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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過傷痛 翻轉高雄

推動宜居城市，為世世代代子孫追求安全、美好

的城市，一直是市府團隊努力的方向與使命，多年來

我們累積了不錯的成效。但是，正當高雄逐步接近宜

居城市的目標，許多人為高雄的轉變感到肯定與驚豔

時，卻發生八一石化氣爆，讓這個城市長期隱藏的危

險瞬間爆發。

過去，這個潛藏危險的存在是為了成就台灣的經

濟發展奇蹟，但是，這種用生命去承受經濟發展的苦

難，不應該再繼續存在，更不應由高雄繼續承受，守

護高雄，確保市民安全，已刻不容緩，我們要全力促

成工業城市轉型，讓高雄翻轉、掙脫悲慘的命運。

雖然氣爆是場災難，但也是城市氣質轉變的契機，

災後，市府運用各界捐款辦理各項復健工作，其中建

築景觀改造計畫融入建築及城市美學的觀念，並以公

民參與方式凝聚居民對設計方案的共識，雖然施工期

間造成居民生活上的不便，但完成後嶄新的街道景觀，

與住宅機能的提升，讓大部份的居民感受到蛻變新生

的希望。

八一氣爆造成的傷痕非常深刻，但是在各界的協

助與市府團隊的努力下，傷痕正一一癒合，感謝各界

給高雄熱情、善心的援助，讓繁重的重

建工作加速完成，感謝來自各界的愛讓

我們走過傷痛，並將傷痛轉為力量，

我們將更加堅強，與市民共創幸福、

安全的宜居高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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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協力 開啟新頁

八一氣爆損壞路段受創嚴重，兩旁民宅亦首當其

衝，亟需整建，有感於民眾災後復原負擔沉重，都發局

乃尋求各界協助辦理「建築景觀風貌改造計畫」( 即通

稱的建築挽面計畫 ) 予以協助，期加速恢復受創區整體

街區風貌與榮景。

由於氣爆損壞路段受損建物高達千餘戶，除需經

費支持外，從宣導申請、住戶協調到施工控管均須投

入大量人力，實非市府於短期內能獨立完成，幸而「高

雄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與「高雄市大高雄不

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工會」率先發起捐助，及市府善款委

員會大力支持，經費得以迅速籌足；而在人力上，則有

高雄市建築師公會、樹德科技大學等八所大專校師生、

以及受創區區長、里長、鄰長及熱心公益人士等全力投

入協助，此計畫終能順利展開。

在設計方面，由於氣爆路段房屋屋齡大多超過 30

年，近 20 年來漸受重視的友善環境及綠建築設計概念

鮮少被採用，因此，本次計畫亦適度導入節能減碳、綠

色生活等觀念，如使用遮陽、隔熱、防噪等建材、鼓

勵鐵皮屋頂轉化為太陽光電設施、騎樓也一併整平等，

以提升房屋的舒適性、實用性與對環境之友善性。

本計畫除了改善建築風貌外，推動過程中的多次

協調亦增加居民間互動，間接拉攏了街坊鄰居的情感，

實為意外的收獲，也營造了更安全與友善的居住環境，

在此感謝來自各界不斷之協助與住戶之配合，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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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高雄 81 氣爆發生後，除了氣爆路段路面受到嚴重損害，道路兩旁房屋之牆面、門窗、騎樓等

處亦多有損壞，因此房屋修繕成為災後亟須即刻進行的要務之一，市府隨即運用來自各界之善款

進行房屋修繕計畫，同時亦有民間慈善團體自發性協助民房修繕，而這些協助均以快速回復可居

性為原則，因此優先針對牆面裂縫、樓板裂縫、外牆滲漏水、門窗破損等局部重點損壞進行處理。

其次，市府考量氣爆對房屋造成之傷痕歷歷在目，恐一再喚起民眾受災之記憶，故而決定接

續進行氣爆路段之房屋立面整修工作，期藉此營造嶄新的街區風貌，協助民眾早日擺脫氣爆陰霾、

恢復街區榮景，於是市府再運用善款辦理氣爆路段之建築景觀改善計畫，針對房屋立面及騎樓重

新設計後予以翻修、更新。

由於氣爆路段房屋多於民國 60-70 年間興建，除了外觀老

舊，於設計及建材使用上，並無隔熱、節能、防噪等綠

建築概念，外接管線則分布凌亂，而各棟建築間之

騎樓亦常有高低不一、不利行走之現象，為

此，建築景觀改善計畫除了以營造街區

風貌為任務目標，同時也導入綠

建築及友善環境概念，以提

高房屋的舒適性，並

發揮節能減碳之

作用。

營造街區風貌　揮別氣爆陰霾

領先潮流，導入綠建築與無障礙設計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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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計畫推出後，如何擴大宣導以號召

