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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農業局業務報告 

壹、前言 

 

欣逢  貴會第 2 屆第 7 次大會開議，
復進

應邀前來提出業

務報告，甚感榮幸。承蒙各位議員女士、先生對本局各項業務

不吝賜教與督導，使本局業務能順利推展，
復進

在此先表示最

誠摯的感謝。 

本市耕地面積為 47,348 公頃（佔土地總面積 16%），農牧

總產值約 242 億 5,500 萬元，農戶數為 70,057 戶、農業人口

為 243,905 人。農產業部份，本市農產值 151 億 200 萬元，主

要農產品以蔬菜、水果、水稻為大宗，為台灣重要的蔬果產地。

稻米產地分布於美濃、大寮、橋頭、林園及岡山等區，熱帶水

果尤以番石榴、棗子和荔枝（玉荷包）的年產量更是全台第一，

其他如鳳梨、木瓜、龍眼、香蕉、蓮霧和金煌芒果產量也很豐

碩，可說是台灣水果之都。 

畜牧產業部份，本市畜牧產值 91 億 5,300 萬元，其中毛

豬 37 億 9,200萬元、家禽 41億 3,800 萬元、牛乳 5 億 800 萬

元、其它畜產品產值計 7 億 1,500 萬元；畜牧場與飼養場共計

1,217 場，其中豬隻 29 萬 4 千頭、乳牛 6,266 頭、肉牛 872

頭、羊隻 16,295 頭、鹿 1,282頭、雞 565 萬隻、鴨 25萬 4千

隻、鵝 6 萬 5千隻。 

農業是最基本的產業，除了維持基本的農糧蔬果生產供應

外，更兼具自然生態保育及人文建設等多元功能。今日農業已

走向全球化競爭的新里程，面對開放國外農產品進口及關稅降

低，本局以「健全品質驗證、建構產銷帄衡、發掘農業文化、

發展農村觀光」為願景，結合農業科技的優勢與地理條件，創

造大高雄的農業榮景。 

現謹就本局 106 年 7 月至 12 月各項重要業務執行概況與

未來工作重點，扼要提出報告，敬請支持與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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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重要農業業務執行概況 

 

一、農產運銷 

（一）開拓農產品多元通路 

1.蔬果共同運銷 

(1)蔬果共同運銷：輔導轄內農民團體（農會、合作社場）

辦理蔬菜、水果共同運銷，供應國內各批發市場，提

升市場佔有率，推動水果共選共計，增加運銷效率，

使其達運銷經濟規模，降低運銷成本。106年 7-12 月

水果及蔬菜共同運銷分別供應 18,323 公噸及 8,752

公噸。 

(2)協助農民團體辦理蔬果共同運銷，除辦理產銷講習及

觀摩外，另補助農民團體購置分級包裝設備，以提高

本市農產品共同運銷品質，提高市場拍賣價格，增加

農民收益。 

2.建立「高雄首選」品牌 

加強產銷履歷及有機等農產品認證，建立「高雄首選」

品牌形象，強化品牌行銷，提升農產品價值，並配合高

雄物產館在地行銷，提供消費者優質安心、安全的農產

品。例如：內門區農會軟管蜂蜜、阿蓮區農會蜜棗乾、

大樹區農會酒釀玉荷包香腸等。 

3.農產業文化活動 

於農產品盛產季節結合地區人文生態休閒體驗辦理農

產業文化活動，並舉辦「小小廚師料理營」、「高通通的

mini 農田」，讓小朋友體驗農忙樂;以及「打狗食趣玩味

高雄」、「小農辦桌」宣導民眾「食在地、吃當季」的綠

色飲食概念，更加認識高雄豐富的在地農產品。 

4.高雄物產形象館 

(1)高雄蓮池潭及中華郵政總局設置高雄物產館。10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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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30 日物產館台中店開幕營運，物產館已由高雄在

地拓展外縣市據點，讓本市農漁產品朝向精緻化、專

業化、品牌化行銷模式經營，並希望藉蓮池潭觀光景

點之優勢，打造大高雄優良農產之行銷據點。截至 106

年度 12 月底高雄物產館蓮潭店、高雄郵局店及台中

店累計總體營業額已逾 1 億 3,000 萬元。經營總體累

積營業額相較同期成長 10%。 

(2)高雄物產館蓮潭旗艦店戶外廣場辦理在地農業音樂

饗宴，迄今創造數十萬人次遊客人潮，並結合微風市

集、有機宣導、農業音樂演唱等活動，打造民眾農業

休閒購物優質環境，以增進農特產品買氣，進而達到

調節產銷之功用，避免產銷失衡發生，有助價格穩

定，也藉由活動帶動高雄物產館蓮潭旗艦店相關農特

產品銷售與通路擴展。 

    5.農產品質卓越入選百大精品 

輔導燕巢區農會-蜜棗；大樹區農會-玉荷包禮盒、鳳荔

雙心酥；美濃區農會-美濃 147 米空包系列；內門區農

會-羅漢門龍眼蜂蜜等 4 間農會優質農產品，獲選 2018

年台灣農漁會百大精品殊榮。 

6.參與國際食品展： 

2017 高雄國際食品展覽會：於 106 年 10 月 26-29 日高

雄展覽館舉辦，本市 18 家農民團體及農企業參展，共

同行銷推廣本市農特產品，參展產品包含除代表性水果

鳳梨、番石榴、木瓜、香蕉及紅龍果等鮮果外，尚有其

他相關農加工品，如美濃 147 米、永安花生、大崗山龍

眼蜂蜜、田寮鹹豬肉、阿蓮蜜棗乾、各式果乾、酵素等，

產品內容豐富，訂單金額 1,545 萬元。 

（二）農產品外銷 

1.果品外銷統計 106 年 7-12 月果品外銷數量合計 1,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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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噸，以番石榴(387 公噸)為最大宗，其餘為金煌(134.7

