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雄市政府文化局100年度施政績效成果報告

重要施政項目 執　　行　　成　　果    與    效    益

壹、文化建設與活動

一、文化政策與環境

推展

(一)文化政策、制

度法規之訂定

(二)本市文化基金

會兩樂團之扶

植與獎助

(三)文化人才培育

(四)文化資訊之彙

整與流通

(五)文學活動與推

廣

擬訂高雄市藝文活動活化方案，並訂定「高雄市大東文化藝術中心演

藝廳使用管理辦法」、修正「高雄市特定文化設施使用及文化活動合作

執行要點」，並與財團法人高雄市文化基金會或財團法人高雄市愛樂

文化藝術基金會合作辦理藝文活動、營運管理文化設施，除節省公帑

與人力之外，透過市府捐助法人的多元觸角，達到以有限經費策辦

更多大型優質活動與增進特定文化設施使用效益之目的。

輔導與監督財團法人高雄市愛樂文化藝術基金會業務：

1.100年度第1至第3次董事會議，完成重要變革及事項如后：

(1)訂定基金會組織及人事規章，設置表藝製作中心、劇場服務部、

演出事務部、行政管理部等相關工作部門。

(2)自 100年 9月起施行新薪給制度，改善兩樂團長年薪資計算基

準不同之差別情形。

(3)落實考核、獎懲作業。首度實施依考評成績優良者，本俸得予晉

級之規劃。

2.完成交響樂團駐團指揮遴選並辦理二次公開甄選樂團團員。

3.高雄市愛樂文化藝術基金會100年度，辦理表演活動及場次如下：

(1)高雄市交響樂團：國際級名家音樂會12場、社區及校園深耕35

場、跨界合作16場，合計63場，觀眾人數計181,692人。

(2)高雄市國樂團：國際級名家音樂會9場、社區及校園深耕34場、

跨界合作14場，合計57場，觀眾人數計32,080人。

4.承接大東文化藝術中心演藝廳經營任務，自100年中進行開館籌辦

工作，包含相關人力聘用、劇場服務及技術整備及開館節目等。

100年度本局所屬志願服務運用單位皆積極辦理志工基礎訓練及特殊

訓練,協助推動本局所屬文化設施，如展覽館、演藝廳及圖書館等服

務工作，對於新進任職人員，均施予專業訓練課程，為民眾提供服

務，100年度教育訓練人次共計12,741人。

《文化高雄》藝文活動月刊本年度每期發行量 7.5萬冊，頁數72頁，

並擴大行銷於高雄各大公民營藝文場館、台北等縣市文化場域，通路

點擴增至近 2500個，已成為文化高雄之品牌出版品。

1.出版優良文學作品

延續前已出版之「人生是電動玩具」等4本作品，自「2010高雄文學

創作獎助計畫」入選12件作品中，擇優出版邱致清《漩渦》、李秀

《一个走揣蝴蝶路草的女子》、陳秋白《當風di秋天的草埔吹起》3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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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施政項目 執　　行　　成　　果    與    效    益

(六)推廣文化創意

產業

2.出版兒童／青少年「高雄遊繪本」系列

邀請高雄在地著名年輕作家郭漢辰、夏夏…繪本家李瑾倫等為高雄

創作繪本系列，以圖文書打造高雄文學新風景。共有夏夏《一千年

動物園》、李長青《海》、陳南宏《阿公草》、邱忠鈞．林滿秋:《阿公的

茄苳樹》、林渲涵．林靖子: 《外婆，蝸牛來了》、施百俊:台灣英雄

列傳《小貓》……。

3.出版大高雄人文－旅遊與美食/文學．評論專書

高雄在地資深作家錦連《台灣今昔物語》、鍾榮富《不斷超越的詩章

－曾貴海作品研究》(春暉出版社) 、大高雄人文-旅遊與美食─《南

方人文聚落》、《我和我家附近的菜市場》。李瑾倫《撥撥橘．日日美

好》(大塊文化出版)、范富玲《少年小說選》(九歌出版社)

4.辦理資深／新銳／台文文學作家新書發表會

包含錦連《台灣今昔物語》新書發表會、海洋詩人汪啟疆《風從叨位

來》─永恆土地的生命情愫詩文見面會、凌明玉《我的雙城時光－在

不遠的遠方》分享發表會、「高雄遊繪本」系列、台文戰線文學

選:2005-2010新書發表……等，共辦理18場，讀者反應熱烈，豐

富璀璨的創作光芒，為在地高雄注入一股新活力，同時展現高雄

文學的多元面貌。

5.辦理2011打狗鳳邑文學獎

因應縣市合併改制，並結合青年文學徵文，擴大辦理「2011打狗鳳

邑文學獎」。徵稿文類除原短篇小說、新詩、散文外，除了好漾組徵

稿外，首度加入台語文學及數位文學類的徵件，共計有 1162件作

品參賽，產生 51位文學獎得主，於 100 年 12月 24日假橋頭糖廠

白屋辦理頒獎典禮，得獎作品並集結出版《2011打狗鳯邑文學獎得

獎作品集》二冊乙套。

1.規畫執行「高雄文創設計人才回流駐市（試辦）計畫」

100年共有百餘件申請案投件，33件通過駐市，並配合「高雄設計

節」於駁二藝術特區辦理成果展。

2.辦理「南方原創影音大賞」創作徵選計畫

配合行政院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政策方案，鼓勵以影音創作獎助方

式呈現原創音樂精神，本計畫以跨年度、兩階段（獎助及競賽）執

行，99-100年度第 1階段 4梯次獎助計畫共吸引 80組團隊投件參

與，錄取 21件作品，各發給拍片獎勵金 20萬元，已全數完成 MV

製作；第2階段競賽活動則由 44件 MV成品中選出 6大獎項得主，

總獎金90萬元。另擇選12支優秀 MV，結合「歌是人創出來的－南

方流行音樂詞曲創作徵選獎助計畫」15首原創歌曲，發行「南面而

歌」南方流行音樂雙 CD創作於市場流通販售，藉以培養南方流行

音樂產業基層創作實力，形塑流行音樂相關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環境

3.辦理南方流行音樂編曲及成音技術人才培育計畫

配合流行音樂中心之建置，藉由開設課程借重流行音樂界人士之

專業，進行南方流行音樂相關人才培育工作，以發掘培植南台灣

音樂產製能力。本計畫課程自100年 3月 19日開辦至6月5日結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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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施政項目 執　　行　　成　　果    與    效    益

