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雄市新圖書總館 
看圖書館的創新與創意 



高雄市圖書館概況 

現有62座分館 
 
館藏4,043,923冊 
 
市民每人擁數量1.45冊 
 
借閱人次2,230,047人 
 
借閱冊數8,119,725冊 
 
每人借閱量2.92冊 
 
借閱率80.22% 



楠仔坑分館 

分館沿革  

於2008年12月5日啟用，位於楠梓國小旁，旗楠路上，1～2樓為圖書 

館，3樓為楠梓國小學生活動中心，配合地方特性，以童玩為館藏特色 

並成立“台灣資料專區”。 

 

總坪數：650坪 

館藏量：約6萬多冊 



左新分館 

分館沿革  

2010年6月17日開館營運，為解決新部落居民對於社區圖書館之殷切 

需求，規劃於左營國中新校區（博愛路與曾子路口）新建圖書館與左 

營國中活動中心共構，成為社區民眾活動與學習的最佳場所，並榮獲 

「國家卓越建設優質獎」及2010年「都市設計景觀評選大獎」。 

 

總坪數：1050坪 

館藏量：6萬多冊 



小港分館 

分館沿革  

 2010年11月12日開館營運，是高市圖小港區首座圖書分館。設計採 

「森林閱讀」理念，利用「造景露臺」及「借景」的方式融合圖書館 

與周遭地景，將森林閱讀的概念貫穿至建築物及閱讀經驗，藉此營造 

人文與環境共榮的閱讀氛圍。全館以「天文」及「環境教育」為館藏 

特色。 

 

總坪數：1004坪 

館藏量：8萬多冊 



大東藝術圖書館 

分館沿革  

2012年4月22日成立，位於大東文化藝術中心內，全國公共圖書館 

首創「藝術圖書館」，館藏內容涵蓋文化藝術、音樂、建築、雕塑、 

繪畫、書法、攝影、工藝（金石）、舞蹈、戲劇、電影、動漫共12項 

藝術。 

 

總坪數：1,118坪 

館藏量：約15萬冊 



斥資5千萬引進世界最經典及暢銷的藝術圖書、 

期刊，以及國內外藝術中心出版品，歌劇、音 

樂劇、舞臺劇影音資料 



中庄分館 
分館沿革 

2014年1月25日落成啟用，本分館為高雄縣.市合併以來，規劃並新建 

完成(在原高雄縣地區)首座成立分館，別具歷史性意義。中庄分館毗 

鄰中庄國中校園，為融合中庄國中建築，外觀採簡樸設計，東向立面 

以書頁翻開理念，如書頁般向內傾斜的遮陽板，增加通風、遮陽效果。 

本棟建築獲得8項綠建築指標 

 

總坪數：790坪 

館藏量：53000冊 



中崙分館 

分館沿革 

2014年8月24日開館營運，原建築物為水利局教學參訪中心，除進行 

原建築結構補強外，另於旁增建一棟二層樓相連之建築物。並以「水 

資源」為館藏特色。 

 

總坪數：606坪 

館藏量：約6萬冊 



草衙分館 

分館沿革  

本分館於2014年9月28日正式啟用，是前鎮區第二座的公共圖書館， 

外觀以水平分縫為書架、垂直分縫為藏書之設計理念，實為牆面、虛 

為開窗，虛實交錯，深富韻律與規則。地點鄰近中山高速公路高雄端 

出口，距高雄捷運紅線前鎮高中捷運站僅400多公尺，交通便利。 

 

總坪數：1550坪 

館藏量：約10萬多冊 



河堤分館 

分館沿革  

本分館於2014年11月2日正式啟用，河堤社區為本市文教及交通匯集 

之新興開發區域，為滿足民眾資訊、休閒及閱讀資源的高度需求，於 

原國防部鼎新營區(裕誠路與民族路口)興建一座地上三層之河堤分館， 

結合新設立之河堤國小與周邊河堤公園綠地，提供在地民眾一個兼 

具知識拓展與心靈休憩的新生活空間。 

 

總坪數：883 

館藏量：約7萬7,000冊 

 

 

 

  



原高雄縣38座分館多隸屬鄉鎮市公所管轄， 

年久失修，經費短絀，再加上多次風災破壞， 

造成許多館舍殘破不堪。分四年總計編列1.6億 

元經費，著手改造高雄市各圖書館舍空間。 

空間改造 提供優質閱讀環境 



讓出閱覽座位 容納更多書籍 

圖書館不是K書中心 

釋放空間 回歸圖書館本質 



網路借書 全國最便利 

2011年6月1日起推出「網路借書服務」，建立物流車隊， 

串連全市62座圖書分館成為一座館藏400萬冊的大書庫。 

 

