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議長、林副議長，以及各位議員先進，大家好!
貴會第三屆第六次定期會在今天開議，偉哲率市府團隊前來
進行施政報告。首先，感謝各位議員先進對市府的支持與指導，
讓城市持續進步，讓臺南愈來愈好。
明年度總預算案，已籌編完竣，歲入歲出差短 40.5 億元，較
去年減少。而歲出部分，以「教育科學文化」支出最多，占 36.76%；
「經濟發展」支出次多，占 18.55%；第三為「社會福利」支出較
往年大幅成長，占 17.86%。
為照顧市民生活，市府研議各項福利政策，包括「第 1 名新
生兒生育獎勵金由 6,000 元提高為 1 萬元」
、新增補助綜合所得稅
率未達 12%之長者的健保福利金 1,000 元，並增加假牙補助名額、
配合中央推動偏鄉學校中央廚房計畫；為鼓勵運動選手，逐步提
高各項賽事獎金及照顧計畫。
此外，將道路養護及公園養護經費提高 1 億元，農漁路及農
水路經費再增加 1.8 億元，自偉哲上任以來，已大幅增加 4.05 億
元，成長超過 1 倍經費，以全力提升城市競爭力及縮短城鄉差距，
懇請貴會予以支持。
有關本府 2021 年 3 月 1 日至 8 月 15 日之各項施政成果，已
編製成書面報告送達貴會，敬請各位議員先進參閱。以下謹就近
期的施政成果，擇要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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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城市防疫安全力
面對新冠肺炎疫情持續的影響，臺南市從 5 月 10 日至 9 月 22
日共 136 天的防疫工作，19 天有確診病例數，117 天 0 確診病例，
且維持 87 天連續 0 確診，這是全體市民共同配合努力的成果。
在防疫整備作為上，市府首創「AI 智慧防疫系統」
，導入傳統
市場和交通場站偵測人流，大幅提升防疫管控效率；同時，領先
全國於 5 月 20 日推出「公版線上直播教學」
，讓學生停課不停學，
平台累計突破 900 萬觀看人次，深獲全臺親師生歡迎與肯定。
此外，針對安南群聚案採立即擴大篩檢，3 天內完成匡列與隔
離，並篩檢近 4 千人，迅速切斷傳播鏈；同時，針對移工防疫，
設置南科大型篩檢站，1 週內篩檢逾 6 千人，並完成全市 652 家移
工宿舍稽查，以穩定經濟與人心。
而防疫工作，除了強力執行口罩稽查外，也需配合疫苗施打，
全市共布建 283 個接種站，每 1 萬 2,174 位臺南市民即享有 1 間
小型接種站，服務密度為六都最高；並結合本市 33 家日照中心提
供 46 輛日照專車，運用 37 輛復康巴士，接送超過 1,900 名高齡
長者施打疫苗，共同守護臺南市長輩的健康。
在防範非洲豬瘟上，為保護臺南養豬產業，市府制訂「嚴查、
嚴防、嚴罰」三大策略，守護國民健康及養豬產業。8 月 24 日至
26 日完成轄內 598 場養豬場豬隻健康情形及生物安全查核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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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2 年前因應疫情規劃設置 2 座廚餘高速發酵廠，深獲中央肯
定，本市處理廚餘的運作方式將成為國內 SOP 之典範標竿，推廣
至全國。

