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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城市建築對話—合作之路」國際論壇 

Follow Local Agenda 21 in Kaohsiung 

活動企劃書 

 

一、 活動緣起 

■ 邁向本土化的國際化 

■ 國際與本土的融合 

■ 本土自覺的國際化 

■ 建築作為一種文化的表徵 

■ 高雄作為一種開放性的移民城市 

■ 開放性的對話 

 

文化部推動多時，攸關臺灣表演藝術發展的《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設置條例》， 2014 年元

月 9 日於立法院順利通過三讀，元月 29 日由總統正式頒佈，並於 4 月 7 日正式掛牌成

立「國家表演藝術中心」。國家表演藝術中心為「一法人多館所」之行政法人，營運場

館將含括（臺北）國家兩廳院、臺中國家歌劇院及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不僅提供

國內外專業藝術表演場地，扶植臺灣表演藝術團隊逐步邁向卓越，更是培育國民美學的

重要搖籃，以輻射服務滿足臺灣各地民眾的文化需求。 

 

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座落高雄市鳳山區，毗鄰四十餘公頃的衛武營都會公園，基地

面積 9.9 公頃，建物面積 3.3 公頃。綠海環繞下，音波式的外形，白色波浪的自由形式，

如一尾大魟魚，流暢的弧度滑入地面，與周圍環境巧妙結合，是既前衛又有生態意識的

作品。 

 

建築師侯班的設計靈感來自衛武營區的老榕樹群。這些樹齡過半百的老樹，枝椏糾結，

根鬚盤錯，樹蔭間光影斑駁，虛實互映；正是這些抽象的榕樹形象，醞釀了衛武營富於

穿透感、呼吸節奏的「有機」造型。同時，為符合南臺灣燠熱天候，居民喜愛戶外活動

以及夜間燈光的生活習性，入口寬敞，與公園連結，不僅歡迎表演藝術進駐，也將成為

民眾休閒散步去處，創造劇場與生活零距離的空間感。 

 

南方綠建築典範 

要豐富海域生態及增加漁獲量，必須投入礁岩來增加漁類，不久後就有海草、魚、蝦棲

息。如果用這種人工漁礁的模式來比喻衛武營藝術文化中心興建，可以比擬是「精神的

礁岩」，就好像是海底生態一般豐富，對衛武營發展終極目標而言，是令人類終極相處

的礁岩。台北兩廳院是象徵的指標藝術殿堂，期待衛武營藝術文化中心的純度與淨度高

於兩廳院，將來能夠成為涉入生態、文化與人文一體的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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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使我們成就了社區的繁榮與氣象，衛武營藝術文化中心可以被看成是牽涉並影響城

鄉風貌，城市美學，空間美化的一「另類綜合性公共藝術」，與社區美學息息相關的南

方文化工程。 

 

將來該中心的功能包括:跨國交流，本土經營，產業振興，它能提供嶄新美學視野的瞭

望台，提供本土全方位文化思考觀點，提供對批判台灣深層的文化等。它勢將帶動區域

發展與活化，成為大南部地區總體大營造的一個契機。 

 

衛武營國家劇院的特殊價值 

■ 國際競圖 

■ 地方詮釋 

■ 建築結構解決方案的本土化 

■ 建築形式解決方案的本土化（造船） 

■ 對地方社會生活的詮釋（戶外劇場與榕樹廣場） 

 

二、 主協辦單位 

■ 主辦單位：高雄市建築師公會 

■ 指導單位：高雄市政府、行政院文化部 

■ 承辦單位：高雄市建築學會 

■ 協辦單位：高雄市立美術館、高雄市建築經營協會、高雄大學創意設計與建築學

系、守護高雄大聯盟、高雄市綠色協會、高雄市港都社區大學、高雄大學亞熱帶

低碳智慧生活應用科技與設計發展中心、Mecanoo Architecten 麥肯諾建築師事務

所、正修科技大學建築及室內設計系、高苑科技大學建築系、國立成功大學建築

學系 

三、 會議時間 

■ 2015 年 3 月 23 日（一）09：00~17：00 

四、 會議地點 

■ 高雄市立美術館地下 B1（演講聽）高雄市鼓山區美術館路 80 號 

五、 邀請對象 

■ 南部地區之建築師及建築設計、室內設計、土木、結構、營造工程等之產、官、

學界人員及對建築相關專業領域興趣之民眾皆可參加。 

六、 參與人數 

■ 活動採線上報名制，以 200 人為限，並以現場報到者前 200 名，有會議資料及餐

卷 1 份，數量有限發完為止。 

七、 報名方式： 

■ 採網路報名：請上高雄市建築師公會 http://www.kaa.org.tw/  

■ 備註： 

http://www.kaa.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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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當天前 200 名完成簽到及領取餐卷者，可享有會議資料及中午餐盒各 1 份。