民眾以電話、傳真、電子郵件或上網等方式申請網路借書， 

典藏館找到書後3天內，將把書送達讀者指定的取書分館， 

並以電子郵件通知讀者取書。  



知識洗禮「城市講堂」系列演講 
 
週六下午總館際會聽、大東藝術圖書館、 

高雄市立美術館、高雄市電影館、高雄市歷史博物館、 

岡山文化中心分館，邀請各領域名人， 

提供精彩與多元的知識洗禮。 

 

總計舉辦超過500場次,超過80,000人次參與 



邀請知名講者 

小    野、朱學恆、許芳宜、吳寶春、眭澔平 

饒夢霞、蔣    勳、馮翊綱、平    珩、黃越綏 



沒有藏書的圖書總館 

  

 

 

民國70年8月將座落於民生二路80號新建之民眾活動中心撥交 

本館作為新址並於遷入啟用迄今。 

 

原先規劃為民眾活動中心之用途，因而館內建築設計與配置皆 

未能滿足圖書館設立目的與讀者需求，總館館舍面積僅1,812 

坪，其中作為演講廳使用之中興堂即占657坪，行政空間721 

坪，閱覽室36坪，展覽室60坪，扣掉廁所每層樓可用空間僅 

約40坪，實無法發揮公共圖書館最基本的功能，更遑論擔任直 

轄市的總圖書館。 



國家圖書資源南北有別 

台北市 國立國家圖書館 

新北市 國立臺灣圖書館  

台中市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高雄市 至今未有國家級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南館只聞樓梯響! 

 

高雄市投資20億元 城市自力興建總館! 



高雄新圖書總館的定位 

2010年3月19日 

召開專家學者諮詢會議 

 
國家圖書館曾淑賢館長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賴忠勤研究員 

誠品文化藝術基金會曾乾瑜執行長 
 

會議共識: 

數位閱讀應用尚未明確定義 

圖書館設計在於創造經典閱讀空間 

提供讀者閱讀服務 

不需標榜數位化 



亞洲新灣區  
Asia New Bay Area 





高雄市新圖書總館大事記 

2009.4.14 「高雄巿立圖書館總館新建工程」提報整體計畫書 

2010.8.19 競圖招標公告 

2010.10.27 

第一階段競圖揭曉 4個建築師團隊入選(國際合作) 
大元建築及設計事務所(荷蘭) 
劉培森建築師事務所(日本) 
柏森建築師事務所、盧友義建築師事務所(美國) 
印記聯合建築師事務所、華興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2011.2.18 競圖首獎出爐 劉培森建築事務所 日本竹中工務店團隊 

2011.5.27 劉培森建築師與陳菊市長簽約 

2012.6.6、8 新建工程招標說明會(高雄場、台北場) 

2012.7.12 新建工程招標公告 

2012.8.29  工程招標評選出爐 春原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預算14.95億元 

2012.10.12 工程動土開工，長興材料高英士總裁捐贈1億元 

2013.2.1 
「募新書百萬，傳愛智代代」百萬藏書計畫啟動，隆興鋼鐵王禮董事
長捐贈1億元 

2013.7.15 
「百萬藏書計畫推動委員會」決議，為保障國內出版產業，高雄市新
圖書總館中文圖書以7折採購 

2014.3.28 「總館共構會展文創會館」招商說明會 

2014.4.23 「百萬藏書計畫推動委員會」通過「關鍵出版」、「高雄書專區」計畫 

2014.11.3 「高雄市立圖書館總館新建工程」獲金質獎建築類特優 

2014.11.13 高雄市新圖書總館試營運 



高雄市新圖書總館 

建築：地下1層、地上8層，總樓地板面積約3萬7233坪 

館藏：開館70萬，目標100萬 

特色：全球第一座懸吊式綠建築圖書館，沒有柱子， 

            視覺空間極具穿透性 

經費：新總館硬體工程耗資近20億，是高雄史上最大的 

             單一建物投資 



一、翻轉公共工程興建方式 

採用國際競圖，但捨棄為人詬病的低價價格標， 
並成為地方政府最高金額異質性最有利標， 



得到2014年公共工程金質獎 
特優(第一名)， 
 
也是高雄市政府在建築類 
首次榮獲特優。 



國際罕見、國內首次懸吊式建築，挑戰鋼構工 

法難度，使得梁柱轉換成鋼棒樓板，空間穿透 

性極高。      

二、翻轉建築結構工法 



傳統梁柱鋼構系統 高圖鋼棒懸吊系統 

= 

吊橋 (垂直力系統) 

+ 

板凳 (主系統) 



