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第二屆第 5 次議會市長施政報告》 

106.03.27 

  

議長、副議長，各位議員女士先生，各位市民朋友⋯ 

 

    2017 年新的會期開始。很高興能在這裡向各位議員

以及所有的市民，報告這半年來高雄市政的進展。首

先，鳳山溪再生水廠動土，這是全台第一座萬噸級的再

生水廠。輕軌捷運第一階段即將通車，第二階段也已經

動工。捷運紅線的岡山路竹延伸線，國發會已經審查通

過，總經費 300 億。鐵路地下化後，上面的綠色廊

道，中央決定無償提供土地，並且園道建設經費 42.7

億也納入整理計畫。高雄巿政府與港務公司合資組成的

港區土地開發公司即將正式掛牌運作，共同開發舊港

區。大林蒲鳳鼻頭普查專案辦公室也已經開張，正在展

開普查工作。這些都是攸關高雄未來百年發展的重大計

畫。 

    上禮拜行政院宣布前瞻基礎建設計畫，高雄的捷運黃

線與岡山路竹延伸線，加起來 1758 億，都確定納入計

畫。行政院也宣布，在興達港設立「高雄海洋科技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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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區」，投入 55 億發展風力發電；數位建設方面，也

將投資 10 億，在亞洲新灣區建立體感科技基地。感謝

中央重視高雄，扭轉長期的資源分配不均。前瞻基礎建

設計畫包含：軌道、水環境、綠能、數位、以及城鄉建

設，這五大主軸攸關高雄城市的轉型，市府團隊已盤整

出各項建設需求，向中央積極爭取，請各位議員和我們

一起為高雄再打拚。 

    高雄正在翻轉。過去被稱為文化沙漠，現在駁二藝術

特區、捷運美麗島站的光之穹頂、市立圖書館總館，都

是高雄的文化地標。要看國際級的演唱會，一定要到世

運主場館。兩年之內，衛武營的國家藝術文化中心，愛

河旁的海洋文化流行音樂中心，都會陸續啟用，高雄將

成為南台灣的音樂與文化首都。 

    作為台灣的工業重鎮，改善空氣品質是一大挑戰。五

輕關廠後，我們不斷提高污染管制的標準，大量減少工

廠排放量，PM2.5 的減量幅度全國第一。目前我們努

力汰換老舊機車，並加速傳統產業升級，朝向高值化和

循環化。高值化才能創造更高的利潤，才能提供更高薪

的工作機會和更高的環保標準。循環化就是要將廢熱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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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循環利用變成產品，把垃圾變黃金。循環經濟是我們

最重要的目標。 

  

    由於市民與市府團隊的共同努力，高雄已經變成南台

灣，甚至全台灣，最耀眼的城市。最令人欣慰的是，市

民重新拾回信心，城市光榮感高達八成。 

    接下來，我將向各位議員先進報告市府團隊的施政成

果以及針對未來的具體行動方案。 

  

《生態交通全球盛典在高雄》 

 

    今年十月高雄將舉辦「2017 生態交通全球盛典」，

將會有 40 個國際城市、8 個國際組織以及 700 位嘉賓

與會。我們將以高雄最早開發、深具歷史與文化意義的

哈瑪星，作為生態交通示範區，向全世界展現，高雄市

解決空污、噪音、人車爭道、閒置屋舍等問題，邁向生

態城市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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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府已經在哈瑪星透過各項「環境改善亮點計畫」，

改善人行道、增闢停車場、增設社區花園；目前正在進

行騎樓整平、電纜下地、以及污水下水道家戶接管。 

    我們也在哈瑪星，封街舉辦了兩場大型市集，使用電

動汽車接駁，試乘效果良好。整個市集「只見人潮、不

見車潮」，商家業績增加了五成，和韓國水原市舉辦盛

典時的經驗一樣，讓街道回歸行人，的確能夠創造巨大

的商機。 

    我們也在連假期間管制燃油機車上渡輪，車輛污染排

放降低了四成。針對哈瑪星地區，市府今年在環保署及

經濟部的補助之外，再加碼補助二行程機車汰換成電動

機車，全部補助高達電動機車市價的五成至八成，是全

國最優厚的方案。 

    至於民眾關心盛典期間的車輛通行問題，市府一定會

考慮在地需求，提出最好的方案，讓哈瑪星的生活環境

改善，居民也能享受綠色運輸的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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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空污邁向宜居城市》 

