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南市政府農業局 109 年度施政成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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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農業管理與輔
導業務
一、農業生產與管
理
(一)推動農作物
外銷生產專
區、對地綠
色環境給付
計畫、建構
優質農業環
境、提升農
機自動化生
產

1.輔導成立蔬菜、果樹、花卉、雜糧及優質品牌米等農業生產區：
(1)「優質品牌米生產區」契作合計生產面積 1,413 公頃。
(2)「雜糧生產區」合計面積 3,975 公頃。
(3)「水果生產區」合計面積 340 公頃。
(4)「蔬菜生產區」合計面積 90 公頃。
(5)「火鶴花生產區」合計面積 20 公頃。
(6)設置農業經營專區合計面積 289.95 公頃。
2.種苗業登記管理：
109 年領有種苗登記證 492 件，新增核發 17 件，辦理變更 10 件。
3.推行現代化農機業務：
109 年度共核(換)發農業機械使用證 10,067 張及農機號牌 853 片。
4.推動臺灣優良雜糧作物生產：
一期生產環境維護(休耕)面積為 11,536 公頃，重點發展作物面積
1,964 公頃，契作 578 公頃，二期生產環境維護(休耕)面積為 2,760
公頃，重點發展作物面積 7,108 公頃，契作 7,961 公頃。
5.鼓勵契作戰略(進口替代或外銷潛力)作物、推廣地方特色作物及小
地主大專業農輔導計畫：
(1)推廣契作戰略(進口替代或外銷潛力)作物：合計總面積 8,539 公
頃。
(2)發展地方特色作物：合計總面積 9,072 公頃。
(3)小地主大專業農輔導計畫：輔導專業農民 362 人、承租活化農地
6,495 公頃土地，改善生產設施設備補助金額 970 萬元。
6.推動臺南好米計畫：
109 年共計推動 121 公頃。

(二)農藥及肥料 1.植物保護共同防治及農藥安全管理：
品質管理、 (1)水稻病蟲害防治：補助本市水稻育苗技術改良協會辦理稻作育苗
農作物病蟲
立枯病緊急防治，補助防治 10,000 公頃所需所需秧苗防治。
害防治
(2)野鼠防治：補助各區公所辦理野鼠防除面積 23,465 公頃。
(3)加強農民安全使用農藥教育宣導及管理部分，本市 109 年度農藥
管理人員(藥商)複訓講習會 6 場次，因疫情因素皆改以線上上課
方式辦理。
(4)農藥販賣業執照：核發設立登記 2 件、變更 10 件、歇業 0 件。
(5)農藥品質查驗：抽檢市售農藥 85 件送檢，檢測不合格 2 件。
2.肥料管理：
(1)抽檢肥料 50 件送檢，裁處肥料品質或標示等不合格違反肥料管理
法罰鍰 2 件 10 萬元。
(2)補助國產有機質肥料 2,833 公頃、國產微生物肥料 816 公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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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防治資材 109 公頃。
3.農作物重金屬含量監測：
抽取農作物樣品 20 件送檢，檢驗結果全數合格。
(三)強化農業資
訊調查與預
警制度及農
業產銷班組
織計畫，水
稻良種繁殖
更新計畫

1.加強農情資訊及農業天然災害查報：
(1)辦理農產業天然災害查報及救助講習 1 場、農情調查分區檢討會 3
場。
(2)查核新營等 32 區農作物田間調查。
(3)運用行動載具完成大蒜種植面積逐筆調查，精確掌握農業生產資
訊。
2.整合產銷班落實生產管理運作：
本市農作類產銷班總計 595 班。
3.稻種繁殖更新檢查及稻米生產輔導：
水稻繁殖田：109 年共設置水稻原種田 3.8 公頃，分別為臺南 11 號
3 公頃、臺農 71 號 0.3 公頃、臺農糯 73 號 0.5 公頃；採種田設置
312 公頃，繁殖的稻種約可供應本市 109 年 24,000 公頃稻田更新使
用。

(四)輔導有機農 1.輔導有機及友善環境耕作及農產品產銷履歷驗證：
業、產銷履 (1)輔導辦理有機驗證面積 691 公頃。
歷，生產安 (2)輔導辦理產銷履歷驗證：109 年底止本市通過產銷履歷驗證之驗證
全健康農產
家數共 205 家，總計 5,006 公頃（糧食作物 17 家 1,615 公頃、水
品，提升農
果 110 家 773 公頃、蔬菜 33 家 122 公頃、雜糧特作 45 家 2,496
產品品質
公頃。
(3)有機農糧產品檢查及檢驗：109 年度抽驗田間及市售有機農糧產品
419 件，不合格 2 件，合格率 99.5%。
2.辦理農作物農藥殘留監測與管制：
辦理田間及集貨場農作物農藥殘留檢驗工作，109 年度本府共抽檢本
市農產品 904 件，不合格件數 6 件，合格率 99.3%。
(五)無人機農噴應
用試驗計畫

1.無人機農噴應用試驗計畫，獲得經濟部工業局補助計畫經費2,800萬
元，並自107年8月1日起執行至109年6月30日結案，計畫委託經緯航
太股份有限公司執行，計畫執行期間完成項目有：
⑴建立無人機農噴標準程序 ⑵無人機農噴效果(PoC)驗證 ⑶無人機
農噴應用服務平台功能驗證⑷無人機應用服務包裝及流程建立等。
2.計畫主要成果有：⑴產出無人機農噴機22架投入產業服務，並升級
關鍵設備模組⑵智慧農噴平台(GeoSSP)開發完成並進行上線使用⑶
農噴媒合APP農噴大師完成上架並通過L2資安檢測 ⑷計畫執行期間
持續進行大面積農噴，共服務面積超過700公頃⑸無人機農噴標準服
務流程之建立⑹無人機農噴效果驗證。

二、保育綠美化
(一)配合林業政 1.執行林業政策，保護森林資源落實森林生態系經營，達成永續林業
策推廣造林 之目標：辦理林作物之地上物查估、審查工作 27 件及山坡地開發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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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森林， 用回饋金案件 20 件。
增加森林覆 2.輔導各區公所加強林政業務，落實保林護林工作：
蓋率，落實 獎輔造林 2 筆、平地造林 8 筆、全民造林 4 筆等。
森林生態系 3.林地利用及管理：
經營
(1)辦理林業設施容許使用及林業用地變更非林業使用之審查：3 件。
(2)林業用地作農業使用證明核發：99.57 公頃。
(3)林業天然災害查報及救助：109 年無天然災害查報及救助申請。
4.執行獎勵輔導造林：申請新植案審查、造林檢測及撫育管理：
(1)平地造林計畫：本市 109 年平地造林計畫持續撫育造林面積 174.77
公頃，核發獎勵金 1,922 萬 4,700 元，造林分布於本市後壁、玉
井、關廟、白河、將軍、東山、歸仁、鹽水、新市、新化、官田、
柳營、楠西、六甲、大內、善化及七股等 17 個區。
(2)全民造林運動實施計畫：本市 109 年度全民造林運動實施計畫持
續撫育造林面積 87.02 公頃，核發獎勵金 174 萬 400 元，造林分
布於本市白河、柳營、東山、六甲、歸仁、官田、大內、新化、
山上、玉井、楠西、南化、左鎮、關廟及龍崎等 14 個區。
(3)獎勵輔導造林計畫：本市 109 年獎勵輔導造林計畫持續撫育造林
面積 60.75 公頃，自行造林面積 9 公頃，核發獎勵金 147 萬 3,400
元，造林分布於本市玉井、東山、龍崎、白河、南化、楠西、新
化、關廟、六甲及大內等 10 個區。
(二)輔導社區及 培育苗木供應本市各機關、學校(國中、國小)、社區村里辦公處等綠
環境綠美化 美化環境以及各造林農所需之苗木：
1.環境綠美化：109 年合計配撥苗木數量為 184,389 株(含造林配撥數
量)，配撥喬木約 22,142 株、灌木約 61,867 株、草花 100,380 株。
2.社區綠美化補助計畫：補助 4 社區進行新設點綠美化工作及 3 社區
執行撫育養護，共增加綠地空間計約 3,080 平方公尺，栽植灌木約
1,240 株、喬木 223 株。
(三)辦理生物多
樣性、自然
生態、野生
動植物、林
地、國家重
要濕地、保
護區、園區
及珍貴樹木
之保育及樹
木褐根病防
治

1.野生動物保育：
(1)保育類野生動物活體飼養及產製品登記查核、取締非法獵捕、宰
殺；非法架設鳥網拆除等案件查緝：
A.辦理違反野生動物保育法違法案件 3 件移送。
B.處理無主受傷動物 2,162 隻。
C.處理動物危害 1 種 281 隻。
D.野生動物國中小入校宣導 70 場，共 87 小時，計 7,851 人參加。
E.辦理活體查核 5 家 15 人次。
(2)109 年捕蜂捉蛇 24 小時為民服務，捕蜂計 4,493 巢，捉蛇計 5,017
尾。
(3)輔導官田區水雉生態教育園區之經營管理：
A.109 年園區有 83 隻成鳥參與繁殖，水雉營巢數 94 巢，孵化 136
隻雛鳥。
B.109 年園區參觀人數 11,225 人。
(4)辦理轄內生物多樣性保育教育宣導推廣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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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委託臺南市野生動物保育學會執行「臺南地區外來綠鬣蜥族群
