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高雄市政府海洋局業務報告 
壹、前言 

議長、副議長、各位議員女士、先生： 

欣逢 貴會第 2屆第 6次定期大會開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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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為臺灣第二大都市，總面積 2,947 平方公里，總人

口數約 278萬人。其中，養殖面積 3,926 公頃(39.26平方

公里)佔高雄市總面積 1.33%；另漁業從業人口數 55,494

人，佔高雄市總人口 2.0%。 

二、高雄市漁業以遠洋、近海、沿岸及養殖漁業為主，年產

量約 52 萬公噸，年產值約 312 億元，為本市重要產業之

一。其中，遠洋漁業年產量約 48萬公噸(年產值約 270億

元)，佔高雄市漁業總產量 92.85%，亦佔全國遠洋漁業總

產量 81.91%，為全國第 1 (表 1至表 3)。 

三、高雄市籍動力漁船 2,642艘、漁筏 789艘，合計 3,431艘

(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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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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年底，甲類會員 58,472人、乙類會員 2,106

人、個人贊助會員 8,795人、團體贊助會員 538人，合計

69,911 人(表 5)。 

表 1：高雄市 105年度產量(公噸)及產值(仟元) 

單位 產量值 
遠洋漁業 

近海漁業 沿岸漁業 養殖漁業 合  計 
國外基地 本市 

公噸 產量 320,695 159,944 15,265 2,211 19,527 517,642 

千元 產值 19,733,073 7,263,644 1,090,797 379,284 2,685,050 31,151,848 

(資料來源：105年漁業年報統計資料整理) 

 

表 2：各主要魚種 105年度產量(公噸) 

漁業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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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遠洋漁業 
漁獲名稱 正鰹 秋刀魚 黃鰭鮪 大目鮪  長鰭鮪 帶鰆科 

產量 146,766 146,025 47,576 38,752 24,140 15,554 

遠洋漁業 

(國外基地) 

漁獲名稱 正鰹 秋刀魚 黃鰭鮪 大目鮪 長鰭鮪 鯊魚類 

產量 146,216 54,256 42,903 37,462 21,344 6,901 

遠洋漁業 

(本市卸售) 

漁獲名稱 秋刀魚 魷魚 帶鰆科 鯊類 黃鰭鮪 黑皮旗魚 

產量 91,769 29,385 12,834 5,516 4,673 4,162 

近海漁業 
漁獲名稱 眼眶魚 其他海水魚類 真鰺 花腹鯖 其他鮪類 帶魚屬 

產量 5,038 2,328 823  731 568 555 

沿海漁業 
漁獲名稱 其他貝類 其他海水魚類 赤尾青 中蝦 甘仔鰺 帶魚屬 

產量 387 352  325 172 93 89 

養殖漁業 
漁獲名稱 虱目魚 尖吻鱸 吳郭魚類 石斑魚 白蝦 日本鰻鱺 

產量 9,292 2,851 2,435 2,195 1,684 449 

 (資料來源：105年漁業年報統計資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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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高雄市各項漁業產量(值)佔全國百分比及順位 

漁 

業 

別 

高雄市 全國 百分比 順位 

產量 

(公

噸) 

產值 

(萬元) 

產量 

(公噸) 

產值 

(萬元) 

產量 

百分比 

產值 

百分比 

產

量 

順

位 

產

值 

順

位 

遠洋漁業 480,639 2,699,672 586,782 4,010,541 81.91% 77.84% 1 1 

近海漁業 15,265 109,080 135,540 1,015,879 11.26% 10.74% 4 4 

沿岸漁業 2,211 37,928 25,964 409,949 8.52% 9.25% 3 3 

養殖漁業 19,527 268,505 229,075 2,809,565 8.52% 9.56% 5 5 

合計 517,642 3,115,185 977,361 8,245,934 52.96% 37.78% 1 1 

      (資料來源：105年漁業年報統計資料整理) 

 

表 4：1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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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4 - - 324 