(七)活化流行音樂

(八) 辦理海洋文化

及流行音樂中

心新建工程

二、文化資產維護與

營運

(一)文化資產審定

修復與管理

共計培育40名種子學員投入南部流行音樂市場的行列。「南方流行

音樂詞曲創作獎助暨錄音出版綜合培育計畫」－「歌是人創出來的

－南方流行音樂詞曲創作徵選活動」，於 8月擇選出15首原創好歌

除發行「南面而歌」南方流行音樂創作專輯，並於 12月 10日於高

雄駁二藝術特區舉辦「南面而歌-南方原創影音成果發表暨頒獎典

禮」，獲流行樂迷熱烈迴響。

辦理「100年度活化流行音樂營運空間試辦計畫」，分 4期補助，共補

助47家次的民間業者邀請流行音樂表演者駐唱演出。每月至少有 50

組樂手或團體參與演出，每周可提供 90至 157個演出時段供流行音

樂表演者演出，每月觀賞人次為 1萬 5仟人至2萬 3仟人。

1.「海洋文化及流行音樂中心計畫」基地位於高雄港 11至 15號碼頭

（面積為 11.49公頃），包括可容納 12,000人的戶外表演空間，

可容納 6,000人的大型表演館，小型流行音樂表演空間、音樂餐廳

及展示中心，海洋廣場、創意市集及海洋文化展示中心，文創產專

區及6個不同規格型式的 live house。計畫總工程費50億元，預

定104年  10月底完工營運為目標。

2.100 年 1月 18日以國際競圖方式評選出設計暨監造技術服務廠商，

由西班牙團隊及台灣翁祖模建築師事務所得標，於 100年 9月 6日

核定初步設計報告書，刻正辦理本工程基本設計提送中央（文建

會及工程會）審查階段，預計102年 2月底工程開工。

1.文化資產審定

召開3次高雄市古蹟歷史建築聚落文化景觀審議會及2次遺址審議

委員會，通過內惟「小溪貝塚」為市定遺址。目前本市共有古蹟 45

處（國定 5處），歷史建築 41處，遺址 5處（國定 2處），文化

景觀2處，總計93處。

2.文化資產修復

(1)完成市定古蹟楠梓天后宮修復計畫。

(2)完成市定古蹟旗山天后宮修復工程。

(3)辦理國定古蹟左營舊城（東門）緊急修復工程。

(4)辦理國定古蹟中都唐榮磚窯廠南煙囪震災後修復工程暨隧道窯

鋼棚架修復工程

(5)辦理國定古蹟下淡水溪鐵橋（高雄端）災害復建工程。

(6)辦理國定古蹟原日本海軍鳳山無線電信所災害復建工程。

(7)辦理市定古蹟三塊厝火車站修復工程。

(8)辦理市定古蹟鳳儀書院修復工程。

(9)辦理市定古蹟鳳山縣城殘蹟—平成、訓風及澄瀾三處砲台災害

復建工程。

(10)辦理美濃區市定古蹟風災後緊急加固和復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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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施政項目 執　　行　　成　　果    與    效    益

(二)文化資產維護

與營運

(11)辦理市定古蹟舊鼓山國小修復工程。

(12)辦理市定古蹟舊三和銀行修復工程。

(13)辦理歷史建築原頂林仔邊警察官吏派出所災害復建工程。

(14)辦理歷史建築旗山碾米廠修復工程。

(15)辦理旗山亭仔腳(石拱圈)及角樓加固工程。

3.遺址保存

(1)完成 100年度國定遺址鳳鼻頭（中坑門）遺址及萬山岩雕群管

理維護計畫。

(2)規劃鳳鼻頭遺址公園之設置，辦理「鳳鼻頭（中坑門）遺址保

存計畫暨都市計畫變更」、「鳳鼻頭遺址文物展示館及展示內容

先期規劃案」以及「鳳鼻頭（中坑門）遺址再利用經營方案可行

性評估計畫」。

(3)辦理「萬山岩雕文化所屬與內涵研究（一）萬山岩雕與周遭石

板屋測繪考古學研究暨資料蒐集計畫」以及「萬山岩雕群 3D雷

射掃描數位資料建置計畫」。

(4)辦理林區月眉農場永久屋基地下游段滯洪池涵蓋新象寮遺址搶

救發掘計畫。

(5)辦理莫拉克風災那瑪夏及甲仙區重建預定地與遺址重疊部分之

災後復原考古調查試掘計畫。

(6)辦理那瑪夏區行政機關重建預定地與民生國小 C遺址重疊部分

考古試掘評估計畫。

(7)辦理那瑪夏區達卡努瓦里行政機關用地與民生國小 B遺址重疊

部分考古試掘評估計畫。

(8)辦理那瑪夏區自力造屋施工期間考古遺址監看計畫。

(9)辦理那瑪夏區行政機關施工期間考古遺址監看計畫。

(10)辦理高雄市立圖書館那瑪夏分館遺址考古搶救發掘計畫。

(11)辦理民權遺址搶救發掘暨民生國小 B、C遺址試掘之後續調查

研究。

1.打狗英國領事館官邸

打狗英國領事館官邸為本市最著名文化觀光景點，參訪人潮不斷，

100年迄 12月底累計參訪人次逾 847,703人。

2.武德殿

武德殿為全台唯一以原始功能再利用之古蹟點，館內除舉辦劍道

武術等活動外，並設有日本武道文物展覽，展出武士鎧甲、武士刀

等文物，帶領民眾體驗正統之武道文化。100年迄 12月底累計蒞館

參訪人次逾 37,661人次。

3.旗山火車站暨旗山生活文化園區

為活化旗山火車站，並行銷旗山特色觀光與休閒文化，文化局於

100 年 4月 22日起以旗山火車站為據點串連旗山老街等知名文化

觀光景點，打造在地特色產業推廣平台，並提供民眾旅遊諮詢與

單車租借等服務，以擴大文化觀光之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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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施政項目 執　　行　　成　　果    與    效    益

(三)文化資產調查

研究與推廣

(四)地方文化館營

運推廣

(五)社區總體營造

三、表演藝術推動

(一)表演藝術活動

之策劃與推廣

1.文化資產調查研究

(1)完成鳳山縣舊城遺構調查研究計畫。

(2)完成鳳山縣舊城城內歷史空間調查研究計畫。

(3)完成歷史建築林園黃家古厝調查研究與修復計畫。

(4)完成左營海軍眷村文化景觀保存維護計畫。

(5)辦理歷史建築逍遙園再利用可行性評估計畫。

(6)辦理美濃舊橋及美濃警察分駐所調查研究計畫。

2.文化資產網站建置及專書出版

因應縣市合併後本市豐富之文化資產，以原縣市文資資料庫為基

礎，整合有形及無形文化資產，辦理「大高雄文化生活圈-文化資

產網站」之建置，提供民眾更便利之網路搜尋服務；並辦理「萬山

岩雕-臺灣首次發現摩崖藝術之研究 」、「大高雄廟宇介紹專書 」、

「高雄雙城記— 左營聯鳳山」以及「高雄文化旅遊書」等四本文化專

書之出版，以行銷本市文化資產。

3.哈瑪星．舊城文化公車

首次規劃辦理文化公車，串連哈瑪星、舊城知名景點及美食小吃，

並培訓隨車導覽人員生動活潑之帶領，文化公車路線與捷運、高鐵

連結，吸引全國各地的民眾前往搭乘，自 7月 9日正式營運迄 12

月底，已累積逾 64,811人次搭乘。而文化局精心挑選來自旗山、甲

仙、岡山、鳳山、梓官以及苓雅的6項文化公車伴手禮亦獲得搭乘民

眾廣大迴響，成功行銷本市特色文化產業。

4.文史推廣活動

(1)辦理開台聖王鄭成功 387年紀念活動。

(2)辦理全國古蹟日活動－打狗雙城古道巡禮活動，有 100位民眾

參與。

(3)辦理眷村文化節系列活動，總計吸引逾 100,000人次參加。

(4)辦理「古道連雙城，再現大高雄－左營鳳山雙城古道寶典」發表

會，帶領民眾依據寶典踏尋雙城歷史軌跡。

辦理100年度地方文化館第二期計畫，以積極建構城市文化館群，深

化為高雄城市最具魅力的文化據點。

1.辦理100年度新故鄉社區營造第二期計畫，包括成立社造中心，串

聯各社區組織以強化社造運作功能。

2.徵選輔導社區營造點並培育相關人才，100年度共輔導 42處社區

營造點，並培育相關人才投入社區營造工作，鼓勵地方守護文化

資產及地方文化產業資源再造，以推動社區交流。

1.2011高雄春天藝術節

2011 年 2月至 6月為本市規劃辦理之大型城市藝術節，與國立中

正文化中心合作，引進國外優質的表演藝術團體，並整合在地藝

文團隊跨界合作。總計邀集來自10個國家、19個節目，37場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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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施政項目 執　　行　　成　　果    與    效    益

