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105 年度施政計畫
一、 新總館創造經典閱讀空間、辦理多元閱讀推廣活動、充實各類館
藏，改善空間環境設備，營造優質閱讀氛圍，並獎勵文學創作，
建構書香大高雄。
二、 持續拓展大駁二藝術特區文創產能，吸納民間資源創意，引進活
絡藝術市場產值，形塑本市文創水岸新座標，成為台灣文創基地
示範場域。
三、 擴大運用高雄文化遊艇船隊，串聯紅毛港文化園區、大駁二藝術
特區及打狗英國領事館文化園區，型塑水岸文化觀光金三角。
四、 獎助文學創作，表揚優秀創作人才並出版優良文學專書，促進出
版產業發展，厚植高雄文化根基及輔導高雄市文化藝術基金會、
建構文化藝術活動訊息平台，共同打造高雄文化藝術發展環境。
五、 辦理本市文化資產管理維護、委外營運督導暨推廣行銷，形塑優
質文化觀光景點，提升打狗英國領事館文化園區、旗山生活文化
園區、鳳儀書院及文化公車國際形象，拓增文化觀光效益。
六、 辦理國際性表演藝術活動，提升本市藝文與國際接軌，並安排偏
鄉及弱勢學生欣賞，均衡城鄉藝文發展。
七、 扶植藝文團隊發展，健全表演藝術市場機制，打造永續藝文產業
環境。
八、 持續規劃執行「海洋文化及流行音樂中心」軟體計畫，鼓勵創作
及培育人才，策辦流行音樂活動並強化音樂產業鏈結，以加速活
絡流行音樂市場。
九、 鼓勵原創劇本，投資於本市拍攝之優良國片，單一窗口支援拍片
，輔以住宿補助措施及後期行銷宣傳，健全影視上中下游產業鏈
發展，吸引影視產業進駐以形成產業聚落。
十、 續辦高雄電影節，打造短片基地平台，行銷城市意象；引進重要
傑出藝術電影與扶植國片放映，持續與重要影展合作辦理影像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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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推廣，培養大高雄電影藝術觀賞人口。
十一、 辦理多元視覺美術展覽，並深化國際城市之交流，推動台灣當
代藝術與世界多元文化接軌，並深耕在地藝術家之研究展，豐
富美學經驗、提升美學素養。
十二、 提升表演廳堂軟硬體設備及服務品質，提供民眾優質藝文休閒
場域，帶動大高雄藝文參與人口。
十三、 落實無形及古物文化資產保存維護及登錄，建立重要史料數位
化及資訊交流平台，策辦高雄地方區域特展與文史主題展覽，
充實地方文化，並提升傳統藝術層次，促成文創與產業接軌。
十四、 辦理古蹟、歷史建築、聚落、遺址、文化景觀之指定、登錄、
調查研究、修復、再利用及推廣維護，強化文化資產保存觀念
，厚植城市文化底蘊。並結合民間暨公營文化館舍，鼓勵社區
自主推動文化資源再造，推廣文化生活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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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105 年度施政計畫與預算配合對照表
預算來源及金額
類

項

壹、文化建設與活動
一、文化政策與環境推展
二、文化資產維護與營運
三、表演藝術推動
四、文創產業與視覺藝術推展
五、文化中心業務
六、影視產業推動
七、駁二營運推動
八、岡山文化中心業務

貳、各項文化社教活動
一、電影館
二、歷史博物館
三、美術館
四、圖書館
叁、人事費及第一預備
金
局本部人事費（現職人員待遇）
一、電影館
二、歷史博物館
三、美術館
四、圖書館
第一預備金

合計

主要預算
（單位：千元）
468,578
133,246
112,696
36,505
18,941
39,209
20,780
80,338
26,863

412,754
53,587
43,163
59,469
256,535
382,669 (不含約聘僱及加班費)
160,028
13,170
22,854
53,415
133,202
500

1,264,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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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考

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105 年度施政計畫
計 畫 名 稱 計 畫 目 標 實

施

要

領

壹、文化建設

預算來源及金額(
單位：千元)
468,578

與活動
一、文化政策與

133,246

環境推展
(一)文化政策、 深化文化藝術城 辦理文化專題研討會或諮詢會議，做為制定各
制度、法規之研 市形象，建構文 項文化法規、研擬文化藝術長期發展計畫與階
訂

