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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CHITECTURAL WORKS︱作品︱

高雄市立圖書館總館
劉培森建築師事務所

Kaohsiung Public Library
Ricky Liu & Associates Architects+Planners

作品名稱 高雄市立圖書館總館

事  務  所  設計／劉培森建築師事務所

             竹中工務店（規劃顧問）

 建築師／劉培森

 參與人員／曹光洲、吳本忠、安怡中、張瑞璇

    張榕興、謝志政、張智穗、謝兆煒

    王聖哲、陳葆光、王怡婷、莊育川

    饒盛奇、尤宥潔、陳萬山、林明杰

    吳兆恢、劉冠忠、許仁松、楊嘉峻

高
雄市立圖書館成立於民國43年，

服務據點遍佈各行政區，除提供

書刊閱覽及資訊檢索等服務外，更兼負

推廣書香之重任，近年來更積極充實館

藏、改善閱讀空間、提供各項便民措施

及規劃各年齡層閱讀活動。

舊總館於民國70年完成，原規劃

用途為民眾活動中心，僅供應自修室、

閱報服務及辦理各類藝文展演活動，無

法提供完整圖書借閱、參考諮詢服務，

尤其讀者需求孔急之閱覽區、期刊區均

付之闕如，難以發揮直轄市圖書總館功

能；因而，迭有民眾建議應盡速新建圖

書總館，以滿足其資訊、閱讀之需求。

計劃興建正值高雄縣市合併之際，

依據97年底統計資料，合併後縣市人口

約277萬人，圖書館館舍計61所。館藏冊

數約319萬冊，館員含行政，臨時、約聘

僱人員等，合計283位。高雄縣尚未設置

總館，其鄉鎮圖書館業務之輔導，仰賴

文化局圖書資訊科負責；縣市合併後，

整體圖書暨數位資源、人力配置、各館

特色、業務發展、偏遠民眾及多元族群

資訊、縣市圖書資訊服務網建置等需求

之滿足，均需由強而有力之總館統籌規

劃與推動，以提供大高雄民眾更完善之

圖書資訊服務，平衡城鄉圖書資源和數

位落差。

國際競圖

民國99年，高雄市政府計畫為市民

打造一座經典卓越的新總圖書館，突破

傳統僅限國內建築師資格的方案甄選，

特別採用國際建築設計競圖方式，藉此

吸引來自歐、美⋯等國世界各地的設計

菁英參與競標，歷經四個多月激烈的兩

階段設計評選，最終本案以「樹中有

書，書中有樹」的文化地標，贏得所有

評審委員一致青睞，以全數票選通過榮

獲第一名。

 溫道遠、蘇芳韻、吳良斌、盧珈維

 監造／劉培森建築師事務所

 專案管理／張瑪龍建築師事務所

顧　　問 結構／築遠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大地／三力技術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機電／弘電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空調／玉堡冷凍空調工業技師事務所

 交通／鼎漢國際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照明／光理設計有限公司

 帷幕／茗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營　　造 結構／春原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機電／福林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專 管／萬鼎工程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裝修／台灣富士全錄股份有限公司  

業　　主 高雄市政府文化局／高雄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 (代辦)

座落地點 高雄市前鎮區獅甲段555號 

面　　積 基地面積／20,008 m2

 建築面積／5,262 m2

 總樓地板／37,232 m2

層數高度 層數／地下一層、地上八層

 高度／44.2m

工程造價 新台幣14億8,000萬元（建築）

 新台幣1億9,911萬元（裝修）

設計時間 西元2011年06月至2012年05月

施工時間 西元2012年10月至2014年11月

攝　　影 劉培森建築師事務所、廖學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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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目標