公噸)等，主要外銷至大陸、日本、加拿大、新加坡、

中東、香港等地區。 

2.花卉外銷統計：106 年 7-12月外銷花卉量約 125 萬枝火

鶴花，主要外銷國為日本、大陸、香港。 

3.為獎勵火鶴花外銷，訂定「拓展高雄市火鶴花國外市場

輸銷要點」，於 106 年 05 月 15 貣至 11 月 20 日期間，

共獎勵外銷數量 134,713 支。 

4.為獎勵玉荷包荔枝外銷，訂定「拓展高雄市玉荷包荔枝

國外市場輸銷要點」，於 106年 05 月 20 貣至 7 月 10 日

期間，共獎勵外銷數量 98,022 公斤。 

（三）推動健康有機農業及低碳飲食  

1.持續推動「綠色友善餐廳」品牌，結合大高雄餐廳業者

共同響應使用本市當地食材製作料理，並與本市安全及

有機蔬果生產業者、小農等直接採購餐廳食材，不僅增

加在地食材使用量，減少碳足跡也注重衛生環保等友善

環境的方式。農業局自 100 年開始招募本市餐廳業者加

入綠色友善餐廳行列，106 年度共有 47 間餐廳通過綠色

友善餐廳評鑑。為能行銷綠色友善餐廳品牌，讓更多業

者及民眾認識綠色友善餐廳，今年度參加哈瑪星生態盛

典市集，向一般消費者推廣宣導食在地、吃當季的理念。   

2.持續經營有機臉書粉絲專頁，並舉辦抽獎活動，鼓勵消

費者購買有機農特產品，吸引更多消費者認同有機農業

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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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農會輔導及農業性合作事業輔導 

（一）農業軟實力提升 

1.農業六產化觀念養成及培育  

「型農培訓班」：已培訓 550 人次，106 年 7-12 月辦理

菁英班課程 1班次，培訓人數 40 人；高階班課程班次，

培訓人數計 15 人。 

2.農業六級產業行銷推廣 

(1)型農刊物彙編發行：透過「型農本色」季刊的發行，

連結產地到餐桌，讓讀者瞭解農產品本身及應用於食

品加工、觀光、休閒、餐飲等產業的多元樣貌，進而

提升對農業產業的認同，促進消費與開啟跨產業合作

交流契機，106 年下半年出版夏、秋、冬季刊，發行

量 15,000 本。 

(2)型農參展形象規劃：配合農特產展售活動，統一設

計、製作型農攤位展示用品，提升整體形象識別度，

共計 25 組，106 年下半年參加大型展售活動共計 7

場次(神農 4 場、生態交通全球盛典 1 場、高師大 1

場、駁二 1 場)。 

(3) 整 合 成 立 「 南 方 農 業 論 壇 」 粉 絲 專 頁

（www.facebook.com/agripower2），推廣分享國內、

外農業相關趨勢、農業相關課程、活動以及高雄型農

參與之相關活動為主同步刊登論壇最新資訊與相關

內容，擁有粉絲 20,733 人次。 

（二）農業性合作事業輔導 

1.輔導本市 107 家農業性合作社場社務及財務。 

2.辦理「106 年農業性合作社場教育訓練」課程。 

（三）農會輔導 

1.輔導轄內 27家農會依農會定期召開法定會議。 

2.辦理完成本市各級農會屆次改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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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辦理本市各級農會信用部業務講習會 1場次。 

（四）農業產銷班輔導 

1.7-12 月共辦理農業產銷班 80 班次異動登記，及核定設

立 3 班、評鑑不及格刪除 3 班，另為了解產銷班需求，

於 7-12 月共訪視產銷班 30 班 

2.輔導本市產銷班競爭全國十大績優農業產銷班屢獲佳

績，燕巢區果樹產銷班第 12 班榮獲全國十大績優農業

產銷班、旗山區果樹產銷班第 63 班榮獲全國優良農業

產銷班。 

3.輔導本市旗山區爭取農糧署軟實力計畫共 2 個班。 

4.輔導本市內門區花卉產銷班入選「106 年提升農業產銷

班經營管理軟實力計畫-工作坊輔導」。 

（五）農民福利業務 

1.為落實農(健)保各項業務清查及審查作業，並配合行政

院農業委員會建置「農民福利資料管理系統」，持續辦

理農保被保險人資料補正作業。 

2.輔導本轄 26 間基層農會辦理農民健康保險資格清查工

作、年滿 64 歲 4 個月即將申領老農津貼者農保資格清

查工作。 

3.辦理本市各級農會農保說明會。 

(六)卲祥物結合農業六級產業帶動療癒經濟 

1.「高通通」無料授權創造附加價值：透過授權，被授權

商可應用「高通通名稱及其專用圖檔」進行各項商品的

設計開發、規劃主題活動或經營通路等多元應用。在不

同產業的授權合作模式中，開拓出跨產業合作新模式，

提升卲祥物代言城市行銷，推廣高雄農業品牌形象，已

完成高通通商標授權合作方案 42 案，106 年 7-12 月辦

理農業品牌「高通通」推廣代言活動 24 場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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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以「高通通」為主題多元化行銷農業：跨局處配合政策

代言或宣傳公益性活動，合作機關包含原民會、衛生

局、新聞局、教育局、經濟發展局等，成為卲祥物城市

行銷的最佳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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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態保育業務 

（一）生態維護與管理 

1.教育宣導： 

(1)辦理生物多樣性保育教育宣導及研習：至 12 月底計

對民眾進行生物多樣性教育宣導人次計 2,388 人。 

(2)與高雄市援剿人文協會合作執行「烏山頂泥火山地景

自然保留區假日駐點解說服務及解說員訓練計畫」，

辦理期間每週六、日及國定假日進行導覽解說，於現

場免費為進入烏山頂泥火山參訪民眾教育解說及巡

護工作。 

2.在地保育： 

(1)委託高雄市茂林區公所辦理「茂林區濁口溪生態保育

計畫」。 

(2)委託茂林區公所辦理紫蝶幽谷生物多樣性保育計畫。 

(3)委託高雄市那瑪夏區公所辦理「楠梓以溪溪流保護區

經營管理計畫」。 

(4)委託保全公司派駐人力辦理烏山頂泥火山地景自然

保留區現場登記進入及環境維護等相關工作。 

3.移除外來種： 

(1)與台灣觀賞項協會進行高雄市都會區夜鷹噪音及族

群現況調查暨斑馬鳩移除計畫。 

(2)與高雄市舊鐵橋協會合作辦理外來種兩棲類移除及

調查計畫。 

(3)與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合作辦理「高雄都會區外來綠鬣

蜥族群現況調查與經營管理策略計畫」。 

4.研究調查 

(1)委託國立中山大學辦理楠梓以溪野生動物保護區重

要資源昆蟲監測、棲地保育規劃與教育訓練計畫及烏

山頂泥火山地景自然保留區生物資源調查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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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與高雄市台灣地理學會合作辦理烏山頂泥火山自然

