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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集人、副召集人、各位議員女士、先生：
欣逢

貴會第 11 屆第 6 次定期大會開議，

啟瑞

首先謹致祝

賀之意。本局業務歷次會期承蒙各位議員女士、先生鼎力協助
啟瑞

與不吝督勉，得以順利推動， 謹代表本局全體同仁表示由衷
謝忱。
本局業務十分多元且與市民生活息息相關，含括產業發
展、民生服務、永續經營等三個面向，其中「產業發展面」包
括產業輔導、商業行政、農業行政，「民生服務面」包括公用
事業輔導管理、市場營運、動物管理與疫病防治，「永續經營
面」包括生態保育、溫泉資源保育及管理等業務。在兼顧產業
經濟發展與自然環境保育的理念下，積極建構優質投資環境，
提升產業競爭力，建立「永續繁榮、多元文化」的健康城市，
讓臺北市更有競爭力，是本局推動各項施政計畫之主要思維。
以下謹就 102 年上半年及近期各項業務執行情形、未來工
作重點與展望提出報告，敬請 指教。

壹、臺北市產經發展概況
臺北市登記之公司行號家數截至102年7月底共計21萬
7,582家，產業結構以三級產業（服務業）為主，約占76%，二
級產業（工業）為輔，約占23%，一級產業（農林漁牧業）僅
約占1%。產業別中又以批發及零售業占最大宗，其次為製造業
及營造業。
臺北市產業結構分析表
家數

比重

前 3 大產業別

一級產業

2,021

0.93%

二級產業

49,634

22.81%

三級產業

165,927

76.26%

合計

217,582

100.00%

1. 批發及零售業 71,254 家
(32.75%)
2. 製造業 27,228 家(12.51%)
3. 營造業 20,966 家(9.64%)

資料來源：臺北市商業處

受國內外經濟復甦力道不足影響，102年1-5月本市公司行
號總營業額為3兆8,788億元，較101年同期減少0.83%。以產業
別區分，營業額最高的前3大產業分別為批發及零售業，約占
全市43%，其次為製造業、金融及保險業各約占全市16%、12%。
102 年 1-5 月臺北市各級產業營業額
營業額

比重

前 3 大產業別

一級產業

19 億元

0.05% 1.批發及零售業 1 兆

二級產業

8,726 億元

22.5% 2.製造業 6,439 億元

三級產業

3 兆 43 億元

77.45% 3.金融及保險業 4,937
億元(12.73%)
100.00%

合計

6,939 億元(43.67%)
(16.6%)

3 兆 8,788 億元

資料來源：財政部統計處

今(102)年第 2 季以來，隨歐債危機逐漸和緩，全球景氣
呈現觸底回升現象，惟受歐美財政緊縮與失業率仍高、中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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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成長動能欠穩，及美國量化寬鬆貨幣政策退場疑慮影響，全
球經濟復甦步調仍屬緩慢。環球透視機構（GI）估計，2013
年全球經濟成長率為 2.4%，2014 年為 3.4%；國際貨幣基金
（IMF）預估全球經濟成長率 2013 年為 3.1%，2014 為 3.8%。
國內經濟方面，受到全球經濟復甦力道不足影響，上半年
我國對外貿易表現不如預期，拖累民間消費及投資動能，雖下
半年經濟表現可望優於上半年，行政院主計總處仍下修 102 全
年經濟成長率為 2.31%，103 年經濟成長率預估為 3.37%。
全球暨臺灣經濟成長率
區域
全球
臺灣

單位：%

預測機構

2011

2012

2013

2014

Global Insight Inc

3.0
3.9
4.07

2.5
3.1
1.32

2.4(2.5)
3.1(3.3)
2.31(2.4)

3.4(3.5)
3.8
3.37

IMF
行政院主計總處

註：( )為上次預測資料

有鑑於今(102)年以來全球經濟復甦力道不足，影響我國
經濟發展，本局即從刺激消費、促進投資、拓展外銷、輔導產
業升級轉型等面向，推動相關產業輔導措施，協助本市各級產
業渡過此波不景氣，其中包括新增補助本市工商團體組團出國
參展費用，鼓勵廠商拓展對外貿易商機；修訂「臺北市產業發
展自治條例」，提供更多具體之挹注措施；另為激發本市創業
能量、促成新創事業發展及創造就業機會，推動「臺北好當家
創業投資推展及行銷計畫」，以扶植優秀新創事業於本市投
資，並向海外推廣本市優質創業環境；此外，亦加強與業界交
流，積極提供企業必要之協助，為本市產業奠定良好基礎，期
為下一波經濟復甦做好準備，以轉化為成長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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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業務執行情形
一、工商服務及獎勵補助措施
(一)工廠登記與管理
１、工廠登記概況
截至本（102）年 7 月底，本市合法登記工廠總
數為 1,244 家，其中「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
製造業」、「金屬製品製造業」、「印刷及資料儲存媒
體複製業」
、
「食品製造業」
、
「機械設備製造業」
、
「電
力設備製造業」、「電子零組件製造業」等 7 項業別
合計 869 家，約占 69.86％，為本市現有工業主要
類別。依行政區分布以內湖區 464 家最多，南港區
349 家居次，合計 813 家，約占 65.35％。
２、工廠管理
截至本（102）年 7 月底，本市列管之未登記工
廠計 531 家，其中印刷及資料儲存媒體業、金屬製
品製造業及食品製造業合計 372 家，約占 70.06％；
依使用分區分布，以住宅區 481 家最多，約占 90.58
％。
(二)協助產業及中小企業升級轉型
１、臺北市產業發展獎勵補助計畫
為促進產業發展，鼓勵創新及投資，輔導中小
企業提升競爭力，本府於 99 年 9 月 8 日公布實施「臺
北市產業發展自治條例」
，並成立「臺北市產業發展
基金」
，提供勞工職業訓練費用、房屋稅、地價稅、
3

融資利息補貼及研發經費補助。截至 102 年 8 月底
計 296 案獲審議通過，核予獎勵補助金額共計新臺
幣 2 億 8,747 萬餘元。
臺北市產業獎勵補貼申辦情形統計表
申請及辦理情形
核准獎
勵補助

件數
金額

獎勵補貼案

研發補助案

合計

120

176

296

9,684 萬餘元 1 億 9,063 萬餘元 2 億 8,747 萬餘元
(截至 102 年 8 月 31 日止)

鑑於去（101）年歐債風暴造成全球經濟成長趨
緩，國內景氣低迷，本府特修訂「臺北市產業發展
自治條例」
，增訂新僱勞工薪資及房地租金補貼，強
化投資獎勵機制，直接嘉惠於本市投資人；另明定
外國公司得申請各項獎勵補助，以擴大招商引資，
帶動本市產業升級轉型。自去（101）年 10 月 17
日修法公布以來，截至 102 年 8 月底共計 83 案獲審
議通過，核予獎勵補助金額共計新臺幣 8,545 萬餘
元，有效活絡本市經濟、強化投資人信心及創造就
業機會。
２、協助中小企業申請中央資源及辦理地方產業創新研發
推動計畫(臺北市 SBIR)
為協助解決中小企業及傳統產業經營管理及資
金問題，委託專業輔導團隊針對其所面臨之財務、
產品及技術開發、經營管理、行銷等問題，進行診
斷、評估，以提供具體改善或轉型方案建議並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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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中央資源。自 97 年度起至 102 年 7 月底止共提
供 656 家次專業諮詢服務，成功協助 138 家中小企
業申請獲得經濟部專案補助高達 2.6 億餘元。