1.建置一座以高雄人文精神為象徵

的城市圖書館，成為高雄市的文化地

標。2.提供一個複合式經營的現代圖書

館，讓民眾體驗傳統閱讀與數位閱讀的

樂趣，成為臺灣第一座提供新閱讀、新

學習型態的圖書館。3.提供多元化的圖

書資訊服務資源和機會，滿足不同年

齡、族群民眾的學習需求，使高雄市成

為學習型社會。4.提供一個民眾生活、

工作、學習和休閒上的交流、互動和分

享空間，使圖書館成為社區的教育、文

化、資訊、休閒中心。5.設置國內第一

座國際繪本圖書館暨兒童劇場，擴展兒

童視野，使兒童有更多的文化薰陶和藝

術體驗，培養其具備良好的創造力及競

爭力。6.透過一座現代、科技、人性、

卓越、舒適的都會圖書館，提升市民生

活素質，並讓民眾感受到生活在高雄的

幸福。

設計議題

一、市民的心聲

競圖設計伊始，為了更加明確市

立總圖書館的實際使用需求，探索符合

市民期待的功能，我們特地組團南下，

於早、中、晚各時段，針對當地居民進

行實地訪談，依年齡層、性別、職業⋯

等不同族群為受訪對象，藉以充分了解

高雄市民的心聲，並完整地記錄、彙整

成具體重點訴求，作為設計發想的基本

目標，確保能達致市民對未來總圖書館

的期望。我們得到了許多值得參考的意

見，如：一般民眾喜歡在大樹下，自然

微風的輕拂下悠哉地看書，希望能在圖

書館內有互相討論交流的空間；也有允

許喝飲料的小角落；大部分的受訪民眾較

喜歡在自然光下閱讀；室內看書的空間

要比較寬敞、無壓迫感；在閱讀餘暇，

還可以觀賞片刻表演、活動，讓心情獲得

調劑；高雄天氣炎熱，若有戶外展演場

地，希望能有遮蔭的頂棚比較涼快。

二、以都市涵構為導向的知識文化地標

基地分兩期建設，規劃將66.2公尺

面寬的正方形圖書館配置於北側「館前

廣場」南緣，並保留南側30公尺寬的中

庭空間及24公尺深的二期擴建預定地。

基於本區精華地段土地使用價值的考

量，我們前瞻性預設二期低樓層部份，

應開發為極具吸引力的藝文消費空間，

如旗鑑店類型的書店與文化創意精品商

店⋯⋯等，創造目的性消費客群；本案

將圖書館地面入口層挑高6.6公尺，便利

人群穿越川堂，直達基地南側二期的書

店、文創大樓，無論動線或視覺上皆暢

通無阻；同時，圖書館地面層的

大尺度川堂亦能舉辦各類活動、

聚集人潮，且全年活動不受日曬

及風雨的天候干擾。圖書館入口大廳樓

層之公共空間與頂樓的空中花園，皆能

與未來的二期文化消費設施連接，兩者

良性的聯貫互動關係，將創造更多的活

動與人潮的集結。當然，未來二期的開

發模式將可審慎考慮BOT的營運模式，

除了可以促進整體開發的最大效益，創

造雙贏局面，並營造高雄市最繁華熱鬧

的文化地標。

三、一座開放式、與市民資源共享的圖

        書館

基地北側80公尺寬新光路往西直通

新光碼頭，往東則可前往三多商圈，基

地南側臨20公尺寬林森路，西行貫穿高

地面層東西兩側設置景觀綠廊，便利社區民眾穿越使用。

地下一層平面圖

直徑13公尺懸吊式空中景觀天井將自然光線及綠意引入室內閱讀空間 地面層川堂挑高6.6米無柱空間

一層平面圖

1.館前廣場

2.保全室

3.主入口電扶梯

4.附屬商業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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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藉由挑高兩層樓的半戶外開放廣場的

