拾捌、文

化

一、文化政策與環境推展
(一) 督促行政法人健全內部典章制度，提升外部服務品質
依據各行政法人設置自治條例等相關規定監督高雄市專業文化機
構與高雄市立圖書館，協助法人健全內部典章制度，提升外部服
務品質，遂行所肩負之公共任務。
(二) 輔導與監督財團法人高雄市愛樂文化藝術基金會
補助愛樂基金會推動本市音樂教育及舉辦多元化藝文活動。109 年
共辦理藝文活動及教育推廣 163 場次、300 萬人次(含線上)參與。
(三) 辦理文學創作、出版獎助及打狗鳳邑文學獎
1.「2020 書寫高雄文學創作獎助計畫」於 109 年 8 月舉辦評審會
議，選出吳金龍、楊蕙瑜(楊路得)、周天派、洪淑昭、辛金順 5
名創作者之提案，每名獎助 15 萬元，獎助金共 75 萬元，預計
110 年 7 月完成創作。
2.「2020 書寫高雄出版獎助計畫」於 109 年 8 月舉辦評審會議，
選出葉思吟《哈囉!山上的朋友:台 20 號公路之旅》1 件作品，
補助獎助金 10 萬元，於 110 年 1 月 19 日出版，並於 1 月 27 及
30 日於台北及高雄舉行新書發表會。

3.「2020 打狗鳳邑文學獎」徵稿文類包括小說、散文、新詩、臺
語新詩等 4 類，共徵得 582 件作品，每類選出高雄獎 1 名、優選
獎 1 名、及佳作 2 名，頒發總獎金 124 萬元。109 年 11 月 22 日
舉辦頒獎典禮，並出版《2020 打狗鳳邑文學獎得獎作品集》。
(四) 發行高雄藝文月刊
文化高雄藝文月刊內容涵蓋大高雄地區各文化場館及展演空間之
藝文活動資訊，109 年 7-12 月共發行 6 期，每期中文月刊 30,000
冊、英文版摺頁 3,000 份，派送至本市公民營藝文場館、書店、
捷運站及各縣市文化場域等約 900 個通路點。

二、文化資產維護與營運
(一)眷村文化保存
1. 推動以住代護計畫
自 103 年起向產權單位國防部代管眷村，推出以住代護計畫，
透過公開徵選、引進民間力量，公私協力共同活化眷村，迄今
媒合 152 戶，住戶類型多元包括藝術家、導演、攝影家、音樂
家、退役軍人、眷村第二三代、原住戶、建築師、營造廠工地
主任、結構技師、民宿經營者、眷村美食店家及複合式餐飲業
者。

2. 眷村文化保存與推廣
109 年 10-12 月舉辦陸海空三軍眷村嘉年華活動，10 月左營海
軍 12 場次、11 月鳳山陸軍 9 場次、12 月岡山空軍 17 場次，
包括鐵騎遊眷村、眷村講堂、親子戲劇、音樂會、時光展覽、
眷村小市集、一日眷村人、眷村好味道分享及 openday(串門
子)等活動﹔10 月 24-25 日辦理｢2020 高雄市眷村文化節｣，內
容為開幕典禮、眷村嘉年華晚會、眷村好聲音、眷村漫遊、
眷村美食市集及眷村文物影像展等。

(二)文化資產審定
109 年登錄｢大寮共益磚窯廠｣、｢原淺野水泥台灣工場（紅磚倉庫
及石灰窯）｣、｢原高雄市議會｣、｢原臺灣省菸酒公賣局高雄分局｣、
｢左營廍後薛家古厝後落右外護龍｣、｢大寮瑞榮紅磚工廠｣、｢原日
本海軍航空隊下士官兵集會所（岡山新生社）｣、｢原日本海軍高
雄通信隊新庄分遣隊受信所｣為歷史建築。目前本市計有古蹟 50
處(國定 7 處)，歷史建築 62 處，紀念建築 1 處，考古遺址 5 處
(國定 2 處)，文化景觀 6 處，合計 124 處。

(三)文化資產調查研究

1. 完成國定古蹟旗後礮臺白蟻緊急防治計畫。
2. 完成 109 年度地方學典範—高雄市在地知識體系數位建置與後
端數位加值運用計畫。
3. 完成市定古蹟左營廍後薛家古厝調查研究及修復再利用計畫。
4. 完成歷史建築原臺灣總督府交通局高雄築港出張所平和町官舍
群修復及再利用計畫。
5. 完成歷史建築玫瑰聖母堂修復及再利用計畫。
6. 完成歷史建築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楠梓禮拜堂修復及再利用計
畫。
7. 完成見城計畫-左營舊城周邊聚落市街紋理重塑(聚落及街廓研
究)委託調查案。
8. 完成歷史建築原橋仔頭驛站（橋頭車站）修復及再利用計畫。
9. 完成市定古蹟高雄市大仁路原鹽埕町二丁目連棟街屋修復及再
利用計畫。
10. 完成歷史建築堀江町日式街屋修復及再利用計畫。
11. 完成市定古蹟原岡山日本海軍航空隊(樂群村)A1 宿舍修復規
劃設計。
12. 完成歷史建築原岡山日本海軍航空隊宿舍群(醒村)A、F 棟修復
規劃設計。

13. 完成 108 年度高雄市文資防護專業服務中心。
14. 完成高雄市文化資產價值評估審查計畫。
15. 完成打狗水道淨水池系統調查研究暨修復及再利用計畫。
16. 辦理高雄市文化景觀原日本海軍航空隊岡山宿舍群（醒村）修
復及再利用補充調查計畫，預計 110 年 12 月完成。
17. 辦理 109 年度高雄市文資防護專業服務中心，預計 110 年 12 月
完成。
18. 辦理 109-110 年度高雄市文化資產資料數位整合計畫，預計 110
年 10 月完成。
19. 辦理市定古蹟鹽埕町五丁目 22 番地原友松醫院修復及再利
用調查研究計畫案，預計 110 年 6 月完成。
20. 辦理歷史建築忠烈祠及原高雄神社遺址修復及再利用調查研究
計畫，預計 110 年 3 月完成。
21. 辦理高雄港站文化景觀保存原則及保存維護計畫，預計 110 年 5
月完成。
22. 辦理原日本海軍高雄警備府(左營海軍鎮海樓)調查研究及修復
再利用計畫，預計 110 年 3 月完成。
23. 辦理歷史建築林園清水巖原日軍戰備坑道基礎範圍調查計畫，
預計 110 年 3 月完成。