現況分布調查與個體移除計畫」，移除 281 隻綠鬣蜥個體。
B.109 年 11 月 15 日舉辦友善耕作「與農一起」行銷活動。
C.刊登 2021 商務日誌半頁廣告報導本府農業局推廣直播稻種披覆
鐵粉的友善耕作，避免農民施用農藥及鳥類誤食中毒事件。
D.承租學甲區休耕土地 31.0680 公頃，作為濕地生態園區之用。
E.補助學甲區農會辦理推廣教育體驗活動 3 場計 90 人次參加，另
僱用 1 名臨時工，協助承租土地契約製訂及巡護與維持周邊環
境美化以營造乾淨濕地生態景觀。
F.補助臺南市生態保育學會辦理社區導覽解說及環境教育親子營
活動共 4 場，總計 510 人次參加，以加強認識濕地生態環境保
育觀念。
(5)四草野生動物保護區、七股黑面琵鷺保護區維護管理：
A.加強保護區巡護工作，109 年 1 月 1 日起續雇工進行保護區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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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年共進行 741 人次巡護，並於保護區內拆除違法網具 28 組予
以銷毀。
B.進行四草野生動物保護區內之環境整理及設備維護，修復抽水
及水門設備，整備完成保護區排水機能等，環境改善遊客增加，
經統計 109 年度參觀旅遊為 5,214 人，另因保護區水位控制得
宜，除避免鄰近社區免遭淹水之苦。
C.109 年四草野生動物保護區 A2 區土堤修復工程：先打樁、後裝
填地工固袋及以拋塊石保護護岸等方式辦理，計修復 620 公尺。
D.補助臺南市生態保育學會辦理 2020 黑面琵鷺保育季系列活動─
「我愛黑琵、飛躍臺南 HAPPY」
、
「黑面琵鷺創意模型特展」
、
「臺
南輕旅行」等活動，約有 2,300 人次參與系列活動。另自由時
報、中華日報、電子媒體報導黑面琵鷺保育季及 2 家地方電台
報導。
E.來臺南度冬黑面琵鷺數量逐年增加。從 1993 年底的 206 隻，至
2020 年 1 月的 1,839 隻，呈現臺南是黑面琵鷺重要棲息地。
(6)辦理南市推行水雉保育獎勵方案：
109 年度水雉共 465 巢符合申請，核發標準為 1 至 3 隻雛鳥 2,000
元，4 隻以上雛鳥 3,000 元，共核發獎 111 萬元，孵化 1,393 隻。
2.國家重要濕地保育：補助公私立學校、民間保育團體及社區發展協
會辦理國家重要濕地保育行動計畫，包含生態環境調查監測、環境
維護、教育宣導及巡守工作：
(1)背景環境生物監測各 1 式。
(2)「嘉南埤圳濕地保育利用計畫」、「官田濕地保育利用計畫」、「八
掌溪口濕地保育利用計畫」及「北門濕地保育利用計畫(草案)」。
107 年 3 月業已核定八掌溪口重要濕地保育利用計畫，107 年 11
月及 108 年 3 月中央業已核定官田、嘉南埤圳 2 處重要濕地保育
利用計畫；北門重要濕地保育利用計畫草案已送內政部營建署審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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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目前已完成 108-109 年度北門、八掌溪口及官田重要濕地基礎調
查計畫，110 年續向中央爭取經費執行 110-110 年度北門及八掌溪
口重要濕地（國家級）生態及地形變遷調查及在地溝通工作計畫、
官田重要濕地（國家級）度冬巡守及友善農業宣導工作計畫。
(4)辦理「北門濕地急水溪中上游地區(學甲濕地)生態背景監測調查
計畫」1 式。
(5)辦理「本市濕地生態環境教育教材教案規劃案」共設計 4 套教案
及簡報，並辦理 3 場濕地種子教師培訓課程，計 82 人參與。
(6)辦理「本市國中小濕地生態環境教育入校宣導講座」，落實推動生
態保育理念，促使民眾對濕地及海洋保育有進一步認識，共計辦
理 33 場講座，計 2,406 人參與。
(7)辦理「濕地生態保育志工基礎訓練及進階訓練課程，內容包含濕
地生態保育及海岸林樹種等植物介紹，以增加志工專業知識，共
計辦理 2 梯次基礎課程及 3 梯次進階課程，計 240 人參與。
(8)辦理「官田重要濕地外來種移除」共移除外來水生植物面積約
4,335 平方公尺、棲地整理計 195.99 平方公尺；移除外來種魚類
計 79 尾；人工移除福壽螺計 390 公斤。
(9)辦理「濕地標章推廣」並核發貼紙計 7,500 張。
(10)辦理「重要濕地告示牌修繕及維護」計 2 次。
(11)刊登濕地旅遊專題報導計 2 則，推廣濕地生態體驗行，引領民眾
及親子共同認識濕地生態環境。
(12)委託公所辦理「菁埔埤國家及濕地生態摺頁製作計畫」以宣導濕
地資源愛護及帶動周邊特色景點發展。
3.珍貴樹木保育及樹木健康管理：
(1)珍貴樹木健檢，病蟲害防治、修剪及棲地改善支架設置等保育措
施：健康檢查計 284 株，進度 100%。修剪 51 株次、病蟲害防治
38 株次、棲地改善 1 株次、支架及拉撐 8 株次、鬆土施肥 23 株次、
其他維護 8 株次。
(2)持續清查列管條件之珍貴樹木：普查 88 株，計有 77 株符合列管
資格。
(3)召開珍貴樹木保護委員會審議列管及解除列管等事宜：
A.新增列管珍貴樹木共 5 株，分別為後壁區榕樹 1 株、羅漢松 1
株、大內區琉球松 1 株、中西區榕樹 1 株、永康區榕樹 1 株。
B.珍貴樹木死亡解除列管 2 株，為北區印度黃檀 1 株、中西區榕
樹 1 株。
(4)珍貴樹木保育宣導研習計 464 人參與：
A.109 年 8 月 7 日辦理「樹木病蟲害與防治簡介及實習」課程 1 場
次。
B. 109 年 8 月 13 日辦理「樹木生理及修剪理論與實務」課程 1 場
次。
C.109 年 9 月 22、23、25 日辦理「樹木正確修剪及風險評估基礎
課程」課程 6 場次。
D.109 年 10 月 22 日辦理「樹木健檢與評估種子教師班」課程 1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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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5)109 年 10 月 17 日辦理「古都老樹‧謝樹禮肥」樹木保護宣導活動，
計 50 人參與。
(6)辦理樹木保育國中小入校宣導 13 場，共 14 小時，計 1,371 人參
與。
(7)增進「珍貴樹木保育志工隊」之專業知能，協助珍貴樹木保育工
作：志工聯繫暨培訓會 1 場，針對擔任本市珍貴樹木保育志工者
之專業知能進階訓練。目前志工隊計有 42 人，認養樹木 205 株。
4.樹木褐根病防治：
(1)辦理罹患褐根病之列管珍貴樹木，藥物防治 8 株、支撐加固 8 株。
(2)辦理協助學校褐根病樹防治 250 平方公尺。
(3)辦理樹木褐根病教育宣導推廣研習 1 場次：109 年 10 月 30 日辦理
「認識褐根病及減災防治」，參加人數 45 人。
三、漁業行政
(一)水產飼、養 1.辦理轄內水產飼料製工廠，水產品飼料藥物殘留、重金屬、一般成
殖水產品上 分、農藥及瘦肉精之抽驗，以取締劣質飼料：109 年完成水產飼料抽
市前抽驗及 驗共計 92 件(檢驗項目：一般成分、藥物殘留、三聚氰胺、農藥、
優質水產品 荷爾蒙、瘦肉精、重金屬及戴奧辛多氯聯苯等)。其中：3 件不符規
查驗
定，依違反動物性用藥管理辦法裁處，餘皆合格。
2.加強養殖水產品未上市前，藥物殘留及重金屬之抽驗：檢驗項目包
含動物用藥、重金屬及撲滅松與陶斯松等，完成抽驗 325 件，經檢
驗結果皆符合規定。
3.本市轄內安平、新營、佳里、將軍等 4 個魚市場，自行抽檢魚種實
施保鮮劑如甲醛、螢光增白劑、過氧化氫、亞硫酸根及硼砂之快速
檢測，檢出皆為陰性並製作採樣記錄;109 年度漁業署委由嘉義大學
執行轄內魚市場水產品衛生抽驗計畫，進行動物用藥殘留及保鮮劑
檢測，完成採檢養殖魚 142 件、海魚 24 件合計 166 件，結果動物用
藥殘留檢測 1 件不合格、保鮮劑全數合格。
(二)推動水產品 輔導本市養殖漁民籌組漁業產銷班取得國際認證：
取得國際認 1.持續推動南瀛臺灣鯛取得 ASC 養殖國際標準驗證計 7 戶，並輔導本
證及臺灣鯛 市養殖漁民籌組漁業產銷班，逐年完成評鑑。以及取得穆斯林清真
取得 ASC 養 認證 1 家
殖國際標準 2.各魚種辦理 TAP 產銷履歷補助申請部分：109 年度漁業署核定養殖水
驗證
產品產銷履歷計通過補助新申請 41 戶、追評戶 124 戶、重評戶 38
戶、加工廠 2 間、輔導團體 4 個，合計 210 戶。逐戶將魚苗、飼料、
養殖生產過程予以紀錄，使水產食品從產地(養殖場)到餐桌所有資
訊公開、透明及具可追溯性，建構安全體系，保障消費者食用安全。
四、漁業建設
穩定養殖區生產 1.辦理養殖漁業生產區(海埔、保安、南興、雙春、國安、六官)進排
環境計畫及改善 水路、水門及漁產道路等公共設施之維護工程，提供養殖魚塭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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轄內養殖產業環 適養完善環境。
境
(1)執行「北門海埔養殖生產區 5 號水路渠底排水接續改善工程」案，
於 109 年 12 月 20 日完工，總經費為 633 萬 3,000 元，改善排水
