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01 年 7 月至 12 月本府經濟發展局多次與高鐵局會商籲請加速商業區第
二次招商公告及產專區第一次招商公告時程，該局完成全案招商檢討與
規畫，，本府刻正彙整答覆意見正式函覆高鐵局。
(3)積極洽邀潛力投資廠商參與本案，目前已有數家廠商針對產專區及商業
區表達投資意願。
3.招商成果
(1)設置招商服務單一窗口，提供投資諮詢一站式服務：101 年提供專人專
責專案服務投資案至少 55 件，會晤潛在投資廠商約計 45 家，召開跨局
處協調會及工作會議計 16 場次，及辦理 7 場招商相關說明會，積極行銷
本市友善投資環境。
(2)101 年本市整體招商創造總投資額 2,700.96 億元，年產值 4,254.16 億
元，合計帶動 21,525 個就業機會。
(3)臺商回流投資踴躍：101 年計有台積電、聯電、南紡、統一、萬國、艾
美特等 25 家台商回流本市投資，總投資額約計 6,400 億元，其中台積電、
聯電兩大指標 IC 製造集團即分別投資 3,600 億及 2,400 億元在南科設
廠，預計 2 年至 3 年內落實投資計畫。
(4)成功形塑對日招商亮點特色：本市 101 年獲中央政府選定為「臺日創新
產業交流示範區」
，101 年與 6 家重點日商企業共同簽署合作意向書，多
家日商已落實在臺南投資，成功形塑本市對外招商亮點特色。
二、 農業局
(一)農產推廣
1.農情報告及農業調查
(1)6 月豪雨及泰利颱風新營等 24 區辦理一期水稻等 12 種作物專案補助，
統計農作物損失面積 657 公頃、救助 1,155 戶、救助金 15,871,520 元。
(2)蘇拉颱風後壁區辦理西瓜專案補助，統計農作物損失面積 4.6 公頃、救
助 2 戶、救助金 222,906 元。
(3)查核本市 101 年二期作田間調查情形，抽查永康等 14 區；敏感性作物梅
種植面積調查，抽查南化等 2 區，合格率為 100%。
2.推行農業機械化，101 年度共核（換）發農業機械使用證 2,495 張、免營
業稅油單 5,076 本、農機號牌 166 片。
3.稻米生產
(1)稻繁殖田：101 年共設置水稻原種田 5.2 公頃，分別為高雄 145 號 0.2
公頃、臺稉 9 號 0.5 公頃、臺南 11 號 3.5 公頃、臺農 71 號 0.5 公頃、
臺東 30 號 0.3 公頃及台稉糯 1 號 0.2 公頃；採種田設置 347 公頃，繁殖
的稻種可供應本市 102 年 25,000 公頃稻田更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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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輔導育苗中心：至 101 年 12 月 31 日止，本市共設置 42 處育苗中心，綠
化地面積總計 36.8185 公頃。
4.植物保護
(1)補助後壁區農會等良質米地區農會辦理 2 期白葉枯病及瘤野螟等病蟲害
防治面積達 3,000 公頃。
(2)補助南化區農會輸日芒果生產專區辦理提早套袋減少病蟲害危害 414 公
頃。
(3)補助臺南市臺南地區農會等辦理蔬菜整合性防治(含洋香瓜病蟲害防治)
防治 400 公頃。
(4)補助白河區農會辦理柑桔病蟲害防治 300 公頃及蓮子病蟲害小黃薊馬防
治 200 公頃。
(5)補助山上區農會辦理番石榴、芒果及酪梨提早套袋，減少果實蠅危害 50
公頃。
(6)辦理全市果實蠅共同防治面積達 16,050 公頃。
(7)補助各區公所辦理野鼠防除面積 72,326 公頃。
(8)辦理臺南市 101 年度農藥管理人員複訓講習會暨珍愛生命守門人防治宣
導課程三場合計 795 人)
(9)核發農藥販賣業執照登記設立 5 件及變更案 21 件。
(10)抽檢市售農藥 80 件，檢測不合格 14 件,罰鍰 540,000 元。
(11)農作物汙染監測抽取農作物樣品 12 件送檢，檢驗結果皆屬合格。
5.肥料管理與有機質肥料推廣
(1)抽檢肥料 51 件送檢，裁處肥料品質不合格等違反肥料管理法罰鍰 8 件
500,000 元。
(2)鼓勵農友施用優良國產有機質肥料，推廣補助面積達 2,176 公頃。
6.推廣健康安全綠金農業
(1)輔導有機農業：至 101 年底止有機農業推展計 135 戶，面積 223.82 公頃
(水稻 4 戶，面積 2.66 公頃；蔬菜 83 戶，面積 135.89 公頃；水果 35 戶，
面積 56.63 公頃；其他作物 13 戶，面積 28.64 公頃）；辦理大洲有機農
業專區整地及農水路規劃設計；101 年度抽驗田間及市售有機農糧產品
341 件，不合格件數 2 件，合格率 99﹪。
(2)農作物農藥殘留監測與管制及吉園圃標章推廣與輔導：辦理田間農作物
農藥殘留檢驗工作，抽檢 1,233 件，不合格件數 25 件，總合格率 97﹪；
吉園圃標章推廣與輔導，計吉園圃產銷班 221 班(蔬菜 86 班，水果 135
班)，本年度新增加吉園圃產銷班 7 班。
7.活化休耕農田推動小地主大佃農
(1)於 8 月 17 日、10 月 3 日、10 月 29 日、12 月 25 日共召開 4 次小地主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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佃農計畫書審查會議，通過後壁、鹽水、官田、佳里、學甲、麻豆、柳
營、善化區等 24 位專業農民及善化雜糧生產合作社、柳營良質米產銷班
第一、六班所提經營補助計畫書初審，並函送農糧署複審，向中央爭取
機械設備補助總計 8,991,000 元。
(2)受理審查新營、鹽水、後壁、下營、白河、學甲、柳營、六甲、 官田、
麻豆、佳里、善化、仁德等大佃農計 77 位，活化休耕面積 1,159 公頃，
每 公 頃 核 發 農 地 利 用 改 善 奬 勵 金 10,000 元 ， 共 計 核 撥 奬 勵 金 額
11,590,000 元。
8.辦理稻田多元化利用
(1)100 年 1 期休耕面積為 19,956 公頃，輪作面積為 1,992 公頃，契作青割
玉米 348 公頃，100 年 2 期休耕面積 22,054 公頃，輪作面積 4,321 公頃，
契作青割玉米 632 公頃，契作飼料玉米 1,716 公頃。
(2)利用休耕農田種植景觀作物面積 356 公頃，位於安定、新市、西港、東