化藝術產業良好 段性目標之參考。
發展環境與策略

( 二 ) 文 學 活 動 培養閱讀風氣， 1. 辦理打狗鳳邑文學獎，鼓勵文學創作。
及文化專書出 營造書香社會， 2. 辦理文學專書、繪本出版與文學創作獎助計
版

建立高雄文藝楷

畫及文學推廣等，扶植傑出文字工作者，吸

模

引文學人才長駐高雄，以活絡高雄文學環境
。

( 三 ) 文 化 志 工 推動志願服務， 擬訂年度文化志工服務目標，針對高雄市文化
人才培育

強化藝文場館服 特性，督促各運用單位開設有關社區文化、歷
務功能

史保存、文化解說等培訓課程。

( 四 ) 文 化 資 訊 文化資訊彙整行 1. 整合大高雄各文化機構及民間藝文團體活動
、文化市場調 銷，建立市民藝

訊息，編印文化高雄月刊，並透過網路、電

查與行銷

子文宣等管道行銷藝文活動。

文欣賞習慣

2. 整合各藝文活動資訊及相關網站，提供藝文
資訊交流平台。
( 五 ) 加 強 本 市 1. 管理輔導本市 依據「高雄市文化藝術事務財團法人設立許可
各文化基金會

各文化基金會

之管理輔導；

及監督準則」等相關規定，輔導各文化基金會
依其設立目的執行業務，並辦理評鑑。

補助財團法人
高雄市愛樂文 2. 加強與高雄市 1. 持續與高雄市文化基金會合辦多元藝文活動
化藝術基金會

文化基金會、

，力行文化深耕。

高雄市愛樂文 2. 補助高雄市愛樂文化藝術基金會辦理音樂藝
化藝術基金會

文教育及活動，並敦促樂團專業化及制度化

之合作，推廣

。

高雄藝文活動
( 六 ) 傑 出 藝 文 建 立 高 雄 文 藝 依高雄文藝獎設置要點，表揚對高雄藝術文化
人士表揚

楷模

具特殊貢獻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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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112,696

二、文化資產
維護與營運
( 一 ) 文 化 資 產 1.古蹟、歷史建 1.召開本市「古蹟歷史建築聚落文化景觀審議
審定、修復、

築、聚落、遺

會」及「遺址審議會」
，辦理古蹟、歷史建築

管理以及推廣

址、文化景觀

、聚落、遺址、文化景觀之審議指定登錄作

之指定、登錄

業。

、保存、修復 2.辦理本市文化資產修復工程。
、再利用

3.辦理本市文化資產及周邊場域清潔及維護。
4.辦理文化資產活化再利用暨委外館舍營運與
推廣活動。

2.文化資產調查 1.辦理本市文化資產調查研究及修復規劃。
、研究與推廣 2.辦理文化資產行銷推廣活動，深化文化資產
保存理念。
3.辦理本市文化公車營運暨推廣行銷。
4.辦理文化資產專書編印出版行銷。
5.辦理本市文化導覽員培訓。

( 二 ) 地 方 文 化 地 方 文 化 館 第 1.強化本市核心文化館舍經營。
館第二期計畫

二 期 計 畫 之 輔 2.辦理文化館及文化生活圈資源串連、整體行
導與推動

銷、宣傳媒介建置。
3.配合文化館舍、古蹟、歷史建築、文化設施
等，規劃本市優質文化生活圈及辦理輔導、推
動計畫。

（三）社區總 社 區 營 造 輔 導 1.社區基礎培力：
體營造推展

計畫

（1）社區營造點徵選與輔導。
（2）社區總體營造人才培育。
2.輔導機制提升：
（1）委託專業團隊成立社造中心。
（2）串聯非營利組織等單位與社區合作。
3.文化藝術扎根：
（1）推廣社區影像紀錄與跨域社區文化地圖繪
製。
（2）辦理社區劇場人才培育。
（3）鼓勵地方守護文化資產及地方文化產業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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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再造，推動社區交流機制。

