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雄市政府

數據統計期間：108年1月至109年3月



開闢道路 貫徹路平

108年
中央道路
考評總成績

優等獎

投入

9.63億元
改善中山路、

沿海路

改善
道路面積

394.5萬m2

改善
人行道面積

3萬m2

開闢
道路

18.7萬m2

中山、沿海路-改善前 中山、沿海路-改善後



引進「PFI民間融資提案制度」

路燈全面汰換為LED路燈

可節省超過7,000萬度耗電量

及1億餘元電費

特色公園 節能路燈

編列預算1億元推動

一區一特色公園
109年預計改造

1公頃以下公園共28座

公民參與特色公園遊戲場規劃（70期重劃區） 路燈智能節能升級



鳥松區大智路223巷橋 (3K+900M)處-清疏後鳥松區大智路223巷橋 (3K+900M)-清疏前

清淤治水 未雨綢繆

• 完成明溝、箱涵及側溝清疏量107.61萬噸

• 改善22處易淹水點

• 修復441處明顯破損雨水箱涵



管制+整治 維護河川好水質

• 公告鳳山溪大東橋上游及愛河(含幸福川、寶珠溝)
為水污染管制區，提高罰則嚇阻偷排行為

• 加強管制河川污染，積極引進高科技設備輔助稽查

• 改善河川異味，啟動幸福川及茄萣大排底泥清淤作業

愛河水色變化解說告示牌揭牌啟用 幸福川底泥清除作業



拆除立體設施 縫合空間

• 拆除青海、青年、自立、

大順、自強、維新6座
陸橋

• 填平左營、中華2處
地下道

• 分階段施工，快速
恢復通車，減輕市民

不便

中華地下道填平雙向通車

鳳山維新陸橋拆除全面開放通行



貫通道路動脈 路暢其行

• 完成自由路貫通
銜接復興路，消弭

鐵路兩側數十年來的阻隔
與不便

• 完成美術北三路
貫通銜接銘傳路，

增加通車便利性

• 完成曹公路貫通
聯接文衡路，打通

鳳山車站周邊交通路網

美術北三路-銘傳路打通

自由路-復興路打通



啟動綠園道計畫 翻轉城市景觀

鳳山計畫

於108年

11月啟動

左營計畫

於109年

1月啟動

高雄計畫

於109年

4月啟動

高雄計畫模擬圖鳳山計畫模擬圖 左營計畫模擬圖



優化捷運路網 大眾好行

• 捷運黃線綜規報告109年3月
提報交通部審議，預計117年
工程完工

• 啟動捷運紅線岡山路竹延伸線
(二階)規劃設計，預計114年
工程完工

• 捷運紅線小港林園延伸線可行
性研究報告109年3月提報交通
部審議

• 加速辦理岡山路竹延伸線一階
及輕軌二階無爭議路段工程

捷運岡山站模擬圖



貨出去 拓展農漁通路

• 農產品(含加工品) 外銷額

12.3億元

• 漁產品外銷量近20萬公噸，

外銷額110.7億元

• 多元通路降低「嚴重特殊
傳染性肺炎」衝擊，109年
農產品穩定外銷星馬，
成功上架杜拜超市

• 108年農產品產銷履歷驗證
農戶數達1,531戶，

成長23%

市長直播促銷農漁產品



人進來 活絡庶民經濟

• 108年住宿旅客(一般及觀光旅館)計938.8萬
人次，成長17.36%

• 遊憩景點遊客累計4,632.5萬人次

• 打造「LOVE高雄追光季」，中央公園亮起來

• 創新「愛河水舞」、「愛河愛之鯨」、
「白色情人貨櫃棧」，愛河更亮眼



特色觀光 吸睛國際

108年度高雄醫療觀光推動小組第3次會議 雙子星號停靠高雄港

• 推動醫療觀光，至本市就醫的國際病人4.07萬人次

• 完成建置中英越三版本醫療觀光網，促進國際化醫療觀光

• 國際郵輪停靠高雄港 64 艘次，旅客進出港9.5萬人次，觀光效益

達2.26億元



招商引資 領航經濟起飛

• 重大民間投資金額累計達2,257億元

• 和發產業園區產一用地完售

• 啟動「仁武產業園區」招商及開發，預計110年陸續交地

• 引進國際會議展覽計175場

仁武產業園區說明會 2019商業車博覽會



• 辦理就業徵才活動576場，

平均每日至少一場

• 首度跨域至新北市舉辦就
業博覽會，提供350個起薪

3萬5千元以上之職缺

• 公務員返鄉服務共234人，

另提供119名缺額讓國小

老師返鄉服務

「開薪回高雄、預見薪未來」徵才活動

就業徵才活動

媒合就業 北漂返鄉



創業逐夢 成立青年局

• 108年10月成立青年局

• 青年創業基金受捐贈近2,670萬元，市府另編列3億元預算撥補基金

• 開辦「青年創業貸款」，已核貸35案，金額達4,325萬元