懸吊式樓板鋼索直徑  6~12CM 

傳統結構柱 90CMX90CM 

樓面方正，無牆面及柱體的遮蔽死角  
Column-free, Integral Spaces for Monito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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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總館縮時攝影.mov


三、翻轉公共建設經費來源 

首次政府民間攜手，形成市民運動。政府興建硬 

體近20億元，民間支援購書，捐款金額達5億元
， 

百萬藏書全部來自市民。 



網路選書捐款 
 



超商繳款 方便快速 



首創館內空間冠名 



大額捐款感恩樹 

共85位，1億6300萬的捐款，位於新總館3F大廳 



小額書本封面裡的冠名 



捐款者故事小冊 



四、翻轉圖書館購書方式 

他山之石:法國 
 

 

在法國有許多法律保障書籍出版，1981年的《圖書定價法案》 

(La Loi Lang)保障書本的價格，即書籍價格是「統一的」，各 

銷售通路最多只能達5％的折扣，此法律不僅保障小書店的經 

營，將書籍的競爭面向著重在內容，而非價格。除了法律外， 

法國政府也協助書店購書，提供書籍價格的二分之一或三分之 

二補助，購買較不易買到、價格較高的書籍。 



因應保護出版產業的國際文化潮流，一改政府購 

書受限採購法低價，打壓出版界的惡性循環。此 

次一百萬本新書採購均採均一價原價七折，行政 

費外加，希望開啟國人對出版產業的重視。 



五、翻轉電子書公共借閱權 

公共借閱權(Public Lending Right, PLR) 
丹麥在1941年提出首個公共借閱權制度，用以補償作者因公共 
圖書館其作品而承受的潛在損失，或者作為政府對藝術的支持而 
資助圖書、音樂或藝術作品。 
 
目前全球已有28個國家正在推行。包括加拿大、英國、北歐各國 
、德國、奧地利、比利時、荷蘭、以色列、澳洲與及紐西蘭等。 
另外，法國亦正在討論是否推行，而歐盟亦正醞釀推行統一的借 
閱權制度。 



因應公共借閱權對文字創作者以及出版產業的未 

來性，鼓勵華文數位內容發展。首次與遠流出版 

合作，開發台灣雲端書庫，提供市民免費電子書 

，政府按次付費，打破買斷式電子書版權計價。 





六、翻轉圖書館空間定位 

首次將書櫃結合展櫃，推出【關鍵出版之窗】 
策展，展示華文出版歷史上600本關鍵的書本 



 
 
  「關鍵出版」巧妙陳列於圖書館各樓層，每一冊皆是獨特性，流傳稀少 
，具有文物、學術或藝術價值之本。涵括10大圖書分類中、 
 
 書單除來自各出版社庫存圖書、二手書店絶版書、學者專家專題藏書、文物古籍收藏家、國家圖書館資料保存中心、專
責出版社、大學各學科領域系所等所蒐集清單，並發文向各機關、團體、個人以索贈或借展等方式處理。 
 

 
 
  「關鍵出版」巧妙陳列於圖書館各樓層，每一冊皆是獨特性，流傳
稀少，具有文物、學術或藝術價值之本。涵括10大圖書分類中。 
 
 書單除來自各出版社庫存圖書、二手書店絶版書、學者專家專題
藏書、文物古籍收藏家、國家圖書館資料保存中心、專責出版社、
大學各學科領域系所等所蒐集清單，並發文向各機關、團體、個人
以索贈或借展等方式處理。 
 



「看書的歷史，讀歷史的書」 

圖書館不再只是圖書館，也是老書的微型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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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翻轉圖書館兒童藏書 

設立國內最大型國際兒童繪本中心，館藏11萬 
本書，讓兒童從小閱讀就與國際接軌。 





八、翻館城市圖書館館藏 

設立高雄書專區(目前2萬7千冊)， 
持續收集與館藏所有與高雄人事時地物 
相關的出版品，企圖形成高雄學的 
研究典藏中心，打造城市圖書館新功能。 



九、翻館公共圖書館與商業結合 
        的新模式與自償性策略 

以放寬土地管制項目，圖書館二期計畫以BOT方 
式招商，結合書局文創等商業機制，由民間投資 
30億以上的文創會展會館，與總圖形成連通道共 
構，公共圖書館不將在只是純公共服務。並讓未 
來營運權利金成為該圖書館基金，以求公共建設 
的自償性，與未來經費的穩定性。 



「總館共構會展文創會館」 



結論 

1.城市公共圖書館應強化結合社會資源 

 

2.公共圖書館要創造閱讀體驗的獨特性 

 

3.公共圖書館VS商業的關係 

 

4.公共圖書館VS數位雲端 



敬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