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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時代的圖書館．翻轉城市文化意象

壹、前言

　　一座屬於城市的圖書館，一座集結全

體市民力量所成就的圖書總館－高雄市

立圖書新總館，於民國103年11月13日開

幕，並在104年1月1日正式營運，為公部

門與市民協力完成的圖書館，期望以知

識閱讀帶動城市轉型，為高雄的文化新地

標。高雄市立圖書館（簡稱高市圖）位於

民生二路的總館原址，建築原係為民眾活

動中心之用，面積約為1,900坪，於70年

8月遷入使用迄今已逾30年。99年12月25

日縣市合併後，管轄幅度大增，原有合併

後近60所分館及計劃性地新設分館、業

務量增加及讀者服務轉型，使得早已不敷

使用的總館空間及顯舊的設施，在總館成

為各分館的樞紐後更顯不足。為提供高雄

市民一個舒適的閱讀空間、一座藏書豐富

的圖書總館，於98年開始評估規劃，100

年整體計畫通過；101年10月12日由市長

陳菊帶領各行各業代表約百人舉行動土，

103年11月完工啟用（高雄市立圖書館，

民104）。

　　圖書館位於高雄亞洲新灣區內，鄰近

高雄水岸，三多商圈，附近並有捷運紅線

R8，環狀輕軌建設推動中；結合周邊的

世貿會展中心與海洋及流行音樂中心等港

灣重大國際競圖建設，加上鄰近軟體科學

園區，大型公共建設簇群中的圖書總館成

為以「書香文化」的國家新門戶，城市新

地標。新總館基地面積約2萬平方公尺，

全館規劃共地下一層，地上八層空間，並

設計有屋頂花園平臺，建築物總高度約為

40公尺，總樓地板面積達3萬7,233平方公

尺，閱覽席位1,400席，館藏量逾70萬冊

（件），各樓層配置情形如后，可容納近

百萬冊的藏書量（高雄市立圖書館，民

104）。

頂樓：露天劇場、新灣花園

 8樓：際會廳、華立廳、館長室、副館長

室、行政辦公室

 7樓： 光陽館、館藏圖書總類、哲學類、

宗教類 、科學類、應用科學類、

社會科學類

 6樓： 館藏圖書史地類、語言學  文學

類、藝術類、館中樹、連天井

 5樓： 王禮館、多元文化區、參考資料

區、留學資料區、公共圖書館南區

資源中心、青少年資料區

 4樓： 英士館、多媒體資料區、高雄書、

資訊檢索區、多媒體服務臺、視障

資料區、語言學習區、無線上網區

 3樓： 大廳、服務臺、感恩樹、新書/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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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書區、館藏檢索區、期刊區、樂

齡資料區

 2樓： 餐廳

 1樓： 總圖廣場、自助還書機

地下一樓：小劇場、國際繪本中心、多功

能活動室

　　新圖書總館不僅為高雄市民打造一座

新時代的圖書館，更成為臺灣直轄市中最

新、最大的市立公共圖書館建設；新圖書

館總館不僅採用特殊的建築手法，獲得許

多建築獎項，同時也因圖書館的創新服務

翻轉了高雄的城市意象。因此，開館後國

內外各界爭相到館參觀，本文嘗試於有限

的篇幅中，介紹新圖書總館建設以及成就

重要建設的新服務與新措施，以饗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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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館中有樹，樹中有館的綠建築