24. 辦理卓夢采墓調查研究暨修復及再利用計畫，預計 110 年 4 月
完成。
25. 辦理歷史建築香蕉棚調查研究暨修復及再利用計畫，預計 110
年 5 月完成。
26. 辦理哈瑪星及周邊整體環境軍事遺址調查研究，預計 110 年 6
月完成。
27. 辦理歷史建築王沃、王石定故居調查研究暨修復及再利用計畫，
預計 110 年 6 月完成。
28. 辦理歷史建築原高雄市議會修復及再利用計畫，預計 110 年 12
月完成。
29. 辦理高雄市左營舊城鳳邑城隍廟文物調查研究計畫，預計 110
年 8 月完成。
30. 辦理｢高雄市原住民族地區(那瑪夏、桃源、茂林)考古遺址普查
計畫｣，預計 111 年 12 月完成。

(四)文化資產修復工程
1. 完成國定古蹟鳳山縣舊城東門段近永清國小處之牆體與馬道崩
落緊急搶修工程。
2. 完成國定古蹟鳳山縣舊城西門鐵工段及三角公園段修復工程規

劃設計。
3. 完成國定古蹟鳳山縣舊城景觀照明改善工程。
4. 完成歷史建築逍遙園修復工程。
5. 完成市定古蹟旗後天后宮修復工程。
6. 完成市定古蹟鍾富郎派下夥房、伯公及菸樓—夥房緊急搶修及
夥房、菸樓修復工程規劃設計。
7. 完成高雄市文資防護小型修繕計畫。
8. 完成國定古蹟鳳山縣舊城東門段近永清國小處之牆體與馬道崩
落緊急搶修工程新增截水溝委託設計。
9. 完成歷史建築逍遙園戶外照明設備改善。
10. 完成原救國團房舍整修及週邊景觀改善工程委託規劃設計。
11. 辦理國定古蹟原日本海軍鳳山無線電信所整體修復計畫第一期
─前海軍明德訓練班修復工程規劃設計，預計 110 年 4 月完成。
12. 辦理市定古蹟雄鎮北門修復工程，預計 110 年 3 月竣工。
13. 辦理市定古蹟原愛國婦人會館（紅十字育幼中心）修復工程，
預計 110 年 1 月竣工。
14. 辦理歷史建築堀江町日式街屋規劃設計，預計 110 年 8 月完成。
15. 辦理歷史建築新濱町一丁目連棟紅磚街屋修復工程，預計 110
年 6 月竣工。

16. 辦理國定古蹟鳳山縣舊城北門段及鎮福社修復工程，預計 110
年 12 月竣工。
17. 辦理 109 年度高雄市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防災建置計畫，預
計 110 年 8 月完成。
18. 辦理 109 年度高雄市市定古蹟左營廍後薛家古厝防災建置計畫，
預計 110 年 8 月竣工。
19. 辦理 109 年度「109 年黃埔新村西側房屋修繕工程委託規劃設計
服務案」，預計 110 年 8 月竣工。
20. 辦理市定古蹟大仁路原鹽埕町二丁目連棟街屋緊急加固工程，
預計 110 年 5 月竣工。
21. 辦理「市定古蹟原岡山日本海軍航空隊宿舍群-樂群 8 號、9 號、
10 號修復規劃設計｣，預計 110 年 12 月完成。
22. 辦理「原日本海軍航空隊岡山宿舍群（醒村）」C、D、E、G 棟
建物修復規劃設計，預計 110 年 12 月完成。
23. 辦理市定古蹟原岡山日本海軍航空隊(樂群村)A1 宿舍修復規劃
設計，預計 110 年 3 月完成。
24. 辦理歷史建築原岡山日本海軍航空隊宿舍群(醒村)A、F 棟修復
規劃設計，預計 110 年 3 月完成。
25. 辦理歷史建築舊打狗驛(北號誌樓)修復工程，預計 110 年 7 月

竣工。
26. 辦理國定古蹟鳳山縣舊城南門廣場營造與東門銜接計畫工程規
劃設計(含因應計畫) ，預計 110 年 8 月完成。
27. 辦理國定古蹟鳳山縣舊城五段殘蹟修復工程規劃設計，預計 110
年 6 月完成。
28. 辦理國定古蹟鳳山縣舊城城內空間截水溝工程，預計 110 年 12
月完成。
29. 辦理市定古蹟大仁路原鹽埕町二丁目連棟街屋規劃設計暨緊急
加固工程規劃設計監造，預計 110 年 12 月完成。
30. 辦理國定古蹟鳳山縣舊城西門鐵工廠段修復工程，預計 110 年
12 月完成。
31. 辦理國定古蹟打狗英國領事館文化園區周邊環境及景觀改善工
程，預計 110 年 8 月完成。
32. 辦理國定古蹟鳳山縣舊城勝利路空中馬道串接計畫工程規劃設
計(含因應計畫)，預計 110 年 12 月完成。

(五)文化資產再利用
1.打狗英國領事館文化園區 109 年 7-12 月累計 57,541 參訪人次。
2.鳳儀書院 109 年 7-12 月累計 55,025 參訪人次。

3.旗山車站「糖鐵故事館」109 年 7-12 月累計 37,308 參訪人次。
4.武德殿 109 年 7-12 月累計 8,663 參訪人次。
5.原頂林仔邊警察官吏派出所 109 年 7-12 月累計 5,391 參訪人次。
6.臺灣鳳梨工場 109 年 7-12 月累計 20,949 參訪人次。
7.原日本海軍鳳山無線電信所 109 年 7-12 月累計 10,251 參訪人次。
8.旗山生活文化園區 109 年 7-12 月累計 7,616 參訪人次。
9.逍遙園 109 年 11-12 月累計 36,204 參訪人次。