臺北市地方型 SBIR
計畫成果展示發表會

協助中小企業申請中央資源及辦
理地方產業創新研發推動計畫
(地方型 SBIR)廣宣說明會

此外，自 99 年度起獲經濟部補助 2,000 萬元，
結合本府編列之 1,000 萬元，合計新臺幣 3,000 萬
元，辦理「地方產業創新研發推動計畫（SBIR）」，
協助產業創新研發、升級轉型，截至 102 年 7 月底
止已補助 160 家廠商進行研發創新，補助款共計
11,535 萬元。
歷年(97 年迄今)輔導中小企業協助申請政府資源及提供研發補助統計表
年度
102
(截至7/31止)

歷年合計

提供專業輔導
（家次）

協助申請中央
政府計畫補助
(家數/總補助金額)

23
656

2 家/410 萬元

臺北市 SBIR
(家數/總補助金額)
35 家/2,900 萬元

138 家/2 億 6,099 萬元 160 家/11,535 萬元
5

３、推動創意設計產業發展
為強化本市設計產業優勢，辦理「創意暨設計產
業發展計畫」結合「臺北設計獎」，推展創意設計，
儲備本市申辦世界設計之都能量。
「創意暨設計產業發展計畫」102 年度至 7 月底執行成果表
項目

名稱

各界參與情形

臺北設計獎

設計獎競賽

形塑特色產業聚落

店面微型改造輔導

20 家廠商（輔導中）

臺北好站

評選臺北好站

40 家廠商（評選中）

臺北設計獎啟動記者會

4,001 件

臺北設計獎宣傳推廣說明會

４、臺北市補助工商團體參與國際展覽計畫
依經濟部國貿局統計，本市從事進出口廠商家數
約 7 萬餘家，居全國之冠，約占全市 20 餘萬家廠商
總數之 1/3。由於海外參展所需費用很高，為減輕廠
商負擔，自本（102）年度起補助本市工商團體組團
出國參展費用，以協助廠商拓展對外貿易商機，爭取
6

海外訂單。今(102)年度已核准通過 22 項參展補助計
641 萬餘元，約可爭取 1 億 4,700 萬美元訂單；另於
8 月初受理第 2 階段申請作業，計有 7 個團體申請 8
項展覽補助，刻辦理審查作業。
５、提供中小企業融資及青年創業貸款
為提供本市中小企業所需營運資金，促進本市經
濟發展，本府自 98 年 1 月起陸續辦理「臺北市中小
企業融資貸款」
、
「臺北市中小企業策略性及創新升級
融資貸款」及「臺北市青年創業融資貸款」等 3 項低
利融資貸款，截至 102 年 8 月底止，核准案件已達
2,550 件，核准總金額約 21.6 億元；各類貸款辦理情
形如下表：
策略性貸款名稱
中小企業融資貸款
中小企業策略性及
創新升級融資貸款
青年創業融資貸款

開辦日期
98.3.1

申請案 核准案
件數

件數

2,138 1,912

累計核准貸款
金額

16.42 億元

99.5.1

265

211

2.35 億元

100.4.26

482

427

2.83 億元

(截至 102 年 8 月底止)

另為擴大協助本市創業青年，本府於 102 年 1 月
修訂相關規定，將「臺北市青年創業融資貸款」貸放
額度由 100 萬元提高至 200 萬元，此外，針對參加政
府機關有關設計、創業輔導或其他經產業局認可之獲
獎獎項申請人，其貸放額度更提高至 30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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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推展亞太經貿事務積極招商引資
為加強推動招商業務，本局於 102 年提出「搭橋臺北‧
佈局亞太計畫」
、
「經貿臺北‧商機促進計畫」及「聚焦臺
北．主題論壇計畫」等 3 項計畫，鎖定美國、日本及大陸
地區為目標市場，以資訊通訊、生技醫療、文化創意及會
展產業等服務業為招商對象，透過論壇活動和參展拓銷方
式，鼓勵台商回台投資及吸引外資企業設立營運據點、擴
大雙邊貿易、增加投資機會。
(一)促進投資
１、4 月 13 日至 22 日前往美國進行經貿交流，並於矽
谷、芝加哥辦理「投資及貿易說明會」，出訪期間
計 7 家外商有意前來本市投資進駐，迄今已有
NetApp 等 4 家外商於本市設立營運據點，投資金額
約 528 萬美元。
２、7 月 2 日至 5 日前往上海參加「雙城論壇暨市政參
訪」，本局洽請台灣證券交易所(TWSE)等單位代表
籌組經貿團赴滬經貿交流，並於 7 月 3 日辦理產業
商機論壇，已具體促成 1 家陸商投資進駐本市,投
資金額為 1,100 萬美元，另有 2 臺商於本市擴大營
運，投資金額為 867 萬美元。
(二)參展拓銷
１、邀請國際買主來台採購：已分別邀請國際買主參加
4 月份「臺北國際禮品暨文具展」
、
「2013 年臺灣伴
手禮名品展」及「臺北國際電腦展」以及 6 月份「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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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國際醫療展暨臺灣國際銀髮族暨健康照護產業
展」、「臺北國際食品展與臺灣國際清真食用品展」
等 7 場活動，採購金額約 7,046 萬美元。
２、參展拓銷：為鼓勵本市企業踴躍參加國際會展活
動，以透過補助方式，邀請 17 家本市企業赴中國
大陸參加 4 月 18-20 日「第 10 屆中國零售業信息
化峰會」及 5 月 28 日至 6 月 1 日「中國(北京)國
際服務貿易交易會(京交會)」2 場，拓銷金額達 858
萬美元。
總計 102 年1-8 月各項海外經貿交流成果如下表:
102 年 1-8 月亞太經貿交流成果表
項目

廠商數 投資/貿易金額(美元)

促進投資
外資於本市設立營運據點

4

528 萬

陸資企業投資進駐本市

1

1,100 萬

台商於本市擴大營運

2

867 萬

合計

2,495 萬

參展拓銷
海外拓銷

17

858 萬

國際買主前來本市採購

114

7,046 萬

合計

7,904 萬

總計

138

9

1 億 399 萬

三、形塑科技產業聚落，打造臺北科技走廊
(一)擴大內湖科技園區發展效應，提昇產業發展動能
為擴大內湖科技園區發展效應，已將大彎南段工
業區與內湖五期工商混合特定專區，產業使用項目比
照內湖科技園區使用，並已完成檢討蘆洲里及小彎工
業區都市計畫變更案，將提供科技產業更大之發展空
間。另為行銷內科優質的投資環境，於 100 年 2 月 16
日籌設「內科探索館」，截至 102 年 6 月底止計有 269
團約 4,000 人次參觀。
另南港軟體工業園區第 3 期開發，預估可容納 140
家廠商、4,000 名員工，目前進駐率已達 9 成 6。本局
將持續配合南港鐵路沿線更新發展與中研院國家生技
研究園區開發，提供產業所需支援及協助，擴大南港
經貿園區發展動能。
(二)規劃建構北投士林科技園區
為連結內科及南軟園區科技產業發展能量，延伸
本市科技廊帶，積極建構北投士林科技園區為一結合
生產、生活、生態之知識密集型產業園區，園區以「科
技產業專用區」為發展核心，規劃引進生技、媒體、
資訊、電子及通訊等新興產業，估計可創造 35,000 個
就業人口。目前刻正進行區段徵收工程作業，預計於
105 年 6 月及 107 年 11 月分別完成 2 期工程後點交發
還抵價地，供企業投資進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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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推動設置臺北市雲端產業園區
為促進臺北科技走廊結合雲端運算之產業發展趨
勢，協助廠商運用雲端技術朝高附加價值領域發展，
本府規劃於內湖區港墘路、洲子街及瑞光路所圍街廓
基地打造本市首座雲端園區。為引入民間投資及提升
經營效率，依促參法第 46 條徵求民間自行規劃申請參
與投資方式辦理。於政策公告期間計有 3 組民間申請
人提出規劃構想書，經審核由遠雄、中華電信、英業
達、台達電子及趨勢科技等 5 家公司共同組成之臺北
雲端服務合作聯盟獲選為初步審核階段最優勝廠商，
後續將依促參法相關規定辦理各項作業；本開發案預
定於 103 年動工、106 年營運，預計營運後可創造年產
值達 400 億元，就業人數達 4000 人。