保留區地形變遷暨經營管理計畫修頂計畫。 

5.里山倡議之實踐 

辦理高雄市美濃里山輔導農民施行生態友善農法計

畫，於本市里山代表性區域之美濃區挑選 11 戶農田進

行農田生物多樣性的生態基礎調查並改變傳統農作為

對生態友善之農法，朝向里山倡議經營管理模式。 

（二）持續辦理特定紀念樹木保護 

依「高雄市特定紀念樹木保護自治條例」列管之樹木計

562 株，執行老樹生長環境改善、修剪、病蟲害防治共

141株及辦理志工教育宣導工作會議。 

（三）保育類野生動物查緝、查核暨保育類野生動物產製品查

核異動 

1.聯合執行小組執行查核取締，移送法辦1件共1人；

保育類野生動物登記飼養查核35家318隻。 

2.保育類野生動物產製品本市登記有案象牙1,677

支、虎製品81件、犀牛角180,034公克，產製品查核

4家30件。 

3.處理野生動物緊急救傷310隻、野放保育類野生動物

18隻；輔導農民辦理防治臺灣獼猴危害農作7件，驅

趕脫序獼猴案件43件，且不定期巡查取締柴山地區

餵食獼猴之行為。 

（四）獎勵輔導造林 

1.加強造林宣導，就轄內山坡地及休耕帄地辦理各項

獎勵造林宣導，說明樹木組成森林生態對地球陸地

之重要性，鼓勵民眾參與獎勵造林，建立生態造林

環境，達成減碳綠色生態城市之目標。已推動之造

林面積：全民造林計畫249.32公頃；獎勵輔導造林計

畫面積62.39公頃；帄地造林計畫面積24.09公頃；短

期經濟造林11.84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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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深水苗圃業務 

深水苗圃以培撫育造林苗木為主，目的在推廣本市造林

業務，106 年 7-12 月計提供機關團體、社區、學校及個

人等苗木數量約 9,698 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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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植物防疫 

（一）建構農作物防疫網 

1.辦理作物病蟲害防疫與監測工作: 

辦理果實蠅共同防治工作，於重點果樹栽培區懸掛

11,350 組誘殺器。 

2.推動菜豆(四季豆)技術服務團工作:本案與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植物醫師計畫合作，由國立嘉

義大學及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試驗所等單位所組成

專家技術服務團，該團隊成員包含植物病蟲害、土壤肥

料及評估產銷效益等專家共同組成，協助農民專業技術

指導，加強田間栽培管理技術，降低病蟲害發生，提升

農民產能與產值。 

3.帄腹小蜂防治荔枝椿象：荔枝椿象為外來新興害蟲，由

於荔枝椿象危害荔枝及龍眼產量及品質甚鉅。106 年度

委託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苗栗農業改良場研究飼養荔枝

椿象之天敵－帄腹小蜂，至 12 月止總計釋放 109,200

隻帄腹小蜂在本市龍眼產區之荔枝椿象分布熱點，並同

時進行荔枝椿象的分布與族群密度監測及調查，評估帄

腹小蜂的防治成效。期望未來能以生物防治法降低荔枝

椿象族群密度，避免危害該區龍眼生產並確保龍眼蜂蜜

的品質。 

（二）推動安全農產品驗證標章 

1.卲園圃安全蔬果標章輔導與推動:至 106年 12月輔導本

市 132 個產銷班（面積共 1,259.8 公頃）取得卲園圃安

全蔬果標章。 

2.產銷履歷驗證標章輔導與推動:至 106年 12月執行面積

1,102 公頃，農戶數 860戶。主要農作物為玉荷包、紅豆、

木瓜、鳳梨、番茄、印度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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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生產追溯(QR code)標章輔導與推動：至 106 年 12 月輔

導地區性農會、合作社、產銷班、農民及午餐食材供應

業者計 2,591戶取得生產追溯(QR code)標章。 

4.GLOBALG.A.P.驗證：至 106 年 12 月已輔導高雄市阿蓮

區農會(番石榴)、保證責任高雄市燕巢青隆果菜運銷合

作社(番石榴)及保證責任高雄市加州果菜運銷合作社

(青花菜、甘藍)取得該國際驗證。 

（三）推動健康安全農業 

1.辦理農藥管理與品質管制工作:本市農藥販賣業者共計

190 家，持續辦理販賣業者管理、檢查及教育，抽驗農

藥 45 件，並查驗其成分及品質，針對偽劣農藥進行取

締查核工作，以維護消費者權益及健康。 

2.安全蔬果田間農藥抽檢及管制工作:辦理一般蔬菜、水

果農藥殘留抽測及管制工作 106年 7-12月抽驗 932件，

全年抽樣 1,750 件，並協助辦理農民安全用藥教育，不

合格者辦理追蹤教育及產品管制。此外，輔導農會及合

作社設置「蔬果農藥殘留生化檢驗站」共 17 站，106

年度 7-12 月辦理轄內供貨農產品之農藥殘留檢驗

11,333 件，全年共檢驗 22,805 件；另外，輔導批發市

場設置「蔬果農藥殘留生化檢驗站」共 5站（鳳山、燕

巢、大社、路竹、高雄），辦理全國各地進場果菜農藥

殘留檢驗作業，建立抽驗制度並促使供應單位農民遵守

安全使用農藥規範，以維護消費者食用安全，106年7-12

月抽驗 17,625件，全年計抽驗 33,157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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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畜產業務 

（一）畜牧場登記與管理 

依「畜牧法」辦理畜牧場及畜禽飼養場登記管理工作，

106 年 7-12 月辦理項目如下： 

1.輔導畜牧場完成登記之畜牧場場數為 1,090 場。 

2.辦理畜禽飼養登記，已完成登記之飼養場場數為127場。 

3.不定期查核畜牧場登記項目及經營情形，以維護畜牧場

永續經營，106 年 7-12 月計查核 795 場次，完成變更登

記 26 場。 

（二）養豬頭數調查及畜牧農情調查業務 

1.辦理畜牧農情調查，分別於 1、4、7、10 月上旬辦理畜

禽飼養戶數及在養頭數調查，並於 5 月底及 11 月底辦

理養豬頭數調查。 

2.依據最新一次調查結果，本市計飼養豬隻 29 萬 4 千頭、

乳牛 6,266 頭、肉牛 872 頭、羊隻 16,295 頭、鹿 1,282

頭、雞 565 萬隻、鴨 25 萬 4千隻、鵝 6 萬 5 千隻。 

（三）飼料管理與市售畜禽產品標章查核 

1.為維護飼料安全，106 年 7-12 月前往飼料廠及畜牧場，

共抽驗飼料 134 件。 

2.執行市售 CAS、有機及產銷履歷畜禽產品標章行政檢查

工作，106 下半年度共 34 場次，檢查件數 342 件；並完

成本市 7 場產銷履歷家畜經營業者行政檢查。 

3.辦理學校午餐生鮮畜產食材查核與抽驗工作，106 下半

年度至本市 129 間學校進行查核，抽驗件數 34 件。 

4.辦理市售通路冷藏肉及解凍肉標示行政檢查 13 場次，

抽驗件數 26 件。 

（四）辦理家禽生產與輔導 

1.輔導本市 3場土雞場 3 場蛋雞場通過產銷履歷驗證。 

2.辦理畜牧場端雞蛋生產溯源標籤查核輔導 25 場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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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輔導本市家禽品生產合作社及養雞協會辦理雞蛋溯源

