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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九、高雄市政府海洋局業務報告
日

期：1 0 8 年 4 月 2 3 日

報告人：局

長

趙

紹

廉

壹、前言
議長、副議長、各位議員女士、先生：
欣逢 貴會第 3 屆第 1 次定期大會開議， 紹廉 應邀列席提出業務報告，深感榮
幸，承蒙各位議員女士、先生對本局業務匡督與指教，使本局業務順利推動，謹
代表本局同仁表達最誠摯之謝意。
高雄市擁有獨特山、海、河、港之天然地理資源，海洋產業發展興盛。本局
主管業務包括海洋環境污染之防治及監測、海洋資源保育宣導、海洋文化教育推
廣、遊艇及郵輪產業推動、海洋休閒遊憩推廣、漁業輔導及漁民福利、漁產品行
銷、漁港管理及建設等多項工作。謹將本局各項重要業務執行情形與未來工作重
點，向 貴會提出報告，敬請支持與指教。

貳、高雄市漁業概況
一、高雄市總面積 2,952 平方公里，總人口數約 277 萬人。其中，養殖面積 3,938
公頃（39.38 平方公里）佔高雄市總面積 1.33％；另漁業從業人口數 57,583 人，
佔高雄市總人口 2.07％。
二、高雄市漁業以遠洋、近海、沿岸及養殖漁業為主，年產量約 51 萬公噸，年產
值約 325 億元，產量、產值分別佔全國 49.5％及 36％。其中，遠洋漁業年產
量約 46 萬公噸（年產值約 272 億元），佔高雄市漁業總產量 90.90％，亦佔全
國遠洋漁業總產量 83.21％，為全國第 1（表 1 至表 3）。
三、高雄市籍動力漁船 2,618 艘、漁筏 759 艘，合計 3,377 艘（表 4）。
四、本市轄內區漁會依其地理位置，由北往南依序為興達港、永安、彌陀、梓官、
高雄、小港及林園等 7 個區漁會，截至 107 年底，甲類會員 58,269 人、乙類會
員 2,032 人、個人贊助會員 8,872 人、團體贊助會員 497 人，合計 69,670 人（表
5）。
表 1：高雄市 106 年度產量（公噸）及產值（仟元）
單位

產量值

遠洋漁業
國外基地

近海漁業

本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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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岸漁業

養殖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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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噸

產量

269,792

193,173

13,115

2,188

31,051

千元

產值

19,624,308

7,556,069

1,089,738

317,356

509,320

3,962,446 32,549,919

（資料來源：106 年漁業年報統計資料整理）

表 2：各主要魚種 106 年度產量（公噸）
漁業別
遠洋漁業

大宗漁獲 第一順位 第二順位 第三順位 第四順位 第五順位 第六順位
漁獲名稱

正鰹

秋刀魚

魷魚

黃鰭鮪

大目鮪

長鰭鮪

產量

128,225

104,405

82,131

45,292

35,121

25,355

正鰹

黃鰭鮪

大目鮪

秋刀魚

長鰭鮪

劍旗魚

126,202

40,851

33,635

31,623

21,116

4,602

魷魚

秋刀魚

帶鰆科

鋸峰齒鯊

黃鰭鮪

長鰭鮪

78,354

72,782

13,984

4,567

4,442

4,238

漁獲名稱

其他海水魚類

花腹鯖

藍圓鰺

眼眶魚

正鰹

其他鮪類

產量

2,532

1,368

1,247

1,210

863

786

漁獲名稱

赤尾青

中蝦

其他海水魚類

魩仔

帶魚屬

其他蝦類

產量

597

303

155

102

77

60

漁獲名稱

虱目魚

石斑魚

尖吻鱸

吳郭魚類

白蝦

馬鮁科

產量

13,949

6,609

4,047

2,940

1,496

915

遠洋漁業 漁獲名稱
（國外基地） 產量
遠洋漁業 漁獲名稱
（本市卸售） 產量
近海漁業

沿海漁業

養殖漁業

（資料來源：106 年漁業年報統計資料整理）

表 3：高雄市各項漁業產量（值）佔全國百分比及順位
漁

高雄市

業

產量

產值

別

(公噸)

(萬元)

全國
平均單價

產量

(千元/公噸) (公噸)

產值
(萬元)

百分比
平均單價

產量

(千元/公噸) (公噸)

遠洋
462,966 27,180,380
漁業

58.7

556,412

36,542,280

65.7

近海
13,115
漁業

1,089,740

83.1

157,727

13,082,050

82.97

8.31％

317,360

145.0

26,681

4,037,500

151.37

8.20％

3,962,450

127.6

256,253

30,784,510

120.17

沿岸
漁業

2,188

養殖
31,051
漁業

合計 509,320 32,549,930

1,026,496 90,255,206

產值

噸位
產量 產值

(萬元) 順位 順位

83.21％ 74.38％

1

1

8.33％

4

4

7.86％

4

4

12.12％ 12.87％

5

5

49.53％

1

1

36％

（資料來源：106 年漁業年報統計資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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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06 年底本市籍漁船（筏）統計數量（按漁業別分）
漁業別
動力漁船
無動力舢舨
漁
筏
合 計
單船拖網

316

－

－

316

鰹鮪圍網

140

－

－

140

單船圍網

－

－

1

1

鯖鰺圍網

4

－

－

4

鮪延繩釣

821

－

－

821

魷釣

102

－

－

102

刺網

436

－

490

926

巾著網

10

－

3

13

鯛及雜魚延繩釣

13

－

123

136

一支釣

716

－

129

845

扒網（三腳虎）

32

－

－

32

漁獲物運搬

15

－

－

15

養殖活漁運搬船

2

公務用

7

－

－

7

其

他

4

－

13

17

合

計

2,618

－

759

3,377

2

（資料來源：106 年漁業年報統計資料整理）

表 5：截至 107 年底本市各區漁會會員數量（單位：人）
會員
個人會員
團體
類別
合 計
甲類會員 乙類會員 贊助會員 贊助會員
漁會別
興達港
8,160
5,234
57
2,869
永

安

5,159

4,613

546

彌

陀

5,567

3,278

91

2,198

梓

官

6,558

3,747

806

2,005

高

雄

26,128

24,306

1,011

315

496

小

港

11,258

11,108

63

86

1

林

園

6,840

5,983

4

853

合

計

69,670

58,269

2,032

8,872

497

（資料來源：各區漁會提供 107 年底會員資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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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重要業務執行情形
一、辦理海洋行政事務
辦理海洋污染防治聯合稽查－成立高雄市「海洋團隊」
為執行高雄市市轄海洋污染防治業務，本局整合軍、產、官、學等 33 個單
位成立高雄市「海洋團隊」
，推動執行本市海洋污染防治聯合稽查，不定期
執行海洋污染稽查工作，藉以嚇阻及防範海洋污染情事發生。107 年針對海
洋污染防治工作，共計執行海域稽查 39 次、陸域稽查 90 次，船舶保險專
案稽查 68 次。