「臺北市雲端產業園區 BOT 案」初審優勝廠商公告記者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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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產業扶植與中小企業輔導
(一)推昇綠色產業發展
綠色環保議題日漸受重視，各國政府均將節能減
碳列為施政重點，綠色經濟成為未來發展趨勢。為協
助企業及早因應並掌握綠色商機，本（102）年推辦綠
色產業推動計畫，以「綠色臺北 幸福永續」為主題，
遴選出 24 家廠商由專業顧問團隊輔導將綠色環保概念
導入產品設計、生產、行銷等產品生命週期各階段，
生產及銷售符合國際綠色規範之產品或服務，以促進
綠色消費、提高綠色產值，並帶動企業升級轉型。
(二)輔導生物科技產業升級
本府自 93 年起率各縣市之先創辦「臺北生技獎」
，
截至 101 年底止已獎勵 103 家績優單位，頒發獎勵金
累計達新臺幣 4,580 萬元。102 年賡續推辦「2013 臺
北生技獎」，共計受理全國各縣市 95 件參賽標的，訂
於 102 年 9 月 13 日辦理頒獎典禮暨成果發表會。另為
協助本市生技產業行銷國際，102 年度補助歷屆「臺北
生技獎」獲獎之 13 家次績優生技單位總金額新臺幣 80
萬元，參與北美等地區之國際生技展，提昇臺北生技
產業國際能見度，推動生技產業發展。
為掌握國際生技產業發展趨勢，宣介本市發展生
技產業優勢環境，邀集市立聯合醫院、華聯生技、訊
聯生技等 7 家生技公司(單位)與本局共同籌組「臺北
生技館」
，於 7 月 18 日至 21 日參與於南港展覽館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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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2013 臺灣生技月」大展，共吸引約 3,000 人次參
觀。

2013 臺北生技月活動現場

(三)促進數位內容產業發展
為促進臺北市數位內容產業發展，本市自 99 年
起開辦「臺北國際數位內容設計競賽」，提供世界各
國數位內容產業好手良性交流的平臺；本(102)年於 5
月中旬起受理報名，截至 8 月底活動訊息已發佈至海
外共計 38 個國家地區，並透過 Icograda、香港生產
力促進局等國際設計社團及協會共同推廣本活動，預
計吸引 15 國以上參賽，徵集 1,000 件以上國內外參
賽作品，並規劃於 11 月舉辦頒獎典禮公開表揚優勝
者，鼓勵數位內容產業創作者製作具創意性、國際性
及市場性之數位內容產品，更可促進國際設計好手交
流，使臺北市朝世界設計之都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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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小企業輔導
１、辦理「臺北市中小企業知識學苑系列課程」
為提供本市中小企業從業人員進修管道，提升產
業競爭力，本局自 93 年推動「臺北市中小企業知識
學苑系列課程」，至今已邁入第十年，藉由豐富多元
的教育訓練活動培養本市中小企業從業人員專業知
能，參與人數已達 18,984 人次。本年度開設「法規
實務」
、
「財務管理」
、
「企業管理」
、
「數位行銷」及「行
銷趨勢」等五大主題系列，共計 75 堂課程，並辦理 1
場大型趨勢論壇，自 102 年 6 月 26 日開班授課至 7
月底止，共計 1,608 人次參與。
２、辦理「臺北市中小企業商機媒合暨商品交流展示會」
為促進中小企業商機，提供創新商品發表與交流
場域，本局於 102 年 5 月 4、5 日持續與經濟部中小
企業處合作辦理「城鄉禮讚‧臺北嘉年華」活動，假
市府前廣場及周邊路段共設置 500 個展售攤位，並依
產業類型分為烘焙產業、數位生活、特色餐飲、美容
時尚、無店面零售、文創產業、養生保健休閒產業及
經濟部地方特色產業等 8 大主題專區，兩日活動共計
吸引 9 萬多人次以上造訪，民眾及廠商滿意度 8 成 5
以上，創造約 1 千 5 百萬元的營業額。
３、辦理「臺北市科技產業設計創新計畫」
為持續加乘「臺北科技走廊」之創新動能，將「設
計」導入科技產業領域，本局於臺北內湖科技園區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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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大樓建置「臺北創新實驗室(Taipei co-space)」，
作為本市設計師、數位內容及創意工作者的永續創意
基地，提供微型創業者工作空間，並提供進駐團隊陪
伴式輔導、創新育成及商機媒合等協助，亦規劃辦理
「設計思考探索營」活動及設計師發聲小型論壇各 4
場次，提供跨域人才交流場域；其中創意工作團隊於
9 月中旬完成進駐作業。

臺北創新實驗室招募新創團隊進駐
記者會

臺北創新實驗室實景

五、公用事業輔導管理
(一)天然氣供應及安全管理
１、天然瓦斯供應概況
截至 102 年 7 月底，本市天然瓦斯用戶共 65 萬
7,395 戶，普及率約為 64 %，年供氣量約 3 億 5,300
萬立方公尺。
２、實施公用天然氣事業安全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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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確保天然瓦斯設施安全及防止災害，於 102
年 7 月 11 日、17 日、8 月 2 日及 9 日邀集管線及公
安專家、消防、勞檢相關單位組成公用天然氣事業
安全查核小組，抽測陽明山、欣湖、欣欣及大台北
區瓦斯公司管線設施設置及維護情形，查核情形大
致良好，並已函請 4 家瓦斯公司依查核委員及相關
單位查核建議改進事項進行改善。
３、督導瓦斯公司維護檢測輸儲設備，確保供氣安全
為確保供氣安全，督導各瓦斯公司確實辦理每 2
年 1 次免費用戶管線設備檢查及協助宣導預防一氧
化碳中毒；102 年 1 月 2 日至 22 日派員實地督導各
天然瓦斯公司實施安全檢查工作，共抽檢 784 戶，
對於檢查不合格或應改善用戶，本局已責成瓦斯公
司當場填發改善通知單請用戶針對缺失項目確實改
善，以維公共安全。
（二）辦理桶裝液化石油氣聯合稽查
102 年 4 月 1 日至 5 月 23 日會同消防局針對本市
114 家瓦斯行及 3 家分裝場，進行桶裝液化石油氣聯合
稽查，查核成效情形如下：
102 年上半年桶裝液化石油氣灌裝量查核辦理成效表
不合格桶數
抽查桶數
合格桶數
(重量不足)
初查
651
621
30
不合格桶數
複查
抽查桶數
合格桶數
(重量不足)
(針對灌裝量
不足業者)
45
4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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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提升節能與再生能源設置成效
１、推動工商業節約能源
(１)執行工商業節能減碳法令稽查作業：102 年 6 月 7
日起針對經濟部公告 11 類指定能源用戶進行冷氣
不外洩、禁用 25 瓦特以上白熾燈泡、營業場所室
內冷氣溫度限值(26 度)之稽查作業，截至 8 月底
共查核 417 家，合格率 98.8%，不合格業者已發文
限期改善，期滿將進行複查。

執行工商業節能減碳法令稽查情形

(２)補助工商業落實節能改善：提供本市工商業換裝
高效率節能設備補助，102 年共補助 41 家(大型企
業 14 家、中小企業 27 家)，補助金額 999 萬元，
業者相對投入改善金額 6,535 萬元，預估每年節
電 508 萬度、減碳 2,724 公噸，相當於 7 座大安
森林公園碳匯量。
(３)推廣節能產品：結合節能產品製造商及本市各賣
場、3C、家電通路商約 300 餘家門市推出優惠好
17