鰹鮪圍網 158 - 1 159 

鯖鰺圍網 4 - - 4 

鮪延繩釣 837 - - 837 

魷釣 101 - - 101 

刺網 436 - 490 926 

巾著網 10 - 3 13 

鯛及雜魚延繩釣 10 - 152 162 

一支釣 699 - 130 829 

扒網(三腳虎) 35 - - 35 

漁獲物運搬 18 - - 18 

公務用 7 - - 7 

其  他 3 - 13 16 

合  計 2,642 - 789 3,431 

 (資料來源：105年漁業年報統計資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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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截至 105年底本市各區漁會會員數量(單位：人) 

         會員 
類別 

漁會別 

個人會員 團體 

贊助會員 
合  計 甲類會員 乙類會員 贊助會員 

興達港 8,182 5,086 73 3,023 - 

永  安 4,485 4,101 - 384 - 

彌  陀 5,470 3,229 98 2,143 - 

梓  官 6,575 3,729 854 1,992 53 

高  雄 26,139 24,813 1,011 315 484 

小  港 11,566 11,416 65 85 1 

林  園 6,956 6,098 5 853 - 

合  計 69,911 58,472 2,106 8,795 538 

(資料來源：105年漁業年報統計資料整理) 

 

參、重要業務執行情形 

  一、辦理海洋行政事務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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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年 1 至 7 月針對海洋污染防治工作，共計執行

海域稽查 21次、陸域稽查 26次，船舶保險專案稽查 66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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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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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上半年市轄海域各監測站之監測結果皆符合

「海域環境分類及海洋環境品質標準」規定。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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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於 106年 6月 9 日及 12日辦理 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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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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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06 年 4 月至 7 月，分別於鼓

山輪渡站、新光三越(三多店)、衛武營都會公園及高雄

市彌陀區海岸光廊等地區辦理活動時進行海嘯防災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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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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辦理「106年度高雄市海底（漂）垃圾清除暨海洋環境

教育宣導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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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保署補助辦理「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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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趟次、海洋環境教育宣導活動 13 場次等。

截至 7 月為止共執行 16 趟次海底垃圾調查與清除作業

（包括彌陀、林園、梓官、永安、茄萣人工魚礁禁漁區、

林園天然礁及彌陀漁港等相關海域）、7 場次海洋環境

教育宣導活動（於彌陀區漁會、彌陀國中、永安區漁會、

鼓岩國小、蚵寮國中、茄萣區公所及彌陀漁港等地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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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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 6 月至 7 月

止，巡迴 7所國中、小學，總計上課人數約有 732人。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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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今(106)年 6 月份起出版第 44 期「海洋高雄」電子期

刊，且於新光三越(三多店)、衛武營都會公園及高雄市

彌陀區海岸光廊等地區辦理活動時宣導民眾踴躍訂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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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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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 1月至 7月參觀人數計 34,157人。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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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館內設置鮪魚館、魷魚館及介紹本市拖網、沿近海漁

業、水產加工及水產養殖等漁業產業，透過展示品及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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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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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推動遊艇產業 

(一) 辦理「台灣國際遊艇展」推動本市遊艇產業 

「2016 台灣國際遊艇展」（第二屆）已於 105年 3

月 10 日至 13 日順利展出，展出內容包含遊艇、五金零

配件、精品及專業服務等相關產業，共有 166 家廠商，

使用 1,005個展覽攤位，展示船舶 64艘，有效行銷台灣

遊艇產業並帶動相關產業發展及觀光旅遊。為持續行銷

台灣遊艇產業，打造高雄成為亞洲最大遊艇製造、銷售

及展覽中心並帶動國內海上休閒活動，本局持續籌辦

「2018 台灣國際遊艇展」，預定於 107 年 3 月 15 至 3

月 18日假高雄展覽館舉辦，現正進行辦展前置作業中，

並已開放廠商報名參展。 

 

 

 

 

 

 

 

 

 

 

 

 

(二)提供遊艇完善停泊環境 

目前本市鼓山及興達漁港，總計可提供遊艇泊位 40

席，2014 臺灣國際遊艇展後引發購艇休閒熱潮，國內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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艇停泊空間遂顯不足，惟鼓山遊艇碼頭部分區域因受莫

