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議長、林副議長，以及各位議員先進，大家好！
貴會第三屆第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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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感謝各位議員先進，通過本市 111 年度總
預算，市府團隊秉持為民服務初心，謹慎使用每一分預算，建設臺
南市成為更美好的城市。
面對 COVID-19 疫情衝擊，臺南積極防疫，是六都裡面，本土
病例數最少的城市，感謝犧牲奉獻的防疫人員，以及全力配合的市
民朋友，請大家持續落實防疫措施及施打疫苗追加劑，共同守護我
們的家園。
臺南遵守財政紀律原則，結合中央及民間資源共同投入重大市
政建設，2021 年完成簽約促參案計 11 件，投資額達 270 億元，簽
約件數及金額皆創 10 年新高，3 年總體債務共減少逾 191 億元，
總體債務或公共債務均為升格以來的債務新低點。
市府團隊齊心戮力，依媒體民調顯示，臺南幸福指數滿意度及
光榮感為六都之冠，市民對於長照資源和服務以及觀光休閒最有
感，是六都第一。而市民關心房價、就業機會及交通等議題，市府
皆積極因應，包括：展現平抑房價決心，感謝貴會通過囤房稅，最
高將課徵 3.6%；積極招商引資及協助市民適性就業，每年辦理 4 場
大型就業博覽會以及逾 300 場徵才活動，臺南市已連續 3 年為六都
失業率最低；另外，捷運整體路網已獲交通部審核通過，特別納入
深綠線及黃線，強化府城、南科及沙崙三核心生活圈交通鏈結，全
力提升交通機能並兼顧城市未來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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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本府 2021 年 8 月 16 日至 2022 年 2 月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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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謹就近期施政成果，擇要報告。

一、創造產業經濟發展
在南科沙崙雙引擎帶動下，吸引 3 大國家級研究機構工研院、
國研院及中研院進駐，讓臺南成為大南方的關鍵力量。結合綠能、
在地文化導入日系服務智慧商城-臺南三井 OUTLET 已開幕；大臺
南會展中心將舉辦首展，是帶動地區經濟及產業發展的新里程碑。
推動智慧綠能產業創新生態系，沙崙資安暨智慧科技研發大樓
已正式啟用，今年中央研究院南部院區第二期工程上梁，行政院蘇
貞昌院長宣布啟動全國第一個醫療服務創新園區-「國立成功大學
沙崙醫療服務與創新園區」，將讓新豐區每萬人平均一般病床數提
高至 160%，弭平醫療資源落差；再結合陸續上路的綠能產業園區、
健康園區及沙崙產業園區，臺南將成為臺灣綠能、智慧科技及醫療
產業的重要基地。
打造高競爭產經重鎮，積極鏈結中央資源，3 年來，在市府積
極招商，台積電及聯電等大廠進駐南科帶動周邊物流、商業服務業
紛紛落腳臺南，吸引超過 1.8 兆元投資。此外，致力解決產業缺地
問題，七股科技工業區已開工，麻豆工業區也已啟用，發展半導體
產業衛星工業區，帶動區域均衡發展。
在科技業大舉設廠的同時，臺南更要顧好街區經濟，從 2020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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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為商圈爭取中央補助 5,818 萬元，協助商圈在疫情之下進行數位
轉型與行銷。2021 臺南購物節搭配中央振興五倍券的驅動下，在臺
南消費登錄總金額逆勢突破 124 億元，較去年成長近 88%，估計帶
動整體消費超過 500 億元，創下歷年來最佳成績。根據財政部公布，
臺南在 2021 的各業銷售總額達 2.7 兆，較 2020 年成長近 4 千億
元，成長 16.48%。
在開創農產經濟上，市府戮力平穩國內市場價格，也積極整合
及拓展通路；在外銷方面，去年芒果出口達 3,563 公噸，鳳梨達
4,300 公噸，包含漁畜產，共創下內外銷商機逾 10 億元佳績。另獲
中央核定首例，打造 5 億元玉井農產加工及冷鏈物流中心，將在今
年發包動工，屆時完善冷鏈交易體系，提升農產價值，為農民帶來
更大的收益。此外，已輔導青農超過 1,700 位，年收入達百萬以上
逾 180 位。

