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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長、副議長、各位議員女士先生、各位市民朋友，大家好： 

今日貴會召開第三屆第七次定期大會，本人與執政團隊很榮幸能夠應

邀前來進行施政報告，向各位議員報告這半年來市府在防疫及市政四

大優先施政主軸:「產業轉型」、「增加就業」、「交通建設」、「改善空

污」及和「顧教育」、「好生活」、「好安全」等面向，向貴會及市民朋

友報告。 

 « 疫情防堵» 

    全球在後疫情時期面臨整體供應鏈重組及新國際架構，台灣因防

疫成功，維持安定生活，在「疫苗接種」方面，至 3/15 疫苗涵蓋率

一劑 82.67% 、二劑 76.85%、三劑 47.85%，劑次人口比 207.37%；

在「邊境管理」方面落實港口檢疫，強化實名制，辦理高雄進港篩檢

方案，強化機場防疫，實施排班防疫計程車終期清消；在「社區防疫」

方面，742 間基層診所協力防疫，提供民眾快篩設立 20 個社區篩檢

站；在「醫療整備」方面，12 家醫院共計 111 間負壓隔離病床及 412

間專責病房，整備 25 條車來速，落實分流措施。 

«2022 台灣燈會在高雄» 

    而在台灣燈會睽違 20 年後，再度重返本市，「2022 年台灣燈會」

在「防疫、振興、智慧」為主軸、兼顧防疫與民生經濟下，破千萬人

次參觀經濟效益超過 175 億。並打造「燈會防疫平台」，結合實聯、

交通、活動預約、消費優惠，全程數位智慧導覽。首創愛河與衛武營

雙主場、光影結合衛武營藝術中心建物及飛行主燈無人機展演，打破

主燈制式形象。 



燈節展區延伸 點亮全高雄 

   首次將地方燈節展區延伸至經典小鎮美濃、鳳山黃埔新村、曹公

圳、旗山、岡山、林園、大寮等地，結合當地豐富觀光元素，以主題

燈飾裝置、光環境營造的形式，吸引遊客走春歡慶新年氛圍。 

 «高雄開就賺-高雄券五倍變六倍» 

    精準振興，攜手上萬店家加碼擴大振興，遍布百貨、旅宿、餐飲、

商圈夜市、KTV、釣蝦場及美容美體和按摩業。 

    疫後振興推出「高雄券」，引爆 5 倍券「北券南送」助攻百貨業

績兩位數成長、餐飲成長 2 至 5 成，助攻帶動服務業銷售額成長；「八

大券」累計在高雄消費額度已超過 1 億元，全國佔比超過 10%；「商

圈夜市券」獨創 200 元 5 倍券換 400 元商圈夜市券，帶動商家攤商

平均成長二至三成。 

助攻帶動服務業銷售額成長 

    在百貨業方面：成長率 9.24%；擴大振興產業逆勢成長為六都之

冠，包括 KTV：51.07%、美髮及美容美體業：9.9%、按摩服務業：

4.86%、住宿業：成長率 9.96%，為六都第二。 

營利事業銷售額創新高 

   110 年各業別銷售額突破歷史新高，各業別銷售總額從 4.52 兆增

加到 5.57 兆，增加 1.05 兆元，成長率 23.28%，六都第一。結合中

央五倍券，推出高雄開就賺高雄券，發揮小兵立大功，振興經濟成效

顯著。 

穩健財政 零舉債 

   除了創造高營利事業銷售額外，市府團隊遵守財政紀律，達成 110

年度零舉借，結餘 0.18 億元；110 年度初估決算情形，歲入 1480.98



億元實收超出預算數 22.08 億元，歲出 1,480.80 億元，較預算數撙

節 40.19 億元。 

«產業轉型» 