蘭蒂颱風破壞，後由中央補助重建經費，工程已於 106

年 7月完工，共可提供 25席遊艇泊位。另鼓山遊艇碼頭

區域於 106年 7月 27日由本局公告為「鼓山漁港遊艇遊

憩專用區域」，並報中央備查，未來本區以服務遊艇停

泊為主。 

協調台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高雄港務分公司釋出高

雄港碼頭用地招租，經媒合亞灣遊艇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向台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高雄港務分公司租用高雄港 22

號碼頭北區水域設置遊艇碼頭(HORIZON CITY MARINA)，

可提供 22個船席。嗣後又經本局與高雄港務分公司進行

多次協調，終由該公司釋出 22號加水碼頭南側及水域提

供業者投資作為遊艇碼頭，本案係由嘉信遊艇公司得

標，遊艇碼頭已建造完成，可提供 25個船席，現正規劃

陸域設施中。 

四、高雄國際海事船舶暨國防工業展： 

為配合中央政府宣告推動之「國防結合產業」新經濟

政策，台灣區造船工業同業公會結合國內造船相關產業，

於 105年 9月 14日至 17日舉辦第一屆「高雄國際海事船

舶暨國防工業展」，以創造整合平台。展覽內容包含「國

防、船舶機械、海事工程、通信航儀及綠色港口」等五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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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為當代海事船舶與國防工業領域最先進的產品和技

術，展覽期間更將於新濱碼頭展示海軍與巡防艦艇，以此

辦展行動呼應新政府推動「國艦國造」政策。下屆「高雄

國際海事船舶暨國防工業展」預定於 107 年 11 月 29 日至

12月 2日假高雄展覽館舉辦，並預定於今年啟動辦展前置

作業，屆時將持續協助指導辦理本展。 

 

 

 

 

 

 

 

五、推動高雄郵輪產業 

106 年度預報為 42 航次（84 艘次），進出港旅客預

計有 12.5萬人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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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高雄港郵輪旅客服務計畫」，

3月 11日開課培訓學生志工，於郵輪靠港時發送高雄自由

行觀光手冊，並派遣具外語專長之學生志工至 9 號碼頭提

供觀光資訊諮詢服務，另於過年及端午節分別發送紅包袋

及粽子香包給旅客，協助國際郵輪旅客進行岸上觀光，促

進郵輪觀光經濟效益。 

106 年 3 至 6 月與港務公司及市府各相關單位就｢營

造高雄港友善接待環境｣議題積極開會，並建立跨局處溝通

平台，共同提升高雄港郵輪旅客接待服務品質。 

106 年度麗星郵輪 3至 6月，推出以高雄、香港、馬

尼拉為聯合母港，佬渥（Laoag）為掛靠港，行走六天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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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為高雄港帶來 14 個航次，這個航線不但鏈結台、港、

菲，更以郵輪產業直接推動「南向政策」，本局將與港務

公司及市府相關單位於 3月 21日處女星號今年度首次靠港

班次辦理盛大歡迎活動。 

106 年度公主遊輪 10 月 19 日至 11 月上旬推出 3 條

高雄母港航線，前往沖繩、宮古島、香港及下龍灣等地，

展開 5 或 6 天的旅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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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開說明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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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將配合港務公司分別於 10 月 19 日首航及

10月 28日航次辦理迎賓活動。 

6 月 9 日至 10 日與台灣國際郵輪協會假處女星號聯

合辦理｢2017海上郵輪論壇｣，聆聽產業界聲音並鼓勵麗星

郵輪明年度開闢高雄郵輪母港航線。 

媒合公主遊輪物流鏈，協助安排參訪行程，拓展我國

農漁產品行銷國際之通路，創造郵輪物流產業經濟效益。 

高雄港埠旅運中心（18至 21碼頭）由台灣港務股份

有限公司建設中，預計於 108 年底落成啟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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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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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推動海洋休閒遊憩活動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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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國有產署南區分署同意代管西子灣南岬頭沙灘，106