長度計 338 公尺，受益面積合計 30 公頃。
(2)執行「北門保安養殖生產區排水溝堤延續改善工程」案，總經費
為 1,580 萬 6,000 元，目前施工中，預計 110 年 2 月底完工，預
計改善排水長度 865 公尺，受益面積合計 50 公頃。
(3)執行「北門海埔生產區 4 號排水路及保安生產區三中排等 2 件工
程」案，總經費為 1,285 萬 9,000 元，目前於施工中，預計 110
年 7 月底完工，預計改善排水長度 685 公尺，受益面積合計 35 公
頃。
(4)執行「北門區海埔、雙春及南興養殖區等 3 件改善工程」案，總
經費為 5,968 萬元，目前施工中，預計 110 年 6 月底完工，預計
改善排水長度 3,151 公尺，受益面積合計 160 公頃。
2.生產區未設立前或屬魚塭集中區，辦理養殖環境改善工程，主要施
作進排水溝渠、重力式擋土設施、進排水閘門及養殖漁產道路：109
年農業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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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件、總金額 2,368 萬 9,347 元，改善長度約 22 公
里。
3.魚市場及加工廠整建，活絡水產銷售通路
(1)配合南 31 線道路拓寬，補助南縣區漁會整建下山漁港七股魚市
場，總經費 450 萬元(漁業署：225 萬元、市府：145 萬元、漁會
自籌 80 萬元)。旨案於 109 年 12 月 30 日由金立興營造股份有限
公司承攬，預計 110 年 7 月底完工。
(2)補助南縣區漁會整建學甲水產加工廠，以契作收購本市魚貨調節
產量，年處理量約 1,600 公噸，佔地 2,584.64 ㎡，設置經費 3,398
萬元(漁業署 1/2、市府及漁會各 1/4)，即於 2018 年 6 月動工，
2019 年 7 月完成硬體建置，2020 年 8 月取得消防設備等執照，目
前辦理工廠登記證申請，預計 2021 年正式啟用。
五、畜牧產銷及管
理
(一)飼料、獸醫 1.獸醫師(佐)登記管理：
師(佐)、畜 辦理獸醫師(佐)開業執照、執業執照核發及獸醫師(佐)執業執照歇
牧場登記管 業申請，變更執業處所申請，109 年度執業執照核發 39 件、執業執
理、家畜禽 照歇業 21 件、執業執照異動 23 件；開業執照核發 5 件、開業執照
產銷、肉品 異動 3 件、開業執照歇業 1 件；辦理獸醫師跨區執業核備 150 件。
市場管理輔 2.飼料登記管理：
導 、 屠 宰 (1)辦理本市轄區內飼料廠及畜牧場之飼料抽樣檢查，109 年度共抽查
場、肉品加
飼料中之受體素 10 件、磺胺劑及奎諾酮類 12 件、其他藥物 13 件、
工廠等相關
黃麴毒素 24 件、三聚氰胺 3 件、農藥 6 件、限量重金屬 33 件、
畜牧事業設
有害重金屬 0 件、動物性蛋白質檢測(反芻動物飼料)14 件、過氧
立 申 請 輔
化價檢測(飼料用油脂)2 件、戴奧辛 6 件、蘇丹紅 5 件，總計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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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輔導畜
件，其中 126 件符合規定、2 件未符規定(限量重金屬過量)。
牧場斃死畜 (2)109 年度訪查畜牧場及飼料廠共計 47 場次。
禽處理、畜 (3)受理業者申辦自製自用飼料戶登記證及飼料販賣登記證，109 年度
牧場汙染防
核發飼料販賣登記證 7 件、變更登記 0 件、補發 0 件；核發自製
治
自用飼料戶登記證 0 件、換發 0 件。
3.畜牧場登記管理及查核工作：
(1)受理畜牧場農業用地容許作畜牧設施案件之申請及審查核發同意
文件，109 年度完成容許使用申請案件 141 件、容許變更 120 件、
展延及廢止 42 件，總計 303 件。
(2)受理畜牧場申設畜牧場登記案件申請及審查核發畜牧場登記證
書，109 年度核發畜牧場登記證 41 件、變更登記 70 件、停復業
16 件、歇業 16 件、補發 2 件，總計 145 件。
(3)受理畜牧場畜禽飼養登記證書之展延申請及變更、歇業核發作
業，109 年度變更 15 件、展延 256 件、歇業 17 件、補發 0 件，總
計 288 件。
(4)受理畜牧場農業用地作畜牧設施附屬綠能設施容許案件之申請及
審查核發同意文件，109 年度核發 41 件。
4.輔導家畜保險業務：
持續輔導轄內家畜保險承保農會 26 家辦理豬隻運輸死亡保險、乳牛
死亡保險及豬隻死亡保險業務。
5.家畜及家禽生產輔導業務：
(1)草食動物輔導：
A.輔導酪農戶 95 戶與三福、味全、光泉、統一、開元、臺灣比菲
多發酵乳有限公司等乳品廠簽訂生乳收購合約。
B.持續輔導轄區內牛、羊、鹿產業團體及產銷班計養牛 9 班、養
羊 2 班及養鹿 1 班組織運作，召開酪農產銷班會議 10 場次。
C.配合農委員會牛肉原料產地標示，輔導養牛場建立牛隻耳標釘
掛 2,400 只，辦理推廣國產牛肉活動 1 場次、相關記者會 2 場
次。
D.補助柳營區農會辦理 2020 柳營牛奶節活動推廣在地鮮乳。
E.補助臺南市養鹿協會辦理 4 場推廣國產鹿茸記者會、4 場行促銷
活動。
F.補助臺灣肉牛產業發展協會辦理 1 場次國產牛肉行銷記者會、2
場次行促銷活動。
G.109 年鮮乳標章查核 2 場次(統一、比菲多)、優良農產品乳品項
目驗證 2 場次(統一、辰穎)。
(2)養豬輔導：
持續輔導本市養豬產銷班組織運作，另輔導養豬生產合作社與養
豬協進會進行養豬產業之產銷推廣及政策宣導。
A.補助本市計臺南地區農會、新化區、善化區、關廟區、龍崎區
及歸仁區等 6 個區農會共輔導 6 班毛豬產銷班舉行班會、政令
宣導、教育講習會等共計 6 場次。
B.補助臺南市養豬協進會辦理 109 年度「國產豬肉推廣活動」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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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包括：
a.辦理 4 場次國產豬肉地產地行銷活動，分別於安定、鹽水結
合胡麻節行銷活動及新營、安平配合本局辦理肉燥飯節一同
推廣國產豬肉。
b.辦理 2 場活動邀請社區發展協會共同來推銷國產豬肉。
c.於電台進行國產豬肉廣告宣導，宣導民眾多食用國產豬肉。
C.補助臺南市肉品市場股份有限公司辦理台南在地品牌「上品豚」
國產畜產品宣傳活動
a. 拍攝三支宣傳短片進行「上品豚」品牌行銷宣傳。
b. 辦理五場每場 14 天之展售活動，並配合本府肉燥飯節及台
南購物節推廣國產豬肉，共計三場次。
D.補助臺南地區農會辦理 109 年度「國產豬肉推廣活動」一場次
並邀請鹽埕地區社區、臺南市婦女聯合會、臺南市鹽埕長壽會
共同推廣國產豬肉
E.補助臺南市農漁畜牧產品推展協會辦理「109 年度國產豬肉料理
在地品嚐推廣活動」。
(3)養禽輔導：
持續輔導本市家禽產業團體組織運作，輔導推動家禽產業之產銷
推廣及政策宣導等業務。
A.補助臺南市養雞協會辦理 109 年教育講習訓練計畫 1 場次。
B. 補助臺南市養雞發展協會辦理 109 年度辦理會員教育講習訓練
業務計畫 1 場次。
C.補助臺南市臺南地區農會輔導所轄肉雞產銷班辦理 109 年度輔
導肉雞產銷班辦理教育訓練、講習、班會業務運作訓練計畫 1
場次。
6.輔導肉品市場營運工作及輔導臺南市肉品市場安南場遷併善化場屠
宰線及相關設施設備增、改建工程：肉品市場遷建案於 106 年 12 月
20 日與勝冠營造有限公司簽訂契約，107 年 1 月 19 日開工，截至 109
年 12 月 31 日止，全案預定進度：56.754％，實際進度：57.01％，
超前：0.256％，其中牛隻屠宰線新建工程已完工，持續辦理屠宰許
可申請作業。
7.輔導改善畜牧廢水排放水質及輔導廢水施灌農地業務：109 年申請沼
液沼渣農地肥分使用計畫共計 26 場。
8.畜牧場斃死畜禽查核工作：
109 年度辦理畜牧場斃死畜禽處理方式及紀錄查核，共計 1,449 件(豬
614 件、牛 94 件、家禽 641 件及羊鹿 100 件)；採化製處理有 1,069
場，均為有效合約、另停養 380 場，無違法之情事。
9.違法屠宰查緝工作：
109 年度 1-12 月查緝 29 次，目前查獲 10 次共計 10 件，違法屠宰、
儲存、販賣雞、羊隻屠體、內臟共計 463.345 公斤，其中 6 案已依
畜牧法處罰鍰共 22.3 萬元整，配合道路欄檢 12 次，攔檢 120 車次，
無查獲違法屠宰之情事。
10.老牛的家營運管理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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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參觀民眾導覽解說及環境整理與照護收養之老牛，目前剩 5 頭
牛。
(二)地方特定畜 1.辦理國產畜禽產品等宣導行銷：
產品推廣、 (1)為推廣本市在地優質鮮乳，補助柳營區農會辦理 2020 柳營牛奶節
優良畜產品
活動推廣在地鮮乳。
查核輔導
(2)為推廣後壁區水禽產業，輔導補助後壁區農會辦理國產禽畜肉品
