肆、經濟發展
一、 招商業務
（一）成立投資高雄事務所
為實現市長陳其邁所提出四大優先中「產業轉型優先、增加就
業優先」的施政願景，本府經濟發展局參考經濟部「投資臺灣
事務所」模式，於 109 年 11 月打造「投資高雄事務所」。
投資高雄事務所以「單一窗口、專案經理、用地媒合及招商平
台」為 四大特色，透過垂直(對接中央，投資臺灣事務所、
科技產業園區(原加工出口區)等)、水平(本府各局處間)整合
資源，共同以政府行政資源協助廠商，針對每一重大投資案，
配置 1 位專案經理，全程陪伴廠商，專案追蹤，排除投資障礙。
（二）打造高雄成為亞洲高階製造中心及半導體先進製程中心
1. 亞洲高階製造中心
凝聚產業共識，形成數位轉型目標與需求，串連公協會、製
造者、系統業者建立示範案例，實現產業鏈智慧化，轉型成
為亞洲高階製造中心。
(1) 辦理產學數據分析應用及數位智慧技術研發應用合作
由在地大專院校與企業合作，包括高全存企業與高科大
合作的「帷幕牆數位設計模擬」、和泰產業與正修科大
的「扣件業智慧製造解決專案」，以及鈿峰工業與和春
技術學院的「高值金屬銲接智慧化專案」等。
(2) 辦理航太 NADCAP 認證課程
航太產業可增加產品附加價值，惟品質系統要求嚴格，
製造商若想要進入航太產業，NADCAP 為必備認證項目，
為輔導本市航太業者進入供應鏈，本府經濟發展局 辦理
「化學處理」、「熱處理」、「NADCAP 認證前準備及 AS
9100」課程，共計有高雄廠商 22 家次、外縣市廠商 12 家
次參與。
(3) 2020 NADCAP 台灣年會
為促進航太產業國際交流及合作契機，本府邀請全球航
太 首 席 評 鑑 單 位 - 美 國 航 太 品 質 評 審 協 會 (PRI,
Performance Review Institute)，於 109 年 9 月 10 日至
11 日首度辦理「2020 NADCAP 台灣年會」，聚集全台 57

家航太相關企業(高雄業者 20 家、外縣市業者 37 家)，共
同見證 PRI 與金屬中心以視訊連線簽署 MOU。雙方未來將
持續針對 PRI 培訓項目共同合作，輔導高雄航太業者取
得 NADCAP 認證，協助高雄航太零組件產業切入國際航太
產業供應鏈。
(4) 辦理《邁向 2021》亞洲高階製造中心投資論壇暨採購
商機大會
本府經濟發展局 109 年 11 月 26 日邀請製造業、系統整合
服務商、硬體設備供應商，共同就產業邁向高階製造產
品服務解決方案、應用及需求進行交流，同時提供政策
及資源分享，媒合雙方發展進行合作討論，計有 25 家
「投資台灣三大方案」企業代表出席，以及多家知名企
業負責人親自參與，共計超過 110 家企業與會。
2. 辦理半導體先進材料廠商招商說明會
隨著台積電 5 奈米和 3 奈米廠陸續投產，為抓緊相關產業鏈
南移商機，本府經濟發展局與科技部南科管理局於 109 年 12
月 16 日共同辦理招商說明會，邀集多家半導體、電子零組
件等頂尖高科技製造業廠商參與，會中除推介本市投資環境，
並現勘南科高雄園區投資用地。
（三）提高投資誘因，獎勵補助
1.策略性產業/重點發展產業
為創造產業投資本市誘因，凡策略性產業/重點發展產業投
資本市達一定規模並符合相關設立規定，或公司將經濟部核
定之營運總部遷入本市者，得申請促產投資補助。
109 年度因應疫情對本市產業之衝擊，為鼓勵廠商持續加碼
投資高雄，提出「促產度小月加碼投資專案」，擴大申請補
助項目，包含融資利息、房地租金、房屋稅以及新增進用勞
工薪資等，共計核准補助 7 案，核准總額度約新臺幣 8,197
萬元，預計新增投資金額約新臺幣 27.5 億元、就業機會約
499 個。
2.體感科技產業
為引進民間研發能量，打造試煉及體驗場域，於 107 年依據
「高雄市體感科技園區計畫」訂定「高雄市體感科技園區計
畫補助辦法」，鼓勵公司依據其規模、提案主題及計畫規模
申請補助。

109 年 度共 核定 補 助 15 案計 畫， 計 畫 總 經 費 新 臺 幣 1 億
3,175 萬元，總補助款新臺幣 5,285 萬元。促成 3 案場域示
範案例，包含智崴資訊於高軟園區 i-Ride 體驗中心建置體
感基地、夢想創造於高雄流行音樂中心「鯨魚堤岸」建置全
球首創 MR 沉浸式劇院、高雄捷運於中央公園站及美麗島站，
分別展演「鳳翼天翔-天之篇」與「鳳翼天翔-地之篇」大型
3D 立體投影光雕秀。
（四）109 年體感科技 園區計畫成果
1. 擴大國際合作，促成體感業者拓展海外通路
(1) 促 成 智 崴 集 團 與 美 商 Positron 合 作 開 發 「 Positron
Voyager」體感座椅，由智崴集團開設「Voyager」生產
線，協助美商供應全球遊樂園區、各大博物館及美術館
等娛樂市場，並預計於 110 年下半年輸出位於澳洲墨爾
本的尤里卡大樓，進行 XR 電影院(XR Cinema)建置計畫。
(2)輔導體感創新產品上架體感奇點站，成功銷售 3 款新創
團隊（愛吠的狗、樂美館、獨角獸）產品至阿拉伯及香
港等海外市場。
(3)媒合高雄體感業者（方陣聯合數位科技有限公司）與韓
國全球智慧城市公司合作，延伸高捷左營站旅遊導覽服
務之實務案例，預計投入 30 萬美元發展韓國濟州島體感
應用開發。
2. 舉辦大型商展活動，創造國內產業新商機
舉辦「KOSMOS TRENDS 未來勢」，串聯包含駁二、高雄展覽
館及漢神巨蛋等場域，以音樂、生活、娛樂及商務等主題規
劃不同體驗活動與節目，活動期間逾 51 萬參與人次，促成
逾新臺幣 3.9 億元產值。同時以「體感重裝部隊」巡迴高雄、
屏東、台北及新竹等城市辦理體驗活動，作為體感業者展示
的平台外，更提供民眾認識並體驗最新體感科技產品，共觸
及逾 16 萬人次。
3. 運用體感技術首創體感互動車站，帶動捷運運量成長
高雄捷運為帶動捷運人流成長，並持續創造商業收益，以高
捷中央公園及美麗島站為載體，首創全國體感互動車站，運
用體感投影互動及 AR 技術，打造展演主秀及互動遊戲，創
造單日運量最高成長達 8 成，未來將持續洽談知名品牌及 IP
合作，開創捷運站新的商業模式。

4.109 年度促進累積產業投資新臺幣 18.8 億元，創造新增就業
機會 442 個，促進體感科技產值新臺幣 58.5 億元。
（五）國內大廠持續投資高雄
109 年 1 月至 12 月，重大民間投資金額累計達新臺幣 1,964 億
元，新增就業機會約 1.3 萬個，包含國巨、穩懋、日月光、穎
崴等。
（六）協助高雄廠商擴增新市場通路
1.