山、學甲、善化、白河、新營、官田、安南、下營、山上、七股、鹽水
及將軍等 15 區，營造景觀花海效應，有助美化農村田園景觀，發展地方
休閒觀光產業，配合地區觀光景點及農特產行銷活動，提供市民假日休
憩地點，促進地方產業發展。
9.本市去年累計領有種苗登記證 394 件，101 年新增核發 20 件，辦理變更 18
件，截至 12 月累計領有種苗業登記有案為 414 件。
10.農地利用
(1)辦理農地容許使用申請案 159 件，本市農業局核發容許使用同意書 159
件、區公所核發容許使用同意書 327 件。
(2)辦理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證明書審查方式及疑義案 35 件。
(3)辦理查編與農業經營不可分離土地工作座談會，申請土地 2,109 筆。
11.農業產銷班組織輔導
(1)辦理產銷班系統管理，共計新增 19 班，異動 235 件，訪查 92 班，註銷
14 班，帳號申請 4 件。
(2)東山區果樹產銷班第 44 班、南化區果樹產銷班第 61 班及楠西區果樹產
銷班第 31 班等 3 個產銷班提報農業新興領航計畫。
(3)101 年 6 月 30 日辦理完成 180 班產銷班評鑑，評鑑分數 90 分以上共計
20 班。
12.101 年新設蔬菜現代化生產設施共計 4.2873 公頃，其中包含捲揚式塑膠
布網室 0.2988 公頃，簡易式塑膠布網室 3.4085 公頃，水平棚架網室 0.58
公頃。
(二)森林及自然保育
1.林務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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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辦理林作物之地上物查估、審查工作 20 件。
(2)辦理林地作農業使用認定及核發證明 3 件。
(3)辦理山坡地開發利用回饋金案件 44 件。
2.環境綠化
(1)新化、小新營及七股等三處苗圃育苗(含培養、移植、扦插、換床)面積
約 8 公頃。
(2)環境綠美化：核計配撥苗木數量為 306,092 棵(含造林配撥數量)，喬木
計 68,569 棵、灌木計 133,221 棵、草花 104,302 株。
(3)社區綠美化補助計畫：共計補助 10 社區進行綠美化工作，增加綠地空間
計約 8,400 平方公尺，栽植灌木約 9,000 棵、喬木 500 棵及草花 1,500
株。
3.造林業務
(1)「平地造林計畫」規劃參與造林戶共 40 戶，造林地主要分佈於本市白河、
官田、楠西、善化、七股、柳營、關廟及大內區等，造林面積達 34.25
公頃，植樹 51,375 棵，獎勵金 11,252,500 元整。
(2)「全民造林運動實施計畫」造林戶共 772 戶，造林地分佈於本市鹽水、
新營、白河、柳營、後壁、東山、下營、六甲、官田、大內、學甲、七
股、新化、善化、新市、山上、玉井、楠西、南化、左鎮、仁德、永康、
關廟及歸仁區等，造林面積達 1,111 公頃，植樹 1,666,500 棵。
(3)「獎勵輔導造林計畫」規劃參與造林戶共 10 戶，造林地主要分佈於本市
關廟、東山、南化、楠西、白河及龍崎、玉井等，造林面積達 16.66 公
頃，植樹 24,990 棵，獎勵金新台幣 2,117,400 元整。
4.珍貴樹木保育
(1)清查符合列為保護珍貴樹木資格計 5 種 10 棵（樟樹、白千層、榕樹、羅
漢松、茄苳）
。
(2)公告解除列管計 5 棵。
(3)完成 101 年度珍貴樹木健康檢查計 204 棵。
(4)辦理老樹病蟲害防治計 10 棵、老樹棲地改善計 2 棵、老樹支架設置計 2
棵、老樹施肥計 1 棵、設置植生管計 3 棵。
(5)辦理老樹修剪計 7 棵及風災枝幹修枝 1 棵、扶正 1 棵和 2 棵倒伏樹木移
除工作。
(6)舉辦一場臺南市珍貴樹木保護研討會，共 101 人參加。
(7)辦理本市珍貴樹木解說牌安裝及更新牌面共計 50 面。
(8)臺南市珍貴樹木保護自治條例業於 101 年 10 月 29 日公布，同步廢止原
臺南縣、市樹木保護自治條例。
(9)辦理褐根病防治計畫宣導講習 2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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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褐根病疫區燻蒸消毒，防治面積共 1,615 平方公尺。
5.野生動物保育
(1)處理無主、危害、受傷野生動物計 379 隻。
(2)處理違反野生動物保育法案件 4 件。
(3)配合辦理 2012 年小小自然觀察家-兒童暑期生態保育營活動約 40 人。
(4)野生動物及生物多樣性環境教育宣導約 500 人。
(5)配合 101 年菱角鳥生態季活動宣導約 1,200 人。
(6)研商臺灣獼猴危害山區農作物因應管理說明會約 50 人。
(7)培訓生態保育志工約 40 人。
(8)配合農情產業文化活動-野生動物保育宣導約 300 人。
(9)配合菱角節活動-野生動物保育宣導約 500 人。
(10)配合重陽節活動-野生動物保育宣導約 300 人。
(11)配合國際志工日-野生動物保育宣導及生物多樣性宣導約 250 人。
6.生物多樣性保育教育宣導推廣工作
(1)官田水雉生態教育園區之經營管理：繁殖期共孵出 346 隻雛鳥、長成 253
隻幼鳥，繁殖成果又創歷年新高記錄。參觀人數超過 20,000 人次、解說
志工培訓 1 場次、志工進修課程 5 場次、手操紙 DIY 活動 2 梯次、校外
教學 3 場次、採菱趣營隊活動 3 場次、濕地教育營隊 12 梯次及菱角鳥生
態季 1 場次，約 5,000 人次參加。
(2)「2012 生物多樣性環境教育宣導活動」1 場次，500 人次參加。
(3)101 年 12 月 8 日「志工我當家 快樂當志工」嘉年華暨表揚活動中設攤
進行志工招募及生物多樣性永續利用宣導，500 人次參加。
(4)「101 年度臺南市政府推行水雉保育獎勵修正方案」共 352 巢申請，孵
化幼鳥 766 隻，共核發獎勵金 1,350,000 元。
7.國家重要濕地保育
(1)101 年度「國家重要濕地保育行動計畫」補助真理大學、臺南市北區大
港社區發展協會及臺南市社區觀光關懷協會辦理國家重要濕地生態環境
調查監測、環境教育及巡守等工作，共 3,500,000 元，業已全部執行完