推廣計畫 1 場次活動。
(3)為推廣國產禽肉分切及產品包裝分別補助臺南市休閒農業發展協
會及臺南市養雞協會辦理土雞分切包裝與加工推廣計畫、鵝肉分
切包裝及熟食鵝肉開發推廣活動計畫，開發國產雞肉、鵝肉的生
鮮分切及熟食料理包產品，增加禽肉料理的應用性。
(4)為輔導各區特色家禽產業，補助關廟區公所、龍崎區公所、左鎮
區公所、下營區公所、安南區公所及西港區公所分別辦理 2020 臺
南鳳梨好筍季、2020 龍崎竹好料理饗宴、2020 左鎮白堊放山雞料
理饗宴、2020 下營區鵝肉產業行銷、臺南安南畜禽肉品推廣及國
產豬牛標章暨優質畜產品行銷活動各 1 場次。
(5)因應傳染性肺炎疫情影響家禽產業，為刺激國產禽肉消費，分別
補助臺南市養雞協會辦理國產雞肉食安心品嚐暨宣導活動計 3 場
次及臺南市養雞發展協會辦理國產雞肉食安心品嚐暨宣導活動計
1 場次併作雞肉推廣觀念宣導，與補助臺南市養鴨協會辦理國產鴨
肉、鴨蛋及相關產品試吃行銷 1 場次。
(6)為持續推廣國產雞肉，補助臺南市養雞協會辦理鮮享國產雞肉美
食料理品嚐活動 1 場。
(7)為推廣及促進國產豬肉消費，補助大台南西餐服務人員職業工會
辦理「2020 臺南肉燥飯爭霸賽」活動 1 場次，廣邀本市肉燥飯業
者及學生民眾參與，藉以強化國產豬肉優質形象。
(8)為提升肉品及乳品價值，分別輔導鹽水農會、善化農會、官田農
會及柳營農會研發畜產加工品（如滷肉、肉片紙、菱角排骨、菱
角豬腳、牛奶皂、牛奶鈣片）及產品包裝設計
2.推動畜禽產品產銷履歷計畫：
本年度針對已取得產銷履歷認證之生產畜牧場、屠宰場進行行政檢
查業務，尚符合。
3.推動有機畜產品驗證及管理計畫：
配合中央分配抽驗數量完成抽檢 3 件數，品質均符合規定，並執行
標章查核 26 場次均符合規定。
4.CAS 產品標章及品質查核：
配合中央分配抽驗數量完成抽檢 13 件數，品質均符合規定，並完成
標章查核 410 件數。
六、農產行銷及輔
導
(一)輔導農民團 1.改善現有農產鮮果、加工品包裝，提升農產品質感，共計 3 案。
體辦理各項 2.辦理加工、貯存、促銷等工作，共計 5 項農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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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產品收購 3.輔導改善現有分級包裝設備，以提升運銷效率，共計 3 案。
加工、包裝 4.輔導辦理農產品品嚐、展售促銷活動活動，共計 19 案。
改善及分級
包裝設施計
畫
(二)玉井農產加 109 年 2 月 14 日核定本案先期規劃報告，預計 110 至 111 年工程設計
工冷鏈物流 及建成，110 年委外招商，112 年營運。
中心
(三)持續推動臺 臺南市農產品產地認證標章：
南優質農產 1.本府農業局 109 年度審核通過農產品累計核發產品 19 項：農產生鮮
品牌
品 15 項、農產加工品 4 項。
2.109 年查核「臺南尚青」認證標章使用情形共計 26 項：農產生鮮品
20 項、農產加工品 6 項。
(四)農產品批發 1.輔導臺南市農產運銷股份有限公司確實依農產品批發市場管理辦法
市場輔導
第 54 條自行訂定財務稽查規定，並宣導該公司確實依市場交易法經
營執行。
2.協助台南市農產運銷公司提出新化果菜市場電子化交易系統及冷藏
庫建置計畫，向中央爭取經費補助。
3.輔導臺南市農產運銷股份有限公司及農產批發市場每個月定時繳交
交易月報。
(五)臺灣蘭花生 1.臺灣蘭花生物科技園區維護管理：
物科技園區
蘭花生技園區至 109 年 12 月底共有 83 家簽約進駐業者，承租率為
100%。至 109 年 12 月底累計投資額(興建農業設施+管銷)184.55 億
元，累計營業額為 267 億 3,000 萬元。
2.臺灣蘭花品種商業服務中心，建立臺灣蘭花品種權制度，提高臺灣蘭
花品種的價值，透過品種全球佈局，打造臺灣為全球蘭花品種的單
一窗口，業已成立完成。
3.臺南市後壁區蘭花產業體驗循環三生一體計畫：
(1)建置園區整體意象、綠色園區、體驗區域公共安全與無障礙、擴
增實境體體驗服務與綠色循環環境教育、植株及介質廢棄循環示
範區、米、蘭、蓮創新產品與區域整合體驗服務，業已全數完成
建置。
(2)「製蝶所—AR 實境體驗及綠色循環教育場域」於 108 年 10 月 1 日
開幕以來，串連白河區及後壁區等旅遊景點，已累計近 4,000 人
次入場體驗。
(六)辦理國內外 1.舉辦農產品展售及行銷系列活動，並拓展外銷通路及舉辦國外拓銷
農產品行銷
會：
(1)辦理產地及假日農市行銷展售、推廣活動共計 50 場次。
(2)主要消費地，辦理時令農特產展售活動共計 17 場次。
(3)輔導農民團體參加國際性之食品展共計 2 場。
(4)辦理貿易洽談、媒合會共計 3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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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八屆臺南國際芒果節：
(1)舉辦 6 場記者會。
(2)舉辦開幕主場次活動及產區系列活動共計 7 天 7 場。
(3)辦理本市熱帶水果貿易洽談邀請 8 國(地區)24 家買主與國內業者
進行視訊洽談會，與國內 37 家業者進行 108 場次一對一洽談，採
購商機 1,305 萬美元，較去年成長 70 萬美元。
(4)芒果節期間參觀人數 8.6 萬人次，較去年總人次降低 15% ，單日
平均上升 9%。
3.2020 臺灣國際蘭展：
受 COVID-19 疫情影響，109 年度停辦。
七、出席國際會議
及考察
考察及拓銷農產 受 COVID-19 疫情影響，109 年度無於國外辦理考察及拓銷農產品外銷
品外銷市場
市場等活動。
八、農會輔導及企
劃
(一)農會組織及 1.農會會務、金融、財務之輔導及考核：
金融輔導
(1)會務輔導及考核：
A.輔導本市各級農會按期召開會員代表大會、理事會、監事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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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輔導 32 家基層農會辦理員工在職訓練，聘請專家、學者及有關
人員擔任講師，提高員工專業知識及技能，以加強服務。
C.召開各級農會理事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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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輔導及考核：
A.本市轄內 32 家基層農會信用部截至 109 年 11 月底止，存款總
額 1,739 億元，放款總額 1,007 億元，109 年 11 月底本期損益
6.8 億元。
B.截至 109 年 11 月底，本市 32 家基層農會信用部平均逾放比率
為 0.57%，較 108 年底之 0.68%，減少 0.11 個百分點，逾放比
率逐漸降低，將持續加強輔導，使逾放比逐年降低。
(3)財務輔導及考核：
A.輔導 32 家基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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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會同上級農會及有關單位辦理各級農會定期財務監督及臨時財
務監督。
C.輔導監事會辦理 32 家基層農會財務、業務及會務定期監察，必
要時辦理臨時監察。
2.輔導農會培訓專業人才，創新業務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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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年度考核機制鼓勵 32 家基層農會辦理創新業務，如創新產品、
通路及設計等。
3.輔導農會辦理專業農業貸款業務及宣傳：
透過參加農會會員代表大會、理事會、監事會、輔導小組會議及授
信審議委員會等會議，加強鼓勵 32 家基層農會辦理各項專案農業貸
款，及向各農會會員代表及理、監事等宣導，並請向農民轉達辦理
專案農業貸款之優點，並與全國農業金庫合作輔導農會，確保辦理
該項貸款效益。
4.辦理稻穀及雜糧收購運費補助：
辦理稻穀及雜糧計畫收購服務到家業務，解決農民勞力不足與運費
負擔，甚受農民歡迎，109 年度稻穀、雜糧(玉米)運費補助核撥完成，
合計 1,388 萬 2,358 元。
5.輔導辦理農民節慶祝大會，表揚模範農民：
表彰優良示範農家 28 位、優良農事小組長 32 位、優良新農人 19 位、
績優農業金融人員 5 位、辦理農民健康保險績優人員 5 位及推展新
農人業務有功農會人員共 2 位。
6.農會信用部業務之監督與管理考核：
