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創意個什麼城市？－再也回不去的「高雄」 

 

     「（新）高雄市」成立於 2010 年 12 月 25 日，由既有的「（舊）

高雄市」（1924 年~2010 年）與「高雄縣」（1945 年~2010 年）合

併而來。早在 2003 年陳水扁總統執政時期推出的「新十大建設」

中，「高雄衛武營藝術文化中心」以及「海洋文化及流行音樂中

心」已經躍然紙上。 

        隨著五都改制、合併，高雄市的建設量暴衝。2011 年 10 月 25

日在交通部舉辦的「港市合作‧共創雙贏─港市合作發展論壇」

上，出席的高雄市長陳菊保證，高雄市與港務局合作有成，除了完

成首座臨海重劃區工程，同時也釋出南星計畫 107 公頃土地，未來

3 年內，高雄港舊港區將蛻變成為「亞洲新灣區」－包括世貿會展

中心、海洋文化與流行音樂中心、港埠旅運中心及高雄市立圖書館

總館等都將陸續成立，整體預算逾新台幣 110 億元。一時之間，大

家爭相走告，「高雄市要轉型創意城市治理、發展創意經濟了」！ 

        反觀原有被合併的「高雄縣」，原為農業縣，縣內老年人口中

有許多過去是從事農業生產，離農人口和高齡農民的逐漸增加，長

期都是縣政的重點問題；加上「高雄縣莫拉克風災重建區」的重建

之路仍有諸多軟硬體內容尚待整。出席「高雄縣市合併系列論壇」

（2010 年 7 月）的學者專家们表示不能以既有的都會規劃的架構來

處理「（新）高雄市」（或稱高雄都），因為原有的「高雄縣」仍

需以鄉村為主體的規劃思考。 

       本論壇將發表的論文分為兩個方向：檢討高雄市現有的文化創

意產業的制度面，以及大規模建設下被犧牲的文化資產（並放映本



論壇主持人楊雅玲製作的紀錄片）；同時檢討縣市合併後，原高雄

縣仍存在的農村規劃的問題。 



「高雄性」－創意產業人士的城市經驗
 

 

楊雅玲 

 

摘要 

        高雄市似乎著了「文化創意產業」的魔，試圖將高雄市的城市轉型完全套

入「創意城市」的宣稱。高雄市政府祭出許多獎勵措施，要讓創意產業的專業

者们認同高雄或回流高雄，包括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行銷輔導、文創人才回流、 

影視發展與補助電影製作要點等。然而，高雄市原有勞工人口大約 64 萬，高雄

縣市合併後，勞工人口已突破 130 萬以上，高雄市失業率根據近年來的調查總

是名列全台灣前茅。 在「創意」與「失意」的城市發展現況下，本論文嘗試以

質性訪談的研究方法，探討創意產業人士的城市經驗，這些人士有的是高雄市

人（仍定居高雄或定居台北），有的不是高雄市人（定居高雄或因業務需求、

婚姻狀況而往來北高），對高雄市朝向「創意城市」的發展，或有期待，或者

懷疑－希望研究成果能夠找出「高雄市的獨特解讀」，在此先將其名之「高雄

性」。質性訪談自今年 3 月已經著手進行了，初步的訪談經驗中顯示，創意產

業人士認同的城市特質，往往就是反映他們內在的某些需求，而非「創意城

市」的發展公式可以收編的。 

 

 

關鍵詞：高雄、（文化）創意產業、創意城市 

                                                        