畢。
(2)101 年度學甲區濕地生態園區經營管理示範計畫：完成承租休耕農地計
18.257 公頃。完成園區基礎的生物資源調查，並建立相關資料庫，以利
日後營造溼地與保育及宣傳使用、委託高苑科技大學辦理園區規劃與營
運構想案。
(3)102 年度「國家重要濕地保育行動計畫」核定補助真理大學、崑山科技
大學、臺南市北區大港社區發展協會及臺南市鹽田社區發展協會辦理「嘉
南埤圳濕地保育行動計畫」、「北門濕地背景環境生物監測、沙洲潟湖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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遷研究及河川巡守」、「鹽田社區參與國家重要濕地周邊生態環境調查及
保育計畫」及「鹽水溪口濕地（東側）國家重要溼地保育計畫」，共
4,000,000 元。
8.黑面琵鷺、四草保護區及重要棲息環境管理
(1)加強保護區巡護工作，自 101 年 7 月 2 日起雇工並配合台江國家公園警
察隊及保育巡守隊，進行保護區白天、夜間及假日巡護，避免人為破壞
及維護保護區環境之安全，至 12 月底為止，共進行 568 人次巡護，並於
保護區內拆除違法網具 33 組予以銷毀。
(2)進行四草野生動物保護區內之環境整理及抽水機及水閘門等設備維護，
建置完善排水機能，減少保護區再次發生淹水情事，並提供民眾遊憩休
閒場所。
(3)辦理黑面琵鷺棲息地環境整備工作，巡查整理棲地環境，預防黑面琵鷺
等野鳥大量傷亡情況再發生。並於 9 月 15 日辦理野鳥救護員研習、9 月
22 日辦理大量鳥類傷患救援演習，精進各單位執行傷鳥救護人員之實務
經驗，熟稔急救通報網路。
(4)101 年度總計記錄到標記來台度冬黑面琵鷺最高為 1,533 隻，臺南地區
的黑面琵鷺度冬族群連續第 7 年破千。
(5)受理 6 件黑面琵鷺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內〈東漁塭〉漁民申請供電案
及辦理東漁塭土地承租費用事宜。
(三)水產種苗
1.養殖漁業府農業行政管理
(1)核發養殖漁業登記證 723 件、核准 23 件水產養殖設施容許使用之案件。
(2)執行水產飼料抽驗一般成分 16 件、藥物殘留 49 件及三聚氰胺 11 件，合
計 76 件，其中 1 件未符合一般成分標準，本府已依飼料管理法罰鍰，其
餘皆符合規定。
(3)輔導漁會健全漁民組織：輔導轄內 2 家漁會信用部切實建立自行查核及
稽核制度，加強內部控管，防範弊端之發生；辦理本轄漁會信用部變現
性資產查核，101 年度業已完成查核信用部本部 1 家及分部 2 家，本
（102）
年度將持續執行督導查核；輔導 2 家漁會信用部截至 101 年 12 月底，存
款 總 額 5,955,910,000 元 ， 較 去 年 同 期 5,762,220,000 元 ， 增 加
193,690,000 元。放款總額 1,720,840,000 元，較去年同期 1,638,310,000
元，增加 82,530,000 元。逾放比率平均為 0.67％，較去年同期 1.3％，
減少 0.61％；輔導南市區漁會辦理漁業推廣教育訓練，輔導區漁會所屬
漁事班定期召開班會計 42 班次。
(4)補助漁民全民健康保險費及老漁福利津貼：全民健康保險本市負擔 30
％，投保漁民人數(含眷屬)約為 63,999 人，101 年 7 月 1 日起改由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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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擔。至 101 年 12 月底止領取老漁福利津貼人數 6,999 人，本市負擔每
月每人 2,000 元，共計負擔費用 165,838,000 元。另補助漁民勞保費 101
年 7 月 1 日起改由中央負擔 80％，目前投保人數約 67,895 人。
(5)未上市養殖水產品品質監測計畫抽檢 225 件水產品，包含吳郭魚、虱目
魚、鰻魚、鯰魚、石斑、烏魚、蝦類及文蛤等魚種檢驗。檢驗結果全部
合格。
(6)100 年度漁業署補助「莫拉克風災災後本市受災地區漁塭益生菌穩定水
質底土計畫」
每公頃補助 9,000 元，截止至 101 年 12 月底申請戶數 2,747
戶、5,561.51 公頃，總金額為 50,056,200 元。
(7)100 年度漁業署補助「學甲、北門地區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循環水養殖
設施推廣計畫」每戶最高補助 150,000 元，總計補助金額為 7,316,925
元，截止至 101 年 12 月底申請合格戶數 54 戶、200.67 公頃，皆已驗收
通過，已撥付第 1 批申請戶數計 28 戶、金額為 3,714,825 元，第 2 批申
請戶數 26 戶，金額為 3,602,100 元，目前刻正於漁業署申請保留中。
(8)100 年度漁業署補助本市「莫拉克風災受災地區養殖魚塭採用節能水車
式增氧機補助計畫」5,900 組節能水車，補助 59,091,900 元，截止至 101
年 12 月底申請戶數 1,216 戶、申請 2,506 組節能水車，申請金額為
25,020,924 元。
(9)淺海牡蠣養殖放養蚵棚管理：於市轄海岸劃設 9 處蚵架回收暫置區，進
行回收蚵架清除作業。蚵架回收執行成效已顯現，今年反映海岸污染案
件明顯減少。另外 101 年申報數已確定為 8,124 棚，將於 102 年度 3~6
月陸續回收。
2.颱風災損復建工程及改善養殖漁業生產區公共設施工程
(1)莫拉克養殖漁業災損復建工程：北門區海埔養殖生產區 7 號水門進排水
路工程決標金額 24,200,000 元，已於 101 年 12 月 7 日開工，預計 102
年 3 月中完工；北門區雙春養殖生產區北碼堤防公共進排水路工程決標
金額 27,388,000 元，已於 101 年 12 月 10 日開工，預計 102 年 3 月中完
工；北門區海埔養殖生產區 2 號水門進排水路及 6 號水門擋土牆加高工
程決標金額 18,380,000 元，已於 101 年 12 月 23 日開工，預計 102 年 4
月初完工；北門區雙春養殖生產區中元帥廟東側進排水路工程決標金額
15,816,800 元，已於 101 年 12 月 24 日開工，預計 102 年 4 月初完工；.