房屋所有所有權人 ( 屋主 ) 積極申請計畫，

並參與設計，成為計畫成敗的關鍵。宣導

工作需動員大批人力挨家挨戶拜訪說明，

但氣爆後市府迫切處理之任務眾多，人力

已捉襟見肘，幸得高雄大學、屏東大學、

正修科技大學、高苑科技大學、高雄應用

科技大學、第一科技大學、樹德科技大學、

東方設計學院等 8 所大專院校師生及高雄

市建築師公會主動投入，協助市府與屋主

一一溝通，終不負使命，於第一次受理期限結束前，計有 345 棟，529 戶 ( 約估計畫範圍之 5 成房屋 ) 提出

申請書。

在第一期施工完成的房屋陸續拆除鷹架，展現出煥然一新的外觀後，多位原持遲疑態度之屋主，轉而向

市府反映希望再開放申請，基於服務市民及擴大執行成效之考量，市府乃開放第二次申請，最終累積申請棟

數達 382 棟，計 669 戶，佔計畫範圍之 6 成房屋。

挽面工程之施作過程，因涉及建物外觀之打除與施工，難免對住戶造成不便，需獲住戶諒解，而改善的

理念與外觀設計，亦需徵得住戶之同意方能執行。然住戶眾多，取得住戶的認同非一蹴可成。為此，市府採

取多重溝通方式，包括推出示範計畫、推動參與式規劃，以及徵求里、鄰長、管委會主委與熱心住戶之協助

等作法，予以因應。

啟動改造
與住戶面對面溝通

市府先徵求參與意願較高且住戶向心力強之連

棟建築，優先設計、施作，以為示範。此部份

包括一心路段、三多路段、及凱旋路段計五處

68 戶。示範計畫完成後，設計概念得以實際案

例說明，讓案例說話，提升了民眾理解程度，

讓溝通更為有效。

( 一 ) 示範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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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推動參與式規劃 

設置輔導員，於申請階段即與住戶接

洽，並於規劃設計階段協助住戶與規

劃設計團隊對話、討論施作方案，讓

溝通更為完整與徹底，加速住戶達成

共識，以利設計定案，讓施工過程更

為順利。

( 三 ) 徵求里鄰長、管委會與熱心住戶協助 

里鄰長、管委會與熱心住戶之協助，亦發揮極大效果，許多住戶係藉助里鄰長及管委會之邀約

方出席說明會，甚至亦協助住戶準備申請文件，而住戶意見相左時，里鄰長及管委會也發揮調

解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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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深、淺米色兩種二丁掛磁磚與深色山型二丁掛磁磚，加上淺色洗石子區分量體差

異性，使立面呈現明亮活潑效果，淺咖啡垂直長條隔柵遮擋住立面外露的設備管線兼

具遮陽作用，在建築騎樓柱面則選擇深色二丁掛磁磚，加強一樓之穩重感。

▼建築物施工前除氣爆損壞痕跡外，外牆磁磚剝落且污漬明顯，

立面大規模開窗卻無遮陽設施，冷氣設備及管線外露雜亂。

一心一路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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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的案子有很多是屬於街屋的形式，我們在設計之前，會先分

析這些房屋原來的立面造型，把所有的材質都拿掉之後，我們用非常

簡單的方式去看它的立面造型，會發現每一間街屋都被垂直的線條劃

分為三等份。因此順著這樣的特性，在設計立面時，除了它垂直

的元素外，再加上一點有趣的元素，例如格柵的搭配，讓建築

外觀顯得活潑，也發揮遮陽效果。

林健偉建築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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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因氣爆於牆面、騎樓柱有大規

模 磁 磚 剝 落、 窗 戶 損 毀 情 形， 且 管

線設備外露極為雜亂。

視覺主調從白色著手，選用白色二丁掛磁磚與淺灰色抿石子區劃立面量體，在規矩排

列的方塊中透過不規則及部份簍空的隔柵， 加強遮陽功能及增添趣味性，並採用黑

色金屬管線槽來做點亮視覺的效果，騎樓柱及騎樓地坪則以雙色跳色，讓整體立面明

亮整潔、活潑大方。

三多一路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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挽面計畫最大的挑戰就是，做一個案子可能要面對十個