(二)表演團體資源

的整合與研究

四、視覺藝術推廣

(一)文化景觀規劃

與推動

參與人數超過5萬人次。

2.大港開唱

與「The Wall」娛樂公司合作辦理「大港開唱」，活動於 3月 5日至3

月 6日假駁二藝術特區 P2倉庫、11號碼頭及港埠商業區臨時公園

打造出三大舞台，包含 41場不同團體的演出，除了多組國內流行

藝人與知名樂團參與演出，更有國內創作樂手、樂團創作演出，其

中更包含 15團南部團體，展現南台灣蓬勃的音樂能量，參與人數

超過4萬人次。

3.庄頭藝穗節

從傳統在地文化出發，舉辦系列庄頭歌仔戲、尪仔戲、囝仔戲等，

建立高雄居民文化休閒新品牌。庄頭藝穗節深入大高雄市城鄉，偏

鄉民眾亦能欣賞優質之文化活動，共計84場；超過45000人次參

與。

4.大彩虹音樂節

首次串聯 11、12、13號碼頭，以及駁二倉庫群，進流行音樂大彙演，

活動辦理日期為 100年 10月 8日至10日，為目前籌建中的「海洋

文化暨流行音樂中心」暖身，共計36,000人次參與。

5.郎朗戶外音樂轉播

為讓更多民眾能欣賞到難得國際高水準的鋼琴獨奏會，規劃戶外

同步轉播該場音樂會，共計 5000人齊坐文化中心戶外圓型廣場，

在星空下聆賞樂聲。

6.正港小劇展

為彌補高雄目前尚未有正式的「小劇場」空間，於 100年 10月 21日

至11月 19日，於駁二辦理包括來自上海話劇藝術中心、香港的全

劇場、以及台灣的大開劇團、曉劇場、魚蹦興業、勇氣即興及在地的

台灣戲劇表演家劇團等團隊輪番演出 15場次，介紹兩岸三地具代

表性的創作戲劇，持續展現南台灣民眾支持小劇場的活力與多元

能量，約 3000人次參與。

1.傑出團隊扶植與藝文活動補助

(1)本年度補助款為 18,756,000元，總計226件。

(2)配合文建會扶植傑出藝文團隊獎勵計畫，100年度共有35個團

隊提出申請，共計遴選出本市21團傑出演藝團隊。

2.街頭藝術展演扶植與推動

依據「高雄市街頭藝人標章發行及展演辦法」辦理2次100年街頭

藝人標章認證活動，共 419組通過認證，本市至100年共有975組

認證街頭藝人。

紅毛港文化園區整建及營運計畫

本計畫以高字塔文化園區結合紅毛港舊聚落之文化資源，擴大整建

「紅毛港文化園區」，以保留及活化紅毛港舊聚落珍貴文化資產。

1.至 100 年 12月底止，工程實際進度 88%，目前已完成全市首座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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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共景觀藝術

設置及推廣

(三)推動文化創意

產業

轉餐廳、主特展館、遊客中心、三合院街屋及舊聚落重建區主結構與

外觀，後續逐步完成戶外景觀工程美化。

2.紅毛港新建三艘渡輪平均建造進度為 100%，已於 100年 12月底完

成第一艘船驗收， 101年 1月完成另二艘驗收，2月底完成交船。

3.紅毛港文化園區文化展示計畫，預計101年 3月底完工。

1.公共藝術審議作業：共召開4次審議會及9次執行小組幹事會議，

共審議14件審議案、設置完成報告書 9件、徵選結果報告書 5件及

藝術推廣活動案2件。

2.公共藝術設置計畫

(1)「簡約中的光藝術綠能環境公共藝術設置計畫」，設置場域為駁

二藝術特區，本案分四個設置點，採邀請比件及公開徵選二種

方式，於 100 年 12月 16日辦理基地概況說明會，目前已完成

徵選作業。

(2)「駁二藝術特區公共藝術設置」，有劉柏村作品 4作（組）、張

子隆作品 1件，以上 5件作品係為 2009年參與國藝術會東和鋼

鐵駐廠專案中所創之精選作品。

(3)大東文化藝術中心公共藝術設置計畫：由楊春森（光彩）、賴

純純（快樂時光）、富永泰雄（創造之湧泉）獲選，配合開館

試營運時程陸續設置。

3.公共藝術推廣活動

(1)「簡約中的光藝術-節能減碳光照創作前期研發計畫」：

a.環保教育推廣暨工作坊，10/8、15辦理二場工作坊，對光與

空間、光與公共藝術、光媒材之材料特性與未來應用趨勢、藝

術家運用光之創作分享、光之造型應用探討。

b.完成「簡約中的光藝術」設置計畫書。

c.自然能源與光照開發、光纖布創意設計、光纖製作。

d.網頁設計暨視覺規畫。

(2)辦理高雄市公共藝術推廣臨時性裝置藝術─『邂候~公車候車亭

創意裝置藝術』徵件：

a.第一屆-共計86件報名，經評選入圍作品 4件，於文化中心

周邊先行試作，已於 100年 5月底完成設置，為本市街道增

添亮點。

b.第二屆-共計 26件報名，經評選入圍作品 2件，預定於 101

年 4月完成設置。

1.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行銷輔導計畫

本計畫實為總體計畫之核心，呼應文建會提出之識見，公開徵選

成立推動執行小組，主要功能為研究發展大高雄設計文創產業生

態，並協助設計者增加對文創產業之相關知識、輔導其提案能力以

向中央申請相關經費，同時引進國外成功之文創案例以為交流學

習，提升本市文創產業界之視野及能力，以專業及民間合作打造

在地文創產業，期能有效推動高雄文化創意產業之政策，進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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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莫拉克風災災

