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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高雄擁有豐富的海洋資源、獨特的自然地景以及現代化的產業聚落，市

府持續開闢公園、打通道路、整建文教設施、廣設社福網絡及改善殯葬設施，

以提升當地居民的生活品質。

      茄萣海岸線整治過後，原本雜亂的海堤景觀徹底改變，加上茄萣濕地公園

的開闢，已成為北高雄生態觀光新亮點。同時，市府積極引進中央資源，推動

興達港轉型活化，設立海洋科技產業，促進經濟發展。

      田寮及阿蓮的月世界自然奇景，市府整建相關遊憩設施，並舉辦奇幻月世

界及阿燕寮之戀等特色主題活動，行銷觀光與農產品，成功打響知名度，吸引

更多遊客到訪。

      路竹和湖內是產業和交通要地，我們已成功爭取捷運紅線向北延伸，經過

本洲產業園區、南科高雄園區、高苑科大及路竹、湖內市區，並且持續開闢當

地聯外道路，便捷南科的對外交通，改善園區環境，吸引更多企業進駐。

      興達港轉型活化以及捷運紅線延伸到路竹湖內，是帶動北高雄發展的關鍵

，可望帶來更好的生活品質與就業環境，我們期待與大家共同努力，打造多元

繁榮的北高雄。

高雄市長  陳 菊



第一階段延伸至岡山車站，預定109年完工

第二階段，再串聯本洲產業園區、高雄科學園區、路竹、湖內

提供北高雄市民便捷舒適的綠色運具，帶動地方發展

延伸捷運紅線
打造綠能風機產業基地，預計創造150億年產值，2000個就業機會

規劃海洋觀光遊憩區，推展遊艇、風帆、獨木舟等水域活動

規劃修造船區，提供船舶維修、改裝及製造服務

改善近海泊區景觀設施，成為觀光休憩漁港

興達港轉型活化

興達港後續開發規劃示意圖

高雄科學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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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建濱海遊憩區

收束養殖管線、拆除違建，改善海堤景觀整體

加強原生植物、防風林植栽，打造親水海岸綠色林帶

全長5.8公里海岸線煥然一新

復育茄萣海岸
國家級濕地生態

改善棲地環境，吸引鳥類群聚

設置解說中心、賞鳥區，兼顧賞鳥與生態保育

榮獲「國家卓越建設獎」

開闢茄萣濕地公園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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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置水質監測站，結合社區成立河川巡守隊

成功復育紅樹林及彈塗魚生態

設置簡易碼頭，開辦生態遊船體驗

轉型環境教育及生態導覽新景點

復育二仁溪生態
改造路竹公園及路竹體育園區

增加公園穿透性、加強植栽綠化及整修既有設施

面積合計8公頃，成為觀光新亮點及市民休閒好去處

打造路竹運動休憩園區

路竹公園路竹體育園區

珍古德博士造訪二仁溪

路竹公園

路竹體育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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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寮、阿蓮、燕巢的惡地形與泥火山，綿延遼闊，獨步全台

整建田寮月世界，增設遊客中心、藝術照明、天空步道、環湖步道及觀景平台

改善大崗山風景區、大滾水及滾水泥火山遊憩設施

打造自然地景觀光亮點
新設茄萣風情自行車道：由二仁溪出海口向南串聯濱海公園、茄萣濕地至情人碼頭

新設湖內二仁溪左岸自行車道：由二仁溪出海口沿河堤往東至阿蓮、月世界

打造自行車綠色交通路網

茄萣自行車道可飽覽漁村及濕地生態

田寮月世界風景區建設，榮獲「國際宜居城市銀牌獎」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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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蓮區環境整潔，獲環保署全國評比「特優獎」