36,505

三、表演藝術
推動
( 一 ) 表 演 藝 術 1.本市表演藝術 1.依據「高雄市演藝團體登記管理規則」辦理
團隊考核與管
藝文團隊團務之輔導與行政評鑑。
環境規劃與管
理
2.辦理演藝團隊相關稅務課程。
理
2.本市表演空間 整合表演藝術空間資料。
之利用規劃與
資訊彚整
3.本市演藝團隊 1.辦理本市演藝團隊登記立案與團隊資訊建檔
資訊彚整
。
2.已建置表演藝術網網站，作為演藝團隊交流
平台。
（二）表演藝 策 辦 城 市 藝 術 1.策劃大型國際文化藝術交流活動。
2.辦理城市傳統藝術活動
術活動之策劃 文化活動
與推廣
( 三 ) 藝 文 團 隊 1.扶植傑出演藝 依年度藝文團體扶植計畫，公開徵選傑出演藝
團隊
團隊，並考核受扶植團隊計畫之情形。
之扶植與獎勵
2.表演藝術類活 本市或外縣市演藝團隊及個人辦理之演藝活
動經費補助
動有助於提升本市藝文素養者，予以補助之。
3.街頭藝術推廣 辦理街頭藝術相關活動，扶植推薦優秀街頭藝
與扶植
人參與演出。

四、文創產業
與視覺藝術推
展
( 一 ) 公 共 景 觀 1.將公共藝術與 1.加強本市公共藝術設置之環境藝術整合工
藝術設置及推
市政建設整合
作，以美化城市。
廣
為在地高雄的 2.推廣本府各機關（構）設置公共藝術之積極
景觀特色
觀念。
2.透過審議機制 輔導各興辦機關辦理公共藝術業務。
輔導各興辦機
關辦理公共藝
術業務
3.活化公共藝術 辦理本府機關（構）有關公共藝術推廣活動，
推廣活動
並深化公共藝術於都市景觀之重要性，提升硬
玖、文化局 6

18,941

體建設之人文氣質。
(二)文創產業

發展文創產業

1.推廣文創產業發展，補助文創產業創新研發
、媒合傳統藝術產業文創轉型。
2.落實南方設計產業深耕，結合學術界、產業
界及藝術界，形成產業連結平台，共同推動
文化創意產業，持續進行「創意高雄─文創
產業」推動計畫，並以下列幾項為重點扶植
方向: 「高雄文創設計人才駐市回流進駐「大
駁二藝術特區．大義倉庫群」獎助(試辦)計畫
」、「活化流行音樂創作表演空間補助扶植計
畫」
。

( 三 ) 文 創 園 區 紅毛港文化園區 1.致力保存紅毛港舊聚落文化特色、創造高雄
營運推廣
營運
港灣文化觀光景點，以及建置市民教育及休
閒場所為營運方向。
2.達成營運指標、建立產官共同經營模式以及
達成文化及觀光效益為目標。
3.以開園整備及行銷活動計畫、園區經營管理
計畫以及渡輪經營管理計畫為實施核心。
(四)文化重建

小 林 平 埔 族 群 1.以高雄市甲仙區小林村生態與平埔文化、文
文 物 館 中 長 程 物為基礎，充實「小林平埔族群文物館」
，推
營運管理
動三年營運管理計畫，使成為研究平埔文化
與生活體驗中心。
2.打造五里埔地區為成為南台灣之平埔文化研
究中心，並提供遊客優質展覽與推廣活動之
展館。

五、文化中心 1.提升演藝廳劇 1.至德堂、至善廳管理及服務：表演團隊演出
業務
場 管 理 及 服 之申請管理及前後台管理服務。
務
2.劇場設備定期更新維護，相關人員適時接受
教育訓練以提升專業能力。
2.提升展覽空間 1.申請展：
管理及服務
每年 4 月和 9 月分別受理下年度之申請展。
2.策展：
辦理「打開畫匣子－美術在高雄」、「青春美
展」、「國際交流展」等具主題性展覽與推廣
活動，提昇市民對美術的鑑賞能力。
3.大東文化藝術 辦理園區及館舍之營運管理維護、劇場導覽及
中 心 營 運 管 參訪接待、文創產業及商業空間委外營運等。
理
4.音樂館營運管 1.音樂館園區及廳舍之管理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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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209