後文化重建業

務

促成特色的文化創意產業之蓬勃發展。

委託中華民國設計師協會辦理「高雄市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輔導計畫」

完成高雄市年度設計力調查報告並辦理 2010 高雄設計節，計畫期

間並提供文創營運諮詢服務及計畫診斷服務；辦理聚會、不定時會

談、課程等活動促進創作者之間的交流，提供創作者撰寫申請補助

企劃書的建議之外，也協助創作者辦理展覽，提供設計新銳展演

場地，提高行銷效果及能見度，至 10月為止，已辦理12檔展覽。

並經營維護文化創意產業專屬網站，舉辦35場以上之相關座談會，

成功媒合 50件以上之文創補助提案，另透過與第一線文創工作者

的實際接觸，將相關經驗提供專業建議。 

2.文創設計業結盟產業提案補助計畫

本案原創精神為獎助並補助設籍高雄之文創設計業者與產業結盟

合作，提高文創設計之加值化服務，提升產品附加價值並達量產

之目標。自99年 7月起至100年 7月止期進行7梯次收件，共計83

件設計業者結盟 83件產業業者提案；並通過補助45件，進階提案

業者由赫提思實業有限公司結合藏一文化藝術有限公司率先於 100

年 7月 12日於漢神百貨進行產品發表會，雅石文創開發經紀有限

公司也己於 100年 10月於廈門進行產品發表會。

98年 8月 8日，莫拉克颱風重創南台灣，原高雄縣甲仙、杉林、六龜

等地區受到重大創傷。爰此，文化局分別從家園重建、文化重建、產業

重建等3個面向，積極協助災民重新站起，並期待這些地區透過文化

傳承語產業的重建，期許災區能成為高雄市未來重要觀光產業重點。

1.家園重建

(1)新開部落紀念公園於 100年 8月 7日完工啟用。 

(2)小林村紀念公園於 101年 1月 15日舉行啟用典禮。

2.文化重建

(1)小林平埔族夜祭：委由甲仙區公所於 100年 10月 8-9日辦理，

夜祭當日參觀人數達5000人次。

(2)重建小林平埔族公廨。

(3)荖濃平埔族夜祭：委由六龜區公所於 100 年 10月 11日辦理，

夜祭當日參觀人數達500人次。

3.產業重建

(1)以甲仙五里埔平埔文化園區為文化重建示範點，從文創人才養

成、建立產業形象、傳統文化保存及文創產品開發四大面向，共

提供 120小時培訓課程及藝術家進駐，並分別於中秋節、小林

夜祭及高雄市冬季觀光旅展辦理 3場產業展售活動，帶動重建

區文創產業發展及居民收益。

(2)小林社區木工坊機具設備申請計畫

以漂流木創作為社區裝置藝術，並在文化園區的廣場將漂流

木製作成桌椅，在創作的同時居民共同參與，凝聚社區意識，

打造出屬於小林的工坊，並配合文化園區的落成、互相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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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東文化藝術

中心興建工程

(六)鳳山溪大東段

景觀改造工程

五、影視發展業務

(一)發展影視產業

(二)影視基地發展

計畫

以促進社區產業和文化觀光。 

4.心靈重建

目前正持續執行「莫拉克風災文化重建詩集」及「小林村文化重建之

路紀錄片計畫」。

大東文化藝術中心計畫以藝術教育及在地文化為發展核心，藉由捷

運與文化路線的串聯，創造一個以大東文化藝術中心、衛武營藝術文

化中心、高雄市文化中心與愛河博物館群為節點的藝文軸線，促成完

整的都會藝術網絡，提升大高雄整體文化競爭力。計畫設置演藝廳、

展覽館、藝術圖書館、行政空間、戶外表演藝術空間及商業空間。預計

101年 3月試營運。

透過鳳山溪─大東段整體景觀改造工程之計畫案，配合鳳山區內一

系列的新建設，如高捷、大東文化藝術中心園區、曹公圳與鳳山溪之

整治，與鳳凌廣場及鳳山區內古城觀光系統的規劃等設立，重新檢

討鳳山溪之地位角色，並藉由規劃鳳山溪大東段沿岸景觀及重整大

東文化藝術園區之週遭空間環境，除了基本的綠美化環境外，並提

供一處連貫鳳山區內各古蹟景點的河岸休閒空間。

1.協助國內外影視公司南下本市取景拍片，藉由電影場景行銷城市

風貌，100年 1至 12月協助影視劇組勘景、拍攝等行政支援事務如

下：

(1)電影 22部：痞子英雄首部曲、殺手歐陽盆栽、龍飛鳳舞、愛的麵

包魂等。

(2)電視劇14部：拜金女王、廉政英雄、父與子等。

(3)）Discovery旅遊頻道/瘋台灣等電視節目4個、康師傅礦物質

水等廣告30支、英國--前進樂團等紀錄片 2部、短片 1部、2011

青春設計節等音樂 MV14支、中正大學傳播系/停止轉動等學生

畢製短片 21支。

2.100年 1至 12月補助15部電影、電視劇及廣告片在本市拍攝期間

之住宿經費。

3.協助13部優質影片辦理行銷活動。

4.規劃保留拍片場景進行城市導覽：利用電影《痞子英雄首部曲》之

拍片場景─真愛碼頭南區分局主場景，及駁二藝術特區之臨海酒

吧，作為觀光規劃，並配合電影導覽手冊推廣高雄美食。將結合電

影及文化產業進行城市行銷。

1.橋頭糖廠園區規劃設置影視基地計畫

委託日本赤塚佳仁團隊完成橋頭片場場景規劃設計，並編製完成

片廠場景招商手冊，吸引劇組拍攝並兼具觀光效益。

2.台鋁廠房作為本市影視發展試辦基地

133



重要施政項目 執　　行　　成　　果    與    效    益

六、駁二中心業務

(一)推動駁二各項

特色展演

(二)辦理駁二環境

藝術工程

(1)首先提供普拉嘉國際意象影藝股份有限公司作為拍攝「痞子英

雄」電影版之拍攝場景。目前留有機艙等場景，擬規劃其他劇組

作拍攝使用。

(2)為將影視產業發展為本市旗艦產業，並以專業片場建立計畫帶

動影視產業於本市落地茁壯，未來希求進軍國際市場，目前正

評估將台鋁舊廠房轉變為一個可因應數位時代可能性無限放大

的“大型數位片廠”；惟本計畫案規模巨大，需做先期開發企

劃，並參考與該場地相同發展軌跡之國外成功案例，以利決定

未來發展可能方向，作為後續發展依據方向，目前已委託世界

知名電影專業人士──赤塚佳仁及其專業團隊辦理「台鋁舊廠

發展數位片廠國際影視文化交流活動暨研究方向策劃計畫」事

宜，本研究案將發展出台鋁舊廠未來可行性方向之創意研究企

劃，協助拓展該場域作為數位片廠及招商計畫之可能性，並彙

整提具具體建議，作為後續向外招商說明之依據，使得本市影

視產業及閒置空間能獲得再利用與發展。

1.2011駁二年售來了-文創商品過年大賞

2.2011春光生活藝術節

3.2011青春設計節

4.潮間帶‧駁二創意廊

5.2011好漢玩字節

6.川島小鳥海外攝影展

7.筆記本超級市場

8.奇幻不思議日本3D幻視藝術畫展

9.「駁二動漫祭」

10.2011高雄設計節

11.心樂活創意季

12.月光劇場音樂活動

1.堀江街 7號整修工程

為逐步實踐以文化創意產業園區為發展目標及整體園區規劃完整

性，向華南銀行承租 7號倉庫並於 100年 3月份完成整修工程，預

計作為美國特效後製公司「R&H」進駐之用。

2.駁二特區環境改善工程

為營造駁二特區整體藝術氛圍，打造兼具美感與休憩之景觀設施，

持續進行環境藝術改善工程，並於 100年 4月完工。相關工程包含

堀江街行人徒步區、自行車道沿線景觀及戶外藝術作品設置等。是

項工程之推動不僅增加園區完整性與藝術感，更帶動了駁二參觀

人次之提升。

3.辦理100年度提升地方視覺美感方案執行計畫

辦理駁二藝術特區「社區營造計畫」、「牆面藝術」、「西臨港線景觀

工程」等項目，型塑駁二藝術特區整體環境藝術氛圍，並提供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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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推動駁二藝術

