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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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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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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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本市轄內區漁會依其地理位置，由北往南依序為興達

英斌 

英斌 



 2 

港、永安、彌陀、梓官、高雄、小港及林園等 7 個區漁

會，截至 106年底，甲類會員 58,886人、乙類會員 1,990

人、個人贊助會員 8,838人、團體贊助會員 546人，合計

70,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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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628 159,944 15,265 2,211 22,500 520,548 

千元 產值 19,731,511 7,263,644 1,090,797 379,284 3,480,674 31,945,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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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0,572 2,699,515 586,782 4,010,541 81.90% 6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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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00 348,067 229,075 2,809,565 9.82% 12.39% 5 5 

合計 520,548 3,194,591 977,361 8,245,934 53.26% 3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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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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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50 5,255 64 3,031 - 

永安 5,100 4,713 - 387 - 

彌陀 5,534 3,270 96 2,168 - 

梓官 6,645 3,767 828 1,997 53 

高雄 26,314 24,507 998 316 493 

小港 11,425 11,276 63 86 - 

林園 6,956 6,098 5 853 - 

合計 70,324 58,886 1,990 8,838 546 

(資料來源：漁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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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至 12月針對海洋污染防治工作，共計執行

海域稽查 16次、陸域稽查 13次，船舶保險專案稽查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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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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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至 12月，分別於前

鎮區漁業文化館、永安中正堂及國立高雄大學等地區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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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為增進海嘯災害應變中心各編

組單位人員之應變能力，落實海嘯災害應變中心運作機

制，於 11 月 22 日於本府消防局災害應變中心辦理海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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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應變中心模擬開設演練，邀集各進駐單位共同參與

本次海嘯災害應變中心開設之模擬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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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年 8 至 12 月共執行 4 趟次海底垃圾調查與清除作

業、6場次海洋環境教育宣導活動，全案業已執行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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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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至 10月

止，巡迴 23所國中、小學，總計上課人數約有 1,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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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年 12月份起出版第 45期「海洋高雄」電子期刊，

且於前鎮區漁業文化館、永安中正堂及國立高雄大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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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至 12月參觀人數計 29,8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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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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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台灣國際遊艇展」（第三屆）訂於 107年 3

月 15 日至 18 日假高雄展覽館及亞灣遊艇碼頭展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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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 151 家廠商，使用 676 個展覽攤位，室內及



 9 

水上展示遊艇總計 65艘，預期將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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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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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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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於 106

年 7月 27日完成公告，以服務遊艇停泊為主。 

協調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高雄港務分公司（下稱

高港分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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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港分公司租用高雄港 22 號碼

頭北區水域設置遊艇碼頭(HORIZON CITY MARINA)，可提

供 18 個船席。嗣後協調高港分公司釋出 22 號加水碼頭

南側土地及水域，並由嘉信遊艇公司承租投資經營，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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艇碼頭部分已建造完成，可提供 25個船席，現正建設陸

域設施中，預計於 107年 3月完工。 

 

 

 

 

 

 

 

四、推動高雄郵輪產業 

(一)提升郵輪旅客接待環境 

郵輪停靠高雄港，106年度為 41航次（82艘次），

進出港旅客有 11.8萬人次。107年度預報為 36航次（72

艘次），進出港旅客預計有 10萬人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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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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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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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行銷推廣高雄郵輪航程及郵輪物流經濟 

106 年度公主遊輪 10 月 19 日至 11 月 3 日推出 3 條

高雄母港航線，前往沖繩、宮古島、香港及下龍灣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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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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配合臺灣港務公司分別於 10 月

19日首航及 10月 28日航次，辦理迎賓活動及記者會，

發佈媒合在地農產品供應商與公主郵輪物流補給作業線

成果，促進郵輪物流經濟。 

 

 

 

 

 

 

 

(三)辦理郵輪論壇強化業界交流 

與臺灣國際郵輪協會於 6月 9至 10日假處女星號辦

理｢2017海上郵輪論壇｣，以及與臺灣港務公司於 106年

8月 25日合作辦理「第 4屆港市合作發展論壇」，與業

者及相關公私部門交流意見，建立合作共識促進郵輪產

業推動。 

(四)與中央單位合作放寬相關法規促進產業發展 

持續配合交通部航港局及中央政府相關單位，推動

郵輪人才培育及媒合等相關環節之修法事宜，使人才育

成方式多元化，徵才就業管道與機制透明合法化，營造

友善的產業鏈環境。 

  五、推動海洋休閒遊憩活動及海洋產業前瞻論壇 

(一)免費開放西子灣南岬頭沙灘供民眾賞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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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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 1至 12月計有 27,5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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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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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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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菁英參加，

共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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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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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國內基地漁船獎勵休漁，

於 106 年 7 月至 12 月份受理申請，審核符合資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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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計923艘，由漁業署核發獎勵金額共計新台幣1,624