年 1至 6月計有 13,1068人次前往賞景。 

(二)辦理「106年運動 i臺灣－水上運動嘉年華」活動 

為推廣本市水域遊憩活動，爭取教育部體育署經費

辦理「106 年運動 i臺灣－水上運動嘉年華」，於 106

年 7月 22日於彌陀區南寮漁港辦理，水域遊憩活動體

驗含獨木、立式划槳 SUP、先鋒舟體驗及拋繩袋救生、

協力救生等水上運動，共計 240人次參與體驗。 

 

七、漁業輔導及漁民福利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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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行政院農委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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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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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度國內基地漁船獎勵休漁，於 106 年 1 月至 6

月份受理申請，審核符合資格者合計243艘，核發獎

勵金額共計新台幣 421萬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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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遠

洋漁業開發中心完成報名參訓。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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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年 5月 22至 

25 日至各區漁會辦理 105 年度漁會考核評定工作，考

核結果除興達港區漁會考列甲等外，其餘 6 間區漁會

均考列優等。 

(三)辦理產銷班考核及評選作業 

1.依「農業產銷班設立暨輔導辦法」規定，本局及農委

會水產試驗所於 106 年 6 月 6、7 日辦理本市轄 11 班

產銷班考核工作，各班之運作均符合規範。 

2.為加強輔導漁業產銷班組織企業化、資訊化及制度

化，以創新經營理念，有效提昇漁業競爭力，發揮領

航示範效果，本局積極輔導薦送永安區石斑魚產銷班

第 12 班參加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舉辦之「全國十大績優

農業產銷班選拔」選拔。  

(四) 辦理養殖漁業放養量申(查)報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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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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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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63 口，放養量調查口

數 7,137 口，放養量調查率約達 57.27％。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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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定 106年 10 月動工興建，

107年 9月完成興建。 

(六) 辦理水產飼料抽驗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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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106)年度漁業署核定抽驗 89件，本局增加抽驗 10

件，共計 99件(檢驗一般成分 44件，藥物殘留 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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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106 年 6月 30日止已採樣 31件。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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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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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斑魚、午仔魚、鰻魚、吳郭魚、虱目魚、鱸魚、蝦

類、甲魚等。 

2.本(106)年度預計執行件數 300件，截至 106 年 6月止

已採樣 108件。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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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 1月至 6月，計 57

艘次投保，補助保險費計 180萬 7,349元。 

(九)辦理漁業災害救助 

依據「高雄市漁業災害救助自治條例」規定辦理漁

業災害救助，106年 1月至 6月份辦理漁民災害死亡計 2

件，漁船沉沒 2件，共發放救助金新台幣 190萬元。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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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 1月至 6月，計核撥 1

億 2,024 萬 6,000 元。 

(十一)擴大漁業服務，提升服務品質 

1.外籍船員管理 

106年1月至6月份受理遠洋漁船僱用外籍船員報備207

艘次，外籍船員計1,498人次；其中受理僱用外籍船員

搭機入境保證函 76艘次，外籍船員計 421 人次。 

2.加強對外漁業合作 

依「對外漁業合作辦法」輔導本市籍漁船參加國外漁業

合作，拓展作業漁場，106年 1月至 6月份協助本市籍

漁船受理對外漁業合作計 17 國，取得入漁執照計 436

艘次。 

3.漁業經營管理－106年 1月至 6月份辦理各項漁業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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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相關補助經費如下： 

(1)核准漁船筏建造、改造、改裝 295件。 

(2)核發漁業執照 341件。  

(3)核發漁船配油手冊 223 件。 

(4)核處漁船（員）各類違規計 18件。 

(5)執行漁筏定期檢查及特別檢查 191件。 

(6)補助漁船檢查規費 535 艘，共 30萬 850元。 

(7)補助高雄區漁會漁業專用及通訊電台營運經費80萬

元。 

4.漁船船員管理－106年 1月至 6月份辦理漁船船員管理

事務如下： 

(1)核發漁船船員手冊 3,323件及外籍船員證 214件。 

(2)辦理遠洋大陸船員往返通航港口至暫置場所陸運接

駁案件，計 238艘次，413 人次。 

(3)核發大陸船員識別證 11張。 

(4)辦理漁船船員經歷證明及職務代理共 213件。 

5.核發陸上魚塭養殖漁業登記證：截至 106年 6月，本市

核發陸上魚塭養殖漁業登記證 2,176 張，面積 2,455 公

頃，戶數 2,113 戶。 

(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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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局於 106 年爭取漁業署補助 1 億 7,878 萬元及