協助高雄廠商開拓多元新市場通路，提升品牌能見度。

「高雄好物市集」於 109 年 6 月 2 日成立線上購物平台、同
年 8 月 7 日棧貳庫開設實體櫃點，累積銷售總金額分別為新
臺幣 400 萬餘元及新臺幣 100 萬餘元；109 年 12 月 17 日至
20 日，率領 16 家業者參加「台北國際食品展」，展會期間
並安排主題商品推廣、網紅直播推薦、團購主商洽會等，現
場零售新臺幣 90 萬餘元。
2.

109 年 11 月 27 日本府經濟發展局與 PChomeSEA 簽署

MOU，期協助高雄廠商前進東南亞搶佔電商商機；同年 12 月
2 日至 3 日於高雄國際會議中心舉辦「高雄跨境電商生態系
啟動儀式暨通路商機媒合會」，邀請 9 家跨境電商、物流、
金流龍頭，透過一對一媒合方式，帶領在地 B2B、B2C 業者
與跨境龍頭交流，吸引百家廠商報名參與，成功輔導計 16
家業者於亞馬遜全球開店及 PChomeSEA 平台上開賣。
3.

醫材產業為本市金屬業者轉型升級方向之一，因新冠肺

炎疫情，國際行銷受到影響，因此，本府經濟發展局分別於
109 年 12 月 1 日及 8 日舉辦線上商洽媒合會，與國外醫材代
理商、通路商進行線上交流媒合，共計 11 家次廠商參與商
洽媒合會，後續取得訂單約 44 萬美元。

二、 工業輔導
（一）特登工廠專案辦公室輔導計畫
1. 為輔導未登記工廠合法經營，工廠管理輔導法修正案於 109
年 3 月 20 日施行，新增未登記工廠與特定工廠管理與輔導
專章。109 年合計辦理 50 場宣導說明會、邀集環保、消防、
建築等專家組成輔導服務團，並自主培訓 200 名推動員及成
立特定工廠專案辦公室，多管齊下協助業者辦理特定工廠登
記業務，包括臨時登記工廠業者申請換發特定工廠登記及未
登記工廠申請納管，截至 109 年 12 月，總收件數 1,966 件，
核准 1,269 件。
2. 另為導正工業發展及矯正未登記工廠，進行未登記工廠之矯
正與輔導工作，109 年 7 月至 12 月止，辦理稽查次數共計
396 次、裁罰 14 件，裁罰總金額為新臺幣 75.5 萬元。
（二）產業用地整備
因應本市產業用地需求，積極協助廠商辦理非都土地報編及變
更業務。同時，依據產業創新條例規定，兼顧產業發展及地方

需求評估適當區位，由政府規劃報編產業園區，達到「民眾安
居、業者安心」之雙贏策略
1. 和發產業園區
和發產業園區已於 103 年核准設置，開發面積 136.26 公頃。
104 年進行開發，截至 109 年 12 月共有 86 家廠商繳款登記，
申請產一用地共 68.56 公頃，已達 100％完銷，同時亦有 18
家業者申請承租產一用地 14.129 公頃，約占可租用地之
92.6％；本園區開發完成後，預估產值達新臺幣 991.2832
億元，較原規劃時 400 億元之規模達 248%，增加直接就業機
會 1 萬 120 個，已達原規劃 1 萬個就業機會之 108.1%，亦將
衍生消費需求及相關行業進駐，對地方成長及稅收具正面效
益。
2. 仁武產業園區
依據產業創新條例規定，於國道 10 號仁武交流道周邊台糖
仁武農場為基地，辦理「仁武產業園區」之報編作業，面積
74 公頃。本計畫已於 108 年 10 月底完成報編，並可釋出 48
公頃產業用地、創造 6,300 個就業機會、增加 242 億元地區
產值，帶動產業轉型再造。預計 110 年完成用地取得及提供
廠商預登記，第一期統包工程已於 109 年 4 月啟動、109 年

11 月 19 日動土，園區開發將採與廠商進駐併行作業，以強
化開發效益。
3. 協助中央報編橋頭科學園區
行政院於 108 年 12 月 6 日核定橋頭科學園區籌設計畫，園
區面積 262 公頃，可設廠用地 164 公頃，預計引入半導體、
航太、智慧機械、智慧生醫及 5G/6G 網路、智慧機器人、智
慧車輛、AI 軟體服務等創新產業，預估年產值最高達 1,800
億元，並可提供 1 萬 1,000 個就業機會。
科技部辦理二階環境影響評估階段，並於 109 年 8 月 31 日
通過二階環評範疇界定會議，為加速橋科推動期程，除協助
辦理區段徵收作業外，並積極開闢聯外道路、爭取增設岡山
第二交流道、省道台 39 南延至仁武等道路開闢，提供當地
完善的交通網路，以利招商引資，更成立「橋頭科學園區專
案推動小組」，同時，行政院亦指派李秘書長孟諺擔任跨部
會小組召集人，透過中央與地方密切合作，以 110 年底提供
廠商選地設廠為目標加速園區開發。
4. 民間報編產業園區
截至 109 年 12 月已核准設置產業園區設置案件計有天聲工
業、英鈿工業、慈陽科技工業、誠毅紙器、南六企業、震南
鐵線、宇揚航太科技、正隆紙器、裕鐵企業路竹及大井泵浦

工業等 10 案；審查中案件計有拓鑫實業及德興等 2 案，新
申請勘選土地案件有莒光塑膠研發、隆安扣件及漢翔發動機
科技 3 案。預計可提供 129.44 公頃產業用地；年產值約新
臺幣 628 億元；就業人數 3,310 人。
5. 毗連非都土地業務
截至 109 年 12 月底已核定毗連擴展計畫案計有味全、震南
鐵線、乘寬工業、農生企業、泓達化工、聯國金屬、鈦昇科
技、泰義工業、佶億工廠、瑞展實業、秉鋒、卓鋒、南發木
器、鎰璋實業、新展工廠、隆昊企業、基穎螺絲、國盟、高
旺螺絲、秉鋒(第二次毗連)、路竹新益、台灣維達、隆昊企
業(第二次毗連)、隆興鋼鐵、永欣益、鈦昇科技 (第二次毗
連)、三章實業、國盟公司梓官二廠(第二次毗連)、德興石
材、和泰產業、世豐螺絲、海華鋼鐵等 32 案，另有宗美工
業、成肯國際實業、煒鈞實業、穩翔塑膠實業、高嘉塑膠及
金皇興等 6 案審查中。預計可提供 34 公頃之產業用地；年
產值新臺幣 400 億元；就業人數 3,758 人。
6. 興辦事業計畫業務
截至 109 年 12 月底已核准罄穎、德奇、誠友、常進工業、
笙曜企業、維林企業、韋奕工業、毅龍工業、佳揚實業、臺
灣鋼帶、煒鈞實業、鋐昇實業、春祐工業、勝一化工、芳城
工業、弘盛展業、雄順金屬、亞東氣體、暐盟、石安水泥美
濃廠(第二次變更計畫)、建誌鋼鐵、鉅翃(第二次變更計畫)、
勵龍、鉑川、協和繩索、興達遠塑膠等 26 案，預計可提供
14 公頃產業用地；年產值新臺幣 100 億元；就業人數 550 人。
（三）工廠登記及擔保交易服務
109 年 7 月至 12 月止，辦理工廠設立登記案件計 217 件，變更
登記案件計 234 件，申請歇業案件 115 件，公告廢止 77 件(含
工廠校正廢止)，工廠登記家數共 7,708 家（臨時登記工廠
1,011 家已於 109 年 6 月 2 日失效，982 家已申請轉換特定工廠
登記）。
109 年 7 月至 12 月止，共計辦理動產抵押及附條件買賣登記
652 件，變更登記 57 件，註銷登記 442 件，抄錄 259 件。
（四）產業園區管理(岡山本洲產業園區)