(六)遺址保存
1.辦理國定遺址「鳳鼻頭(中坑門)遺址」保護監管，包括日常管
理維護 354 次、定期巡查 49 次、維護監視系統 5 次、國小鄉土
教育推廣 2 場、教師培訓 1 場、夏令營 1 場及展示解說牌更新。
2.辦理國定遺址「萬山岩雕群遺址」保護監管，包括遺址實地巡
查及維護監視照相攝影機 2 次、保護標誌與導覽解說牌巡視 3 次、
國小鄉土教育推廣 2 場及考古人力巡查培力課程 1 場。
3.辦理「國定古蹟鳳山縣舊城(城內空間)考古調查發掘暨展示研
究計畫」，預計 110 年 4 月完成。
4.完成「國定古蹟鳳山縣舊城城內考古防護展示設施工程」。
5.完成 109 年度內惟（小溪貝塚）遺址 7-12 月巡查。

(七)文史推廣活動
1.辦理｢2020 全國古蹟日-山與海的跨域綺想：再現高雄歷史場域風
華｣活動 6 場次。
2.辦理「見城學堂系列活動」：講座 14 場、舊城探訪活動 5 場、懷
舊古玩趣活動 4 場、古厝好漾科技活動 6 場及工作坊活動 1 場。
3.辦理｢109 年度見城行腳推廣活動｣20 場次。
4.辦理｢109 年度興濱行腳推廣活動｣12 場次。
5.辦理｢109 年哈瑪星文史教育體驗扎根｣共 15 場次。
6.辦理｢左營舊城見城計畫歷史現場環境教育推廣計畫｣推廣活動 20
場次。
7.於臺灣鳳梨工場辦理｢鳳梨騎育記｣2 場次。
8.於市定古蹟武德殿辦理｢武德祭｣舞踊、茶道、花道體驗活動 3 場
次，辦理｢注連繩」手作體驗活動 6 場次。
9.辦理見築百講系列活動﹕城市魔法師講座 2 場、經典建築小旅行
10 場。
10. ｢歷史建築逍遙園｣歷經 3 年修復，於 109 年 11 月 1 日辦理啟用
典禮，對於見證高雄市百年歷史發展別具意義，辦理茶道、花道、
和菓子文化製作及浴衣體驗 x 手機攝影工作坊 4 場次，系列講座

6 場次。
11. ｢鳳山縣舊城東門護城河通水工程｣歷經多年施工，於 109 年 11
月 2 日辦理啟用典禮，再現古蹟水岸風華，讓歷史現場再度回到
市民生活。
12. 完成《逍遙園與大谷光瑞》出版。
13. 完成《借問舊城眾神明》出版。
14. 完成《見城誌》雜誌計 3 期。
15. 辦理「高雄第一盛場 鹽埕風｣出版計畫，預計 110 年 5 月出版。

(八)爭取｢108-109 年度博物館與地方文化館發展計畫｣補助
1.配合博物館法公布施行，輔導公、私立博物館提升專業功能，促
進博物館事業多元發展，並延續地方文化館計畫成效，落實文化
平權，深耕在地文化。
2.積極爭取文化部「108-109 年度博物館與地方文化館升級計畫」，
計有博物館與地方文化館發展運籌機制 1 案、博物館與地方文化
館提升計畫 8 案、整合協作平臺計畫 8 案、旗艦型計畫 2 案，深
化文化館為高雄城市更具魅力之文化據點。

(九)推動社區營造

1.辦理 109 年度社區營造三期及村落文化發展計畫
文化局爭取文化部經費補助，辦理 109 年本市社區營造推動計畫。
7-12 月辦理 23 區公所 49 處社區營造點徵選審查、經費核定及輔
導陪伴工作。
2.輔導社區、地方文史團體辦理小型藝文活動
109 年持續輔導社區建立自主運作且永續經營之社區營造模式 ，
7-12 月輔導 47 處社區團隊成功辦理社區小型藝文活動計畫。

三、表演藝術推動
(一)表演藝術活動策劃及推廣
1.策辦 2021 高雄春天藝術節
(1) 2021 小劇場系列演出團隊徵選計畫
分為「春藝小劇場」及「正港小劇場」徵選計畫，6 月經評審
小組書面初審，「春藝小劇場」複審後由唱歌集音樂劇場
《幸福代理人》、表演家合作社劇團《昭君與招弟》、許程
崴製作舞團《死線》共 3 件作品入選，預計 110 年 4-5 月演出；
「正港小劇場」複審後由橄欖葉劇團《四個尋找麥克風的麥
霸》、両両製造聚團「2020 藝術家共製計畫《親愛的》」、
HPS 舞蹈劇場《尋跡》、索拉舞蹈空間舞團《記憶遷徙》展演
計畫、南熠樂集《飛船的冒險》、Dot Go 劇團《極地少年－
吉希》、嵬舞劇場舞蹈團《野獸的咆哮》、白開水劇團《三
十而 α—30 Ｘ α＝女神》、南台灣藝術舞蹈團《墨色似白》
共 9 件作品入選，分別於 110 年 1-2 月及 7-8 月演出。
(2) 2021 高雄春天藝術節環境舞蹈徵選計畫
於 109 年 6-7 月辦理徵件，經初、複審會議共 4 件作品入選，
分別為 01 舞蹈製作《最後一支舞》、行行製作《mm 社交距

