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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資料來源：高雄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一、高雄市的挑戰與轉型 

 



地球暖化 2015到2017史上最熱 
聯合國十八日指出，二○一五至一七年是有紀
錄以來最熱的三年，其中二○一七年是未受聖
嬰現象（El Niño）影響下最暖的一年，凸顯地
球暖化是長期趨勢，人造溫室氣體是暖化主因。 

調查顯示，二○一七年平均表面溫度較前工業
時期高出攝氏一．一度，正朝巴黎協定設下的
攝氏一．五度門檻逼近；二○一六年仍是史上
最熱的一年，而二○一五和一七年難分軒輊，
兩者氣象紀錄差異甚微，但二○一五與一六年
受聖嬰現象衝擊，因此二○一七年是未受聖嬰
現象影響下最熱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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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資料來源：天氣風險管理開發公司 

圖片資料來源：網路資料 

圖片資料來源：美國國家海洋暨大氣總署（NOAA） 

資料來源:1070120自由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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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重工業發展城市體質 

因應聯合國2015年12月於法國巴黎召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第
21次締約方會議(COP21)，我國行政院提出「深度去碳途徑計
畫(DDPP)」，明定2050年台灣達到零排放的減碳目標，其中
住宅部門二氧化碳排放量462萬公噸(佔總排放的13.7%) ，是
佔我國六大部門別的第二名高度排放部門 



高雄擁有三座火力發電廠 

南部火力發電廠 



圖片資料來源：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環境污染問題-例如，空污健康危害問題， 
年均濃度達59.6(微克/立方公尺) 為全國第三高 

圖片資料來源：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高雄_高排碳城市宿命 



都市熱島效應問題 - 經調查研究顯示，高雄夏季日間溫度上升約
2.1℃，夜間平均溫度上升約2.3℃，顯示高雄地區夏季已逐步朝向
熱帶化的現象，都市熱島問題解決刻不容緩！ 

圖片資料來源：NASA , 2016 圖片資料來源：NASA 

高雄_高排碳城市宿命 



六龜區新發村通往新開村新寶斷橋救援 
<死亡32人SOS>                    莫拉克風災 2009/8/6-8/10 

大高雄有約96萬棟建築物,其中約12萬棟列管屋頂加蓋鐵皮違建 

屋頂加蓋嚴重影響市容與公安 



P2.

P1.

P3.

P4.

P1. 37.9℃

P2. 56.8℃

P3. 45.2℃

P4. 38.2℃

P5. 47.3℃

P6. 54.1℃

Li, Yenyi, et al.

ShuTe University

高雄面臨高溫城市的挑戰 

高雄一年當中有165天之氣溫高於30度，位居全國排名第2高
溫之城市 



圖片資料來源：高雄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二、高雄光電計畫 

                         

 



100~103年 

工務局綠光屋頂計畫 



創設光電政策工具：6+1+1 

 六項 創新法令 

1)高雄綠建築自治條例 
2)高雄市政府太陽光電設施推動小組設     
 置要點 
3)高雄市建築物設置太陽光電設施辦法 
4)高雄市光電智慧建築標章認證辦法 
5)高雄市高雄厝設計及鼓勵回饋辦法 
6)建築物設置太陽光電設施請領雜項執
 照違建處理原則 

 一項 媒合計畫 
高雄市政府太陽光電設施媒合平台 

 一項 補助計畫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補助建築物設置太陽光電發電系統實施計畫 



105光電智慧建築品牌化 11案通過獲市府頒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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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光電計畫國際交流與合作 

SEMI國際半導體協會簽MOU 

日本大阪建築士協會簽MOU iisbe國際永續建築環境促進會簽MOU 

與國內三大光電熱能系統產業公協會簽MOU 



工務局光電計畫獲獎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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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聯合國國際宜居城市獎 
社會經濟組銀獎 

台灣健康城市獎創新成果獎 建築園冶獎生態永續特別獎 

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
關建立參與及建議制度特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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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電典範創造 



百座世運 光電計畫 1.0 

104~107年高雄 



 全球第三大運動賽事_2009世運在高雄 
 聯合國環境規劃署國際宜居城市金獎第一名 
 全球最大光電體育設施 (1MW) 



20 

 百座世運光電1.0計畫創新內容與成效 

 
3大目標 

四年完成全市(104~107年) 

建置太陽光電 150 MW 

完成 3處行政區光電容積 

   獎勵通盤檢討 

建置3處太陽光電示範區 

具體效益 

1.經濟效益_市府投資4年1億元，
可帶動150億元綠能產業經濟
效益 

2.發電效益_四年建置150MW；
年發電 2.08 億度；年減碳
13.23萬噸 

3.都市景觀效益_建置1百萬平
方公尺光電屋頂，改善都市建
築地景 

 

 