康措施，並辦理 9 場特約商巡迴宣傳促銷，鼓勵
民眾購買節能產品，落實低碳生活。另針對通路
商推廣銷售績效進行評比，績優業者將公開表
揚，樹立業界典範。102 年 6 至 7 月共販售節能產
品 18.5 萬件，銷售金額 4.5 億元，預估每年節電
3,000 萬度，減碳 1.6 萬公噸。

推廣節能產品開跑記者會

大賣場巡迴促銷實況

２、再生能源設置運用：持續邀請專家會勘遴選本府機關
學校適宜設置再生能源設施之場所，102 年預計有文
山區公所、金華國中、信義國小等 3 個機關學校完成
99.8kW 太陽光電發電系統設置；截至 102 年 8 月底本
府共 60 個單位(22 個機關、38 所學校)設置 74 處併
聯型太陽光電發電系統，加上中央及民間單位合計本
市設置容量 2,870kW，每年發電量約 262 萬度、減碳
1,404 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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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國小設置太陽光電發電系統

市立動物園設置太陽光電發電系統

(四)溫泉資源管理
１、落實溫泉取用費徵收專款專用：102 年徵收 101 年
溫泉取用費收入總金額為 1,028 萬 4,407 元，收繳
率為 99.91％。溫泉資源管理基金除用於推動溫泉
資源管理業務外，另 102 年補助臺北市溫泉發展協
會等 4 個單位辦理溫泉資源保育、管理及促進溫泉
資源永續發展與利用之研究發展等工作，補助金額
共 140 萬元整。
２、溫泉資源多元應用－北投湯花溫泉皂：100 年首創
新北投溫泉區之湯花溫泉皂反映熱列銷售一空，
101 年除了「湯花溫泉皂」另增加「湯花泡湯粉」
品項，截至 102 年 6 月底，已創造 350 萬元產值，
並榮獲經濟部 OTOP 網站評選為「優質特色商品」。
本府另爭取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102 年至 104 年補助
1,500 萬元辦理溫泉湯花相關產業輔導推動事宜。
３、溫泉法緩衝期屆期因應：溫泉法緩衝期於 102 年 7
月 1 日屆期，本市新北投溫泉區已完成公共管線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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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由本府自來水事業處(下稱北水處)擔任溫泉取
供事業，營業中之 40 家溫泉業者已取得營業許可，
行義路及中山樓溫泉區分別由北水處及本局辦理
溫泉取供事業。本局於 8 月 22 日完成中山樓溫泉
取供事業開發許可報告書，並於 9 月 5 日召開委員
會審查。另經濟部水利署 8 月 23 日召開溫泉開發
管理推動會第 7 次會議中提案，請中央主管機關協
助本府儘速取得行義路及中山樓溫泉區溫泉水
權，俾兼顧消費者權益及業者存續，解決當地現階
段違規取用溫泉之問題，已獲水利署正面回應。
六、農業行政
(一)本市整體農業概況
目前本市農戶數為 6,253 戶，約 22,245 人，農業
用地面積約為 3221 公頃，佔全市行政區總面積 12%。
本市農作物生產面積以蔬菜類為最大宗，其次為水
稻、茶等農藝作物與果樹類。本局致力於發展「精緻
農業」
，並輔導本市 10 家農會推動行銷在地特色農業。
(二)發展精緻農業，建立地方產業特色
１、行銷在地農業，形塑特色農產品形象，針對在地特
色農產品，辦理推廣及展售系列活動，如：竹子湖
海芋季、木柵鐵觀音茶及南港包種茶優良茶比賽、
臺北市綠竹筍季、內湖草莓季、北投水稻文化及南
瓜季等活動，102 年 1 月至 7 月總計辦理農業推廣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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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活動計 21 場次，增加農民收益，成功輔導在地農
產品行銷，塑造本市特色農業形象。
２、推動本市特色農產品，建立「心系列」農特產品、
「臺
北珍情」土肉桂、
「陽明山」山藥、
「木柵」鐵觀音、
「南港」包種茶等 5 種在地特色品牌及包裝。
３、為推廣國內優質農特產品，於花博公園圓山廣場舉
辦「102 臺北花博農民市集」
，透過與全國各級農會、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合作，採「產地直銷市場」
模式提供市民平價農產品，自 102 年 3 月至 7 月底
止共辦理 18 週，參與活動人次約為 16.3 萬人、累
計農民營業收益約為新臺幣 2,500 萬元。

北投竹子湖海芋季開幕記者會

木柵鐵觀音茶頒獎活動

(三)推動有機健康農業，落實農業安全檢測
１、積極推動有機農業，成立「有機農業專業技術顧問
團隊」實地輔導農戶，102 年度累計輔導農民次數達
150 次，並即時更新「臺北市有機農業資訊網」提供
技術及產銷資訊交流。另截至 7 月底本局輔導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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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戶數達 54 戶(面積 27.34 公頃)，較 98 年(12
戶)輔導生產戶數提高 450%，其中 51 戶通過驗證進
入有機轉型期(面積 26.14 公頃)，另有 6 戶通過驗
證取得有機證書(面積 2.06 公頃)。
２、針對本市市售農畜水產品抽驗，自 102 年 1 月至 7
月底止，共辦理產銷履歷農產品抽檢 37 件，檢驗結
果合格率 100%；有機農糧(加工)產品及蔬果查驗 431
件，合格率 97.91%；CAS 優良農產品查驗 57 件，合
格率 100%。對於不合格案件已依法查處，共計罰鍰
86 萬元。
３、輔導本市各農會成立「農藥殘留生化檢測站」，自
102 年 1 月至 7 月底共抽樣（蔬果農藥殘留）2,023
件，合格率 98.87%，不合格者已要求農民延遲採收
或銷毀。
(四)執行臺北城市花園推動計畫
本計畫辦理公有閒置空地綠化，推動城市綠化與景
觀改善，並辦理綠化相關推廣課程。
１、公有閒置空地綠化改造：為加強市容綠化，由地方
單位提案申請，102 年度預計完成 30 件，截至 7
月底已進場施作 11 件，其中 6 件已完工。其餘未
施作之 19 件，待辦理地上物拆除、土地代管程序
及綠化設計協調中。
２、綠化改造點後續維護：102 年度進行綠化點巡查及
維護作業，截至 7 月底巡查次數達 3,085 次，進場
22

維護 90 批次。
３、綠化相關宣傳推廣活動
(１)開辦 102 年度「市民綠化講座」
、
「家家綠化教室」
與「建國花市植物診所」服務市民，截至 7 月底
已有 30,382 人次參與。
(２)102 年度 6-7 月舉辦 7 場次花卉推廣課程，總計參
與課程民眾計 2,303 人次。7~8 月辦理親子綠化體
驗營，總計 1,600 人次報名參加。
４、提供本市公共空間綠化苗木：102 年度菁山苗圃提
供本市公共空間綠化苗木，1-7 月累計 189 個單位
申請，配出苗木共計 67,720 株。
七、督導臺北市會展產業發展基金會營運花博公園
花博公園涵蓋圓山、美術、新生園區，面積約 40 多
公頃並有 14 座展館予以保留營運，委託財團法人臺北市
會展產業發展基金會(下稱會展基金會)接續維運。本(102)
年度會展基金會及本府持續規劃辦理各類指標性之活
動，包括「街頭藝人表演」
、
「兒童節」
、
「暑期戀夏巴士與
燈節巴士」
、
「花博星聲音」等系列活動，各項重點活動如
下：
(一)本(102)年第 3 季起，將結合 YouBike 及周邊旅宿商圈，
推行「花博公園一遊未盡」旅遊活動、「花博公園設計
月」、及年底將舉辦之「花博公園萬花節 3 大花卉展」
系列活動，展現花博公園在會展與設計產業的創新充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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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量與執行能力。
(二)各園區之營運機能亦將持續強化，包括將今年初已完成
的中山北路和民族東路口之東南區入口庭園延伸至玉
門街，使園區之入口地標整體意象更為鮮明；另結合幸
福美食商城之特色商品與夜間生活創意市集，以及花博
公園單車遊規劃連結大同區、中山區之古蹟商圈與花博
公園三大園區。
(三)園區場館參觀人次累計本(102)年度 1 至 7 月(不含臺北
燈節)參觀人數達 185 萬人次，同時，遊客與周邊居民
對花博公園之滿意度，分別皆有八成以上表達滿意與非
常滿意。本局將督導會展基金會依

