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6 年度高雄厝 logo 設計競賽」競賽成果
名次

作品名稱

首獎 綠能建築高雄厝

優選

樂活城市，永續發
展

優選 打狗印象

優選 高雄厝 LOGO

優選

陽光生機 ・永續
發展

LOGO 作品

設計理念

姓名

高雄厝識別 LOGO 以永續、在地自明、居住健康三大核心理念為
主軸展開發想
LOGO 由三片層疊綠葉,引導出"高雄厝"的精神:
葉圖象代表著"綠能建築.的概念；綠葉與建築層疊圖象象徵與生態
李X樺
共融的建築新思維，左下角兩片小葉象徵永續與國際視野的延
伸；層疊也象徵「高雄厝」是結合高雄多元族群、多樣的地理環
境和城鄉文化，所打造具在地特色建築風貌的新建築
標準色制定則以象徵健康永續與幸福宜居的綠色與青色為主。
以綠葉包覆 logo 主體讓綠色環保議題意思更加明確，在建築裡又
包覆著一層建築代表城市永續發展，在中間放入 kaohsiung，讓
人們一目瞭然，這就是高雄厝專屬的 logo。
陳X瑜

打狗印象、記憶暖陽
煦煦暖陽高掛在打狗上，火車舊站是高雄老建築文化保存之一
今日舊站退役仍然被保存，如同高雄厝的精神，
將建築在地、健康及永續的傳承
高雄厝是我們對老高雄的愛護，
也是對年輕高雄的新態度

宋X禮

象徵城市建築的高樓與高雄英文「K」字首結合,且從中生長出綠
葉，營造出綠建築思維的目標；而無限符號「∞」 造型巧妙融入
綠葉與海浪，環繞著城市高樓，加上代表和諧大自然中生態美的
蝴蝶，整體意涵著創造高雄厝環境、建築與人的共生、和諧、幸 陳 X 嘉
福與美好，建構生生不息、永續發展的生態城市。

以「陽光生機,永續發展」 為設計宗旨，利用簡易的線條色塊來表
現,同時有助於日後規劃各項應用設計時便於使用
整體畫面由三道蜿蜒向前的水流貫穿整體,三道水流分別代表高雄
劉X德
厝的三項核心理念-環境永續、居住健康以及反映在地白明性；同
時也藉由水流意象意指港都高雄。

單位

連絡電話

XXXX 工作室

0919XXXXXX

XX 高中學生

0983XXXXXX

XXXX 大學學生

0903XXXXXX

XXXXX DESIGN

0932XXXXXX

XXX

0983XXXXXX

佳作 樂活好宜居

佳作 好厝咱高雄

佳作

高雄厝健康幸福
宜居生態生態城

佳作 永續綠能高雄厝

取厝的建築外觀為底，將代表高雄的英文「K」字融入其間，同時
運用色塊的分割，把在地特色與綠色願景融入其間，構成高雄厝
logo 設計
上部的綠底，採用高雄在地的建築意象結合伸展的綠葉，寓意會
呼吸、永續發展的生態城市。左下的藍綠底色塊映現海浪造型，
代表活力滿盈且多采多姿的港都高雄風貌。右側的橘色底之上，
反白出伸展的人形呈現活力十足、健康滿點的居住幸福特色。
透過環境、在地與人三元素，表達三者同是一體，互為表裡的重
要性，傳達高雄厝「環境永續、反應在地自名性與居住健康」三
大核心理念。
取高雄厝「環境永續、反應在地自名性、居住健康」的三大核心
理念，轉化為綠葉、人、與厝等三項元素構成 logo 設計,傳達「高
雄厝、樂活、好宜居」的信心與實力,以及樹立熱帶氣候地區永續
環境與建築的新典範之願景：
葉子造形以脈絡一分為二、下部的綠色葉形，寓意環境永續。上
部的黃綠色葉形與建築體融合為一,代表健康樂活的居住環境。居
中的人形由象徵高雄的「K」字發展而來,手足舞蹈的姿態表現出充
滿生命力的動感，由外展的手臂所延伸出的三點花葉，以欣欣向
榮的多彩姿態，呈現好宜居的綠色城市心魅力
房子造型代表高雄市的房屋群，高雄現在是綠能及建築的代表城
市,將屋頂設計成綠建材與太陽能發電。如此的意念就是節能省
碳，圖下以高雄厝的英文 KAOHSIUNG HOUSE 之頭字 KH 設計成
房子的下半部結構,有著「健康幸福宜居生態城」KH 字裡有一展閒
雙臂的人。人是城巿很重要的元素,因為生活及居住在健康永續及
幸福宜居之生態城市，人們健康和樂幸福。
KH 字母上的蝴蝶是城市生態的表徵，右邊的綠葉更是說明綠色城
市與環境保護的重要性
高雄厝識別 LOGO 以永續、在地自明、居住健康三大核心理念為
主軸展開發想。 反白植物圖象代表”綠建築”的概念;向上伸展的
植物象徵永續與國際視野的延伸;綠與青色塊象徵與生態共融的建
築新思維

