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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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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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年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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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12月底共計21萬餘
家，產業結構以三級產業（服務業）為主，約占77%，二級產
業（工業）為輔，約占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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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0

0.83%

二級產業

47,965

22.46%

三級產業

163,836

76.71%

合計

213,581

100.00%

1. 批發及零售業 72,879 家
(34.12%)
2. 製造業 26,286 家(12.31%)
3. 營造業 20,314 家(9.51%)

資料來源：臺北市商業處

100年臺北市公司行號總營業額為12兆2,838億元，約占全
國總營業額之31%。其中第三級產業營業額約占全市77.9%，第
二級產業營業額約占全市22%，第一級產業營業額約占全市不
到0.1%。以產業別而言，100年營業額最高的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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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市各級產業營業額
營業額
一級產業

65 億元

二級產業

2 兆 7,076 億元

三級產業

9 兆 5,697 億元

合計

12 兆 2,838 億元

比重

前 3 大產業別

0.05% 1.批發及零售業 5 兆
2,255 億元(42.54%)
22.04% 2.製造業 1 兆 9,904 億
元(16.2%)
77.91% 3.金融及保險業 1 兆
9,842 億元(16.15%)
100.00%

資料來源：財政部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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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受歐債危機影響，依環球透視機構（GI）估計，2011
年全球經濟成長率由 2010 年 4.1％，減緩至 3.0％，2012 年續
降至 2.7％。此外，國際貨幣基金預估 2012 年全球貿易成長速
度由 2011 年 6.9％放緩為 3.8％。
我國自 100 年下半年起，亦受到歐債危機衝擊，對外出口
增幅持續縮小，民間消費趨緩，行政院主計總處預測 100 年國
內經濟成長率為 4.04％，101 年預估 3.85％。
有鑑於此，本局自 100 年 11 月起即主動拜訪本市工、商
業團體，瞭解本市企業受歐債影響程度，及需政府協助事項，
並積極宣導及辦理各項輔導措施，另配合行政院「經濟景氣因
應方案」之辦理，以協助企業因應歐債危機影響。
另我國於 99 年 6 月 29 日完成 ECFA 簽署後，貨品貿易早
收清單自 100 年 1 月 1 日起開始執行，分 2 年 3 階段降稅，100
年有 72 項貨品降為零關稅，依據經濟部國貿局統計，累計 100
年 1-12 月，早收清單內之貨品我國出口至大陸金額約為
198.53 億美元，較 99 年同期成長 9.88%， 並自 101 年 1 月 1
日起早收清單內有 94%以上（509 項）的貨品享有零關稅，提
升整體產業競爭力，後續將配合中央與中國大陸進行貨品貿易
協商、爭端解決機制及投資保障協議等，建構更完善經貿交流
平台。
此外，本局將持續強化「亞太經貿服務中心」功能，規劃
辦理國內外招商活動、籌組參展拓銷團及舉行經貿交流、論壇
等事項，推介本市投資環境，並拓展大陸、亞太及歐美等地區
市場，爭取海內外廠商投資本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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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業務執行情形
一、工商服務及管理
(一)工廠登記與管理
１、本市工廠登記概況
截至本（101）年 2 月底，本市合法登記工廠計
1,225 家，其中「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製造
業」、「印刷及資料儲存媒體複製業」、「金屬製品製
造業」
、
「機械設備製造業」
、
「電力設備製造業」
、
「電
子零組件製造業」、「食品製造業」等 7 項業別合計
857 家，約占 70％，為本市現有工業主要類別。依
行政區分布以內湖區 449 家最多，南港區 361 家居
次，合計 810 家，約占 66％。
２、工廠管理
截至本（101）年 2 月底，本市列管之未登記工
廠計 542 家，其中金屬製品製造業、印刷及資料儲
存媒體業及食品製造業合計 385 家，約占 71％；依
使用分區分布，以住宅區 492 家最多，約占 91％。
３、工廠校正暨營運調查
針對 99 年底登記之 1,233 家廠商進行普查，完
成校正 1,156 家，無法校正 77 家，其中 28 家已自
行申辦工廠歇業、26 家因停工未作業及門窗緊閉無
法查明實況等原因將留至下一次調查，其餘 23 家經
查證已歇業或他遷不明，且未自行辦理歇業登記，
已於 100 年 12 月 8 日辦理公告廢止工廠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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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年工廠校正成果統計表
無法校正工廠

校正情形

將依「工廠管理

完成校
正工廠

統計

無法查明現況

經 通 知 自 行 辦 輔導法」第 20 條
理工廠歇業

項目

總計

規定予以公告廢
止工廠登記

28

26

1,156

家數

1,233

77
2.27%

百分比

23

2.11%

93.76%

1.86%
100%

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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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年編列約 1.2 億元預算，提供勞工職業
訓練費用、房屋稅、地價稅、融資利息補貼，及研
發經費補助。另為協助投資人申請各項獎助，特成
立「臺北市產業獎勵補助專案辦公室」
，至目前共辦
理 8 場次說明會、16 場研習實務班，共計 1,000 餘
家廠商參與。
截至 101 年 2 月 29 日止共受理 255 件申請案，
召開 8 次審議委員會議，共審議 231 案，其中 100
案獲審議通過，總計核予獎勵補助金額為新臺幣 1
億 2 萬 5,000 元。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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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中央
資源。
自 97 年度起至 101 年 2 月底止共提供 480 餘家次
專業諮詢服務，協助 83 家中小企業申請經濟部專案補
助，申獲補助款共 1 億 8,000 萬餘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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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至 100 年度已補助 88 家廠
商進行研發創新，補助款共計 5,700 餘萬元。
歷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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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專