貴會要求每年度總

參觀人次超過 300 萬為目標，並進一步營造及建構圓山
園區為「幸福、健康及會展」園區、美術園區為「文化、
藝術及愛戀」園區、新生園區為「文創、科技及環保教
育」園區，提昇市民文化、藝術、科技、環保等素養，
打造花博公園成為市民優質首選之綜合性休憩場域。

新一代夢想館開幕記者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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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博公園-機器人館展演實景

八、市場營運
本府管轄市場範圍包含提供農漁畜產及花卉重要來
源的 10 處批發市場、45 處傳統零售市場、8 處公有商場、
37 處超市、46 處攤販集中場及 3 處地下街，並以提供市
民優質購物環境，再造市場新風貌為首要工作重點，內
容涵蓋傳統零售市場、批發市場、攤販暨地下街、市場
新（改）建與整修工程、市集營運規劃與資產管理等，
各項業務執行情形如下：
(一)持續提升市集購物環境
１、提升傳統市集公廁品質：本(102)年度整修 4 處公廁(松
江、信維、光復、木柵市場) 已於 102 年 4 月 4 日開
工，7 月 4 日完工，提供市民更舒適之如廁環境。
２、西寧市場整修：市場 1 樓整修工程於 101 年 9 月 25
日完工，11 月 24 日辦理開幕活動；另該市場地下 1
樓整修工程於 102 年 3 月 12 日開工，全部工程預計
102 年底完工。
３、北投市場整修工程：為改善市場建物老舊情形，已編
列整修工程經費 2,660 餘萬元。本局市場處刻正規劃
採分區安置暨整修，俟 102 年底前完成攤位收回調查
後，預定於 103 年 3 月啟動整修工程。
４、環南市場改建工程：已逐年編列整修工程經費約 68
億元，目前初步設計已趨完成，未來以地上 6 層、地
下 2 層之量體形式進行規劃，分兩期施工，預計 102
年完成都市設計審議，103 年動工，所需工期約 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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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成功市場改建規劃：業於 101 年 12 月 28 日核准規劃
方向，為興建半地下化市場。102 上半年辦理說明會、
下半年將進行都市計畫用地變更、國有地非公用移交
及與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共同開發事宜。
６、大龍市場經「建築物實施耐震能力評估及補強方案」
鑑定為高氯離子混凝土建築物，建議拆除重建。評估
及規劃案於 102 年 7 月 18 日決標，將進行評估量體
規劃及計算所有權人（主要為住戶）需分擔費用等，
並辦理說明會，期能與住戶凝聚共識順利拆除重建及
安排中繼國宅入住事宜。
７、花卉批發市場遷建計畫：主體建物部分於 101 年 8 月
24 日完工；另增建大基地 4 樓停車場及小基地溫室工
程已於 102 年 4 月起陸續開工，預計 103 年 2 月完工，
103 年 3 月搬遷進駐。
８、持續推動活化淡水河-市場污水接管計畫：101 年完成
自強、華山、中研等 3 處市場污水下水道接管工程。
102 年持續推動南門、信維市場污水下水道接管工
程，以期達成改善水源污染及活化淡水河之目標，截
至目前為止接管率達 90.7％。
９、推動「臺北市臨時攤販集中場友善店家廁所推廣計
畫」：為改善夜市廁所不足的問題，補助夜市內店家
無償提供遊客如廁服務，截至 102 年 8 月底止已有寧
夏、饒河街等 10 處夜市 19 間店家參與。
１０、配合中央 102 年 5 月 17 日活禽禁宰政策，辦理「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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北市傳統市集禁止圈養、販售、宰殺活禽輔導方案」，
列管攤商 177 攤，其中補助家禽類攤商申請繳回攤位
共 35 攤，轉型販售屠體 142 攤，後續將不定期稽查。

傳統市場宣導禁宰活禽

木新市場宣導禁宰活禽

(二)活化市場資產，增進使用效能
１、本市雙連市場 2 樓規劃為國際青年旅舍，招商引進民
間業者經營，為國內首間由政府部門將公用房地轉型
活化為 City Hostel 案例，於 101 年 7 月 20 日進場
裝修，102 年 5 月 1 日取得變更使用執照，5 月 13 日
取得旅館營業登記證，並於同年 6 月 17 日舉辦雙連
市場二樓場地活化暨 YH 授證記者會，獲國際青年之
家協會授予 YH 旗幟成為會員正式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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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連市場青年旅舍 YH 授證記者會

國際青年旅舍內部實景

２、新興市場於 101 年 1 月辦理收回，1 樓最後 52 攤留置
者已於 102 年 7 月陸續離場，並自 102 年 6 月起分樓
層辦理場地整修及同步辦理招商委託經營作業。
３、新富市場 95 年 7 月 5 日經本府公告為市定古蹟，本
局市場處配合於 101 年 8 月 24 日完成收回 72 個攤
位，刻正辦理新富市場古蹟維護暨整修工程，預定 102
年 10 月底完工。後續規劃朝向「飲食博物館」的方
向規劃，以結合剝皮寮、龍山寺等周邊古蹟、景點設
置入口意象，積極推動市場觀光化，並於 102 年 7 月
10 日於新富市場辦理招商說明會，後續將評估相關建
議事項辦理招標作業。
（三）引進民間資金開發市場新風貌
１、公有江南市場 BOT 案於 99 年 5 月 31 日完成簽訂投
資契約，預定 103 年 12 月完成建物工程，本局市場
處刻正辦理建築量體暨附屬事業變更事宜。
２、公有中崙市場 BOT 案於 98 年 2 月 5 日完成簽訂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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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預訂於 105 年 4 月完成建物工程，刻正依第
三公正單位財務計畫審查意見召開協商會議。
３、私有碧湖市場 BOO 案於 102 年 5 月 24 日核定投資計
畫書，申請人於 102 年 6 月 13 日檢送多目標使用計
畫書，刻正辦理審查。
４、私有古亭市場 BOO 案於 102 年 5 月 30 日核定投資計
畫書。俟完成多目標使用計畫書審核及相關應辦程
序，後續即辦理簽約事宜。
(四) 市集促銷活動
１、
「榮濱年貨大街」與「臺北夜市打牙祭」
：102 年 2 月
2 日至 9 日辦理「榮濱年貨大街」，提供民眾採買生
鮮年貨好去處；另 102 年 5 月 9 日至 6 月 20 日辦理
「臺北夜市打牙祭」
，透過臺灣三太子代言，結合集
點活動行銷夜市，吸引消費人潮。
２、「臺北市傳統市場節」：以「傳統食尚鮮市場」為計
畫主軸，發揚傳統市場的「在地文化」、「在地食材
」
、
「在地生活」
，102 年 3 月 13 日辦理啟動記者會
，並陸續展開天下第一攤的網路票選與美食達人公
開美食評選等，成功提振傳統市場商機，吸引消費
人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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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夜市打牙祭開幕記者會

