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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嘗試在高雄市都市意義轉化的時空脈絡下，檢視都市政權運用文化

治理的方法，試圖使高雄市擺脫長久以來「文化沙漠」污名的過程，對挪

用了記憶、歷史與文化的高雄火車站保存工程進行社會—文化分析。 本研

究檢視的保存「高雄火車站」活動其實是都市政權透過高雄願景館的保存

活動，一方面操作人民的情感，展現「懷舊」之情，喚起了市民的歷史情

感與集體記憶；另一方面，以創新的文化資產建構高雄的獨特性，帶領高

雄人走出「重北輕南」的悲情與歷史包袱，希冀邁向一個「文明、現代、

文化」的高雄，以鞏固政權。 在火車站保留的過程裡，各種再現體制所突

顯出的建築語彙在於強調高雄火車站是「帝冠式」建築，外型像一個高雄

的「高」字，直接扣連的是高雄的地名，有「本土化」的意涵，火車站的

保留更是訴諸於市民的「要求」。另外在媒體不斷報導下，高雄火車站的

建築型態（卻遺忘了殖民過往），變成一種普同知識，上述的詮釋方式，

也就再度確認了高雄火車站保留的「政治正確」——地方認同的正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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