執行市轄海域環境背景監測
依據「海洋污染防治法」辦理市轄海域環境監測，執行內容涵蓋本市港內、
港外海域 36 個監測站，監測類別項目有水質 27 項、水文 3 項、底質 11 項
及生態 3 項等，107 年市轄海域各監測站之監測結果，僅典寶溪出海口及愛
河口於第二季之生化需氧量未符合「海域環境分類及海洋環境品質標準」
規定，經與委託執行廠商瞭解，在第二季執行採樣時，適逢氣候炎熱水中
藻類季節性大量生長，造成水體中耗氧性有機物含量增高所致，待氣溫回
穩後將回復正常，其餘測站水質均符合法規標準。
辦理海洋污染防治－「漁船加油站海洋污染防治」考核
為防止漁港漁船加油站因人為疏失而造成港區重大污染，將於 107 年 7 月
24 日及 25 日執行 107 年度興達、彌陀、蚵子寮、前鎮、中洲、旗后、小港、
中芸等漁港加油站海洋污染現地考核，並針對高風險區域之漁港加油站，
以無預警方式先稽核水域部分再查察漁港加油站碼頭設施，更特別針對漁
港加油站之加油標準作業程序及油品溢漏之緊急應變程序實施查驗，相關
海洋污染防治績效獲輿情正面肯定在案。
辦理海嘯防災教育及宣導
為加強海嘯防災宣導，讓一般及臨海地區民眾對海嘯災害有更深的認識，
107 年分別於衛武營都會公園、中山大學、小港區社教館、燕巢區安招國小、
旗津鼓山新濱碼頭、高雄展覽館、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蚵子寮漁港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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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文化中心等地區辦理活動時進行海嘯防災教育宣導，教育宣導內容針對
海嘯常識介紹、海嘯災害防災須知及海嘯防災避難之應變原則進行講解及
問題說明，且題說明，且於活動現場發放海嘯宣導摺頁，讓民眾更深入瞭
解海嘯發生時之應變作為，對爾後防災工作更有助力。

二、辦理海洋資源保育宣導及海洋文化教育推廣
辦理「107 年度高雄市海底（漂）垃圾清除暨海洋環境教育宣導計畫」
1.海洋垃圾問題日益嚴重，已逐漸受到各方之重視與關切。為瞭解海洋垃
圾於高雄市海域之狀況，本局推動高雄市海域進行海底（漂）垃圾之調
查及清除，以期改善海洋環境，並透過辦理海洋環境教育宣導工作，向
民眾加強宣導，減少海洋垃圾之產生。
2.海保署補助辦理「107 年度高雄市海底（漂）垃圾清除暨海洋環境教育宣
導計畫」，執行項目包括海底（漂）垃圾清除 17 趟次、海洋環境教育宣
導活動 23 場次，全案已執行完竣，107 年度共清除海底垃圾約 2,935 公斤；
宣導活動累計逾 2,200 人次參與。

3.為積極推廣海洋環境教育及在地的漁業文化，結合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
共同辦理「海洋環境教育－校園巡迴列車」活動，將豐富多元的海洋知
識帶進高雄市各行政區，更深入偏遠之原鄉地區，使高雄市學齡兒童瞭
解海洋環境生態與資源保護的重要性。107 年巡迴 30 所國中、小學，總
計上課人數約有 2,100 人，全年度巡迴 30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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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陽明海運文化基金會」經營陽明高雄海洋探索館
陽明高雄海洋探索館位於旗津漁港自由長堤，展示內容包括海洋意象、文
化、環保等特色主題，深入淺出介紹藍色海洋多樣面貌，喚醒民眾對海洋
環保的意義。經本府提報交通部列為本市重要觀光遊憩區據點。107 年 1 月
至 12 月參觀人數計 41,807 人。
目前海洋探索館進行「Super Seaweed」海帶特展，並將餐桌上常見的昆布、
海帶、紫菜變身為展覽主角，從環境、飲食、遊戲、體驗，宣導民眾海帶
與海藻對地球生態的重要性！
出版「海洋高雄」期刊
為推行海洋文化及環境教育，於 93 年起陸續推出以海洋為主軸的「海洋高
雄」期刊，隨時空背景的異動，提供不同且多樣的海洋新知。因應網路時
代來臨，為使更多讀者瞭解「海洋高雄」相關知識深耕海洋環境教育，107
年 12 月份出版第 47 期「海洋高雄」電子期刊，且分別於衛武營都會公園、
中山大學、小港區社教館、燕巢區安招國小及旗津及鼓山新濱碼頭等地區
辦理活動時宣導民眾踴躍訂閱。

開放「高雄市漁業文化館」宣導本市漁業知識及文化
為提供學童戶外教學及遊客了解本市漁業產業，於前鎮區之漁民服務中心
地下一樓建置「漁業文化館」
。該館內設置鮪魚展區、魷魚展區及介紹本市
拖網、沿近海漁業、水產加工及水產養殖等漁業產業展區，透過展示品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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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覽簡介使社會大眾更加了解台灣整體漁業現況、漁業產業、漁業與生活、
科學關係等知識，並對本市整體漁業產業文化之發展及重要性有更進一步
之瞭解；目前已建置「高雄市漁業文化館線上環景導覽系統」
，使民眾無論
何時何地皆可以用網路於線上參觀文化館，更廣泛推廣海洋、漁業文化教
育。

三、推動遊艇產業
辦理「台灣國際遊艇展」推動本市遊艇產業
「2018 台灣國際遊艇展」已於 107 年 3 月 15 日至 3 月 18 日假高雄展覽館
及亞灣遊艇碼頭、嘉信 22 號遊艇碼頭展出，本屆共 170 家廠商，使用 1,000
個攤位，並有 9 國或地區計 25 家廠商參展，室內及水上展示 65 艘遊艇，
計有國內外買主及參觀者 20,821 人，現場成交遊艇數為 15 艘、後續洽談中
20 艘、總成交金額達 7 億元。本展為國內遊艇及相關設備之專業展覽，並
為亞洲地區遊艇採購交易平台有效帶動台灣遊艇產業及觀光旅遊、會展產
業之發展。為持續推動遊艇展覽業務，有關第四屆台灣國遊艇展訂於 109
年 3 月 12-15 日辦理，目前進行徵展作業中。

提供遊艇完善停泊環境
1.目前本市鼓山及興達漁港，總計可提供遊艇泊位 39 席。為利有效管理及
利用遊艇席位，特別將鼓山漁港遊艇泊區劃設為「鼓山漁港遊艇遊憩專
用區域」，現皆呈停滿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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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協調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高雄港務分公司（以下簡稱高港分公司）釋
出高雄港碼頭用地招租，繼媒合亞灣遊艇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向高港分公
司租用高雄港 22 號碼頭北側水域設置「亞灣遊艇碼頭」之後，嘉信遊艇
股份有限公司亦於南側設置「嘉信 22 號遊艇碼頭」，107 年 3 月 9 日正
式啟用，可增加高雄遊艇泊地（兩地計可提供約 55 席泊位）並有助提升
高雄遊艇遊憩意象。
3.另為提供更多遊艇泊位，臺灣港務公司於愛河灣水域（13-15 號碼頭）規
劃興建遊艇碼頭區域，將由該公司投資興建擋浪堤，提升該處水域穩靜
度，後續整體泊位將由投資廠商進行設計規劃及興建。