標示及一次性包材等及飼養管理宣導會 3場次。 

（五）辦理養豬生產與輔導 

1.輔導農會 15班毛豬產銷班辦理共同運銷及班務運作。 

2.輔導本市 3場養豬場通過產銷履歷驗證。 

3.輔導本市養豬協會及田寮區農會辦理養豬振興發展計畫

及廢污再利用等宣導教育講習 5 場次。 

4.推動傳統(一貫)式養豬場改採批次、分齡、異地或多地

飼養模式，設置豬舍或更新相關設施 2 場，以提升養豬

場整體經營效率。 

（六）辦理養牛生產與輔導 

1.輔導本市酪農戶乳牛乳量穩定提升，並獲選 106 年度天

噸乳牛，獲獎乳牛 45 頭，酪農戶 6 戶。 

2.輔導橋頭區農會辦理酪農飼養管理防疫講習會 1 場次。 

3.執行市售鮮乳產品的鮮乳標章查核，維護消費者權益，

106 下半年度共檢查 144 件；並配合相關活動辦理國產

鮮乳標章宣導品嚐活動 6 場次。 

（七）辦理養羊、鹿生產與輔導 

1.輔導農會養羊產銷班辦理共同運銷業務及班務運作，另

輔導本市乳羊產銷班參加展售活動推廣乳品。 

2.輔導田寮區農會辦理本市養羊產銷班專業教育研習 3 場

次，宣導羊隻生產追溯制度及經營管理專業知能。 

3.輔導本市養鹿協會辦理講習會 1 場次，宣導鹿產品產地

證明與生產管理及防疫等知識。另參加 106 年鹿產茸重

量比賽，本市獲頒輔導單位鹿榮獎，獲獎水鹿 17 頭，養

鹿戶 9 戶。 

4.本市養鹿協會辦理 106 年度「台灣水鹿鹿茸比賽」，農業

局特製發獎狀 15 紙，肯定獲獎鹿農提昇生產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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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畜牧場污染防治 

1.加強畜牧污染防治，並推動畜牧場源頭減廢，落實節

能、節水及減碳，以建立畜牧場新形象及建立永續經營

之生態環境。 

2.106 年補助畜牧場辦理購置第二次固液分離機、紅泥膠

皮更新、雨廢水分離系統、畜牧場沼氣利用設施、廢水

循環再利用設施、畜牧場省電燈具更換、畜牧場風扇系

統加裝變頻器、除臭噴霧設施、養豬場傳統肉豬舍改建

為節水密閉型、畜牧場高壓清洗設備、高床下加裝拖網

設施、禽畜糞代處理堆肥場購置鏟裝機、堆肥舍修繕及

購置除臭生物製劑等計 44埸；並輔導本市畜牧場改善臭

味及廢水處理設施與運作計 64場。 

3.輔導本市轄內養豬養牛畜牧場辦理廢水施灌農作及沼液

沼渣作農地肥份使用計 18案。 

（九）家畜禽違法屠宰行為查緝 

1.執行違法屠宰行為查緝工作 106 下半年度共 61 場次。 

2.進行家畜禽合法屠宰及肉品屠宰衛生合格標誌宣導，辦

理家畜禽屠宰場行政管理作業。 

（十）畜產品推廣與輔導 

1.建立品牌推動安全及在地特色畜禽品： 

(1)輔導本市產銷履歷及特色畜禽品建立品牌，並媒合於通

路上架銷售或農民開設直營肉舖，提供消費者選購在地

安全畜禽品管道。 

(2)輔導本市各特色品牌畜禽產品參與展場行銷提升品牌

形象增加曝光度，或至假日小農市集展售，直接與消費

者分享經營理念及推廣產品。 

(3)持續媒合本市品牌畜禽品與餐飲團膳及加工等業者合

作或與活動結合，搭配相關資訊宣傳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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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輔導高雄首選及各優質畜禽品推廣行銷： 

(1)辦理高雄好畜多-本市特色品牌畜產品產業推廣行銷活

動 1場次，融合產業主題、展示教育、體驗互動、宣導

品嚐、產品展銷。 

(2)辦理高雄首選畜產品整合行銷活動 1場次，以畜產遊樂

園概念設計闖關遊戲結合料理品嚐互動來認識在地畜

產，獎品帶出畜產伴手禮年節組合暖身宣傳春節預購方

案。 

(3)假高雄物產館辦理高雄首選產銷履歷畜禽品料理趣味

競賽活動 1場次、高雄在地安全豬肉、雞蛋及鮮乳推廣

與 DIY活動 2場次，藉實作互動加深品牌印象及認識相

關標章。 

(4)規劃製作本市特色畜禽品推廣文宣品及廣告刊播與報

導，讓民眾認識產銷履歷及品牌產品，結合實用功能性

提高推廣成效。 

(5)配合各相關活動輔導本市畜牧團體 106下半年度辦理產

銷履歷及品牌畜禽產品推廣展銷與 DIY 體驗活動共 25

埸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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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批發市場業務 

（一）果菜、花卉批發市場供銷情形 

1.106 年 7 月至 12 月份批發市場蔬果交易量為蔬菜類

73,781 公噸、青果類 47,016公噸，總計 120,798 公噸。

花卉市場切花交易量為 5,180,234 把、盆花交易量為

577,238 盆。 

2.輔導督促高雄、鳳山、岡山、大社、燕巢果菜市場持續

加強辦理「果菜農藥殘留」檢驗工作，106 年 7 月至 12

月總計辦理檢驗 17,625 件，合格件數 17,596 件，合格

率 99.84％，並對不合格果菜之供應單位，予以追蹤，

確保供應之農產品安全無虞。 

3.強化農產品行情報導服務功能，充實行情報導內容，強

化農產品行情報導功能，於颱風期間及重要節慶日價格

波動劇烈或不合理時期，即時發佈預警新聞資訊，並連

結「國內農產品交易行情站」，以提供多元化及便捷的

批發行情資訊查詢管道。 

4.配合農糧署辦理「滾動式倉儲」措施，輔導梓官區農會

配合農糧署辦理滾動式倉儲，106 年度儲有高麗菜 75

公噸及結球白菜 4.5 公噸。於颱風季及雨季端視蔬菜供

應量不足及價格漲幅時釋出，於抑制暫時性颱風季及雨

季供應不足，充裕民眾所需，並避免因之所造成預期蔬

菜價格飛漲，穩定菜價。 

(二）肉品（家禽、家畜）批發市場供銷情形 

1.106年度7月至12月份批發市場交易量為：毛豬480,576

頭、雞 5,127,749 隻、鴨 1,360,486 隻、鵝 138,013 隻。

毛豬總交易金額為新台幣 45億 6,413 萬 8,362 元。 

2.106年度7月至12月份批發市場屠宰量為：毛豬352,751

頭、牛 2,211 隻、羊 629 隻、雞 2,576,082 隻、鴨 720,989

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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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輔導鳳山家禽批發市場附設屠宰場設立 