特區招商進駐

七、文化中心業務

(一)辦理各項展覽

活動

(二)辦理第 17屆金

爵獎國際調酒

大賽

優質之休憩環境。全案於 100年 8月進行規劃設計，預計 101年 4

月完工。

1.高雄在地餐飲品牌「帕莎蒂娜」進駐

莎蒂娜崇尚人文精神，主張透過餐飲體會美好生活。「帕莎蒂娜倉

庫餐坊」於 101年 1月 31日開幕，獲得民眾好評。

2.美國電影特效後製公司「R&H」進駐

世界前五大電影特效後製公司「R&H」，預計101年 6月規劃駁二7

號倉庫相關進駐事宜，並成立專業研發中心以進行特效人才之培育

該公司的進駐不僅是在地影視產業的一大躍進，亦能帶動國內數

位產業發展，也讓駁二藝術特區成為更具國際性與獨特性的全方

位藝術園區。

1.100年至真堂(一、二、三館)、至美軒、雅軒及第一、二文物館等展場

舉辦 150場次展覽，參觀人數達 466,317 人，其中除年度申請展

外，為輔導本市美術發展及促進城市藝術文化交流，本局特規劃

辦理系列展覽：

(1)「高雄市美術展」。參觀人數48,843人。

(2)「打開畫匣子--美術在高雄」。參觀人數58,551人。

(3)「2011青春美展」。參觀人數64,022人。

(4)斯洛伐克繪本國際交流展《MAGIC WORLD》Slovak Artist Mr.

Peter Uchnar。參觀人數1,328人。

(5)「典藏歷史、記錄時代~建國100攝影展」。參觀人數12,972人。

(6)「高雄‧美術系列展」--「高雄．墨．視界」。參觀人數6,693人。

(7)文化中心藝術大道石鼓燈箱展

辦理「石鼓燈箱插畫展」，特別邀請11位插畫作者，結合高

雄意象、人文關懷及溫馨情懷為主之插畫創作，自 100 年 6

月中旬起在文化中心四週石鼓燈箱展示。本次插畫及插圖作

品以多元創作繪畫形式，透過插畫家細膩的畫筆，表達描繪

大高雄的自然原味、習俗、文化特色及呈現對土地人事物的

深刻關懷，適合各年齡層民眾觀賞，帶給民眾不同的視覺體

驗。

(8)「2011福兔百年、好運年年  lucky two迎春創意特展」。一個月

展期吸引參觀人數達11,249人。

文化局及中華民國國際調酒協會共同舉辦的「第 17屆金爵獎國際調

酒大賽」於 100年 6月 4-6日假駁二藝術特區及高雄國賓大飯店舉行。

本次競賽共邀請 8個國家參賽，有新加坡、香港、日本、捷克、菲律賓、

越南、韓國、愛沙尼亞與台灣選手共同較勁，希望藉由調酒大賽相關

賽事，提昇國內專業調酒知識並協助相關業者開拓市場與品牌行銷，

帶動高雄市更多觀光人口、文化形塑及企業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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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辦理「文化中

心廣場」活動

(四)辦理「假日藝

術市集」

(五)提升本局文化

中心及音樂館

演藝廳之軟硬

體設施及服務

品質

(六)至德堂、至善廳

音樂館水電、

空調設施維護

保養

(七)至德堂、至善廳

音樂館舞台、

燈光、音響設

施維護保養

八、岡山文化中心重

新開館啟用

貳、各項文化社教活

1.「100年春節活動」：為讓民眾感受本市的進步與繁榮，並展現地區

人文特色，春節期  間於文化中心園區辦理「2011年春節展演活

動」。活動自2月3日至8日，每天 12時至21時，活動內容以「手

創藝術市集」為主體，另提供特色商品及地方小吃等攤位及遊樂設

施；年初一邀請兩廣醒獅戰鼓團為活動揭開序幕，每天下午及晚

上各有一場藝文節目演出，六天活動吸引 21萬人次參與。

2.「科學舞台劇」--法拉第的一生：與台大天文物理研究所於 12月 17

及 18日二日合辦，兩場演出共計2萬多名民眾參與。

3.兒童劇－「魔法森林奇遇記」於 11/9由紙風車劇團演出，約 5,000

位民眾參與。

為扶植在地文化創意產業，邀請取得高雄市街頭藝人認證標章街頭

藝人，於每週六、日 16點至21點 30分在文化中心藝術大道辦理「假

日藝術市集」，提供手作藝術工作者及街藝表演者與民眾自由對話的

平台，經過長期的蘊涵已營造出城市文化品牌活動。

100年至德堂共演出190場次、至善廳234場次、音樂館185場次（其

中包含2011年高雄市電影節於音樂館播放影展影片 45場次），觀賞

人次總計31萬 514人次。為提升劇場服務品質，特舉辦「劇場服務人

才培訓及管理精進計畫」，提升本市藝文欣賞人口。

為提供各演藝廳、展覽空間及庭園更優質的演出、展覽及休閒環境，

續辦理文化中心及音樂館各項機電、空調設備，如消防系統火警綜合

盤、綜合消防栓箱、藝術大道地燈、污廢水泵、空調主機、空調箱、冷卻

水塔等設施整修。

為提供各演出團隊及觀眾更優質演出、觀賞環境及更優質的服務品質

陸續辦理鋼琴保養、劇場光音響舞台設備保養、組合式舞蹈地板採購、

特殊燈具燈泡採購、觀眾席兩側電子看板更新、觀眾席座椅增設、服務

台 LED資訊告示板更換等及專業劇場經營人才委託培訓。

1.岡山文化中心自 99年 2月閉館整修，第二展覽室於 100年 4月 30

日整修完工正式啟用，100年辦理七場次展覽，呈現在地多元的藝

術創作活力，推廣市民藝術休閒生活。

2.演藝廳於 100年 11月重新開館，自11月 19日至101年 1月 7日共

計邀請 7個團隊進行 11場演出，內容多元且優質，進場觀賞人數

達6,285人次。

3.進行「前台服務人員徵選及專業訓練」、「100年度岡山演藝廳劇場

技術及後台管理委託服務」標案及「演藝廳志工徵募、訓練」等人力

培育工作，期透過各類專業整合訓練的辦理，持續帶動北高雄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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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