國際遊艇產業合作
「2018 全球港灣城市論壇」於 107 年 9 月 25 日至 27 日假高雄展覽館圓滿
辦理完畢，本屆有 25 國、65 個港灣城市代表出席，共吸引 1200 人報名，
並因首創青年論壇、展覽商洽區，總共吸引超過 5,500 人次與會。本次論壇
海洋局主責海洋經濟之遊艇產業議題場次 4 位講者精彩發表，高朋滿座，
頗受好評；另透過接待羅德岱堡市長 Dean Trantalis、新加坡 SUTL 集團 Arthur
Tay 主席與澳洲 Marina Industries Association（MIA）主席 Andrew Chapman
等外賓，達成簽訂姐妹市、促進臺灣遊艇休閒產業國際交流與愛河灣遊艇
碼頭開發案招商等目標。
四、推動高雄郵輪產業
提升郵輪旅客接待環境
郵輪停靠高雄港，108 年預報 30 航次，預計進出港旅客 2.7 萬人次目前持
續增加中。高雄港埠旅運中心（18 至 21 碼頭）由臺灣港務公司建設中，預
計於 108 年底完工，109 年 1 月啟用，屆時高雄港可同時停泊兩艘 22.5 萬噸
的郵輪，每小時可提供 2,500 位郵輪旅客通關服務。另為提升郵輪旅客通關
服務品質，本局與文藻外語大學合作執行「2018 高雄港郵輪旅客服務計
畫」，辦理志工培訓課程 2 梯次，派遣具外語專長之學生志工至 9 號碼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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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協助國際郵輪旅客進行岸上觀光，且籌組跨局處工作群組（line），
與臺灣港務公司、本府交通局及高雄銀行等單位共同處理：｢計程車載客服
務、增設 ATM 及維護人工兌幣機制、提供旅客一卡通及接駁專車｣等服務。
行銷推廣高雄郵輪航程
107 年度麗星郵輪推出 16 航次高雄母港航線，前往沖繩、宮古島及澎湖等
地，展開 3-6 天不等的旅程，本局積極輔導業者行銷宣傳，包含協助業者辦
理記者會，刊登媒體廣告、媒介業者辦理產品說明會、拍攝宣導短片等，
讓市民認識郵輪觀光產業，拓展中南部郵輪市場，落實高雄郵輪母港政策。
107 年下半年度與港務公司合作，針對高檔國際郵輪威士特丹號，辦理迎賓
送客以及推廣岸上深度旅遊等活動。另外，也與港務公司合作辦理麗星郵
輪物流採購推介會，輔導優質水產品廠商了解國際郵輪物流市場。

辦理郵輪人才培訓課程
與臺灣港務公司合作，於 2018 年辦理國際郵輪服務人員培訓課程，高雄場
7/6-7/8 開課 （7/6-7/7 蓮潭會館，7/8 登麗星郵輪-寶瓶星號），培訓約 50 人
次。輔導更多在地人才登輪服務，透過第一線與旅客接觸，介紹高雄並吸
引更多國際郵輪旅客來訪，促使航商開闢更多高雄母港航線。