 

    高雄長期被定位為重工業城市，空污似乎是高雄人的

宿命，不是紫爆就是紅色警戒，解決空氣污染問題是高

雄轉型為宜居城市最重要的工作。 

  

〈PM2.5 減量全國第一〉 

    PM2.5 細懸浮微粒是市民最關心的問題。市府透過

空污總量管制、法規加嚴、淘汰老舊機車、以及勤查重

罰等手段來達成 PM2.5 減量。環保署資料顯示，102

至 105 年間，高雄的 PM2.5 減量幅度是全國第一。 

  

〈總量管制已見成效〉 

    從 104 年 6 月 30 日開始，高雄實施空污總量管制，

要求舊有的工廠必須在三年之內，也就是到 107 年必

須削減 5%的排放量，而新設的工廠必須從舊工廠的超

額削減量或交通工具的排放減量中，取得足夠的排放量

才能操作。預計到 107 年，高雄市工廠的排放總量將

降為全載時期的 6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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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法規加嚴標準〉 

    為了降低懸浮微粒濃度，市府針對燃燒設備訂定法規

加嚴標準，要求工廠改用低污染或潔淨燃料，並提升污

染防治設備，也要求進入高雄港的船舶必須降速。這些

措施已經有效改善硫氧化物的排放，從 95 年的 4 萬 5

千公噸， 105 年降到 2 萬 2 千公噸以下，達到污染減

半的目標。 

  

〈二行程機車汰換數全國最高〉 

    市府也積極汰換高污染的老舊二行程機車，去年將補

助金額加碼至 4000 元，淘汰了 8 萬多輛，補助金額與

淘汰量都是全國最高。從 104 年 6 月底開始實施空污

總量管制，到 105 年底，總共汰換了 11 萬 4 千輛二行

程機車，減少了懸浮粒狀物 117 公噸、氮氧化物 51 公

噸、揮發性有機物 1862 公噸。 

   市府已經向中央爭取 5 億元特別預算，準備在 3 年內

（106~108）淘汰剩餘的 26 萬輛二行程機車，同時爭

取 4.3 億經費，來補助 3500 輛三期柴油車加裝濾煙

器，以持續降低車輛的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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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使用綠色運具〉 

    為了打造綠色運輸環境，高雄在 98 年設立全國第一

個自動化公共腳踏車租借系統，目前有 200 個租賃

站，預計今年 6 月達到 300 站。為了提高使用率，市

府補助民眾在搭乘捷運後 30 分鐘內租用 C-Bike，第 1

小時免費；騎 C-Bike 轉乘捷運，也有 4 塊錢的優惠。

C-Bike 的使用量，105 年突破 333 萬人次，創歷史新

高，減碳量超過 2000 公噸，達到捷運接駁與節能減碳

的效果。 

    市府也將渡輪電氣化。今年 1 月全國第一艘電力渡輪

「快樂號」下水，以電力取代柴油引擎。另外 2 艘電力

渡輪，分別會在今年年底以及明年完成。電力渡輪可以

降低污染，並提供市民更舒適的服務。 

  

 

〈啟動大林蒲遷村意願普查〉 

    小港沿海的大林蒲、鳳鼻頭等六里被煉油廠、煉鋼

廠、發電廠包圍，民眾長期生活在惡劣的環境中，一直

有遷村的呼聲。新政府上台後，林全院長親臨當地傾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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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親的心聲，承諾改善環境問題並回應居民要遷村的訴

求。 

    遷村能否成功，民眾的共識最重要。市府已經成立跨

局處的專案辦公室，挨家挨戶展開遷村意願的普查，如

果普查結果具有遷村的高度共識，市府將向行政院爭取

最有利的方案，啟動遷村工作。 

  

《健康照護與疾病防治》 

 

    在健康照護方面，「長照 2.0」將於今年 6 月正式上

路。我們爭取到的經費高達 15 億，全國第一。為了佈

建社區長照服務資源，高雄市 38 區都有日照或日托中

心，其中三民區的受恩日照中心，結合先進的智慧科

技，能夠隨時掌握長輩的生活作息與健康數據。 

    我們也在鳳山區與茂林區，推動「社區整體照顧 A-

B-C 模式試辦計畫」。為了因應長照人力的需求，我們

正加強培訓，也辦理了 3 場長照人力就業媒合，讓適當

的人才投入長照服務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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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革熱病例創新低〉 