設計，創造了基地地面層人行動線的暢

通，未來市民將可愜意游走於一期圖書館

與二期藝文消費空間之間。

3.圖書館是有機的學習交流平台：

市立圖書館不僅結合了藝廊、圖書中

心、多媒體⋯⋯等服務功能，更應該掌

握地區文化特性，發揮交流平台的優

勢。我們期待市立圖書館猶如一座旺盛

的生命體，不但扮演高雄市民的學習、

啟發與知識推動者的角色，也讓人與人

之間的交流在圖書館內產生了更多的可

能性。嶄新的高雄市立圖書總館不只是

一棟功能性、或是服務性圖書館硬體，

她將是一座有機的知識源頭，永保清新

如許的活水平台。

五、順應未來功能變化的彈性空間設計

因應圖書館階段性室內功能變更不

可或缺的實務考量，規劃「彈性隔間設

計」。因此我們在66.2公尺乘66.2公尺的

大型樓板上，僅於建築四端設立結構服

務核，運用懸吊樓板的結構系統，將傳

統直徑90公分的結構承重柱轉換成12公

分張力鋼棒，大幅提升內部空間的視覺

穿透性，並增加使用面積及彈性功能。

六、因應南臺灣天候因素的考量

1.自然通風的一樓挑高川堂：高雄

市位處北緯22.4度，屬於亞熱帶氣候，

夏天非常炎熱，泰半的戶外活動白天幾

乎無法舉辦，因此我們將千人劇場配置

於地面層氣溫較涼爽的半戶外川堂，藉

由盛夏西南季風的效應，將氣流引進川

堂再排至北側戶外景觀植栽區，再加上

水霧設備降低氣溫，使得白天或夜晚皆

可舉辦活動，有效提升了劇場及週邊廣

場的舒適性及實用性。

雄展覽館之中央內街，可直達水岸。從

都市設計的角度而言，本案地理位置優

越，建築配置至關重要，我們將新光路

的綠蔭景觀予以延伸，設置了北側40公

尺深的館前開放廣場，創造都市口袋空

間；東西兩側則以水景綠廊貫穿至南側

的林森路，形成南北向大街廓中的行人

步道，便利社區民眾穿越使用，有效提

升了本案的可及性。

四、現代化圖書館定位及營運方向

1.圖書館不只是借、還書籍的公共

設施：二十一世紀的圖書館由於本身角

色的轉變；從被動的知識提供者，到主

動的協同學習；由單一個體學習的空間

模式，到群體空間互動的學習概念；由

一成不變的傳統式功能空間，到資訊時

代複合式需求的互動空間。

當今圖書館除了促進人和資訊的

交流，更重要的是要能夠提供人與人自

在交流的場所，此亦形塑圖書館空間的

內在個性與魅力。開放式的空間中，降

低高度的傢俱、流暢的書架擺設、錯落

擺設的閱覽席次，取代塞滿圖書的藏書

架、座無虛席的自修室、要求肅靜的閱

覽室和封閉式書庫，讓人們可以拿著

輕便的電腦置身在有光、有樹、有風的

環境中，自在的穿梭活動、遛躂，選擇

他們想要逗留的場所，不論是閱讀、上

網、討論、交談皆輕鬆無比，與人相遇

也能自然溝通，形成沒有任何阻礙的交

流空間。

2.圖書館是一座讓人輕鬆、友善的

建築：新生的高雄市立圖書館是一座完

全以玻璃帷幕覆蓋八層樓的現代建築，

我們期待這個玻璃方盒呈現出「輕量」

與「交融」的質感。「輕量」於都會叢

林中明亮的知識寶盒；「交融」於市民

穿梭在都會中「無視」她的存在，但又

會被她的「存在」吸引；「無視」是純

樸簡約造型的表現，披著玻璃外衣倒映

街景、襯托樹林，外觀中性平實。然而，

市民的視線穿透她透明外殼時，又很自然

的被這座晶瑩剔透且流暢的內部構件所吸

突破傳統圖書擺設方式，吸引民眾翻閱瀏覽。 設置於地下層國際繪本區與地面層圖書閱覽空間區隔，以利兒童使用及避免相互干擾。

室內無柱空間視線穿透

入口層平面圖 五層平面圖 七層平面圖

1.機房

2.影印區

3.景觀休憩區

4.等候座位區

5.置物區

6.新書區

7.館舍歷史

   展示區

8.景觀平台

9.櫃臺

10.中央大廳

11.參考檢索區

12.熱門書區

13.期刊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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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築四周的環境綠化：位於地面層東西兩側的