(1)輔導全市轄內 32 家基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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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對金檢單位檢查全市轄內 32 家基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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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辦理本市轄內農漁會(信用部)變現性資產查核共 37 場，以防範弊
端之發生。
(4)輔導 32 家基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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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輔導 32 家基層農會辦理內部稽核，並實施定期輪調，以防止發生
流弊。
7.輔導農會辦理農事、四健、家政推廣教育工作，辦理講習會與其他
技能功能活動，提高農民知識及生產技能：
(1)於臺南市 32 全區農會辦理「農村青少年農業教育及社區服務計
畫」。
(2) 輔導青農設攤、展售，協助辦理常態性市集如「台南菜市長展售
會」、「青食樂南應大市集」等。
8.輔導農會辦理青年農業經營及行銷管理等農企業管理技能：
109 年共辦理 12 場農民學堂課程，多以邀請農業相關領域之農業達
人或專家學者授課。
(二)休閒農業及 1.輔導及協助休閒農場籌設與取得許可證：
產業文化輔 輔導休閒農場(籌設中及稽查工作)11 場。
導
2.輔導休閒農業區強化營運，發展休閒農業特色：
本市所轄 3 處休閒農業區依農委會「109 年度臺南市休閒農業區跨域
輔導計畫」核定結果執行計畫。
3.輔導農會、公所或民間團體規劃辦理農業產業文化活動：
共 28 場合計超過 30 個區動員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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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整合性旗艦產業文化活動輔導 6 場(共 13 個區自辦或併辦)產業活
動：
A.關廟區公所主政辦理鳳梨好筍季(關廟、龍崎)。
B.麻豆區農會主政辦理臺南市麻豆文旦季(麻豆)。
C.安南區等五區公所辦理臺南市虱目魚季(安南、將軍、學甲、北
門及七股)。
D.後壁區農會主政辦理臺南好米季(後壁)。
E.安定區公所主政辦理臺南胡麻產業文化季(安定、善化及西港)。
F.白河區公所主政辦理白河蓮花季(白河)。
(2)單項、單區產業文化活動輔導 19 場(共 18 個區辦理)產業活動：
A.將軍區農會-將軍胡蘿蔔節。
B.學甲區公所-唸戀蜀葵花、西瓜紅腳笭
C.龍崎區農會-龍崎采竹節。
D.善化區公所-善化草莓季。
E.南區區公所-鯤喜灣產業文化活動。
F.仁德區公所-仁德花海節。
G.東山區公所-東山紅龍果。
H.將軍區公所-胡蘿蔔木棉花爭鮮搶艷同樂會
I.山上區公所-山上木瓜節。
J.大內區公所-大內酪梨節。
K.左鎮區農會-左鎮白堊節。
L.下營區公所-下營新四寶。
M.官田區公所-官田菱角節。
N.歸仁區公所-歸仁釋迦節。
O.東山區農會-東山咖啡季。
P.新市區農會-新市毛豆節。
Q.學甲區農會-學甲小麥節
R.北門區農會-北門 HARU 洋香瓜
(3)輔導民間團體 3 場產業活動：
A.大臺南花菓盆栽協會-鹽水武廟新春花菓盆栽展。
B.臺南市盆栽協會-臺南市盆栽展覽。
C.大臺南花菓盆栽協會-臺灣花菓盆栽展。
(三)推展新農人 1.辦理新農人計畫-農業達人講座。並根據新農人需求，開設後續農民
計畫
學堂課程：
109 年共辦理 12 場課程，多以邀請農業相關領域之農業達人或專家
學者授課，提供入門新農人在作物種植選擇與栽種技術知識上的學
習，輔導範圍包含：作物栽培、種子(苗)生產、病蟲害管理、土壤
肥培管理、加工分裝及流通、市場行銷、農場經營管理等項目。
2. 重新彙整及清查新農人資料庫，輔導新農人總計 1,562 人，分別
從事果樹、稻米、雜糧及蔬菜等作物之生產，其中年收入百萬以上
者有 179 位。
3.建置新農人農產品銷售平台並協助產品行銷：
將農民學堂課程影音檔不定期更新於農業局官方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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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農村規劃及農
地管理
推動農村再生計 1.輔導社區辦理農村再生計畫：
畫及落實農地農 (1)輔導社區參與培根課程：截至 109 年 12 月底，計有 73 個社區完
用
成關懷班、12 個社區完成進階班、16 個社區完成核心班、133 個
社區完成再生班，共計 236 個社區參與。
(2)農村再生計畫審查共計通過 5 個社區：
A.109 年 7 月 27 日召開第 1 次農村再生計畫現勘暨審查會，有 1
個社區送審並修正通過，為關廟區東勢社區。
B.109 年 10 月 23 日召開第 2 次農村再生計畫現勘暨審查會，有 2
個社區送審並修正通過，分別為白河區蓮潭社區及後壁區竹新
社區。
C.109 年 11 月 10 日召開第 3 次農村再生計畫現勘暨審查會，有 2
個社區送審並修正通過，分別為安定區中榮社區及將軍區苓和
社區。
2.爭取中央主管機關補助農村再生實質建設：
109 年度農村再生執行計畫獲得中央補助經費 2,500 萬元。
3.農業用地變更非農業使用之審查核定 160 件。
4.農地申請賦稅減免優惠案件抽查 977 件。
5.農地農用管理：
(1)農地改良 47 件。
(2)農業用地申請農業設施容許使用抽查 633 件。
6.農舍興建資格審查 56 件。
7.推動農地資源空間規劃成果：
(1)辦理農業及農地資源盤查更新作業，針對農業用地作為非農業使
用之類型倘有疑義，應配合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作業規劃，進行現
地查核或蒐集當年度衛星影像或正射影像資料協助釐清。
(2)檢討轄內農地調適策略，蒐集相關氣候變遷調適及農地土地覆蓋
等圖資，以作為調整農產業空間佈建之參考。
十、農業工程及農
路改善
辦理市內各區農 辦理市內各區農路改善工程及農田排水渠道改善工程：
路拓修整建改善 1.颱風災後復建農路工程：
(1)108 年 6 月豪雨共核定 2 件，工程經費 371 萬元，全部完工。
(2)108 年 8 月利奇馬颱風及 0812 豪雨及白鹿颱風，共核定 29 件，工
程經費 7,628 萬 7,000 元，完工 27 件，註銷 1 件，1 件施工階段；
年度底後續工程共核定 7 件，工程經費 2,041 萬 3,000 元，5 件已
完工 5 件，註銷 1 件，1 件完成設計。
(3)109 年 5 月豪雨共核定 11 件，工程經費 3277 萬 1,000 元，完工 3
件，8 件施工階段；109 年 8 月哈格比颱風共核定 1 件，工程經費
147 萬元，1 件施工階段；109 年度 0826 豪雨共核定 9 件，核定工
程經費 2708 萬 6 千元，6 件施工階段，3 件設計階段；109 年度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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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共核定 6 件，工程經費 3,245 萬 5 千元，1 件完成設計，5 件設
計階段。
2.109 年度核定農路改善工程計有 420 件，總核定經費計 2 億 8,366 萬
1,000 元，註銷經費 1,233 萬 8,805 元，改善農路總長度計 102.26
公里。
十一、建築及設備
配合低碳城市補 補助畜牧場設置沼氣發電設施 3 場、省電燈具 4 場；畜牧場設置沼氣
助畜牧場設 發電可以省電 37%~40%，省電燈具可省電 7%~12%。
施
十二、農漁民保險
補助農民保險及 輔導農漁會辦理農漁民健康保險業務：
農漁民健康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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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629
人(勞工保險局 109 年 11 月資料)。
2.農民健康保險本府補助 30%，109 年底止已負擔保費 115,053 千元。
3.109 年農民職災保險費 184 萬 4,000 元。
4.配合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試辦農產業保險：
(1)水稻：區域收穫型
(2)芒果：災助連結型及區域收穫型
(3)木瓜:風速及降雨量參數型
(4)文旦柚:風速參數型
(5)番石榴: 風速及降雨量參數型
(6)農業設施:颱風洪水型
十三、農漁民福利
補助本市轄內老 輔導農會辦理老年農民福利津貼業務：老農津貼改制後本府需負擔每
農津貼
人每月 2,000 元，109 年度本府已負擔老農(農民部份)津貼費用為