離》、索拉舞蹈空間舞團《追憶》、高雄城市芭蕾舞團《華
麗的年代》，預計 110 年 3 月演出。
(3) 2021 春藝歌仔戲徵件計畫
2021 高雄春天藝術節歌仔戲系列活動，經甄選共錄取 2 案，
一心戲劇團 《當時月有淚》及春美歌劇團《戲衙門》，另與
2020 年入選之兩團隊-明華園天字戲劇團《醉月》及秀琴歌劇
團《銅雀臺傳奇》，共計 4 檔節目，預計 110 年於大東文化藝
術中心演出。
2.2020 庄頭藝穗節
(1) 109 年邁入第 10 年，從傳統在地文化出發，推廣優質節目深
入各社區，使平常較少舉辦藝文活動之區域感受表演藝術之
美，並藉此活化偏鄉地方展演空間，落實城鄉文化平權。
(2) 因應新冠肺炎疫情影響，109 年特提前於 7 月開始辦理至 10
月，並增加場次為 49 場，提供至少 19 組團隊演出機會，觀眾
人數約 26,000 人次，包含庄頭歌仔戲、親子劇、偶戲、音樂
會等，放送各類豐富的表演藝術欣賞資源，深入高雄山區、
海邊各社區，讓表演藝術深入常民生活，建立高雄居民文化
休閒新品牌。同時藉以全面培養藝文觀賞人口，並促進在地
演藝團隊產業發展，打造高雄優質表演藝術環境。
3.高雄正港小劇場
(1) 109 年初完成觀眾席平台更新，解決視野遮蔽、扶手鬆脫、行
走異音等問題，另新增樓梯燈條、儲物空間等，以提升觀戲
品質、劇場使用方便性及安全性。2 月起因新冠肺炎疫情影響，
致場館租借率下降，故於此期間進行場館修繕及開放團隊彩
排租借、線上演出影片拍攝等，以不同方式活用劇場空間。
(2) 109 年 1 至 12 月，共計 12 檔、22 場次活動，總計約 2341 人
次參與。
4.2020 高雄藝術駐市
(1) 藝術駐市計畫旨在落實藝文推廣及藝文教育扎根，讓學生親身
體驗表演藝術廳堂氛圍，學習欣賞表演節目的禮儀觀念，109
年除舞蹈類型外，新納入戲劇類型團隊參與，由高雄城市芭蕾
舞團及豆子劇團於 109 年 10 月 19 日至 29 日於岡山文化中心演
藝廳辦理 14 場廳堂演出，並由表演家合作社劇團於 9 月 4 日
至 11 月 30 日至六龜、旗山、林園等區辦理 4 場校園巡迴演出，
總計共超過 5,000 人次參與。

(2) 新嘗試邀請表演家合作社劇團針對學校教師策辦「教師共學工
作坊」，期盼透過活動引發第一線教育者的興趣，深化表演藝
術教育。109 年 8 月 12 日及 26 日共辦理 2 梯次，計 50 人次參
與。
5.鮮聲奪人-2020 高雄市歌仔吟唱全國賽
(1) 為推展臺灣傳統藝術及台語文教育扎根，透過歌仔吟唱競賽活
動，鼓勵年輕學子積極投入歌仔戲學習，依年齡分為童生組、
少年組及社會組 3 組、初賽及決賽兩階段競賽，109 年活動共
吸引 154 人報名參賽，錄取 35 位入圍者晉級決賽，109 年 12
月 13 日在高雄駁二藝術特區蓬萊倉庫群 B9 正港小劇場辦理總
決賽，共頒發 25 個獎項、6 個特別獎及 7 個團體貢獻獎，總獎
金近 25 萬元。
(2) 為倡導台灣傳統藝術教育向下扎根，109 年 7 月 28、29 日辦理
「當唐詩宋詞遇到歌仔戲-2020 種子教師研習營」，提供中小
學教師更深入認識與瞭解歌仔戲曲文化之管道，將歌仔戲融入
教學，豐富課程教材內涵，讓種子教師將所知所學傳承予下一
代，以提振台灣傳統戲曲文化及新世代台語說講風氣，計 90
人次參與。
6.2021 跨百光年系列活動
「2021 跨百光年」自 109 年 12 月 24 日開幕、 110 年 1 月 3 日閉幕，
系列活動包含百年視窗、跨百光年、奇想音浪、無人機展演、高
流舞台、海上舞台、音樂築港特展、老電視．看高雄事特展、海
豚閃尾等。海上舞台由文化局與高雄市愛樂文化藝術基金會、衛
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合作，邀請高雄市交響樂團、寶來國中合
唱團、建山國小合唱團、荖濃國小合唱團、尼布恩合唱團、桑布
伊、紀華麟與藍色狂想樂團、淺堤 Shallow Levée、DJ 賴皮 MR.
SKIN、十鼓擊樂團、九天民俗技藝團、歐開合唱團、黃瑋傑與山
寮樂團等團隊演出，每日晚間演出，共計 11 場次，整體參與和網
路觸及超過 20 萬人次。
(二)持續完善高雄市表演藝術花園資訊平台功能
「高雄市表演藝術花園」資訊平台於 107 年建置，以落實 E 化政府
施政政策。109 年持續完善系統功能與資料庫數據及響應式網頁設
計功能(RWD)，使資訊平台更加便利與親民。

(三)補助表演藝術活動
1.一年三期定期補助，補助對象為本市各項展演活動、藝文團隊國
內外文化交流巡演等，109 年度第一期核定 52 件、第二期核定 68
件，第三期核定 54 件。
2.109 年度因新冠肺炎疫情影響，提出計畫得延期辦理，不受變更限
制、因疫情致使計畫變更或縮減計畫規模，若非屬重大變更，原
則上不予縮減補助款、因疫情以致無法執行計畫者，得申請前期
已執行費用，並依個案情形認列核定因應疫情補助款等調控措施，
以減緩表演藝術團隊遭受之衝擊。
3.
(四)扶植傑出演藝團隊
配合文化部扶植高雄市傑出藝文團隊獎勵計畫，總補助金額新台幣
340 萬元。自 109 年度起，為提升團隊優質能力，集中補助資源及
重點輔導，採不分表演類型及綜合審查，共計 7 團入選，分別為：
1.音樂類 2 團：「新古典室內樂團」、「薪傳打擊樂團」。
2.舞蹈類 2 團：「索拉舞蹈空間舞團」、「両両製造聚團」。
3.傳統戲曲類 2 團：「明華團日字戲劇團」、「錦飛鳳傀儡戲劇
團」。
4.現代戲劇類 1 團：「豆子劇團」。
(五)扶植街頭藝人
109 年因應新冠肺炎疫情影響，為避免活動群聚，全年度暫停辦理
標章認證評鑑。目前標章尚於有效期限內者，其標章期限自動延長
至 110 年 3 月。本市至 109 年底止共有 1,056 組認證街頭藝人。

四、文創產業與視覺藝術推展
(一) 建置流行音樂環境
1. 活化流行音樂創作展演空間試辦計畫
辦理「109 年度活化流行音樂創作表演空間試辦計畫」，執行期程
自 109 年 9 月 1 日起至 11 月 30 日止，接受設址於高雄市之音樂展