獲得營造友善城鄉環境計畫補助，整建大崗山園區設施及改造忠孝路時鐘地標等

幸福家園阿蓮庄
結合社區，改善閒置髒亂空地，共創綠意潔淨家園

近5年共完成77案，增加綠地面積7.82公頃

阿蓮崙港社區、路竹頂寮社區及頂新社區皆榮獲「建築園冶獎」

清淨家園 社區營造

大崗山生態園區 如意公園生態池

志工參與環境清潔

阿蓮崙港社區田寮崇德社區

湖內葉厝社區

1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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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闢公園綠地
湖內保生公園

茄萣嘉賜公園

路竹建國公園

阿蓮青年公園、和蓮公園

新建路竹第二納骨塔，增置5,796個櫃位

整建茄萣第一納骨塔，增置3,070個櫃位

整建湖內第二納骨塔，增置900個櫃位

阿蓮第一及第二公墓遷葬，墓園變綠地

慎終追遠 改善生命禮儀設施

湖內保生公園

路竹建國公園 茄萣嘉賜公園

路竹第二納骨塔 阿蓮第二公墓遷葬後轉型樹木銀行

阿蓮青年公園

茄萣納骨塔櫃位

12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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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建田寮埔頂橋

拓寬田寮高138線道路

拓寬田寮斗姥廟至高14線叉路口道路

拓寬阿蓮成功街

拓寬阿蓮高13線道路

開闢阿蓮民族路173巷

打通阿蓮中山路39巷

拓寬阿蓮民生路138巷28弄

拓寬茄萣路二段

茄萣中正路二段纜線下地

提升道路品質（田寮、阿蓮、茄萣）
改善湖內東方路

新建湖內仁湖橋銜接台南歸仁

拓寬路竹高11線道路

拓寬路竹復興路

拓寬路竹新興路

拓寬路竹高18線道路

拓寬路竹第二納骨塔進場道路 

開闢路竹延平路790號旁道路

提升道路品質(湖內、路竹)

田寮高138線 茄萣路二段

阿蓮成功街

路竹新興路湖內仁湖橋

湖內東方路

14 15



改建田寮埔頂橋

拓寬田寮高138線道路

拓寬田寮斗姥廟至高14線叉路口道路

拓寬阿蓮成功街

拓寬阿蓮高13線道路

開闢阿蓮民族路173巷

打通阿蓮中山路39巷

拓寬阿蓮民生路138巷28弄

拓寬茄萣路二段

茄萣中正路二段纜線下地

提升道路品質（田寮、阿蓮、茄萣）
改善湖內東方路

新建湖內仁湖橋銜接台南歸仁

拓寬路竹高11線道路

拓寬路竹復興路

拓寬路竹新興路

拓寬路竹高18線道路

拓寬路竹第二納骨塔進場道路 

開闢路竹延平路790號旁道路

提升道路品質(湖內、路竹)

田寮高138線 茄萣路二段

阿蓮成功街

路竹新興路湖內仁湖橋

湖內東方路

14 15



增設湖內涵口圳抽水站

改善湖內大湖埤排水

改善茄萣大排水質

改善阿蓮中甲排水、老公堀排水

改善路竹金平路雨水下水道

整治排水系統
疏浚興達港航道及停泊區

整修興達港第一拍賣場

改善興達港碼頭鋪面暨路燈

改善興達港近海碼頭設施

整建興達漁港

湖內大湖埤排水

阿蓮中甲排水茄萣大排
興達港第一拍賣場 興達港碼頭 興達港碼頭

興達港第一拍賣場

16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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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蓮中路國小校舍重建

湖內三侯國小校舍重建

茄萣國小校舍重建

整建校園 優化學習環境（湖內、阿蓮、茄萣）
路竹高中多功能體育館及專科教室新建

大社國小活動中心新建

路竹國小校舍整建

竹滬國小校舍重建

整建校園 優化學習環境（路竹）

中路國小

茄萣國小

大社國小活動中心

路竹高中多功能體育館

路竹高中專科教室
三侯國小校舍重建模擬圖

18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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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中秋節、萬聖節，創新兩大節慶的地方特色

