層開口 ●   ● 
30 供浮力通風的開口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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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has to face various issues about culture and landforms to research the sustainable building strategy of  
Kaohsiung house. By dividing Kaohsiung into four area-type of flat、hill、mountain and coast , the strategy 
depends on analyzing these elements of population、culture、landform、landscape、property and climate. From 
the conclusion of the research and strategy, it can help us to establish the Kaohsiung house design principals as 
a reference with the consideration of aging population society and sustainable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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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發展法令工具影響高雄都市保存之研究 —以高雄市綠建築自治條例

為例 

黃志明 1  曾品杰 2  周一心 3 

（1.2. 3.高雄市政府工務局建築管理處） 

摘要：縣市合併後高雄的新建築必須因應許多複雜議題而有創新價值及符合市民期待的走向，為建立亞熱帶氣候區

低碳宜居城市之新典範高雄市公有建物率先配合推動綠建築改造工程。另外更推動較中央綠建築嚴格之「高

雄市綠建築自治條例」，強制及獎勵建築物進行綠建築設計，並配合推行建築物設置「立體綠化」、打造「陽

光社區」及輔導違建鐵皮屋頂合法轉化為「光電屋頂」等專案及創新法令。然推行以上永續發展策略必須對

特定歷史區域之常民生活保存進一步深思與負責，爰建議永續發展策略需真實反應常民需求，另外中央也應

充分授權地方政府營造城市風貌之法令彈性，始得達高雄以「宜居城市、全民共享」之目的。 

关键词：都市保存 高雄市綠建築自治條例 都市設計 

1 引言—縣市合併後新高雄建築的反思 

縣市合併後大高雄治理範圍 2946 平方公里，海平面垂直高差 3500 公尺以上，具有多元族群、

多樣地貌、與各具特色的城鄉文化特質。因應永續發展、防災等需求，面對工業污染、高齡少子化、

產業外流、城鄉歷史風貌消失等複雜議題，高雄的新建築必須有創新價值及符合市民期待的走向。 

為建立亞熱帶氣候區低碳宜居城市之新典範，高雄市政府已配合行政院訂頒「生態城市綠建築

推動方案」進行一系列低碳行動，提供高雄市在新建與既有建築物辦理「智慧綠建築改善」之綠建

築技術研究與推廣，並由高雄市公有建物率先配合推動綠建築改造工程。另外更推動較中央綠建築

嚴格之「高雄市綠建築自治條例」，強制及獎勵建築物進行綠建築設計，並配合推行建築物設置「立

體綠化」、打造「陽光社區」及輔導違建鐵皮屋頂合法轉化為「光電屋頂」等專案及創新法令；然

在政府施政利器—法令強制規範底下之城市風貌與文化保存是否能同時正向提昇，如何提昇產業、

處理永續發展與都市常民生活保存的矛盾，處理多項議題相互影響的複雜，是本論文研究動機。 

2 全國首創--高雄市綠建築自治條例 

本市為全國二氧化碳人均排放量最高的城市，為了減少建築物對於本市環境之破壞，除依循中

央綠建築相關規定辦理外，並依本市特殊的地型氣候條件，制定較中央法規更高減碳標準的綠建築

規定，擴大節能減碳成效；除領先五都、全國首創的先驅者角色，並將達成都市轉型的目標，導入

「人本、防災、綠能、產業」等概念，整合本市所有對環境友善的作為，將創造「提升建築產業、

發揚城市美學及營建永續環境」的三贏局面，高雄市綠建築自治條例已於 101 年 6 月 18 日公布，

並於同年 7月 1 日施行。後續因應各界提出建議事項，爰積極辦理修法事宜，針對工廠類及宗教類

等建築物設置太陽光電及屋頂綠舒緩其設置困難事宜；另為法令執行過渡期，增訂綠建築設備代金

折減繳交及綠建築技術審議會擴大協調任務等規定，務實回應民意並促進綠建築設計推行，於 102

年 1 月 7 日修正施行。 

2.1 高雄市綠建築自治條例之內涵 

    「高雄市綠建築自治條例」整合高雄市都市氣候條件（如高溫、高濕、日照充足…），因應高

雄建築環境議題（隔熱、都市熱島效應、暴雨防洪…），營造具地方特色之綠建築環境，創造省水、

省電、健康、環保之建築物，達成建築減碳減災之目的。其中規範高雄市公有及民間所有的供公眾

使用建築物，並包括既有建築物辦理變更使用時，針對不同規模的建築物有其對應的綠建築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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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建築物屋頂設置太陽光電、屋頂綠化、加強隔熱層、設置垃圾暫存設施、使用省水便器、雨