本文為論文發表。 



楊雅玲簡歷 

（論壇召集人） 

‧ 學經歷 

（日本）東海大學傳播媒體研究科碩士、國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博

士 

（經歷） 

京華文化傳播公司企編、中央電影公司電視製作部企編、大廣華葛國際廣告公

司文案、法波蘭傳播管理顧問公司專案經理、富視有線電視公司節目部經理等 

（影像作品：紀錄片類別） 

－文建會、漢笙文化傳播公司「智慧的薪傳」系列紀錄片總策劃 

－「基隆河的故事」（第一屆地方文化記錄優良影帶獎佳作）編導 

－公共電視「世紀女性、台灣第一（系列紀錄片）」〈閨秀畫家陳進篇〉編劇 

－公共電視「台灣世紀回味（系列紀錄片）」〈台灣的女兒－女性造像〉編劇 

－文建會文化資產總管理處籌備處「區域型文化資產環境保存及活化計畫成果

紀錄片」編劇 

－「高雄市工業史的拼圖：重返中都」紀錄片拍攝計畫榮獲「信義房屋 2010 社

區一家 行動計畫」築夢個人類楷模獎補助（執行中） 

（社區營造/規劃相關紀錄） 

－宜蘭國際社區博覽會日本館研究、規劃助理 

－台北市第一屆社區規劃師團隊 

－2001 年台北市政府文化局《建構山水台北規劃案》協同主持人 

－2006 年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95 年度縣市層級社區營造輔導計畫第一項

《開發利用地方文化資產與文化環境計畫》之《文化河堤 社區一家－河

堤生活文化館執行計畫》顧問與「參與式設計空間規劃」執行主持人 

－高雄縣政府社會局委託「善良的記憶－高雄縣社區婦女紀錄片製作工作坊」

主持人（為期一年，輔導故事媽媽協會、林園鄉魔法屋愛鄉協會、高雄縣婦

幼館志工團拍攝三部紀錄短片） 

－屏東縣政府客家事務處「佳冬村及六根村客庄生活影像紀錄拍攝」計畫審查

委員（半年）、屏東縣政府研考處「看見九重葛－莫拉克風災紀錄片拍攝計

畫」審查委員（半年） 

－2009 年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文化資產總管理處籌備處《區域型文化資產環

境保存及活化計畫－網站維運計畫》協同主持人 

－2011 年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100 年青年社區參與行動計畫－東南亞新移

民婦女紙藤工坊」計畫（執行中） 

－2011 年高雄市莫拉克風災重建區各分項輔導計畫期末成果會勘委員 



‧ 現職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文化事業發展系、文化創意產業研究所助理教授 

（現任） 

台灣女藝協會理事、高雄市婦女新知協會理事（曾任） 

台灣女性影像學會理事（曾任） 

 

‧ 著作簡目 

博士論文 

《美麗新視界？－臺灣都市公共空間中錄影監視系統之興起》（台灣大學建築

與城鄉研究所，2005） 

會議論文 

“Rebecca on the street:The construction of a female street performer’s self-

consciousness in Taiwan”，發表於 Women’s world 2005（首爾，2005） 

〈「音樂文化藝術社區」的社區認同形構－高雄市河堤社區案例研究〉發表於

2006 年第六屆文化山海關研討會（雲林，2006） 

〈城市行銷與文化都市的建構－以東京為例〉發表於 2009 台日韓人文藝術領域

人才培育國際學術研討會暨文化創意產業論壇（台北，2009），並收錄於論壇

出版論文集 

“Tokyo Fever in Taiwan: The De-contextualized Interpretation of Tokyo”，發表

於 The Asian Conference on Arts and Humanities 2010 (ACAH）（大阪，2010） 

〈消失的「高雄」〉發表於 2011 台灣社會研究學會年會籌組論壇「暴力機制的

美學化－高雄、香港斯人斯地斯景」（台北，2011） 

〈日本型創意城市論〉發表於 2011 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創意產業研討會（台

中，2011） 

〈探討原民文化產業的數位創意加值策略與困境〉（本人為第一作者；第二作

者潘盈霜）發表於第二屆原住民數位典藏研究論文發表會（台北，2011） 

期刊論文 

〈「新．東京美學經濟」的反論〉，《高應科大人文社會科學學報》第七卷第

二期（2010.12 月），133 頁至 152 頁。 

專書 

《環境設計的方法》（譯自仙田滿《環境設計の方法》，ISBN 編號 957-0384-

57-3，2005 年由六合出版社出版） 

 

 



我不要回去！-探討「高雄文創設計人才回流」機制 
 

 

曾建勝 

 

摘要 

  

創意產業，在澳洲、英國等國家政府大力的推動下，其經濟產值與獲利被

誇張化地報導。台灣於 2002 年提出「文化創意產業」，並將此新興產業列為

國家重點發展產業之一。繼而於 2010 年通過〈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公部

門獎勵與補助文化創意產業的條例及相關計畫，紛紛地出爐。 

高雄市政府為發展文創產業，亦在同年(2010 年)5 月推出「高雄文創設計

人才回流駐市(試辦)計畫」，藉此吸引具有合法稅籍登記之文創設計人才以個

人工作室型態回流高雄，期待透過文創設計者之駐市設點，創造文創實績，開

拓兼具文化與經濟雙重價值之文創市場。 

同時，高雄市政府結合中央與地方預算，投入文化創意產業相關的硬體建

設，如編列上百億預算投入興建衛武營藝術文化中心、海洋文化及流行音樂中

心等大型文化設施。在這一波的建設熱潮中，看似高雄市文創產業軟硬體皆已

到位，然而研究者近半年來追蹤「高雄文創設計人才回流駐市(試辦)計畫」執

行現況，並嘗試與幾位文創設計人才進行初訪，發現他們對這個計畫並不熱

中，甚至表明「我回去做什麼？」。因此，研究者將持續針對這個計畫進行研

究，希望檢討此機制的現況與未來的改善之道。 

 

關鍵詞：高雄、文化創意產業、文創設計人才 

                                                        

 本文為論文發表。 



曾建勝簡歷 

‧ 現職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文化創意產業研究所研究生 

‧ 職歷/經歷 

－和春文教基金會專案助理 

－和春技術學院推廣教育中心專案助理 

－高雄市三信家商「電影欣賞社」社團老師 

－第十二屆台灣女性影展全國巡迴活動執行 

－2011 高雄春天藝術節草地音樂會－《很久沒有敬我了你》音樂劇活動執行 

－青輔會 100 年青年社區參與行動計畫「東南亞新移民婦女紙藤工坊」行政助 

理 

－高雄市政府文化局委託《街頭藝人文化資源調查專案》助理 

 