本府配合款 2,531 萬元，合計 2 億 409 萬元，辦理 LNG

海水管線擴充工程(石斑路)、永安養殖漁業生產區魚塭

排水溝渠改善工程及彌陀養殖魚塭集中區東西向排水工

程，預期將可改善養殖漁業生產區與魚塭集中區之供水

與排水路，提高本市養殖生產區內之養殖生產量與養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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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安全。 

(十三)辦理水產養殖經營講習 

1.為協助養殖漁民強化防災措施、開拓產業市場及建立

產銷履歷，特與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於 106年 4月

19日及 20日假本市永安、彌陀區漁會辦理「106年度

高雄市水產養殖經營講習」，約 200名漁民朋友踴躍

參與。 

2.講習會內容包含養殖南向政策、冷凍水產品品質技

術、養殖保險、產銷履歷及水產品生產追溯系統等主

題，兼具理論與實務，透過漁民學者經驗交流，共創

高雄優質水產品。 

(十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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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民仍損失慘重。為解決養殖漁業天然災害，

水產物損失勘查及認定爭議，本局與臺灣產物公司共

同規劃「高雄地區降水量參數養殖水產保險」，並於

106年 7月 26日開始銷售。 

2.本政策型保單初期先以永安及彌陀區為試辦區域，魚

種包括龍膽石斑、龍虎斑、青斑、鱸魚及虱目魚；保

險費為投保金額之 9％，由行政院農委會漁業署、本

局及投保漁民共同分擔 1/3保險費，期透過保險來協

助漁民分散天然災害之風險，轉嫁損失。 

3.另針對寒害危害部分，刻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

規劃中，待該保險商品開發完成，將由本局輔導漁民

辦理養殖漁業低溫型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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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辦理 106年本市轄區 7間漁會屆次改選工作 

1.106年本市各區漁會漁民小組組長、副組長、會員代表

之選舉投票，業於 106 年 3 月 18 日辦理完畢，本次計

有 77 個投(開)票所，實際投票總人數 16,697 人，投票

率為 32.08％，共選出 108 位漁民小組長及 275 名會員

代表。 

2.後續之理事、監事、理事長、常務監事改選及總幹事聘

任作業，各區漁會相繼於 106年 4月 14 日辦理完竣，

惟永安、高雄等 2 間區漁會未能順利遴聘總幹事，本

局業於 106年 6月 16日公告辦理總幹事候聘人登記作

業，106 年 7月 3至 7 日受理登記作業，高雄區漁會計

有 2 人登記，永安區漁會無人登記，本局於 106 年 7

月 28 日召開審查評定小組會議完成資格審查，並於

106年 8月 2日函請農委會辦理面談遴選事宜，俟農委

會辦理面談作業，造具總幹事遴選合格人員名冊送本

局後，轉高雄區漁會辦理後續總幹事聘任事宜。 

八、「高雄海味」漁產品推廣行銷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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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6 年度將參與 6 場次專業性食品展覽會：東京食品

展(創造業績新台幣 1.2億元)、全球海產品展(創造業

績新台幣 8億元)、北美海產品展(創造業績新台幣 5.4

億元)、台北食品展、高雄食品展、台灣漁業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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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產品開發 

1.本局與晉欣公司合作開發之高雄海味「鮑魚海鮮加魷

粽」，刊登於全家端午預購 DM封面，該商品亦同步刊

登於台灣高鐵 e商店 106 年 4月份商品型錄中。 

2.輔導永安石斑魚產銷第 8 班蘇班長自創「蘇班長安心

石斑」品牌，行銷冷凍加工石斑魚產品，及冷凍調理

龍虎斑魚排(有蒲燒、味噌及鹽焗口味)，料理簡單方

便，本局特於 106年 6月 24日假新光三越辦理首賣會。 

 

 

 

 

 

 