理

2.演奏廳之管理服務。

5.營造多元休閒 1.辦理「假日藝術市集」
：
藝文空間
每週六、日於藝術大道舉辦，提供在地手作藝
術工作者展演平台。
2.多元休閒藝文空間：
提供文化中心廣場、前廳、音樂館廣場及大東
文化藝術中心演藝廳大廳、戶外等空間，主辦
或提供申請舉辦各項藝文活動，豐富城市藝術
生活空間。

六、影視產業 1.推動影視產業 推動本市影視產業發展計畫，透過補助投資電
推動
發展，投資補 影拍攝，擴大電影業者製作規模，扶植優質影
助國產電影拍 片出品，並輔以拍片住宿補助措施，健全影視
攝，打造高雄 上中下游產業鏈，打造本市影視產業發展優良
「亞洲最佳拍 環境。
片城市」

20,780

2.推動華文原創 好的故事成就優質電影，為使高雄成為華文世
故事編劇駐市 界故事創作基地，公開徵求編劇駐市予以開發
計畫
專屬高雄、擁有高雄氣味之劇本，俾以銜接本
局原有之電影投資補助業務。
3.本市拍片支援
中心持續提供
優質服務，為
影視從業人員
提供南下勘景
之討論、聯繫
、協調、審片
空間

結合本府轄下山、海、河、港等豐富天然資源
及多元城市風貌，以利提供拍片協助資訊，除
建置拍片網站，並提供本市藝文刊物、拍片資
源檢索及攝製場景照，輔以彈性機動之協拍人
員作為劇組對公部門之單一行政窗口及提供
拍攝期間住宿補助，全力協助劇組勘景及拍攝
行政協調事宜。

4.影視交流及行 主動策劃或與影視業者合作辦理影視相關行
銷活動之策劃 銷、映演活動，並積極參與國內外影視市場展
與推廣
，吸引國內外影視產業進駐高雄，俾利交流，
以活絡本市影視產業發展。

七、駁二中心 1.辦理各項展演 1.掌握文化潮流與國際脈動，策辦多元藝術展
業務
活動
演活動。
2 營造優質展演空間，提昇展演活動品質。
2.建構大駁二藝 1.持續與國產署等單位進行合作開發，以駁二
術特區為文化
藝術氛圍及強化數位產業群聚為基底，並以
創意園區
多元化空間使用、推動園區整體營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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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338

具體提升水岸文化觀光之效益。
2.鼓勵文創設計產業進駐，強化駁二文創特區
意象。
3.打造文創產業展銷平台，帶動文化經濟產值
提升。
3.強化園區商業 積極引進各類文創產業品牌進駐，豐富園區整
機制
體多元性，同時強化園區服務品項，並兼具文
創藝術氛圍。

4.辦理「駁二藝術 規劃駁二大義倉庫群部份空間為藝術家或團
特 區 藝 術 家 進 隊進駐用途，創造文化藝術的交流及展演平台
駐計劃」
。

八、岡山文化中 推動多元展演， 透過多元展演推動藝術休閒文化，並結合教育
心業務
營造岡山文化藝 推廣活動，建構北高雄藝文重鎮。
術生活圈。
1.於展覽室辦理各項美術展覽，提升市民美術
欣賞能力。
2.於演藝廳辦理各項表演藝術演出活動，提升
市民多元藝術涵養。

26,863

貮、各項文化
社教活動
一、電影推廣 1.辦理影展活動 1.為推廣文創有價與美學扎根的概念規劃辦
活動
推廣電影文化
理專業主題影展，以「售票為主，索票為輔
」為原則，引進重要傑出藝術電影與扶植國
片放映，並持續與重要影展合作辦理影像教
育推廣，增加大高雄電影藝術觀賞人口。
2.為推動本市電影藝術文化、培育電影人才、
提升觀影人口，高雄市電影館每年舉辦「高
雄電影節」，邀請國內外影片參展、辦理電
影人座談與交流、辦理國際短片競賽有助於
電影交流之活動。
3.辦理「青春設計節--青春影展」，集結全國
大專院校影視傳播相關科系之優秀影像創
作，建立青年創作學子作品發表與觀摩的平
台，並鼓勵青年創作者投入影像創作，培育
新生代影像創作人才。
4.辦理專業電影人才培育課程，邀請專業講師
教授影評、電影藝術課程，以培育本市青年
學子參與電影活動之興趣。