• 推出「移居津貼2.0 」，預計補助125人，共1,500萬元

高雄青年創業論壇 青年對談邀請Youtube共同創辦人陳士駿



提升效率 打造友善投資環境

• 簡化都市設計審議、
工廠登記及公司登記流程，

申辦期程縮短1/2

• 建照申辦及開工申報程序

減少100天

• 修訂容積移轉許可要點，

都設許可時間縮減3/4



市地重劃 帶動城市發展

岡山87期重劃區道路通車 前鎮第90期暨第79、83期市地重劃區時代大道西段通車

• 大寮第81期市地重劃區開工動土

• 岡山第87期(大鵬九村)市地重劃區道路通車

• 前鎮第90期暨第79、83期市地重劃區道路通車

• 第87、93期重劃工程榮獲城市工程品質金質獎



開源節流 撙節收支

• 財政績效、年度預算編製及執行考核成績全國最佳

• 民間參與共創三贏，已簽約促參案76.58億元

• 108年歲出入差短縮小為10.39億元，較預算數減少約55億元

• 109年3月完成戶所整併，由33所整併至18所，每年撙節人事費

1,900萬元

左營富國停車場開發案模擬圖



雙語教育 接軌國際

• 增設20所「雙語教育特色
學校」，109年將再增設

24所
• 增聘26名外師(含非正式)，

109年將再增聘13名

• 109年2月文山高中與
美國費爾蒙特高中簽訂

「雙聯學制」AP課程

合作計畫

• 爭取國際友誼與國際訪賓

互動，共接待64案訪團、

868位貴賓

文山高中與美國費爾蒙特高中雙聯學制簽約

明義國小雙語教育



校園雙機 降溫好空氣

• 推動校園雙機(冷氣機、空氣清淨設備)，第一批建置於鄰近工業區34校，

受惠學生達63,000名
• 推動企業認養校園雙機已達1.4億元

• 109年預計再增設100校

鳳陽國小雙機裝設 北嶺國小雙機裝設



環保重拳 空污改善創紀錄

• 108年4月-109年3月完全沒有PM2.5紅害站日數

• 空氣品質指標(AQI)良率提升至77.8%

• 列管工廠氮氧化物及硫氧化物，排放量達歷年最低

• 二行程機車汰舊近3.49萬輛，全國最高

109年1月至3月AQI 截至109年3月二行車機車汰舊數



便捷交通 偏鄉好行

• 新增27條路線公車式小黃路線，服務範圍增加9個行政區

• 加開JOY假日公車，偏鄉觀光遊憩及運輸服務再升級

• 設置城鄉好行整合平台，首創公車式小黃動態查詢系統

榮獲「智慧城市創新應用獎」

• 公車式小黃服務計畫榮獲「健康城市暨高齡友善城市暢行獎」

108年台灣健康城市暨高齡友善城市社區獎 H31公車假日增開車次



愛心不放假 安心餐食券

• 新增發放安心餐食券近

155萬張，「飽」護

弱勢學童，受惠學子

達7,135人

• 配合教育部寒假延期防疫
措施，加印109年2月11日
至24日安心餐食券，確保
用餐不中斷



珍珠計畫 讓愛閃亮

• 啟動「珍珠（PEARL）計畫」，設置16個「珍珠小棧」服務窗口，

提供服務6,223人次

• 開辦「未成年懷孕個案孕期營養津貼」，每次補助最高6,000元，

已核定發放82人次

首座珍珠小棧啟用(鳳山社福中心)全台首創「珍珠計畫」



苓雅社區公共托育家園化妝party 美濃世代中心

鼓勵生育 世代共好

109年起

第一胎
生育津貼

加碼至2萬元

世代中心：
完成增設梓官、
美濃及大寮3處，

109年預計

再增設4處

公共托育家園：
完成增設苓雅、
梓官及鳥松3處，

109年預計

再增設9處

設置社區照顧
關懷據點

(含C級巷弄長照站)

共計326處，

涵蓋率達36.59％



多元住宅輔助 成家安心

• 「老青共居」三方案
(老青分租、老青共幢及分租認證)

• 南台灣首座新建「機11社會住宅」

245戶動工

• 前金警察宿舍整建將提供社宅48戶

• 租金補貼、自購及修繕住宅貸款利息

補貼1.3萬戶

• 鼓勵危老屋整建

• 推出安居高雄市民首購優惠房貸專案

機1 1社會住宅模擬圖

前金警舍社宅模擬圖



金融三箭 共創三贏

• 「招商貸款」：
擔保貸款1.19%起，信用貸款
1.87%起；核准件數6件，金額

1.29億元

• 「低利首購房貸-安居高雄」：
利率1.35％起，最長40年；

核准件數694件，金額5.9億元

• 「雄速貸(含齊心防疫專案貸款)」：
最高100萬元；核准件數290件，

金額1.98億元



發展運動產業 健康幸福高雄

• 催生首支在地SBL職業籃球隊
(高雄九太科技)