鳳山家禽批發市場附設屠宰場設立依農產品巿場交易

法施行細則有關規定，業經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同意核定

增設，並取得屠宰廠登記證正式營運。 

4.輔導畜產品共同運銷 

(1)毛豬：輔導農民團體辦理毛豬共同運銷供應家畜肉品

市場交易，共同改進運銷有關事項，強化運銷組織功

能，穩定市場貨源。 

(2)市場毛豬調配：依據毛豬產銷調節方案，與台灣省農

會、台灣省毛豬運銷合作社聯合社、台糖公司、中華

民國養豬協會、中華民國養豬事業發展協進會、各家

畜肉品批發市場、各縣市政府等，商訂毛豬供銷數

量，及商討毛豬供銷改進事項，維持豬價帄穩。 

5.高雄果菜市場擴建工程 

     (1)高雄果菜市場北側用地面積 2.33 公頃，觝觸戶 120

戶，陸續以 104 年「高雄果菜市場北側用地救濟金發

放標準」發放救濟金，目前已累計發放 1億 1 仟 3 佰

多萬元。105 年度已完成全部拆除作業，取回北側用

地。 

     (2)十全路連通覺民路工程於 106 年 7 月 31 日完工並通

車。 

     (3)於高雄果菜市場北側用地規劃設計容量超過6萬噸之

滯洪池，改善寶珠溝周邊淹水問題，已於 9 月 18 日

開工，目前為施工中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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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農業生產及農地利用 

（一）農業生產管理 

1.調整耕作制度活化農地計畫 

為配合農糧署活化休耕農地利用，除加強輔導農民契作

具進口替代之穀類及雜糧等作物，並規劃適合本市具競

爭力的短期農作物地區性特產計 44 項。本市 106 年休

耕地活化面積達 2,771 公頃。 

    2.辦理活化農地推動景觀作物專區計畫 

配合農曆春節於美濃區、杉林區、六龜區規劃冬裡作花

海 58 公頃，有效帶動觀光人潮、增加地方休閒產業及

農產品行銷收益。 

    3.推動優良農地整合加值利用計畫 

為維護優良農地資源，發展優勢產業，輔導美濃區農會

成立雜糧及蔬菜農產業專區 1,400 公頃，藉由建立農業

經營專區成為核心產業的安全生產基地，擴大經營規模

及調整人力結構，跨領域整合創造產業與品牌行銷的加

值效益。 

4.輔導本市農民從事有機栽培 

(1)辦理「有機農業經營實施計畫」，協助有機農民購置

小型農機、冷藏設備及有機資材等。另協助向農糧署

申請「有機農戶溫(網)室設施計畫」、「有機農業企業

化經營計畫」及有機農戶驗證費、檢驗費、有機標章

等多項計畫。 

(2)106 下半年度，輔導取得有機驗證農戶數達 423 戶，

有機耕作面積達 826 公頃。 

(3)106 下半年度共完成有機農產品田間抽檢 14 件，不合

格件數 0 件，有效落實有機農業生產源頭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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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農作物污染監測管制及損害查處業務 

106 下半年度共辦理農作物抽檢計 25 件，維護農產品生

產安全與消費者食安權益。 

6.舉辦「金鑽鳳梨、玉荷包荔枝品質及果園評鑑」競賽 

為建立農民友善栽培管理的觀念，由各區農會推薦參

賽，金鑽鳳梨 40 組及玉荷包荔枝 40 組共計 80 組報名

參加，藉競賽方式將高雄市優質金鑽鳳梨、玉荷包荔枝

推廣給消費者，以創造市場品牌口碑，穩定農民收益，

並讓消費者能更加「健康、安全、安心」，達到消費者、

生產者及環境永續三贏的目標。 

（二）農業行政管理業務  

1.種苗業管理 

(1)為確保種苗品質，加強輔導轄內種子及苗木業者辦理

登記，種子、苗木標示查驗工作以促進種苗業發展，

提昇業者技術及經營管理水準。目前本市種苗業者為

共計 617 家。 

(2)執行轄內木瓜種苗業者抽驗工作，避免基因轉殖木瓜

流入市場，維持作物生產安全。 

2.農場輔導及管理 

輔導辦理農場登記之審核及核發登記證等工作，目前本

市農場登記共計 17家，106 下半年辦理農場設立計 4家。 

3.肥料管理及推廣 

(1)為提高肥料管理以確保肥料品質，保障農民權益，加

強市售肥料之查驗，針對肥料產品標示與成分進行檢

驗。 

(2)辦理本市 106年度「國產有機質肥料推廣計畫」，持續

補助各區農會及合作社場共辦理 975.07公頃，以提高

產量及品質，並維護農田生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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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農業資料調查及農情報告 

1.農情調查計畫 

(1)106 年農情業務，下半年度辦理二期作農作物種植面

積調查，共計 1,525 項次農作物；並於 7、10 月調查

各項農作物產量。 

(2)106 年每月辦理農作物生產預測，下半年完成香蕉等

126 項次農作物產量預測。 

  (3) 106 年獲得農委會評鑑「105 年直轄市及各縣市農情

報告工作成績第一名」。 

2.農業天然災害查報及救助業務 

106 年 1011 豪雨農業天然災害現金救助，全市共計核定

救助 432戶，救助面積 105.1468公頃，救助金額 378萬

5,271元。 

（四）農地利用管理 

辦理農業用地管理，維持農地合理利用 

1.106 年度下半年辦理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之審

查及核定計 109 件。 

2.106 年度下半年辦理農地變更使用之審查及核定，共計

辦理 41 件。 

3.106 年度下半年申請農地興建農舍資格審查，共計辦理

5 件。 

4.106 年度下半年辦理農業用地免徵遺產稅或贈與稅需 5

年列管維持農用查核共計 50件。 

5.106 年度下半年辦理農地非農業使用查處：250 件。 

6.106 年度下半年辦理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證明之審查及

核定，共計辦理 2,429 筆。 

7.106 年獲得農委會評鑑「106 年度農地利用及管理業務

評鑑」甲組特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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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農村建設與發展 