一、美術館管理及活

動

(一)積極辦理各項

展覽，以豐富

在地視野，提

昇全民美學與

生活素養，培

育優秀藝術人

才

文觀賞風氣。

1.積極辦理各項國際展覽，與國際交流，使在地視野更豐裕

(1)辦理精采豐富之國際藝術展覽如《紙房子：一個人的小屋》、《藝

漾眷戀：莫迪里亞尼與他的朋友》、《新式幸福風：當代義大利

式生活》、《慕夏大展—新藝術‧烏托邦》、《新式幸福風：時尚

酩品美學》及《虹光‧掠影‧當代韓國》（本展膺選《2011十大

公辦好展覽》第九名）等。《紙房子：一個人的小屋》獲選為「建

國一百年台灣設計年」15個重點認證活動之一。另七月上檔之

《新式幸福風：當代義大利式生活》獲文建會「生活美學主題展」

計畫最高額度700萬元補助金額，透過義大利知名品牌之展出

與詮釋，讓台灣觀眾了解國際品牌之誕生及其優異之處，對台

灣之文創產業有相當之助益。除此之外，《2011高雄國際貨櫃藝

術節─新式幸福風：藝術‧家》於 12月在駁二藝術特區舉辦，

本屆更獲美國國務院贊助，邀請來自美國 4個高雄市姊妹市的

藝術家共襄盛舉。高美館並積極籌劃 101年度國際巨匠大展，

其中《法蘭西斯‧培根》展已獲文建會視覺藝術類補助150萬元

預期新的巨匠系列將為高雄藝壇帶來新的議題與各界的好評，

並為城市行銷及旅遊觀光業帶來更顯著的效益。

(2)與海外交流，辦理輸出國際展如《錄像台灣》於法國敦克爾克市

10個公共場所展出、《台灣當代藝術展》於義大利熱內亞克羅齊

當代藝術館及羅馬EX GIL藝文中心展出，以國內傑出之當代藝

術家所進行之跨領域創作為展覽主軸。另有《臺灣書院啟用特展

－董陽孜書法展》於 10月份在駐紐約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開幕，

向國際宣告臺灣書院的成立，輸出多元精緻的臺灣文化。

2.辦理「高雄獎」

發掘視覺藝術新秀，為鼓勵視覺藝術創作，提升藝術原創精神，

於每年10月至隔年5月舉辦。經由不同媒材藝術分項評審，最後以

不分類項選出最高榮譽「高雄獎」5名。2012年高雄獎獎金調高為每

名40萬，以鼓勵更多優秀的參賽者前來送件，12至 101年 1月份

辦理徵選工作。

3.本年度總計有五項展覽獲藝術家雜誌年度（100年度)十大公辦好

展覽

分別為「後民國：沒人共和國」、「切切故鄉情：陳澄波紀念展」名列

第一及第二名、「多情兄：悍圖社」第六名、「虹光‧掠影‧當代韓

國」第九名及「第九屆台新藝術獎入圍特展」第十名，延續 99年度

佳績。

4.出版品獲獎

(1)高美館配合99年度各項展覽出版之出版品，參加行政院研考會

舉辦之「第三屆國家出版獎」評選，於 100年 6月 30日公佈得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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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策劃主題式、

互動遊戲式展

覽，推動市民

兒童美育

(三)進行南島當代

藝術計畫，包

括策辦展覽、

辦理駐館活動

、建置資料庫。

(四)透過藝術品典

藏，具體而微

呈現「美術高

雄」的歷史樣

貌；建立典藏

特色，提高競

爭力與能見度。

作品，共計5種出版品獲獎，分別為《空間，這個搗蛋鬼》及

《極簡‧大用：包浩斯巨匠亞伯斯》獲得佳作，《2009高雄國際

貨櫃藝術節「邁向理想城市的 N種想法」》、《藝術運動會  遊戲

書》及《藝術認證 Art Accrediting》獲入選，其中《藝術運動會

遊戲書》一書亦於 100年 2月獲得行政院新聞局主辦「2011金蝶

獎出版設計大獎」圖文類之榮譽獎，獲獎數量打破歷年紀錄。

(2)《藝術認證 Art Accrediting》先後獲得97年「優良政府出版品」

98年「第二屆國家出版獎」及99年「第三屆國家出版獎」。

1.於兒童美術館策劃兒童美術主題、互動遊戲式年度大展，推動市民

兒童美育。

辦理《觸覺探險地》、《探索紙王國》及《聲音有藝思》展，經由遊戲

互動體驗方式，引領小朋友體驗不一樣的藝術教育。並於 100年度

出版《奇幻野獸國》互動遊戲書。

2.結合節慶（春節、兒童節、暑假期間等）企劃兒童美術教育活動，

提供親子美育活動。

1.積極擴展辦理海外展：與高美館關係友好之新喀里多尼亞棲包屋

文化中心聯繫預計2012年 10月 16日至2013年 2月 21日於該中心

展出，展覽籌備中。

2.透過全國性活動參與推動南島當代藝術：積極參與「行政院原住民

族委員會文化園區管理局」各項籌備工作、籌備與「行政院原住民族

委員會」及東華大學共同主辦原住民藝術工作者駐村計畫展覽，預

計展出期程為 2012年 3月 17日至5月27日。

3.爭取 101-103年市府先期作業計畫--「多元文化藝術施政願景發展

計劃」延續本館南島當代藝術發展脈絡。

1.收藏南部重要藝術家作品，彙整南部藝術發展史料，建立南部地

方的區域風格

100年度共購藏 34件典藏品，並因應高雄市縣合併，原岡山文化

中心典(館)藏之藝術品 266件移撥至高美館。屬南部美術發展之重

要藝術家如劉啟祥、詹浮雲、洪根深、盧明德等之作品皆包含其中，

邱潤銀、張金發等藝術家的大宗捐贈更有助於史料的完整呈現；此

外，並典藏運用新創作語彙表現之新生代藝術家如林玉婷等人作

品，藉由年度「高雄獎」得獎創作者為關注面向，作為觀察新生代

創作面貌的切片，藉以記錄和建立高雄當代美術史的發展。

2.鼓勵藝術家捐贈的部份成果豐碩

年度捐贈件數共計142件，總價值高達 1億 2,550萬 3,480元，接

近年度典藏經費之 10倍。大宗捐贈案包括重量級藝術家陳澄波油

畫作品 2件、蕭勤作品 8件，及南部重要藝術家邱潤銀作品 68件、

蔡水林作品 29件、詹浮雲 2件、張金發 14件等，系列性作品成為全

民共享之珍貴文化資源，亦突顯藝術界人士對高美館之肯定與支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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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圖書館營運管理