北門區海埔養殖生產區漁產道路改善工程決標金額 13,980,000 元，已於
101 年 12 月 25 日開工，預計 102 年 4 月初完工；北門區保安養殖生產
區 1、2 組進排水路及道路改善工程決標金額 14,258,000 元，已於 101
年 12 月 31 日開工，預計 102 年 4 月中完工；北門區雙春養殖生產區緊
鄰急水溪進排水路工程決標金額 11,826,000 元，已於 101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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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工，預計 102 年 4 月中完工；北門區雙春養殖生產區漁產道路改善工
程決標金額 10,660,000 元，已於 101 年 12 月 31 日開工，預計 102 年 4
月中完工；北門區雙春養殖生產區西側道路及進排水路及水閘門工程決
標金額 19,666,000 元，已於 101 年 12 月 31 日開工，預計 102 年 4 月中
完工；北門區南興養殖生產區進排水路及道路改善工程決標金額
14,160,000 元，已於 102 年 1 月 2 日開工預計 102 年 4 月底完工。
(2)改善養殖漁業生產區公共設施工程：101 年度促進養殖漁業與環境和諧
計畫，針對北門區南興、雙春、保安、海埔及七股區國安生產區之改善
工程，總經費 25,000,000 元，由漁業署補助 18,750,000 元、本府配合
6,250,000 元，本案截至 101 年 12 月底進度已達 51%，預計於 102 年 3
月 14 日完工；另委由區公所辦理養殖漁業生產區進排水路、擋土牆及漁
產道路等工程計 46 件、總金額 20,355,500 元，計有七股區 14 件
7,405,000 元、北門區 7 件 1,686,000 元、學甲區 12 件 3,295,500 元、
麻豆區 1 件 243,000 元、佳里區 1 件 420,000 元、將軍區 4 件 1,253,000
元及安南區 7 件 6,053,000 元。
3.設置沿海養殖漁業專區規劃
(1)依各區養殖環境條件及投資效益分析排序設置發展順位，101 年度規劃 2
處(七股區臺灣島、安南區港西)養殖漁業生產區設置。
(2)本案業已完成地方公開說明會，俟農委會擬定「養殖漁業生產區設置及
管理準則」草案發佈施行後，據以推動設置。
(四)畜產發展管理
1.獸醫師(佐)登記管理
核發執業執照 17 件、開業執照 2 件、獸醫師支援報備 24 件及執照歇業 5
件。
2.畜牧場登記及管理
(1)完成容許使用申請案件 29 件(家禽 14 件、家畜 15 件)及容許變更 18 件(家
禽 7 件、家畜 11 件)。
(2)核發畜牧場登記證 22 件(家禽 13 件、家畜 9 件)，牧場變更登記 10 件(2
件家禽、8 件家畜)，牧場停業 6 件，牧場歇業 1 件(家禽)，畜禽飼養登
記證書展延核發 31 件。
(3)「101 年有色肉雞牧場清查之複查」完成 33 場次，複查時勸導農民勿超
量飼養並依法依實辦理畜牧場登記變更及停、歇業。
(4)協助舉行「農業大棚」說明會計 2 場次。
3.持續輔導轄內家畜保險承保 25 家農會辦理豬隻運輸死亡保險(迄 12 月止保
險頭數 136,907 頭，已完成本年度目標 102.71%，收入 2,605,518 元)、乳
牛死亡保險(迄 12 月止保險頭數 3,240 頭，已完成本年度目標 100%，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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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2,000 元)。
4.畜牧類農情調查統計編造及調查
(1)辦理 101 年 9 月底第三季畜牧類農情調查，抽查 8 戶。
(2)辦理 101 年 11 月底養豬頭數調查，及調查統計複查，抽查 6 戶。
(3)102 年 1 月辦理 101 年第四季農情調查，及調查統計複查，抽查 6 戶。
5.肉品安全衛生管理
(1)配合道路攔檢查緝車輛 6 次，檢查 60 輛次，未查獲違規事項。
(2)辦理違法屠宰宣導 2 場次及查緝違法屠宰場所雞 37 場、豬 22 場、鴨 1
場、牛 7 場及鵝 4 場。
(3)配合農委會動物防疫檢疫局，至臺南市肉品市場(善化)檢查牛隻屠宰設
施設備及屠宰作業 1 次，並針對設備及作業疏失請肉品市場變更屠宰設
施。目前正進行設施改建中。
(4)101 年 8 月辦理牛肉原料產地標示說明會議 1 次追溯牛肉來源。
(5)101 年 9 月辦理牛肉販賣店原料產地標示情形，抽查 23 家清燙牛肉販賣
店均有本土牛肉來源證明。
6.飼料登記管理
(1)辦理轄區內飼料工廠及畜牧場之飼料抽樣檢查，計抽查飼料中之受體素
24 件、磺胺劑 28 件、其他藥物 34 件、黃麴毒素 22 件、三聚氰胺 7 件、
反芻飼料肉骨粉 19 件及農藥 5 件。辦理化製廠產製動物油脂及肉骨粉抽
驗業務，計抽查油脂 4 件及肉骨粉 8 件。
(2)輔導畜牧場及飼料廠飼料用藥安全及製造登記業務：
有關消基會 102 年 1 月 7 日公佈市售雞蛋含氟甲磺氯黴素，疑似本轄立
祥畜牧場案，本府農業局於 102 年 1 月 14 日會同動保處人員至該場訪談
並抽驗蛋雞用飼料及雞蛋送中央畜產會檢驗「氟甲磺氯黴素」
，皆未檢出
該藥物成分，已於 102 年 1 月 25 日函復農委會防檢局並結案。
(3)輔導畜產飼料工廠及核發飼料販賣登記證 9 件。
7.家畜禽生產輔導
(1)草食動物輔導：持續輔導酪農戶 97 戶與味全、光泉、統一、開元及高健
等乳品廠簽訂生乳收購合約；繼續輔導轄區內牛、羊、鹿產業團體及產
銷班計養牛 11 班、養羊 3 班及養鹿 1 班組織運作；辦理 8 家業者申請國
產牛肉共同標章，並進行審查訪視；輔導肉牛戶 1,200 頭牛隻釘掛耳標；
辦理清燙牛肉節活動及集印摸彩活動各 1 次。
(2)養豬輔導：補助臺南市各區農會輔導毛豬產銷班舉行班會、宣導講習會
等計 13 場次，強化養豬農民法規觀念及資訊交流；輔導全市養豬產銷班
組織運作計 21 班及輔導 5 個養豬生產合作社；配合農委會補助臺南市養
豬協進會辦理「養豬產業結構調整輔導及政策宣導」調查臺南市 100 場
143

養豬場每月實際在養頭數及其斃死畜量增減幅度計 300 場次，調查豬場
包含一貫場、母豬場、肉豬場，以及統計本市 180 場養豬場斃死豬產出
重量增減情況及重大疾病發生監測。
(3)家禽輔導：輔導轄區內家禽產銷班及產業團體組織運作 10 次；輔導家禽
產業團體辦理家禽產品產銷推廣計有補助臺南市養雞協會辦理南瀛雞肉
節各 1 場次；補助學甲區、後壁區、鹽水區及下營區農會輔導該轄家禽
產銷班辦理教育訓練各 1 場次；補助臺南市休閒農業發展協會辦理鵝肉