亞灣 5G AIoT 創新園區 

    我上任後，力拼產業轉型，首先在亞洲新灣區 5G AIoT 創新園

區方面，中央 5 年內投入百億，市府再加碼提供 5G AIoT 業者進駐

空間租金(006688)專案補助，預計增加產值 1,200 億元。而市府全

國首創設 5G 研發專網，110 年 10 月啟用高軟鴻海大樓「5G XR 

O-RAN 實驗場」；打造高雄展覽館成為南台灣第一個「5G 虛實互動

會議示範場域」。另創造「5G AIoT 產業群聚」，台壽、中華成功、鴻

海、國城等現有辦公空間已媒合近 70 家廠商進駐，預計新增投資超

過 8 億元，創造超過 1,300 個就業機會。而「亞灣新創園」由經濟部

主責開發，已 42 家新創公司及 7 家國際加速器進駐，去年 12 月正

式開幕。「高軟二期」亦由經濟部主責開發，已啟動第一棟建物自行

興建程序；市府代辦公共設施工程 3 月 7 日已開工，並與經濟部合作

招商。「CG ARK」人才培育基地由經濟部主責建置，由西基、夢想動

畫公司進駐亞灣、投入逾 4 千萬並培育逾 200 位人才，110 年 12 月

正式開幕。 

橋頭科學園區 

    橋頭科學園區業於 110 年 9 月 1 日通過二階環評招商、開發作

業「平行並進」；9 月 15 日內政部審核通過區段徵收；12 月 1 日發

布都市計畫；園區工程、廠商建廠提前至今年 9 月同步施工，該園區

預估未來將帶動年產值 1,800 億元，創造 1.1 萬個就業機會。 

楠梓產業園區 



    在楠梓產業園區部分，110 年 11 月 9 日台積電正式宣布至高雄

設廠；12 月 22 日高雄市都委會審議通過都計變更案；今年 3 月 4

日環評初審，修正後再行審查；預計今年 6 月園區工程、廠商建廠同

步施工。園區預計可創造 1,576 億年產值及 1,500 個工作機會，半導

體產業 S 廊帶關鍵拼圖完成! 

仁武產業園區 

    仁武產業園區優先釋出 13 坵塊出租，截至 110 年 7 月 15 日計

有 60 組廠商正式提出申租，登記率高達 461%；9 月起陸續召開土

地出租的評選會議，上櫃公司天正國際精密機械於今(111)年 1 月 15

日率先舉行動土典禮；園區可增加 242 億年產值、創造 6,300 個就

業機會。 

招商引資 

    在加速產業轉型的招商引資部分，截至目前高雄招商 2,933 億元

+台商三大方案 1,928 億元，總投資高雄金額達 4,861 億元；促參與

聯合開發110-111年已簽約與待簽約案，民間投資金額共850億元。 

    而在台積電宣布進駐楠梓後，德商默克、美商英特格加碼投資

170 億元與 140 億元，結合光洋集團與鑫科材料及高雄石化產業，

打造完整半導體產業聚落。橋頭科學園區提前 3 年選地招商吸引 20

家大廠搶進插旗，指標性廠商包括封測大廠日月光、晶片電阻大廠國

巨、電動車大廠鴻海集團。 

«增加就業» 

   在增加就業方面，在五大科學園區(橋頭、仁武、亞灣 5G AIoT、

楠梓、路竹)總計至少增加 4.5 萬個就業機會；另相關創造就業機會

的執行效益上，電子業與服務產業總計至少增加 14,800 個就業機



會。 

青創基金  

   市府重視青年創業設立「青年創業基金」，與109年1-12月(2,686

萬)同期比較增加 4 倍，輔導青創事業 9,880 家，實際撥發補助 1.283

億元，帶動民間投資 96.1 億，提供青年逾 20,000 個穩定就業機會。

而六都失業率連續 2 年失業率六都最低，高雄青年失業率(依 OECD

標準，15~24 歲)失業率連三降，從六都最 13.9%進步到六都最低

9.1%。 

 «交通建設» 