(三)通路拓展 

1.台鋁生活商場： 

本局媒合台鋁生活商場與本市永安石斑魚養殖業者，

於晶綺宴會廳及超市等販售本市石斑魚，該公司相關

企業 Hotel dua飯店亦選用本市永安石斑魚為食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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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早餐中推出「永安漁港石斑魚羹」；並媒合台鋁生活

商場與本市永安石斑魚產銷班八班蘇班長於 106年 6

月 25 日辦理朝市講座，台鋁商場將永安石斑魚列為台

鋁四寶之一，並入菜於台鋁的悅品火鍋。 

2.超商通路： 

輔導梓官區漁會小蝦寶系列商品自 106年 3月 29日至

6月 6日於全省 7-11 超商販售。 

3.高雄新光三越： 

本局與高雄新光三越三多店合作，於 106 年 6月推出

夏日高雄海味市集，結合味一食品、永安區漁會、彌

陀區漁會、永安蘇班長安心石斑、天時福水產食品、

利安鑫食品、正合味公司等，共同行銷展售。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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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106)年度預訂活動，計有茄萣區(興達港)「烏魚文

化節」、永安區「海洋音樂季」、彌陀區「虱目魚節」

梓官「海鮮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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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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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已完成彌

陀區 5處亮點營造(包括濟山宮倉庫、彌陀國小外牆、

南寮漁港、彌進 7-11、公車候車亭彌小站等)，並規劃

單車低碳遊程，另協助在地業者漁產品於愛呷魚、快

取寶、Le bon 好市集手作料理等通路上架。 

3.為提升水產品品質與安全衛生，海洋局協助彌陀水產

業者申請各項水產品標章認證，同時響應中央四章一

Ｑ政策，推動食材認證安心入菜，海洋局並規劃於 9

月正式將認證食材導入彌陀校園廚房，成為認證水產

安心入菜之優良示範。 

(六)辦理建立高雄市水產品標章品牌計畫 

1.自 100 年起推動「建立高雄市水產品證明標章品牌」

計畫，截至 105 年底通過認證水產養殖業者合計 26

戶、48 件養殖水產品；通過認證水產加工業者 12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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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件水產加工品項；另透過計畫執行，同步輔導本計

畫養殖業者取得產銷履歷資格者 35件。 

2.本(106)年度委託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辦理本市水

產品標章現場稽核、產品抽驗及產銷履歷驗證相關事

宜，預計輔導本市水產養殖、加工廠業者取得產銷履

歷驗證資格新增 22戶，以提升本市食品衛生安全。 

(七)辦理強化產銷履歷計畫 

1.本局會同財團法人台灣養殖漁業發展基金會執行優質

水產品與有機標章查驗作業，至本市賣場及商店抽驗

水產品及水產加工品。 

2.本(106)年度預計查核台灣優良水產品(CAS)示檢查 15

件、產銷履歷水產品標示檢查 12件、檢驗 3件、有機

水產品(藻類)標示檢查 2件等。 

(八)辦理強化溯源水產品安全管理計畫 

本局會同財團法人台灣養殖漁業發展基金會辦理

生產追溯產品查驗工作，於 106年 5月 4 日抽驗梓官區

漁會具水產品生產追溯條碼之水產品計 10件，並於 106

年 7月 27日抽驗永安區漁會及飛洋水產之水產品計 3

件。 

(九)辦理學校午餐聯合稽查行動計畫 

1.為辦理行政院「106年學校午餐聯合稽查專案第一階

段地方政府聯合訪視及稽查行動計畫」，本局配合農業

局、教育局(營養師)及衛生局(所)等， 聯合到校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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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第一階段訪視及稽查期程自 106年 5月 15日起至 6月

23日止，至本市旗山、美濃、六龜、那瑪夏等各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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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學進行校園食材聯合稽查；本局抽驗大湖國小

(文蛤及蝦仁)、大社國小(旗魚丁)、燕巢國中(魷魚條)

及溪寮國小(旗魚丁、花枝條)等共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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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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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區之廢魚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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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推動興達漁港整體開發計畫 

為活化興達漁港，配合中央再生能源發展政策，爭

取納入前瞻基礎建設計畫，該港整體劃定「近海泊區」、

「海洋觀光遊憩區」、「修造船產業區」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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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科技產業創新專區」預計產值至少每年超過