水景綠廊則種植大量樹木，並配置沿著步道的景觀水

池，創造樹蔭下親切尺度的散步休憩環境，連結社區

與居民共享；另於圖書館西、南兩側設5公尺深的綠

林陽台，除了遮蔽中午及下午艷陽的直射外，更可隔

絕噪音與熱能，創造優質的綠化閱讀環境。

3.運用中庭自然景觀，創造舒適的閱讀空間：圖

書館第五層中央區位設置一座空中庭園，一方面營造

綠色環境的恬靜氛圍，二方面引入大量自然光源、節

省能源，三方面我們藉此戶外庭園促進室內空氣的流

動與循環，達到自然通風換氣效果；當戶外氣溫低於

26℃時，即可關閉中央空調系統，節約能源並確保閱

讀環境的舒適品質。

4.中央空調經地板下的送風渠道：全館空調採用

樓地板管線流通系統，由下而上送風，僅供應兩公尺

高的人體舒適度溫控範圍，節省了傳統風管的造價，

也節省大量空調的虛耗。

建築設計策略

1.模矩系統的建立，從建築空間、結構、設備、

燈具、傢具到指標的相關尺寸都建立在整套模矩系

統架構下，便於維護與空間彈性整合。2.建築風格

極簡、透明，與時俱進的內涵，呈現出時尚的多元

化風貌。3.懸吊樓板式的結構設計，可增進各樓層的

視覺穿透性及地面層無柱空間的流暢感。4.建築物南

側、西側景觀陽台的密植樹叢，提供遮陽隔熱的天然

屏障。5.建築物中央藉由巨型天井，將自然光源及綠

意，有效引入各樓層。6.挑高6.6公尺的一樓半戶外廣

場，增加自然風的流動，創造舒適的微氣候環境，讓

全天皆可吸引各類型團體的聚會活動使用。7.圖書館

內部各樓層垂直關係的視覺穿透性高，便利館內民眾

觀覽全館各層空間，吸引積極參與活動。8.利用室內

環境中的建築特徵，再加上標示系統的輔助，便利使

用者順利抵達目的地。9.全館採綠建築的節能、減碳

設計理念。

特殊結構設計

1.結構和建築是一體的，本案先以功能思考結構

的骨架，再深化設計，讓結構本身成為創作元素，呈

現一個完美的展演主體。2.所謂懸吊工法以往大多運

用在橋樑工程，在結構上最重要的特性就是張力的伸

展，運用6至12公分直徑的鋼棒取代結構柱，穩健的

托起建築物，將垂直結構瞬間釋放，達到更有效率的

空間運用。3.在圖書館的各樓層幾乎看不見柱子，輕

盈地延展了空間的流動與穿透力，也滿足了公共工

程建築物的安全需求。4.四座巨型筒狀結構矗立於平

面四個角隅，讓電梯、樓梯及水電管道設置其中，並以

多樣的紙纖維圖像，創造出四隅簇柱各自獨特的表情。

5.「由上而下」逐層安裝懸吊結構的鋼棒與樓板，扭轉的

「由下而上」營建常規，除了有效地加速施工進度，也

為臺灣營建工法開啟了新頁。

紙纖維/橘色燈

〈簡明的符號〉
小圓桶

大圓桶/編織纖維圓桶

景觀元素/藍色燈

地面層鄰80米新光路側退縮設置40米深的館前廣場，屋頂花園及表演劇場。

西側及南側設置陽台及樹木提供休憩與遮陽功能將圖書館入口大廳抬昇至二樓，

地面層留設給市民活動使用。

空中景觀中庭種植8株8米高的竹柏

中央樓梯挑空區串連各樓層空間及提供充足的天窗採光

地面層千人表演劇場，可舉辦多樣性展演活動。

可舉辦各式活動及會議的演講廳

建築空間剖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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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發包模式