• 鳳山運動園區成功委外

• 啟動全台首創運動中心2.0
促參案

• 首次辦理城市街道直線競速
賽車

• 首次引進韓國職棒英雄隊一軍
移地訓練進駐澄清湖球場

• 扶持電競，辦理3場大型賽事

全台首創運動中心2.0促參案-投資意願調查座談會

首支在地SBL職業籃球隊(高雄九太科技)



城市閱讀 書香港都

• 市長推薦好書14本，吸引

2,696人次參與導讀，閱讀
心得徵文1,391篇

• 圖書借閱冊數逾1,459萬冊，

借閱逾366萬人次

• 市立圖書館榮獲國家圖書館
108年全國圖書目資訊

金量獎

• 高美館《太陽雨》獲十大

公辦好展覽第1名

市長推薦每月好書

108年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金量獎

高美館
太陽雨



查緝不法 打擊犯罪

詐欺
破獲案件

共3,009件

取締重大
交通違規

共64.8萬件

竊盜案
平均破獲率

99.6% 

全般刑案
平均破獲率

94.81% 

108年度
菸酒查緝績效

全國第一

市長頒發直播主槍擊案破案獎金 區域性擴大臨檢



防制毒品 拒做「毒」行俠

• 創設「耕欣園」、「抒心園」雙園
藥癮家庭社區支持服務據點，共

服務2,283人次

• 成立126站「社區毒品防制關懷

站」，辦理防毒宣導634場次，

逾16.4萬人次參與

• 培訓學校志工擔任反毒種子師資計
618位，辦理融入式反毒宣導計

4,624場次、逾152.6萬人次

• 推動「施用毒品司法繫屬少年服務
方案」，加碼補助藥癮戒治門診掛
號費

反毒總動員-公私協力營造安全無毒營業場所

辦理「毒品防制宣導講師訓練班」



多元族群 友善融合

「新住民事務專
案辦公室」 109

年3月喬遷揭
牌，整合跨局

處資源，強化服
務量能

溝通無礙，108年
官網母語使用介
面新增「緬甸」
及「馬來西亞語

言，共7國語言

新住民事務專案辦公室喬遷揭牌

培力新住民參
與公共事務，
印尼新二代楊
順成當選本市
青年諮詢委員

齊心防疫最相
挺，協調高雄
銀行提供未設
籍新住民中小
企業紓困貸款

高雄電台製播新住民廣播節目「愛家好姐妹」



防堵疫情 守護市民健康

• 防疫沒有假期，全台第一
針對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防疫一級開設的地方政府，
每週召開應變會議並啟動
防疫機制

• 率先全國針對農漁產業、經濟
弱勢族群、觀光旅遊產業及中

小企業提出四大紓困計畫

• 發起「暖心相守寄未來」
運動，鼓勵民眾預購產品，協
助業者度過防疫低潮

市長感謝中央聯手抗疫

暖心相守寄未來市長慰問口罩生產工廠



登革熱防治 全民總動員

• 落實防治工作，無懼東南亞
疫情創新高，108年本土病例
壓制在58例，並於11月底

解除本土登革熱疫情

• 每週三「防登革熱日」計動員

71.6萬人次，清除61萬個

積水容器

• 執行全市病媒蚊密度調查，
計查獲1萬1,632個陽性容器

• 109年2月選定三民區為
登革熱防治示範區

高雄市「防登革熱日」全民運動誓師

市長巡查登革熱三民示範區



飛躍一百 滿天星計畫

以補助1年、

2萬美金
為上限

高雄在地大專校院學
生(不含碩、博士生)／
18~30歲／現為高雄
市民且連續設籍高雄
滿5年以上，薦送名額

100人

市府所屬機關學校公
教警消人員／最低服
務年資2 年以上／簡
任 55 歲、薦任50 歲、
委任 45 歲以下，薦送

名額50人

滿天星計畫

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公保地解編 還地於民

• 全面推動18個都計區公保地解編

• 審議通過12計畫區共47公頃公保地

• 撙節市府支出135億元

美濃計畫區空拍照 旗山市場用地

大寮公1用地



簡政便民 服務至上

• 1999為民服務專線榮獲工商時報【2019臺灣服務業大評鑑】

縣市府便民專線金牌獎

• 優質便民，設置115個「行動戶政所」延伸服務據點

• 辦理N合1「戶政跨機關通報服務」，結合18個公民營機構，
享受「一處申辦、多項服務」

便捷戶政服務 1999金牌獎



深入基層 傾聽民意

透過市長請益開講、里業務會
報、里政座談會等方式，廣納
興革建言，讓施政接地氣、順

民意，迄今合計辦理56場，

將持續走入基層傾聽民意

楠梓區市長請益暨里業務會報 美濃區市長請益暨里業務會報

大寮區市長請益暨里業務會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