五、推動海洋休閒遊憩活動及海洋產業
免費開放西子灣南岬頭沙灘供民眾賞景
為提供民眾欣賞西子灣美景空間，經本府爭取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南區分署
同意代管西子灣南岬頭沙灘，107 年 1 至 12 月計有 231,257 人次前往賞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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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2018 前瞻海洋新興科技提升競爭力」論壇
為提昇海洋科研創新能量，推展海洋新興科技，經行政院科技會報指導，
於 107 年 1 月 6 日與前瞻社在蓮潭國際會館共同主辦「2018 前瞻海洋新興
科技－提升競爭力」論壇，吸引 450 位產官學菁英研討海洋科技產業未來
發展趨勢，為高雄市邁向海洋城市開創全新願景。
推動「2018 高雄國際海事船舶暨國防工業展」
為讓國人瞭解我國優秀精湛的海事船舶技術以及國防工業科技能量，台灣
區造船工業同業公會訂於 107 年 9 月 27 日至 30 日假高雄展覽館舉辦第二屆
「高雄國際海事船舶暨國防工業展」，計有 79 家廠商參展，使用 493 個攤
位，辦理 5 場研討會、16 場產品發表會，總計參觀人數 28,500 人。展覽將
以產業聚落形式展現五大主題，包含國防展示區、船舶機械展示區、海洋
工程展示區、通訊航儀區、綠能展示區。籌辦期間本局積極協助公會召開
協調會議，並與各機關單位進行溝通，提供辦展所需各項補助、宣傳。
六、漁業輔導及漁民福利
輔導漁業永續發展
1.辦理自願性獎勵休漁
依據「自願性休漁實施作業要點」規定，配合執行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
業署（下稱漁業署）獎勵休漁計畫，在海洋魚類資源有限、魚價跌落或
油價高漲時期，提供漁民選擇休漁之另類經營方式，避免投入過多生產
成本造成虧損且也無助於資源復育，藉由獎勵休漁措施，鼓勵漁民調整
作業時期，減少生產成本支出，增加經營彈性，107 年度漁船獎勵休漁，
於 107 年 1 月至 12 月份受理申請，審核符合資格者合計 10,26 艘，由漁
業署核發獎勵金額共計 1 億 8,530 萬 600 元整。
2.持續輔導漁船幹部船員參加訓練講習
本局持續輔導欲上本市籍漁船筏工作船員，參加基本安全訓練班，並協
助船長 12 公尺以上之漁船，依規定編足幹部船員，遇有不足個案，輔導
合格者申請代理或立即向漁業署遠洋漁業開發中心完成報名參訓。
辦理產銷班考核及評選作業
依「農業產銷班設立暨輔導辦法」規定，本局 107 年 5 月 28～30 日邀集行
政院農委會水試所專家組成評鑑小組，假輔導單位對本市轄 22 個產銷班進
行審查，完成產銷班評鑑複評工作。
辦理產銷班參加「107 年績優漁業產銷班」選拔
為加強輔導漁業產銷班組織企業化、資訊化、制度化，以創新經營理念，
有效提高漁業生產率及競爭力，發揮領航示範效果，海洋局積極輔導所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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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銷班參加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舉辦「107 年績優漁業產銷班」選拔，
本次在全國 281 個漁業產銷班中，經漁業署評選出 4 班（雲林縣、屏東縣
及高雄市）績優漁業產銷班，高雄市獲選 2 班（永安區水產養殖產銷班第 9
班及第 10 班），佔全國半數實屬難得，成績亮眼，此亦是高雄市連續 4 度
蟬聯獲選績優漁業產銷班，成績斐然。
辦理漁會年度考核工作
1.依「漁會考核辦法」規定，主管機關應於每年 6 月 30 日前，邀請有關機
關及上級漁會辦理漁會會務、業務及財務年度考核，並評定成績。
2.本局會同本府財政局及全國漁會，於 107 年 5 月 7 日至 10 日至各區漁會
辦理 106 年度漁會考核評定工作，考核結果小港區漁會、彌陀區漁會考
列優等，另興達港、高雄、永安、梓官及林園等 5 間區漁會均考列為甲
等。
辦理養殖漁業放養量申（查）報作業
1.依「養殖漁業放養量申報作業及審查辦法」規定，輔導養殖業者於 5 月
31 日前至所屬區公所辦理放養量申報，並於完成養殖戶申報程序後，由
本局查報人員至魚塭進行放養量現地查報作業。
2.本市每年於 1 月至 5 月辦理放養量申報作業，經統計目前本市陸上養殖
魚塭口數 12,374 口，放養量調查口數 11,757 口，放養量調查率約達 95.01
％。
辦理未上市水產品產地監測
1.針 對本 市未 上 市養 殖水 產 品辦 理產 地 監測 工作 ， 檢驗 項目 包 括藥 物殘
留、重金屬及農藥等，抽驗魚種包含石斑魚、午仔魚、鰻魚、吳郭魚、
虱目魚、鱸魚、蝦類、甲魚等。
2.107 年預計抽驗 350 件，實際依漁業署提供採樣名單至養殖魚塭共抽驗 353
件，並依規定將樣品送交漁業署指定單位檢驗。
辦理水產飼料管理計畫
1.為提升水產飼料品質及衛生安全，針對本市進口及國產魚、蝦水產飼料
進行採樣抽驗。
2.107 年度漁業署核定抽驗 91 件（檢驗項目為一般成分 39 件，藥物殘留 39
件，三聚氰胺 1 件，瘦肉精 3 件，農藥 1 件，重金屬 3 件，賀爾蒙 3 件，
戴奧辛多氯聯苯 2 件），實際完成抽驗 91 件，並將樣品送交漁業署指定
之單位化驗飼料中飼料登記成分。
辦理岡山魚市場遷建作業
1.由於岡山魚市場空間不足，魚貨拍賣建物結構老化，且多處水泥脫落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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筋裸露，安全堪慮；為解決岡山魚市場場域不足，並同時有效改善岡山
區嘉新西路附近交通紊亂、環境衛生及噪音等問題，本局刻正積極推動
岡山魚市場遷建。
2.岡山魚市場遷建作業分為「土地徵收」及「建物興建」二部分。有關土
地徵收部分，業於 105 年 9 月 12 日完成；另有關建物興建部分，已於 106
年 10 月 28 日動工興建迄 108 年 3 月 1 日進度達 96％，預計 108 年 5 月底
完工。
3.為配合遷建作業推動，海洋局邀集岡山魚市場公司及承銷人代表定期召
開「遷建小組會議」，迄 108 年 3 月已召開 17 次會議，完成議案 20 案。
辦理動力漁船保險補助作業
依據「高雄市動力漁船保險補助自治條例」規定，辦理本市籍 100 噸以下
漁船保險，107 年 1-12 月共計 134 艘次投保，補助保險費共計 364 萬 5,113
元。
辦理漁業災害救助
1.農委會 107 年 8 月 25 日公告本市為 107 年 0823 熱帶低壓水災農業天然災