1,408,900 千元。漁民福利津貼 2 億 4,130 萬元。
貳、漁業管理與輔
導業務
一、漁業管理
(一)沿近海漁業 1.辦理漁筏監理檢丈及漁船筏汰建註冊：漁筏檢查 514 件、汰建 6 艘。
輔導及管理 2.核發漁船(筏)漁業執照、船員手冊及漁船購油手冊：
(1)核發漁船漁業執照 121 件、漁筏漁業執照 230 件、漁筏監理執照
115 件、船員手冊 948 件及漁船購油手冊 164 件。
(2)完成 18 艘兼營娛樂漁筏之定期檢查及漁業執照換發。
(3)辦理不定期稽查娛樂漁筏載客及安全設施情形，與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漁業署共同抽查 6 艘，並加強勸導業者缺失改善。
(4)漁業管理創新便民政策：
A.漁業證照期滿換發「隨到隨辦」便利措施，代填申請書，配合
漁業政策宣導、迅速簡便完成換發，廣獲肯定好評，109 年度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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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漁民 21 人次。
B.設置漁港及近海管理所專屬網頁及 Line 官方網站 QR code 連結
條碼，可即時接收及查詢最新相關漁政訊息。
3.辦理漁船筏漁業優惠用油補助及遭難漁民救助：
(1)辦理漁業用汽油補助，計核發購油手冊 164 本，補助漁船筏 953
艘，補助油量 1,866,977 公升，補助金額 1,768 萬 274 元，減少
漁民漁業經營成本。
(2)宣導「動力漁船所有人保險獎勵辦法」，積極推動漁船保險補助制
度，輔導漁船筏保險申請計 330 艘，補助保險金額 128 萬 8,800
元。
(3)依據「臺南市遭難漁船漁民救助辦法」，受理遭難漁民及漁船救
助，計有 1 位漁民遭難 15 萬元、1 艘漁船救助金 1 萬元，計發放
救助金 16 萬元。
4.辦理非本國籍船員輔導及管理：
辦理外國籍漁船船員印尼 52 人、越南 1 人、菲律賓 9 人共計 62 人。
5.辦理淺海牡蠣養殖輔導及管理：
(1)補助南市區漁會辦理淺海牡蠣養殖產業輔導計畫，辦理奬勵業者
補助回收淺海牡蠣養殖設施，暫置集中區回收廢棄蚵架及保麗
龍，總經費 448 萬元。
(2)輔導淺海牡蠣養殖蚵棚及保麗龍清理作業，申報放養蚵棚 9,036
棚，委託廠商至各蚵棚回收 9,053 棚，回收率 100%，開口契約清
理費用 767 萬 6,633 元，清理量約 1,547.33 公噸。保麗龍每塊回
收獎勵金為 40 元，辦理保麗龍清理回收 8,696 塊，清理費用 111
萬 6,000 元，清理量約 18.78 噸，達到減少保麗龍污染海岸效益。
(3)漁業署補助「向海致敬-養殖漁業源頭管理工作計畫」，補助漁民
212 人次，購買改良式浮具 56,305 顆，總經費計 3,840 萬元，辦
理蚵棚廢棄物清理、再利用、相關推廣等工作經費 180 萬 6,090
元及在安平漁港設置養殖廢棄物暫置區經費 48 萬 9,000 元，以落
實養殖漁業源頭管理之各項工作。
(5)漁業署補助「109 年臺南市浮筏式牡蠣養殖運用科技管理及漁業權
範圍量測示範計畫」經費 94 萬元，委由中山大學張懿教授辦理無
線射頻辨識系統、全球定位系統、無人飛行載具、地理資訊系統，
掌握牡蠣棚架數量與空間分佈，建立蚵棚實名登入制度，作為區
劃漁業權核發與管理依據。
6.辦理各種近海漁業輔導管理及相關漁業法令修訂：
(1)配合漁業署辦理「刺網漁業轉型輔導措施」，輔導刺網漁業轉型成
一支釣或曳繩釣漁業，109 年補助經費 1,980 萬元，完成主營刺網
漁船 99 艘轉型。
(2)持續輔導南市區漁會申請專用漁業權，俾漁民申請入漁，落實淺
海牡蠣養殖合法化，俾納入農業天然災害救助體系。並請該會研
議先申請排除安平商港範圍之海域之專用漁業權，以保障淺海牡
蠣養殖漁民權益。
(3)輔導南縣區漁會經營八掌溪以南至曾文溪以北之市轄 3 浬內海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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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用漁業權，鼓勵漁民申請入漁權，保障合法漁業作業行為。並
輔導該會依規定每年填報漁業權區執行成效報告，報漁業署審核。
(4)公告廢止「臺南市未滿 20 噸漁船及漁筏安裝主機馬力限制標準表」
(5)公告「臺南市刺網漁業禁漁區、禁漁期及有關限制事項」，每年十
月一日起至翌年六月三十日止，禁止刺網漁業漁船(筏)於本市刺
網漁業禁漁區海域內作業。
(二)沿近海漁業 1.辦理漁業資源保育、魚苗放流、人工魚礁清理與追蹤及取締非法捕
資源維護及 魚：
管理
(1)補助南縣區漁會辦理「109 年度魚苗放流及漁業體驗推廣」活動，
補助經費 20 萬元，以恢復漁業資源，增加漁業生產力。
(2)輔導民間辦理沿近海漁業魚苗放流及保育工作活動計 16 場，放流
魚種包括烏魚、黑鯛、布氏鯧鰺及黃錫鯛及蟹苗等，總計放流 69
萬 9,740 尾魚苗，200 萬尾蟹苗 79 萬尾魚苗，投入總經費達 234
萬 5,000 元。
(3)配合 109 年海巡署執行取締非法捕魚工作，共查獲違規案件 8 件，
送各主管機關依法核處。
(4)成立「臺南市漁業資源巡護小組」取締距岸 3 浬內違規投放漁具
巡查宣導 7 件，並共扣留 535 個籠具、浮標旗 24 支、鐵錨 21 支
等漁具，以有效管理及維護本市海域漁民作業秩序。
(5)利用手機船舶海上定位 APP，監控海域漁船作業區內船舶，如有發
現違規錨泊商貨輪情事，即聯繫相關單位妥處，以協助解決干擾
漁民漁撈作業問題。
2.鼓勵漁船筏落實海洋廢棄物回收，維護海洋環境，增益漁業資源：
(1)漁業署補助推行刺網漁業漁具實名制經費 37 萬元，辦理刺網網具
標示推動工作，針對網具確實執行製作識別標誌，廢棄魚網回收
獎勵計 1,014.5 公斤，以維護海岸環境清潔及漁業資源永續。
(2)配合環境保護局舉辦「109 年世界海洋日-護海大聯盟」淨港活動，
宣示維護海洋環境決心，動員 300 人清理海洋廢棄物，共同維護
及提供市民更美的港區環境。
3.配合中央政策辦理漁船筏收購、獎勵自願休漁計畫：
(1)辦理漁業署 109 年度漁船漁筏收購及處理計畫，完成收購漁筏 4
艘，收購經費 296 萬 8,600 元，銷毀解體處理總經費 9 萬 7,125
元。
(2)辦理漁業署 109 年度獎勵漁船筏休漁計畫，促進海洋漁業資源培
育，輔導漁船筏 1,048 艘辦理，計核發獎勵金額 2,255 萬 9,000
元。
(三)漁港規劃管 1.辦理檢討漁港港區規劃及地籍工作：
理維護工作 (1)海洋委員會補助 109 年「結合縣市政府推動強化海域、海岸救生
救難能量計畫-109 年盤點臺南市所屬漁港及近海沿岸救生救難資
源工作」經費 20 萬元，辦理將軍及安平漁港垂釣區告示牌及簡易
救生設施增設工作。
(2)內政部營建署補助 109 年臺南將軍溪口至曾文溪口海岸變遷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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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及復育計畫探討，委由成功大學辦理海洋資源調查(基本資料
蒐集、地形水深補充調查、氣候變遷影響評估調查、海岸地形變
遷機制分析)，建立與在地連結之永續海岸管理機制。
(3)辦理安平漁港港區及支航道水域巡護-取締違法養殖牡蠣，自 109
年 3 月至 12 月計 21 次、查獲 9 件，依漁港法函送農委會核處，
以維護港區安全。
(4)結合觀光旅遊局於將軍漁港舉辦「2020 臺南夏日音樂節—將軍
吼」、「2020 臺南夏日音樂節—將軍火」等活動。
(5)安平漁港組成聯合稽查小組取締勸導漁港區販賣爆竹及碼頭區域
禁止施放鞭炮煙火，計開立 114 張勸導單、5 張舉發單，極力維護
港區及船筏主財產安全。
(6)配合國慶籌備委員會於安平漁港辦理 109 年慶祝國慶焰火活動。
2.辦理船筏進出漁港及停泊規劃申請：
(1)依據漁港法規定辦理本市各漁港區船筏停泊配置，且公告本市所
轄各漁港最大設籍停泊船筏艘數及可提供船席艘數，俾利船筏進
出停泊管理。
(2)漁業署委託收取安平漁港遊艇碼頭停泊設施管理費之業務，109 年
度管理費計收 1,348 萬 8,954 元。
(3)公告「臺南市漁港設置水上休閒浮台管理辦法」、「臺南市漁港設
置水上休閒浮台管理辦法適用施行之漁港及區域」、「臺南市漁港
設置水上休閒浮台保證金收費基準」，以維護漁港及泊地停泊秩序
及安全。
(4)公告至 111 年 12 月 31 日止安平漁港及泊地暫停辦理本市籍以外
漁船(筏)新設籍、轉籍、汰建權轉入及寄港業務，以維護漁港及
泊地停泊秩序及安全。
(5)公告「臺南市將軍漁港垂釣區管理措施」，以落實漁港管理維護。
(6)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公告「臺南市安平漁港垂釣區管理措施」，以落
實漁港管理維護。
3.辦理漁港港區清潔維護及環境廢棄物清除工作：
(1)辦理本市將軍漁港清潔維護工作，經費 250 萬元，維護港區優質
環境，提升漁業永續發展，並兼顧推廣觀光休閒漁港目標。
(2)辦理安平漁港清潔與安全維護工作，結算經費 354 萬 6,671 元，
維護港區優質環境，提升漁業永續發展，並兼顧推廣觀光休閒漁