群組 單位 104年_22.5MW 105年_30MW 106年_45MW 107年_52.5MW 總量 

一般 
建築組 

工務局 

MW 都發局、地政
局、違建隊、
社會局、民政
局、衛生局、
觀光局 

公有 
建築組 

經發局 
MW 

交通局、新工
處 

學校 
建築組 

教育局 

MW 

經發局、
新工處 

工廠 
建築組 

經發局 
MW 

環保局 

農漁 
設施組 

農業局 
MW 

海洋局 

法令鬆綁及創新法令、經費補助、成立輔導團隊、宣導推廣設置 

綜整「百座世運 光電計畫」相關幕僚行政作業 

5 MW 6.6 MW 9.9 MW 11.6 MW 

5.3 MW 7 MW 10.5 MW 12.2 MW 

4.5 MW 6 MW 9 MW 10.5 MW 

6.8 MW 9 MW 13.5 MW 15.8 MW 

1.8 MW 1 MW 1.5 MW 2.7 MW 

「百座世運 光電計畫1.0」_ Roadmap 

3區通盤檢討、6處都設地區規範、3處示範專區、老舊房屋重建 標準圖樣 

公有建築物屋頂設置、立體停車場設置、新建建築物設置、融資申請 

學校建築設置再生能源發電設備、售電收益透列「教育發展基金」預算 

辦理學校業務宣導研習、新建學校建築物設置光電設施 

推廣既有工廠類建築物設置、融資申請降低利率或提高額度 

擬定 高雄市環境維護管理自治條例 強制規範、新建與既有廠房建築強制設置 

宣導農漁會設施、批發市場、關愛園區、農漁業設施及畜禽舍屋頂設置 



十大行動計畫 

未必是縣市容量第一，但高雄是推動PV最有質感與最深化的城市 
經濟部能源局陽光屋頂百萬座計畫南部推動辦公室  嚴坤龍 



「百座世運 光電計畫」_ 10大創新行動方案 

運作 
組織 

政策 
工具 

推動 
標的 



  創新行動方案〈1〉_ 太陽光電推動委員會 



  創新行動方案〈2〉_ 專業整合與社區參與 

社區 

建築師 
光電系統

公會暨產

業發展協

會 

技師 
公會 

陽光屋頂百

萬座南部辦

公室 

台電公

司 
農漁 

業者 

工廠 

學校 

建築 

業者 

市民暨

社區發

展協會 

高雄市政府 

百座世運 
光電計畫 

住宅建築設置光電 

屋頂出租設置光電 

1.推動社區進行光電
美學設計 

2.辦理光電安裝業務 

1.協助市府推廣
光電 

2.解決光電設置
技術問題 



  創新行動方案〈3〉_ 太陽光電專責窗口 

為加速光電申設的行政效率，由工務局擔任總窗口，各機關
設置專人聯絡窗口，有效處理各類型光電申設案件。 



  創新行動方案〈4〉_ 創設太陽光電政策工具 

參考台南市及台中市低碳城市自治條例，訂定用電契約容量達一定電量之建築物，必
須設置一定比例數量太陽光電。 

修訂綠建築自治條例，提高特定建築物應設置太陽光電之數量。 

修訂辦法，提高太陽光電、智慧能源管理與綠建築標準，擴大綠建築基金收入規模，
以推動太陽光電、立體綠化及智慧節能建築發展。 

訂定建築執照審查原則，區隔現有違建，以降低建築物設置光電的法規障礙。 

「高雄市環境維護管理自治條例」新增公告管制標的 

「高雄市綠建築自治條例」修訂 

「高雄市高雄厝設計及鼓勵回饋辦法」修訂 

「高雄市太陽光電申請建築執照審查原則」訂定 



  創新行動方案〈5〉_ 太陽光電結合容積獎勵 

 

 

  

 

 

低容積地區透過都市計畫通檢，建築物設置光電給予30%容積獎勵。 

透過容積獎勵方式，低層簇群建築可形塑如日本太田市陽光社區。 



  創新行動方案〈6〉_ 透過審議強制設置光電 

開放空間 

建築案 

建造執照 

預審 

都市設計地區

建築案 

都市設計 

審議 

高雄厝 

設計建築案 

建造執照 

預審 

強制及誘導
設置光電 

高永仁武區 
透天型建案 光電屋頂 

高永小港區 
住宅大樓建案 光電綠屋頂 



  創新行動方案〈7〉_ 深化公有建築屋頂設置 
                                         太陽光電 
教育局依據高雄市市有不動產設置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計畫 