演業者申請，補助邀請歌手或樂團之部份時段演出費，另亦提供
軟硬體改善意見供業者參考改進。經實地審核評定「百樂門酒
館」、「岩石音樂」、「洛克音樂藝文展演空間」、「 Plug &
Play 隨興玩樂」、「西西里爵士餐酒館」等共 9 家業者獲補助，
獲補助期間共計辦理 465 場 LIVE 音樂演出活動，約 9,385 名觀眾
參與。
2. 流行音樂賞析人口培育
(1) 高雄流行音樂中心透過自辦，或補貼團隊至本地演出所需交通
住宿費等方式，邀請國內外藝人至 LIVE WAREHOUSE 演出。109
年 7-12 月邀請美秀集團、毀容姊妹會、noovy、荒山亮、邱鋒
澤、理想混蛋、張震嶽、胖虎、海豚刑警、淺堤、阿爆、脆樂
團、伍佰、盧廣仲、9m88、麋先生、脫拉庫、落日飛車等共
61 場、101 組國內外藝人團體演出，約 2 萬 915 人次觀賞。
(2) 高雄流行音樂中心 6 月 20、7 月 11、12、17 日國內疫情漸趨
穩定，對於藝文活動人數限制逐漸鬆綁，再大家殷殷期盼下，
於 LIVE WAREHOUSE 辦理【零時起義】特別企劃，邀請拍謝少
年、淺堤、廖文強、河仁傑、美秀集團、毀容姐妹會辦理 4 場
演出，共計 1,909 人次參與觀賞，其中 3 場創完售佳績。
(3) 高雄流行音樂中心 109 年度首次辦理「2020 實習生招募計畫」，

並於 9 月 6 日由實習生主導在 LIVE WAREHOUSE 舉辦「安安妮
好嗎」活動，從主題發想、視覺設計、藝人邀約、節目設計至
現場執行，皆由實習生負責。邀請胖虎及海豚刑警演出，共計
181 人次參與觀賞。
(4) 高雄流行音樂中心 10 月 17、18 日以「呷涼配歌」為主題於鯨
魚堤岸舉辦第二屆「呷涼祭」，規劃雙舞台音樂涼夏主題市集，
邀請與活動主題氛圍相關之 10 組樂團及 DJ 音樂演出節目，94
個適合活動氣氛及調性之全台各地人氣冰品、食物餐車、原創
手作設計選物等一同參與。活動兩日共計 6 萬人次市民及觀光
旅客參與。
3. 人才培育
(1) 『高流系』超營養學分：聆聽來自島嶼的多元聲音系列講座
高雄流行音樂中心 9 月 10、18、23、10 月 7、21 日邀請音樂創
作人及新台語運動成員-朱約信、知名電台主持人及樂評-馬世
芳、金曲製作人-陳君豪&創作鬼才-黃明志、金曲台語歌王-謝
銘祐、台灣資深演員兼金曲作詞人-武雄、榮獲多屆金鼎獎作
家-李志銘音樂產業要角，於 LIVE WAREHOUSE 共舉辦 6 場講座，
共計約 251 人次參與。
(2) 『高流系』Top Session–Concert 透視職人系列課程

高雄流行音樂中心 11 月 3 至 12 日與「台灣流行音樂產業技術
發展協會」合作，引進「Top Session Concert 透視職人」系
列課程，以易懂、通識型的課程設計，讓想加入產業，卻只能
在外圍窺探的普羅大眾，能學習現場音樂表演的相關專業知識，
包括演唱會各項工作環節、鏈接、職務、技能等，讓學員在參
與演唱會現場，亦能了解舞台、燈光、音樂乃至節目企劃背後
的工作。於 LIVE WAREHOUSE 辦理 6 天課程，共計 47 人報名參
訓。
(3) 高流系 X 專業音響職場研習 2020
高雄流行音樂中心 10 月 27 至 30 日邀請吳榮宗老師講授音響職
場研習課程，配備 20 台調音台讓學員現場操作，以及邀請樂
團現場演奏，讓學員可以實際模擬現場演出的調音，並特地架
設陣列式喇叭，讓學員可以近距離感受音場的變化。辦理為期
四天課程，共計 92 人參訓。

(二) 紅毛港文化園區整建及營運計畫
11 月 7-8 日舉辦「訪古溯今聚落體驗暨鄉親回娘家」系列活動，安
排傳統產業展、攝影展、織網體驗教學 DIY，並邀請高雄子弟台語
歌王許富凱獻唱，雙日參訪人數達 6,000 人次。109 年總入園人數

近 11 萬人次，開園營運迄今已滿八周年，入園總人數達 162 萬餘人
次。
(三) 小林平埔族群文物館文化復振
109 年 10 月 31 日舉行小林平埔族夜祭，結合小林社區發展協會、
日光小林社區發展協會、小愛小林社區發展協會等部落族人共同參
與，發揚大武壠族深厚文化底蘊，當日參與人數達 1,000 人次。
(四) 公共藝術審議及設置推廣
109 年下半年召開 2 次審議大會、3 次審議會小組會議、及 4 次執行
小組幹事會議，共審議 9 件設置計畫案、徵選結果報告書 9 件、設
置完成報告書 5 件、及其他案件 2 件。
(五) 補助視覺藝術活動
109 年第二、第三期申請補助案件，通過審查獲核定補助共計 72 件，
補助金額共計新台幣 135 萬元。

五、影視產業推動
(一)拍片支援服務
1.單一窗口協拍
提供從行政、勘景、場地和器材租借、演員徵選等全方位的支援
服務。109 年度下半年共計 64 件協拍案件，包含：電影 5 部、電

視劇 5 部、電視節目 6 部、廣告 12 支、紀錄片 2 部、短片 15 部、
音樂 MV 6 支、學生畢業製作短片 13 部。
109 年度下半年經前期場景尋找及行政協助後，確實於高雄取景拍
攝或決定將於高雄拍攝的劇組共計 57 組，占下半年全部協拍案件
數量的 89%。
2.住宿補助
依據「高雄市政府文化局協助影視業者拍攝影片住宿補助要點」
補助業者拍片住宿經費，109 年度下半年共核定 5 件住宿補助案，
包含電影 2 部、電視電影 1 部和電影短片 2 部，5 部皆已完成於高
雄之拍攝工作並結案撥款。

(二)辦理影視行銷活動
為推動國片市場，協助影片行銷宣傳，如舉辦特映會、首映會等媒
體行銷活動或利用本府文化局相關通路推廣行銷。109 年度下半年共
計辦理 5 場影視行銷活動，包含影展活動行銷 1 場(高雄電影節)、
特映會 3 場(電影《打噴嚏》、《逃出立法院》、《親愛的殺手》)、
記者會 1 場(魏德聖導演電影《台灣三部曲》場景「麻豆社」搭建動
工儀式)。
(三)台灣華文原創故事編劇駐市計畫