港目標。工作項目如下︰
A.安平漁港環境清潔維護工作，結算經費 317 萬 3,726 元。
B.安平漁港零星指派工作(開口契約)，結算經費 37 萬 2,945 元。
4.維護漁港設施並進行必要之零星修繕：
(1)完成本市各漁港(安平漁港除外)公共設施修繕維護工作計 15 處，
結算經費 369 萬 2,923 元。
(2)完成安平漁港水電修繕工程(開口契約)，結算經費 82 萬 617 元。
(3)完成安平漁港土木修繕工程(開口契約)，結算經費 89 萬 9,602 元。
(4)完成天然災害漁港設施修復及廢棄物清除(開口契約)，結算經費
58 萬 4,760 元，完善颱風豪雨(後、期間)災害修復清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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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完成臺南市漁港(安平漁港除外)相關設施損壞修復及廢棄物清除
(開口契約)，結算經費 230 萬 4,138 元。
5.辦理漁港土地及設施活化利用：
(1)安平漁港製冰廠用地(安平區漁港段 975、975-1、1236、1237 地
號)，由祥禾興業有限公司以年租金率 5%為最高標價，租期自民國
109 年 7 月 17 日起至民國 129 年 7 月 16 日止計 20 年。
(2)臺南市漁港區市管公有房地設置太陽光電發電系統標租，由東準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相乘比值 5.61 為最高得標，刻辦理簽約中，租期
自簽約日起計 9 年 11 個月。
二、漁業建設
改善漁港公共設 1.辦理漁港港區道路、路燈、導航燈及標識燈增設及養護工程：汰換
施機能、活化漁 更新北門漁港 5 海浬(紅光 2 組)導航燈。
港設施功能及安 2.辦理漁港相關設施(含基本設施、公共設施、一般設施及綠美化)整
全維護
修工程：
(1)完成安平漁港遊艇碼頭暨浮動碼頭設施修繕工程，結算經費 84 萬
6,006 元。
(2)完成安平漁港魚市場出入道路瀝青路面刨鋪工程，結算經費 41 萬
3,765 元。
(3)安平漁港養殖廢棄物(保麗龍)暫置區設置，結算經費 48 萬 9,000
元。
(4)完成 108 年 8 月白鹿颱風將軍區青山漁港南側轉角堤岸災後復建
工程，結算經費 591 萬 8,127 元。
(5)完成 107 年 8 月豪雨將軍區青山漁港北碼頭、魚市場突堤南碼頭
及中碼頭災後復建工程，結算經費 2,526 萬 5,039 元。
(6)辦理青山漁港南防波堤站場拆除工程，總經費 158 萬 2,098 元。
(7)辦理青山及下山漁港簡易上架設施新建工程，總經費 92 萬 6,575
元。
(8)辦理下山漁港岸壁碼頭改善工程，總經費 4,376 萬 6,574 元。
3.辦理漁港泊地及航道疏浚清淤工程：
(1)完成 108 年度鹿耳門溪出海口航道疏浚清淤工程，結算經費 345
萬 5,250 元。
(2)辦理 109 年度鹿耳門溪出海口航道疏浚清淤工程，總經費 391 萬
8,419 元。
(3)辦理青山漁港航道疏浚工程，總經費 1,437 萬 9,990 元。
參、動物衛生保健
與保護
一、動物防疫
(一)強化家畜場 1.建立並更新家畜禽場及動物防疫人員基礎資料庫：計更新家畜場 597
及家禽場疫 場、防疫人員 960 人次、家禽場 3,513 場。
情通報系統 2.蒐集及告知國內外家畜禽保健及防疫資訊：計家畜類 53 次、家禽類
240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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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辦理家畜禽場主動與被動疫情通報、疫情處理及逆向追蹤：
(1)辦理家畜場主動與被動疫情通報計 1 場次、疫情處理 1 場次、逆
向追蹤 0 場次。
(2)辦理家禽場主動與被動疫情通報 8 場次、疫情處理 7 次、逆向追
蹤 7 次。
4.轄區內疫情訪視調查：計家畜場 1,297 場、養禽場 2,959 場次。
5.辦理家畜禽傳染病及海外惡性傳染病血清學採樣監測及草食動物結
核病、布氏桿菌檢驗工作：
(1)辦理家畜傳染病(豬瘟、口蹄疫及牛流行熱)等血清學採樣監測工
作 6,172 頭次及草食動物結核病、布氏桿菌檢驗工作計 47,037 頭
次。
(2)辦理家禽海外惡性傳染病監測及通報：家禽場 10,700 件次、家禽
理貨場 430 件次、寵物鳥店 28 件次、寵物鳥繁殖場 112 件次及輸
出鳥類繁殖場 341 件次。
(二)輔導家畜場 1.辦理家畜場及家禽場自衛防疫消毒工作：
及家禽場自 (1)辦理家畜場空舍、場內及周邊道路防疫消毒 4,448 場次。
衛防疫工作 (2)辦理家禽場空舍、場內、週邊道路及高風險禽場周邊道路防疫消
毒 5,439 場次。
2.加強查核及輔導肉品市場消毒防疫工作計 696 場次。
3.辦理消毒防疫工作：
(1)家畜禽場專業區及周邊公共區域消毒工作，共計 4,239 場次。
(2)寵物鳥繁殖場及濕地保護區消毒防疫工作，共計 61 場次。
4.辦理生物安全與疾病防治宣導：家畜場計 24 場次，防疫輔導 1,694
人次、家禽場計 18 場次、防疫輔導 1,162 人次。
5.辦理輸出入家畜禽追蹤檢疫工作：計家畜 4 場次，250 頭次；家禽輸
入追蹤檢疫 65 場次。
6.辦理乳牛冷烙編號及乳羊刺青計 7,449 頭次。
7.觀賞鳥輸出相關業務(輸出鳥類登記、採樣、核發健康證明書)：觀
賞鳥採樣 10 場次，341 件次，核發觀賞鳥健康證明書 10 件。
(三)加強家畜、 1.輔導家畜疫苗注射，強化家畜群體免疫成效：3,529 場次。
家禽疫苗注 2.辦理家畜肉品市場逢機採樣監測及抗體異常逆向追蹤查核：1,607 場
射及抗體監 次。
測
3.辦理家畜禽重要傳染病血清抗體採樣工作及免疫成效輔導：
(1)辦理家畜重要傳染病血清採樣計 6,172 頭次。
(2)辦理家禽重要傳染病血清抗體採樣計 2,500 件次。
4.辦理家畜禽血清抗體監測結果分析：計家畜 315 件次、家禽 820 件
次，抗體不佳輔導家畜 5 場次、家禽 41 場次。
5.非洲豬瘟防疫監控，化製場斃死豬採樣監測 72 頭次及肉品市場查核
運豬車輛 GPS 系統計 4,721 車次。
(四)協助家畜場 1.辦理家畜禽法定傳染病之控制，計家畜 3 場次、家禽 7 場次。
及家禽場控 2.家畜禽疾病之控制：
制疫情
(1)輔導乳牛、乳羊畜牧場控制乳房炎：計 250 場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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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視家畜禽場實際需求建立專案輔導模式：
A.協助家畜禽發病場送檢 10 場次。
B.發病場鄰近家畜禽場疫情調查 64 場次
3.辦理家畜禽非法定傳染病之控制：家畜 2 場次。
4.辦理家禽流行性感冒之緊急防疫處置及後續消毒復養相關措施：計
緊急防疫處置 7 場。
5.辦理家畜禽重要境外傳染病之緊急疫情處理：109 年未發生此項緊急
疫情。
(五)成立家畜場 1.聘請專家學者組成防疫輔導團，提供疾病防疫諮詢：邀請諮詢委員
及家禽場防 下鄉輔導 8 場次及舉辦研討會 3 場次。
疫輔導團
2.邀請專家擔任專案輔導計畫成員，指導安全用藥、飼養管理諮詢、
防疫講習等，協助恢復家畜場生產力：計家畜 1 場次、家禽 3 場次。
3.定期聘請專家學者召開防疫諮詢委員會：計家禽 1 場次。
4.辦理家畜禽疾病訓練課程，提升家畜禽防疫輔導專業能力：計家畜
24 場次、家禽 18 場次。
二、動物公共衛生
(一)強化疾病檢 1.建構完善家畜禽及水產動物疾病診斷服務，提供所轄家畜禽場正確
診與防疫輔 且快速診斷服務計快速診斷服務：計 1,109 場次，2,724 件。
導工作
2.提供家畜禽及水產動物微生物分離鑑定、藥物敏感性試驗、分子生
物學檢驗工作與重要病原分離與保存工作：計 2,824 件次。
3.辦理疾病診斷、控制策略與用藥輔導教育宣導會：計 35 場次。
(二)強化畜禽水 建立及更新養殖場與動物防疫人員資料，並定期更新防疫基礎資料：
產養殖場疫 2,724 次。
情通報系統
(三)輔導水產養 1 加強水產動物養殖場疫情訪視，及建置疫情通報系統：計訪視 620 場
殖場自衛防 次。
疫工作
2.加強轄內水產動物產業團體聯繫，強化疫情通報系統：與轄內養殖
協會及班會合辦水產動物疾病防治與飼養管理講習會 35 場。
3.蒐集及告知國內外重要水產動物疾病與防疫資訊：正確安全用藥宣
傳 35 場次。
(四)加強水產動 1.提供養殖池水質檢驗：計檢驗 2,649 場次(亞硝酸鹽、總氨、溶氧、
物病原監測
鹽度及酸鹼值)9,688 件。甲魚衛生菌監測 1 場次 45 件。
2.輔導養殖池池水改善、消毒等衛生管理措施：計 620 場次。
3.辦理水產動物疾病防治及用藥教育宣導：計建議有效藥物且用藥方
式 2 場次。
(五)協助畜禽水 1.強化轄內主要飼養魚種石斑魚重要病毒性疾病(神經壞死病毒、虹彩
產養殖場控 病毒)監測與輔導：計 195 場次 418 件。
制疫情
2.辦理輸出水產動物疾病監測採樣與送檢，縮短輸出檢疫時程：計採
樣送檢 4 場次 300 件。