二、產業發展經濟力
在加速投資臺南上，市府積極從環境、產業結構等多面向打
造臺南成為投資首選城市，今年已新增 210 家投資案，吸引 208
億元投資額，創造 400 億元產值，逾 5,400 個就業機會；此外，
透過每月召開的投資會報，協助企業落實投資，目前列管 2 億元
以上重大投資案共 96 案，投資額達 3,149 億元。
發展南科沙崙雙引擎，提升臺南整體經濟動能，南科上半年
營業額逾 4,860 億元，較去年同期增加 31.74%，成長表現亮眼。
近期全球穿戴裝置大廠 Garmin 投資進駐本市樹谷園區，預計投資
90 億元，可創造年產值超過 500 億元，提供 7,500 個就業機會。
而擔任沙崙全區整合平台重任的「沙崙智慧綠能科學城辦公室」
已掛牌，日前更成功獲得中央前瞻計畫 2.0 經費補助沙崙產業園
區計畫，未來將打造更完整的科技產業廊道。大臺南會展中心預
計明年第二季開幕；而南臺灣第一間三井 Outlet 明年初即將開
幕，科技產業聚落已逐步成形。
此外，南區鹽埕段「商八」土地，將由誠品及碳佐麻里合作
興建一棟 6,000 坪的南臺灣首座獨棟街邊大店，將提供逾 250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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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機會；而南仁湖也宣布投資安平港水岸複合觀光遊憩區，投
資金額達 103.4 億元，創造逾 1,000 個就業機會，將帶動臺南經
濟飛躍成長，並推動港市一體合作平台，增添城市發展新動能。
在提升農業競爭力上，臺南芒果為全臺產量第一，透過啟動
國內行銷、增加多元市場及加工處理等產銷調節策略，並辦理國
外業者視訊媒合採洽會，促成商機約 3.48 億元。此外，臺南文旦
深獲國際肯定，尤其以外銷至高規格的日本市場約 10.78 公噸，
占全臺外銷日本約 70%。投入 8.25 億元，全國最美新化果菜市場
預計 10 月完工；而斥資 1.44 億元的將軍智慧水產加工及物流運
籌中心，將在年底前發包施工。
在推動紓困振興上，配合中央紓困 4.0 方案，本府秉持從優、
從寬、從速原則，協助受衝擊的產業與勞工，推出超過 40 項臺南
限定紓困方案，總經費達 9,355 萬元，包括臺南加碼安心上工計
畫 200 個名額、經濟弱勢保單借款利息補貼 1,000 名；同時，在
結合外送業者及計程車提供商圈店家、市場攤商及賣場等零售業
者的服務，推出創新防疫經濟平台「臺南便利送」
，訂單數已超過
2.4 萬筆，銷售總金額突破 1,421 萬元。
此外，結合振興五倍券，臺南自推「臺南振興有夠讚」加碼
計畫，希望發揮放大加乘效果，並率先於 8 月 23 日推出 2021 臺
南購物節，9 月 6 日推出「臺南好康券」，歡迎全國民眾一起來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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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消費、抽大獎。目前發票登錄逾 5 億元，希望可以創造更多消
費力，讓全體市民受惠。

三、基礎建設創生力
建構便捷交通網絡，南科特定區內 10-30M 及 5-40M 計畫道路
已於 5 月動工，將分別在今年底及明年底完工，完善園區周邊生
活機能；沙崙智慧綠能科學城生活圈路網─臺 86 線大潭交流道匝
道(往高鐵)拓寬工程進度已達 64.16%；斥資逾 37 億元的「國道 1
號永康交流道聯絡道工程」
，其中 3-60-20m 道路提早完工通車，
紓解安南區至永康交流道交通壅塞問題；而北外環快速道路連結
國道 1 號交流道建設計畫已獲國發會審查通過，讓臺南市便捷交
通網再躍進。此外，投入 1.2 億元的和順轉運站已於 6 月 23 日動
工，將成為安南運輸新地標。
為改善公園遊戲場，確保兒童及民眾使用安全，臺南市公園
附設兒童遊戲場共有 336 座，依衛福部新標準主動調查並立即規
劃逐步改善，分別於今、明年各編列 1 億元經費，預計年底前可
先完成改善 138 座，並在 2023 年 1 月前全數完成。
為完善農村基礎生活、生產及生態建設，推動農村再生計畫，
目前計有 97 個農村再生社區，為六都第一，累計獲補助逾 14.8
億元，展現農村新風貌。
為提升城市防洪能力，市府秉持治水工程不間斷，採取因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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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宜多元的總合性治水策略，面對 7 月及 8 月西南氣流影響，短
時強降雨超過防護標準，轄內 57 座抽水站發揮防洪功效，總抽水
量達 976 萬噸，讓淹水面積、淹水時間大幅縮短。此外，獲營建
署補助 7,854 萬元進行北區雨水下水道第 1 期工程，以降低水患；
向中央爭取 3 億元經費設置鹽洲抽水站，改善鹽行地區淹水問題。