412,754

2.充實館藏圖書 1.定期購置電影相關中、外文圖書雜誌及影片
及影片豐富館
，提供豐富之電影資訊供民眾閱讀、觀賞及
藏資料
研究。
2.出版電影叢書，保存台灣電影人文風情，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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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在地電影藝術耕耘足跡。
3.購置、收藏民眾捐贈之電影文物，並建置典
藏文物資料庫，供民眾查詢瀏覽及辦理電影
文物主題展覽使用。
3.辦理電影教學 1.邀請專家學者辦理主題研習、電影論壇、映
研習及發行刊
後座談等活動，增進民眾相關知能，提供與
物
影人交流之機會，藉此提升民眾參與電影活
動之興趣。
2.針對本館志工辦理各項電影研習活動，充實
導覽文物解說知能，以協助參訪者瞭解電影
文化。
3.編印活動節目月訊或影展主題特刊，加強電
影館活動行銷，鼓勵民眾參與藝文活動。
4.扶植影片之拍 1.依據「高雄市文化局補助電影製作執行要點
攝、後製及行
」辦理優良國片補助拍製，扶植本市電影產
銷等
業，並收城市行銷之效。
2.辦理紀錄片拍攝案，以紀錄保存本市有形無
形人文影像，留存城市記憶。
3.辦理高雄拍影像創作獎助創作獎助計畫，鼓
勵人才進駐高雄市，並以高雄市為創作場域
，行銷高雄城市形象。
4.主動策劃本市補助之國片，辦理影視相關行
銷及講座。
5.定期辦理電影 舉辦藝文沙龍講座，運用多元角度引導民眾了
藝文沙龍講座 解電影專業領域，進而提升市民電影知識涵養
，推廣電影文 。
化，豐富市民
電影知識涵養

二、歷史博物 加強博物館之展 1.委託學者專家針對本館典藏品進行研究，加
館管理及活動 示、推廣教育等 強文物詮釋，俾利爾後之典藏專輯出版、展
服務效能暨歷史 覽及推廣。
文物之徵集、典 2.推動典藏文物數位化，持續進行委外拍攝工
藏、管理
作，以充實登錄系統內容，完善管理機制。
3.宣導文化資產保存觀念，賡續進行本市文物
史料徵集、購置，並鼓勵市民捐贈文物予本
館永久保存，以豐實館藏。
4.積極推動古物類文化資產保存維護，包括古
物調查研究、一般古物審議登錄及公告等事
項；加強傳統藝術、民俗及有關文物等無形
文化資產調查研究與登錄公告，以保存本市
珍貴文化資產。
5.辦理本市白色恐怖受難者口述歷史訪談及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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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史料文獻蒐集。
6.辦理高雄文獻期刊編輯出版。
7.檢選市府各機關學校已屆保存年限擬銷毀目
錄清冊。
8.辦理本市在地傳統藝術與民俗之各項調查研
究及推廣計畫。
9.持續建置高雄研究文獻中心，推動史料復刻
、彙整與高雄專書出版，俾深化在地歷史研
究與文史調查實力。
10.結合博物館歷史學者及在地文史團體，整理
本市各區文史資料及文物，規劃在地性主題
展覽，行銷城市文化歷史。
11.蒐集各地博物館展覽資訊，擇定優質展覽進
行館際合作，並與民間策展單位合作，舉辦
大型展覽，開拓市民文化視野。
12.辦理戰爭與和平紀念公園主題館、打狗鐵道
故事館、高雄市眷村文化館及柯旗化故居經
營、管理及維護。
13.配合展覽及針對特定歷史文化主題於年度
內舉辦具特色之推廣活動，發揚本土歷史文
化。
14.推廣本市歷史文化教育，針對不同年齡層民
眾規劃研習活動，並舉辦親子 DIY 活動、深
度文化之旅、專題演講…等，增進參觀效果
，促進市民對於城市的情感與認同。
15.辦理本市二二八事件紀念活動及紀念大成
至聖先師孔子 2566 週年誕辰釋奠典禮。
16.辦理「2016 年高雄偶戲節」，邀請國內外偶
戲表演團隊，辦理偶戲創作劇坊、親子體驗
營、互動資訊展示及開發文創商品，讓高雄
偶藝開啟與世界接軌的大門。
17.辦理「2016 年戲獅甲活動」，發揚傳統民俗
技藝，彰顯臺灣廟前藝術，並融入創新演出
方式，提升傳統藝術文化內涵，協助推廣城
市行銷。
18.辦理「哈瑪星駁二線」火車體驗之旅，透過
1：8.4 復刻蒸汽火車與電車的行駛，帶領民
眾一同了解哈瑪星與臨港線及推動工業前
進的蒸汽火車構造與歷史。