二、深耕觀旅藝文風采
帶動老屋活化及青年創生，市府突破法令限制，成功打造臺南
民宿品牌形象，合法旅宿家數突破 700 家，為六都第一，並榮獲素
有行政奧斯卡獎最高榮譽之稱的第 4 屆政府服務獎肯定。1 月市府
與內政部營建署及財政部國有財產署簽訂「臺南市南區喜樹灣裡市
地重劃案觀光發展特定區合作開發」MOU，宣誓中央地方攜手打造
臺南濱海觀光新區。
2022 月津港燈節及龍崎光節空山祭，共吸引超過 123 萬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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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奠定臺南藝術燈節品牌。另投入 3,200 萬元整建新化演藝廳
及斥資逾 2 億元打造隆田 chacha 文化資產教育園區皆已開幕；全
國占地面積最廣大的國定古蹟原臺南水道，將在今年迎來百周年紀
念；而岸內糖廠影視基地二期擴建已完成日治榮町場景，學甲區設
置臺南傳統藝術傳習保存中心也已投入規劃調查設計；鹽分地帶文
化中心將在年中完成可行性評估，接續啟動選址作業，型塑溪北地
區文資觀光軸帶。
身為文化首都，針對文資再生和歷史再現也下了許多功夫，在
推動歷史街區振興政策方面，截至 2 月底，「老屋保存與再生」獲
文化部核定補助共 43 件，可爭取補助經費逾 9 千萬元；另啟動調
查研究歷史老屋群暨振興潛力地域，擴大振興範圍。而文資場域再
現計畫獲中央核定經費 3.75 億元，日前國定古蹟赤嵌樓及「原臺
南刑務所木造建築群」修復工程舉行動土典禮，準備迎接「臺南 400
年」。
在營造臺南多元族群共榮上，完成「北頭洋飛番文化園區」第
二、三期工程建置，並獲得原民會核定規劃設計經費建置北頭洋聚
落綜合服務中心；同時啟動「府城客家元年」系列活動，讓客家語
言及文化傳承在臺南扎根。

三、打造共融幸福南都
在友善福祉政策上，今年生育獎勵金首胎提高至 1 萬元，8 月
托育補助調高至 8,500 元，育兒津貼調高到 5,000 元；而擴大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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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教保服務，110 學年度廣義平價公共化比率已近八成；增加親子
休憩空間，規劃 25 座特色公園，從 2019 年起已有 13 座完工開放。
此外，針對弱勢長者加發健保褔利金 1,000 元，逾 24 萬人受益。
廣布長照 2.0 資源，3 年來，長照經費及長照人力培植均加倍，
「一國中學區一日照」今年底達標；另全面布建住宿式機構照顧網
絡，首座銀髮悠活園區在安南區開幕，新營醫院北門分院轉型多元
長照資源中心將於今年完工營運。同時，建置公益平台串聯善心資
源，近 37 萬人次受益；提供弱勢家戶即時民生需求，成立 11 處實
物銀行、16 處愛心惜食平台，逾 50 萬人次受益。
積極推動包租代管，鼓勵房東釋出空屋，目前執行中的第三期
戶數增加到 1,600 戶；租屋補貼則增加至 4 萬戶；同時與中央合
作，加速社會住宅興辦，目前已規劃 6,480 戶，其中 1,178 戶已動
工。市府也積極推動實價登錄，半年內稽查 342 項違規，並持續辦
理跨局處聯合稽查。

四、優質教育運動環境
打造優質校園，投入 29 億餘元完成「班班有冷氣」
，感謝教育
部採納臺南建議不以月份規範，而是以溫度為基準訂定使用冷氣
時機，今年夏天孩子們不用再流汗上課；推行「午餐廚房中央化」
，
111 學年度自辦午餐比率將達到 93%、聯合供餐比率達 62%，成效
為六都最佳；同時，今年將完成汰換更新校園遊戲場，以及完成 148
校操場整建，全面提升校園設施品質；並推動校園路平，在 20215