岡山本洲產業園區廠商總家數共計 198 家，其中營運中 195 家，
未建廠 3 家
1. 每月至少 1 次進行進駐廠商納管水質進行採樣、監測及計量
作業，確保廠商能符合園區公告之納管標準。109 年 7 月至
12 月底納管家數共計 213 家，聯接共計 184 家；稽查及採樣
家數 1,345 家，共計採集 5,190 個樣品送驗，納管水質異常
4 家，已要求限期改善並擇期複驗。 廠 商 納 管 水 質 與 稽 查
管制
2. 每日需進行各廠商雨水下水道巡稽查管制工作，要求確實做
好雨污水分流工作。稽查家數共計 220 家，無異常情形。
雨水下水道稽查管制。
3. 空氣污染物 NOx 已核配 77.81％以上，後續須加強管制，其
餘管制物種尚符合承諾總量限值。
4. 每日均派專人進行監督與查核工作，確保污水廠正常操作，
並經四個單位稽查採樣放流水 68 次。

三、 產業服務
（一）打造新創基地
1. 亞洲新灣區 5G AIoT 創新園區計畫
因應 5G 結合 AIoT、AR/VR 等數位科技，將加速產業進行數
位轉型，本府與中央密切合作，攜手打造「亞洲新灣區 5G

AIoT 創新園區計畫」，將從基礎建設、產業群聚等面向推
動。
短期爭取經濟部設置新創基地，提供獎勵補助，引進國際加
速器，打造完整新創服務體系；長期規劃以中油特倉三土地
為高軟二期開發用地，經濟部、中油公司與本府已成立推動
小組，加速開發解決數位科技業者進駐需求。本府另於 109
年 11 月 30 日辦理 5G AIoT 國際大聯盟成軍活動，藉此凝聚
中央、地方、業者共同打造亞洲新灣區成為驗證示範場域之
共識，計有 114 家廠商參加。
2. DAKUO 高雄市數位內容創意中心
「DAKUO 高雄市數位內容創意中心」以數位內容產業為主軸，
提供創新創業之友善環境，扶植新創公司及吸引人才根植高
雄。現進駐廠商計 22 家(進駐率 93.5%)，截至 109 年 12 月，
累積進駐 60 家廠商，包括緯創、兔將、樂美館、點子行動，
及 Summer Time Studio 、 Toydea Inc. 、 J.O.E.
LTD.、Nobollel Inc.等日本遊戲開發商，資本額累計新臺
幣 405 億 9,719 萬元，新產品研發超過 565 件，並增加就
業人口 953 人。
為協助新創公司深入瞭解產業最新趨勢與展望，促進在地新
創圈交流媒合，自 104 年起持續辦理創業輔導講座，截至
109 年 12 月，累計辦理 92 場次；為促進數位內容產業人才
技術與資訊交流，不定期舉辦社群、產業交流活動，截至
109 年 12 月計辦理 1,741 場次招商與社群交流等活動，約
62,483 人次參加；自 108 年起辦理「創業之星-專題座談交
流會」，邀請隱形冠軍、數位新銳或技術先趨，分享自身創
業經驗及產業新知，促進在地新創公司與企業交流，並促成
雙方實質合作機會，截至 109 年 12 月，累計辦理 12 場次。

3. 「KO-IN 智高點」高雄智慧科技創新園區
「KO-IN 智高點」提供智慧城市科技業者落地發展空間、資
源與機會，且為全台唯一由地方政府推動之金融科技專區，
提供金融科技進駐團隊免費取得國內證交所、櫃買中心等即
時交易數據。現進駐廠商計 34 家(進駐率 77%)，截至 109 年
12 月，累積進駐 51 家廠商，預估可衍生創造 156 個就業機
會、新臺幣 3.6 億元營業額、新臺幣 3 億元投資額。廠商進
駐後將鏈結法人輔導能量，期促成實質商業合作，為進駐廠
商爭取商機，以促進 AI、IoT、Fintech 產業群聚蓬勃發展。
本府經濟發展局也透過舉辦創新創業大賽，發掘有潛力的團
隊進駐高雄，109 年度共計 44 隊參賽，經第一階段書審計有
14 隊進入決選，最終由「智慧貼紙」奪得金獎及最受矚目
獎，銀獎團隊「易晨智能」已通過進駐審查進駐園區。另於
109 年 9 月 26 日舉辦「5G 飆速・高雄領航：技術創新與產
業商機高峰論壇」，邀請遠傳、西門子、華苓科技、港務公
司、高醫、工研院等 5G 聯盟企業、研究合作單位、在地企
業締結合作，宣示打造高雄為「5G 智慧城」之決心。當天
亦規劃展攤空間吸引 21 家新創團隊前來展示創新技術應用，
並安排 16 場商洽會期促成廠商對接需求，活動共吸引約 362
人次參與。
4. 南臺灣跨領域創新中心
本府與工研院 105 年於本市財稅行政大樓 15 樓合設「南臺
灣產業跨領域創新中心」，整合南部各大學及相關法人研發
能量，協助進行跨領域科技創新，尋找新的技術應用在南臺
灣既有產業中，進而將技術或服務產業化成立新創事業，同
時亦協助南臺灣新創事業輔導、籌資等事宜，期促進既有產
業轉型升級、提升研發能量及吸引人才流入。
109 年下半年已輔導成立 3 家新創公司，另協助捷能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成功增資新臺幣 5,000 萬元；截至 109 年 12 月
已輔導 17 家新創事業完成公司登記，並協助 90 案新創事業
籌資新臺幣 1.76 億元。將持續蒐整各界包括輔導、補助、
融資、貸款等計畫，並建立民間私人資金投資聯繫管道，形
成南臺灣產業跨領域新創交流平台，以進行產學研技術合作，