（一）農村再生 

1.輔導農村社區擬定農村再生計畫：旗山區糖廠社區、桃

源區勤和社區，計 2 社區。 

2.爭取農委會補助社區年度執行計畫 5,550 萬 2,000 元，

補助農村再生社區辦理農村社區整體環境改善、生態保

育、產業活化、文化保存等工作。 

3.輔導本市農村社區辦理農村旅遊及農事體驗活動計 45

梯次 1,800 人次，並成功吸引國內外旅行社與本市農村

社區合作接待大陸、香港、新加坡等地團客付費體驗，

產業活化初顯績效。 

4.以「高雄一日農夫玩很大 新農業＠高雄」入圍第九屆

政府服務品質獎。 

5.辦理 106 年度高雄市金牌農村選拔，六龜區中興社區、

旗山區南勝社區、大樹區龍目社區、及永安區新港社區

等 4 處社區獲選為 106 年度高雄金牌農村。 

（二）休閒農業 

1.輔導休閒農場設置，建構休閒農業優質新景點，目前輔

導新設立、籌設、興辦事業及容許使用休閒農場計 6 家。 

2.前往台北、台中、高雄、台南旅展行銷本市休閒農業。 

3.前往香港、東京、新加坡國際旅展行銷本市休閒農業 

4.改善休閒農業區主題網頁設計，擴增網站內容。 

(三）農路養護暨改善： 

本局 106 年度編列農路養護計畫預算 5,400 萬元，將就

本市農地重劃區外供公眾使農產運輸道路進行維護工

作，經統計迄 106 年，已規劃推動辦理者計 82 件，其

施作範圍涵蓋本市旗山、美濃、杉林、內門、六龜、田

寮、燕巢、大樹、茄萣、岡山、橋頭…等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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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未來工作重點 

 

一、農村發展方向 

（一）推動農村再生，保存農村文化及資源，再造富麗農村： 

1.積極宣導農村再生，並輔導農村社區參與農村再生培根

計畫必要之教育訓練班(關懷班、進階班、核心班或再

生班培訓課程)。 

2.輔導社區研擬農村再生計畫，向中央爭取補助經費。 

3.開創亮點社區，發展農村旅遊。 

（二）休閒農業推展 

1.輔導休閒農業區之劃設。 

2.輔導休閒農場籌設：為配合民眾體驗農業之需求，輔導

休閒農場籌設，經常辦理區域性農業主題行銷活動，引

進人潮，帶動農業休閒觀光產業，創造商機。 

（三）農路養護暨改善 

1.為因應極端氣候變遷及考量台灣地質條件不佳，不當開

闢道路，造成坡地水土保持上之問題，導致需花費更多

之經費在復建及災修工程上，為此，本局將不再新闢農

路，僅就現有農路進行養護暨改善工作。 

2.持續辦理本市農路現況調查，其中調查事項包含路況、

地質、排水、擋土設施。並評估日後養護及管理經費。

建構路標，以利日後民眾反映路況時，得有所依循，並

利日後維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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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農民照顧層面 

（一）強化農業軟實力 

1.委託專業機構為農民團體進行經營體質診斷，並為接受

輔導之單位量身制定經營策略及改善計畫，強化農民團

體之功能，以造福農民。 

2.針對本市農民及農民團體辦理系列性訓練，包含行銷策

略、農業技術、會務管理等，以期全面提升農民及農民

團體之能力，提升本市整體農業軟實力。 

3.結合菁英農民及產官學意見辦理大型農業會議，並針對

有意返鄉從農之青年辦理農業訓練。 

（二）落實農民組織輔導 

1.加強輔導農會發展推廣業務及健全農會財務，以提昇經

營績效，擴大嘉惠農民。 

2.積極辦理轄內農業性合作社場之章程、登記資料重整，

輔導農業性合作社場運作正常化，強化農業性合作社場

功能，以造福農民。 

3.強化農業性產銷班功能，暢通產銷資訊，穩定農產品價

格。 

（三）健全農民福利 

1.配合中央編足農民健康保險、老年農民生活津貼之直轄

市配合款，使本市農民無後顧之憂。 

2.為保障實際從事農業工作農民之權益，配合中央主管機

關輔導農會辦理農民保險資格、農會會員會籍之清查，

以避免少數不肖民眾濫用農保、老農津貼之福利，損及

實際農民之權益。 

3.積極建議中央修正法規，從基本面保障老農維持農保資

格、實際從事農業工作農民維持農保資格等權益，以維

護農民之基本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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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為鼓勵優秀農民之貢獻，補助農民團體辦理「農民節」，

並於大會中表揚優良農民以資鼓勵。 

5.強化田媽媽、家政班功能，協助農村婦女創造品牌，使

能持續經營，以增加農村收入。 

6.輔導農會加強辦理推廣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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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農業永續經營 

（一）強化農（畜）業生產及運銷 

1.爭取中央補助轄內農民團體運銷集貨、運輸冷藏相關設

備，以改善運銷機能強化運銷效率。  

2.輔導農產品加工廠取得 HACCP 及 ISO22000 等國際級認

證，以建立消費者信賴度及增加產品附加價值。 

3.輔導農會興建多功能整合中心，強化運銷、直銷、外銷、

國軍副食及分級包裝之集貨場所，擴展多元通路提高服

務品質，讓農民生產的蔬果穩定供貨，促使農會與農民

間達到雙贏的局面。 

4.加強輔導協助畜牧場申請家畜禽產銷履歷驗證，推動從

畜牧場源頭生產安全畜禽品，以提高消費者對在地畜產

品之認可。 

（二）擴展農產品行銷網絡 

1.輔導現行蔬果建立產地自有品牌，並申請商標註冊提升

國產品牌水果之質量。 

2.配合農產品盛產季節，結合人文生態休閒體驗，辦理農

產業文化活動，如大岡山蜂蜜節、美濃白玉蘿蔔季。 

3.推動地區性農產品行銷活動，主要為地區特色熱帶水

果，如香蕉、芭樂、蜜棗、木瓜、龍眼、鳳梨、荔枝、

青梅、蔬菜及農產加工品等，將爭取補助地方農會於產

季時辦理各項行銷活動。 

4.加強農產品研發加工，增加產品附加價值，針對轄內主

要果品進行加工、萃取及創意料理三方向產品創新研

發，委託具實際研發能力的學術單位或技術單位進行研

發，增加果品之附加利用價值。如蜜棗、荔枝、香蕉、

鳳梨、木瓜、青梅、芭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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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以「高雄物產館」開拓多元銷售通路，整合轄內各農會