陳X茹

XXX

0933XXXXXX

陳X茹

XXX

0933XXXXXX

朱X安

XXXX 大學

0933XXXXXX

李X樺

XXXX 工作室

0919XXXXXX

曾X閩

XXXX 學院

0987XXXXXX

LOGO 以古厝、三合院、房子的地基作為發想,呈現房子與地基的
概念，以表達房子與地基，以表達傳承永續、紮跟穩固的概念
佳作 構共生

入選 高雄厝

入選

入選

樂活城市･永續發
展

健康幸福宜居生
態大高雄

入選 綠葉高雄

入選 活力･永續

高雄厝 logo 設計發想以『高』字結合『房屋』為主要構成概念，
『高』字代表在地自明性與城市意象；
『房屋』架構呈現居住健康;
字體與房屋圖像以簡潔植物管狀一體成形環繞，象徵高雄建築結
合的環境永續概念。嶄新概念由 LOHAS 的城市意象萌發綠建築思 張 X 彥 XX 高中
維，促進高雄成為健康永續幸福宜居之生態城市。

堅固的六角建築所構成的「K」，被象徵環保的綠葉所包覆，下方
流水則以高雄的溪河與港灣代表活化與循環。高雄厝會依照地方
特性設計,規畫出一座座既符合宜居綠能,又能展現在地自明性的
建築,順應潮流與世界接軌

黃 X 鈞 設計師

房子 象徵我們是地球上的一份子,而房子是綠建材，周圍有著自然
生態的生存環境，在這個綠能的都市，處處充滿綠意，陽光、空
氣，水讓生活在高雄厝的市民都能享受「健康幸福宜居生態城的
美好」!
圖下的雙手似鳥，鳥會利用大自然的素材來築巢，取自大自然用
朱 X 安 XXXX 大學
之大然，正如高雄厝的三大核心理念「環境永續、反映在地自明
性、居住健康」
。英文字為與國際綠能都市接軌，讓高雄厝成為全
台灣最優良及友善的綠能及綠建築大城市。中文字象徵大高雄這
塊生生不息的土地，土地上的房屋及人們都享受著綠能環保的生
活環境
主題以綠葉為主，上方放置高雄的英文，從 K 延伸出房屋的外觀
下方則是各個建築以及綠建築，做為一個上下呼應的形式，而建
築下方再放置綠建築的英文，加以組合起來。
胡 X 銘 XX 高中學生

採用色塊的組合,傳達以建築為體所結構出的厚實穩重基礎；以不
規則的線條，表現在地寫意暢快的城市風格，搭配鮮明的配色呈
現出「高雄厝．好宜居」的綠色樂活城市願景，生活並參與其中
的場域：「厝」
、與笑臉的結合，象徵怡悅暢麗的綠色永續家園、 陳 X 羚 XX 設計
厚植文化底蘊的生態城:高雄市、K 字與人形結合,以手持綠苗、身
體向外舒展的姿態呈現出飽滿的綠色活力,象征永續發展、生生不
息。

0958XXXXXX

0921XXXXXX

0933XXXXXX

0982XXXXXX

0921XXXXXX

入選 高雄ㄟ厝尚環保

入選 在地高雄厝

入選 循 蓄

入選 心 愛 厝

入選 綠建築城市

透過"厝"標誌與厝的側邊屋簷作為高雄英文的字頭 K 和一片綠嫩
葉象徵著「環境永續」的觀念，結合了綠建築思維設計高雄厝美
化城市形象標誌

李 X 柔 XX 高中學生

在地高雄厝、傳承人與情
高雄厝以永續、健康、在地化三項核心出發，
代表著高雄對未來都市規劃的展望。
宋X禮
紅磚是建築史裡不可或缺的角色。
昔日一磚一磚砌起家的歸宿與避風港，
今日砌起我們對高雄厝的希冀與想像。
藍色雨水代表由自然中形成及儲集,可讓更多人使用或再利用,並
且滋長植物生長 ∞符號代表不斷循環,永續、囤積的容器之意思
左為舊有建築,右為結合綠建築思維設計,朝向居住健康為目的。高
雄市政府對於在地環境與建築十分重視,用不誇飾的手法,以簡潔
蘇X筑
的圖像表達
此城市以原始人文風貌及幸福宜居之生態邁進,經由舊有資源再創
新,結合在地獨有的自明性，抱持永續精神迎接每個高雄厝。
手形合起來成個「家」形用心建設,居住舒服
手形做愛心狀，意即建材環保，與大自然共生
魚代表熱帶氣候、海港 。
手與曲線圖案構成樹木曲線的顏色是陽光與綠葉代表透光節能、 劉 X 文
綠能屋。
樹木搭配房子,重回以前農業合院建築模式種植樹木同時也已能提
供休閒廣場。
將綠葉巧妙與建築物和屋頂融合代表高雄厝綠建築，讓建築物在
一片綠色之中，以達「環境永續、反映在地自明性、居住健康」
三大核心理念，促進高雄轉型為健康永續及幸福宜居之生態城市。
陳X祺

0921XXXXXX

XXXX 大學學生

0903XXXXXX

XXXX 大學學生

0933XXXXXX

XX 工作室

0952XXXXXX

XXXXXX 工作室

0922XXXXX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