推動產業化最後一哩路。
（二）中小企業輔導
1. 辦理地方產業創新研發推動計畫（地方型 SBIR）
為提升本市中小企業創新研究能量，藉由政府補助以減輕中
小企業研發經費之負擔，輔導中小企業創新研發、產業升級。
本府經濟發展局自 97 年起辦理地方型 SBIR，截至 109 年累
計通過 851 件研發補助計畫，補助金額達新臺幣 6 億 4,748
萬元，帶動投資額新臺幣 21 億 9,170 萬元及研發總經費新
臺幣 15 億 6,760 萬元，衍生產值新臺幣 30 億 732 萬元，申
請或取得新型、設計專利 724 件，並屢獲國際發明展各項獎
項，對本市中小企業的升級轉型極具助益，今年更協助廠商
將創新研發成果或商品上架跨境電商平台，增加 SBIR 計畫
執行效益，目前已輔導媒合 5 家 SBIR 企業之產品上架至
PChomeSEA、日本樂天等平台，讓優秀廠商的產品進軍海外
市場。109 年度計畫補助總經費計新臺幣 3,686.4 萬元，分
為「創新技術」及「創新服務」兩大類別，另為鼓勵企業利
用政府資源投入研發，面對疫情衝擊，109 年度計畫首重受
疫情影響較大之觀光、零售、餐飲、百貨及運輸業優先鼓勵，
並就智慧製造、數位科技應用、商品化潛力等在地特色產業
創新轉型為主軸，核定 49 件研發計畫，帶動研發總經費新
臺幣 9,300 萬元。
2. 辦理提升產業競爭力輔導計畫
為提升本市中小企業之競爭力，經由訪視企業協助其解決經
營及技術問題，並輔導企業爭取中央補助資源，以提升自我
研發與技術能力。本府經濟發展局自 102 年執行提升計畫，
截至 109 年 12 月，成功向中央申請補助計畫 106 案，補助
新臺幣 2 億 1,280 萬元。109 年 7 至 12 月計輔導本市 6 家中
小企業向中央提案爭取計畫補助，補助金額計新臺幣 473 萬
元。
3. 辦理中小企業商業貸款及策略性貸款
協助本市中小企業及策略性產業發展，自 98 年起提供四大

類型案件融資信用保證，提供中小企業及策略性產業營運所
需資金，減輕中小企業在擴展事業上所面臨資金短缺之問題。
截至 109 年 12 月底累積融資件數計 971 件，融資總金額計
新臺幣 5 億 997.9 萬元。109 年 7 至 12 月共計召開 3 次審查
會議，通過 26 案貸款申請案，總放貸金額為新臺幣 2,676
萬元。
4. 「高雄市政府因應新冠狀病毒肺炎疫情紓困貸款利息暨信用
保證基金保證手續費補貼作業計畫」
為紓解因受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影響以致發生營運困難之
業者，本府經濟發展局特訂定「高雄市政府因應新冠狀病毒
肺炎疫情紓困貸款利息暨信用保證基金保證手續費補貼作業
計畫」，提供於本市辦有稅籍登記之小規模商業、公司、商
業登記或另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免辦稅籍登記且有
營業事實之自然人(小農、小漁)，向與本府配合之金融機構
辦理防疫紓困專案貸款，並獲核貸周轉金者，於貸款額度
100 萬元內，自撥貸日起補貼第一年之利息及信保手續費，
補貼利息以年利率最高 1.58%計息，信用保證基金保證手續
費以年費率最高 0.375%計算。
截至 109 年 12 月通過紓困補貼核定件數共計有 335 案，已
覈實撥付利息及信保手續費之補貼總金額為新臺幣 210 萬
4,097 元（利息新臺幣 137 萬 3,770 元，信保手續費新臺幣
73 萬 0,327 元）。
（三）地方產業發展
1. 辦理本市「產經情勢分析」
自 98 年起開始蒐整國內外與本市產經數據，辦理產經情勢
分析，按季提出國內外與本市產經資料外。109 年起台經院
接手產經情勢分析季報完成期三季產經情勢分析、建置專屬
網頁「高雄經站」與高雄市特定區域經濟數據初步調研，強
化資訊蒐整，並提供扼要產經情勢資訊予大眾參考。
2. 輔導申請觀光工廠評鑑
持續輔導本市地方產業特色化，鼓勵工廠營運朝向多元化發

展，協助工廠轉型兼具觀光服務，設置觀光工廠。高雄目前
已通過經濟部觀光工廠評鑑共計 7 家，讓民眾有更多兼具知
識性及趣味性的觀光休憩新選擇。本府經濟發展局協助觀光
工廠行銷作為如下：
(1) 搭配本府購物嘉年華、PHONE 狂 GO 物時時抽等促進消費
活動，期望帶動本市觀光工廠商機。
(2) 透過與網紅及知名設計師合作，打造觀光工廠專屬行銷
包裝，推出聯名禮盒，再搭配新媒體等管道露出，提升
觀光工廠知名度及形象，激發高雄產業競爭優勢。

四、商業行政
（一）公司、商業登記服務
1. 109 年 7 月至 12 月受理公司登記案件合計 3 萬 2,221 件，截
至 109 年 12 月公司登記家數 8 萬 1,166 家；109 年 7 月至 12
月受理商業登記案件合計 2 萬 618 件，截至 109 年 12 月商業
登記家數 12 萬 4,621 家。
2. 提供便捷、快速服務
(1) 可查詢公司、商業登記公示資料、案件辦理進度、商號
名稱保留案件結果及下載每月設立、變更、解散（歇
業）登記資料清冊。
(2) 簡政便民，推動商業設立登記專案服務，凡辦理商業設
立登記，備齊登記文件，專人服務，30 分鐘即可現場領
件。
（二）商業管理
1.落實商業管理，加強十大行業稽查
(1) 針對本市電子遊戲場業、特定行業（視聽歌唱、酒家、
酒吧、舞廳、舞場、三溫暖、特種咖啡茶室）及夜店業、
資訊休閒業列冊管理，每週執行 4 班次稽查，其中包括
2 次本府聯合稽查，包括民眾檢舉、涉嫌妨害風化場所、
違反各局處法令業者等案。

(2) 依「商業登記法」、「高雄市電子遊戲場業管理自治條
例」、「高雄市特定行業管理自治條例」加強電子遊戲
場業、特定行業管理，並依「高雄市營業場所強制投保
公共意外責任保險自治條例」強制符合管制之營業場所
均應投保公共意外險。
(3) 109 年 7 月至 12 月執行稽查業務共計 856 家次，查獲違
規裁處案件計 22 件。
2. 執行商品標示業務
依據商品標示法規定抽查市售商品，109 年 7 月至 12 月計抽
查 1,951 件商品，其中不符規定者 373 件，不合格者均分別
通知廠商或權責單位並追蹤至改善完成。
3. 維護消費秩序及宣導業務
配合消費者保護官進行專案查核及協助人民陳情案件、協調
案件、重大消費爭議案件相關資料之蒐集等事項。提供消費
者保護法、公平交易法、商品標示法等各式文宣供民眾免費
索取參閱。
4. 制定｢高雄市自助選物販賣業管理自治條例｣
為加強管理本市自助選物販賣業，以維護商業秩序並兼顧兒
童及少年之身心健全發展，研提｢高雄市自助選物販賣業管
理自治條例草案｣，並於 109 年 9 月 7 日公布（公布後 1 年施
行）。
（三）發展會展產業，建立會展城市品牌
1. 「高雄市政府會展推動辦公室」主動拜會國內公協會、企業
團體，提供一對一會展諮詢服務，行銷高雄會展產業，爭取
大型展會活動到高雄舉辦，109 年提供會展主辦單位諮詢服
務超過 70 案，諮詢次數超過百次。
2. 109 年 12 月 17 日結合「商機媒合會」辦理高雄會展論壇暨