若未完成報到者，則依序遞補領取。 

八、 會議議程：  

時間 議程  與會者 

09:00-09:30 報到、領取會議資料、餐卷 - - 

09:30-09:40 貴賓合照 10min 工作人員引導貴賓至前台合影 

09:40-10:00 開場致詞 20min 

致詞者(每人 3min)＋暖場(5 min) 

吳宏謀副市長/高雄市政府 

文化部長官 

楊欽富理事長/高雄市建築師公會 

張文智理事長/高雄市建築學會 

10:00-11:05 

專題演講（一）本土與國際

的對話—衛武營藝術文化中

心設計建造歷程 

5min 
主持人：楊欽富 理事長/高雄市建築師

公會 

60min 
主講者：Francine Houben/麥肯諾建築師

事務所主持人) 

11:05-11:15 休息 10min  

11:15-12:20 

論壇主題（一）： 

本土與國際的融合—建築結

構與設計的思考 

5min 
主持人：張文智 理事長/高雄市建築學

會 

30min 

引言人： 

1. 陳福松 教授/超偉工程顧問有限公

司 

2. 張瑪龍 建築師/張瑪龍建築師事務

所 

30min 

與談人： 

1. 姚昭智 教授/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系 

2. 陳啟仁 教授/國立高雄大學創意設

計與建築學系 

12:20-13:30 午餐 70min  

13:30-14:35 

論壇主題（二）：本土與國際

的融合 營建構造與材料系

統創新 

5min 
主持人：麥仁華 副理事長/高雄市建築

師公會 

30min 

引言人： 

1. 侯慶謀 建築師/麥肯諾建築師事務

所  

2. 趙建銘 建築師/趙建銘建築師事務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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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min 

與談人： 

1. 蘇志勳 副局長/高雄市政府工務局 

2. 吳光庭 副教授/國立成功大學建築

學系 

3. 蔣曉梅 副教授/正修科技大學建築

及室內設計系 

14:35-15:40 
論壇（三）：本土與國際的融

合—藝術與空間美學  

5min 
主持人： 盧友義 理事長/高雄市永續城

鄉發展協會 

30min 

引言人： 

1. 林宛蓁 建築師/麥肯諾建築師事務

所 

2. 謝佩霓 館長/高雄市立美術館 

30min 

與談人： 

1. 吳益政 議員/高雄市議會 

2. 林熺俊 副教授/高苑科技大學建築

系  

3. 許玲齡 理事長/文化愛河協會 

15:40-16:00 茶敘 20min  

16:00-17:00 綜合論壇 30min 

主持人：楊欽富 理事長/高雄市建築師

公會 

與談人： 

1. 吳益政 議員/高雄市議會 

2. 李怡德 局長/高雄市政府都市發展

局 

3. 蘇志勳 副局長/高雄市政府工務局 

4. 魯台營 局長/屏東縣政府環境保護

局 

5. 謝佩霓 館長/高雄市立美術館 

6. Francine Houben/麥肯諾建築師事務

所 

7. 趙建銘 建築師/趙建銘建築師事務

所 

8. 林熺俊 教授/高苑科技大學建築系 

 

備註： 

1. 每一場論壇引言人安排 2 人，發表 15 分鐘，需準備 PPT。(活動前 5 天提供電子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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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演講廳嚴禁水、飲料、食物進場，須集中置放於報到處。 

3. 舞台布置勿以拖拉方式移動，若造成木製舞台刮傷與凹陷，須扣除保證金。 

4. 舞台布置請務必使用無痕膠帶 

5. 所有設備請歸位 

6. 演講廳外為展覽場地與圖書室，請勿大聲喧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