協助申請中央

業輔導

政府計畫補助

（家次）

(家數/總補助金額)

臺北市 SBIR
(家數/總補助金額)

97

135

20 家/1102 萬元

－

98

93

26 家/9513 萬元

－

99

127

29 家/5490 萬元

47 家/2,835 萬元

100

132

8 家/2339 萬元

41 家/2,90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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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推動創意設計，活絡設計產業發展
為活絡設計產業發展，自 99 年起推辦「創意暨設
計產業發展計畫」
，99 及 100 年度分別以「臺北好設計、
共居心生活」及「臺北好設計、跨越心世紀 」為主題，
計畫內容包括「臺北設計月」、「形塑特色產業聚落」
改造商家、「評選標竿示範產品或服務」選拔臺北好
店、
「臺北設計之都工作營」培育設計人才，以及創意
設計作品量產商機媒合等系列活動，以期導入綠色設
計、形塑創意設計聚落，提升本市設計之都意象。
「創意暨設計產業發展計畫」成果表
項目

99 年各界參與

創意好點攝影比賽

報名參加 471 件

報名參加 716 件

5,000 餘人

8,260 餘人

191 人

275 人

輔導 9 家廠商

輔導 18 家廠商

診斷輔導 30 家廠商

診斷輔導 50 家廠商

評選出 11 家示範商家

評選出 45 家示範商家

臺北好設計展
市民生活美學講座及論壇
店面微型改造輔導
臺北好站示範商家評選

台灣設計博覽會-共居
成果展示

100 年各界參與情形

心生活館 23 萬餘人參
觀

設計列車巡迴展 1 萬餘人
參觀、世界設計大會暨大
展臺北館工業設計獎展
區 25 萬餘人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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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設計月起跑活動

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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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協助本市青年獲取創業資金，本府與財團法人
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合作推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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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貸款，其目的除促進
本市中小企業創新升級外，並扶植本市資通訊、生物科
技、文化創意等產業發展，形塑本市成為企業投資及青
年創業的首選之都。截至今(101)年 3 月 22 日為止，各
類貸款辦理情形詳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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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用保
證額度

審理案 核准案
件數

件數

累計核准貸款

核貸

金額

率

98.3.1

20 億元

1886

1520 12 億 9,847 萬元

81%

99.5.1

10 億元

154

116 1 億 3,430 萬元

75%

100.4.26

12 億元

168

147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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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億 0185 萬元