年會，邀請 15 個單位買主及 20 個單位賣家(高雄會展聯盟
成員)進行洽談，會後安排高雄獎勵旅遊體驗之旅(12 月 17
日至 18 日)，成功促成「台灣社會網絡學會」於 110 年在高
雄舉辦「2021 組織知識管理國際研討會」，以及「中華民
國藥學生聯合會」預計於 111 年在高雄舉辦「2022 年亞太藥
學生年會」。
3. 109 年積極爭取展會活動在高雄舉辦，會展活動共計 159 場
（國際會議 48 場，展覽 51 場，活動 60 場）首次來高雄舉
辦的會展活動包括：「再見梵谷—光影體驗展」、「 2020
高雄數位家電振興券展」及「2020 亞洲永續供應+循環經濟
會展」。
4. 成功爭取 109 至 111 年到高雄舉辦之國際會議包括：「2020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conomics, Management
and Technology」、社團法人台灣感染管制學會與台灣感染
症醫學會共同舉辦之「 2020 會員大會暨學術研討會」與
「2022 年世界華人不動產年會」、「2021 組織知識管理國
際研討會」及「2022 年亞太藥學生年會」等。
5. 成功辦理「國際會議協會(ICCA) 第 59 屆年會」
(1) 2020 年會透過「年輕」、「開放」、「多元」三大主題

設計議程，讓世界了解高雄百年轉型的成果，以及活力、
年輕、多元和包容的文化精神。
(2) 以“Road to Kaohsiung”為主軸，串連全球會員參與
ICCA2020 年會，共有 1,507 人參與，創下 ICCA 年會史
上最多 ICCA 會員與國際會議組織領袖參與之紀錄。
(3) 以高雄為核心串連全球 8 個區域，ICCA 年會首次採線
上線下「混合會議(Hybrid Meeting)模式」，講者跨國
連線、與會者跨域參與。高雄會議現場每日配合議程透
過視訊向全世界宣傳高雄在地文化及特色，以期吸引國
外會員在疫情減緩後到高雄辦理會展活動，促進高雄會
展觀光。
(4) 自 109 年 9 月 22 日開始舉辦系列活動，超過 100 個會議
場次、220 位講者、超過 100 小時的直播。年會開幕式
利用即時(real time)全息投影技術讓身在倫敦的 ICCA
主席現身衛武營歌劇院舞台上進行致詞，並與高雄市長
陳其邁和經濟部長王美花同台合影，透過全程直播向全
世界展現高雄城市轉型及多元文化。
(5) 與 ICCA 簽署高雄議定書(Kaohsiung Protocol)，會展
界首份以城市命名之議定書，成為全球會展產業未來發
展趨勢明確指南，讓高雄以城市之名寫入世界會展歷史，
也讓臺灣在全球會展產業留下重要里程碑。
（四）商業推展計畫
1. 配合商店街區特色行銷活動
鼓勵商店街區組織自主提案，結合當地特色店家，以更多元
化的行銷方式，舉辦符合當地人文色彩與產業特色之活動，
由商店街區組織依「高雄市商店街區行銷活動補助辦法」向
本府經濟發展局提出申請行銷活動經費補助；109 年總計補
助大高雄市觀光商圈總會、光華夜市、青年家具、南華、三
鳳中街、旗山老街、大連街、新堀江、鳳山三民路、後驛、
新鹽埕、鹽埕堀江、六合夜市及中央公園商圈等 14 個商店
街區組織舉辦活動，並提供行政協助，讓商圈藉由行銷活動
為疫情緩和後蟄伏再起準備、再造榮景。
2. 商圈轉型計畫

(1) 藉此翻轉外界對高雄車站周邊及中山路沿線商圈之既定
形象，為商圈帶來人潮，創造經濟效益，達到活化美麗
島大道、整合車站周邊商業機能目標。高雄鐵路地下化
及火車站周邊高架橋拆除，串起周邊商圈，但也因工程
施工導致商圈營運受影響，為協助火車站及美麗島周邊
商圈再造，本府經發局、都發局、工務局、觀光局、交
通局、捷運局、青年局及新聞局組成「商圈活化工作小
組」，透過跨局處合作，活絡商圈，並於 109 年 11 月
26 日召開第一次工作會議。
(2) 協助商圈爭取中央資源
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所帶來之經濟影響，民眾
消費型態產生劇烈變動，造成實體消費力下降，導致商
圈營運受到衝擊，經濟部中小企業處辦理「109 年推動
商圈振興補助計畫」，協助商圈優化環境、活絡經濟，
進而達到振興商圈之發展。本府經濟發展局協助大高雄
市觀光商圈總會、新堀江、南華、青年家具、光華、三
鳳中街、六合夜市、中央公園、大連、長明街、鹽埕堀
江、興中、後驛、忠孝、旗后、旗山老街、南橫三星、
鳳山三民路、新鹽埕、鳥松家具、美濃、哈瑪星、左營
蓮池潭、河堤、亞洲新灣區、六龜、甲仙商圈等 27 個
本市輔導及潛力商圈獲得補助新臺幣 3,060 萬元，同時
主動聯絡商圈需行政協助事項，邀集相關單位召開協調
會議及會勘，使商圈得以順利舉辦活動或進行環境設施
改善。
3. 產業媒合推動智慧商圈
(1) 積極媒合業者及商圈合作，向經濟部提案提升商圈科技
應用，並協助智慧城鄉生活應用補助計畫及 109 年度推
動數位寬頻應用街區計畫-旗山區，藉由科技導客，共
同活絡本市商圈商機。
(2) 協助傳統店家結合新零售及電商平台購物模式，帶動商
圈智慧升級，提升商圈數位化，本府與中央共同協助媒
合三鳳中街及六合夜市於 10 月 24 日舉辦「三六起義．
粉紅相見」活動，並與「foodpanda」合作，對抗疫情
衝擊及電商崛起，以提升商圈市場競爭力，開創手指經

濟。
4. 高雄一百週年慶 PHONE 狂 GO 物時時抽
振興商圈、夜市，本府經濟發展局於 109 年 12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辦理「高雄一百週年慶 Phone 狂 Go 物時時抽」活動，
於高雄店家以三倍券消費滿 200 元或其它方式滿 500 元登錄
發票即可抽 iPhone12 或高雄一百特製款 Gogoro，登錄發票
金額超過新臺幣 23 億元。 為吸引外地來高雄旅遊，活動期
間於本市合作旅館住宿每房贈送高雄券 400 元(夜市券 200
元、商圈券 200 元，限量 62,500 份)，可至本市合作商圈店
家/夜市攤商使用，有效提升商圈、夜市來客數，提振商機。
5. 2020HIGH LIGHT 高雄 光合作用
109 年 12 月 18 日至 110 年 1 月 10 日於美麗島捷運站圓環舉
辦燈光秀展演，並往南延伸到中央公園，結合體感科技、親
子活動、藝人演出、數位支付，吸引廣大人潮駐足消費，活
絡高雄商圈夜市。活動期間六合夜市消費人潮增加至少三成，
聖誕假期期間美麗島站及中央公園站高捷載運量更成長八成，
為高雄商圈夜市帶來實質經濟效益，並獲得各商圈、店家好
評支持。