為推動華文原創劇本創作及本市影視產業發展，以獎助與扶植並進
的方式，鼓勵華文原創劇本創作。
109 年度上半年辦理第九屆徵件，共徵得 176 件劇本企畫有效件，由
外聘專家委員選入 6 件獎助作品，刻正進行第三期創作審查作業。
(四)影像美學教育體驗計畫
1. 申請文化部「補助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推動地方影視音體驗及
聚落發展計畫」補助款，辦理「影像教育扎根 從看見電影開
始」，109 年度補助新臺幣 534 萬 7,500 元（含資本門 134 萬
7,500 元及經常門 400 萬元）。本府文化局影視發展中心 109 年
辦理「一起趣看電影體驗計畫－影像美學體驗場」活動，邀請本
市國小師生參與於高雄市電影館和市總圖際會廳辦理之 20 場主
題放映活動，計 4,003 名師生報名參加。
2. 與高雄市電影館合作辦理「高雄市電影館及 VR 體感劇院硬體提
升與購置」硬體更新、「電影藝術講堂」、「巡迴行動電影院」、
「電影課程工具箱」、「長(tnn̂ g)短(té)腳電影院」等。
3. 本府文化局影視發展中心及駁二營運中心合作辦理「論壇聯盟計
畫」相關課程活動，參與人數 465 人。
(五)執行「高雄市體感科技園區計畫」
1. 107 年起與本府經濟發展局合作，共同以「高雄市體感科技園區

計畫」向經濟部工業局申請經費，推動本市體感科技及 AR/VR 產
業發展，並與高雄市專業文化機構行政法人「高雄市電影館」、
「高雄市歷史博物館」、「高雄市立美術館」、行政法人「高雄
市立圖書館」等相關單位合作。
2. 109 年下半年產出 4 部 VR 原創電影(其中 1 部為作品原型)於 10
月高雄電影節進行世界首映；與法國在臺協會及法國新影像藝術
節(NewImags Festival)合作完成國際 VR 人才駐村獎助計畫審查，
選出 110 年進駐高雄之 1 位 VR 創作者；自 VR 製作企劃公開徵件
中，選出 4 件 VR 企劃案進行獎助製作；持續常態營運「VR 體感
劇院」、辦理國際短片競賽「VR 競賽單元」，吸引超過百位產業
人士參與交流，並於 VR 創作培育工作坊選出一個企劃頒發百萬
製作金。
3. 108 年開發之臺灣原創內容於 109 年下半年亦持續於國際重要影
展有所斬獲，如何蔚庭導演作品〈看著我〉入圍韓國富川國際奇
幻影展非競賽單元、法國新影像藝術節競賽單元；許智彥導演作
品〈舊家〉入圍韓國富川國際奇幻影展非競賽單元、義大利威尼
斯國際影展非競賽單元、日內瓦國際影展競賽單元等。
4. 規劃藉由 AR/VR 與體感互動技術與藝文元素結合，使藝文產業升
級並加值，如藉 VR 呈現臺灣在地文化資產，如高雄舊港區、明

德新村、台灣鐵道歷史、戰後高雄史等，利用 AR 技術轉化美術
作品、繪本作品之展出形式，開拓台灣原創動漫 IP 之 VR 作品等。

六、駁二營運推動
(一)駁二共創基地
利用原台灣糖業公司辦公大樓，打造為共同工作空間，邀請文化創
意人才與企業進駐，除 62 間獨立辦公空間供出租外，並規劃有多
功能展演講座空間 2 處、會議室 2 處與休息空間 1 處，皆可接受承
租使用，現已進駐團隊共 45 家，而在新冠肺炎疫情下，雖取消或
延期了多場講座活動，但 109 年仍辦理 23 場次收費之｢共學講堂｣
專業課程、工作坊與講座，共 477 人次參與。
(二)文創夥伴進駐駁二
駁二藝術特區目前共有 41 家文創夥伴進駐，大勇倉庫群有：in89
駁二電影院、帕莎蒂娜駁二倉庫餐廳、本東倉庫商店、兔將影業
（股）公司、誠品書店駁二店、艾司加冰屋、Mzone 大港自造特區；
蓬萊倉庫群：小本愛玉、哈瑪星台灣鐵道館、方陣聯合；大義倉庫
群有：趣活 in STAGE 駁二設計師概念倉庫、有酒窩的 lulu 貓雜
貨鋪、典藏駁二餐廳、禮拜文房具、Lab 駁二、山口藝廊、無關實
驗書店、繭裹子、Danny’s Flower 花朵實驗藝廊、典像濕版攝影
工 藝 、 夏 天 藝 術 車 庫 、 隨 囍 髮 廊 、 伊 日 好 物 、 NOW & THEN by
NYBC、微熱山丘、言成金工坊、派奇尼義式冰淇淋、BANANA 音樂館、
Jeansda 金 斯 大 牛 仔 褲 、 Bonnie Suger 甜 點 、 VR 體 感 劇 院 、
Wooderfl life 木育森林、LIVEWARE HOUSE、細酌牛飲餐酒館、大
潮、CLAYWAY 銀黏土製造所、Hsiu 繡、是曾相識(藝文酒吧)、邁斯
列日咖啡、NANO HERO 手繪創作、原駁館。未來積極導入文創軟體
能量，讓更多創意走進大駁二園區。