三、美術館美 1.積極辦理國際 1.展出高雄在地前輩藝術家完整創作研究個
術館管理及活
交流展覽與台
展，以茲表彰其藝術成就及對在地藝術發展
動
灣藝術發展主
之深遠影響。
題策畫展，以 2.推出向大師致敬系列之台灣藝術大師完整
豐富在地視野
回顧性大展，透過藝術家於各階段的代表性
，實踐全球在
創作，爬梳藝術家的創作歷程與脈絡。
地化經營，提 3.辦理在地美術發展專題展，如規劃高雄獎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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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469

昇全民美學與
生活素養，培
育優秀藝術人
才。

十年專題主題展，全面性呈現此項台灣重要
藝術競賽二十年來的發展、轉變與對於新生
代藝術家創作的影響。此外，預計辦理
2016Pulima 藝術獎之視覺藝術展，透過與原
文會之合作，拓展本館於南島當代藝術更寬
廣的藝術觀點。
4.持續辦理專為在地藝術家設立之徵件展覽
「市民畫廊」，每半年評審一次，鼓勵在地
藝術家參與並透過專業評審機制，透過藝術
行政與專業評審委員之深度建議，協助在地
創作者提昇展覽之主題策畫、內容專業度及
展覽呈現等當代藝術展覽必需具備之執行
能力。
5.持續辦理亦是每半年評審一次之「創作論壇
」，徵選優秀之策展徵件計畫，鼓勵當代策
展、藝評風潮與藝術家之參與。104 年度預
計舉辦已通過評審之系列展覽包括：《先知
與他們的寓言》及《圖騰／象徵／重生──
安力．給怒的獵人故事》
。
6.賡續編印《藝術認證》，該刊為一兼具學術
價值及多元、活潑形態之雙月刊，透過每期
規劃的學術專題「議題特賣場」，為美術展
覽、教育推廣等，進行論述性報導，並定期
對美術館典藏品進行賞析介紹。本刊亦特開
闢專欄，深度介紹藝術家及其創作，並推展
有形、無形文化資產概念，本刊重點工作亦
在透過徵稿培育新的藝術寫作人才。105 年
度將再推出六大專題，以呼應與美術館相關
之即時議題，並爭取預算將紙面雜誌推向未
來雲端界面，以吸引更多的網路閱讀族群。
7.為拔擢年輕藝術家，辦理年度「高雄獎」審
查，於 3 月份推出展覽並舉辦頒獎典禮，提
供藝術家發光發亮的舞台。

2.策劃主題式、
互動遊戲式教
育展覽，推動
市民兒童美育
。

1.於兒童美術館策劃主題式、互動遊戲式之年
度教育展，結合文化部地方文化館計畫，推
動市民兒童美術教育。辦理《詩與藝手牽手
》展覽以及 10 周年《蛋‧生》特展以及《
愛寫字‧玩書法》書法教育展。
2.結合節慶（春節、兒童節、暑假期間等）企
劃兒童美術教育，提供親子美育活動。
3.暑假期間推出「大家來找碴」藝術觀察活動
、小小書法家工作坊。

3.深化及活化高 1.研究並發揚館藏精華，以達展示教育之長期
雄市立美術館
效益，根據美術館典藏品之類型、策辦專題
典藏，規劃典
研究展，搭配藏品與借展品，推出前輩藝術
藏展，設計教
家研究展系列，發掘在地藝術價值。另以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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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推廣活動。