害「現金救助」及「低利貸款」地區，自 107 年 8 月 26 日至 9 月 4 日止，
受理申辦現金救助及低利貸款。
2.現金救助項目及額度：
石斑：每公頃救助 38 萬元。
觀賞魚（錦鯉類）室外魚塭：每公頃救助 30 萬元。
鰻魚：每公頃救助 36 萬元。
其他養殖種類：每公頃救助 11 萬 5,000 元。
3.總計核准 102 件（湖內區 2 件、茄萣區 2 件、永安區 58 件、路竹區 21
件、彌陀區 1 件、阿蓮區 17 件、林園區 1 件），核撥總金額 2,044 萬 2,504
元。
輔導漁會辦理老漁津貼發放作業
依據「老年農民福利津貼暫行條例」規定，輔導漁會辦理該項津貼發放作
業，107 年 1-12 月共計核撥 2 億 1,808.6 萬元。
擴大漁業服務，提升服務品質
1.外籍船員管理
107 年 1 月至 12 月份受理遠洋漁船僱用外籍船員報備 1,569 艘次，外籍船
員計 8,728 人次；其中受理僱用外籍船員搭機入境保證函 476 艘次，外籍
船員計 2,482 人次。
2.漁業經營管理－107 年 1 月至 12 月份辦理各項漁業證照及相關補助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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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
辦理漁業執照核（換）發、建造、改造、改裝等 1,358 件。
核發漁船配油手冊 487 件。
核處漁船（員）各類違規計 31 件。
執行漁筏定期檢查及特別檢查 259 件。
補助高雄區漁會漁業專用及通訊電台營運經費 100 萬元。
3.漁船船員管理－107 年 1 月至 12 月份辦理漁船船員管理事務如下：
核發漁船船員手冊 6,755 件及外籍船員證 322 件。
辦理前鎮漁港遠洋漁船原船大陸船員安置計 237 艘次共 661 人次；暫置
管理計 145 艘次共 247 人次。
核發大陸船員識別證 45 張。
辦理漁船船員經歷證明及職務代理共 443 件。
4.核發陸上魚塭養殖漁業登記證：
至 108 年 2 月底，本市核發陸上魚塭養殖漁業登記證 2,354 張，面積 2,654.26
公頃，戶數 2,350 戶。
建設海水養殖基礎設施
為改善本市養殖漁業進排水設施，確保養殖產業發展，本局 107 年辦理永
安養殖漁業 生產區魚塭 土溝及土堤 道路改善工 程、養殖區 排水路清淤工
作，將可改善養殖漁業生產區與魚塭集中區排水路，提高本市養殖生產區
內之養殖生產量與養殖環境安全。
規劃養殖漁業天然災害保險
1.極端氣候造成天然災害頻率及強度增加，養殖漁業飽受豪雨、寒害等天
然災害威脅，政府目前雖以現金救助、補助及低利貸款來彌補漁民之損
失，但補助金額有限，漁民仍無法弭平損失。
2.為解決養殖漁業天然災害，水產物損失勘查及認定爭議，本局與臺灣產
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共同規劃「高雄地區降水量參數養殖水產保險」，
以永安及彌陀區為試辦地區，承保魚種包括龍膽石斑、龍虎斑、青斑、
鱸魚及虱目魚，保險期間自 107 年 5 月 1 日起至 108 年 5 月 1 日止，計
19 戶養殖戶完成投保生效（漁業署、本局及投保漁民各分擔三分之一保
險費）。
3.另針對寒害部分，漁業署請富邦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研發「富邦產物
溫度參數養殖水產保險」，計有石斑魚及虱目魚等 2 項保險商品：
石斑魚：
承保區域包括嘉義、臺南、屏東及高雄，承保魚種為龍膽石斑、龍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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斑及青斑之成魚養成階段，保險期間為 107 年 11 月 1 日至 108 年 3 月
15 日止，本市計 61 戶養殖戶完成投保生效（由漁業署、本局及投保漁
民各分擔三分之一保險費）。
虱目魚：
承保區域包括彰化、雲林、嘉義、臺南、屏東及高雄，承保魚種為龍
膽石斑、龍虎斑及青斑之成魚養成階段，保險期間為 107 年 11 月 1 日
至 108 年 3 月 15 日止，本市計 23 戶養殖戶完成投保生效（由漁業署、
本局及投保漁民各分擔三分之一保險費）。
規劃防寒設施應用在養殖經營管理，降低寒害災損
本局 108 年度執行「防寒設施在水產養殖應用示範及推廣活動計畫」，總
經費新台幣 330 萬元（台電公司興達電廠捐助 300 萬元、本局配合款 30 萬
元），遴選茄萣、永安、彌陀地區共計 16 位養殖示範戶，以鼓風機為基礎
設備，透過加熱裝置將溫暖空氣打入魚塭底層，經由水體交換達到保溫抗
寒效果。後續視試驗結果，將最佳防寒效能設施推廣宣導予養殖戶使用，
以協助提升養殖漁業於寒流低溫期間抗寒能力，降低寒害災損，研究成果
預計 108 年 12 月底完成。
七、「高雄海味」漁產品推廣行銷
拓展國內外市場
1.結合台灣區冷凍水產工業同業公會參加國際性專業食品（漁產品）展覽
會，主打高雄海味品牌，於現場以產品展示及試吃品嚐等型式，推廣高
雄 5 寶及台灣鯛等漁產品，以提高本市優質漁產品優質形象，開拓本市
大宗魚貨之國際市場。
2.107 年度參與 8 場次專業性食品展覽會，總訂單總約計達 1.5 億美元：
2018 東京食品展（3 月，創造業績 189 萬美元）、
2018 北美海產品展（3 月，創造業績 4,242 萬美元）、
2018 全球海產品展（4 月，創造業績 4,619.4 萬美元）、
2018 泰國食品展（5 月，創造業績 154 萬美元）、
2018 台北食品展（6 月，創造業績 902.1 萬美元）、
2018 高雄國際食品展（10 月，創造業績 168 萬美元）、
2018 中東與非洲海鮮展（9 月，創造業績 542 萬美元）、
2018 中國國際漁業博覽會（11 月，創造業績 1,580 萬美元）。
3.108 年預計參加日本－東京國際食品展、美國波士頓－北美海產品展、比
利時－全球海產品展、中國上海國際食品展、香港－亞洲海鮮展、中國
青島－中國國際漁業博覽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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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路拓展
1.全家便利商店（網路預購）：
於全家便利商店網路得購買本市永安區漁會之三杯龍膽石斑、糖醋石斑
魚、蘇班長安心石斑珍珠龍膽嚴選浦燒及珍珠龍膽自慢薄鹽燒、梓官區
漁會魷魚串及一口烏魚子等各式水產品。
2.全家便利商店：
全家便利商店推出超市新店型，於台南以南之全家超市型店鋪中販售本
市 優 質 高 雄海 味 商 品 ，首 推 來 自 本市 蚵 子 寮 漁港 梓 官 區 漁會 之 現 撈 小
卷、鱸魚片及薄鹽鯖魚等新鮮冷凍商品。