萬 8,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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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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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局及行政

院農業委員會水產試驗所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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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局積極輔導產銷班參加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舉辦之績優農業產銷班選拔，永安區漁會轄屬「高

雄市永安區石斑魚產銷班第 12 班」獲選「106 年全國

十大績優農業產銷班」殊榮。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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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09 口，放養量調查口

數 12,203口，放養量調查率約達 98.34％。 

(四)辦理岡山魚市場遷建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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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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於 106 年 10 月 28 日動

工興建，預計 107 年 10月底完成興建。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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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6年度漁業署核定抽驗 89件，本局增加抽驗 10件，

共計採樣抽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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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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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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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6年度共計執行件數 340件。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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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共計 133艘次投保，

補助保險費共計新台幣 394萬 2,426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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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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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至 12月份辦理漁民災害死亡計

8件，漁船沉沒 3件、全毀 1件，共發放救助金新台幣

565萬元。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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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共計核撥新台幣 2億

2,926萬元。 

 (十)擴大漁業服務，提升服務品質 

1.外籍船員管理 

106年 7至 12月份受理遠洋漁船僱用外籍船員報備 616

艘次，外籍船員計9,522人次；其中受理僱用外籍船員

搭機入境保證函 228艘次，外籍船員計 1,1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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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至 12月份協助本市籍

漁船受理對外漁業合作計 18 國，取得入漁執照計 188

艘次。 

3.漁業經營管理－106 年 7 至 12 月份辦理各項漁業證照

及相關補助經費如下： 

(1)核准漁船筏建造、改造、改裝 140件。 

(2)核發漁業執照 424件。  

(3)核發漁船配油手冊 221 件。 

(4)核處漁船（員）各類違規計 12件。 

(5)執行漁筏定期檢查及特別檢查 137件。 

(6)補助漁船檢查規費 480 艘，共 26萬 9,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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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補助高雄區漁會漁業專用及通訊電台營運經費 20萬

元。 

4.漁船船員管理－106 年 7 至 12 月份辦理漁船船員管理

事務如下： 

(1)核發漁船船員手冊 3,244件及外籍船員證 263件。 

(2)辦理前鎮漁港遠洋漁船原船大陸船員安置計 97艘共

285 人；委託他船暫置管理計 32艘共 95人。 

(3)核發大陸船員識別證 21張。 

(4)辦理漁船船員經歷證明及職務代理共 232件。 

5.核發陸上魚塭養殖漁業登記證： 

至 106 年底，本市核發陸上魚塭養殖漁業登記證 2,274

張，面積 2,557.3 公頃，戶數 2,217 戶。 

(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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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下半年辦理永安 LNG海水管線擴充工

程(石斑路)、永華養殖漁業生產區共同給水管線設置工

程、永安養殖區公溝旁水閘門修繕工程、流域綜合治理

計畫─水產養殖排水」本市養殖區排水路清淤工作、永

安養殖漁業生產區魚塭土溝及土堤道路改善工程設計監

造，其中漁業署補助 1億 5,817萬元，本府配合款 425

萬元，合計共 1億 6,242 萬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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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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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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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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年 8月 1日起至 107

年 5月 1日止。106 年度共計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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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保區

域包括嘉義、臺南、屏東及高雄，承保魚種為龍膽石

斑、龍虎斑及青斑之成魚養成階段，保險期間為 106

年 11 月 1 日至 107 年 3 月 15 日止。本市 106 年度共

計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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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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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造業績新台幣約 1.2億元)、全球海產品展(創造業

績新台幣約 8 億元)、北美海產品展(創造業績新台幣

約 5.4 億元)、台北食品展(創造業績新台幣約 1.9 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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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高雄食品展(創造業績新台幣約 1.7億元)、台灣

漁業展(形象展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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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全家便利商店與永安區蘇班長、永安區漁會及允偉公

司合作，利用永安在地優質之龍虎班及龍膽石斑等漁

產品及加工品，於 9 月份推出之 FamiPort 預購         

DM中販售三杯龍膽石斑、藥膳龍虎斑魚湯、清蒸蠔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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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虎斑、龍虎斑砂鍋魚頭、無敵帝王蟹海味叻沙鍋、

鱸魚麻油麵線及糖醋石斑魚等商品。 

4.全家便利商店於 106年 11月 1日在全省 3,100家全家

便利商店推出高雄海味商品(虱目魚丸湯及海味 XO 醬

魷魚飯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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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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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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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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台鋁生活商場： 