五、公用事業
（一）石油管理業務
1. 持續加強取締違法經營油品業務
為維護油品市場秩序，成立「高雄市政府取締違法經營石油
執行小組」及「高雄市政府取締違反石油管理法處分審查小
組」，以執行違反石油管理法之取締及處分業務。
2. 加油（氣）站管理
109 年度辦理本市轄內加油（氣）站、漁船加油站累計 284
家次之籌建 1 案、核發許可執照 1 案及與申請變更 96 案的
審核，並辦理加油（氣）站營運設備設置之相關法令宣導事
宜。於 109 年 7 月至 12 月辦理查核 105 場次及加油站講習會
1 場次。
3. 自用加儲油設施及石油業儲油設施管理
依石油管理法規定，本市列管之自用加儲油設施計 30 處、
石油業儲油設施 363 處，本府經濟發展局配合能源局查核本
市石油業輸儲設施設備暨自用加儲油設施計畫，並依查核結
果督促業者完成缺失改善。
4. 偏遠與原住民地區家用桶裝瓦斯差價補助業務計畫
依據「偏遠與原住民族及離島地區石油設施及運輸費用補助
辦法」，109 年度經濟部能源局對於本市茂林、桃源、那瑪
夏、甲仙、田寮、六龜及杉林區等 7 處偏遠與原住民地區之
家用桶裝瓦斯用戶進行差價補助，109 年度補助預算金額為
新臺幣 550 萬元，執行經費為新臺幣 497 萬 777 元，執行率
為 90.3%。
5. 液化石油氣零售業管理
本府經濟發展局依「液化石油氣經銷業分裝業及零售業供銷
管理規則」辦理查核液化石油氣分裝業及零售業之氣源流向
供銷資料、桶裝液化石油氣灌裝及銷售重量與揭示零售價格

資訊。109 年 7 月至 12 月已會同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及消防局
辦理 93 場液化石油氣分裝業及零售業聯合稽查。其中不合
格者零售業 2 家，已依法進行裁處。
（二）水、電及公用天然氣登記業務
截至 109 年 12 月 31 日止
1. 電器承裝業登記：949 家。
2. 用電設備檢驗維護登記：43 家。
3. 公用天然氣導管承裝商登記：21 家。
4. 用電場所專任電氣技術人員登記：8,352 場所。
5. 自來水管承裝商登記：438 家。
（三）公用天然氣事業管理
1. 為確保天然氣用戶之安全，本市 109 年度督導轄內欣高石油
氣公司用戶 20 萬 9,153 戶(含民生用戶為 20 萬 9,126 戶、工
業用戶 27 戶)、南鎮天然氣公司用戶 1 萬 2,510 戶(民生用
戶 1 萬 2,469 戶、工業用戶 41 戶)及欣雄天然氣公司用戶 8
萬 6,583 戶(含民生用戶 8 萬 5,922 戶、工業用戶 661 戶)等
3 家瓦斯公司總戶數 30 萬 8,246 戶(含民生用戶 30 萬 7,517
戶、工業用戶 729 戶)，另本市天然氣事業公司依天然氣事
業法規定進行民生用戶及工業用戶定期安全檢查(一般家庭
用戶每 2 年 1 次，工業用戶及商業用戶每年 1 次)。

2. 109 年度天然氣查核計畫，針對 3 家天然氣公司進行安全管
理查核與輔導並請其提出改善策略及方式，該計畫已於 109
年 6 月 22 日完成勞務採購案議價作業，後續於 109 年 10 月
陸續完成 3 家天然氣公司安全查核，109 年 11 月 10 日完成
公用氣體、油料管線、輸電線路及工業管線災害應中心開設
演練，並於 109 年 12 月 25 日完成驗收結案。
（四）自來水之供應
1. 穩定大高雄地區供水
(1) 大高雄地區民生用水每日約需 120 至 130 萬立方公尺，
原水大部分取自高屏溪攔河堰，並搭配由深水井、地下
伏流水及鳳山或南化水庫進行調配。
(2) 防汛期間高屏溪原水濁度升高，導致給水廠減量供水，
造成本市部分地區缺水，市府於事先發布新聞，呼籲民
眾節約用水並儲水備用。
2. 督促自來水公司賡續汰換本市舊漏自來水管線
為增進輸配管線供水功能，減少漏水率，提升水壓，維護水
質，督促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賡續辦理汰換舊漏管線計
畫 ，109 年 7 月至 12 月汰換本市 自來 水舊漏管線長度約
20.3 公里。
3. 經濟部水利署補助本府辦理無自來水地區供水改善計畫
(1) 自來水延管工程：行政院為加速辦理「無自來水地區供
水改善計畫」，109 年度以公務預算(由水利署逕撥水公
司執行)辦理自來水延管工程，本市共獲核定 10 件，核
定金額共計新臺幣 8,243 萬 3,700 元。

(2) 自來水用戶設備外線補助計畫：109 年度獲水利署核定
計畫經費新臺幣 2,100 萬元(經濟部水利署補助新臺幣
1,449 萬 元 ， 本 府 負 擔 新 臺 幣 651 萬 元 ) ， 申 請 件 數
1,117 件，補助經費新臺幣 2,099 萬 7,287 元，達成率
為 99.98%。
(3) 簡易自來水供水改善工程及原民區系統營運計畫：為瞭
解本市原住民族地區簡易自來水系統營運現況、強化各
簡易自來水管理委員會之運作、確保簡易自來水之水質
及穩定，109 年度提報「高雄市原住民族地區簡易自來
水系統營運計畫」，獲經濟部水利署核定計畫經費總計
新臺幣 201 萬 5,000 元(中央補助新臺幣 139 萬元、本府
配合款新臺幣 62 萬 5,000 元)，廠商已完成履約。
（五）推動綠能產業
1. 太陽光電推動計畫
(1) 自 103 年 8 月起協助經濟部能源局辦理太陽光電發電設
備同意備案、設備登記等相關業務之申請案，103 年起
審查裝置容量為 30 峰瓩，至 109 年度審查裝置容量已提
高至單案 2,000 峰瓩。109 年 7 月至 12 月經本府核准太
陽光電同意備案件數 702 件，裝置容量計 7 萬 5,870 峰
瓩；設備登記案件數計 584 件，裝置容量計 6 萬 8,136
峰 瓩 。 本 市 轄 內 累 計 核 准 至 109 年 止 同 意 備 案 件 數
7,387 件，總裝置容量 828,916 峰瓩(約 829MWp)，設備
登記 5,792 件，總裝置容量 566,875 峰瓩(約 567MWp)。
(2) 推動綠色融資專案，提供於本市設立登記之能源服務業
者及市民裝置太陽光電設備融資。截至 109 年 12 月止審
查累計 通過 第三類案件 77 件，融資金 額新 臺幣 2 億
1,480 萬元；第四類案件 334 件，融資金額新臺幣 1 億
5,864 萬元 ， 累 計金 額新 臺 幣 3 億 7,344 萬元 ，增 加
6,912 峰瓩。
(3) 太陽光電發電系統電能購售契約管理
I. 旗后觀光市場及武廟市場售電收入
於本市旗后觀光市場屋頂設置太陽光電發電系統，
其裝置容量 77.28 峰瓩，109 年 7 月至 12 月售電收
入新臺幣 12 萬 5,491 元；武廟市場屋頂太陽光電