以光雕投影及藝術燈光，打造「月見遊行」、「密室逃脫」等月世界主題活動

田寮奇幻月世界
連續舉辦16屆，打造在地特色文化

推廣書法藝術，發揚漢字文化之美

湖內明宗獎 全國書法篆刻比賽

20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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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路竹公共托嬰中心

成立茄萣日間照顧中心

現有兒童及老人福利服務據點已達62處

關懷長幼 提供福利照護 行銷優質農特產
8月：田寮、阿蓮大崗山龍眼蜂蜜文化節

9月：阿燕寮之戀(阿蓮、燕巢、田寮)，整合行銷三區特色觀光

12月：路竹番茄文化節

12月：茄萣烏魚文化節

茄萣日照

路竹公托

番茄文化節 龍眼蜂蜜文化節

龍眼蜂蜜文化節

烏魚文化節

22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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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利 產 業 建 設

道 路 交 通 建 設

12.茄萣路二段

13.茄萣中正路二段纜線下地

14.湖內東方路

15.湖內太爺至歸仁六甲聯絡道路

16.路竹高11線道路

17.路竹復興路

18.路竹新興路

19.路竹高18線道路

20.路竹第二納骨塔進場道路

21.路竹延平路790號旁道路

文 教 社 福 建 設

01.幸福家園阿蓮庄

02.阿蓮崙港社區

03.路竹頂寮社區

04.路竹頂新社區

05.茄萣第一公墓納骨塔

06.路竹第二納骨塔

07.湖內第二納骨塔

08.中路國小

09.茄萣國小

11.鳳西國中

10.三侯國小

11.路竹高中

12.大社國小

13.路竹國小

14.竹滬國小

15.湖內明宗獎全國書法篆刻比賽

16.路竹公共托嬰中心

17.茄萣日間照顧中心

01.湖內涵口圳抽水站

02.湖內大湖埤排水

03.茄萣大排水質

04.阿蓮中甲排水

05.老公堀排水

06.路竹金平路雨水下水道

07.興達港

01.茄萣海岸

02.茄萣濕地公園 

03.二仁溪生態

04.田寮月世界

05.大崗山風景區

06.路竹公園

07.路竹體育園區

08.保生公園

09.嘉賜公園

10.建國公園

11.青年公園

12.和蓮公園

13.阿蓮第一公墓遷葬及綠化

14.阿蓮第二公墓遷葬及綠化

生 態 景 觀 建 設

01.捷運紅線

02.茄萣風情自行車道

03.湖內二仁溪左岸自行車道

04.田寮埔頂橋

05.田寮高138線道路

06.田寮斗姥廟至高14線叉路口

07.阿蓮成功街

08.阿蓮高13線道路

09.阿蓮民族路173巷

10.阿蓮中山路39巷

11.阿蓮民生路138巷28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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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化 節 慶 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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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大崗山龍眼蜂蜜文化節

02.阿燕寮之戀

03.路竹番茄文化節

04.茄萣烏魚文化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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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教 社 福 建 設

01.幸福家園阿蓮庄

02.阿蓮崙港社區

03.路竹頂寮社區

04.路竹頂新社區

05.茄萣第一公墓納骨塔

06.路竹第二納骨塔

07.湖內第二納骨塔

08.中路國小

09.茄萣國小

11.鳳西國中

10.三侯國小

11.路竹高中

12.大社國小

13.路竹國小

14.竹滬國小

15.湖內明宗獎全國書法篆刻比賽

16.路竹公共托嬰中心

17.茄萣日間照顧中心

01.茄萣海岸

02.茄萣濕地公園 

03.二仁溪生態

04.田寮月世界

05.大崗山風景區

06.路竹公園

07.路竹體育園區

08.保生公園

09.嘉賜公園

10.建國公園

11.青年公園

12.和蓮公園

13.阿蓮第一公墓遷葬及綠化

14.阿蓮第二公墓遷葬及綠化

生 態 景 觀 建 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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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寮、阿蓮、茄萣、湖內、路竹田寮、阿蓮、茄萣、湖內、路竹

年更新版年更新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