 環狀輕軌   112 年底輕軌成圓 

    輕軌加速成圓是很多市民的期待，112 年輕軌全線通車後每日運

量可達 8.7 萬人次，122 年每日運量可達 12 萬人次；美術館路段

（C20-C24)施作軌道及車站主體工程預計 8 月底完成，進度超前，

今(111)年底完工通車；大順路段（ C24-C32）預計 112 年底完工

通車；鐵路園道 ( C17-C20）110 年底完工通車。  

 加速推動捷運路網 

    市民最關心的捷運路網部分，岡山路竹延伸線 1 階施工進度

69.87%(至 3/10)、2A 階段 1 月 26 日辦理動土典禮，預計 116 年完

工通車。黃線環評 110 年通過，綜規預計今年 3 月通過預計今年底

動工，117 年底通車。小港林園線可行性報告於 110 年 12 月 17 日

行政院核定，預計今年底動工，119 年完工通車。 

 聯外道路暢行無阻 

   為強化聯外道路暢行，新台 17 線北段(典昌路-德民路)今年 5 月

通車；南段(德民路-中海路)今年 6 月啟動規劃設計，預計 114 年完

工。台 86 線快速公路延伸至內門，可行性評估通過，刻正辦理綜合



規劃與環評作業。國道 10 號里港交流道延伸至新威大橋，可行性評

估及環評已通過，刻正辦理綜合規劃階段。高屏第二快速道路已通過

可行性評估，正辦理綜合規劃暨二階環評，預計 117 年動工，122

年完工。國道 7 號刻正辦理綜合規劃暨二階環評階段，預計今年提報

行政院核定，114 年動工，117 年完工。洲際貨櫃車專用道，工務局

辦理規劃設計作業(含細設)，預計今年 7 月動工，112 年 5 月完工。 

橋科聯外道路整體計畫為「橋科匝道及聯絡道、台 39 延伸線優先段

興建、橋科園區之國道 1 號路段新增 3 座橋涵」三項工程，建設經費

共約 151.55 億元，國發會於今年 1 月 24 日委員會審議通過，科技

部已依程序提報整體計畫報行政院。 

鼓勵共享運具 

   高雄 YouBike2.0 突破 1,500 萬使用人次，截至今年 2 月底已累

計啟用 1,060 站，站數六都第一。本市大專院校以下學生租借享前

30 分鐘免費。本市計 5 家共享業者，合計提供 3,945 輛，至今年 1

月累計租借達 384 萬人次，單月最高租借達約 24.4 萬人次。 

公車式小黃服務 

    全國首創「公車式小黃服務」深入偏鄉服務當地民眾，提供當地

公共運輸涵蓋率；路線數全國第一，路線數達 58 條，涵蓋 33 個行

政區，收費方式比照公車，結合科技，APP 線上動態查詢。幸福共享

美濃 GO，更彈性之預約服務，偏鄉服務再升級。 

«改善空污» 