   漁業署補助本局辦理「高雄市漁業整合行銷及推廣」計

畫，本局於 106年 9月 9、10、16、30日及 10月 1日

邀集高雄區漁會、小港區漁會、味一食品、天時福水產、

得益中華、建榮冷凍、万嘉棠、魚之達人等 8家廠商，

於台鋁廣場辦理「新鱻響海味、厚禮迎中秋」之本市漁

產品推廣活動(銷售業績 5 萬 1,781 元)。  

5.台北京站時尚廣場： 

   本局於 106年 7月 1～23日邀集永安區漁會、彌陀區漁

會、梓官區漁會、高雄區漁會、小港區漁會、小欖仁花

園精選水產(彌陀產銷 5班)、魚之達人、珍芳烏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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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洋水產、岩喜屋水產、得意中華、蘇班長安心石斑故

事館等 12家廠商，於台北京站時尚廣場辦理「高雄優

質水產品通路行銷推廣」(銷售業績 46萬 9仟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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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6年度海洋文化節慶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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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梓官「海鮮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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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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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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106 年 7月 20日

辦理「彌陀安心水產發表會」，推舉在地 7家成功取得

產銷履歷及生產追溯 QR Code 認證之彌陀業者，並將

認證水產食材於 9 月份高雄市試辦四章一Ｑ政策期間

正式入菜，並由彌陀國小、壽齡國小、新港國小、彌

陀國中、南安國小等 5所學校孩童率先享用。 

(六)辦理高雄市水產品產銷履歷驗證輔導計畫 

1.106 年度委託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辦理高雄市水產

品產銷履歷驗證輔導計畫，執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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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至 106 年底稽核高雄市水產品標章水產養殖業者合計

24戶、41件養殖水產品；水產加工業者 10家、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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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 22 家及取得水產品生

產追溯條碼 QR-code 新增 40家，以提升本市食品衛生

安全。 

 (七)辦理強化溯源水產品安全管理與宣導推廣計畫 

執行 106 年度強化溯源水產品安全管理與宣導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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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計畫，會同財團法人台灣養殖漁業發展基金會，執

行查核並抽驗溯源水產品共 42件，檢驗結果符合規

定。 

(八)辦理強化產銷履歷與驗證水產品輔導管理計畫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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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6年度查核台灣優良水產品(CAS)標示檢查 26件、產

銷履歷水產品標示檢查 13件、檢驗 3件及有機水產品

(藻類)標示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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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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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第二期程為 106 年 9月 15日至 11月 30日，至本市桃

源、美濃等各區之中、小學進行校園食材聯合稽查；

本局抽驗鳳山國中(蛤蠣)、美濃國中(旗魚丁)、鼓山

國小(旗魚丁)、小林國小(台灣鯛)及團膳業者味香食

品有限公司共 5項國產生鮮水產品，送至中央畜產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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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驗，檢驗結果符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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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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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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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期程自 106 年至

109 年，預計年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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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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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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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等流入漁港港區內之清除處理，維護漁民生命財產安

全。106全年度，清運總重量計 5,408.41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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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間分別於白沙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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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42 株沙漠玫瑰、馬櫻丹、矮仙丹、仙

丹、撒金變葉木、一串紅等樹苗，並加強既有植栽撫育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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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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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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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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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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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件，爭取中央委辦及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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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為 4億 7,681 萬元，本市自籌經費為 3億 3,856 萬元，總

計工程經費為 8億 1,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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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二期) 

4. LNG 海水管線擴充工程(石斑路) 

5.高雄市養殖區排水路清淤工程 

6.鼓山漁港浮動碼頭災害修復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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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砂崙漁港北碼頭面修復工程 

9.養殖區農路工程 

10.彌陀海洋生態資源保育環境教育學習平台計畫工程 

11.中芸漁港疏浚工程 

12.永安養殖區公溝旁水閘門修繕工程 

13.前鎮漁港防舷材汰換工程 

14.南星計畫西海堤災損復建工程 

15.高雄市永華養殖漁業生產區共同給水管線設置工程 

16.興達區漁會前道路改善工程 

17.高雄市永安區新港海堤防汛道路改善工程(第二期) 

18.彌陀漁港周遭海岸環境改善工程 

19.中芸漁港設施改善工程 

20.興達漁港水環境改善計畫-興達港碼頭水岸環境及親水設

施營造(第一期) 

21.中芸漁港整補場及港區環境改善工程設計監造工作 

22.永安養殖漁業生產區魚塭土溝及塭堤道路改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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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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遊艇產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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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造遊艇活動友善環境 

持續與交通部航港局、行政院海岸巡防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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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市民更多親

水遊艇活動空間及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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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搭配高雄海空雙港優勢，以及亞洲新灣區建設成

果，並與臺灣港務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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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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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加強推動興達漁港整體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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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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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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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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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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年 10月底興建完成。岡山魚市場完工遷建後，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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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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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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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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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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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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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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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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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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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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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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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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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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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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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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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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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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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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實施魚苗放流，投設人工魚礁 

整體衡酌大高雄沿岸生態環境，配合漁業署辦理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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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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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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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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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

傳承海洋精神與文化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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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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