藏品為素材，彙整詮釋或以主題式呈現展覽
，如先前辦理之「南方上岸-2015 影像典藏展
」
、
「典藏·對話-演繹台灣當代水墨展」
，亦即
為多年來發展「發現典藏」系列之一，另以
典藏品為素材並與文學、音樂跨領域互動及
展示如「典藏奇遇記」，並將捐贈成果呈現
眾人眼前，如「東方媒材典藏捐贈展」
、「剎
那即永恆-2015 林壽宇捐贈典藏展」等，旨在
彰顯典藏品意義並將典藏成果分享大眾。配
合創作者和專家學者的導覽解說及相關活
動，不但深化及活化典藏品之意義，並將其
展示及推廣予大眾。
2.配合展覽脈絡規劃學習單、定時導覽、專家
導覽、預約導覽、藝術工坊與視展覽類型辦
理相關座談會。
3.結合展覽脈絡，規劃藝術講座，引介藝術思
潮，提昇全民美育。
4.持續推出友善平權計畫，辦理手語導覽、新
住民等導覽活動，規劃身心障礙者工坊，提
供特殊需要者參與視覺藝術課程。
5.研發「藝術創作工坊」提供市民具有手感的
視覺藝術體驗活動。

4.藉由藝術品的 從「美術高雄」的溯源、深化與擴張三個路徑
典藏，具體而 發展：
微呈現「美術 1.除續行彙編「高雄美術發展紀事年表」外，
高雄」的歷史 並於 105 年度繼續整理高雄在地藝術發展史
面貌，突顯高 料。並續錄製台灣資深藝術家之重要口述影
雄城市之獨特 像之記錄史料，以建置全台美術館唯一「視
性，提高能見 覺藝術影像資料庫」
，以台灣美術史為本，自
度。
不同切面進行主題研究之歷史口述搶救紀錄
，為高雄及台灣累積重要藝術史料，並以資
料進行分析，深化不同之時空背景及其產生
之影響，做為未來視覺藝術展覽之策展材料
。
2.掌握高雄中青輩藝術菁英之關鍵作品，作為
建立高雄品牌、開創國際能見度之主力。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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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具現台灣多元
文化之本質， 1.除積極參與「中華民國博物館學會」暨文化
推動台灣當代
部博物館群策略行銷之規畫活動外，並透過
藝術與世界多
結盟國際社群，積極參與國際博物館事務，
元文化接軌。
包括 ICOM 國際博物館學委員會及美國文物
並透過田野調
保 存 維 護 協 會 (American Institute for
查、藝術家交
Conservation of Historic and Artistic
流、展演活動
Works,AIC)、AICA 國際藝評人協會等藝術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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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累積台灣不
同族群之當代
藝術語境。

業活動，以增進館際交流。此外並積極再與
國內外南島相關研究單位合作與交流，包括
太 平 洋 藝 術 協 會 (Pacific Arts Association,
PAA)及太平洋島嶼博物館協會(Pacific Island
Museum Association, PIMA)等，以及新喀里多
尼亞棲包屋文化中心等南太平洋原民當代
藝術機構持續進行聯繫與交流，以尋求進一
步之合作。
2.未來將續於下列具體作為中，完成此計畫目
標。
(1)爭取籌辦具多元文化特色之藝術展覽。
(2)辦理本館南島當代典藏展。
(3)累積台灣原住民當代藝術家之創作資料。
(4)發崛並培養高雄在地原住民藝術創作者。
(5)籌辦原住民藝術家駐館及交流創作活動。
(6)積極參與相關國際交流活動。
(7)鼓勵南島相關研究學者與本館交流。