　　新圖書總館自98年開始評估規劃，

100年整體計畫通過後，即啟動新建圖書

館各項作業。總經費高達11億8,300萬的

新總館新建工程設計係採國際競圖，劉培

森建築師事務所以「樹中有館、館中有樹

的綠建築文化地標」為設計理念、造就高

市圖成為全世界首座大型鋼索懸吊式綠建

築之提案，獲選為新總館建築團隊（徐如

宜，民100年2月19日）。建築師指出，

懸吊式工法多見於橋樑，未見於大型建築

量體，「懸吊式綠建築」顛覆過去的建築

思維，讓公共空間的利用有了更寬廣的想

像（徐如宜，民100年5月28日）。一般

建築物的工法是由下而上，打好地基一層

一層往上蓋，懸吊式建築，則是先打好基

礎及四個方位的鋼構核心筒，然後從最上

面的一層，往下蓋。建築手法非常特殊，

採用懸吊式的鋼棒、是輕量化的設計、採

玻璃帷幕，因此也是全世界穿透性最高的

圖書館。建築師指出建築外觀採用極簡、

透明的設計手法，建築特點包含了首創鋼

索懸吊建築、最大懸吊景觀中庭、景觀穿

透性最高圖書館、首座挑高七點五公尺無

柱遮蔽式廣場，以及最具功能彈性建築

物，這些特質放諸國際建築，都是最亮眼

的表現（徐如宜，民100年5月28日）。

　　新館新建工程在101年10月12日由市

長與各界、各族群代表執鏟，舉辦別開生

面的百人動土儀式（徐如宜，民101年10

月13日），至103年11月完工，共歷程2

年。新館設計概念來自於大樹，以大樹下

的常民文化為概念意象，整個建築體就像

是棵大樹，新光路入口，一樓不再是氣派

的大廳，而是挑高七米五無柱空間，就像

是樹蔭廣場，市民朋友可以在此休閒、閱

讀、運動。一二樓間的夾層處、市民朋友

可在此喝杯咖啡、享用簡餐充個電。綠能

環保概念融入每個樓層，三至八樓西南側

設計五米深的草皮綠地景觀陽臺，一方面

可降低高雄夏日西曬、南曬的高溫，另一

方面還可讓民眾躺在草皮、綠樹下看書，

創造優質的綠化閱讀場所；天井中設計懸

吊的空中森林，把六、七、八樓閱覽空

間包覆在樹海的視野。頂樓又是一個超大

空中花園，頂樓可以看到美麗的高雄港，

未來可以委外經營，可以作為休憩、舉辦

小型藝文活動的空間。它是名符其實館中

有樹，樹中有館的綠建築，以富有創意、

融入周遭元素形塑地區人文景觀、創造都

市地標新風貌、發揮綠建築理念，營造永

續環境品質等特色。此棟「書中有樹，樹

中有書」的綠建築，已於101年榮獲第20

屆中華建築金石獎規劃設計類首獎肯定，

103年再獲第1屆高市新建建築物工程品質

金質獎的殊榮，同年獲行政院第14屆公共

工程金質獎特優。

　　在「書中有樹」的部分，三到七樓西

側、南側和頂樓則種滿了桂花和土肉桂

樹，形成「密林陽臺」，藉此遮蔽陽光直

射，並隔絕噪音與熱能。而六樓至八樓的

天井，也找來八棵8到10公尺高的原生種

「竹柏」，形成「館中樹、連天井」奇

景。在「半空中」種樹本就不易，為找尋

適合樹種，高雄市文化局副局長郭添貴和

工作人員花了數月，從各地找來竹柏，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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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棵竹柏從空中吊掛進天井。天井原本考

慮種垂榕，但顧慮竄根，最後由樹形美、

葉量適中、又有吉兆的「竹柏」中選。竹

柏生長慢，若有修枝需要，技術可克服，

現場也有滴灌系統自動供給水分。未來圖

書館不只充滿書香，還有桂花香，吸引鳥

兒築巢、蝶亂蜂喧，自成生態景觀。

　　為創造地面層的空間穿透性，實現一

樓平面上不落柱的結構特色，工程在四角

落以鋼構箱型柱、圓管柱、挫屈束制斜

撐（又稱韌性斜撐構材）等構件組成巨型

支撐柱，配合八樓的桁架層組成三維立體

「巨型構架」，形成該工程的主要結構系

統，建築共有四個電梯及兩支電扶梯，非

常現代化的設計，利用鋼材受拉最為經濟

的設計原則，吊裝直徑6至12公分的鋼棒

創新的「懸吊式結構」理念，系統式建築模距組
合，空間設計極簡、通透明亮。（圖片取自高雄市
立圖書館網站）

由上而下的施工方式，和一般建築物「由下而上」
興建大異其趣。（圖片取自高雄市立圖書館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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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代傳統的結構柱斷面（90×90公分，