水及生活雜排水回收再利用、暴雨雨水貯集槽、提高綠建材使用、設置自行車停車位及電梯等。 

    除了訂定相關綠建築規範外，自治條例中也訂有相關的獎勵補助措施及法規的鬆綁，例如：綠

建築申請建照減收規費之規定，市府編列預算補助民間綠建築工程，獎勵建築物設置深陽台及立體

綠化、綠建築相關設施免申請雜項執照之法源等。將大幅提高建商配合設置綠建築設施之意願，達

到環境與產業雙贏之局面。 

2.2 高雄市綠建築自治條例之效益 

去(101)年 7月綠建築自治條例發佈實施，在短短半年不到時間，依該條例設置的 16 樓以上開

發案設置綠屋頂共計有 13 件，面積 6284.18 平方公尺，以及透過都市設計審議開發要求 57 件設置

綠屋頂，總計 101 年共有新建築案 70 件設置綠屋頂，面積高達 29091.43平方公尺。另外，加上該

局完成市立美術館（圖 1）、捷運 O5R10 旁警察局新興分局、凱旋醫院、鳳山東區稅捐稽徵處等四

處屋頂綠化工程合計有 3000 平方公尺。總計新建案加上既有建築物改造綠屋頂共有 74 件，綠化面

積 32091.43 平方公尺以上，不僅是景觀生態效益外，光這近 1 萬坪的綠屋頂，以草皮二氧化碳固

定量 20 公斤/平方公尺為標準計算，去年高雄市增加的屋頂立體綠化面積可以每年固碳 642 公噸。 

 

 

 

 

 

 

 

 

 

 

 

图 1  高雄市立美術館屋頂綠化工程 

    除屋頂綠化執行績效外，以去(101)年 7 月至 12 月建築執照申請量統計，因自治條例要求設置

之太陽光電發電設施容量達 1183.548 峰瓩，公共建築物增設自行車停車空間之數輛及友善環境品

質，亦有顯著成長；另針對既有建築物申請變更使用及室內裝修需設置節能燈具之規範，年省電量

高達 602480W，一年節省電費約 3078670 元（以每天使用 8 小時，每度電以 3.5 元計，101 年 7 月

至 102 年 3 月期間計 108 件申請案件統計值)；為有效減緩都市暴雨要求建築物設置雨水貯集、雨

水及中水回收再利用設施，推估一年暴雨收集量可達 13200 公噸，相當於每年新增 6 座標準泳池容

量的地下滯洪設施。 

3 配合獎勵規定--全國首創光電建築法令 

為國家環境永續，中央政府提出「加強節能減碳、發展潔淨能源，拓展綠色產業，應用綠能及

資源循環於城鄉建設」等政策理念，策略上，將全力推廣再生能源等新能源，及推動「千架海陸風

力機」；並提出規劃推動「陽光屋頂百萬座」，期望至 2020 年完成設置 1020MW 的太陽光電（約 34

萬屋頂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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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配合高雄市綠建築自治條例強制規定建築物設置太陽光電設施，及鑒於高雄市氣候環境(日