3.拓展台閩水產品通路：
108 年 2 月 11 日促成福建閩台農產品市場採購 60.52 噸白帶魚及午仔魚至
福建省南安市石井港，其中 47.52 噸為高雄遠洋冰鮮白帶魚價值 7.6 萬美
元（約新台幣 236 萬元）。
4.漁產直送福建平潭，開闢常態航線：
高雄農漁產品直送福州平潭共計 2 艘次，其中漁產品共計 1,048 公噸，4,747
萬元，包括高雄冷凍魷魚、秋刀魚及白帶魚等，並將開闢常態航線。
 1 月 19 日首航農漁產品計 500 噸、新台幣 2,200 萬元，其中漁產品 376
噸，新台幣 1,681 萬元。
 2 月 23 日第 2 艘次農漁產品計 775.5 噸、新台幣 3,567 多萬元，其中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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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 672 噸，新台幣 3,066 萬元。
辦理海洋文化節慶活動
1.為推廣一區一特色，本局輔導區漁會辦理海洋文化節慶，且為整合地方
資源，特邀集各區漁會與該區公所共同辦理，以提高推廣效益。
2.107 年度海洋文化節慶活動，預計將舉辦茄萣區（興達港）
「烏魚文化節」
、
永安區「石斑饗鮮季」、彌陀區「虱目魚節」、梓官區（蚵子寮）「梓耀漁
樂海鮮節」及高雄區「雄海味鱻饗市集」等活動。

爭取地方產業發展基金，推動彌陀產業升級
1.為協助彌陀區漁民、產銷班及在地業者打造「海味漁鄉－虱想起」新產
業形象，將彌陀最具特色之虱想起產業整體行銷推廣，特向經濟部爭取
補助 400 萬元，本局配合款 200 萬元，辦理「高雄市彌陀區虱目魚虱想起
海味漁鄉產業輔導計畫」。
2.本計畫執行期間 3 年（105 至 107 年），以「虱目漁鄉．海味彌陀」作為
串連主軸，結合在地漁會與在地產業。完成開發創新產品 5 大項、特色
伴手禮包裝設計 10 家、魅力店家空間氛圍營造 10 家、辦理國內外行銷
展售活動 6 場、推動社區在地低碳遊程 10 場次、校外觀摩活動 10 場次、
彌陀區 5 處亮點營造等豐碩成果，成功提升彌陀區在地產業升級。
辦理高雄市水產品相關認證輔導及抽驗計畫
1.水產品相關認證輔導：
產銷履歷及溯源水產品認證輔導：
107 年度委託環虹錕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辦理高雄市水產品產銷履歷
驗證輔導計畫，輔導本市養殖業者取得產銷履歷資格新增 11 戶（目前
已累積輔導 99 家），及輔導申請臺灣水產品生產追溯業者新增 78 戶
（目前已累積輔導 184 家），以提升本市食品衛生安全。
清真水產品認證輔導：
107 年度辦理清真產品認證輔導，已輔導 5 家業者，完成 28 項以上水
產品取得清真認證；108 年度將持續輔導 5 家業者，預計完成 20 項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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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認證。
2.產銷履歷及溯源水產品等抽查檢驗：
辦理強化產銷履歷與驗證水產品輔導管理計畫：
107 年度會同財團法人台灣養殖漁業發展基金會，查核台灣優良水產品
（CAS）標示檢查 16 件、產銷履歷水產品標示檢查 12 件及有機水產品
（藻類）標示檢查 2 件。
辦理強化溯源水產品安全管理與宣導推廣計畫：
107 年度會同財團法人台灣養殖漁業發展基金會辦理臺灣水產品生產
追溯標章水產品稽查，執行查驗 8 件，檢驗結果皆符合規定。
辦理學校午餐聯合稽查行動計畫
1.本局目前已輔導本市養殖業者取得產銷履歷資格 99 家及臺灣水產品生產
追溯業者 180 家，並將廠商名單提供給教育局作為營養午餐廠商採購參
考。
2.為配合行政院「107 年學校午餐聯合稽查專案地方政府聯合訪視及稽查行
動計畫」，本局聯合農業局、教育局（營養師）及衛生局（所）到校進
行「學校午餐驗收作業流程及人員行政管理」、「學校午餐驗收紀錄及
食材登錄情形」等工作。
3.第一階段訪視及稽查期程，自 107 年 3 月 19 日起至 4 月 26 日止，至本市
旗山、美濃、六龜、那瑪夏等各區之國中、小學進行校園食材聯合稽查；
本局抽驗新威國小（旗魚片）、內門國中（柳葉魚）、杉林國中（烏魚
丁）、杉林國小（鯛魚丁）、梓官國中（旗魚片）、茂林國中（蛤蠣）、
嘉興國小（白蝦仁）、壽天國小（烏魚丁）、大社國中（花枝）、溪埔
國中（魷魚圈）、文華國小（鮪魚丁）、中庄國小（旗魚丁）及翁園國
小（旗魚丁）等計 13 項國產生鮮水產品，並送中央畜產會檢驗，檢驗結
果尚符合規定。
4.第二階段訪視及稽查期程，自 107 年 10 月 1 日起至 11 月 30 日止，至本
市前鎮、左營、楠梓、岡山、湖內、路竹、新興等各區之高中、國中、
小學進行校園食材聯合稽查；本局抽驗愛群國小（蛤蠣）、前鎮國中（虱
目魚柳肉、蛤蠣）、左營國小（蛤蠣）、莒光國小（小卷圈）、楠梓特
教（鯛魚丁）、竹圍國小（花枝條）、海埔國小（柳葉魚）、路竹高中
（虱目魚柳）、新興國小（台灣鯛魚片）等計 10 項國產生鮮水產品，並
送中央畜產會檢驗，檢驗結果尚符合規定。
八、漁港管理
本市所轄漁港 16 處，除例行漁港環境清潔維護工作外，並持續執行長期占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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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區之廢漁網、大型物料等廢棄物及貨櫃、違規搭建棚架之拆除、排除工作，
還原港區原有環境空間及秩序。另為維持傳統漁業基本需求，改善漁港老舊
設施，積極向中央爭取經費補助，以維持漁港正常運作機能，期建構本市漁
港除維護傳統漁業功能外，轉型兼具觀光、休閒、文化、教育的「多功能漁
港」。本局目前推動重大漁港管理工作臚列如下：
推動興達漁港整體開發計畫
為活化興達漁港，該港整體劃定「近海泊區」、「海洋觀光遊憩區」、「修造
船產業區」及「高雄海洋科技產業創新專區」四大分區為開發主軸，多元
使用、分區活化，其中創新專區為經濟部能源局為配合中央再生能源發展
政策，爭取前瞻基礎建設計畫，並以「一區三中心」之概念，其中海洋工
程區，建置在地化離岸風電水下基礎組裝廠，建立在地化供應能力，帶動
地方傳統產業加值，能源局已於 107 年 2 月 14 日公告高雄海洋科技產業創
新專區海洋工程區土地標租案，已於 3 月 20 日辦理評選，由中鋼公司得標，
並於 4 月 15 日舉辦開工典禮，預定 108 年 12 月完工，截止 108 年 2 月 27
日工程進度 68.5％，預定 109 年開始生產套筒式水下基礎，每年 50-60 座。
三中心為建置在地化離岸風電海洋科技工程人才培訓及驗證中心、海洋科
技產業創新研發中心及海洋工程創新材料研發及認證中心，預計投入建設
經費 43.6 億元，另海洋工程區民間投資 34.21 億元，以興建離岸風電水下
基礎設施廠房、重件碼頭及新建辦公大樓。執行期程自 106 年至 109 年，
以上政府及民間投資，總經費 77.81 億元，預計產值至少每年超過 150 億元，
創造就業超過 2,000 人。