饗宴 1 場次；補助臺南市農漁畜牧產品推展協會辦理禽品展售促銷品嚐
活動 1 場次；補助臺南市養鴨協會結合「寒冬送暖，幸福滿滿活動」辦
理鴨肉品嚐 1 場次。
8.畜牧公害防治
(1)辦理轄內畜牧場斃死畜禽處理情形查核 1,369 件，採化製處理者 1,331
件，自行處理者 38 件，皆輔導確實記錄斃死畜禽處理情形。
(2)辦理畜牧場廢水處理查核 647 件(含針對廢水遭環保局開罰之畜牧場加
強查核 25 件)，皆正常開機運作。
(3)補助畜牧場新購置第二次固液分離機 10 戶及畜牧場附設堆肥舍更新 1
戶，業於 101 年度補助完畢。
(4)查核本市轄內 2 家堆肥代處理廠，原料收受及產量作業 10 次。
(5)查核本市六甲區味全林鳳營牧場污染防治設施及禽畜糞處理情形 2 次。
(6)配合農委會「101 年度農村社區源頭減廢及資源利用計畫」辦理補助農
民設置二次固液分離機 1 戶及噴霧除臭設施 13 戶。
(7)9 月 21 日舉辦研商本市養禽業者禽畜糞處理問題會議、11 月 1 日舉辦「畜
牧場污染防治之廢水處理暨堆肥技術講習會」
、11 月 15 日至下營區農會
講習「雞糞該何去何從-過去觀念至現今狀況及政策」，宣導雞糞處理觀
念。
(8)辦理養雞場雞糞之處理現場查察及輔導計 8 場次及受理六甲區養雞場外
運雞糞之遞送聯單申請備案及外運通報計 1 場。
(9)101 年 11 月輔導一戶養豬場設立沼氣發電機設置示範場，2 戶畜牧場設
置沼氣利用設備，2 戶紅泥膠皮更新，2 戶畜牧場設置養豬廢水循環再利
用。
(10)101 年 11 月推廣低碳城市大臺南畜牧場節能減碳，共 27 戶設置省電燈
具。
9.家禽屠宰場及其他畜牧事業設施設立輔導
(1)受理家禽屠宰場設立申請案件，1 件取得屠宰場登記證並正常營運中，5
件取得屠宰場設立許可(2 件屠宰場工程興設中，2 件表明無意願未繼續
申請建造執照而停止申設，1 件重新變更興辦計畫)截至 102 年 1 月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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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案輔導的家禽屠宰場共有 2 場取得屠宰場登記證。
(2)受理家禽肉品分切場申請案 1 件，已核發興辦事業同意書及完成土地變
更為特定目的事業用地；受理飼料廠興辦事業計畫變更 1 件，已同意變
更。
10.老牛的家營運管理
(1)完成簡易陸橋翻修、圍欄翻修及牛舍樑柱養護工程。
(2)完成翻耕土地及築畦作業、架設支柱固定以防止樹木倒伏，並進行園區
綠美化。
(3)辦理牛隻進場收容作業 5 頭及牛隻死亡 2 頭已妥善處理。
(4)辦理老牛農村文化教育活動 1 次。
11.協助肉品市場進行缺失改進，對原安南肉品市場毛豬拍賣系統採購弊病配
合調查移送檢調單位及懲處失職人員。
(五)農會輔導
1.會務輔導
(1)輔導 33 個農會按期召開會員代表大會、理事會、監事會及農事小組會
議，依權責審查各種議案，完成法定程序。
(2)依據農會法考核辦法會同農務、畜牧、運銷及上級農會等有關單位辦理
農會年度考核。計考核 33 個農會。
(3)輔導 33 個農會辦理員工在職訓練，提高員工專業知識及技能，以加強服
務。
(4)召開 1 次各級農會理事長、常務監事及總幹事工作檢討會，以策劃業務，
促進工作之推行。
2.業務輔導
(1)推動農會自營業務，辦理共同運銷工作，並配合推廣、信用、保險等部
門推動各種業務。計辦理 18 個農會。
(2)輔導 33 個農會業務企業化經營，加強農會系統聯繫，促進各部門均衡發
展，提高收益。
3.財務輔導
(1)輔導 33 個農會每年年底前編列該年度事業報告、決算與金融事業年報及
次年度事業計畫與預算，並提送理事會及會員代表大會審議，完成法定
程序。
(2)會同上級農會及有關單位辦理 33 個農會定期財務監督及臨時財務監督。
(3)輔導 33 個農會監事會辦理農會財務、業務及會務定期監察，必要時辦理
臨時監察。
4.農民健康保險
(1)參加農民健康保險之農會會員、非農會會員被保險人合計 160,164 人(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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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保險局 101 年 11 月資料)。
(2)農民健康保險本府補助 30％，101 年度已負擔保費 158,827,258 元。
(3)老農津貼改制後本府需負擔每人每月 2,000 元，101 年度本府已負擔老
農(農民部份)津貼費用為 1,873,800,000 元。
5.農業推廣教育
(1)輔導 33 個農會辦理農事、四健、家政推廣教育，指導農民提高產銷技術，
改善居住環境，提高生活品質。
(2)輔導農會辦理專業農民培育講習會 5 場，教導農民科技知識，提高農民
收益，參加人數 500 人。
6.農會信用部輔導
(1) 本 市 轄 內 32 家 農 會 信 用 部 截 至 101 年 12 月 底 止 ， 存 款 總 額
139,450,160,000 元，放款總額 68,117,280,000 元。
(2)截至 101 年 12 月底，本市 32 家農會信用部平均存放比率為 45.24%，平
均逾放比率則為 5.27%，營運較去年有起色，101 年度逾放比率經本府聯
合輔導小組積極輔導，101 年較 100 年同期 8.67%，減少 3.4%，成效已
見，將持續加強輔導，使逾放比逐年降低。
(3)輔導全市轄內 32 家農會信用部切實建立自行查核及稽核制度，加強內部
制衡，防範弊端之發生，甚收績效。
(4)對金檢單位檢查全市轄內 32 家農會信用部所提糾正及改進事項，積極追
蹤查核，並將改善辦理情形報請農委會核備。
(5)辦理市轄農漁會(信用部)變現性資產查核 32 次，以防範弊端之發生。
(6)配合市農會召開基層金融業務檢討會 1 次，檢討業務得失，研討改進方
法，以增進經營績效。
(7)輔導 32 個農會改善存放款比率，並積極催收逾期放款，以增加收益，確
保農會權益。
(8)輔導 32 個農會辦理內部稽核，並實施定期輪調，以防止發生流弊。
7.休閒農業及產業文化
(1)輔導休閒農場（含籌設中）14 場。
(2)請本市所轄 3 處休閒農業區依農委會「102 年度休閒農業區輔導計畫」
研提原則提報計畫。
(3)本府農業局補助本市各區公所及農會辦理產業文化活動，計有歸仁區公
所-臺南市歸仁區釋迦節產業文化活動、下營區農會-下營農情產業文化
活動、新市區農會-101 年度新市區毛豆產業文化系列活動、官田區農會
-菱角節產業文化活動、將軍區農會-瓜將軍產業文化活動、臺南縣花菓
盆栽藝術協會-2012 臺灣花菓盆栽展、六甲區公所-六甲區臺灣鯛產業文