(一)推動城市閱讀

創新活動 1.城市講堂：OPEN新視野」系列講座

為提供精彩與多元的城市閱讀活動，每週六辦理「城市講堂：OPEN

新視野」活動，邀請文學、兩性、親子、心靈、職場、城市遠見等領域

名人，與高雄市民面對面；100年共辦理40場次，超過16,000人

次參加。

2.高雄市早讀運動－0～3歲嬰幼兒閱讀推廣活動

為推廣從小閱讀及親子共讀，由教育部提供早讀福袋，自 8月 20

日起，針對設籍本市 99年出生之嬰幼兒，免費領取早讀福袋，並

規劃了新手父母講座、圖書館利用與閱讀指導、故事劇場與肢體律

動等系列活動，系列活動吸引了 2千多人次參加。

3.故事媽媽認證與培訓

為推動城市閱讀風氣，鼓勵民眾加入故事媽媽行列，於 9 月辦理

「故事媽媽認證與培訓」，分初階與進階培訓，於高雄區及岡山區

分別辦理，共 3場次三天半的課程，約 350人參加。

4.全國故事媽媽活動

為增進全國故事媽媽的專業素養，於 11月 22~24日舉辦「全國故事

媽媽~閱讀最樂」，有來自全國各地及外島的故事媽媽共 330人 參

加，由市立圖書館聘請專家及學者設計專業課程，並分享說演故

事及推動閱讀的經驗。並有6組故事團體，示範演出精戲劇，促進

全國故事媽媽的交流與分享。

5.行動圖書館暨故事媽媽列車

95年爭取社會資源購置「行動圖書館」及「故事媽媽列車」共 2部車

自95年 11月正式啟動以來，將圖書及故事媽媽說演故事活動，以

主動方式進入社區、學校、醫院、弱勢團體及偏遠地區等亟需閱讀資

源的地方，提供兒童豐富的閱讀資源，打造高雄市成為「沒有圍牆

的圖書館」，共辦理75場近 20,000人受惠。

100年與財團法人佛光山文教基金會合作，以二台「雲水書坊行動

車」，巡迴高雄市偏遠地區，100年共辦理392場近 40,000人受惠

6.提供便捷的閱覽服務

100年度因應縣市合併，大高雄地區圖書館目前共有 61所，閱覽

政策及各項便民服務完成整合，「網路借書」服務全面啟動，實施

以來利用本項服務之借還書冊數逐年增加，100年市民申請本項服

務之圖書冊數高達40萬冊。100年總借閱冊數共 6,729,942冊，較

99年增加約 102萬冊、理借閱證人數共 61,538人、圖書館利用人次

共 11,673,451人。

7.籌建辦理新館舍及空間改善

為提供民眾豐富、便利、舒適的圖書館服務，增置籌建新館舍包括

澄觀圖書分館，已於 100年 9月啟用，總館新建工程、草衙圖書分

館、中庄圖書分館、河堤圖書分館及三民、寶珠、苓雅、茂林、桃源等

圖書分館空間改善。

8.辦理「送文學到校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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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歷史博物館營運

管理

(一)展覽業務

邀請受年輕人歡迎作家及課本作家，深入本市高中、國中校園，與

青年學子分享個人文學成長與創作經驗，以增進青年對文學領域

熱愛。本項活動深受學校肯定，100 年共辦理 8場，參與學生共

3,950人。

9.辦理「文學家駐館」活動

每二週邀一位高雄作家駐館，提供個人創作文物展及文學講座，

100年共邀請 22位作家駐館，共舉辦 22場文物展與文學講座，提

供市民深入瞭解高雄作家機會。本項活動民眾參與熱烈，計15,085

人次參加，對行銷高雄在地作家成效良好。

10.辦理「送書香到教室」服務

為建立本市學生閱讀風氣，培養良好閱讀習慣，縣市合併，大高

雄各分館均提供「送書香到教室」免費宅配班級圖書到校服務，100

年共送出671箱，參與學生約 34,000人。

11.各區藝文展演活動

推動閱讀並結合地方在地文化特色，擴大辦理各區圖書館推動書

香及文化展演活動，達到區區有特色，週週有活動之目標，100年

共辦理50場，約 100,000人參與。

12.建置捷運智慧型圖書館

除原中央公園 R9 設置一座捷運智慧型圖書館外，100年於高鐵捷

運站增設第二座，方便民眾借還圖書，讓民眾於搭乘捷運時享受

閱讀樂趣，帶著書本搭捷運，行動閱讀生活正式來臨，未來將持

續推動。

1.辦理「風中的名字－高雄市二二八」特展。為搭配 228舉辦之紀念活

動特展。

2.辦理「愛之禮讚首部曲－生命禮俗文物特展」。精選約 100多件文物

展出，共吸引約 150,000人次參觀。

3.辦理「穿越城市的火車－高雄臨港線動態鐵道場景模型展」。展出約

20組收藏家典藏模型及打造 18坪高雄臨港線模型，共吸引 75,000

人次。

4.辦理「青春風火輪－哪吒三太子的異想世界」特展。吸引約 120,000

人次參觀。

5.辦理『展』高雄系列-搭寮耕耘萬福地－大寮篇。展示大寮文史特色，

包括老照片及典藏文物。計25,000參觀人次。

6.辦理「技藝猷新-打狗傳統工藝匠師聯展」特展。共展出本市5位重

量級的傳統工藝匠師約 90件作品，共吸引 20,000參觀人次。

7.辦理「串起環港珍珠－來一趟港區博物館之旅」特展。展出「南臺灣

博物館群計畫」研究成果，共吸引約 15,000人次參觀。

8.辦理「書中蝴蝶—當代藏書票收藏展」。精選300多張藏書票，包含

日本重量級11位收藏家精彩專用藏書票，共吸引約 50,000人次參

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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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推廣活動