臺北市傳統市場節活動現場

３、光華數位新天地 5 周年慶活動：102 年為光華數位新
天地開幕 5 周年，為回饋廣大消費者多年來的支持
，特別規劃系列促銷活動，活動期間自 6 月 22 日至
7 月 21 日；其中開幕活動 2 天期間，吸引約 35,000
人至商場到訪，有效帶動整體商機提升約 10%。
九、商業行政
（一）公司行號登記概況
截至102年7月底本市獨資、合夥商號登記家數計
54,089家，公司登記家數計163,493家，總計217,582
家，較101年同期增加1.48%。新設立家數自97年金融
風暴後即逐年趨穩，今年1至7月新設總家數達8,749
家。
（二）提供便捷商業服務
為提升登記櫃檯服務能量，簡化登記申請作業流
程，提升服務效率，於今(102)年1月2日公司速件申
30

請項目由原34項增至56項，並於7月1日推出全國登記
機關首創的公司登記及商業登記「全功能單一服務窗
口」新措施，洽公民眾可於任一個窗口享有多種登記
服務，有效提升市民滿意度及便民服務品質。
另為落實公司(商業)登記與營業地址管理，於
100年12月1日由都市發展局、建築管理工程處及本局
商業處共同設置「營業場所審查與查詢服務櫃檯」，
提供營業場所是否符合土地使用分區管制及建築管
理相關規定之審查及諮詢服務；截至102年7月底止，
公司（商業）登記申請案經櫃檯審查服務者計1萬
7,978件

商業服務全功能單一服務窗口實景

（三）提供安全商業環境
為維護消費者及合法業者權益，健全本市商業活
動，依本市各特定行業自治條例規定，102年於暑假
期間執行電玩、資訊休閒業、第2次八大行業聯合檢
查。截至102年7月底止，本市登記有案之八大行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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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家、電子遊戲場業計11家、資訊休閒業計86家，
總計家數為251家。
（四）發掘商圈魅力，輔導發展品牌特色
透過商圈提案機制，於102年度在北門相機街商
圈、大龍峒商圈、八德商圈、天母商圈、寧夏商圈等
共5處商圈重要出入口設置入口意象，以打造本市商
圈多元豐富之意象。
另依各商圈發展狀況分級輔導，透過臺北市商店
街區服務團計畫，更新本市59處商圈基礎資料庫及提
升行動式的服務，臺北市專案管理總顧問團計畫建立
專案管理系統以建置專案之管考機制，另辦理商圈交
流及培訓課程，使商圈相互學習、提升知能，並編印
成果專刊以推廣商業輔導成效。
為形塑商圈特色，活絡商圈經濟，串連周邊人
文、節慶、地景之推廣行銷議題，辦理臺北市特色型
商圈消費拓展計畫、打造公館水岸樂活計畫、臺北市
樞紐亮點商圈升級推展計畫及臺北市商圈整體品牌
行銷計畫，102年預計輔導行銷20處以上商圈，以營
造商圈品牌，吸引更多民眾前往消費，提升商圈知名
度，促進商圈店家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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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車站華陰街商圈
-母親節寵愛媽咪系列活動

晴光/圓山商圈
-七夕情緣系列活動

（五）推廣臺北特有商品、建立產業特色品牌
為深耕並推廣臺北每個時段獨特的飲食魅力，本
(102)年度「臺北市城市代表商品推廣計畫」首度規
劃以早、午、晚3時段為主題包裝不同「食機」的代
表商品，並透過聯合行銷及展售會等系列活動帶動話
題與消費人潮，使本市在地特色商品及店家創造更高
之附加價值。

臺北食機 639 記者會活動實況

另102年度以「臺北市特色產業輔導及推廣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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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塑造臺北市成為具備設計能力與時尚風格兼具
的魅力城市，透過培育、發掘時尚設計產業人才、辦
理時尚設計人才競賽與輔導，推出動態時尚秀及靜態
時尚展示，讓時尚走進民眾日常生活，帶動設計作品
商機，展現本市時尚能量。
（六）運用商業主題推廣商業活動
舉辦包括臺北牛肉麵節、臺北潮便當、2013臺北
購物節、臺北美食展及來臺北過好年等塑造臺北商業
主題氛圍、有效帶動商機，每年皆創造億元以上消費
金額，帶動千家以上店家參與。
１、來臺北過好年：透過送禮、團圓、除舊佈新、遊逛等
四大主題行銷本市商圈，及以購物為主軸推出「臺北
新春購物月」，除有最豐富的商圈，更將結合量販店
及百貨公司優質商品及優惠，可說是食衣住行一應俱
全，另本年度將參與世貿展館舉辦之｢2014世貿年貨
大展｣，以本年度四大主題規劃，期透過代表性店家
及商品展售，強化臺北年貨城內涵，搭配創新行銷議
題吸引民眾來臺北過好年。
２、臺北購物饗宴推廣計畫：以臺北購物節為號召，透過
臺北購物卡串聯本市15處以上商圈、3,000家特色店
家、9家百貨公司、3家量販店加入購物節活動推出優
惠，並發行中、英、日文版臺北購物手冊供民眾索取。
同時搭配旅行社針對港澳、日本、大陸等地區，引進
國外觀光客，期提升購物節活動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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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臺北購物節啟動記者會

３、推動餐飲業發展計畫：「2013臺北美食展」、「2013臺
北潮便當」及「2013臺北國際牛肉麵產業行銷計畫」，
結合特色店家、市民及市政府三方之力量，以「美食」
行銷臺北，進而提升本市餐飲店家營業額及知名度。
預計於9月14日至15日於花博公園爭豔館舉行「臺北
美食展」，特邀泰國商務處一同參與展出，共計邀請
150家以上店家參與，另預計於10月26日至27日於花
博公園爭豔館舉行「便當嘉年華」
，鼓吹新便當運動，
11月9日至10日於臺北圓山花博公園舉辦「九牛奔
騰‧大開場麵嘉年華會」，給市民一個濃郁的牛肉麵
饗宴，相關餐飲業發展計畫預計將創造7萬人次以上
參觀人潮及總營業額逾千萬元。
（七）激發本市創業能量，營造優質創業環境
為激發創業能量、促成新創事業發展，創造就業
機會、提升經濟競爭力，推動「102年臺北好當家創
業投資推展及行銷計畫」，成立「臺北市創業服務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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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室」，提供綜合性的創業諮詢及創業顧問免費個案
輔導服務，自102年5月21日正式啟動至8月23日止共
受理民眾創業諮詢809件，並完成顧問個案輔導48
件，使民眾在本市創業的便利性大幅提高，並於102
年7月1日提供「臺北市創業資源網」線上創業資訊服
務，至8月23日止共5,329人次瀏覽網站。
為打造本市為「亞太創業中心」
，本年度辦理
「2013亞太創業競賽」，藉此以發掘潛力創業新秀，
樹立標竿示範，並輔以輔導及資金媒合，持續激發本
市創業能量，扶植優秀新創事業，總計99隊國內外團
隊參賽，除提供加值輔導及媒合投資優秀團隊外，進
一步提昇國內創業團隊國際觀，並向國外創業者行銷
本市的優質創業環境。