化活動、山上區公所-101 年度山上木瓜產業文化活動、七股區農會-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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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洋香瓜暨農漁特產產業文化活動、白河區農會-101 年度蓮藕節、新市
區公所-2012 新市花海節、臺南市盆栽協會-2012 年盆栽展覽、北門區公
所-臺南虱目魚節、麻豆區農會-2012 柚見臺南 麻豆文旦季、西港區農
會-胡麻油季、後壁區公所-臺南好米季、安定區公所-2013 安定花海節、
鹽水區農會-102 年度鹽水區蕃茄節產業文化活動。
8.新農人
(1)由本府農業局組成新農人計畫推動小組及另由農委會臺南農改場、農委
會畜試所、水試所、本市各區農漁會、臺南縣（市）農會、全國農業金
庫及本府農業局組成新農人計畫輔導小組執行新農人計畫。
(2)由各產業聚落農會提報所屬產業新農人輔導名冊。包括鹽水番茄新農
人、官田綠色農業新農人、安定蘆筍新農人、山上鳳梨新農人、白河蔬
菜新農人及其他各區農會新農人等總計輔導新農人 335 人。
(3)辦理「新農人計畫-農業達人講座」5 場次及「新農人計畫-農民學堂」
15 場次。
(4)協助新農人申請取得農委會蔬菜現代化生產設施計畫補助簡易塑膠布網
室及捲揚式塑膠溫室共 2,430,000 元。
(六)農產行銷
1.輔導農民團體辦理農特產品共同運銷分級包裝及產銷通路設施計畫：
(1)輔導白河區農會辦理 101 年度「臺南市白河區蓮藕粉產銷輔導計畫」。
(2)補助麻豆區農會 101 年度「麻豆柚香柚甜文旦推廣計畫」
。
(3)補助臺南市東山果菜運銷合作社 101 年度提升共同運銷與改善運銷設備
計畫。
(4)補助麻豆區農會辦理「外銷麻豆堆高機租用補助計畫」
。
2.辦理農特產國內外展售促銷活動
(1)101 年 8 月 11 日辦理『2012 黃金特產海岸情~音樂會』大臺南農特產品、
地方產業展售促銷會。
(2)101 年 9 月 9 日協助衛生局辦理「幸福樂活 101~清新健康心活力」-農特
產展售活動。
(3)101 年 10 月 20 日協助體委會辦理「2012 銀髮婦幼運動樂」-農特產展售
活動。
(4)101 年 10 月 27 至 28 日協助辦理「2012 清湯牛肉節」-南科農特產展售
活動。
(5)101 年 12 月 1 至 2 日辦理「101 年第二屆全市聯合運動大會」-農特產展
售促銷活動。
(6)102 年 1 月 1 日協助青商會辦理「102 年元旦早安晨跑」-農特產展售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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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補助臺南蘭藝協會辦理「吳園蘭花大賞活動」。
(8)籌辦 2013 臺灣國際蘭展規劃執行作業及研提計畫申請農委會補助。
(9)輔導南市區漁會經營之臺南市安平漁港觀光直銷中心設置常態性農特產
品展售點。
(10)101 年 10 月 27 日至 28 日補助中華休閒暨餐旅產展協會於「臺南市安
平運河景觀公園」辦理「天籟.河岸咖啡香」活動，共同推廣行銷東山
咖啡。
(11)2012 東山咖啡季行銷活動：101 年 11 月 3 日於東山區仙公廟辦理「2012
東山咖啡季「咖啡與椪柑」行銷展售活動；101 年 11 月 20 日至 12 月
31 日止辦理「2012 東山咖啡季典藏紀念杯『喝咖啡，送愛心』
」活動；
102 年 1 月 27 日辦理「東山咖啡季系列活動-2013 年迎春揮毫大會暨仙
公廟「平安櫻花認養」活動。
3. 蘭花生技園區開發
園區第五期公共工程於 101 年 12 月 28 日完成。園區第 1 至 5 期可出租面
積為 94.5 公頃，共有 63 家簽約進駐業者，另有 3 家辦理簽約中，承租率
為 84.5%，其中 48 家已營運，15 家籌建或興建溫室中。第 1 至 4 期已招
商額滿，第 5 期招商於 101 年 12 月開始，目前持續辦理中。
4.玉井蒸熱廠後續相關設備之維護及營運
「水果糖度色澤重量分級選別設備」採購案保固期滿會勘作業。101 年度
芒果蒸熱量為 370,763 公斤，芒果輸日量為 305,048 公斤、輸韓量為 65,690
公斤、輸澳量為 25 公斤。
5.南瀛農產國際行銷股份有限公司輔導
101 年度與中國大陸簽訂 1 億元農產品採購合約（楊桃 351 公斤 22,880
元、芒果 2,750 公斤 444,000 元、文旦 4,950 公斤 335,500 元、芭樂 550
公斤 19,800 元、金煌 900 公斤 50,000 元、金鑽鳳梨 3,000 公斤 109,500
元、牛奶鳳梨 350 公斤 12,600 元、木瓜 1,800 公斤 70,500 元、檸檬 900
公斤 72,500 元，101 年度農產品出貨金額 1,137,280 元，南瀛公司將依中
國大陸需求持續供貨）。
6.果菜批發市場管理業務
(1)規劃辦理「新化果菜市場遷建」
，爭取新化畜試所現有牧草用地作為新場
址。
(2)玉井及大內青果集貨場於 102 年 1 月 1 日納為臺南市農產運銷股份有限
公司之分場。
7.籌畫第一屆臺南國際芒果節，預計於 102 年 6 月 29 日至 7 月 7 日舉行。
8.其他果菜市場管理業務
(1)辦理「前新營果菜市場用地綠美化作業」
。增加綠化植栽及後續植栽撫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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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工作。
(2)補助玉井區公所 88,000 元辦理「玉井青果集貨場噴霧設備設置」及
86,000 元「玉井青果集貨場監視器設置」案，並已設置完成。
(七)農地管理工程
1.農地管理
(1)農業用地變更為非農業使用案件審查核定 39 件。
(2)農業用地申請賦稅減免案件抽查 874 件。
(3)農業用地申請農業設施容許使用抽查 364 件。
(4)農地資源空間規劃第一種農業區劃設完成。
2.復建工程
(1)101 年 6 月泰利颱風（含 610 水災）公共設施災後復建 H3 類農路工程計
核定 71 件（6 件本府農業局自辦，65 件委由本市公所辦理），總經費
90,836,000 元，預計 102 年 6 月底前完工。。
(2)101 年蘇拉及天秤颱風公共設施災後復建 H3 類農路工程計核定 38 件（4
件本府農業局自辦，34 件委由本市公所辦理），總經費 46,409,000 元，
預計 102 年 8 月底前完工。
3.101 年核定農路改善工程計有 245 件，完工件數 195 件，完成請款 185 件，
以上未完工部份，全數保留於 102 年度執行。
4.推動農村再生計畫