及相關食品加工業者，共同設置該館，建立「高雄首選」

共同識別行銷，俾能提高本市農特產品之能見度及知名

度，以創造農業新商機，增加農民收益。 

6.加強有機農糧產品及加工品檢查及檢驗，輔導有機產品

驗證國際化提昇產品競爭力，以促進轄內有機農業永續

經營。 

7.農產品進軍國際，拓展外銷通路，熱帶水果以日本、大

陸、加拿大等地區為主要外銷市場，火鶴花、文心蘭等

花卉以日本為主要銷售市場，另積極宣導參與「台北國

際食品展」等國際等級食品展，以期提高轄內農產品國

際市場能見度。 

8.推動在地食材 

鼓勵在地友善企業與本市農民團體進行異業結盟，以提

高當地當季食材使用量，增加農民收益縮短食物運輸里

程。 

9.積極輔導農產品批發市場遷建及整併事宜，改善經營環

境，落實農產品安全檢驗，公帄交易及提高供需，穩定

供銷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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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語 

 

本局經管農業業務，在各位議員匡正監督下，已有具體成

果，展望未來，對於農畜業之轉型與提升，本局將積極研提各

種輔導政策，協助農業技術升級與農產品行銷，以增加農民收

益，再造農村榮景。 

 

誠摯期盼各位議員女士、先生繼續給予指正與鼓勵，深信

經由大家的同心協力，必能使本市農畜產業成果持續成長擴

大，為農民開創更多更好的生活福祉。 

 

敬祝 

 

各位議員女士、先生      健康愉快 

大              會      圓滿成功 

 

 

 

 

 

 

 

 

 

 

 

 

 



 
 
 
 
 
 

附錄 

 
 
 
 
 

動物保護處工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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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報告（106 年 7-12 月） 

（一）持續加強動物防疫 

1.推動豬瘟及口蹄疫撲滅工作，落實偶蹄類動物全面預防

注射，除加強輔導豬場衛生管理建立豬場自衛防疫體系

外，同時查核輔導豬場落實預防注射，計查核訪視輔導

豬場 456 場次、輔導執行預防注射 63.7 萬頭次；派員

常駐本市 4 家肉品市場（鳳山、岡山、旗山及高雄）查

核檢視上市豬隻免疫情形及健康狀況。 

2.協助小規模偶蹄類畜牧場進行口蹄疫疫苗注射，以清除

防疫死角，防範口蹄疫發生，計執行豬隻 217,540 頭

次、牛隻 4,728 頭次、羊隻 2,566 頭次。協助輔導羊場

進行羊痘疫苗注射，以防範羊痘傳播，計執行 2,700 頭。 

3.為防範人畜共通傳染病(狂犬病)之發生並因應102年度

發生鼬獾狂犬病疫情散播，由公務獸醫師緊急巡迴與偏

鄉設置駐站施打犬貓狂犬病疫苗，計注射 12,609 隻。 

4.建立動物疾病預警機制，持續進行採樣及血清抗體檢測

監控，計執行重要豬病(豬瘟、口蹄疫) 監測 3,029 場

次、4,023 件，高病原性禽流感主動監測 56場次、1,388

件（包含養雞場主動監測採檢、本市公共區域野項、寵

物項店及動物園項禽、輸出項禽場等）；完成本市輸入

動物追蹤檢疫（犬、貓）142 案、200 隻。 

5.為清除草食動物之人畜共通傳染病及保障乳品衛生，結

核病部份檢驗牛隻 52 頭、羊 4,192 頭、鹿 241 頭，共

計 4,485 頭；布氏桿菌病部分檢驗牛 0 頭、羊 1,197 頭，

共計 1,197 頭；以上檢驗結果均為陰性。 

6.辦理動物（家畜、家禽與水產動物）疾病檢驗、鑑定及

防疫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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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受理牧場申請病性鑑定，進行檢驗確定發生疾病之病

因，並輔導其防疫及治療方法，家畜禽共計受理 125

件。 

(2)受理水產養殖業者之病性鑑定申請，以確定引發頄蝦疾

病之病因，並輔導其防疫措施；受理養殖業者購買頄蝦

苗前之健康檢查，並特別針對高病原性之虹彩病毒及腦

神經壞死病毒，以核酸檢驗方法進行檢驗，確定業者所

購買頄苗之健康，以增加育成率，降低生產成本，期間

共受理 2,806件。提供養殖頄塭水質檢測服務，據以維

護良好之養殖環境，增加頄隻抵抗力，計檢測 17,820

項次，配製簡易快速水質測定組供養殖業者使用共 326

組。上述病性鑑定之結果並經由電腦網路疫情系統傳輸

至農委會，提供中央蒐集彙整地方疫情擬定全面防疫措

施之依據。 

(3)持續加強動物疾病檢診軟硬體設備與人員訓練(處本部

實驗室、永安水產疾病檢驗站及林園水產動物疾病檢驗

站)提昇動物整體健康及加強防疫輔導。 

7.加強動物防疫，豬隻、草食動物、禽類及水產動物牧場

防疫輔導計 905 場次，協助豬場、肉品市場、草食動物、

養禽場牧場防疫消毒 3,118場次。 

8.為增進農民正確的疾病防疫知識及相關防疫之用藥規

定，至各鄉鎮依動物別分別辦理防疫或政令宣導會，計

辦理 17 場次，1,040 人次參加。  

9.抽查市售動物用藥品標籤、仿單及品質，以維護動物用

藥品安全及保障合法業者權益；計抽驗動物用生物藥品

29批 359支，核發動物用生物藥品合格封緘 93,269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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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嚴格抽驗原料畜產品藥物殘留及輔導業者改善，督導

肉品市場配合抽驗上市豬隻藥物殘留，以期提供衛生

之肉品，建立消費者食用國產健康安全豬肉之信心；

另針對飼料及個別牧場生產之生鮮肉、生乳、蛋、水

產抽樣檢驗，共計 81 件、開立行政處分 19 件，計處

罰鍰 111 萬元整，並派員輔導業者改善。 

11.獸醫師(佐)執業執照核(含補、換)發 207 件，本市現

有執業獸醫師(佐)507 人;獸醫診療機構核(含補、換)