150億元，創造就業超過 2,000人。 

(二)辦理本市轄各漁港浮木、漂流物清除處理工作 

本（106）年度向市府申請動支災害準備金 580.7萬

元，辦理「106 年度高雄市轄各漁港浮木、漂流物清除

處理工作（開口契約）」，以因應颱風侵台後大量浮木、

漂流物等流入漁港港區內之清除處理，維護漁民生命財

產安全。截至 6月底，清運總重量計 2,375.49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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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辦理漁港區清潔維護及綠美化工作 

為提升本市各漁港管理及清潔維護，本局每年度均

編列公務預算，同時爭取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委辦

之清潔維護計畫，辦理本市各漁港港區環境清潔維護工

作；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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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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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中芸港區水域清潔照)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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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局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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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有效

解決該等船筏長期佔用船席之問題。(圖、中芸漁港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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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環境強制清除照) 

 

 

 

 

 

 

旗津管理站於 5 月初辦理漁港區不明物資及無籍船

筏強制清除工作。(圖、旗津漁港港區環境強制清除照)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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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 1月至 6月賡續辦理漁港設施新建及

維護、漁港疏濬、景觀綠美化及災害修復工程共計 42

件，爭取中央委辦及補助經費為 3億 9,856萬元，本市自

籌經費為 3億 3,912萬元，總計工程經費為 7億 3,768萬

元。工程項目如下： 

1. 岡山魚市場遷建工程 

2. 蚵子寮漁港魚市場碼頭改善工程 

3. 蚵子寮魚貨直銷中心興建工程 

4. 中芸漁港東防波堤延長工程(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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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LNG 海水管線擴充工程(石斑路) 

6. 彌陀養殖魚塭集中區東西向排水工程 

7. 永華養殖漁業生產區(舊港口段 16-9)魚塭土溝改善工

程 

8. 永華養殖漁業生產區(復興段 369)魚塭土溝改善工程 

9. 前鎮漁港西岸碼頭防舷材汰換工程 

10. 鳳鼻頭漁港疏浚工程 

11. 南寮漁港海岸光廊周邊環境改善二期工程 

12. 小港臨海新村漁港冷凍製冰廠漏水修繕工程 

13. 小港臨海新村漁港第二船渠浮動碼頭增建工程 

14. 興達港情人碼頭海上劇場屋頂薄膜及預力鋼索修復

工程 

15.永安養殖漁業生產區利用興達火力發電廠溫排水越冬

工程規劃 

16. 高雄市永安及永華養殖區排水路清淤工作 

17. 情人碼頭北側廁所上方地基結構修復工程 

18. 興達港浮動碼頭斜坡走道底部鋼板位移及繫船柱脫

斷修復工程 

19. 中芸漁港觀景平台遮陽布幕暨鋼構基礎修復工程 

20. 前鎮漁港漁民服務中心採光罩等災害修復工程 

21. 前鎮魚市場道路鋪面修復工程 

22. 鼓山漁港浮動碼頭災害修復工程 

23. 興達漁港崎漏安檢浮動碼頭災害修復工程 

24. 旗津漁港海洋探索館災害修復工程 

25. 彌陀漁港碼頭遮陽棚災害修復工程 

26. 永新漁港燈塔災害修復工程 

27. 興達漁港公共設施災害修復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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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蚵子寮漁港薄膜遮陽棚暨燈具災害修復工程 

29. 蚵子寮漁港竹筏碼頭災害修復工程 

30. 彌陀漁港公共設施災害修復工程 

31. 旗津漁港公共設施災害修復工程 

32. 旗津漁港西廣場遮陽棚災害修復工程 

33. 鳳鼻頭漁港遮雨棚災害修復工程 

34. 白沙崙漁港堤岸修復工程 

35. 養殖區農路工程 

36. 彌陀海洋生態及資源保育環境教學平台計畫工程 

37. 中芸漁港疏浚工程 

38. 永安養殖區公溝旁水閘門修繕工程 

39. 106年度前鎮漁港西岸碼頭防舷材汰換工程 

40. 南星計畫西海堤災損復建工程 

41. 高雄市永華養殖漁業生產區共同給水管線設施工程 

42. 興達港區漁會前道路改善工程 

肆、未來工作重點 

一、發展海洋產業、強化漁業根基 

(一)辦理國際遊艇展，建構亞洲遊艇製造、銷售及展覽中心 

辦理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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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營造遊艇活動友善之都 