2013 亞太創業競賽
-亞太區新創事業商機媒合會

臺北市創業服務辦公室

十、動物保護與疫病防治
本市動物保護與防疫業務主要包括：提昇寵物登記及
加強對特定寵物業者等源頭管理、強化動物救援與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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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虐待查察取締等工作、健全寵物食品衛生管理，並聯
合全國動物防疫體系，執行動物疾病防治計畫，全面監測
與防治禽流感及狂犬病人畜共通傳染疾病，維護市民及動
物健康與安全。
（一）寵物登記與寵物業管理：102 年 1 月至 7 月底止，本
市家犬貓完成寵物登記數 9,923 隻，分別為犬 6311
隻、貓 3612 隻。迄今累計完成寵物登記植入晶片並
設籍本市在養犬貓計有 174,367 隻。102 年 8 月 23
日止，合法領有本市特定寵物業許可證之業者共有 50
家。另有關寵物業者反映並爭取放寬土地使用分區管
制限制至第 3 種住宅區及住宅加級地區，已由本局動
保處與本府都市發展局、環保局、警察局研議，並就
環境汙染、噪音管制等研商後續處。
（二）動物保護教育推廣工作
１、愛心犬家庭教育課程：為減少愛心犬後續認養問題衍
生，開辦「愛心犬家庭教育課程」，讓飼主學習正確
的犬隻基礎訓練，於 102 年 1 月至 8 月底止已完成 2
梯次入門課程，總計共 19 位飼主及 19 隻愛心犬參加。
２、動物保護先鋒營-小小犬隻訓練師：為幫助孩童建立
正確面對犬隻態度及對犬隻有基本的認識及互動，本
(102)年度因報名踴躍增開設 6 梯次課程。
３、「2013 臺北市狗狗友善健行日─幸福一生」活動：延
續去年繼續提倡「遛狗繫狗鍊、隨手清狗便」
、
「狗狗
健行 6 大需知」
、
「狗狗健行 6 大功能」等觀念，並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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勵民眾帶狗狗出門運動，於 102 年 7 月 6 日假花博公
園圓山長廊廣場舉辦「2013 臺北市狗狗友善健行日─
幸福一生」健行活動，現場有 900 多名飼主攜帶 1,000
隻狗狗參加，活動反應熱烈。

狗狗健行日活動實景

狗狗健行日活動海報

（三）動物保護法查察取締
１、犬貓三合一專案稽查：持續執行「提昇寵物登記、狂
犬病預防注射及犬貓絕育三合一計畫」，自 102 年 1
月至 8 月底止，於本市各大型公園、鄰里公園及週邊
道路進行稽查 31 場次，稽查宣導 236 人次，發送宣
導摺頁 104 份，分別查獲 12 件未辦理寵物登記及 11
件疑似未定期施打狂犬病預防注射，依「臺北市畜犬
管理辦法」規定辦理行政處分程序，截至 8 月底開罰
未辦理寵物登記 3 件。
２、寵物業專案稽查：為杜絕本市非法寵物繁殖、買賣業
者，依據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訂定「加強查緝非法寵物
繁殖買賣業者計畫」，持續加強查緝本市非法寵物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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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買賣情事，保障合法寵物業者及消費者權益，102
年 1 月至 8 月底止，稽查本市寵物相關業者計 117 件
次，辦理流動攤販巡查計 30 場次，查察網路無照販
犬計 85 件，查獲 2 件違法案件，並已開立行政處分，
罰鍰計新臺幣 15 萬元整。
３、受理動物保護案件：102 年 1 月至 8 月底止受理動物
保護案件計 594 件，經查違反動物保護法計 91 件，
其中依法開立勸導單計 56 件，開立行政處分計 23
件，行政罰鍰共計 43 萬 4,000 元；另涉嫌虐待動物
致重傷或死亡移送刑事偵辦案件計有 12 件。
４、動物管制與救援案件：102 年 1 月至 8 月底止受理民
眾通報動物管制案件 5,029 件、動物救援案件 3,128
件，合計 8,157 件，另捕捉遊蕩動物 1,766 隻，救援
動物 2,261 隻，合計 4,027 隻。

執行犬貓三合一稽查情形

救援跌落水溝犬隻

（四）積極推動收容動物認養
１、首創全國推行臺北市動物認養 App：為提昇收容動物
之認養率，於 101 年 9 月及 12 月分別推出臺北市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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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認養 App 之 iOS 及 Android 版本，為全國第 1 個提
供民眾以智慧型手機即時查詢動物認領養資訊之 App
軟體；自 102 年 1 月至 7 月底止，合計下載次數已超
過 6,000 次，二版本累計下載次數已達 33,941 次。
２、「幸福犬貓 VIP 認養活動」：與動物之家志工合作辦
理假日擴大認養活動，於 102 年 1 月至 7 月底止累計
辦理 69 場次，民眾共認養犬貓 580 隻。
３、「臺北市動物之家」流浪犬貓收容與認養：愛心犬貓
於 102 年 1 月至 7 月底止期間總收容數計 3,545 隻，
認領養數共 2,082 隻，認領養率 58.7％。
（五）街貓絕育回置（TNR）行動方案：
101 年 12 月 27 日公告「102 年度補助民間團體
辦理街貓絕育回置（TNR）行動方案」事項，協助民
間動保團體辦理 TNR 志工訓練。102 年 1 月至 7 月底
上計有 5 個民間動物保護團體於本市 146 個里、2 個
社區及 1 所學校推行 TNR，期間共補助執行 2,443 隻
街貓 TNR 工作，民間動保團體自費辦理 78 隻，合計
2,521 隻。另與台灣認養地圖協會、臺北市支持流浪
貓絕育計劃協會等五家執行街貓 TNR 團體免費狂犬病
疫苗，由志工誘捕 100 年及之前施作絕育手術之街貓
補打狂犬病疫苗，以提高其抗體力價，補施打疫苗之
街貓於尾根部前方以綠漆或於耳內以紅漆標示，至今
已核發 770 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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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自然生態保育工作
１、102 年 1-8 月辦理野生動物活體及產製品輸出入申請
共 180 件，保育類野生動物及其產製品之陳列、展示
7 件及研究利用 14 件共 21 件，申請保育類野生動物
及其產製品登（註）記管理共 14 件，另查緝取締 743
案，查獲違法案件計 1 件次。
２、2013 臺北自然生態保育活動：於 102 年 5 月 18 日假
臺北自來水園區與財團法人台北市七星生態保育基
金會辦理「2013 臺北自然生態保育活動」，共計 34
個保育及企業團體參加，以「水漾臺北‧滴水生命」
為主題，提倡正確用水觀念、水與生物多樣性關係、
活化淡水河成果與友善環境行為，約 4,000 人次參與。

2013 臺北自然生態保育活動現場宣導禁用捕獸夾

３、關渡自然公園及華江雁鴨自然公園棲地環境改善及維
護工作：102 年度完成改善維護華江雁鴨自然公園棲
3

地土方處理量 11,096M （鬆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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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動物疾病防治與動物藥品食品稽查管理
１、辦理家犬貓動物狂犬病疫苗施打：行政院農委會 102
年 7 月 16 日公布國內野生鼬獾檢出狂犬病毒，本局
動物保護處自 7 月 20 日起主動辦理巡迴免費注射工
作，且配合中央動物防疫策略及本府「臺北市狂犬病
疫情應變中心」之成立，積極展開各項防疫及因應作
為，主要工作成效如下：
(１)截至 8 月 26 日止，本市家犬貓在動物狂犬病疫苗
效期保護內之累計隻數達 100,566 隻，施打率達六
成。另自 7 月 20 日起已辦理山區家犬貓狂犬病巡
迴施打，至 8 月 26 日止共辦理 24 場次，為 2,243
隻家犬貓完成疫苗施打。
(２)動物狂犬病疫苗儲備採購作業，業已動支第 2 預備
金，完成採購 7 萬 5,000 劑疫苗，並於 8 月 9 日進
貨 25,000 劑，另有 5 萬劑亦可隨時調度支應，至 8
月 26 日止，現有動物狂犬病疫苗庫存量為 27,727
劑；並為提供市民完整防疫資訊，自 8 月 14 日起
於本局動物保護處官網每日更新公布本市有疫苗
之動物醫院資料。
(３)流浪犬貓疫苗施打作業，已於 102 年 8 月 2 日召開
「流浪犬貓施打狂犬病疫苗研商會議」
，並於 8 月 9
日公布推動公費疫苗補助民間動物保護團體實施
計畫（黃項圈計畫），以黃色項圈其上標示「102
年台北市狂犬病預防注射標識(序號:×××)」字樣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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掛已注射疫苗之流浪犬，街貓則於尾根部前方以綠
漆或於耳內以紅漆標示。另在校園犬貓部份，已依
教育局 102 年 8 月 14 日提供之需求訂定疫苗施打
及寵物登記實施計畫，於 8 月 16 日完成各校園犬
貓疫苗施打及辦理寵物登記。
(４)由民間動保團體志工針對已完成施打疫苗之流浪
犬隻（1,373 隻，約佔流浪犬總數 2 成 5）及街貓
（6,286 隻，約佔街貓總數 4 成）
，於 9 月底前完成
懸掛黃項圈及上漆之識別作業。