(三)典藏研究

9.辦理「古早情－老台灣生活影像展」南部巡迴展。展出美籍基督教工

作人員薛培德（Barry L. Schuttler）100多幅珍貴照片，共吸引

約 20,000人次。

10.辦理「流動的女神－台灣媽祖進香文化特展」高雄巡迴展。聚集 14

間宮廟，展出200多件文物，共吸引 10,000參觀人次。

11.辦理「高小雄的家-兒童故事屋」常設展。以高雄過去的生活記憶為

素材，帶領孩童認識高雄的歷史與文化。

1.「穿越時空的軌道－鐵支路夏令營」，以鐵道故事為主軸，藝術創

作為元素，體驗鐵道文化的魅力；共舉辦2場次70人參加。

2.「鐵道模型工作坊－第一次做模型就上手」，由國內資深鐵道模型

玩家導覽，並帶領學員動手DIY，體驗鐵道模型的創作樂趣，共舉

辦18場 185人次參加。

3.「穿越城市的火車－高雄臨港線動態場景模型展」教師培訓研習活

動，藉由臨港線鐵道動態場景模型，深入瞭解台灣鐵道演進對產

業發展史上的影響，共舉辦4場95人次參加。

4.史博講堂

全年度共舉辦26場，參與人次近 1500人，講演主題包括高雄與台

灣文史、博物館專題、特展延伸主題等。

5.「2011高雄市二二八和平紀念」系列活動，辦理風中的名字－高雄

市二二八事件特展，以及二二八和平紀念儀式等，展覽參觀人次

13,500人，追思儀式活動參加人次2500人。

6.「100年孔子誕辰 2561週年紀念大典」，於旗山孔廟舉行，由旗山

國小學生擔任「佾生」、旗山國中及前金國中擔任「禮生」及「樂生」

並與旗山區公所合辦「新生學習入門祭孔儀式」活動，共約 3500人

次參與。

7.辦理「2011愛河布袋戲展演祭活動」，承接原高雄縣的「偶戲節」後，

本次特將「布袋戲」及「偶戲」銜接起來，所以今年布袋戲展演祭跨

了四個劇種，帶領民眾體驗各式偶戲，並藉由現代劇場的展演，

保存與傳播珍貴的無形文化資產。故本次廣邀台灣北中南優質 12

組團隊，自 10月 1日起每週六、日，一連 7周，總計演出 28場，

累計參觀人數2,322人。

8.辦理「2011高雄風雲戲獅甲－八國聯軍眾神拼台」活動，今年戲獅

甲延續去年高雄巨蛋全場萬人滿座的熱潮，特推出決賽 6小時全新

節目製作的大型綜藝秀，除了邀請國際史上最強 35次世界冠軍獅

隊－馬來西亞麻坡關聖宮龍獅團等國際獅隊外，尚包括台灣五支

冠軍勁旅，出面迎戰國際獅隊聯軍，另外節目製作安排眾神鑼鼓

震天華麗藝陣頭及全版鐵獅玉玲瓏 120分鐘 live show，總計初賽

參觀約 6,000人；決賽參觀約 10,000人。

1.本年度出版歷史博物館典藏專輯-「璀璨銀彩－館藏金工及飾品文

物賞析」，本館自民國87年開館至今蒐藏金工及飾品文物計179項

其年代由清末至民初，本專輯內容係 99年委請蘇世雄教授及蘇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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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老師以館藏飾品種類、圖案紋飾、技法、材質及其應用等進行分析

研究，於今年度精選館藏金工及飾品文物 127項，整編後出版典藏

專輯 1000冊，並寄贈全國各大學圖書館、博物館及公立圖書館等

編目上架，提供大眾研究參考使用。

2.辦理歷史博物館「館藏漢人織品服飾類委外研究案」，本案委由私

立實踐大學服裝設計學系專任助理教授鄭惠美老師進行專業研究

與文物詮釋，全案於 100年 12月完成，對提供未來展覽、出版及教

育推廣之需，有很大的助益。

3.辦理本市文物之徵集、購置，本年度計購置 1929項文物，市民捐

贈文物 32項，內容包括皮影戲文物、原住民文物、日治時期影像資

料、古地圖及布袋戲木雕偶頭等，進一步充實歷史博物館館藏。

4.召開本市第 3屆古物審議委員會大會（100年度），審議登錄「大

龍罐（矸）」等5件古物；召開本市第1屆傳統藝術民俗及有關文

物審議會大會（100年度），審議登錄「撮把戲」、「十全腔」2項傳

統藝術，及「大武壠阿里關太祖祭典」、「大武壠頂荖濃太祖祭典」2

項民俗及有關文物。

5.辦理本市岡山地區廟宇古物調查案，針對高雄市岡山地區（岡山區

橋頭區、梓官區、彌陀區、燕巢區、永安區、茄萣區、路竹區、阿蓮區、

湖內區、田寮區）廟宇古物進行田野調查並建立資料，以供歷史博

物館及相關單位日後進行文化資產登錄審議及保存維護之參考，

本案業於 100年 12月結案。

7.辦理本市民俗資源調查計畫－生命禮俗類案，本案運用文獻分析、

深度訪談及生命史訪談等研究方法，針對高雄市各行政區（含原

住民、客家人、閩南人等區域）、各宗教及特殊類型等主題進行抽樣

調查，目的在探討高雄地區不同族群及宗教婚俗所顯示之儀式細節

差異與變遷，本案業於 100年 12月結案。

8.辦理傀儡戲保存及推廣計畫，將錦飛鳳傀儡戲劇團百年手抄劇本、

多尊珍貴傀儡戲偶、道具、戲棚等數位化並製作專題網站，本案業

於 100年 11月結案。

9.辦理本市逾保存年限檔案檢選工作，100年度共受理101個單位所

提送擬銷毀檔案目錄 3,091,531件及74案 2374卷，檢選出具編纂

史料參考價值檔案3,083件，作為未來編修地方志之參考。

10.規劃辦理戒嚴時期高雄地區白色恐怖案件口述歷史訪談，過去白

色恐怖案件被視為政治禁忌，因事實經過曲折隱諱，且受害者及

其家屬逐漸凋零，有必要即時採輯口碑、保存史料，以發掘拼湊

戒案件真相。其次，100年度亦完成《一指萬能一指畫家劉銘》口

述歷史委託研究案，於 100年 5月底結案，對於本市重要指畫藝

術家劉銘先生之生平有深入記錄、剖析。

11.為保存地方文獻史料、提供論述平台，本市按季編印《高雄文獻》

期刊，100年度出版第 1卷第1-4期（其中 3、4卷為合訂本），

每期發行1000本，分送全國各圖書館、各級學校、學術機構、文史

工作室等單位典藏。

12.辦理「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原高雄市役所）古蹟調查研究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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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電影館營運管理

(一)辦理影展活動

(二)辦理「2011青

春設計節－青

春影展」

(三)辦理「高雄電

影節」

(四)辦理影片拍攝

案

(五)辦理「影像高

雄－記憶的尋

找與重現」紀

錄片拍攝案

(六)辦理「2011 高

雄市電影館編

劇工作坊」

落實古蹟管理維護，11月 2日完成期中審查報告。

100年度辦理多場主題影展及電影文化推廣活動，前者如〝她〞的樣貌

影展、精選國片影展等，後者如金穗獎、女性影展等，100年共舉行

38檔專題影展，放映 310部電影，觀影民眾人數達到33,364人次之

多。

為提供青年影像創作之交流平台，並透過影像創作推廣城市行銷，5

月6日至15日辦理「2011青春設計節－青春影展」。本屆報名參賽共

23校、31系，共 130件，收件遍及全臺灣相關系所大專院校學子。並

於 5月 15日舉辦青春影展閉幕及頒獎典禮，共頒發含不分類首獎等

20個獎項。

100年 10/21~11/6高雄電影節規劃16個單元，共計172部(包含競賽

入圍影片 50部)，長片 85部(17部電影館邀請)，短片 87部(含競賽

影片與東京短片節 68部由電影館邀請)，播映 279 場次，27場次完

售，共計17天，總觀影人次達到27,897人，創歷年紀錄。

為活絡影視文創產業，紀錄高雄市近年來發展變遷之軌跡，厚植南

台灣影視文化藝術活動參與人口，100年度透過公開評選出 7部電影

企劃案，並藉由補助及協助拍攝，凸顯高雄市「友善拍片城市」鮮明

形象，也藉此促進電影藝術文化之發展。其中2部電影「愛的麵包魂」、

「龍飛鳳舞」已上映。

為紀錄保存本市有形無形人文影像，留存城市記憶，提供後續研究

者田調之素材，特針對眷村，皮影戲、民俗藝陣、其他等共 4類，評

選出6件符合「消逝、再生」之企劃案，目前正進行拍攝中。紀錄片拍

攝除尋找與保存城市中值得收藏的記憶外，同時亦探究時間、經濟、

生活與文化之間微妙互動關係。

有鑑於電影工業生產線最上游為「電影劇本」，為加強電影工業之基

礎建設，鼓勵高雄市民參與劇本創作，以每週一次，100年 5月至10

月為期半年，採授課及實作方式，辦理「2011高雄市電影館編劇工作

坊，本年度共有26人結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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