裝置容量 9.75 峰瓩，109 年 7 月至 12 月售電收入
總計新臺幣 4 萬 652 元。
II. 民間廠商租用公有建築物並申請免參與競標，設置
太陽光電發電系統回饋金收入
109 年度廠商租用公有建築物繳交免參與競標設置
太陽光電發電設備之行政處分（回饋金）收入約新
臺幣 232 萬 8,431 元，於 109 年 12 月撥付新臺幣
96 萬 6,000 元作為本府中小企業商業貸款及策略性
貸款第四類貸款信用保證基金。歷年累計撥付信保
基金金額新臺幣 1,916 萬 3,466 元。又經濟部 104
年 8 月 11 日公告修正太陽光電發電設備競標作業
要點規定，民間業者承租公有建築物自公告後申請
案件已無需再經直轄市、縣（市）政府核准，亦即
無須向本府經濟發展局繳交回饋金即可適用免競標
對象。
2. 成立高雄市綠電推動專案小組
(1) 本府持續強化推動再生能源發展，透過綠電工作小組，
跨局處分工及協調，共同推動本市綠能之發展，以促進
產業繁榮，降低空污等效益。109 年 10 月 27 日召開第
一次工作小組會議，確立本小組以「漁電共生專區優先
示範推動」、「公私有房舍推展光電屋頂計畫」、「以
節能服務模式加速節電低碳行動計畫」、「高雄市轄區
內電廠友善降轉」及「研發及行銷推廣綠電計畫」做為
五大推動任務。
(2) 截至 109 年 12 月，已召開 3 次會議，逐步確認各項任務
之工作項目及推動策略，後續由主辦單位偕同協辦單位
共同推動，以達成節能、創能及儲能等面向之發展。
(六)推動節能減碳
1. 訂定「高雄市政府暨所屬機關學校節能減碳實施計畫」，督
導本府各機關學校遵行。
2. 建置「高雄市政府暨所屬機關學校能源使用申報系統」，提

供市府各機關學校定期申報用電，以作為本市對年度節約目
標達成狀況之檢核依據。
3. 配合經濟部能源局推動「縣市共推住商節電行動計畫」，
107-109 年為期 3 年，辦理節電基礎工作、設備汰換與智慧
用電工作及因地制宜方案。並獲得經濟部 108 年度「縣市節
電激勵活動計畫」執行成效獎，獲頒新臺幣 900 萬元獎勵金。
(1) 節電基礎工作
I. 稽查標章標識：已於 109 年 9 月完成 100 家次。
II. 20 類指定能源用戶商家節電稽查：已完成 250 家次
稽查作業。
III.執行能源數據研究：已完成 108 年第 4 季及全年、
109 年第 1-3 季工業、服務業、住宅、機關學校及
農林漁牧等部門用電。
IV. 志工組織培力：已規劃辦理 12 場結合鄰里及說故
事親子節電推廣活動及 12 場志工社區用電診斷作
業，2 場志工交流分享會。
V. 推動公民參與：109 年 4 月 29 日辦理「商圈節電激
勵競賽」說明會，109 年 6 月完成 7 個報名參與商
圈之現場訪視，委員完成書面資料評審作業後，於
7 月公布得獎名單，由金獎由新堀江商圈獲得、銀
獎三鳳中街商圈、銅獎新鹽埕商圈，接續提供獎勵
金由各商圈投入辦理節電作業，並於 109 年 12 月
完成結案。
VI. 節電推廣：規劃辦理 5 場校園親子手作 DIY 節電推
廣活動，3 場結合商圈節電推廣擺攤活動，1 場節
電線上有獎徵答，1 場成果展。
(2) 設備汰換與智慧用電工作
第三期計畫服務業、集合式住宅及機關學校共申請無
(接)風管空氣調節機汰換 137 件、辦公室老舊 T5/T8/T9
照明燈具汰換 236 件、室內停車場智慧照明燈具汰換 32

件、能源管理系統建置 21 件、民眾冷氣汰換 2 萬 6,004
件及電冰箱汰換 1 萬 5,281 件，以設備汰換與智慧用電
補助計畫第三期(109 年)預算金額約新臺幣 1 億 9,142
萬元，累計三年補助金額達新臺幣 5 億 7,822 萬元，節
電量達 7,761 萬度，相當於 72 座都會公園固碳量。
(3) 因地制宜方案
跨局處請相關機關辦理以削減尖峰用電及擴大經費節電
效益為原則，並兼顧住宅、服務業及機關學校三大部門
及型塑節電氛圍，且匡列部分經費照顧弱勢族群，相關
計畫包括：
I. 住宅部門：109 年補助市民汰換老舊冰箱，預算金
額新臺幣 1,250 萬元，低收入戶照明汰換部分，預
計汰換經費約為新臺幣 100 萬元。
II. 機關學校部門：汰換老舊空調、電梯設備。
III.型塑節電氛圍：區里節電宣導。
（七）土石採取陸砂業務
1. 本市暫不開放受理陸上土石採取
為加強取締本市陸上違法盜濫採土石，及對於盜採土石所遺
留之坑洞有效善後處理，業成立「高雄市政府陸上盜濫採土
石取締暨遺留坑洞善後處理專案小組」，藉由跨局處橫向聯
繫善後處理分工，以增進執行功效。
2. 陸上盜濫採土石遺留坑洞善後處理
本府近年積極配合中央對於陸上盜濫土石坑洞善後處理計畫
期程目標及政策，查本市列管坑洞數從 105 年 35 處降至 109
年(截至 12 月底)計 18 處(包括 4 處中央列管、14 處地方自
行列管)，成效頗獲中央肯定，本府將積極配合經濟部政策

措施以解除中央管制，並加速本府盜濫採土石遺留坑洞善後
處理。
（八）既有工業管線管理業務
1. 109 年 7 月至 12 月，本府經濟發展局已辦理累計完成 5 家業
者 6 場次查核工作、完成 2 場次地下工業管線教育訓練、完
成 1 場次沙盤推演、完成 1 場次跨局處整合之災害應變中心
開設演練、完成 4 場次地下工業管線教育宣導及疏散避難演
練。
2. 截至 109 年 12 月止，110 年管線業者提報送審管線總數為
71 條，總長度 936 公里；110 年度維運計畫審查已於 109 年
12 月 28 日審查完成。

六、市場管理
（一）環境衛生督導
每月就公、民有零售市場及攤集場，辦理環境衛生抽查，109
年 7 月至 12 月計執行 7,087 場次，消毒計 282 場次，7 月起佈
放黏鼠板 500 片，持續督促各市場自治會及管理委員會加強清
除登革熱病媒蚊孳生源、進行捕鼠滅鼠，做好水溝清理、消毒
等工作，落實登革熱及漢他病毒防疫，以維市場環境衛生。
（二）公、民有市場環境改善工程
1.