居民，十個居民可能就有十個以上不同的想法，如何納入多元

的想法並統整多方的意見，在設計上達到一個協調的立面，這

是挽面設計中最困難的地方。所以我們會透過不斷的與居民討

論，在立面的設計上，運用電腦模擬提出色彩計畫，讓居民可

以透過挽面計畫的溝通協調，達到一個共識。從這樣的討論過

程，讓左鄰右舍感情更加的融洽，是在社會現象裡比較難得的

部分。

以三多一路及武慶三路交叉口的四連棟透天建築物為例，

原屬不同風格之建築型態，招牌亦橫、直式林立，極為雜亂，氣爆後立面受損嚴重，經協調

討論後，住戶一致認同建築外觀與立面的修復及改善應有整體設計，並減少招牌掛置面積，

以呈現整潔、亮麗的嶄新外觀。

廖慧萍建築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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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前，正面面材老舊、受損，且鐵窗與空調機安裝凌亂，重建正面視覺秩序為當務之急。

凱旋三路場域

本案頂樓拱形開窗之風格極有特色，但配色較為單調，因此設計理念以保持原建築形

式，但增加色彩層次以豐富建物表情為主，故以不更動原有立面開窗位置大小，只

改配色的設計理念，提出三種設計方案供居民票選，並採用遮陽格柵與隔熱效果之

Low-E 玻璃，以降低東曬之影響，經票選後施作完成的方案，亦普獲居民肯定。

16

  



凱旋路案場之建築景觀改造涉及建築外牆材質、色彩搭

配、開窗設計、與雜亂管線收納等事宜，需一一與住戶溝通

並取得共識，其中尤以外觀色調之討論最為熱烈。經討論後

居民決定，採用鐵灰色系之深淺搭配方案，以求明亮中不失

沉穩且可呈現優雅的質感。

雜亂管線經管線槽收納後，建築外觀顯得清爽整齊。此

外，本案因面對凱旋路，為降低東曬影響，以及隔絕車水馬

龍之干擾，遂採用具隔熟、隔音且水密、氣密良好之氣密窗，

以達節能、隔熱、防噪等效果。

由於建築物是長久矗立，因此以沈穩

色系較為耐看與耐用，在設計過程中，我們

提供了 3 種設計方案供民眾選擇，我們的配

色原則顏色不要超過 4 種，才不會看起來過

於雜亂，居民選出方案後就以這樣的主題去

發展細部設計。雖然我們不更動建築物的開

窗，但我們依然會強調它的特色，包括在建

築物拱型的部分運用洗石子的收邊並且運用

深色及淺色二丁掛去交錯組合，就像畫眼影

般，讓深淺跳開，這樣建築物立面看起來就

會比較立體。

洪立涵
建築燈光設計師

陳維哲建築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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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工程要求如期如質完工，曾有一天 200 餘人同時上工之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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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動工 嚴格督工 ‧ 追求卓越 

本工程申請戶多達 669 戶，全面動工期間施工數最高曾達 461 戶，工程量龐大、範圍分

散，且因施作於民宅，須配合住戶出入與使用行為、加速施工以降低對住戶影響，以及兼顧

施工品質等多重要求，不論在人力調派、施工管理及工期控管上均較一般工程複雜，因此除

了工作人員需戮力以赴外，市府亦嚴格督工，務求如期如質順利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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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02

03 04 05

06

頂著炎熱氣候，默默辛苦工作，

為的是早日完工讓住戶歡喜入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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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02

03

06

07 08

09

04 05

07 09

08

廣告鐵窗等拆除

搭鷹架

外牆 . 天花版 . 地坪打除

外牆面修補

外牆粉刷

天花板及崁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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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6

11 17

12

13

14

15

防水層施作 拆鷹架

管線整理及管線槽 格柵施工

貼磁磚

貼地磚

裝玻璃

裝窗戶

11

12

1715

16

重建工作固然艱辛，眾人的群策齊力，

    更帶有一種使命感，重現嶄新美好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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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漏掉任何細節，

           細心檢視，嚴格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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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工程施作工項包括面材打除、牆面打底施作、防水層、貼磚、上塗料、洗石子、天花板