 

 



「原」來我沒創意？-探討高雄市原住民文創產業發展的困境
 

 

潘盈霜 

 

摘要 

行政院文化部為協助莫拉克災後重建，發展文化創意產業，鼓勵重建區原住

民部落產業的轉型，於 2010 年 5 月訂定「莫拉克風災重建區原住民文化創意產

業重建補助計畫」，透過部落工坊與教育訓練課程將有關人才培訓、工坊營

運、研發、生產、行銷、推廣、授權等相關工作事項作為培力計畫的要點；並

以各類補助項目來推動原住民文創產業的發展以提升產業的品質及獲利能力。 

 同時，高雄市政府也投入許多的外部資源、經費與團隊，以利於資源整合

與扶植產業。並將族人創作而成的文創商品，由輔導團隊經行銷、包裝、設計

以及透過多元的行銷平台及原民市集作為銷售買賣的據點。尤其在縣市合併

後，高雄市政府更是以都市經濟發展為理念，驅使市場經濟的概念不斷的在原

鄉地區發酵，致使手工藝品蔚為一股潮流。各項的培力計畫更是納入許多師資

與手工藝創意研發課程，呈現更優質的原住民產品及多樣性的商品，朝往部落

文化創意產業永續發展的目標邁進。 

 但是研究者參與高雄市莫拉克風災重建區原住民族部落的輔導成果會勘時，

發現部落社區、公部門與輔導單位在推廣與執行「原住民文創產業」的成果有

限，原住民對於「文化創意產業」的想像與認知不一，背後的經濟體系、知識

與文化系統上的斷裂，造成後續輔導作業難以推進的困境。因此，本研究將透

過持續的田野觀察與意見領袖的質性訪談，探討造成這個困境的原因，希望研

究成果可以提供未來公部門執行各項輔導與培力計畫的參考依據。 

 

關鍵詞：高雄市、原住民、原住民文創產業 

 

                                                        

 本文為論文發表。 



潘盈霜簡歷 

‧ 現職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文化創意產業研究所研究生 

‧ 職歷/經歷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教學卓越計畫」助理 

－〈行政院新聞局 101 年度流行音樂人才培訓補助案〉助理 

‧ 參與研討會 

－2011 臺灣原住民族一百年發展學術研討會 

－2011 南橫商圈研討會 

－2011 南島民族國際會議(觀光與傳播) 研討會 

－2011 文藻外語學院「文化創意產業研討會」 

－2011 高應大文創所「文化•創意•產業學術研討會」 

‧ 著作 

〈探討原民文化產業的數位創意加值策略與困境〉（本人為第二作者）發表於

第二屆原住民數位典藏研究論文發表會（台北，2011） 

 

 

‧ 通訊處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 415 號 

‧ 電話        （07）3814526、0980983155 

‧  電子信箱   yoyo1091136150@gmail.com 

 

mailto:yoyo1091136150@gmail.com


 

高雄市邊緣農村社區公共服務設施建設的個案研究－ 

旗山區溪洲社區的再發現 
 

 

李艷卿 

 

摘要 

       

農村社區公共服務設施是農村社區公共服務的硬體體系，是政府開展公共

管理和提供公共服務的基礎平臺。中國大陸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統籌城鄉發

展的背景下，農村社區公共服務設施建設相對滯後，對農民生活品質、基層政

府管理和農村社會發展帶來了不利影響，特別是在建築物佈局和人口居住相對

分散的城市邊緣的農村社區，公共服務設施建設更是一大難題。 

研究者來自中國廣州大學建築與城市規劃學院，目前是高雄大學都市發展

與建築研究所的交換研究生。來到高雄的這一年，通過對臺灣高雄市邊緣農村

社區公共服務設施建設問題展開研究，目前以縣市合併後的高雄市旗山區溪洲

地區做為研究的田野。除了希望對中國的城市邊緣農村社區公共服務設施建設

問題有一定的參考借鑒意義之外，也藉此呼籲「農村不能偽都市化」的研究立

場，因為唯有建立完善的農村發展理論體系，才能發展完善的城鄉規劃體系框

架。 

 

關鍵詞：高雄、農村社區公共服務設施、城鄉規劃 

                                                        

本文為論文發表。 



李艷卿簡歷 

‧現職    廣州大學建築與城市規劃學院研究生 

 

‧ 職歷/經歷 

 

－建築單體設計案：深圳布吉火車站、撫州火車站、石龍火車站、惠州金海灣

嘉華酒店、臨沂大學第 2 生活區商業及留學生公寓綜合體、廣西財經學院相思

湖校區實驗大樓、海南五指山社區 1~5 棟高層公寓、高要農信用社辦公大樓 

－裝飾設計案：廣州市荔灣區昌華街西關大屋社區居民服務活動中心裝飾設計、

廣州市荔灣區昌華街西關大屋社區街巷整飾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