四、藝文觀旅新魅力
打造藝文影視新亮點，投入 2.4 億元，由本府與文化部合作
之岸內糖廠影視基地，第一齣歷史劇《斯卡羅》在公視首播，獲
得熱烈討論，於 9 月 17 日起開放預約參觀；而在後壁菁寮老街拍
攝的熱播電視劇《俗女養成記 2》
，景點也成為追劇熱潮。
此外，成功爭取白河區關子嶺、新化區虎頭埤及將軍區扇形
鹽田等 3 區域建設，獲中央核定 1.86 億元經費，啟動山海觀光品
牌；並積極爭取在將軍區幸福公路臺 61 線增設遊客休息站，加倍
觀光產業商機；而「臺南 400 年－文化資產場域再現計畫」，於 7
月 13 日獲文化部核定總經費逾 3.7 億元；同時，設置傳統藝術傳
習保存中心亦獲得文化部補助先期規劃經費，展現臺南傳統藝術
城市的品牌形象。
在推動安心旅遊上，市府啟動「臺南市觀光營運業安全旅遊
戳記認證計畫」
，輔導業者提升安全標準，協助申請世界觀光旅遊
委員會(WTTC)國際旅遊安全戳記，並推動「安心餐廳」、「安心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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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安心內用」及「安心景區」標章認證，打造臺南成為一個
安心旅遊的城市。
8 月 25 日，《米其林指南》宣布 2022 年將臺南列入評鑑，成
就臺南「美食之都」的稱號；而擁有歷史文化的老屋民宿突破 400
家，成為臺南獨特的民宿品牌；此外，白河關子嶺溫泉區榮獲台
灣好湯金泉獎「觀光友善環境獎金獎」殊榮。近期市府將陸續推
出各式活動，包括 2021 臺南關子嶺溫泉美食節、第 1 屆臺南國際
音樂節、2021 藝術進區、七股海鮮節、水域遊憩體驗活動等旅遊
亮點，展現城市新魅力。
在促進原住民文化傳承創新上，全臺唯一族語命名的臺南市
札哈木部落大學，連續 8 年獲全國評鑑甲等；啟動原住民族創意
中心工程，建構本市原住民族產業發展據點，培養在地文創人才
與原民品牌。

五、社福友善新活力
在教保公共化政策上，倍增平價教保服務量能，減輕家長育
兒負擔，讓廣義及平價公共化比率達 7 成以上，亦即每 10 位幼生
即有 7 位享有平價教保服務。此外，110 學年度新增 8 班 2 歲專班，
未來 3 年還會再增加 58 班 824 名。
在提升運動能量上，2023 年全國運動會將在臺南舉行，7 月
28 日中央核定約 1.7 億元投入包括桌球館在內的 14 座運動場館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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繕計畫；此外，積極設置全民運動館，獲中央核定本市第 1 座安
南區及第 2 座新營區全民運動館，經費共 4.6 億元；而亞太國際
棒球訓練中心，第二期工程已先行完成兩座內野練習場，將成為
我國最全面的棒球比賽與訓練的複合式場地，打造臺南成為國際
「棒球城市」。
在推動社會住宅上，持續推動青年公宅，以務實多元方式興
辦，照顧市民居住需求，興建目標由 2,000 戶增加至 4,229 戶，
預計今年度總計可動工戶數將達 1,174 戶，兼顧都市發展與居住
正義。
在長者照護服務上，本市共布建 378 個社區照顧關懷據點，
讓老人照顧福利服務綿延深耕，而衛福部日前公告第七屆社區金
點獎入圍名單，本市共有 4 個社區入圍團體獎及 5 位長照及據點
人員入圍個人獎，獲得最大的肯定及殊榮。

結語─打造宜居、適居、易居的臺南
面對每一次的挑戰，偉哲與市府團隊仍秉持為民服務的初
衷，「化危機為轉機，化挫折為力量」，以更堅實的行動力，持續
提升城市治理效率，促進區域均衡發展，打造宜居、適居、易居
的臺南。
最後敬祝各位議員先進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大會圓滿成功，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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