安裝、窗戶、水電管線收納及騎樓修繕整平等，每一個施工步驟，務須按步就班，以求工程品

質之完善。因此各階段施工均嚴格督工，包括督查打除後牆面弱面修補是否確實、牆面防水層

是否確實、不同材質銜接是否平順、天花板是否平整、窗戶安裝、防水是否確實、騎樓高程是

否順平平整、水電管線收納是否順利、以及抽查統包商及監造單位各項施工檢查表、材料進場

抽查表等紀錄是否確實等。

其次本工程大部分工項皆在施工鷹架上作業，為了配合住戶出入及營業通行之需求，在工

地安全及環境衛生也特別提高標準，除施工鷹架及防塵網加強檢查外，相關工地清潔、工安防

護、施工期間出入口的安全防護及是否造成鄰近住戶建築物污損情形等，均納入每日監造單位

巡檢重點，發現缺失立即要求改善或開立缺失單限期改善，並隨時聆聽申請住戶意見，傾聽、

溝通與協調。

此外，因本工程施工期間，適逢颱風季節，颱風來襲前均全面檢視，加強鷹架壁連桿固定、

道路側溝加強清淤及易潮材料防水等防颱措施，以確保工地及出入人員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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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心一路改善戶

上圖

下圖

施工後

施工前

蛻變新生 迎接嶄新街道 ‧ 風貌與活力

歷經一年多的努力，在工作人員全心投入、協助單位無私奉

獻，及住戶的通力配合下，氣爆災後的傷痕一一被拭去，取

而代之的是一棟棟嶄新房屋，街區風貌煥然一新，往日活力

再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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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心一路改善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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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心一路改善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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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高興申請這個計畫，我們住戶都希望房子經過挽面工程之後，會

變得很漂亮。在建築師訪談住戶後，我們就密切地與建築師及施工單

位保持聯繫，溝通、目的就是讓設計單位及施工單位了解住戶的需

求。雖然施工期間難免對住戶的生活造成些許影響，但是當工程

順利完工，一幢幢新穎的門面呈現眼前時，大家都歡欣迎向新

的生活與未來。

一心路住戶 劉慶源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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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旋三路改善戶

上圖

下圖

施工後

施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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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旋路改善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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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旋路改善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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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市府對於住戶意見的尊重，施工前由建築師直接跟我們討論使用

的建材與配色，讓所有住戶決定採用的方案後，再由建築師確定設計，而

在施工時，也很貼心地快速進行，以降低施工期間造成的不便。

剛開始施工、打除磁磚時雖然很吵雜，但是一、二天就打除完

畢，速度很快，整體工程施工單位也很有效率地完成，讓住戶都覺

得很滿意。

原來的房子很破舊不堪，改造完就像新的房子一樣，看起來就

很舒服，親戚朋友來訪也覺得房子變漂亮了，感謝高雄市政府及都發局為氣爆居民的辛苦付出。

凱旋路住戶 徐信文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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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

下圖

施工後

施工前

三多一路改善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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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多一路改善戶

上圖

下圖

施工後

施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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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多一路改善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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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多一路改善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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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很感謝高雄市政府在 81 氣爆道路復原工程

之後，啓啟動受災區建築物的挽面工程，讓我們安身立

命的住所，透過這次的挽面工程，重新散發光彩，也讓

氣爆所帶來的傷痛揮之而去，讓整個受災區展現

新氣象。

81 氣爆事件給住在受災區的市民帶來很

劇烈的創痛，慶幸的是，在高雄市政府及全國各界的協助之下，三個月就完成道路的復舊工程，

讓災區市民再度回復正常的生活，而都市發展局接續啓啟動的建築物挽面工程，更讓受災區的市

容有了嶄新的面貌，較以往更有生氣與活力。

三多路住戶 包本雄先生

三多路住戶 楊正元先生
楊正元 包本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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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與感謝

本計畫實施後，不僅建築外觀與街景煥然一新，亦同時改善房屋室內通風、採光、隔熱

與噪音等問題，讓住戶的居住品質顯著提昇，對於這樣的改變住戶多表示滿意，也衷心感謝

所有的捐助單位、協助單位的襄助。

攜手前行、迎向新貌，在完成的時刻，相信過程中的辛酸苦辣都已變成甜蜜果實，謹向

本計畫推動過程中所有的捐助單位、執行單位及協助單位與人員，致上誠摯的謝意。

感 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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