持續與交通部航港局、海巡署、台灣港務公司高雄

港務分公司合作，針對限制遊艇活動法規鬆綁，簡化進

出港及申請作業程序。催生遊艇俱樂部成立，使遊艇活

動更為普及，提供市民更多親水空間與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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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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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推展「郵輪母港」政策 

積極招攬國際郵輪停靠高雄港，統合台南、高雄、

屏東及澎湖區域觀光資源。搭配高雄海空雙港優勢，進

行南高屏澎跨域觀光發展，建構郵輪旅遊成為觀光市場

新主力，建構亞洲郵輪經濟圈，創造經濟發展。 

(五)加強推動興達漁港整體發展 

1.興達漁港近海泊區爭取前瞻基礎建設計畫之水環境計

畫，辦理興達漁港碼頭暨景觀綠美化親水休閒設施改造

工程。 

2.配合中央離岸風電政策，已爭取經濟部於興達港設置 

「海洋科技產業創新專區」，該港並劃定遠洋泊區以「海

洋觀光遊憩區」、「修造船產業區」及「海洋科技產業

創新專區」三大分區為開發主軸，其中在「海洋科技產

業創新專區」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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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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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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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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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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參與國際漁業組織會議，維護漁民公海作業權益；

持續輔導遠洋漁業合作，拓展本市遠洋漁船作業漁場；

推動責任制漁業，宣導業者遵守國際管理規範。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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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持續爭取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經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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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持續推動完成岡山魚市場遷建 

為解決岡山魚市場的建物老舊、腹地狹小、交通紊

亂、噪音擾民等問題，持續積極辦理岡山魚市場遷建作

業。本遷建作業於 104 年辦理土地徵收程序，105 年完

成土地取得及建物規劃設計，106 年 10月動工興建，預

定於 107 年 9 月興建完成。岡山魚市場完工遷建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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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推動漁業加值、加強行銷推廣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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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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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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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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輔導漁會研提計畫爭取中央經費建設漁村六級產業鏈 

輔導各區漁會拓展區內產業環境，爭取經濟部地方

產業發展基金或農委會農村再生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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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漁村六級產業鏈。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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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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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推展漁產加工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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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賡續辦理「高雄市養殖及水產加工產品證明標章」及「強

化溯源水產品安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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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輔導業者參與水產養殖及加工證明標章，教育宣導

食品衛生安全觀念，媒合標章戶及通路之異業合作，並

積極輔導取得產銷履歷資格，冀透過提升參與標章之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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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費意識抬頭，消費者愈加重視食品安全，行政院

農業委員會漁業署為提升可溯源水產品之市佔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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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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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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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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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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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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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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強化「海洋污染防治聯合稽查機制」 

持續整合大高雄海洋團隊成員機關及單位，執行銜

接聯繫窗口之建置及有效連結，以強化各單位責任領

域，消弭海污防治盲點。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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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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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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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建置「海洋環境資訊系統」 

執行市轄海域生物種類及數量之長期調查與研究，

評估生物族群動態及資源量，俾作為海域永續利用、管

理之施政參考。 

建置及維護「海洋環境資訊系統」網站，建立海洋

環境與資源等資訊及海域背景資料，並將海域環境之調

查監測資料上網公布，供民眾及產、官、學快速查詢。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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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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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實施魚苗放流，投設人工魚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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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衡酌大高雄沿岸生態環境，配合行政院農委會

漁業署辦理大高雄沿岸地區之魚苗放流及人工魚礁投設

工作，增加沿近海域魚類資源及漁民收益。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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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四健、家政之講習訓練 

持續輔導本市各漁會四健及家政班辦理講習訓

練，提升漁會服務漁民品質。 

5.推廣食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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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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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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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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確保產業永續發展。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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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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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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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