 空氣品質 積極改善 

    有關改善空污，110 年 PM2.5 手動測值為 18.3μg/m3，較 108

年改善 9.8% ，逐步朝 15 微克的空氣品質標準目標邁進。空品良率



(AQI≦100)為 80.7% ，連續兩年突破 8 成。 

轄內企業減煤措施 

    110 年推行轄內企業減煤措施，迄今已減煤 189 萬噸，為 109

年(53萬)的3.5倍；興達電廠秋冬停 2減 2，減煤量提高至35%以上；

減煤時間再延長 1 個月，電廠燃煤機組預計於 112-114 年間逐步進

行 1-4 號機組除役，其中 4 號機組原訂 115 年除役，在市府努力下，

提早一年至 114 年除役。大林電廠則於秋冬機組停機 3 個月，減煤

50 萬噸。中鋼汽電共生鍋爐於 110 年 8 月 24 日全部停止燃煤，減

煤 30.6 萬噸。 

中聯 2 座熱風爐今年改用天然氣，減煤 1.2 萬噸。汽電共生業者秋冬

減煤，減煤 17.6 萬噸。定期追蹤 744 座工業鍋爐，確保符合最嚴格

燃燒天然氣排放標準。 

空汙防制成果 

   國營企業帶頭減少空氣污染排放，帶領前 20 大工廠投入 621 億

採最佳技術減少污染排放，預估減少空氣污染物 7,803 公噸。成立阻

斷環境異味專案，使楠梓加工區、路科宿舍、北高雄工廠，陳情案件

平均減少 62.1%；大發工業區微型感測器濃度高值告警次數減少

40.7%；公告「電力設施加嚴標準」，已有 41 座電力設施符合或改善

中，進度達 8 成。 

空污防制未來措施 

    5 大工業區年底再減 1,198 噸，組成技術輔導團隊，搭配 245

個空品微型感測器，智慧監控防制空污。秋冬空品不良事件日加強管

制，要求 35 家列管工廠於 AQI>100 時進行指標污染物減排應變措

施。規劃四大超商物流車排煙管制，導入四大管制(目測判煙、路攔、



場站稽查、科技執法)，並提供三大檢驗服務。輔導工地逸散源優良

管理案例推廣，工地內設置數位監控設備(CCTV、空氣盒子及數位看

板)，並輔導業者自主管理。 

«高雄顧教育» 

班班有冷氣 

   110 年行政院宣布 2 年內「班班有冷氣」，市府與中央合作投入

30 億，今年 2 月新設電改工程全部完工，冷氣裝設 3 月底完工運轉，

能源管理系統今年 3 月底完成全市學校建置。 

校園光電綠能 

   在建置校園光電綠能上，目標為今年 5 月完成公有校舍屋頂設置

太陽光電達 333 校，設置校數全國第一；至今年 1 月底止，本市校

園太陽光電系統每年可產生 5,138 萬度電，1 年約可減少二氧化碳

2,718 萬公斤。 

校校有雙語 

    在推動校校有雙語方面，111 年雙語經費 1 億 6,760 萬元，較

109 年大幅增加 1 億 631 萬元，雙語教育資源普及率 100%，專案

包括:外國學生合作交流計畫、 外籍英語教學助理 ELTA 計畫、雙語

活動計畫、 國民中小學部分領域課程雙語教學計畫、雙語特色學校

計畫、擴增高級中等學校雙語實驗班計畫、國際英語村、雙語實驗課

程計畫。 

設置運動中心 10+3 

    有關高雄市的國民運動中心，目前規劃 13 處，涵蓋人口超過 200

萬人，111 年度編列 4.13 億元，相較 110 年增加 3.8 億元，110 年

鳳山運動中心已開始營運，今(111)年苓雅、大寮、左營營運，美濃、



前鎮、鹽埕提前完工，楠仔坑、三民、小港、鼓山、岡山等陸續動土。 

«高雄好生活» 

長照政策 

    為讓健康長者就近有在地安老良好處所，市府普設各區社區關懷

據點，109 年 9 月至今年 2 月新設置 83 處，佈建成長 82%；今(111)