    高雄位處熱帶，每年都要面對登革熱的威脅。市府防

疫團隊率先採取「生態滅蚊防治」，更與新加坡合作，

交流登革熱防疫經驗。在防疫團隊與市民合作努之下，

已有顯著的效果，105 年入夏後的本土個案僅 2 例，遠

低於前一年的一萬九千多例，創下近 15 年最低的紀

錄。 

    我們將持續整合防疫能量，除了現有國家蚊媒傳染病

防治研究中心設於高雄之外，更將爭取｢國家熱帶疾病

防治研究中心｣在高雄成立，應用最新的檢測及防治技

術，為市民朋友的健康嚴格把關。 

  

〈加強禽流感防治〉 

    禽流感疫情蠢蠢欲動，市府配合中央防疫政策，已經

召集「禽流感暨新型 A 型流感跨局處防疫會議」，各

局處分工總動員，截至 3 月 21 日，針對養禽場、理貨

場及家禽批發市場，共消毒及訪視 1143 場次，也不定

時抽檢自主消毒情形共 4854 場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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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檢驗發現 3 起禽流感確診案例，分別是在杉林區

的養鴨場、路竹區的蛋中雞場、旗山區的養鴨場，共撲

殺 21592 隻，面對禽流感，市府會密切監控。 

  

〈流感疫苗接種率超越百分百〉 

    高雄市 105 年度的流感疫苗總接種量共 73 萬劑，接

種率高達 102％，是歷年來最高的疫苗涵蓋率，居六都

之冠，榮獲疾病管制署接種成效特優獎。 

  

〈成立反毒基金會〉 

    為了防止毒品蔓延、以及染毒族群的年輕化，市政府

與地檢署共同發起成立「高雄市反毒基金會」，引入民

間資源、連結反毒網絡，強化社區保護，同時加強戒治

後的輔導，協助藥癮者回歸正常生活，以建構高雄市為

無毒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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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灣開發與產業進駐》 

 

〈亞灣商業機能純熟〉 

    亞洲新灣區將是帶動高雄翻轉的引擎。由舊港區倉庫

轉型的駁二藝術特區，吸引 432 萬人次。市圖總館被

評為是此生必去的圖書館。高雄展覽館、海洋文化與流

行音樂中心、環狀輕軌等重大建設陸續到位。還有中鋼

集團總部大樓、中鋼會館、MLD 台鋁商場、晶英酒

店、市總圖二期文創會館、統一夢時代購物中心二期

等，都聚集在亞洲新灣區，商業廊帶已經逐漸形成。 

  

〈投入 500 億開發 170 公頃土地〉 

    亞洲新灣區的公辦土地開發案，已經完成第 60 期及

65 期市地重劃，還有 8 個市地重劃區陸續辦理中，加

上 205 兵工廠的區段徵收，開發總面積達 170 公頃，

投入經費 500 億元，將可取得 72 公頃的公共設施用

地，以及 98 公頃的可建築用地，可望吸引更多的產業

進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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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港區土地開發公司掛牌〉 

    高雄市政府與台灣港務公司合資成立的「高雄港區土

地開發公司」，將於 3 月 29 日揭牌營運。市府已經跟

各國公營事業包含台電、中油、台糖、台銀、台肥、台

灣菸酒公司等取得合作開發的共識，以國家與城市的共

同利益為出發點，共生共榮發展。 

    亞洲新灣區處於高雄城市發展的戰略地位，將引進金

融服務、會議會展、海洋休閒、數位內容、文化創意等

高附加價值產業進駐，可以產生連動效應創造民間投

資，並帶動產業的轉型與提升，成為高雄與國際接軌的

門窗。 

 

〈產業多元發展，企業陸續進駐〉 

    高雄的傳統重工業與新興產業並存，經濟多元發展。

我們敞開雙臂，歡迎優質產業來高雄投資。 

    在科技產業方面：群創光電於南科高雄園區興建 L6

廠，今年將投產。光寶科技在楠梓加工區的週轉基地計

畫，第一期汽車電子事業部擴廠，今年動工，預計 108

年完工投產，第二期成立高雄營運中心，成為高附加價

值產品的生產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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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封測大廠日月光持續投資高雄，自 102 年以來