指垂直結構柱的剖面），這樣由上而下施

工方式，與一般建築物由下而上興建風貌

大異其趣。室內空間的視覺通透性，就像

玩魔術，懸吊式的結構系統把地面層柱子

「變不見」。

　　整體來說，新總館建築符合「基地保

水」、「基地綠化」、「水資源」、「高

效率節能」、「健康的室內環境」、「二

氧化碳減量」、「污水及垃圾改善」七項

綠建築指標；同時，具有「友善的開放

式圖書館」、「豐富在地藝文活動新場

域」、「模矩化的空間安排」、「懸吊式

結構系統」、「懸吊式結構系統」、「極

簡設計風格」、「樹中有館，館中有樹的

綠建築」等七大特色。

（一） 友善的開放式圖書館：這是一座

開放式、資源共享的圖書館，將

成為市民生活中親近的一部分。

（二） 豐富在地藝文活動新場域：提供

市民多樣開放空間與各具特色的

展演場地，引入各式展演活動的

無限可能，塑造高雄最熱鬧的文

化新地標。

（三） 模矩化的空間安排：確保未來使

用功能的最大彈性。

（四） 懸吊式結構系統：懸吊式結構以

輕巧的鋼棒（12公分），取代傳

統厚重的柱子（90公分），讓館

內空間完全寬敞而通透，除了提

供悅讀的環境，也增加室內更多

可用面積，以容納更多館藏。

（五） 節能減碳綠建築：利用雨水回

收、更有效率的地板空調、自然

綠蔭遮陽有效節約能源與水資

源，減少碳排放。

（六）極簡設計風格：以空間內容呈現建

築表情，無需過多的裝飾，讓人

與書成為空間的主角。

（七）樹中有館，館中有樹的綠建築：

綠意不只在館外，也被引入了館

內，充分運用自然環境，創造獨

一無二的的閱讀氛圍……建築物

中央從五樓起設置巨型天井，營

造綠色環境的恬靜氛圍，引入大

量自然光源，並藉此戶外庭園加

強空氣對流，促進室內空氣流動

與循環，節省能源。西、南兩側

設約五公尺深的密林陽臺，除了

能遮蔽白天陽光的直射外，更可

隔絕噪音與熱能創造優質的綠化

閱讀場所。

參、推動新館建設之重要措施及服務

一、「募新書百萬．傳愛智代代」百萬藏

書計畫

　　高市圖新圖書總館硬體建設經費近

20億，為臺灣20年來首座城市自力興建

圖書總館，亦為高雄市有史以來金額最大

的文化投資。為架構全民參與，啟動城市

閱讀，財團法人高雄市文化基金會於102

年發起「百萬藏書計畫」，以著政府蓋硬

體，軟體民間贊助的理念，邀請高雄市民

捐款買書，一起參與高雄的文化建設，希

望募集5億經費，使新總館在開館時能有

70萬館藏並以百萬館藏為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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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樹以「點燃智慧之燈」的概念，讓各企業透過
捐款回饋社會並在牆上掛名。（圖片取自高雄市立
圖書館網站）