3.建議畜禽場水產養殖場有效藥物與正確用藥及防疫輔導：620 場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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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動物用藥品 1.抽驗巿售動物用藥品品質：計 11 件。
輔導與管理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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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551 場次。
3.辦理動物用藥品販賣業許可證審查核發、變更及註銷計 40 件。
4.辦理動物用藥相關法規宣導會：計 1 場 80 人。
(七)畜牧場安全 1.畜禽產品動物用藥殘留採樣檢驗計雞蛋 80 件、鴨蛋 24 件、鵝肉 70
用藥監測
件、雞肉 166 件、鴨肉 50 件、牛乳 87 件及羊乳 41 件，共計 518 件。
2.肉品市場及畜牧場磺胺劑、受體素等藥物殘留逆行追蹤：計畜牧場
磺胺劑殘留逆行追蹤 3 件。
3.藥物殘留陽性戶訪查輔導及違規查處，計輔導 29 件及違規查處 5 件。
4.畜牧場安全用藥宣導計 1,132 場次。
5.輔導畜牧場正確用藥及防範藥物殘留計宣導 6 場次，246 人次參與。
(八)化製場防疫 1.化製場衛生防疫查核、輔導及抽驗化製產品：計查核、輔導 238 場
衛生管理
次。
2.化製原料運輸車輛防漏及密閉設備查驗 12 輛車次，執行道路攔查 12
次，共攔查 121 車次，無發現違法行為。
3.審查化製原料來源單：
(1)審查化製原料來源單 8,857 件。
(2)勾稽查核化製原料來源單共 51 場次，計查核 569 張。
(3)查核化製原料運輸車之作業情況共 451 車次。
( 九 ) 加 強 改 善 1. 毛小孩運動及教育園區興建案：
公立動物收 本案因地方反對而不繼續推動，業於 108 年 6 月 14 與廠商終止契約。
容處所設施 2. 學甲新設多功能教育園區案：
(1)本案前置規劃招標案於 108 年 12 月 25 日決標，廠商刻正依契約
辦理前置規劃相關事宜(包含可行性評估、先期規劃、興辦事業計畫
及用地變更)。
(2)於 109 年 12 月 14 日完成可行性評估報告書核定，廠商刻正進行
先期規劃作業。
3.109 年完成「臺南市善化站動物之家園區彩繪」
，園區大門牆面彩繪，
讓園區呈現更活潑、更溫暖的氛圍，除成為民眾拍照打卡之休閒場
地，亦可提升民眾參訪意願，進而提升園區內流浪犬認養率。
三、動物保護
(一)辦理動物收 加強辦理動物收容管理業務：
容管理業務 1.犬貓收容量 7,054 頭，與 108 年同期 8,251 頭減少 1,197 頭
(-14.5%)。其中政府捕捉數量 4,490 頭，與 108 年同期 5,051 頭減
少 561 頭(-11.1%)；飼主送交數量 84 頭，與 108 年同期 124 頭減少
40 頭(-32.2%)，民眾拾獲送交數量 2,480 頭，與 108 年同期 3,076
頭減少 595 頭(-19.3%)。
2.犬貓安樂死 0 頭。
(二)辦理動物認 1.加強提升有主犬貓認領業務：共計 234 頭。
領養工作
2.加強提升動物認養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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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持續推廣「毛小孩職訓及就業輔導中心」，強化收容所犬隻訓練，
並透過 LINE 推播、認養小站、認養專車等多元管道，積極推廣認
養以紓解收容壓力，犬貓認領養數量達 3,098 頭。
(2) 109 年度政府捕捉量較去年同期減少 11.1%，且收容量較 100 年至
108 年平均值下降 27%，顯示動保觀念宣導奏效，相對可供認養動
物數減少，故認領養數未達原預計之 4,800 頭。
(三)辦理被認養 109 年度辦理認養動物絕育計 2,075 頭：
動物絕育工 原預計認養動物絕育數 2,400 頭，由於動保觀念宣導奏效，動物收容
作
量較 100 至 109 年平均收容量下降，相對可供認養動物數減，辦理認
養動物絕育數量亦減，另故絕育數未達目標。
(四)辦理動物認 多元管道加強平面及網路動物認養宣導工作：
養宣導教育 1.打造毛小孩職訓及就業輔導中心：
活動
持續辦理「毛小孩職訓及就業輔導中心」，聘請專家強化訓練動物之
家收容犬隻，並開設 12 場訓練專班，提升志工訓犬技能；藉由製作
精美毛小孩求職履歷，透過 LINE 推播，提升毛小孩曝光度。109 年
度成功媒合 638 隻毛小孩就業。
2.辦理流浪動物認養活動：
(1)公私協力推廣認養，結合民間動保團體以及國內知名大型量販業
者(家樂福、大遠百等)合作，109 年度計辦理 60 場認養宣導會。
(2) 109 年 11 月 7 日辦理「我愛毛孩‧同遊府城」大型動物保護宣導
活動，推廣認養並提升市民愛護動物觀念。
3.認養活動及動保觀念宣導(LINE、新聞稿、FB)：
(1)政府方面：透過市府網站、LINE 推播認養會訊息計 20 則，以 LED
宣傳動物保護念計 7,625 場次。
(2)民間方面：結合動保團體資源，FB 宣導動物保護及認養會活動。
4.推廣寵物櫥窗認養小站，提升認養率：
與魚中魚寵物水族館安平店、魚中魚寵物水族館永康店、金王子寵
物倉儲量販店、愛諾寵物生活館東門店、愛諾寵物生活館崇德店、
愛諾寵物生活館臨安店、燕翬寵物、奧斯卡寵物新營中山店、奧斯
卡寵物新營西門店、汪汪歡樂營等 10 間寵物店家合作推動認養小
站，拓展認養點。
5.由志工團協助成立臉書專頁「善收的汪哥與喵姐」、「灣裡收容所的
豆哥與凱蒂」提供有意願的民眾參與志工工作，協助宣導及認養活
動，讓大眾了解及推動動物保護觀念。
( 五 ) 辦 理工作犬 推動「毛小孩職訓與就業輔導中心」，提升認養率：
計畫
1. 打造多類型工作犬，擴大認養對象，並透過聘請專家強化訓練動物
之家收容犬隻，提升認養率。
2. 109 年度開設 12 場訓練專班，提升志工訓犬技能。
3. 藉由製作精美毛小孩求職履歷，透過 LINE 推播，提升毛小孩曝光
度。
4. 109 年度成功媒合 638 隻毛小孩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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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動物保護法 1.辦理動物保護違法案件稽查、取締、行政處分、受理民眾陳請申訴
推動執行
案件及結合本市民間動物保護團體辦理動物認養及教育宣導等活
動：
(1)辦理動物保護違法案件稽查取締計 16,867 件，裁罰 68 件。
(2)受理民眾陳請申訴案件計 1,668 件。
(3)辦理「建構友善動物保護計畫」，並結合本市民間動物保護團體辦
理動物認養及教育宣導等活動計 719 場次。
2.辦理動物科學應用機構管理、查核、輔導設置及執行「動物科學應
用機構查核輔導要點」計 7 場次。
3.配合「畜禽人道屠宰準則」及「動物運送管理辦法」執行畜禽人道
屠宰及動物運送相關查核工作計 91 場次。
4.舉辦動物保護相關教育訓練活動及大型動物保護宣導活動：
(1)舉辦 109 年度國中小動物保護教育宣導繪畫比賽，希望學生們透
過參與活動能對動物保護有更深的體認，參賽作品共計 1,085 件，
評選出 56 件得獎作品。
(2)辦理「豆哥」與「凱娣」前進校園計畫，共至 11 所學校進行宣導，
總參與人數約 1,164 人。
(3)109 年 11 月 7 日辦理「我愛毛孩‧同遊府城」大型動物保護宣導
活動計 1 場次。
5.辦理犬隻免絕育及繁殖申報作業：1,125 件
(七)寵物登記及 執行「寵物登記管理辦法」、公告、稽查及教育宣導等工作；辦理犬貓
寵物業管理 登記管理、辦理特定寵物業者輔導管理及查核評鑑。
(1) 辦理犬貓寵物登記 14,964 件、稽查 7,859 件及教育宣導 441 件。
(2) 管理 172 家寵物登記合約處所(寵物登記站)。
(3) 計辦理特定寵物業者輔導管理及查核 2,809 場次。
(八)寵物食品業 1.執行「寵物食品業者申報辦法」工作：辦理民眾檢舉案 1 件。
管理
2.查核寵物食品標示，受理民眾寵物食品案件申訴：民眾檢舉案 2 件、
裁罰宣稱療效 1 件。
(九)寵物及野生 1.辦理「寵物及野生動物疾病防治計畫」及狂犬病預防注射、監測：
動物疾病防 狂犬病預防注射頭數 77,244 頭，監測 137 件。
治救助
2.辦理大型狂犬病注射及教育宣導活動：
計辦理狂犬病注射及教育宣導活動 244 場次。
(十)流浪犬捕捉 1.辦理臺南市轄區流浪犬申請捕捉：
管制
犬管制通報案 11,096 件,犬捕捉數 4,303 頭。
2.辦理犬貓急難救助：
犬貓急難救援受理案件計 2,208 件(犬 1,226 件、貓 982 件)，犬貓
急難救援頭數計 271 頭(犬 185 頭、貓 86 頭)。
3.協助流浪犬貓進行絕育及認養：
109 年協助 TNVR7,105 頭，TNA2,075 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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