K21、K22、K23 廠陸續完成，第四座 K24 廠預計明年

完工投產，日月光新建的員工宿舍即將啟用，可提供 3

千名員工舒適的住宿環境。南六企業投資燕巢新廠，今

年將動工興建。 

    和發產業園區，預計引進 80 家廠商，可提供 1 萬個

就業機會，初估年產值 400 億元，已有 11 家廠商完成

購地，目前園區的公共工程進度超前，並有 4 家廠商動

土開工。 

    在國際合作上，日商台灣弼奧公司，為因應國內市場

需求擴建新廠，於去年 11 月落成。德商亞洲漢威螺帽

公司在南科高雄園區的新廠，今年 2 月落成，將有助於

扣件產業的高值化發展。 

    在服務業方面，大魯閣草衙道購物中心開幕 5 個月，

吸引超過 500 萬人次到訪。統正開發投資的夢時代第

二期也正積極推進，後勢可期。 

  

〈再生水廠強化水資源調度〉 

    充足的水資源是產業發展的基礎。全台灣每年都面臨

缺水問題，為了水資源永續利用，高雄市推動再生水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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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去年 12 月「鳳山溪再生水廠示範計畫」動工，預

計明年 8 月開始產水，這是全台首例污水再利用的

BTO 案。此外，水利署補助的「臨海工業區再生水

廠」也在規劃中，預計明年 1 月招標。這兩個水廠的再

生水，都將供應臨海工業區使用，光是鳳山水廠每天就

可穩定供應 4.5 萬噸的水，相當於臨海工業區每天 1/5

的需求。再生水的運用不只可讓水資源的調度更有彈

性，也符合循環經濟的目標。 

  

《交通建設持續推進》 

 

〈輕軌開工、紅線延伸、黃線啟動〉 

     高雄的軌道建設有一些新發展。環狀輕軌第一階段

C1-C8 站已經通車，C9-C12 已經完成站體結構，第二

階段工程 2 月已經開工。捷運紅線岡山路竹延伸線，經

過市府多年的爭取，第一階段從南岡山站到岡山站的綜

合規劃報告已於去年年底核定，第二階段岡山站至大湖

站的可行性研究也在今年 1 月由行政院核定，正在進行

綜合規劃、環境影響評估以及基本設計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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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捷運局也積極推動高雄的第三條捷運，也就是黃線，

總長 21 公里，21 個站，連接亞洲新灣區、都會核心

區、澄清湖以及鳳山五甲、前鎮。黃線將與紅線、橘

線、環狀輕軌、以及台鐵形成路網，讓高雄市的交通更

加便捷。 

  

〈高雄捷運轉虧為盈〉 

    高捷公司過去虧損嚴重，至 101 年累積虧損高達 87

億元。102 年在市議會的支持之下，市府與高捷修訂營

運合約，將機電資產移轉本府，並協議進行減資彌補虧

損，使財務結構顯著改善，加上多角化經營，以及土地

開發有成效，105 年度正式轉虧為盈。 

  

〈鐵路地下化  縫合都市空間〉 

    高雄鐵路地下化，全長 15 公里，增設 7 個車站，將

結合輕軌及捷運，形成更便捷的大眾運輸網。高雄火車

站周邊的第 71 期重劃工程已經動土，鐵路地下化後騰

出 71 公頃的土地，市府規劃形成一個 15 公里長，包

括人行步道、自行車道，萬樹繁花的綠色廊道。原來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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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鐵路的陸橋拆除後，長期被分割的都市空間可以縫合

起來，將是百年以來高雄最大的地貌改變。 

  

〈成立道路挖掘管理中心〉 

    道路不平是民怨所在，道路時常挖補也常造成市民的

不便。市府已成立「高雄市道路挖掘管理中心」，整合

道路的管線圖資，以「單一窗口、合署辦公、全年無

休、充分協調」的方式，透過整合挖補、即時影像監

控，避免重複挖掘，提高工程品質，以實踐安全、宜

居、智慧城市的願景。 

  

〈A1 交通事故 10 年新低〉 

    高雄市的機車數量超過 200 萬輛，全台最多，加上

穿梭港區路上的大型貨櫃車，經常險象環生。從 94 年

至 103 年，每年的 A1 類（24 小時內死亡）車禍死亡

人數都超過 200 人。我們分析肇事原因，九成以上是

人為因素，因此針對併排停車、占用公車停靠區、路口

10 公尺內紅線停車等三大違規行為，加強勸導、取

締，成效逐漸浮現，去年 A1 車禍死亡人數降為 164

人，是 10 年來最低。由於死亡人數最多的是機車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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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車、以及 70 歲以上的老人，我們將加強對這些族