狂犬病疫苗巡迴免費注射與宣導實景

２、禽流感防疫檢驗：102 年度 1 月至 7 月委託臺灣大學
獸醫專業學院於全市設置 98 處禽流感採樣監測點，
每週派員至本市售鳥園、禽鳥戶及公園等 6 至 9 處採
集樣本送驗，採樣件數為 2,340 件，結果均為高病原
性家禽流行性感冒病毒陰性，此外針對養畜禽戶禽流
感等防疫訪查與衛教宣導計 453 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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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用生物藥品查驗封緘工作

高病原性禽流感監測採樣

３、寵物食品查核：辦理市售寵物食品衛生安全品質抽樣
監測工作，102 度抽驗市售產品計有乾飼料 67 件、罐
頭 13 件等，共計 80 件。檢測項目包括黄麴毒素、T-2
毒素、三聚氰胺及沙門氏桿菌等項，檢測結果均未檢
出前揭成分或病原。另針對罐頭含有之動物性成分抽
驗 13 件，檢測結果均符合產品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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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未來工作重點及展望
一、推動雲端產業園區開發
全球雲端運算服務市場快速成長，商機龐大，本市
資通訊基礎完善、普及率高，專業人才充沛，具有發展
雲端產業之優勢，配合「臺北市光纖網路委外建設暨營
運案」之建設營運，持續以「多核心、分階段」策略模
式，並依產業界的需求擇定其他適宜地點，繼續推動雲
端產業園區的建置，以擴大雲端創新能量，並協助各項
產業朝向雲端應用加值，提昇本市產業軟實力促進雲端
產業發展。
二、積極推動招商引資，厚植本市產業競爭力
為因應全球化的競爭與區域整合之趨勢下，除賡續
配合中央招商政策，致力推動海外招商參訪及經貿交流
活動外，更在交通網絡便捷之催化下，促使縣市資源串
連，未來將結合各縣市之產業發展利基，進行城市行銷
與產業行銷，共同推動招商工作，有助鞏固本市作為跨
國企業營運總部之優勢，及強化本市成為高科技產業研
發中心之競爭力。
三、推動設計產業發展，提升產業競爭力
配合本府爭取 2016 世界設計之都，本局將持續辦
理「創意暨設計產業發展計畫 」形塑本市創意設計聚
落，輔導「臺北設計獎」優秀原創作品及作者，媒合創
意設計商機，並運用設計協助本市各產業提高產品或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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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附加價值，活絡設計經濟。
四、強化「臺北市產業發展自治條例」獎勵補助措施
為鼓勵產業創新研發與品牌加值、促進產業創新
群聚及形塑本市成為亞太地區主要創新創業中心，將
修法提高研發補助金額及增訂品牌建立、創新育成、
創業等得申請計畫補助。
五、擴大補助工商團體及廠商參與海外展覽
鑒於國內外工商展售活動扮演著重要的經濟活動
角色，本市從事進出口之廠商家數多達 7 萬餘家，出
國參展需求高，惟多數廠商係個別參展並未參與工商
團體組團，為實質補助更多廠商出國參展，擬擴大補
助個別廠商出國參展費用，以協助廠商爭取海外訂
單，拓展貿易商機。
六、持續推動工商業節能減碳及推廣再生能源設置
以節能輔導及法令管制雙軌方式，促進能源合理及
有效使用，辦理工商業節能評估輔導、推廣再生能源之
設置及使用、落實執行「臺北市工商業節能減碳輔導管
理自治條例」查核作業及規劃設置「地熱發電示範系
統」，促進工商業節能減碳及再生能源之多元運用。
七、溫泉資源永續規劃與管理
辦理「復興公園中和街入口」及「硫磺谷西側景觀
綠地」溫泉泡腳池設置工程，本(102)年度進行申請建
照及後續工程施作發包事宜，預計 103 年第 1 季啟用。
另為成立中山樓次分區溫泉取供事業，本局已進行溫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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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供事業規劃設置，預計於 103 年底前完成。
八、推廣有機及精緻休閒農業，活化本市農地
促進農業多元發展，推廣有機及精緻休閒農業，形
塑本市特色農產品品牌形象及提升農業經濟效益；輔導
農民團體永續經營，創造農民福祉；另辦理本市公有閒
置空地綠化改造，打造城市花園。
九、活化花博公園既有空間與場館，形塑優質園區
促進農業多元發展，推廣有機及精緻休閒農業，形
塑本市特色農產品品牌形象及提升農業經濟效益；輔導
農民團體永續經營，創造農民福祉；另持續辦理本市公
有閒置空地綠化改造，打造城市花園。
十、強化市場營運輔導
持續推動傳統市集軟硬體改善計畫，營造整潔現代
化之市集環境，並透過市集促銷活動，有效活絡市場商
機。
十一、賡續改善傳統市場購物環境與傳統市集新（改）建
本市大龍、木新、成德、長春、幸安、中山市場、
中山商場等 7 處市場拆除重建及耐震補強工程：木新、
成德等 6 處不符合耐震系數，本局市場處編列 103 年
~104 年連續預算辦理耐震補強工程。
花卉批發市場遷建部分，配合大基地及該處停車場
增建工程完工時程，花卉批發市場預計於 103 年 3 月遷
入，新建之花卉批發市場係以整體規劃方式，與臺灣花
卉貿易中心合建共構，以提升批發市場使用效率，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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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產花卉行銷與促進國內花卉產業發展。
另民族魚市場結構補強工程，則依據耐震評估報告
辦理民族魚市場 AB 兩棟結構補強工程。
十二、鼓勵商圈自主營運、促進商業發展
為鼓勵商圈自我提升、自主運作及有效運用政府資
源提振地方商圈經濟，擬定「臺北市提振商圈產業商機
補助要點」，以培養商圈、產業協會自主營運能力，凝
聚店家向心力。
十三、行銷推廣特色產業，形塑臺北主題特色
為促進本市特色產業發展，將透過舉辦潛力設計師
競賽與新銳設計師評選、培育時尚設計產業人才、形塑
捷運時尚軸帶，並透過美食、牛肉麵產業之行銷推廣，
來帶動本市服飾及美食產業發展，擴大產業商機。
十四、營造動物友善城市，創造動物永續生態環境
健全完善動物管理，推廣飼主責任教育，保障寵物
食品衛生安全，推動寵物產業輔導管理，保障人與動物
健康，強化動物收容及動物救援管制作業，維護野生動
物保育與自然生態永續利用，營造友善動物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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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語

本局所轄業務廣泛，且與民眾權益息息相關，惟本局全體
同仁均戮力以赴，貫徹執行，期間承蒙各位議員女士、先生鼎
啟瑞

力支持協助， 謹藉此機會向各位議員致上最高的謝意，今後
將繼續秉持「政府用心、人民安心」的施政理念持續推動各項
市政，以打造本市成為兼具安全生活、多元文化、經濟繁榮、
生態保育、品質效率的健康城市，也請各位議員女士、先生們
持續對本局業務給予指導與鼓勵。
敬祝
召集人、副召集人、各位議員女士、先生
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大會順利成功、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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