辦理漁港區清潔維護及綠美化工作
1.為提升本市漁港管理及清潔維護品質，本局 108 年度編列公務預算，同
時爭取漁業署委辦之清潔維護計畫合計新台幣 1,715 萬元，辦理本市各漁
港港區環境清潔維護工作。加強漁港景觀公廁清潔維護，提供漁民及遊
客優良使用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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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為加強各漁港環境清潔與景觀維護工作，持續辦理港
區植栽之養護，本局 107 年度分別於白砂崙、旗津、鼓山、前鎮、中芸、
小港等漁港進行港區環境綠美化工作，總計新 種植達 7,824 株矮牽牛、
馬櫻丹、矮仙丹、百日草、九重葛、撒金變葉木、一串紅等樹苗，並加
強既有植栽撫育工作。

辦理本市轄各漁港浮木、漂流物清除處理工作
為因應颱風、豪雨侵襲後大量浮木、漂流物等流入漁港港區內，107 年度向
市府申請動支災害準備金 580.7 萬元，辦理「107 年度高雄市轄各漁港浮木、
漂流物清除處理工作（開口契約）」，以維護港區及漁民生命財產安全。截
至 107 年 10 月 16 日止，本市漁港已清除漂流木計 1,790 公噸，今（108）
年度仍將持續辦理。

辦理漁港區不明物資及無籍船筏強制清除工作
鑑於本局近年來針對本市轄管漁港執行港區不明物資及無籍船筏強制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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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成效良好，且為加強港區秩序及維護漁港環境觀瞻，並避免登革熱病
媒蚊孳生，本局持續辦理港區廢棄物清除工作；另為避免無籍船筏遭非法
利用，並維護有籍船主停泊之權益，本局亦針對港區無籍船筏執行強制清
除工作，有效解決該等船筏長期佔用船席之問題。

辦理奬勵廢棄漁網回收再利用計畫
為降低高雄市漁港區域內廢棄漁網任意棄置，並避免廢棄漁網隨意抛棄污
染海洋環境，因此本局於 107 年度試辦本市廢棄漁網回收獎勵計畫，宣傳
並鼓勵漁民將不堪使用之廢棄漁網進行回收、秤重、登記以兌換獎勵品（每
10 公斤即可兌換 100 元之全家超商禮物卡）
，用以提高廢棄漁網回收比率、
強化漁民廢棄漁網再利用觀念，並推廣廢棄漁網回收後之多元用途，使得
正確環保觀念能夠在日常中落實。

本年度獎勵回收廢棄漁網之所有禮卷已於今年 10 月 25 日全數兌換完畢，
所有廢棄漁網之總回收量約為 55.32 公噸，目前已公開標售予回收廠商進行
後續再生處理，成果斐然。另外以往回收後之漁網大多直接送進焚化爐，
為擴大回收 廢棄漁網之 效益及多元 用途，本局 更進一步公 告開放學術單
位、農民或藝術工作者等免費索取。
為表揚高雄市各區漁會全力配合本市廢棄漁網回收計畫，107 年 11 月 30 日
特舉辦廢棄漁網回收暨再利用宣導計畫頒獎儀式暨成果發表會，頒發感謝
盃給高雄市各區漁會代表、以及中華藝術學校與東海大學等，以表揚漁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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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推動此次廢棄漁網回收計畫，並感謝學術單位對廢棄漁網創意藝術的
推廣。發表會上並介紹與展示多件廢棄漁網創意作品，包括中華藝校利用
本局回收的廢漁網在「2018 高雄瘋藝夏」活動中，透過風車創意船形的意
象，加上補夢網的概念，創作出「勇往直前、收獲滿滿」的環境裝置藝術；
以及東海大學阿信老師利用廢棄漁網創作公共藝術發表於該校「東海大學
國際公共藝術創作營」之作品模型等，成果令人驚豔。

九、漁業建設
辦理本市各漁港修建及景觀再造，本市計有前鎮漁港等 16 處漁港及養殖漁業
生產區與集中區，107 年 1 月至 12 月賡續辦理漁港設施新建及維護、漁港疏
濬及景觀綠美化工程共計 36 件，爭取中央委辦及補助經費為 12 億 6,435 萬元，
本市自籌經費為 5 億 8,419 萬元，總計工程經費為 18 億 4,854 萬元。工程項目
如下：
1.岡山魚市場新建工程
2.蚵子寮魚貨直銷中心新建工程
3.中芸漁港東防波堤延長（二期）
4.LNG 海水管線擴充工程（石斑路）
5.白砂崙漁港北碼頭面修復工程
6.中芸漁港疏浚工程
7.前鎮漁港防舷材汰換工程
8.南星計畫西海堤災損復建工程
9.高雄市永華養殖漁業生產區共同給水管線設置工程
10.高雄市永安區新港海堤防汛道路改善工程（第二期）
11.彌陀漁港周遭海岸環境改善工程
12.興達漁港水環境改善計畫-興達碼頭水岸環境及親水設施營造（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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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中芸漁港整補場及港區環境改善工程設計監造工作
14.永安養殖漁業生產區魚塭土溝及塭堤道路改善工程
15.中芸漁港設施改善工程
16.中芸漁港東防波堤延長第二期對鄰近海岸地形影響評估工作
17.中芸漁港避風泊地碼頭改善工程
18.107 年度高雄市養殖漁業生產區排水路清淤工作
19.彌陀漁港疏濬工程
20.彌陀漁港舊泊區及海岸光廊環境及親水設施營造
21.中芸整補場及港區環境改善
22.蚵子寮漁港南防波堤延長及景觀改造
23.蚵子寮漁港碼頭及景觀改造
24.興達港碼頭水岸環境及親水設施營造（第二期）
25.中洲漁港老舊碼頭、疏浚及景觀營造
26.小港臨海新村漁港景觀改造計畫
27.高雄市興達漁港港池疏浚工程
28.107 年度林園魚市場設施改善工程
29.前鎮漁港輸銷歐盟卸魚場之衛生安全改善工程
30.公告養殖區農路工程
31.前鎮污水處理廠整修工程
32.旗津海洋探索館整修工程
33.旗津漁港大汕頭船渠遮陽棚改善工程
34.彌陀海洋光廊公廁整修工程
35.林園區魚市場大樓屋頂地坪及窗框外牆防水改善工程
36.蚵仔寮漁港疏濬工程