四、圖書館
1.推動城市閱讀 1.持續推廣各種辦證活動服務、包括早讀為小
圖書管理與活 規劃不同年齡 寶貝辦借書證及家庭、班級及團體借書證，
動
層閱讀活動， 以提升書籍借閱率。
培育民眾閱讀 2.辦理送書香到教室活動至國中、國小及幼稚
素養，讓閱讀 園。
扎根及擴展
3.各區辦理「圖書館之旅」活動，以引導兒童
認識圖書館，針對國小升 4-6 年級學童，於暑
假推出「圖書館之旅」活動，內容包括「認
識圖書館」、「網路資源介紹」、「體驗多元閱
讀」
、
「發揮想像與創意」等單元
4.積極推動「班訪活動」
，結合社區學校，藉由
參觀圖書館之戶外教學活動，瞭解如何利用
圖書館各項閱讀資源。
5.賡續辦理「小蜻蜓兒童讀書會」
，國中、小「
班級讀書會」
，藉以提升兒童選書、解讀之閱
讀素養及與同儕分享之能力。
6.賡續辦理「成人知性書香會」
，舉辦讀書會觀
摩及聯誼活動，以達到讀書會永續經營及蓬
勃發展之目標。
7.加強館藏特色行銷，由各分館就館藏特色規
劃設計相關活動，以吸引民眾利用館藏
8.辦理「故事媽媽」培訓、認證及觀摩：運用
故事媽媽人才庫，推出「fun 心聽故事」，由
故事媽媽以高雄在地環境背景撰寫腳本，講
述自己家鄉的故事，並延伸說故事的舞台，
主動至社區幼稚園及國小各年級學童講繪本
故事，共同推動城市閱讀。
9.行動圖書館及故事媽媽關懷列車：主動將圖
書以及故事媽媽說故事活動，送到本市偏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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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國小、社區等閱讀資源較缺乏之地點，
以推廣多元閱讀運動，改善學習落差，延伸
服務據點，拓展服務機制，讓本市較偏遠郊
區之民眾均能享有圖書資源。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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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東講
堂」與「岡山講堂」活動，邀請文學、兩性
、親子、心靈、職場、城市遠見等領域名人
南下與高雄市民分享交流。
11.為提升民眾心靈與藝文素養、營造藝文書香
氛圍，激發民眾利用圖書館興趣，辦理「書
香推廣及文化展演活動」，例如:故事說演、
讀書會、科普、館藏特色、推廣書香等創意
活動、文化展演、講座等。
12.為增進全國故事媽媽的專業素養，邀請來自
全國各地及外島的故事志工約 300 人參加「
全國故事媽媽活動」，聘請說、演故事專家
學者設計專業課程，及觀摩說故事或戲劇演
出，促進經驗的交流與分享。
2.文學推廣及出 1.邀請文學作家與課本作家深入校園，藉由專
版
題演講及經驗分享等方式，增進青少年對文
學領域的熱愛。
2.持續徵集、保存並展示高雄文學作家作品資
料，充實高雄作家資料專區，以利民眾深入
瞭解在地作家。
3.持續辦理「文學家駐館」活動，推出作家文
物展及文學講座等延伸閱讀活動，讓作家與
市民面對面，一起閱讀與品味文學之美。
4.推出高雄青年文學獎徵稿，以本市青少年及
青年為對象，提供獎金及發表平台，以培養
年輕一代的作家。
3.閱覽服務

持續辦理各項圖書資源借閱服務，包括個人、
班級、家庭及團體等借閱證辦理；為便利讀者
就近借閱及歸還圖書，推動全市網路借書服務
，增進館藏資料流通及資源共享；參考諮詢、
館際合作及讀者服務等事項。

4.推廣資訊及圖 1. 辦理電子資源的採購，充實數位館藏資源。
書館利用教育 2. 提升民眾資訊檢索能力，辦理「電子資源研
習活動」。
3. 更新圖書館自動化系統及網頁功能：為加強
服務大高雄市民，將持續更新本館圖書自動
化系統功能及網頁，以期提供讀者更便利、
更迅速之借閱服務。
5.圖書資料採購 1. 加強新書採購機制，提生訂購效率，讀者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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薦圖書定期彙整，強化多元化語文、資源整
合中心的館藏資源，並落實全民閱讀，建構
書香城市願景。
2. 針對社區特性及社區需求，充實各館館藏特
色，並輔導社區成立圖書室。
3. 蒐集在地文獻資料，推廣本土文化，持續充
實臺灣資料、高雄書等專區及文學館之館藏
。
4. 加強購置多元文化之優良圖書，提升多元文
化之閱讀資訊及視障資料暨設備。
5. 購置大高雄各分館藏書，及新設分館之館藏
之館藏，並擬訂館藏政策，以提供專業性、
完整性及全方位的資源服務。

6.增設藝文空間 1.推動新總館整體書香服務，設置小劇場、國
際繪本中心、多元文化中心、高雄書專區、
多媒體中心、青少年閱讀區、樂齡專區，開
啟網路通閱服務、台灣雲端書庫等，並推動
弱勢族群服務，多元服務大高雄地區愛書民
眾。
2.積極爭取「教育部 105 年閱讀環境與設備升
級計畫」補助市立圖書分館空間改造及設備
之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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