高雄市文化局鑒於工程設計的獨

特性質，與本案工程為達成最佳施工品

質的期望，突破萬難以異質性最有利標

的方式甄選承包廠商。如此，吸引了國

內多家優良營造業者投標，也避免了比

價決標常見的劣幣驅逐良幣之工程缺

憾，進而達到提升國內公共工程品質的

目標。最終，本案不負全體高雄市民之

期許，榮獲行政院公共工程金質獎評選

「特優」首獎之殊榮，這也是高雄市第

一座建築工程榮獲此一殊榮的紀錄，全

體參與人員倍感榮耀。

施工紀錄

本案採用懸吊式結構工法，為臺灣

營建工程首開先河，整體建築施作工序

係依據結構受力傳遞之順序安排進行。

首先，在地下層鋼筋混凝土施作之際，

整體懸吊式系統結構緊密連結，達到結

構安全平穩之施工要求。

結語

最初構想設計一座懸吊式結構的圖

書館，其實是向許多具有經營管理實務

經驗的館長請益，了解彈性使用及安全

管理的需求重要性後，才開始發想此特

殊結構建築規劃的構思。眾所皆知，圖

書館裡是放置了許多書櫃的，若是採用

傳統約90*90公分柱結構設計，必然會造

成視線的遮蔽並限制了大部份家具的擺

放形式，若是改採直徑6到12公分的鋼棒

懸吊式結構，不僅可大幅度減少垂直結

構的斷面，讓柱子幾乎看不見，而且所

有的平面格局都變得更有彈性了，可以

滿足營運管理需求，達到最佳的空間佈

置。

再者，基於資訊E化時代的來臨，

一般民眾在家上網就能夠蒐尋到大量的

訊息，似乎沒有去圖書館查閱資料的必

要；其實不然，圖書館吸引民眾主要是

空間特有的書香氛圍，如何讓人們能感

受到不同以往的閱讀環境，也是本案重

要的課題之一。多次走訪高雄，在炎熱

氣候的體驗中，深深感受到「大樹下閱

讀」悠游自在的舒適感，所以將大樹引

入建築物之中，期待在圖書館內創造出

綠意盎然的大自然環境，能為高雄市民

提供一處更優質的閱讀、休憩及藝文的

交流場所。

高雄市立圖書館總館的誕生具有劃

時代的意義，充分展現政府對知識經濟

的重視。擁有書與樹且通透的閱讀環境

特質，符合現代知識交流、生活休憩、

藝文消費三者有機平台的建構，恰如其

份在南臺灣揭起知識大纛。我們非常感

謝所有參與本案的顧問團隊及業主方，

大家齊心協助下，為大高雄塑造了一座

璀璨的文化地標。

即提前在鋼構廠展開繪製3D加工圖及進

行鋼板雷射切割；且為了能在工地現場

順利焊接組立鋼材，同時於鋼構廠就先

行假組立試安裝，再以半單元形式運抵

現場。如此，原以為複雜的巨柱及特殊

的屋頂桁架施工，竟以不到半年的時間

順利完成「板凳」形式之構造，有效縮

短工期。緊接而來的是懸吊鋼棒及各層

樓板施作，因顧及24公尺的細長鋼棒在

吊裝時會產生彎曲變

形，故另施作鋼製托架

將懸吊鋼棒支撐後，再

以堆高機及吊車聯合架

起總數共五十組鋼棒，

在鎖固鋼棒續接頭後，

即開始鋪設各樓層格子

狀的鋼樑及鋼承鈑。為

使混凝土樓板的重量能

夠均勻地加載分佈，有

別以往，擬定特別灌漿

計畫，採小範圍跳區域

的方式澆置施工，以確

認各層樓板完成後能與

懸吊結構鋼棒接頭

玻璃方盒造型量體利用室內燈光透射呈現出燈籠照明效果

以紙纖維意象呈現結構桿件懸吊式鋼棒支撐各層樓版結構 自屋頂桁架層結構施工由上而下逐層懸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