照充足)、天際線景觀(鐵皮屋林立)、都市熱島問題、城市高碳排放量(二氧化碳排放全國第一)及

民眾需求(屋頂防水隔熱設施)等因素，高雄市政府將推動太陽光電設施的應用與發展列為重大政

策。 

3.1 光電建築法令之內涵 

    「高雄市建築物屋頂設置太陽光電設施辦法」於 101年 4 月 26 日發布實施，接續亦完成「高

雄市光電智慧建築標章認證辦法」、「高雄市政府太陽光電設施推動小組設置要點」，該上開法令皆

為全國首創地方自訂的光電建築法令。上開光電設施辦法法令突破建築技術規則屋突與建築高度

限制，明定光電設施高度在 4.5 公尺以下，附設面積在建築面積 50%以內者，可以免計高度及面積，

且免計容積的規定亦經過都市計畫通盤檢討程序。為再提升推廣太陽光電設置，已研擬將針對屋

頂設置太陽光電法令再突破放寬到屋頂全部面積附設、露臺、天井與外牆也可附設。 

3.2 光電建築法令之效益 

    本市在去年底完成第一座屋頂光電 4.5 公尺的光電智慧社區完工啟用(圖 2)；建築物設置太陽

光電的申請數量，在民國 100 年為全國第 4 名，上開光電法令施行後，根據能源局統計，101年本

市申請同意數，合計有 280 件，是全國申請案件數第一高縣市，佔全國申請數 19.8%，成效斐然，

總設置容量高達 15,335KW(=15.335MW，即 15.335百萬瓦)，超過 15 座高雄世運主場館的設置容量，

以每峰瓩（KWp）約 10 平方公尺以上光電版面積估算，每年約有近 5 萬坪面積的太陽光電版設置，

年發電量 1,992 萬度，減碳量達 1.24萬噸，相當於 587 公頃森林的碳吸收量。而太陽光電壽命可

達 20 年以上，以高雄市目前的總設置容量(約 40.546MW)來估算，20 年後共可減少約 60 萬噸的二

氧化碳，減碳效益相當於面積約 3萬公頃森林所吸收的固碳量，等於節省 1,000億元的造林費用，

也替台灣減少了約 11 億元的碳稅，並阻隔了新建物增建鐵皮違建的情況，每年可替高市府減少

4,500 萬的違建拆除費用。而這些太陽光電設施設置也可以避免新違建產生，及逐漸改變現有屋頂

景觀亂象，並可節能減碳、抑制都市熱島效應及緊急防災。 

    目前本府太陽光電推動之成效，除輔導單一住戶設置太陽光電之外，也積極協助輔導其他建

築型態之建築用戶設置太陽光電。如：陽光透天住宅社區、陽光社區公園、陽光住宅大樓、陽光

工廠、陽光商業辦公大樓、陽光商場、陽光休閒生活館與畜牧設施等 9 種不同類型的多樣化太陽

光電智慧建築，改善人民對現有建築物刻版印象，美化市容景觀，增加城市美感與科技感。並可

解決屋頂違建的問題。 

4 永續發展策略對於都市及建築之影響 

    今(102)年 9 月將舉辦「城市經濟新創能—城市挑戰，城市行動」的亞太城市高峰論壇(APCS)，

高雄提升產業投資、營造都市景觀及落實節能減碳是非常重要。高雄市政府大力推動立體綠化與太

陽光電，101 年陸續發布綠建築自治條例與太陽光電辦法等首創全國規定，市府工務局推估統計，

若以 101 年請領建照 3368 件申請案及能源局統計高雄申請光電容量備案到 101 年底 15335 峰瓩

（KWp），高雄每年天空將持續出現超過 1 萬坪的空中花園及近 5 萬坪的太陽光電版，可以逐漸取

代屋頂違建鐵皮屋及建築水泥屋頂所呈現的雜亂空中地景，高雄未來的城市屋頂與天際線將會具有

南方建築特色。 

4.1 永續發展策略應與都市保存架構有效整合 

    高雄市政府推動全國首創的「高雄市綠建築自治條例」，然公部門以法令工具強制規範建築物

執行綠建築設計，對於造價成本及實質生活需求考量尚待評估，歷史區域原有的建築特色、都市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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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及生活文化等極具在地保存價值因子，是否有其為了永續發展而改變的必要，亦或運用都市設計

規範等手法達兩者共生發展的可能，為本論文思考主軸。 

    都市保存視為常民生活價值之延續，針對特定歷史區域推行永續發策略之前提，應當進行各項

歷史保存與都市設計因子之指認及發展潛力論述，將因子群整合為都市保存結構，並考量現行法令

或政策，界定保存層級及管制規範，都市設計審議及容積管制應與建築管理法令釐清權責並相互支

持 ，另就都市意象體驗層面，強化生活美學及永續教育宣導，經由自發性地社區營造達民眾參與

公共事務機制與利益共享之目標，納入人本理念研訂歷史區域保存與再發展策略，期望在快速成長

的時代，仍能實踐與保有在地生活本質的幸福感。茲將都市保存架構與法令管理位階之對應與策略

彙整如下表： 

表 1 都市保存架構與法令管理位階對應表 

都市結構 都市保存與設計因子 法令管理對應及策略 

      地盤 地景 

獨特性歷史區域 

 

開放空間------------廣場 

                    公園綠地 

                    邊緣空間 

對應： 

都市計畫、都市設計審議、分區管制 

策略： 

對於外在環境品質之規範與位階應當提昇至

建築管理之上 

      土地 都市平面與紋理 

 

都市空間—--------------街道 

 

      建築 單體歷史建築物 

 

其他歷史元素 

 

對應： 

高雄市綠建築自治條例、光電建築法令 

策略：基於公共安全管理，以防火、逃生、

結構、安全等考量為主 

 傳統文化 

 

都市活動 

對應： 

社區營造、民眾參與機制 

策略：著重生活美學及永續教育之宣導 

注：都市保存架構引用自《高雄市鹽埕區歷史保存與都市設計因子之研究》，周一心 2005 碩士論文 

5 建議與結論 

5.1 建議 

    綜上論述高雄市永續發展策略內容及都市保存之意義，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永續發展策略需真實反應常民生活 

