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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進兒童故事屋

看見「高小雄的家」

聽高雄市立
歷史博物館說故事

「請各位小朋友動動腦，在紙上畫一

畫，看看我們高雄的『高』可以變成什麼？」

剛走進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還來不及

拭去額頭的汗水，就聽到館內的導覽人員正

對著一群穿著國小制服的小朋友提出問題，

只見她用雙手在頭頂上比出一個「人」字形

的提示，叫小朋友們猜猜看。好奇心使然，

我也忍不住用手比劃著。

才過了幾秒鍾，就有小朋友回答說：

「像我們家住的房子。」

「哇，你好棒！答對了，就是一座房

子。」只見提問題的大姐姐做出一個很開心

的表情，然後又變魔法似的從口袋掏出一張

貼紙，而貼紙上畫著一個大大的「高」字，

頭頂上還有一個「人」字，把兩個字的筆畫

連在一起，正好就構成了一個房子的圖案，

她指著那個圖案對小朋友說：「『人』字就

像房子的屋頂，可以為房子遮風避雨，而

『高』字的上下兩個「口」看起來則像房子

的窗戶和門。」經過她這麼一番解釋，在場

的小朋友都看懂也聽懂了。她接著說：「等

一下我要帶各位小朋友去參觀的兒童故事屋

就是跟我們平常住的房子一樣，而且這幢房

子裡面也住著一個小朋友，他的名字叫做高

小雄，所以我們就把這幢房子稱做『高小雄

的家』。」

用如此充滿趣味又生動活潑的開場白，

為參觀的小朋友開啟高雄兒童故事屋的大

門，無疑是再適合不過的序曲了。

古典高貴的老建築

我仔細地端詳著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

這幢老房子，站在氣派大度的一樓大廳，正

中央 Y字型的開闊樓梯是許多日式建築的

特色之一，如總統府的敞廳、國立臺灣博物

館的大廳也都有這樣的設計。大廳兩側對稱

唯美的拱型迴廊，原為辦公室與各空間彼此

聯絡的通道，如今則被博物館規劃為不同的

展廳。大廳堂皇雄偉的挑高天井則延伸了博

物館的視覺空間，樓梯旁古典的雄美圓柱柱

① 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的建築外觀為日本帝冠式
樣式，整體採中央主塔搭配兩側對稱副塔的塔樓式

造型

② 博物館主體建築的形狀看上去就如一「高」字，
正是「高飛雄立」的高雄精神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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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刻有混合式中西紋飾，顯得華麗高貴；在

樓梯扶手的大理石壁面上鑲嵌的橫帶銅紋裝

飾，則是當時日本統治時期的設計，結合東

西方建築風格，也為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妝

點出古典、溫潤的建築氣氛。

不獨館內的裝潢陳設給人華美莊嚴的印

象，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的外觀更讓人的眼

睛為之一亮。

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座落於高雄的人工

大運河愛河河畔，不論從中正路的哪個方向

過來，只要走近愛河，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

的醒目外觀就會映入眼簾。

從建築外觀上來看，高雄市立歷史博物

館最奇特也是最吸引人之處就是它的日本帝

冠式樣式，所以在很多小朋友的眼中，認為

它戴著一頂大「帽子」，而且這「帽子」還

不止一頂，共有 3頂。這是因為博物館的中

央主塔搭配兩側對稱副塔的塔樓式造型很像

大大的頭冠，這 3頂大「帽子」其實就是日

本傳統的四角攢尖頂與琉璃瓦大屋頂，並飾

以寶瓶狀的塔尖和梅花圖案的滴水以及日本

菊花圖騰的飾帶，十分的繁複細緻。

另外，建築四周的牆面雕刻著各種圖

案紋飾，如圓形的人造石、菱形圖示等，而

在窗戶的造型變化上也是多姿多采、匠心獨

具，如八角窗、桃形窗、弧形窗等都玲瓏有

致，還有難得一見的外露式排水管，它竟然

是以燒製的陶管一節節拼接而成，這可是很

特殊的建築景觀。

參觀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遊客都會

好奇的想知道，這幢建築的外觀為何是綠色

的，因為綠色在臺灣建築中是很少被採用的

顏色。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興建於 1938年，

次年完工落成，當時日本建築專家認為外觀

顏色採用國防色系的淺青色，就不會成為被

戰機轟炸的目標，甚至連屋瓦都選用類似軍

用鋼盔的暗綠色，也是希望這座建築能與周

邊的農田景觀融為一體，讓戰機無法從高空

中辨識。

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的一樓大門設置了

門廊，是一種很正式的公共建築的做法，由

於門廊的設置，讓中間主體建築的形狀看上

去就像一個「高」字，正是「高飛雄立」的

高雄精神的意象展現，而主塔位居 4樓的最

高點，以當時的建築而言，立足於此，就如

高攀瞭望台一樣居高臨下，四周景觀盡收眼

底。

前身是日治時期的「高雄市役所」以

及光復的「高雄市政府」所在地的高雄市立

歷史博物館，直到 1992年新市府搬遷至苓

雅區。鑒於舊市府的帝國冠帽式建築特色，

堪稱是日治時期最典型的建築體，可一窺日

本帝國主義顛峰時期的建築風貌，在經過時

間的淘洗遞變後，這座建築本身即是一件深

具歷史厚度與人文涵養的藝術經典之作，並

兼具了城市地標和特殊的歷史意義，所以市

政府將其規劃為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成為

全台第一座由地方政府建物改建的歷史博物

館，也成為展示高雄市發展軌跡的重要場

所。

跟著導覽人員的腳步，認識了高雄市立

博物館這幢老建築，接下來就要走進「高小

3

4

③ 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兒童故事屋以「高小雄的
家」為主題，記錄下高雄的歷史和發展