2023 年編列近 5,000 萬元，提升校園行得安全。
在深化智慧科技上，資訊教育連續 8 年蟬聯全國特優，投入 5
億餘元推動「班班有網路．生生用平板」，並率先全國成立「臺南
市數位學習推動辦公室」，整合全市各校同步發展，讓臺南市成為
數位學習的示範城市。
打造運動樂活城市，已獲前瞻建設 7.6 億元改善運動環境，安
南區、新營區及自行編列預算的永康區全民運動館皆在規劃設計
中；而水域運動方面，嘉南大圳水上運動訓練中心已完工，漁光島
風帆訓練中心都市計畫業經內政部審定；亞太國際棒球訓練中心成
棒主、副球場陸續在 2023 年底完工，委外營運將在今年 9 月簽約。
此外，啟動再創 2024 奧運佳績補助計畫，每月 3 萬元培訓補
助金，做選手們最堅強的後盾；並推動多項體育發展措施，提升選
手個人獎勵金及培訓津貼、推動菁英選手運動科學檢測及運動傷害
防護計畫，讓 2021 年全中運獲得 101 面獎牌及全國運獲得 89 面獎
牌，皆創縣市合併以來最佳。臺南將在今年成立體育局，籌辦 2023
年全國運動會，本市體育運動發展持續往前邁進。

五、建構區域便捷路網
農水路是農業經營最核心命脈，去年完成 267.5 公里農路及
32.3 公里水路，更新改善為全國第一，今年持續投入 11 億元經費，
再創歷年新高。
擘劃鏈結南科、沙崙雙引擎交通的捷運深綠線，貫穿大南方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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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廊帶的運轉核心；同時，串聯鏈結生活圈，第一條市區快速道路
-臺南都會區北外環道路第三期工程將於 5 月底完工；國道 8 號南
133 線路口增設高架橋改善交流道，已獲國發會審議通過。
此外，將完工的臺 86 線大潭交流道匝道拓寬工程、南科特定
區內 5-40m 及 10-30m 計畫道路及國道 1 號永康交流道聯絡道工
程，將串聯安南區、永康區及安定區交通網絡，完善南科及沙崙智
慧綠能科學城聯外道路，促進經濟發展；搭配正在發包中的安平漁
港跨港大橋及臺 61 線南延曾文溪大橋，將可加速曾文溪南北岸的
生活圈整合。
臺南率先推出小黃公車 APP、預約站牌，今年再增加 8 條路線，
彌補淺山、沿海小村偏遠交通。此外，以智慧科技解決交通壅塞及
停車問題，推動 6 大壅塞路廊改善計畫，完成中西區路網動態號誌
決策系統建置，平均速率改善 11%，獲得「2022 智慧城市創新應用
獎」
；並全國首創「公車」與「救護車」兩個不同車種的整合型智慧
號誌，增加救援效率，獲得交通部「智慧運輸發展建設計畫」評鑑
特優；同時，今年底將有中西區體 3、水萍塭公園及南區西門健康
等 3 座立體停車場完工，紓解停車需求，穩健打造智慧交通永續。

六、推動永續安全城市
「2022 亞太社會創新高峰會」將於 5 月 14 日在臺南登場，關
注「淨零碳排」、「循環經濟」，臺南是臺灣第一個率先制定「低碳
城市自治條例」的城市，太陽光電設置容量也是全國第一，超過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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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W，預估年發電量約 34 億度，可供近百萬戶年家庭用電，年減碳
量將近 176 萬噸，其中，推動本市學校、市管公有房舍、球場及停
車場設置屋頂型太陽光電，每年回饋金將近 7,000 萬元。
在推動永續低碳上，啟用棕幹線及市區 5 路電動公車，而兼具
節能及守護市民安全，今年全市將全面換裝 LED 路燈；另推動畜牧
廢水資源化，投入約 1.5 億元設立畜牧污染集中處理廠，作為田間
肥分及綠電，樹立循環經濟新里程碑。
在城市防護上，投入近百億有效改善 46 處淹水問題，易積水
地區整治率 64%，近期建置 2 座滯洪池、完成 3 座新建抽水站、8
件水門及抽水站機組更新；排水應急工程獲中央核定 1.5 億餘元，
感謝貴會支持通過墊付審議，將再改善淹水面積約 300 公頃，以確
保約 2 萬名居民生命及財產安全；同時，完成雨水下水道建設長度
約 738 公里，普及率約 80%，排名全國第 2。另推動污水下水道建
設，接管戶數逾 17 萬戶，改善環境衛生，提升生活品質。

結語─打造臺南成為進步的光榮城市
臺南是臺灣第一個城市，保留文化古都傳統，邁向智慧科技重
鎮，整合各界資源，市府團隊以看得遠、看得深的視角精進市政治
理，成就臺南進步蓬勃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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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