(1)於 102 年 1 月 29 日辦理 102 年臺南市政府農村再生計畫業務相關人員教
育培訓，使本市各區公所承辦人熟諳農村再生條例，以利推動本市農村
再生計畫及本府農業局辦理考核作業事宜。
(2)農村再生計畫審查會議：本府農村再生審查小組於 101 年 8 月 7 日召開
第 3 次農村再生計畫審查會，有 4 個社區送審並修正通過，並於會後核
定公告，分別為白河區甘宅社區、白河區虎山社區、後壁區菁豐社區及
鹽水區田寮社區等社區；另於 101 年 11 月 23 日召開第 4 次農村再生計
畫審查會，有 5 個社區送審並修正通過，並於會後核定公告，分別為七
股區樹林社區、白河區六溪社區、南化區南化社區、佳里區延平社社區
及後壁區無米樂社區等社區。
(3)101 年度農村再生年度計畫經費獲得中央補助經費總計為 108,476,000
元，獲得補助社區分別為 100 年度核定之社區為玉井區天埔社區、龍崎
區龍興社區、新化區礁坑社區、七股區龍山社區、楠西區龜丹社區及白
河區竹門社區等 6 社區提送農村再生第 2 年執行計畫；101 年度核定之
社區為七股區中寮社區、七股區篤加社區、白河區大竹社區、白河區林
子內社區、白河區詔安社區、東山區嶺南社區及南化區西埔社區等 7 社
區提送農村再生第 1 年執行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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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辦理農村再生教育暨宣導活動
101 年 10 月 3 日至 10 月 12 日於將軍區農會、北門區永隆社區、安定區
農會、新營區農會及關廟區農會舉辦 5 場次農村再生計畫推動宣導，宣
導農村再生計畫申請流程及培根訓練過程；另 101 年 10 月 12 日至 10 月
19 日於左鎮區農會、將軍區旅遊中心及西港區農會舉辦 3 場農村再生計
畫教育講習。
(八)漁港建設及近海管理
1.漁業管理
(1)核發漁船漁業執照 72 件、漁筏漁業執照 164 件、漁筏監理執照 60 件、
船員手冊 472 件、汽油購油手冊 188 件及辦理漁筏定期檢查 310 件。
(2)完成 24 艘兼營娛樂漁筏之定期檢查。
(3)辦理不定期稽查娛樂漁筏業者 4 次，共計抽查 17 艘。
(4)辦理將軍漁港修造船廠用地標租案，已舉辦招商說明會，預計 102 年 2
月底前辦理招標公告。
(5)辦理將軍漁港商業用地標租案，依據內政部核定之漁港計畫，配合未來
漁港觀光休閒及商業發展，目前正擬辦相關招標作業，預計 102 年 3 月
底前推出。
2.農漁業工程
(1)興建改善農路完成 3 件計有 101 年南區同安里等處農路改善工程，經費
3,209,700 元、南區安中路二段農會後方及安吉路一段 601 巷農路改善
工程，經費 98,364 元及安南區本原街一段 482 巷農路改善工程，經費
42,658 元。
(2)漁業設施道路改善完成 2 件計有安南區安清路養殖漁業路面坑洞搶修工
程，經費 57,607 元及北汕尾二路、鹿耳門橋以北道路搶修工程，經費
92,757 元。另辦理青砂街 65 巷等 2 座新建橋樑改善工程，經費 4270,000
元，刻正施工中。
(3)漁港建設及維護完成計有：
「101 年安平漁港安全維護工作計有辦理港區
清潔維護工作」經費 1,998,000 元、
「港區路燈零星增設汰換養護工程（開
口契約）」經費 750,000 元、
「港區陸域零星修繕工程（開口契約）」經費
850,000 元、
「港區颱風豪雨修復及廢棄物清除（開口契約）」經費 386,674
元及「港區水域違規拖除工作（開口契約）
」經費 203,000 元、「100 年
度安平漁港舊港口重建計畫營運期間（第三年）環境監測工作」經費
6,700,000 元、
「安平漁港上架場船筏設施工程」經費 2,285,800 元、
「安
平漁港近海泊區疏浚工程」經費 5,576,600 元、
「安平漁港觀光直銷中心
西側碼頭增設欄杆工程」經費 302,400 元、
「北門漁港北側護岸改善工程」
經費 637,557 元；「北門漁港航道疏浚工程」經費 1,832,508 元；
「下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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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港辦事處魚貨拍賣場補強工程」經費 1,457,963 元、
「青山漁港拍賣市
場及漁具倉庫改建工程」經費 16,848,923 元及「101 年度本市漁港天然
災害損壞修復及廢棄物清除（開口契約）」經費 835,414 元等。
(4)漁港建設及維護辦理中計有「101 年將軍漁港港區環境清潔維護計畫」
經費 1,668,000 元，履約期限至 102 年 6 月 6 日止並按月估驗請款、
「舊
港口重建計畫營運期間環境監測及差異分析工作」經費 2,980,000 元，
已提送報告書（修正版）至漁業署函轉環保署審查、
「將軍漁港分區開發
計畫（第一期）
『修造船廠一、二、四』公共設施開闢工程」
，經費 38,390,000
元，刻正施工中，預定 102 年 5 月底前完工、
「北門(蘆竹溝)漁港共同航
道出海口南側導航標示燈工程」經費 4,678,000 元，因風浪太大無法施
作海上抛放作業，目前函請水利署提供海象資料，憑以辦理審核廠商展
延工期事宜、
「臺南市青山漁港西南航道青山橋補強工程」
經費 3,030,000
元，因施工遭遇不可預見因素，刻簽辦工程變更設計議價程序中、
「青山
漁港西南航道疏浚工程」經費 2,475,000 元，因適逢東北季風強海象差，
目前依承商申請簽辦工程停工中，預定 102 年 4 月 10 日前申報復工、委
託本府水利局辦理「鹿耳門溪出海口航道疏浚清淤工程」經費 2,228,000
元，102 年 1 月 14 日申報完工，1 月 25 日竣工確認完成，正辦理驗收程
序中、委託南縣區漁會辦理「青山漁港魚貨拍賣場東棟建築物及將軍漁
港東棟拍賣場整修工程」經費 4,190,000 元，刻辦理工程變更設計作業。
(5)完成公告實施本市安南區四草漁港及將軍區青山漁港 2 處區域劃定暨漁
港計畫書。
3.沿近海漁業輔導及漁業資源保育
(1)辦理農委會漁業署 101 年度獎勵漁船筏休漁計畫，計核定補助 889 艘，
核發獎勵金額 10,844,000 元。
(2)辦理農委會漁業署 101 年度漁船用汽油補貼計畫，計補助 923 艘使用船
外機之漁船筏，補助金額 17,023,996 元。
(3)辦理農委會 101 年度漁船漁筏收購及處理計畫，收購漁船筏 3 艘，收購
經費 1,736,900 元，銷毀解體處理經費 101,513 元。
(4)辦理 101 年度沿近海漁業魚苗放流及保育工作，由各民間團體或個人申
請魚苗放流作業，其放流魚種如下：烏魚 254,600 尾、黑（黃）鯛 507,200