④ 一走進「高小雄的家」，男生就化身為「高小
雄」，女生則化身為「高小美」，趣味性的旅程也

由此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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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的家」，去看一看高雄這座海港城市的前

生今世。

認識海港高雄

這時候，導覽的大姐姐請小朋友想一

想，「如果有外地的小朋友來高雄玩，要怎

麼好好地招待他並介紹高雄這個城市呢？」

她的話音剛落，馬上就有小朋友回答說：

「帶他去高雄的夜市。」聽到這樣的回答，

大家都樂了，大姐姐說：「除了帶他去高雄

的夜市吃好吃的，還要帶他去玩好玩的，現

在就讓我們去看看高雄有哪些好玩的。」她

的這番話讓現場的小朋友一陣雀躍，好吃又

好玩，這可是小朋友的最愛。

「高小雄的家」，顧名思義，就是跟著

化身為小男孩的「高小雄」去揭開關於高雄

這個大家庭的故事。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藉

助兒童故事屋這種更貼近幼齡孩童的形式，

通過充滿戲劇性的情境展示，藉由孩子們的

想像世界，來發掘探尋高雄的面貌，從而開

啟高雄的小檔案。

既然有遠道而來的朋友到「高小雄的

家」作客，身為小主人的「高小雄」當然要

先做一番自我介紹。導覽的大姐姐請小朋友

們席地而坐，男生坐一邊，就是「高小雄」，

女生坐另一邊，就是「高小美」。只見牆上

大大的看板寫著「高小雄的家」，旁邊還

有一個綠色的信箱，地址是「中正四路 272

號」，沒錯，這個地址就是現在高雄市立歷

史博物館的門牌號碼。大姐姐問小朋友剛剛

看到的博物館的外觀是不是很像一個戴著大

四角形的尖頂帽、還有一個門廊方下巴，以

及有著淺青綠色皮膚的大城堡。

看清楚了「高小雄的家」長什麼樣，就

要說說關於「高小雄的家」的小檔案，大姐

姐請小朋友回答自己住在高雄市哪個區，又

問他們知不知道高雄

有多少行政區，只見

小朋友七嘴八舌，連

四維路、五福路這樣

的答案都冒了出來，

搞清楚了行政區和路名是不一樣的概念，接

下來，大姐姐請小朋友們玩個遊戲，分頭去

找一找、用手摸一摸、用鼻子聞一聞，看看

這個房子裡四周的牆壁上那一個個像玩具箱

的盒子裡都有什麼。這一次，小朋友的答案

準確無誤，原來屋裡那些設計成像「藏寶

箱」的小格子裡藏著許多高雄的「第一」、

「高雄之最」，以及高雄出名的景點，像是

臺灣最大的港口、臺灣第一座土石建造的城

池、臺灣第一的香蕉王國、臺灣最多的皮影

戲團等等，原來它們

的答案都是高雄。

做了自我介紹，

接下來當然要請客人

去「我家的客廳」坐

坐，只見寬敞的客廳裡擺放著傳統的舊式傢

俱，如太師椅、八仙桌⋯還有老式的電話

機、老電視、老唱片、各種兒時的童玩⋯可

別小看這些布滿了歷史歲月的老東西，它們

可是維繫著全家人的情感，同時也折射出昔

日臺灣常民的生活樣貌。對臺灣人來說，客

廳既是家人談天說地、聽唱片、看電視的空

間，也是「高小雄」和「高小美」玩遊戲和

聽故事的小天地，跳房子、七巧板、大富翁、

打彈珠⋯有些童玩對今天的小朋友來說，充

5 6

7

⑤ 透過一個個「藏寶箱」，來揭開高雄的面貌

⑥「我家的客廳」為小朋友展現了過去年代的生活
記憶

⑦ 打開爺爺的櫃子，就會看到爺爺收藏了很多有趣
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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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了新鮮感，像是客廳牆壁上掛著的一幅「寶島觀光」