群的宣導與事故防制。 

  

《觀光文化創新突破》 

 

〈全年遊客成長 8.6%〉 

   高雄的山海河港充滿觀光魅力，這三年來主要景點的

遊憩人次穩定成長，105 年有 3616 萬人次，較 104 年

增加了 286 萬，成長 8.6%。 

  

〈大港花火觀光效益 5.3 億元〉 

    2017 高雄燈會藝術節，我們首次在高雄港舉辦大港

花火秀，3 天總計 89 萬觀賞人次，創造周邊觀光產值

5 億 3 仟萬元。 

  

〈今年 43 艘郵輪停靠〉 

    港區也是郵輪觀光勝地，我們除了提供友善的接待服

務，也規劃郵輪觀光遊程。我們正在向中央爭取郵輪旅

客可以免簽證或簡化簽證程序，停靠高雄的郵輪可以差

別補助或補助停靠費等。今年公主郵輪及麗星郵輪以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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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港為母港，預報將有 43 艘次停靠，將帶來可觀的觀

光人潮。 

  

〈寶來、茂林新溫泉〉 

    莫拉克風災後，著名的寶來溫泉、茂林多納溫泉都被

沖毀，但市政團隊不放棄，已在寶來鑽到具有開發規

模、水量豐沛的新溫泉井，茂林情人谷地下也挖到新泉

源。市府已經開始營造寶來賞花溫泉公園和茂林溫泉示

範區，規劃公共浴池，可望再造寶來、茂林的溫泉觀光

榮景。 

  

〈旅遊服務和旅宿管理六都第一〉 

    我們在高鐵左營站、高雄火車站、小港機場等重要交

通節點的旅遊服務中心，提供多項貼心服務，榮獲交通

部觀光局「105 年度旅遊服務中心督導考核暨服務評比

競賽」六都第一名。我們也落實旅宿業的經營管理，提

供優質安全的旅宿服務，榮獲「105 年城市好旅宿-縣

市政府管理績效評比」直轄市組特優首獎的殊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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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造左營、哈瑪星歷史現場〉 

    左營舊城為全台現存年代最早，面積最廣的古城，極

具保存價值。市府提出「見城計畫」，獲得文化部補助

近 20 億元，將重現舊城的人文地景，讓遊客看見左營

舊城的歷史脈絡。 

    哈瑪星是港都發展的起點，為再造哈瑪星歷史現場，

我們向文化部提報「興濱計畫」，獲得 7 億 5 千萬元

的補助，將以山、港、鐵、町四大主軸來規劃，讓民眾

體驗山、海、港、鐵道、歷史街區等不同層次的都市空

間變化。 

 

〈城市外交大放異彩〉 

    高雄長期與國際城市建立友好關係，去年與同為港灣

城市的巴拿馬市締結為姊妹市，也與日本熊本縣及熊本

市成為共同友好城市，更與日本山形縣、秋田縣、栃木

縣、阿根廷老虎市簽訂交流合作備忘錄。 

    去年是高雄與韓國釜山締盟 50 周年，市府團隊出訪

釜山，並行銷高雄物產。今年 2 月市府在亞洲新灣區的

遊艇碼頭舉辦「2017 高雄國際午宴」，來自美、日、

韓等 9 國駐台代表及 12 個城市 17 個訪問團出席，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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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以各族群的食材招待國際賓客，展現高雄多元融合的

城市意象。 

  

《區域建設  齊頭並進》 

 

[東高雄] 

    接下來報告各區的重大建設，首先是東高雄旗美九

區。 

    交通方面： 

    那瑪夏區民生至青山道路已經完成，改善原住民部落

的聯外交通。 

    茂林區萬山里的擋土牆及護欄改善，桃源區的水圳農

路及寶山里排水溝工程也已完成。 

    因地震毀損的內門東豐橋正進行改建，7 月可完工。 

    治水方面： 

    旗山大溪洲地區去年颱風嚴重淹水，市府檢討排水系

統，將興建鯤洲排水和新光排水兩座抽水站，也規劃山

區疏洪工程，在溪洲排水支流設置截流箱涵，降低溪州

排水的負荷，這三件工程總經費 1 億 8 千萬，今年 6

月會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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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美濃的淹水問題，市府著手美濃湖水庫防洪操作