肆、未來工作重點
一、發展海洋產業、強化漁業根基
辦理國際遊艇展，推動遊艇產業發展
籌辦「2020 台灣國際遊艇展」，拓展台灣遊艇產業實力，加強國際行銷及
傳達高雄國際海洋城市，遊艇友善之都意象，打造高雄成為亞洲遊艇製造、
銷售及展覽中心。
營造遊艇活動友善環境
持續與交通部航港局、海洋委員會海巡署、高港分公司合作，針對限制遊
艇活動法規鬆綁，簡化進出港及申請作業程序。使遊艇活動更為普及，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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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市民更多親水遊艇活動空間及活動。
持續推動水域休閒遊憩活動
釋出興達漁港水域資源作為本市重要水上休閒遊憩活動區域，結合產、學
界水域活動 之業者及學 校共同推動 各類水域休 憩活動，培 育水上運動人
才，建擘水域休閒及訓練活動基地。
推展「郵輪母港」政策
搭配高雄海空雙港優勢，以及亞洲新灣區建設成果，配合高雄港埠旅運中
心興建進度與臺灣港務公司、業者及市府相關局處合作，積極開闢高雄港
郵輪航程，促進本市郵輪產業經濟。
推動本市船舶產業發展
協助推動「2020 高雄國際海事船舶暨國防工業展」，藉此增進國人對海事
船舶產業之認識，並創造全球產業鏈合作機會，共同開拓國內外市場龐大
商機，提升本市產業發展能量。
港市合作共創愛河灣遊艇基地
因應遊艇展後帶動國人採購遊艇風潮，為擴增高雄市遊艇泊地，與臺灣港
務公司合作規劃於愛河灣興建遊艇碼頭，提供友善遊艇停泊環境並帶動遊
艇產業內需市場。
加強推動興達漁港整體發展
1.已獲核定前瞻基礎建設計畫之水環境計畫，辦理興達漁港近海泊區碼頭
暨景觀綠美化親水休閒設施改造工程。
2.為利用高雄市既有的海洋工程、金屬及造船等產業優勢，開發爲離岸風
電機組水下基礎基地，中長程則視海洋科技研發及產業需求，適時引進
相關新興產業，並將結合台南沙崙綠能科學城及南科路竹園區形成綠能
科技廊帶，未來可提升本市加值型產業並將台灣發展為亞洲綠能重要生
產基地。
永續海洋漁業
1.持續辦理本市漁業永續發展政策規劃
為更深入及精進策劃本市漁業永續發展，將持續邀集各地漁業者、漁會
團體等舉辦座談會，廣泛聽取建言，供作研擬本市漁業永續發展之未來
藍圖及施政參考。
2.輔導沿近海漁船業者轉型，改以兼營娛樂漁業、一支釣，朝休閒漁業、
觀光及娛樂等多元化方向發展，期能調整本市沿近海漁業結構，達成漁
業永續利用之政策指標。
3.積極維護漁民公海作業權益，持續協助輔導遠洋漁業合作，拓展本市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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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漁船作業漁場；推動責任制漁業，宣導業者遵守國際管理規範。
持續推動完成岡山魚市場遷建
岡山魚市場遷建工程於 106 年 10 月動工興建，預定於 108 年 5 月底完工，
108 年 9 月底完成搬遷。岡山魚市場完工搬遷後，將可為本市魚貨主及承銷
商提供一個價格穩定、衛生、安全之交易環境，且該魚市場與梓官家禽市
場及岡山肉品市場毗鄰，屆時可建立一個南臺灣最大之農產品批發市場。
持續辦理養殖漁業生產區及魚塭集中區基礎設施建設
為營造本市養殖漁業生產區及集中區之優質養殖環境，將持續爭取漁業署
經費，辦理永安及彌陀養殖區供水及排水改善工程，俾利養殖產業永續推
動。
推動養殖漁業天然災害保險制度
因應近年全球氣候變遷，輔導本市養殖漁民參與「降水型」及「溫度型」
養殖漁業保險，轉嫁損失，分散鉅額災損，保障養殖漁民投資、穩定市場
魚貨供需及維持產地價格。
二、推動漁業加值、加強行銷推廣
結合地方特色建立養殖漁業品牌
本市永安區為石斑魚故鄉，彌陀區為虱目魚故鄉，其養殖水產品皆為我國
著名水產物，並具有其獨特性及生產規模，藉由品牌建立與地方產業特色
結合，並透過調查各年度預估生產量、規劃產銷通路，可使該二區養殖產
品與其他縣市有所區隔，提高產品價格與競爭力。
落實養殖漁業放養量申報及查報作業
配合中央預估年度養殖漁業總產量，預判國際養殖水產品需求及競爭國家
年度生產量，對於養殖戶提出預警，並輔以冷凍倉儲，對於全國養殖水產
品作計畫性生產，以確保漁民權益。
輔導漁會研提計畫爭取中央經費建設漁村產業
輔導各區漁會拓展區內產業環境，爭取經濟部地方產業發展基金或行政院
農業委員會農村再生基金，辦理沿海各區在地特色產業行銷輔導與產業升
級推動發展計畫，改善漁村景觀並發掘漁村文化特色。
輔導養殖業、加工業及漁會共同成立漁業觀光工廠
本市永安及彌陀區計有 4 處養殖漁業生產區與 1 處養殖集中區，養殖面積
計 1,550 公頃，將媒合養殖漁業與水產加工產業並配合導入觀光資源，輔導
永安及彌陀區漁會與當地水產加工業者轉型具漁業特色之觀光工廠，提高
養殖漁產品附加價值。
提升水產加工品產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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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局自 103 年 7 月推出「高雄海味」品牌，並由眾多優質水產品中挑選出
極具發展潛力且為高雄市大宗漁獲之鮪魚、魷魚、秋刀魚、虱目魚及石斑
魚並列「高雄五寶」，提升本市水產品優良形象。目前整個水產品市場的
需求有追求高品質的趨勢，賡續推動產銷履歷等相關標章，並加強水產品
安全嚴格把關，並舉辦水產品推廣行銷活動及食品展等相關展覽，提升水
產加之國際競爭優勢。賡續結合產官學界共同研發具地方特色的漁產品伴
手禮，開創及行銷漁產品自有品牌，穩定並提高水產品附加價值，拓展國
外市場，提升漁產品之國際競爭優勢。
賡續辦理「高雄市水產品產銷履歷驗證輔導」及「強化溯源水產品安全管
理」
1.積極輔導業者取得產銷履歷資格，教育宣導食品衛生安全觀念，將媒合
產銷履歷戶及通路之異業合作，冀透過提升參與產銷履歷之誘因，再經
由結合行銷網絡及品牌包裝，提升高雄優質漁產品產值。
2.消費意識抬頭，消費者愈加重視食品安全，本局配合漁業署提升可溯源
水產品之市占率，方便消費者選購，並強化生產者對產品自主管理責任，
透過臺灣水產品生產追溯條碼，揭露生產者資訊，以區隔進口與國產水
產品，並促進在地生產在地消費。
輔導業者取得清真認證，開拓國際穆斯林市場
107 年度辦理清真產品認證輔導，已輔導 5 家業者，完成 28 項以上水產品
取得清真認證；108 年度將持續輔導 5 家業者，預計完成 20 項產品認證。
行銷高雄海味品牌，開拓國內外多元行銷通路
行銷推廣高雄大宗魚貨，特選鮪魚、魷魚、秋刀魚、石斑魚及虱目魚，命
名「高雄 5 寶」，形塑『高雄海味』商標品牌，結合餐廳與各式通路，輔
導業者參加世界知名國際食品展，推薦高雄優質漁產品，開拓國內外市場。
輔導本市養殖漁業產業升級
辦理養殖漁業公共設施，輔導現有魚塭符合養殖使用規定者取得陸上魚塭
養殖漁業登記證，並配合國土復育政策，引導養殖漁業合理有效利用水土
資源，防止地層下陷，提升產業競爭力。
運用大數據分析產銷供應
海洋局透過養殖漁業放養量申報資料，整合分析養殖生產動態，作為產銷
政策參考依據；另透過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召開養殖水產物相關產銷
預警會議資訊，預警啟動產地供銷相關措施。
推動智慧養殖
為因應漁業面臨缺工、年紀老化與氣候極端變遷情況下，縮減人力、節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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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是智慧漁業首要任務，如何在有限人力資源下達到品質提升、省人力、
省成本，為目前主要思考方向。本局將引進推廣養殖漁業智慧聯網應用，
集成智能水質傳感器、無線傳感網、無線通信、智能管理系統和視頻監控
系統等，即時監測繁養殖場供電狀態，對養殖環境、水質、魚類生長狀況
等進行全方位監測管理，達到省電、提升預警、增產增收的目標。
改造及開發漁港空間
1.維護漁港管理秩序及環境景觀綠美化
持續推展漁港建設與景觀再造，加強漁船停泊秩序及清潔維護與管理，
提供市民休閒空間，落實漁港功能多元化利用，透過環境整體規劃調整，
營造各漁港景觀新風貌。
2.朝向漁港多功能使用
結合本市 7 個區漁會、16 處漁港特色及地方風土民情，形塑漁港特有形
態並結合觀光遊憩與海上休閒產業，朝向漁港功能多元化利用，帶動地
方產業及經濟發展。
加強漁民生活照護，落實漁民福利服務
1.辦理獎勵休漁措施。
2.執行收購漁船（筏）政策：配合中央執行本市籍漁船休漁獎勵計畫及漁
船（筏）收購計畫，使漁業資源得以調整及生息。
3.持續補助漁民辦理動力漁船保險及漁業災害救助，使漁民海上作業安全
更有保障；照顧不幸因漁業災害造成傷害之漁民，使其得以獲得救助。
4.為照顧對漁業長期貢獻之漁民晚年生活，本局每年持續編列逾億元福利
津貼經費，並輔導漁會依據「老年農民福利津貼暫行條例」規定，協助
漁民請領老農福利津貼事宜。
三、保護海洋環境、推廣海洋教育
賡續向在地中央主管海洋委員會爭取合作機會，整合辦理海洋事務工作
結合中央所 推動政策與 市府發展方 向，持續推 動海洋環境 保護與污染防
治、遊艇與郵輪產業行銷推廣以及海洋遊憩與漁村文化休閒體驗。
辦理海洋污染防治訓練及演練
1.結合本市海岸及高雄港特性，並參採歷年來海污事件經驗，以應海上突
發狀況發生時，各團隊成員間之協調聯繫、緊急應變機制及處置能力，
有效提升本市處理海污事件之相關能量。
2.強化相關單位海污防治業務專責人員除污應變技能。
強化市轄海域環境背景監測
依據「海洋污染防治法」加強辦理本市海域環境監測，增加海域水質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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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以取得各項海域背景值，俾得於海洋污染事件發生之第一時間，立即
投入救災和處置工作，有效降低海域環境之損害與海洋資源之破壞，並據
其背景資料執行海域復原及相關後續求償工作。
實施魚苗放流
整體衡酌大高雄沿岸生態環境，配合臺灣漁業永續發展協會及民間團體辦
理大高雄沿岸地區之魚苗放流工作，增加沿近海域魚類資源及漁民收益。
辦理海岸法相關工作
海岸管理法係為未來海岸地區之保護、復育、災害防治、開發使用及管理
之主要依據，預期對整合海岸管理，促進海岸地區之永續發展，將產生關
鍵性影響，本局接手辦理該項業務，持續配合並依據中央訂定之相關子法，
受理審核申請案件健全海岸法體制以落實大高雄市之海岸管理。
推動海洋環境與生態保護
結合公部門與民間團體辦理海域淨灘活動，維護環境清潔。配合中山大學
辦理「海資週」活動，宣揚海洋環境與資源保育之重要性。
強化館際合作，提升海洋及漁業文化
1.輔導「陽明海運文化基金會」經營海洋探索館
輔導陽明海洋探索館營運，並與漁業文化館串聯，使前鎮及旗津漁港區
海洋文化搭配，達到相輔相成效果。
2.行銷「高雄市漁業文化館」
加強行銷本局建置之「高雄市漁業文化館」，強化鮪魚館、魷魚館及本
市拖網、沿近海漁業、水產加工及水產養殖等漁業產業展示內容，透過
展示品及導覽簡介，使民眾了解本市漁業概況，藉由深入淺出之展示品
說明我國漁業發展歷程。
3.積 極與 國立 科 學工 藝博 物 館、 國立 海 洋生 物博 物 館等 建立 合 作夥 伴關
係，建立交流平台，強化館際合作，分享海洋文化教育資源，落實海洋
文化教育。
4.推廣食魚教育
持續加強本市漁產品行銷推廣活動，推廣食魚文化，使本市漁業除產量
及產值提升外，透過本局多面向積極宣導食魚益處，使本市大宗魚貨之
質與量併俱提升。
5.持續辦理校園海洋教育
高雄市海洋文化資源豐富，海洋資源保育更為海洋產業發展之基礎，為
讓市民體驗港都特有之海洋文化特色，持續規劃辦理「校園巡迴列車-海
洋教育活動」、世界海洋日等活動，俾期教育下一代海洋資源保育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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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保產業永續發展。
6.出版「海洋高雄」期刊
為宣揚大高雄市海洋政策目標，提供各界優質海洋資訊內涵，賡續編製
發行優良政府出版品「海洋高雄」電子期刊，傳承海洋精神與文化意涵。

伍、結語
高雄市海洋產業基礎雄厚，遊艇、郵輪、漁業、造船等各項海洋關聯事業均
有傲人成就。本局將更積極推動海洋產業發展及漁產品行銷加值，使本市海洋事
務呈現更大格局。未來，本局仍將繼續秉持衷心服務，創造民眾福祉之服務宗旨，
辦理各項業務推動。敬祈各位議員女士、先生惠予指教。
敬祝議長、副議長、各位議員女士、先生健康愉快，大會圓滿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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