發 22 家，本市現有動物醫院 237 家。開立行政處分 14

件，計處罰鍰 10 萬 2,000 元整。 

（二）動物保護 

1.整修舊「燕巢動物收容所」、營運「高雄市燕巢動物保

護關愛園區」: 

因應動保法 106 年 2 月全國公立動物收容所施行「零安

樂死」規定之收容需求，106 年度向中央爭取補助 515

萬 2,000 元，市府配合款 220 萬 8,000 元，整修舊有燕

巢動物收容所，以提升收容動物福利並適度增加動物收

容量。 

高雄市燕巢動物保護關愛園區自 105年 7月啟用營運迄

今大幅提升收容動物福利及動物認養率。 

2.建構友善動物城市: 

以「源頭管控、加強宣導教育、妥適處理、落實執法」

為策略方法，「持續提高動物基本福利」。 

(1)秉持尊重生命，愛護動物精神，推行動物保護工作；

辦理寵物(犬隻)登記 14,994 隻、核發寵物業許可證

16 件；辦理經濟動物人道屠宰作業稽查 13 場次，經

查結果無違反人道作業準則；辦理特定寵物業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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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9 家次，經查結果無違反特定寵物業管理辦法；

受理動物保護申訴案件 680 件、主動稽查 2,554 件，

其中 15 件開立行政處分，計處罰鍰 37 萬 8,000 元整。 

(2)推廣寵物絕育以減少流浪動物產生，推動寵物、流浪

動物及收容所領養動物之犬貓絕育計 6,432 隻。 

(3)加強流浪動物收容安置，受理流浪動物捕捉申請 3,035

件、收置流浪犬 1,163 隻、貓 193 隻；通知飼主領回

犬貓 101 隻；擴大辦理流浪犬貓認養 1,625 隻。  

(4)辦理「飼主責任訓練課程」、「校園友善犬課程」、

「動物保護校園宣導課程」及與民間團體合作辦理流

浪動物認領養及動物保護教育宣導活動 42 場、宣導

7,514 人次。此外，推動「消防犬阿勇計畫」，由本

市消防局至動物收容所挑選犬隻，以及由民眾認養犬

隻參訓，培訓救難犬，提升流浪犬隻正面形象。106

年度有 143 名民眾犬隻報名阿勇計畫， 開班 13 梯次，

結訓 73 名，校園友善犬計畫在 106 年度有 16 校 65 隻

犬參與，而 106年與團體和企業公私協力辦理 16 場認

養 41 隻犬隻。 

(5)動物收容所開放參觀，深耕動物保護與生命教育，參

訪人數共計 10,929 人次(壽山動物保護教育園區

6,532 人次、燕巢動物保護關愛園區 4,397人次)。 

(6)野生動物急救與暫時收容 145 例 152 隻。受理遊蕩犬

貓急難救助或疾病救傷暫時收容處理 1,228 案。 

(7)104 年 9 月貣與寵物業者合作「公益櫥窗-為毛小孩找

一個家」活動，成效良好。106 年有 16 家寵物店協助，

認養 100 隻帅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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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狂犬病防疫 

1.提升狂犬病集體免疫力，全面兼顧各種風險區的狂犬病

防疫工作 

(1)規劃設置狂犬病防疫防火巷，緊急巡迴狂犬病預防注

射阻斷傳染路徑： 

a.「港區狂犬病防疫防火巷」(99 年即開始)，加強沿

海(鄰近海港)區域犬貓狂犬病預防注射與防疫宣

導。 

b.「山區狂犬病防疫防火巷」，加強山區、疫區及其

周圍區域犬貓狂犬病預防注射與防疫宣導，以防範

狂犬病疫情擴散。 

c.共完成疫區行政區犬貓巡迴注射。 

(2)鼓勵都會區市民負貣飼主責任，自主性攜帶犬貓至動

物醫院施打犬貓狂犬病疫苗。 

2.配合中央政策加強監測疫區動物疫情，建置疑似病例通

報系統，送檢疑似病例。 

3.建立人道的隔離觀察畜舍，避免疑似病例持續傳播： 

於壽山及燕巢動物收容所設置隔離觀察區，指定獸醫師

每日觀察留觀動物健康狀況。 

4.辦理犬貓狂犬病疫苗、牌證等緊急採購、緊急採購第一

線工作人員防護設備、動物隔離設施、隔離觀察疫區動

物，以及第一線工作人員人類狂犬病疫苗施打、印製宣

導摺頁等。 

5.持續進行各項宣傳教育工作： 

發布新聞稿、有線電台跑馬燈、廣播電台專訪、帄面廣

告、配合動物保護校園宣導與巡迴狂犬病預防注射等活

動加強犬貓狂犬病防疫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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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工作重點 

 

（一）區域動物防疫網絡強化與推動 

1.建立區域動物疫病通報及應變機制：整合區域動物防疫

網絡，降低動物疫病、新興與再現傳染病造成之衝擊，

達到「預防全面化、應變即時化、災損極小化」目標。 

2.提昇動物疫病快速檢診技術，推動畜產品生產醫學：建

立區域性「產、官、學」動物疫病快速診斷帄台，達到

「迅速診斷、即早治療、產業永續」目標。 

（二）強化動物疫病監測及動物檢診 

1.擴大重大動物疫病監測：辦理家畜（禽）、水產動物重

大疫病病原及血清抗體力價監測，即時掌控動物疫病流

行病學狀況。 

2.強化疾病檢驗功能：持續加強既有動物疾病檢診軟硬體

設備與人員訓練，輔導並協助產業永續發展。 

3.繼續狂犬病防疫宣導教育建立正確防疫觀念，全面提升

犬貓狂犬病疫苗施打率，提升群體免疫力，建立山區防

疫防火巷，維護人畜安全。 

（三）建立藥物殘留監控與疾病防治體系 

辦理畜產品藥物殘留防範輔導及採樣監控工作，確保畜

產品的安全，維護消費者的權益，提昇畜產品品質，強

化國際競爭力。 

（四）強化動物保護功能、提昇動物福利 

1.提升寵物登記率及加強犬貓絕育計畫：推動「絕育、晶

片、狂犬病疫苗」三合一措施，提高寵物登記意願，減

少流浪犬產生。 

2.加強動物保護宣導及稽查：辦理學校、社區動物保護教

育宣導，建立正確動物保護認知，並落實各項稽查，建

置本市為尊重生命友善動物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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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加強動物收容所管理：改善動物收容所軟硬體設施，推

動多元化認養，提升動物認養率，以強化動物收容品質

提昇動物福利及維護本市動物保護國際形象。 

 


	空白頁面
	空白頁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