的改善工程，包含興建美濃湖溢洪堰及放流水閘門，並

增設雨量和水位監測預警系統，總經費 4200 萬，明年

3 月將完工。 

    市立圖書館旗山分館選在旗山國中校區內，鼓勵學童

與社區居民的閱讀風氣，目前已經完成規劃設計。 

    六龜區衛生所新建工程，今年 2 月取得使用執照，營

運後可整合偏遠地區如桃源及六龜區的醫療需求，原鄉

民眾不必再奔波到山下就醫。 

  

[北高雄] 

    接下來是北高雄的建設： 

在道路交通方面： 

    岡山交流道匝道附近的介壽東路拓寬工程，全長 454

公尺，已完成東行車道 AC 鋪設及道路標線劃設，開放

通行。 

    阿公店溪中庄堤防涵管橋改建工程已經開放通行，新

橋命名為「小崗山橋」，將路面提高 4 公尺，讓民眾的

通行更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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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彌陀區中正路 9 巷位於彌陀公有市場旁，市府投入 6

千 6 百萬經費拓寬，去年底開放通車，可以讓市場周邊

的交通更流暢，並改善區域排水及環境衛生品質。 

    田寮區高 138 道路斥資 1.4 億拓寬，2 月已完工。 

    永安區保興二路是高雄科學園區南側出入口，第二期

的拓寬工程總經費 2.66 億，今年 2 月開工，將使永安

與路竹之間的交通更流暢。 

  

在治水方面： 

    茄萣海岸線全長 5.8 公里，已完成改善 2.9 公里，市

府將繼續整治剩下的 1.95 公里，整體改善茄萣區的海

岸復育及景觀。 

    為改善永安養殖專區的淹水問題，市府已啟動「北溝

排水系統整治工程」，改善 1024 公尺的瓶頸段，以保

障永安石斑魚養殖產業的發展。 

    為解決北梓官的淹水問題，梓官區公館路 154 巷與

典寶溪交會處的抽水站，去年底已經完工。而南梓官的

中正路新建抽水站，可以將雨水快速排入典寶溪，明年

汛期前可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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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府與民間合作，設立高雄市第 1 所利用國中閒置空

間設置的蚵寮非營利幼兒園，去年 9 月揭牌，可以提供

優質又平價的幼教環境。高雄市目前公共化幼兒園比例

是 26%，今年起 4 年內將增設 144 班非營利幼兒園，

讓公共化教保供應量提升至 35%。 

  

[南高雄] 

    南高雄的建設： 

在景觀方面， 

    為了改造鳳山舊城區，拆除鳳山體育場的看台，新設

步道、體健設施，建構高品質的生活綠地，景觀工程預

定年底完工。 

    鳳山青年公園位於人口稠密區，市府籌措 1100 萬經

費改造整合原有設施，規劃友善無障礙人行動線，使公

園成為友善公共休閒場域，去年 10 月已經完成。 

    大樹九曲堂火車站旁的鐵路巷原為閒置空地，市府重

新改造，已經於 1 月啟用，可串連高屏溪舊鐵橋天空步

道等文史資源，豐富大樹區觀光的人文內涵。 

  

在交通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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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府繼打通鳳山立志街之後，接續將五權南路從立志

街往南打通至光華路，1 月已經通車。 

    大樹區井仔腳橋，由於寬度不夠造成車禍頻繁，施工

改建後，農曆年前已經通車，新橋有效減少交通事故，

並加強了地區排水功能。 

    大樹舊鐵橋濕地生態公園，假日遊客眾多。市政府協

調第七河川局，將原停車空間北側之高灘地闢建為臨時

公共停車場，提供 154 個停車格，去年底開放使用。 

    為改善鳥松地區的公共運輸環境，市府爭取補助整建

長庚醫院旁的舊公車站，打造全台首座療癒藝術候車

亭，並提供即時公車動態、免費 WiFi 無線上網、手機

充電及健康醫療衛教資訊等服務，去年 9 月啟用。 

  

在治水方面： 

    仁武第 84 期市地重劃及北屋排水整治工程 3 月完工

啟用，設置 1.5 公頃的滯洪公園，將愛河上游段營造為

優質的水岸綠地空間。 

    為有效降低鳳山溪幹線水位，以改善瓶頸段通洪能

力，市府建置鳳山圳滯洪池，蓄水量 18 萬噸，4 月即

將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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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園區漁會魚市場遮陽棚改善工程，去年已經完成，