(三)文創人才駐市計畫進駐駁二

自 93 年 4 月收件以來，截至 109 年 12 月底，申請數量共 392 件，
評選出 67 位創作者進駐，目前已進駐 67 位創作者。
(四)駁二藝術家進駐計畫
透過官網及國際網路平台進行進駐者徵選，自 93 年 5 月收件至 109
年 12 月底，已累積有近 1,707 組藝術家申請，171 組（201 位）進
駐創作（109 年原定有 25 組進駐，受疫情影響，其中 15 組延後進
駐）。
(五)駁二藝術特區展演活動
1.「高雄港灣藝術行動-雄海派」
109 年首次辦理的「高雄港灣藝術行動-雄海派」，民眾可以藉由
參 訪「主題展覽」接觸多元的海洋議題，從設計與當代藝術領域討
論 環境生態的省思、移工的人文情景，以及海洋生物寄生現象衍伸
至 人類社會行為的哲思；「揪鬥陣 限定活動」匯聚了展覽導覽行
程結 合藝術創作課程、高雄特色景點文化旅行踏查、音樂與藝術行
動、 海洋市集等活動；「微笑的遇見：2020 藝術進駐聯盟年會暨
駁二浪
宕計畫」則是邀請國內外藝術機構經營者、策展人及藝術
家共同探 討海洋、藝術與城市的命題，以下羅列展覽及活動並分述
之：
(1)駁二自辦主題展「海底市場」及「寄生:X 檔案」
由駁二同仁結合藝術家以及各領域專業設計師共同展出，從當
代
藝術的思維探討環境與人文的許多交錯現象，引起反思。
A.「海底市場」展期自 109 年 9 月 5 日至 110 年 2 月 21 日，本 展
覽關注人類行為對於海洋生態影響，考掘依賴海洋生存的人類
自身生活文化的樣貌，由淺海至深海，分為日光、暮色、午夜
及冥界四個層次展區，對應生活中既熟悉又陌生的海洋體 驗 ，
截至 109 年 12 月 31 日止，共吸引 5,342 人次購票入場。
B.「寄生:X 檔案」展期自 109 年 9 月 26 日至 110 年 3 月 14 日，
展覽從深海生物間的交互作用作為創作啟發，思索人類與病毒
國家與人民、信仰與科技等的關係，意識到在社會中無形的寄
生行為，探討其中寄生體與宿主的相互關係。透過當代藝術家、
漫畫家和電影團隊作品，揭露隱藏於現今社會中的寄生現象，

截至 109 年 12 月 31 日止，共吸引 3,112 人次購票入場。
(2)外部合作展
與優秀的外部策展團隊以主題式結合從高雄港灣的歷史當今、
海洋廢棄物對環境破壞的省思、及東南亞移工議題探討人、歷
史與環境的議題。
A.「〈轉機˙台灣〉年度攝影展」
展期自 109 年 10 月 1 日至 11 月 1 日，展出上百張攝影作品
以及 30 位移工的人生故事。一場展覽就是一趟旅程，從東
南亞移工的原鄉出發，看見他們的跨國啟程，了解他們在台
灣的生活日常，以及他們在台灣這段期間的成長，共吸引
15,000 人次觀賞。
B.「你丟，誰減─海島子民的垃圾課」
展期自 109 年 9 月 26 日至 10 月 11 日，以沉浸親臨式的展示
手法破題，用簡單問句試問觀展者和海洋的距離，是近 /遠？
是近？嘗試探問參與者如果再靠近海洋一點點，是否還美麗
無瑕？於第二、三展區力邀以淨灘行動改變海洋環境的合作
夥伴「RE-THINK 重新思考」提供《海廢圖鑑》中的實體物件，
並首次公開亮相在民眾眼前展覽，共計吸引 4,652 人次觀賞。
C.「時光港都-高雄港映像記憶特展」
展期自 109 年 10 月 9 日至 11 月 8 日，高雄市電影館由文化
部「國家文化記憶庫」常民記憶的蒐集計畫起始，以各式影
音媒材的紀錄與修復再現，帶領人們穿越到高雄港百年來的
時光隧道， 一睹那些年珍貴的常民故事，共吸引 4,295 人次
觀賞。
(3)「微笑的遇見：2020 藝術進駐聯盟年會暨駁二浪宕計畫」
以樂齡共融、無障礙、多元性別、移民、營運行政等相關文
化平權議題，邀請台灣與國際藝術進駐及平台的營運者以
Diversity『多元』& Inclusion『包容』（D&I），透過策略、
方針來打造出多元共融的文化。活動期間為 109 年 11 月 6 日
至 8 日，連續 3 天之論壇及工作坊活動，共吸引 169 人次參與。
(4)「揪鬥陣限定活動」
以展覽、導覽、工作坊與市集，聽古導覽及迪斯可等四大活
動，並結合當地文史專業團體及海洋再生環保的手工從業人
士的課程與創作，開放民眾自由參觀及報名，引起廣大迴響。
A.「鬥陣老港區聽古」

依主題辦理兩場次，分別為 10/17(鹽埕篇-港口人生走讀)、
10/18(旗津篇-海洋藝術行旅)，共吸引 40 人次購票參加。
B.「鬥陣不廢工作坊」：別人的垃圾不是你的垃圾
辦理日期為 10/24，共吸引 11 人購票參加。
C.「鬥陣愛地球市集」
辦理日期為 10/24，共吸引近 9,000 人次參加。
D.「鬥陣惦惦迪斯可」：來場最安靜的港邊 DISCO
辦理日期為 11/1 16:00-17:00，共吸引 90 人參加。
3.2020 高雄漾藝術博覽會
「漾藝術博覽會」不同於以「畫廊」為單位的博覽會型態，係以
藝術家為單位的小型個展，串連成大型聯展，讓年輕藝術家直接
面對市場。2020 高雄漾藝術博覽會於 109 年 11 月 20 日至 22 日在
駁二大勇 P2 倉庫舉辦，分為「藝術新銳區」及邀請的「藝術特展
區」及「藝術優賞區」3 大展區，除了扶植培育年輕藝術創作者之
外，也提供更多元的展售平台。共計 54 位藝術家參展，其中計有
25 位藝術家作品售出，短短 3 天即有 1,460 人參觀。
4.2020 高雄藝術博覽會
2020 高雄藝術博覽會於 109 年 11 月 20 日至 22 日在駁二大勇自行
車倉庫及城市商旅真愛館舉辦。本屆延續高雄藝博「東南亞與東
北亞藝術交會的平台」之核心定位，邀請當地重要產學界知名人
士針對兩國藝術趨勢進行深入而精闢的演講，以期連結兩地文化
呈現當代藝術之多面向，並擴大東南亞及東北亞藝術的對話範疇
本展不僅展出傳統油畫、多媒材藝術及新銳藝術家的最新力作，
更希望呈現藝術多元風貌，為大家帶來豐富的視覺饗宴。本次邀
請超過 41 間畫廊共同參與，參觀人次計 6,427 人次。
5.2020 駁二動漫祭
109 年 12 月 5 至 6 日舉行，參觀人次超過 32,000 人。「駁二動漫
祭」於駁二藝術特區舉辦規劃多元化系列活動「台灣動漫特色展
示」、「動漫作品展售」、「動漫音樂和聲優表演」、「動漫主
題比賽-漫畫和 cosplay 大賽」提供漫畫創作者以及 cosplay 表演
者等不同動漫族群表現露出的舞台，是中南部重要的同人誌交流
慶典。
6.2020 駁二嬉啤派對‧哭妖祭
109 年 10 月 31 日至 11 月 1 日，於大義公園辦理第三屆 2020 嬉啤
派對‧哭妖祭，推出最台最哭妖謎之企劃「妖壽好喝 精 釀 啤