尾、虱目魚 470,000 尾，共計 1,231,800 尾。
(5)辦理 102 年度臺南市轄海岸蚵架與保麗龍清理工作，並於市轄海岸劃設
9 處蚵架回收暫置區，預算總經費 4,080,000 元，刻正簽辦發包作業。
(九)動物防疫保護
1.防範畜禽產品藥物殘留
(1)畜禽產品未上巿前採樣抽檢牛乳 35 件、羊乳 34 件、雞蛋 12 件、鴨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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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件、雞肉 96 件、鴨肉 44 件及鵝肉 50 件，共 282 件。
(2)畜牧場藥物殘留逆向追蹤及違規查處 46 場次。
(3)赴畜牧場宣導防範藥物殘留宣導共 220 場，赴產業團體集會場合宣導防
範藥物殘留宣導 2 場次，114 人次參與。
2.動物用藥品輔導與管理
(1)抽驗市售動物用藥品 17 件及檢查標籤仿單；動物用藥品製造廠試製產品
封存 11 件。
(2)輔導動物用藥品製造（販賣）業者、飼料廠（自製自配戶）及畜牧場查
核原料藥、動物用處方藥品使用情形 331 場次。
(3)執行動物用藥品製造廠 GMP 後續性查廠 4 家。
(4)轄內違反動物用藥品管理法案件查處 4 件、移送 0 件。
(5)動物用藥品販賣業者訪視宣導 151 場次，動物用藥品販賣業許可證核發
18 件、變更 6 件、註銷 5 件及停業 0 件；觀賞魚非處方藥品動物用藥品
販賣業許可證核發 1 件及註銷 0 件。
(6)動物用藥品製造廠自用原枓藥查核 44 家。
(7)動物防疫用消毒資材抽驗 4 件。
(8)動物用藥品販賣業推銷員登記 11 件（新增 16 員、註銷 5 員）。
3.化製場防疫衛生管理
(1)查驗化製原料運輸車是否具有密閉、防漏及消毒設備 14 輛、道路攔檢 6
次/60 輛。
(2)化製場衛生及消毒防疫管理工作 120 場次/3,826 張(查核化製三聯
單)。
4.動物傳染病防治
(1)強化家畜禽場疫情通報系統：定期更新家畜場及動物防疫人員基礎資訊
計家畜場 1,240 場、防疫人員 4 員；家禽場 4,191 場、防疫人員 60 人次；
蒐集及告知國內外家畜保健及防疫資訊 26 次；重要家禽保健及防疫資訊
13 次；辦理家畜場主動與被動疫情通報系統計 115 場次；家禽場主動與
被動疫情通報疫情處理 26 件次、逆向追蹤 4 場次；轄區內疫情訪視調查
家畜場 782 場，養禽場 1,196 場次；辦理家畜傳染病（豬瘟、口蹄疫、
牛流行熱）等血清學採樣監測工作 3,834 頭次及草食動物結核病、布氏
桿菌檢驗 23,066 頭次；家禽海外惡性傳染病監測及通報：家禽場 1,591
件次、活禽攤商 35 件次、鳥店 14 件次、寵物鳥繁殖場 56 件次。
(2)輔導家畜場及家禽場自衛防疫工作：辦理自衛防疫消毒家畜場計 1,597
場次、家禽場自衛防疫消毒工作計 5,605 場次，豬禽場空舍、場內及周
邊道路防疫消毒 6,896 場次、高風險禽場周邊道路防疫消毒 525 場次；
加強查核及輔導肉品市場消毒防疫工作計 345 場次；辦理家畜場專業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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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周邊公共區域消毒工作計 23 場次；辦理生物安全與疾病防治宣導家畜
場 19 場次；家禽場防疫輔導 944 人次、宣導講習 15 場次；辦理輸出入
家畜禽追蹤檢疫工作；家禽輸入追蹤 25 場次、輸出 36 場次；辦理乳牛
冷烙編號及乳羊刺青工作計 4,218 頭次。
(3)加強家畜、家禽疫苗注射及抗體監測：強化家畜群體免疫成效計 75 場
次；辦理抗體異常逆向追蹤查核計 54 場次；辦理家禽重要傳染病血清抗
體採樣工作及免疫成效輔導 30 場次、1,322 件次；辦理家禽血清抗體監
測結果分析 52 場次、1,038 件次，抗體不佳輔導 17 場次。
(4)協助家畜場及家禽場控制疫情：輔導乳牛、乳羊畜牧場控制乳房炎計 116
場次；協助家禽場發病場送檢 40 場次 268 件次；辦理家禽非法定傳染病
之控制 26 場次。
(5)成立家畜場及家禽場防疫輔導團：定期聘請專家學者召開防疫諮詢委員
會 1 次；辦理家禽疾病訓練課程 3 場次提升家禽防疫輔導專業能力；辦
理禽流感沙盤推演 1 場次。
(6)水產及動物疾病檢診共計 748 場次 2,175 件；水質檢驗共計 1,191 場次
3,113 件、養殖戶訪視共計 845 場次及用藥輔導共計 1,205 場次；家畜
禽疾病檢診服務共 91 戶 220 件、分子生物學診斷（PCR）家畜禽共 74 戶
391 件、病理組織切片製作共 57 戶 581 件、微生物分離與鑑定共 78 戶
143 件、協助藥物敏感性試驗 78 戶 93 件；豬隻血清抗體檢測主要監測
豬瘟與豬假性狂犬病 gI 血清抗體，共檢測 25 場次 764 件樣品。家禽血
清抗體檢測主要監測新城病、傳染性支氣管炎、傳染性華氏囊病、里奧
病毒及產蛋下降症候群等五種家禽重要傳染病，共檢測 16 場次 1,260 個
樣品。
5.動物保護相關業務
(1)101 年度動物保護業務執行績效評鑑成績：本市優等。
(2)動物保護法執法處理檢舉案件 181 件、執行寵物未登記稽查件數 405 件、
經濟動物查核 65 場次、行政處分計 9 件；新增寵物登記 5,321 頭；核發
特定寵物業許可證 34 張、查核業者 208 次。
(3)本市 101 年度狂犬病疫苗注射工作成效良好，獲得注射頭數進步評比全
國第一名。
(4)狂犬病疫苗注射 16,652 頭；輸入犬貓追蹤檢疫國外 38 件、金馬澎湖輸
入 117 件。
(5)辦理動保法及其相關教育宣導活動 124 場次；動物保護 LED 宣導 1,942
次。
6.動物收容相關業務
(1)經農委會評列榮獲 101 年度動物(犬貓)收容、捕捉業務評鑑優等第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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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1 年 8 月份至 102 年 1 月份政府捕捉流浪犬數量 4,502 頭，通報捕捉
數 4,249 件，急難救助 474 件；公立收容所收容數 6,575 頭、安樂死數
頭 3,696 頭；犬貓認領養數 2,378 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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