    市府在推行高雄厝環境改造運動，雖然提出人親土親的風土地景營造概念，倘以目標導向

制定各項法令工具，恐有抹煞設計人創意與忽略生活美學之虞，都市與建築風貌應當回歸因地

制宜、族群聚落文化、社會生活的本質美意，並應納入民眾參與公共事務機制，務實由政策執

行問題與民眾意見反饋，逐漸聚焦至最佳化發展策略；目前高雄市政府以「高雄厝在地設計者

培訓工作坊計畫」，加強在地設計者之培訓及地方文史資料蒐集、永續人文環境營造等工作，

體
驗
型
態
關
係 

建
築
型
態
關
係 

城
市
型
態
關
係 



 
 

永續發展法令工具影響高雄都市保存之研究 —以高雄市綠建築自治條例為例 

5 

建議以種子設計師為溝通媒介，充分反饋常民意見並參與公共政策研議。 

 中央應充分授權地方政府營造城鄉風貌之法令彈性 

    公部門執行政策所能主導的利器即是法令工具及整合資源，市府試圖整合都市設計與建

築管理部門共同為高雄城鄉風貌改造努力之企圖心值得肯定；建管單位的主管法令在中央為

建築法與建築技術規則，另地方政府承中央授權得訂定建築管理自治條例，該規則管制內容

涵括建蔽率、容積率及退縮等原屬都市設計位階規範。對於外在環境品質之規範，倘能於分

區管制規則中訂定，則可保有因地制宜之功能，然建築技術規則為由中央訂定，適用於全國

之剛性法令，無法反映地方因地制宜之需求，亦致使都市設計成效不彰。此外，建築技術規

則授權地方政府為因應當地發展特色及地方特殊環境需求，得就通路、建築物突出部分、日

照及節能…等另定其規定，包含建築物本體性能及設計語彙等內容，易造成基於公共安全之

建築管理與外在環境品質營造之權責混淆，地方營造特色風貌確有窒礙難行，建議中央確實

整合都市設計與建築管理，並充分給予地方政府訂定外在環境品質規範之彈性。 

5.2 結論—以宜居城市 全民共享為目標 

高雄這幾年來發展低碳措施不遺餘力，包括工業區整合、太陽光電的運用、公共自行車設置、

推廣低碳綠色能源，建構自行車道、溼地生態廊道等，更積極爭取到亞洲唯一地方環境行動國際委

員會(ICLEI)高雄環境永續發展能力訓練中心，證明高雄有推動永續環境保護的實力，轉型為綠色

低碳城市。除了國家世運主場館多次獲得國內外獎項，深獲肯定外，國家世運主場館、翠華橋、後

勁溪整治、益群景觀橋及中都濕地公園，100 年也獲得國際宜居城市獎的金、銀、銅牌的優良成績，

時代爵邸社區(圖 2)與福山藥用植物園獲得全國唯一的陽光社區，而其他建設也紛紛獲得全球及國

內卓越建設獎、建築園冶獎、金石獎的肯定。 

高雄市自獲得 CNN 評選為亞洲五大自行車中心，愛河之心、洲仔濕地、檨仔林埤濕地公園及中

都濕地公園等陸續榮獲世界不動產聯合會(FIABCI)「全球卓越建設獎」後，高雄在 101 年由聯合國

環境規劃署舉辦，有全球綠色奧斯卡之稱的國際宜居城市獎中，再獲國際宜居城市獎 1 金、1銀、3

銅的佳績，讓台灣高雄再次揚威國際，綠色奧斯卡是全球唯一涉及城市、社區環境管理、自然永續

發展等重要議題的國際競賽。這代表高市府在推動生態建設等成就榮獲國際肯定。 

 

 

 

 

 

 

 

 

图 2  全國唯一陽光社區時代爵邸(左)及光電智慧社區(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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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about the Effect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Law on Kaohsiung 
City Conservation- taking Kaohsiung City Green Building Self-Governance 

Act for example 

Chin-Ming Huang, Pin-Chieh Tseng, I-Shin Chou 
(Public Works Bureau of Kaohsiung City Government, Department of Building Affairs) 

Abstract: After Kaohsiung City merging with surrounding Kaohsiung County and thus expanding in scale, we have to 
re-thinking the complicated themes about city and building. Kaohsiung city government carries out the green 
deign of public buildings first to set the good dwelling model in subtropical region. Moreover, Kaohsiung city 
government carries out the various creative Acts of Green Building Self-Governance Act、Green Roof and 
Wall、Solar Power Roof. However, it has to consider the life-style conservation in specific historic region when 
implement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olicy. In conclusion, the thesis suggests that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olicy has to reflect the life requirement trul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has to give the local 
government flexible right to construct the city style and features. Therefore, Kaohsiung city can make the 
purpose of good-dwelling city sharing with citizens. 

Keywords: Urban Conservation, Kaohsiung City Green Building Self-Governance Act, Urban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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