年目標設置 520 處，目前已設置 460 處，達成率 88.5%。在設置長

照據點方面，目前共佈建 389 處 C 級巷弄長照站，分布 345 里，1

學區 1 日照中心，今年預計完成 65 個國中學區，已完成 58 個學區

80 間，達成率 89%。並建置區區有住宿式機構，住宿式長照機構已

佈建 29 個行政區。110 年 11 月動土建置鳳山 93 期市地重劃區增設

社福多功能中心。 

完善公共托育  

    為銜接幼兒 2 歳後的公共幼兒園(包括公立幼兒園和非營利幼兒

園)，目標為今年底預計設置 30 區 53 處公托/家園，達成六都第 3，

目前已設置24區28處。110年8月起調降公托托育比為1:4(原1:5)。

而公托家園收費 1 萬 3 千元調降為 9 千元；今年 1 月起並調增公托

專業人員薪資 4,600 元。 

公幼政策  

    在公共教保服務部分，上任後預算增列 9.34 億，目標為 110 學

年度公共化教保達 40％，目前已達 38%，準公共幼兒園 238 園為全

國最高，平價教保服務達 88%，公幼累計增設班級數全國最高。 

居住正義三支箭  

   為全方位滿足企業員工、就業青年、經濟或社會弱勢之居住需求，

高雄市推出居住正義三支箭:青年租金補貼，分單身、已婚及育兒家



庭 3 級距，補貼 12 期；社會住宅，與中央合作興建 10,500 戶，岡

山、大寮、前鎮亞灣社宅今年上半年動土；囤房稅預計 111 年 7 月

起實施，提高多屋者房屋持有成本，遏止炒房投機行為。 

特色公園  

   為了揮別公園「罐頭遊具」，高雄市推動共融式特色公園遊戲場，

今年增加 33 座特色公園、 8 座施工中(湖內區公 3 公園、岡山區和

平公園、鳳山區五甲國宅公 6 公園、第 77 期公 12 公園、自強公園、

前鎮區第 70 期重劃區公園、第 65、88 期公 9 公園、大寮區大寮運

動園區)、另有 25 處規劃設計中。 

農業、養殖漁業天然災害保險 

    農業保險自 109 年 10 月起中央補助 50%、高雄再加碼 30%，

110 年較 108 年投保案件成長 35%。養殖漁業保險自 110 年起，漁

民僅負擔 25%，天然災害保險投保件數成長 270% 。 

新住民 新故鄉 

    高雄是新住民第二多的城市，為照顧新住民普設新住民關懷小站，

已設置 104 處提供新住民支持性福利服務。今年 5 月旗艦型新住民

會館預計於岡山設立北分館；並建構 5 處家庭服務中心、24 處社區

服務據點。讓關懷小站+旗艦會館，打造完整服務網絡。 

原鄉建設 

    三原區重大建設經費計 1 億 8,863 萬 2 千元。分別包括茂林區： 

高 132 線工程今年 11 月完工，溫泉示範區今年 12 月試營運；桃源

區： 

龍橋及寶山道路工程已完工，建國橋改善工程今年 5 月完工；那瑪夏

區：育兒資源中心已成立，達卡努瓦往瑪雅部落替代道路改善工程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9%AB%98%E9%9B%84%E5%B8%82


已完工，區代表會重建工程今年 3 月已完工，祭儀場重建中，於今年

6 月完工；都會區建設：屏山風雨球場今年 1 月動土，12 月完工。 

客家文化  

   本市持續推動客語沉浸教學，110 學年度班級數成長 40%。與中

央客委會、美濃及六龜地區 13 所國中小學合作辦理「美濃雙語教育

微旅行」，創全國之先。辦理笠山文學印象系列活動 5 場次，推廣客

家文學。並訂頒客語能力認證合格獎勵要點，鼓勵市民取得客語認

證。 

«高雄要安全» 