教育玩具，就是 40多年前的大富翁遊戲，它與今天

玩的大富翁遊戲大異其趣。聽大姐姐說，以前的小朋

友玩大富翁遊戲，連鉛筆頭、擦布都可以當作骰子來

擲，聽得小朋友一個個歪著腦袋，想像著那要怎麼玩。

以前的孩子們都在沒有圍牆的教室上課、以

前的高雄駐有許多美國大兵，還有許許多多

現在已經看不到的老行業和古建築⋯從一幀

幀老照片可以窺見早期臺灣社會的生活樣貌

和發展變遷，當然也為世人留下珍貴的回

憶。

看完了「奶奶的相簿」，大姐姐露出

很神秘的表情，她要請小朋友們玩「穿越時

空回到過去」的遊戲，讓每位小朋友站在老

照片的下面拍照，然後小朋友的大頭貼就會

神奇地出現在老照片裡，看著小朋友燦爛的

笑容，那一張張黑白老照片也頓時熠熠生輝

呢！

走出客廳，就來到爸爸工作的地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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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訴說高雄故事

「我家的客廳」裡還有兩樣很重要的東

西，就是「爺爺的收藏」和「奶奶的相簿」。

大姐姐說，因為「高小雄」的爺爺很念舊，

平時收集了很多老東西，總是捨不得丟，於

是就把這些物品收存在櫃子裡，每次當「高

小雄」打開櫃子，就會看見裡面藏著好多的

故事，對「高小雄」來說，爺爺的櫃子就像

是一個有趣的故事屋。至於「奶奶的相簿」，

那就更精采了，奶奶總是把最有價值的東西

珍藏在相簿裡，一本本老相簿就是奶奶代代

相傳的傳家寶，每每翻開老相簿，奶奶總有

說不完的故事，「高小美」就是從奶奶的老

相簿，才知道以前洗衣服都要到河邊去洗、

⑧「奶奶的相簿」裡藏著很多現在已經
看不到的老行業

⑨ 不管是古早的童玩，還是現在的遊戲，
都是小朋友的最愛

⑩ 孩子們聚精會神的聽著老師介紹奶奶相
簿中的老照片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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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高小雄」的爸爸是一位綠衣郵差，大

姐姐說爸爸很熱愛她的工作，跟電影「海角

七號」裡把別人信件亂丟的阿嘉可不一樣，

高爸爸對「信」有著特別的情感，總是使命

必達的將人們的關懷送到每戶家裡。在這

裡，大姐姐讓小朋友認識不同顏色的郵筒所

代表的涵義，她也請小朋友扮起一日小小郵

差，幫爸爸把郵包裡要寄出去的明信片依照

收件人的地址與圖像提示，送到正確的地

點，放入收件人的信箱裡。通過一張張寫給

高雄的明信片，不但可以看到許多關於高雄

的故事，來來往往的送信過程也是一種美好

的生活記錄呢。

「家」的最後一個空間是「媽媽的衣

櫥」，還沒進門，就聽到「卡搭卡搭⋯卡搭

卡搭⋯」的聲音，原來那是「高小雄」的媽

媽坐在角落的縫紉車前，踩著踏板幫人縫製

各式各樣的衣服。不管是大人還是小孩、中

式或西式，甚至各種婚禮形式的服裝，只要

經過媽媽的巧手，最後都會變成一件件美麗

的衣服，更別說「高小雄」和「高小美」的

新衣裳也都是媽媽的巧手縫製的呢！大姐姐

請小朋友看牆上掛的那些漂亮衣服，每一件

都代表著臺灣不同時代和不同族群的服飾，

這也意味著臺灣是個多種族與族群融合的社

會。

參觀完「高小雄的家」，小朋友似乎還

意猶未盡，而大姐姐也發給小朋友每人一張

代表高雄的明信片，請小朋友蓋章留念。

詢問館方才知道，「高小雄的家－兒童

故事屋」是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的一個常設

展，展期是從 2012年的 1月 18日開始，

一直要展到 2018年 12月 31日，展覽的時

間近 7年。博物館為了達到寓教於樂的目

的，而且主要是針對國小學童，所以館方特

別以「家」的形式來呈現這個展覽，以過去

的生活記憶為素材，經過現代科技，融入活

潑創意，藉由趣問趣答的方式，請孩子們發

揮想像力，跟著化身為

小男孩的「高小雄」一

起去揭開關於高雄這個

大家庭的故事。

走出高雄市立歷史

博物館，盛開如火的鳳凰木染紅了愛河的天

空，也為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這幢淺綠色的

建築增添了嫵媚的顏色，漫步在愛河畔的高

雄城市映像長廊，看船影搖動、南國蔥鬱的

花木更為這座城市增添了迷人的色彩。

波光綠影，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走過歷

史的長河，如今依然靜靜地佇立在愛河畔，

日月星輝注視著眼前這座城市的成長，也

成為外地人認識這座友善城市的第一站，在

它懷裡的，都是這些年來的點點滴滴，一如

愛河文化長廊昏黃燈光

下，黑白照片裡的高雄

故事，不斷的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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⑪ 「媽媽的衣櫥」各式各樣的衣服，代表不同時
代、不同族群的人們生活在高雄大家庭裡。

⑫ 小朋友歡樂遊戲的畫面就像是電視裡正在上演
的一齣布偶戲

⑬ 從一張張「寫給高雄的明信片」，就可以看到
許多關於高雄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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