酒」、「妖壽水 原創手作市集」、「妖壽好吃 美食攤車」、
「妖壽好聽 雙舞台樂團尬 DJ」四大主題，邀集 74 個手作品牌、
50 攤三輪 攤車、25 啤酒及複合式餐飲食品、6 輛 4 輪攤車，並邀
請台灣樂團及歌手輪番演奏，歡迎民眾一起發揮創意扮裝參加，
活動現場還有特效化妝師的恐怖妝容服務，讓民眾體驗與眾不同
的萬聖節，短短 2 天即吸引 9 萬人次。

七、高雄文化中心、大東文化藝術中心及岡山文化中心營運管理
(一) 提升展演空間設備
1.文化部「前瞻基礎建設—推動藝文專業場館升級計畫—地方藝文場
館整建計畫」(共計 4 項)，工程款計 13,085,000 元。
(1)至德堂舞台天幕燈更新
將現有傳統天幕燈群(舊鎢絲鹵素燈泡)汰換更新為 LED 燈源之
天幕燈系統，解決現有多盞天幕燈無法調整角度之窘狀，且增
加更多自動混色可能及便利性，以塑造優質均勻泛光照明或染
色效果。
(2)大東演藝廳燈光控制台更新
升級數位燈光控制台設備一組、完成舞台區網路訊號傳輸系統
佈建。
(3)大東文化藝術中心戶外膜構構件保養
辦理園區薄膜設施防水板與鐵件珩架除鏽上漆、螺絲更換白鐵

材質暨鋼棒檢修等維護保護工作。
(4)岡山文化中心行政棟修繕工程
辦理岡山文化中心行政棟外牆修繕工程。
2. 文化中心至高、至上館壁面龜裂封板補強。
3. 文化中心至真堂一、二館、至高、至上館入口意象粉刷彩鋼漆及
至高、至上館鋼板矽利康填縫更新。
4. 大東文化藝術中心木棧道維護保養
進行木棧道方管更換、角鐵更新、排水孔清理及部分防水損壞修
補等維護保養工作，俾利設施後續使用及維護。
(二) 展演場域服務人力支援
包含文化中心 7 個展覽館、至善廳、至德堂和大東文化藝術中心演
藝廳、大廳音樂會、劇場導覽、音樂館和戶外廣場及岡山文化中心
演藝廳、展覽室等各個場域展演活動之前台服務，109 年 7-12 月
服務人員(包含服務員、志工、點工等)共計 8,641 人次。
(三) 演藝廳服務管理
受理至德堂、至善廳、音樂館、大東文化藝術中心、岡山文化中心
演藝廳檔期申請。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部分節目取消或展延，
109 年 7-12 月於至德堂演出 57 場(54,422 人次)、至善廳演出 52
場(18,129 人次)、音樂館演出 41 場(8,113 人次)、大東演藝廳演

出 63 場(30,792 人次)、岡山文化中心演藝廳演出 45 場(13,312 人
次)，總計 12 萬 4,768 人觀賞節目。
(四) 展覽業務
109 年 7-12 月文化中心七個展覽館合計 74 檔展覽，參觀人次共計
11 萬 4,973 人；大東文化藝術中心展覽館辦理 2 檔展覽，參觀人
次共計 4,136 人；岡山文化中心展覽室辦理 16 檔展覽，參觀人次
共計 2 萬 1,285 人。主辦或合辦之展覽包括：
1.「2018-2021 至美軒美術展」安排 11 個畫會展出，參觀人次共計 1
萬 0,620 人。
2. 「打開畫匣子－美術在高雄」展覽活動於雅軒辦理 10 檔展覽，參
觀人次共計 1 萬 5,043 人。
3. 2020 臺南傑出藝術家巡迴展─紅瓦厝傳奇－臺南當代藝術三傑陳
錦芳、林智信、林榮德聯合巡迴展：參觀人次共計 2,282 人。
4. 大地詩篇．澎湖之美-李明宗攝影巡迴展：參觀人次共計 879 人。
5. 回望雲捲雲舒－2020 李轂摩八十回顧展：參觀人次共計 8,195 人。
6.光影流轉‧萬物相生－林明村漂流木創作展：參觀人次共計 1,838
人。
7. 展場服務及管理：109 年 9 月份受理 110 年 7-12 月展覽館之檔期申
請，高雄市文化中心排入 45 檔，岡山文化中心 8 檔，共計排入 53

檔期。
(五) 藝文推廣活動
1. 大東文化藝術中心戶外藝文演出
109 年 7-12 月辦理 31 場戶外藝文演出計 1 萬 1,600 人次觀賞、5
場戶外活動計 3,930 人次參加。
2. 大東劇場導覽服務及專題講座
109 年 7-12 月共計辦理 14 場導覽服務，參與人數達 422 人；大東
藝文教室舉辦 246 場研習活動，參與人數達 5,650 人；演講廳舉辦
89 場專題講座，共 1 萬 3,474 人參加。
3. 岡山文化中心講座及藝文研習
109 年 7-12 月岡山文化中心演講廳共舉辦 63 場活動，計 6,228 人
參加；開設 1 期藝文研習班，共計 5,687 人次參與。
4. 文化中心市民藝術大道假日藝術市集
109 年 7-12 月舉辦 54 場，約有 4,997 攤次參與。
5. 戶外廣場及前廳活動
文化中心廣場活動 15 場，逾 3.7 萬人次觀賞；文化中心前廳街舞
鏡 109 年 7-12 月共計 56 人次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