可改善漁民整補環境。 

    總經費 2.3 億元的大樹區新建行政中心，去年底動

工，新建地上 3 層、總樓地板面積 8984 平方公尺，提

供優質、友善、低碳的為民服務環境。 

   林園區新的行政中心正在進行規劃設計，總經費 3.1

億，預計明年底完工。 

  

[都會高雄] 

最後是都會區的建設， 

在交通方面： 

    楠梓區惠心街銜接 82 期重劃區的橋梁新建工程，總

經費 4000 萬，今年 2 月開放通行，可免除居民繞道通

行的麻煩，更可改善市容環境、提升消防救災效能及社

區發展。 

    市圖總館是亞洲新灣區的地標，市府完成總圖南側林

森路的景觀改善，提供安全平整友善的人行空間，去年

底已經完工。 

    苓雅區同慶路與凱旋二路口的同慶公有停車場已經完

成，增加輕軌沿線的停車位，改善周遭停車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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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子灣是熱門觀光景點，市府整建西子灣候車亭，去

年完工啟用，提供無線上網、免費手機充電、並利用新

科技節能電子紙顯示交通與觀光資訊服務。 

  

在文教建設方面： 

    鹽埕國中第二期校舍改建工程，預定今年底完工，將

提昇教學環境品質。 

    高雄女中綜合大樓及活動中心結構補強工程，即將於

4 月完工。 

  

在水利方面： 

    鼓山運河整治工程，斥資 1.8 億改善通洪能力，去年

11 月完工，改善鼓山路、華安街、銀川街等一帶淹水

災害。 

    愛河支流民生大排雨水箱涵之污水截流工程，1 月已

經完工，可以削減污染量，改善愛河水質。 

   為解決楠梓藍昌路淹水，市府投入 5210 萬辦理雨水

幹線改善，已完工開放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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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景觀設施方面： 

    旗津海岸公園 99 年開始持續改善遊憩設施，打造更

舒適的旅遊環境，105 年的整建工程已經完工。 

    為紓解旗津車潮，考量旗津度假旅館開發案仍在招商

階段，市府善加利用開發案的土地，闢建停車場及美麗

的花田景觀，紓解停車空間的不足，農曆年前已完工。 

     小港居民期盼的少康營區公園，市府變更都市計

畫，規劃成占地 10 公頃的森林公園，明年 10 月完

工，將會是小港地區的新亮點。 

    前鎮區的原住民故事館示範區，去年 11 月完成，提

升原住民藝術品牌創作能量。 

 

《高雄經驗十年有成》 

 

    謝謝各位議員以及市民朋友，翻轉高雄需要創新治

理，高雄一直走在台灣所有城市的前面，曾經首創

1999 市民服務專線、公共自行車 C-Bike，現在又有亞

洲第一條無架空線的輕軌電車，最近更將引進無人電動

公車以及共享電動車，高雄將以最新的科技來建構低

碳、綠能的公共交通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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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愈來愈漂亮，高雄也要愈來愈繁榮。循環經濟是

傳統產業升級的關鍵，也是高雄兼顧就業與環保的唯一

道路，未來兩年，我們將強力推動。市府也將與港務公

司合作開發港區土地，打造亞洲新灣區，這裡有郵輪旅

運中心、展覽館、商業中心、圖書館，附近有流行音樂

中心、駁二藝術特區，輕軌電車穿梭其間，必將成為高

雄的新亮點。 

    感謝人民的支持，市府團隊執政來到第 11 年，高雄

經驗、十年有成，在前兩個任期，我們開闢綠地、復育

海岸、治水防淹、開通捷運，公共工程獲獎無數，恢復

了這個城市的生機，市民的光榮感也穩定維持在八成以

上。站在這樣的基礎上，我在第三任期展開「高雄翻

轉」計畫，要讓高雄的產業升級、經濟循環、城市宜

居。 

    我的任期還有一年九個月，我會珍惜在高雄市長職務

上的每一天，加速翻轉是我的目標，更是高雄人的盼

望。我們正在打造高雄未來一百年的繁榮，雖然困難重

重，我們會一一克服，繼續向前。請大家一起努力，為

高雄加油，謝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