    啟動348所學校參與。 

公有建築屋頂出租光電系統商設置光電，增加市庫收入。 

公有建築屋裝設光電具隔熱及防漏水功效，減少費用支出。 



  創新行動方案〈8〉_ 建置太陽光電示範區 

優先選定駁二暨港區周邊、新重劃地區(第一科大等)、輕軌沿線(凱旋
路等)輔導為光電示範區，產生光電簇群效益。 

以示範區為中心，逐步向外延伸擴大光電設置區域，建構光電城市。 

駁二暨港區周邊 屋頂光電 



  創新行動方案〈9〉_ 違建轉型光電創能建築 

「蘿蔔＋棒子」策略，違建整理改造為光電屋頂。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藉由立案許可手段要求場所處理違建改
造為光電屋頂。 

 

  



  創新行動方案〈10〉_ 農漁業設施建置光電 

宣導轄內農會設施、批發市場、關愛園區、農業設施及95

處畜禽舍屋頂設置太陽能設施。 

海洋局推動沿海區域魚塭裝設地面型太陽光電設施。 

永安魚塭光電 



「百座世運 光電計畫」_ 財務計畫                              

四年總投入經費規劃表 （單位：仟元） 

104年 105年 106年 107年 

工務局 10,700 24,300 25,000 25,000 

其他局處 0 5,000 5,000 5,000 

小計 10,700 29,300 30,000 30,000 

總計 100,000 

工務局運用「綠建築經營基金」合計8500萬，分年自籌提撥
辦理補助及委託技術服務推廣， 以減輕市府財政負擔。其他
局處經費1500萬以公務預算分年編列 。 

工務局分年補助住宅及農舍設置光電：104年700萬；105年
2000萬；106年2000萬；107年2000萬。 



百座世運  光電計畫 2.0 

106~107年高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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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2018百座世運光電計畫2.0 

 

2.0版- 新目標 

目標設置容量提高至200MW 

建置 10處以上光電示範區 

設置2500棟以上光電建築 

 

 



高雄港水岸光電示範區 



全國首例水庫水利設施光電 阿公店水庫水面漂浮光電    



典寶溪B區滯洪池浮力式太陽能光電(設置容量2MW)    



  楠梓區公所太陽光電    



  燕巢區燕巢國小太陽光電    



全國最大陽光社區  高雄仁武區太子建設135戶光電社區 



全國首例大型PV設施宗教建築光電 高雄阿蓮區光德寺 



高 雄 厝 

橘 建 築 

44 



高 雄 厝 

橘 建 築 

首創景觀陽台及綠能設施設計，貼近使用者觀點，創造微型綠色系統 

高雄厝綠能設施樣態 

景觀陽台 

綠能設施 

高雄厝設計及鼓勵回饋辦法—新建及增建案皆適用(獎勵規定) 
法源：都市計畫法高雄市施行細則 
第22條  依高雄市建築物設置太陽光電設施辦法及高雄厝相關設計規定設置之太陽光

電設施、景觀陽臺、通用化設計空間、綠能設施、導風板等相關設施設備，
得免計入建築物之高度、建築面積及容積。 



  新建築 新能源的實踐-仁武高雄厝2號   



  智慧生活科技導入 



  大寮區建商版光電高雄墅    



地點：大寮區鳳林一路 



地點：大寮區鳳林一路 



圖片資料來源：高雄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三、高雄光電計畫成效 

 



104年 28 MW 

105年  62 MW 

106年 136 MW 

計畫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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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成效  



計畫成效  



計畫成效 



圖片資料來源：高雄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四、高雄未來行動 

 



高雄智慧綠能城市行動計畫(草案) 

 

 智慧城市：高雄光電智慧建築法令再升級 
 結合「中央綠能屋頂全民參與」計畫 
 高雄多元化綠能建置與產業鏈整合行動 

未來行動計畫 



推動電動汽機車停車與太陽光電充

電設施，加強高雄厝通用化設計交

誼室、地下室或社區空間採用綠能

發電自發自用 

高雄厝3.0創新行動—樂齡生活設施結合綠能運用 

資料來源:網路引用 



強化建築物資通訊能力：一定規模以上
建築物，擴大FTTH光纖到府頻寬載量
與設備設置 

智慧防災警戒設備設置：對於亟需防災
區域(火災、地震、水災等)建築物，設
置智慧防災監控與警戒推播系統 

智慧安全物業管理平台：對於建築物物
業管理，提供智慧化資訊管理平台設置，
建立管理委員會與社區資通訊平台 

智慧智慧微電網設置：一定規模以上或
設置綠能設施(太陽光電等)之建築物，
設置「智慧電錶」與「智慧微電網」能
源管理系統 

智慧雨水貯集設施水網系統：一定規模
以上或設置雨水貯集設施之建築物，設
置「智慧水錶」與「智慧水網控制系統」
預防澇旱災害，打造海綿城市 

高雄厝3.0創新行動—智慧生活科技結合綠能 

化 



資料來源:1050825經濟日報 

高雄厝3.0創新行動—能源智慧電表 

地點:楠梓區高雄厝採用太陽光電智慧電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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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結束 

敬請指教 

高雄智慧綠能城市行動計畫 G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