 成立公共安全督導會報 為城市公安把關 

    去年城中城事件突顯全台老舊建築物公安的重要性，市府即刻成

立公共安全督導會報由市長親自擔任召集人。為城市公安把關強化四

大面向，包含「消防安全管理」、「建築安全管理」、「工業管線安全管

理」及「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等攸關公共安全之業務。 

強化老舊大樓公共安全 

   強化老舊大樓消防安全，今年 1 月已完成全市 1,099 棟 20 年以

上舊大樓公安稽查；仁愛河濱商城 110 年 10 月鑑定為危樓，今年 3

月拆除完成；住警器安裝率從我上任時的 59.2%，提升至 86.47%，

大幅提升 27%。 

建築物公共安全精進作為 

    我們編列 1.2 億，輔導全市老舊大樓改善公安設備，項目包括防

火門補助計畫、8~15 樓集合住宅首次辦理公安申報補助、輔導未成

立管理組織之公寓大廈、 補助消防設備檢修申報費用、三燈二器補

強大樓防火安全、改善消防設備貸款利息補貼。 



極端氣候有效治水 

   辦理 22 處易淹水區整治，總經費投入 32.7 億，包括三大區塊的

整治，我們會持續治水打造安全無虞的環境，讓市民更宜居。 

   南高雄部分：大寮 88 歡喜大樓、仁武高鐵路及鳳仁澄觀路口、鳳

山忠孝及忠義里、鹽埕北斗抽水站、大社永宏巷、左營大中文慈路口、

燕巢樹科大前、大寮區拷潭排水及林園排水整治、後勁溪排水系統整

治計畫、北屋排水及草潭埤滯洪池。 

   北高雄部分:永安新港里、永安路、永華路、茄萣金鑾路、永安區

北溝排水、岡山區潭底排水(潭底橋下至高速公路段)、五甲尾嘉興橋

上游段、橋頭區筆秀排水(包含橋頭科學園區)。 

   山區部分：六龜新發和平路、高 133 線、美濃湖排水、美濃排水

整治。 

橋頭及楠梓再生水廠 供給北高雄產業每日 10 萬噸再生水 

   橋頭再生水廠今年 7 月招商完成，115 年供應楠梓產業園區(3 萬

噸/日)；楠梓再生水廠 112 年底招商完成，117 年供應楠梓產業園區

及楠梓科技產業園區(7 萬噸/日)，總經費投入 105 億。 

 

路平政策革新作為 

    路平是市民最有感的基礎建設，團隊上任後即推動多項路平革新

作為，110 年道路刨鋪面積 286 萬㎡，較 109 年增加 19.6%；110

年核准道路挖掘面積，較 109 年減少 11.67% ；110 年建案刨鋪整

合，減少重複刨鋪 9.5 萬㎡，並轉化為挖管基金收入；110 年管挖案

件竣工查驗比例，由 5%成長至 57.22% 。 

毒品防制 



   本市「藥癮者婦幼醫療服務」獲衛福部入圍｢健康平等獎｣；推動

「反毒、拒毒新運動」，建構社區、校園、企業職場、宗教、商圈及

多元族群六大防毒網行動聯盟。麥當勞授權發展商-和德昌公司及全

聯率先響應在各分店張貼反毒海報、台糖公司提供反毒公益圍牆。本

市今年獲法務部毒防基金補助，發展「智慧毒防」。 

降低職災 強化職安 

勞工職場安全與職災預防，是市府團隊念茲在茲的重要施政。110 年

與 109 年比較重大職災死亡人數，從 49 人降為 28 人，死亡數從六

都最高降為六都第三；重大職災件數，從 47 件降為 26 件，從六都

最高降為六都第三。 

治安維護 

   本市槍擊案從六都最高降為六都第二低；110 年與 109 年相較，

槍擊案件發生數從 13 件降為 6 件，減少 7 件，降幅六都第 1；110

年與 109 年比較暴力犯罪減少 26 件，已全數偵破、重大刑案減少

27 件已全數偵破。 

道路安全 

   110 年與 109 年比較 A1 類事故數，減少 11 件、死亡減少 12 人；

A2 類事故數，減少 1651 件、受傷減少 3025 人。         

 

2022 智慧城市展 

    智慧城市展全球首次高雄展出，將於 3 月 24-26 日假高雄展覽

館辦理，是亞洲最大國際性智慧城市展會，累計 67 國、288 個城市、

191 位正/副市長參加。智慧應用在高雄已經是現在進行式，包括高

雄農來訊、高雄智慧水利監測密網計畫、MeN Go 卡。 



2022 台灣文博會 

   台灣文博會於 2022 年夏天首度移師高雄舉辦，是藝術、創意兼

具的文博會，遇上最美港灣高雄亞灣區。會場為雙主場: 文化策展區

於 8 月 5 日到 8 月 14 日在高雄流行音樂中心辦理；文創品牌展區

&IP 授權展區從 8 月 10 日到 8 月 14 日在高雄展覽館登場。 

2022 台灣設計展 

  台灣設計展睽違 10 年重返高雄，設計將導入城市治理、高雄全面

升級，活動展場包括: 蓬萊商港棧庫群、駁二藝術特區、 高雄流行

音樂中心。 

<結語－後疫情時代> 

    高雄是我的故鄉，回到高雄服務和大家都一樣希望高雄會更好，

市府團隊自就任以來，感受到市民朋友對市政建設的期待，打造城市

永續發展是市府團隊對高雄的承諾，我將帶領局處共同加緊來推動，

並且接受議會及民眾的指教，更加紮實做好產業實力與基礎建設，邁

開大步，帶動城市前進，盼府會攜手讓高雄明天會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