　　為興建大高雄「第一」與「唯一」的

新圖書總館，募書活動受到民眾熱烈響

應，舉凡企業家、上班族、家庭主婦、老

師、新住民、學生等各行各業，無不大力

支持。在102年個人及企業捐款將近2億

5,600萬元，「捐款買書」儼然成為高雄

市的新城市運動，創造城市自力建設的新

典範。為延續這股熱情，基金會於103年

賡續推出「館藏資源共享計畫」，除了繼

續推動新總館百萬藏書的目標，同時也希

望能透過網路借書服務，讓市立圖書館的

館藏於各分館流通，讓偏遠地區的市民也

能共享閱讀資源。在全體市民無私的支持

下，「館藏資源共享計畫」的募書活動已

獲得將近1億元的捐款，讓各界看到高雄

人以熱情譜出城市轉型的嶄新希望，未來

募書活動仍會進行，希望各界能繼續以實

際行動支持，讓新總館的閱讀能量能持續

累積，為高雄開啟更豐沛的知識源頭。

　　「募新書百萬．傳愛智代代」百萬藏

書計畫，創造了逾2億元的捐款成果，特

別於新總館三樓大廳設置感恩樹，感念企

業家及民眾響應捐款。位於三樓大廳的

捐款榮譽牆，以「點燃智慧之燈」的概

念，讓各企業透過捐款回饋社會並在牆上

掛名；榮譽牆的形狀是一棵樹，意為集

眾人之力，在高雄栽培灌溉一棵「智慧

之樹」，讓知識能在高雄扎根茁壯，在

樹根、樹枝、樹葉上留名的各個捐款者

都是永久性的，捐款100萬、300萬於樹

葉掛名（12×12cm、40×12cm），捐款

500萬則在樹枝掛名（40×19cm），捐款

1,000萬則在樹幹掛名（40×40cm），感

恩樹的材質是透明的壓克力，光線將從上

方進行投射，呈現出高雅及時尚的設計。

感恩樹上已有近90位企業家或民眾響應

捐款1億7,000萬元的紀錄，當中有財力並

非雄厚的市民，為了響應新總館募書而以

每月持續捐助的方式盡一己之力，另外也

有象徵善舉薪傳的祖孫三代一起掛名的家

族捐款，讓每一片感恩葉充滿了高雄溫馨

的故事，往後這棵感恩樹將成為市民愛閱

讀、愛高雄的見證，也反應出高雄民眾濃

濃的熱情與團結力。

二、建立「國際繪本」特色館藏

　　新總館位於地下一樓的國際繪本中心

結合系統化之館藏，提供更普及之圖像結

合語文的閱讀教育，讓高雄市民得以將繪

本的圖文藝術融入生活，並拓展多元文化

的胸襟。同時支援相關之繪本研究，並藉

各種講座、研習與工作坊之辦理，為圖畫

書藝術創作者、教師和社會大眾提供互動

的平臺，期能激盪想像，為本地孕育繪本

之文創人才；以全球性的視野，營造全臺

灣最具規模的國際繪本中心。

　　此中心主要徵集來自世界各國的優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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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本，區劃為臺灣繪本區、亞洲繪本區及

歐美繪本區，各區以代表性的繪本內容

及圖畫，設計各區的情境，各區繪本陳列

跳脫圖書館傳統排架方式，依獎項、主題

或作家陳列。蒐集電子繪本，並提供兒童

與電子繪本互動的機會，設置小型展示空

間，定期介紹不同創作者或不同創作風格

作品。空間氛圍以高雄海洋及自然生態為

主題，以流暢自然的曲線，及活潑的色

彩、配置營造趣味性的繪本閱讀空間，中

心內部除了書架外並配置電腦查詢臺、繪

本展示空間及多功能研習室。

三、建立「高雄書」特色館藏

　　為了深耕南部閱讀環境，創造創意的

文化生活，讓海港山河的高雄市展現國際

格局，具有研究高雄之相關人、事、時、

地、物之重要資料典藏，係為高雄發展的

重要見證，亦為高雄記憶的百寶箱，因此

「高雄資料」的蒐藏不僅可以增進對地方

瞭解，也可以提供鄉土教材、凝聚地方意

識的重要來源。研究級的「高雄資料」分

為「核心館藏」及「一般館藏」，前者設

置於高雄市歷史博物館「高雄研究文中

心」主要典藏高雄文史重要關鍵書；後者

設置於高雄市圖書館總館「高雄書」專

區，提供閱覽服務。

　　位於總館四樓「高雄書」專區，典藏

高雄之志書、歷史、地理、人文、藝術、

經濟、交通、名勝、古蹟、人物、文獻、

雜記、在地出版和作家及其它引發「城市

內涵」相關主題之各類型圖書、資料。

「高雄書」專區的設置希望讓更多人親

近、研究、見證高雄歷史的淵源發展。未

來研究大高雄議題，不需舟車勞頓往返各

處蒐集資料，在此即可方便又集中的與高

雄相關的各類知識聲氣相通。

設立國內最大型國際兒童繪本中心，館藏11萬冊書，讓兒童從小閱讀就與國際接軌。（圖片取自高雄市立圖
書館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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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立「關鍵出版」特色館藏