公有市場分年分區環境改善計畫

因應疫情衝擊，為提供市民衛生安全之消費環境，本府 109
年上半年度向中央爭取本市公有市場及列管夜市設施改善申

請工程修繕補助，獲核定 21 處：楠梓、前金、鹽埕第一、
新興第一、旗津、旗后觀光、鳳山第一、鳳山第二、鼓山第
一、鼓山第三、三民第一、三民第二、果貿、哈囉、龍華、
國民、苓雅、文賢、平安、中華等 20 處公有市場及六合夜
市 1 處，中央補助款新臺幣 4,553 萬 8,000 元、地方自籌新
臺幣 804 萬 9,000 元，修繕經費合計新臺幣 5,358 萬 7,000
元，預計 110 年 2 月底前完工。藉由推動公有市場及列管夜
市環境優化，營造清爽、明亮的消費場域，提升公有市場整
體形象，同時減輕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對市集營運之衝
擊。
為改善本市傳統市場環境，提供市民乾淨、明亮的購物空間，
每年度約編列新臺幣 1,800 萬元進行全市公有市場環境設施
逐年分區改善，109 年度分別於旗山第一、鹽埕第一、新興
第一、果貿、阿蓮、鳳山第一、中興、哈囉、楠梓、新興第
二、龍華、武廟等 12 處公有市場修繕，改善民眾消費環境。
2.

公有市場屋頂建置太陽光電

響應能源政策，為市府開源節流，同時改善市場屋頂漏水情
形、延長屋頂使用壽命、降低室內溫度等促進市場建物屋頂
有效利用。109 年度於鼓山第一、前鎮第二、旗山、岡山文

賢、龍華、中興、大樹、武廟等 8 處公有市場屋頂辦理標租
完成設置太陽光電，預計年收益新臺幣 62 萬 6,000 元。
3.

市場公廁優質提升計畫

為提升傳統市場環境，向中央申請經費補助新臺幣 250 萬元
及本府自籌新臺幣 80 萬元改善辦理果貿、橋頭、岡山文賢
等 3 處公有市場公廁改善工程。另向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爭取補助經費新臺幣 250 萬元及本府配合款新臺幣 100 萬元
修繕興達停車場公共廁所，加強通風更換公廁硬體設備，打
造「不髒、不濕、不臭」公廁環境，提升市場環境潔淨品質，
並重視性別友善如廁需求，以設置「無障礙廁所」、「性別
友善廁所」或「多功能友善廁所」為優先考量。
4.

民有市場營運評比補助計畫

109 年度辦理民有市場營運評比補助計畫，本市鼓山永祥、
前鎮憲德、三民民生、三民博愛、苓雅福東、小港高松、鳳
山自由等 7 處民有市場，更新市場公共設施，打造安全優質
的市場環境，提升民有市場競爭力。
（三）攤販臨時集中場輔導管理
1.

道路上攤集場審查結果及落日條款屆期後輔導措施

有關本市大社區觀音山市集等 33 處攤集場申請設置一案，

同意設置 23 處、不同意設置 10 處，業經本府 109 年 11 月 24
日第 501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並函請本市議會審議。依據
本市議會 109 年 12 月 24 日高市會財字第 1090014524 號函復
本府，「第 3 屆第 4 次定期大會第 55 次會議決議：市政府審
議同意設置之 23 處攤集場，照案通過。」
本市既有存在道路範圍內且未經同意設置之攤集場申請設置
案，本府將依據議會函文之審議結果，循行政程序辦理書面
准駁之處分，並送達本次攤集場申請者，同時告知攤集場申
請者，不服上開處分，得依法於期限內提出相關行政救濟。
對於未經同意設置之攤販集中場，本案會採漸進式輔導方式，
參照其他地方政府管理政策，針對會影響之地方型市集，輔
導其成立管委會後續會加強自主管理，降低當地交通、環境
衛生及居民生活品質之影響。並定期公告本市公有市場空攤
位外，將朝規劃夜間營業的示範場域，藉以吸引攤商進駐營
業，同時亦積極輔導攤商辦理青年創業補助、中小企業貸款
等至合適地點創業，攤商亦可透過職業訓練中心參加相關培
訓課程，增加就業機會。另賡續輔導同意設置之攤集場，落
實各項自主管理工作。
2.

攤集場環境改善工程

109 年度辦理攤販臨時集中場營運評比補助計畫，辦理成績
優良攤集場修繕補助：苓雅二路、前鎮加油站、前金一巷、
南華路、凱旋青年夜市等 5 處攤集場，提供攤商安全的營業
空間，並營造消費者優質的消費環境。
3.

調查攤販臨時集中場食品安全

配合本府食安聯合小組每月調查品項，至八大夜市調查食品
進貨來源，109 年下半年抽查食用油、茶葉、麵條、調味醬
料、肉、粉製品、蛋、廢油回收機制、鴨血、鮮奶、臭豆腐、
熱狗及豬肉製品等 13 項類別資料並建檔管理，將持續輔導
夜市管理委員會進行食品業者登錄系統作業，俾利後續食品
安全追蹤。另配合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輔導攤商增設
用餐區隔板、熟食遮罩，保障市民食得安心。
（四）市場用地活化招商
梓官第二公有市場標租案：原委外由漁故鄉餐廳經營，因租期
屆期重新招標後，由全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以 4 年總租金收入
新臺幣 1,156 萬 8,000 元得標。後續可提供附近居民民生物資
採買場所，提升當地生活機能，同時挹注市府財政收益。
（五）公有市場空攤提供青年作為創業試驗基地
為鼓勵青年創業，本府
辦理青年創業試驗市場基地計畫，
提供本市公有市場供申請。經審查後，109 年度共有 13 位簽約，
分別進駐楠梓、鼓山第一、新興第一、新興第二、中華、鳳山
第二、大寮大發等 7 處公有市場。提案者以年租金 10 元承租市
場攤位，低成本門檻即可開創新事業，實現市府支持青年市民
在傳統市場實現創業夢想，也為市場注入創意及活力。

（六）市場導入單一經營體
推動本市鹽埕第一公有零售市場活化，本府於 108 年 12 月 6 日
徵選出高雄在地廠商「叁捌地方生活文化有限公司」，自 109
年 1 月 1 日至 112 年 12 月 31 日止，計 4 年。 契 約 期 間 之 全
部使用費為新臺幣 720 元，藉由業者創新思維塑造市場品牌
意象、經營官網粉專，持續辦理主題性市集，提高市場能見度。
其採階段性活化攤位，目前已有空腹蟲、梁蘇蘇手作食等青年
陸續進駐 6 攤，將持續招募並協助創業青年入市進駐，促進兩
代互動交流，維繫地方情感連結，盼能成功打造高雄第一座青
銀共市的傳統市場，成為全臺首席青銀共市示範場域。
（七） 辦理市場及攤集場行銷活動
為有效推廣本市特色美食，營造消費誘因，109 年 8 月 29 日至
30 日於中央公園商圈辦理「好市發聲 雄厚作夥來」市集聯合
促銷活動，代替過往分區行銷方式，為本市首次辦理大型市集
聯合促銷活動，邀集公有市場及夜市共計 30 攤美食名攤參與。
藉由聯合行銷提升市集傳統形象，透過增加民眾參與活動之誘
因，吸引更多年輕族群體驗市集消費，預期更能增加傳統市集
來客數及提升攤商營運績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