　　新總館在各樓層的書架中，設置572

座的玻璃展櫃，展示「關鍵出版」的書

籍。「關鍵出版」係指內容具關鍵或絕版

的經典好書，因每一冊「絕版好書」皆有

其獨特性，流傳稀少，具有文物、學術或

藝術價值。「關鍵出版」的書籍，主題含

括十大類中、外文絕版好書（包含各類學

科），凡內容具珍貴價值、富啟發與跨世

代之影響力的圖書、文獻、資料皆納入。

「關鍵出版」書籍的徵集，除來自各出

版社庫存圖書、二手書店絕版書、學者專

家專題藏書、文物古籍收藏家、國家圖書

館、專責出版社等，並發文向各機關、團

體、個人以索贈或借展等方式處理，並積

極向大學各學科領域系所徵集相關「關鍵

出版」。

　　「關鍵出版」書籍巧妙陳列於圖書館

各樓層，形塑出人文典雅閱讀氛圍，讓圖

書館成為一個與書本親密、探索知識的場

所，開啟另類知性之旅，滿足民眾不同的

閱讀面向。圖書館首次嘗試在各樓層書架

中崁入玻璃展櫃，每一個展示櫃長61.4公

分、寬41公分，內設「微環境控制及燈

光」裝置，包括展品下鋪設活性碳或備長

炭，達到除溼的效果；櫃內燈光以投射燈

源50勒克司（LUX）、低紫外線設備；

並設有展示架以及說明牌。所有展示書籍

及資料，展出前先送往國立臺灣圖書館進

行21天完整週期的冷凍除蟲，以有效杜

絕書蟲及蟲卵繁殖，確保書籍安全。新總

館在開館之初，即以「殊（書）為珍貴～

關鍵出版櫥窗」展示五百多冊經過嚴謹評

選，極具代表性的中外經典好書，提供民

眾「借新書、賞舊書」的圖書館新體驗，

讓民眾欣賞平日難以窺見之各類經典好書

真實面貌，同時了解這些書籍所承載的大

時代意義。

五、公共藝術－「文化積澱」

　　圖書館不只是圖書館，更可以是一處

藝術的展覽場所，「文化積澱」是由旅美

華裔藝術家陳龍斌製作，利用約4,000本

圖書館回收書籍為材料以環保概念進行

創作，堆砌切磨出石頭、牆面及人物造

型，具備自然紋理效果，是一種把文化再

還原為自然的工藝手法。兩個半圓書牆各

放置了東方「沈思的達摩」，以及西方文

藝復興代表人物「達文西」，象徵東西方

兩種文化典型，這項作品的理念呈現讀書

有三個層次境界，首先是把一本厚書讀

「薄」，然後把這本書再度讀「厚」, 最

後是把它讀「無」，內化成自然反射言行

思維。閱讀是文化積澱的過程，文明則是

過去上千年的文化積澱而來的，此一極具

意涵的公共藝術亦成為圖書館裡的亮點。

六、建立圖書採購新機制

　　新總圖的百萬藏書，是採固定原價七

折向出版社購買，如此可突破購書受限採

購法低價標限制，避免出版產業受打壓的

惡性循環。文化局並引進電子書公共借閱

權新觀念，和遠流出版社合作開發台灣雲

端書庫，以政府按次付費方式打破買斷式

電子書版權計價，提供市民借閱電子書服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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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語

　　新圖書總館於103年11月13日開館營

運，創下開館4天、6萬人次進館的紀錄。

圖書館多達百萬本藏書，全來自高市各行

各業民眾慷慨解囊，為感謝捐款者，館內

三樓陳設感恩樹，為百萬元以上的捐款者

掛名；其中不乏鉅額捐款者，館內空間就

以之命名，例如名為「華立廳」的八樓會

議室，出自捐3,000萬元的華立集團總裁

張瑞欽，四樓英士館、五樓王禮館、七樓

光陽館都來自億元捐款者。開幕活動當天

市長陳菊表示，這是一座屬於每位捐贈者

的圖書館，「感謝所有捐贈者送給高雄人

一個大禮物」（高雄市文化基金會廣告，

民103年11月18日）。

　　新圖書總館的興建在市府和民間通力

合作下，從百人動土，到完工試營運，僅

歷時25個月，開啟了以政府力量興建圖

書館建築，而民間力量充實圖書館內涵的

新典範。當「翻轉圖書館」成為國際趨勢

之際，新圖書總館一口氣達成九項翻轉，

包括興建方式、建築結構工法、建設經費

來源、圖書館購書方式、電子書公共借閱

權、圖書館空間定位、圖書館兒童藏書、

城市圖書館館藏，以及公共圖書館與商業

結合的新模式與自償性策略（徐如宜，民

103年11月13日）。

　　來臺參加「翻轉圖書館：公共圖書館

空間與服務新典範國際論壇」的芬蘭坦佩

雷大學資訊科學研究所教授佩爾第．瓦卡

利表示「『翻轉圖書館』絕對是國際的趨

勢！」，各國公共圖書館都在思考創新服

務，他認為圖書館設計仍須植基當地民眾

的需求，不能只想複製其他國家的成功經

驗，高市圖新總館創新的建築特色及多功

能的空間設計，符合數位資訊時代人們的

閱讀習慣，有潛力成為國際圖書館地圖上

的新亮點。高雄市文化局局長史哲指出，

新圖書總館不只是城市的圖書館，更將成

為高雄和國際接軌的關鍵之窗，不僅飄書

香，透過辦理各種國際論壇，為城市帶來

思考的力量，支持城市的永續發展。

逾500冊關鍵出版圖書資料，展室於書架間的櫥窗
裡。（圖片取自高雄市立圖書館網站）

「高雄書」典藏著高雄重要之人事時地物，是研究
高雄、見證高雄發展的重要資源。（圖片取自高雄
市立圖書館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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