５、辦理「臺北市中小企業品牌創新升級計畫」
賡續辦理「中小企業品牌創新升級計畫」活動，運
用各項輔導資源，協助中小企業建立推廣自有品牌，針
對文化創意產業、特色商業及餐飲業等可以凸顯台北市
的產業特色及城市品牌意象之中小企業，依整體形象、
產品設計、商品包裝、賣店形象及服務流程等面向，進
行專案輔導，並推動共同品牌「Branding Taipei 品牌
台北」
，100 年計協助 9 家廠商建立與推廣自有品牌，並
於 100 年 10 月 28 日至 10 月 31 日參展第四屆海峽兩岸
(廈門)文化產業博覽交易會，共吸引 5,000 人次以上觀
展，14 則以上大陸媒體曝光，19 家通路廠商洽談合作
事宜。
二、推展亞太經貿事務、促進科技產業發展
（一）推動亞太經貿事務積極招商引資
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 (ECFA)的簽署及本市松山
機場直航利基，有利於提升企業營運效益和促進兩岸產
業分工利益。鑒此，本府於 99 年 7 月成立「亞太經貿
服務中心」，辦理行銷招商相關業務，並透過與中央政
府、民間組織之力量、資源，合力推動招商工作，發揮
組織垂直與水平整合之功能，挹注招商新能量。100 年
更藉由執行「臺北市產業招商智庫計畫」
、
「海外經貿招
商交流活動計畫」及「辦理經貿商機論壇及參訪接待服
務計畫」，協助企業拓展商機，並提供 102 家企業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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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詢服務；與 8 家陸資企業簽署投資意向書；促成 10
家陸資企業於本市設立據點；參展拓銷金額達新臺幣
5,257 萬元，未來一年內訂單金額預計可達 1.5 億元。
100 年度本市外資投資案有 2,254 件，金額達 32.88
億美元，台商至本市投資案總計 13 件、投資金額為 3.87
億美元；另陸資企業投資本市共計 34 件，投資金額約
為 2,247 萬美元，截至 100 年底已有 15 家進駐本市。
（二）延展產業腹地、提升科技產業園區發展機能
內科、南軟是本市兩大重要科技產業聚落，依本局
99 年度調查顯示，大內科與南軟企業家數計 3,984 家，
員工人數為 136,753 人，99 年全年營達新臺幣 4.1 兆
元，另規劃建構中的北投士林科技園區，是本市繼內科
及南軟後，開發的第 3 個科技產業園區，將以結合生產、
生活、生態之知識密集型產業園區，以「科技產業專用
區」為其發展核心，面積約 29.96 公頃，預計將引進生
物科技、媒體、資訊、電子及通訊等新興科技產業，估
計可創造 35,000 人次就業人口。目前北投士林科技園
區以區段徵收方式進行開發，預計於 106 年 8 月完成區
段徵收發還抵價地，屆時將可串聯三大產業園區，形塑
本市科技產業廊帶。
（三）推動生物科技產業發展
１、辦理「台北生技獎」提供企業獎勵金與形象加值
自 93 年起率各縣市之先創辦「台北生技獎」
，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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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選拔績優生技廠商頒發獎勵金，至 99 年止已獎勵
83 家績優廠商，頒發獎勵金累計達新臺幣 3,500 萬
元。為持續獎勵績優生技廠商，賡續推辦「2011 台北
生技獎」，100 年共計受理全國各縣市 90 件參賽標
的，並於 100 年 9 月 15 日辦理頒獎典禮暨成果發表
會，頒予 10 件生技廠商暨學研單位績優標的總獎金
新台幣 540 萬元。
又為提昇本市績優生技廠商國際能見度，100 年
共補助新臺幣 85 萬元予 9 家次曾獲「台北生技獎」
之績優廠商，前往北美等地區參與國際生技展覽。
２、辦理「臺北市生技產業交流計畫」，協助產業了解國
際市場脈動，掌握產業先機
為協助生技企業掌握國際生技脈動，提升生技產
業之經營新知，引領產業發展新方向，於 100 年 7 月
21 日辦理「2011 臺北市生技大師圓桌論壇」
，邀請國
內外生技專家，針對生技產業在國際市場的佈局與優
勢機會進行與談，另亦邀請國內外領航生技產業發展
之專家學者，分享生技企業在國際生技全球佈局上的
豐碩成果與實務經驗，各界參與熱烈，共計 228 名相
關人士與會；另於 10 月下旬辦理生技經營系列交流
講座 4 場及 1 場次標竿企業參訪，共計 212 人次參與。
三、公用事業輔導管理
(一)天然氣供應及安全管理
１、本市天然瓦斯供應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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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101 年 1 月底，本市天然瓦斯用戶共 64 萬
6,676 戶，普及率約為 65 %，年供氣量約 3 億 3,500
萬立方公尺。
２、督導瓦斯公司加強安全維護措施
為加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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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期確保本市市民居家安全，於家庭瓦斯用量激增之冬
季派員會同瓦斯公司檢查人員至用戶家中實施安全
檢查。100 年 12 月及 101 年 1 月共計督檢 1,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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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收並針對缺失項目對
用戶進行安全宣導及督促用戶確實改善，以策公共安
全。

督檢瓦斯公司實施用戶安檢

３、督導完成訂定「災害防救業務計畫」並辦理災害防救
緊急應變聯合演習：4 家瓦斯公司災害防救應變聯合演習
已於 100 年 11 月 4 日辦理完竣，演習情形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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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斯公司災害防救緊急應變演練

（二）辦理桶裝液化石油氣聯合稽查暨宣導業者實施「家用
液化石油氣供氣定型化契約範本」
１、為維護消費者權益，100 年下半年配合本府勞工局勞
動檢查處辦理「臺北市液化石油氣高壓氣體跨局處
專案檢查」，成效如下表：
100 年下半年桶裝液化石油氣灌裝量查核辦理成效表
抽查桶數

合格桶數

544

540

抽查桶數

合格桶數

20

20

初查

複查
(針對灌裝量
不足業者)

不合格桶數
(重量不足)
4
不合格桶數
(重量不足)
0

２、宣導推動業者實施定型化契約：為健全交易秩序，內
政部及經濟部於 100 年 2 月 10 日會銜公告「家用液
化石油氣供氣定型化契約範本」
。經宣導本市 127 瓦
斯行計有 123 家瓦斯行願配合採行，比率高達 97%，
對願意採行定型化契約之瓦斯行，已公布於本局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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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用戶參考選擇。
（三）加強加油（氣）站安全管理及推動增設加氣站
１、持續針對本市現有 77 家加油站及 8 家加氣站進行不
定期查察，100 年下半年至 101 年 2 月底止共計不定
期查察 87 家次，均符合加油（氣）站管理規則規定。
另持續針對違反石油管理法列管地點進行不定期複
查，尚無發現有違法經營加油站業務之情事。
違法經營加油站業務取締統計表
年度

取締件數

取締成果

98

4

查扣各式塑膠桶 675 個(油品約
5.8 公秉)，裁罰新臺幣 300 萬元。

99

3

查扣各式塑膠桶 103 個(油品約
1.25 公秉)，裁罰新臺幣 100 萬元。

100

0

101 年至 2 月底

0

經本府持續列管巡查，地下油行
已無蹤跡。
經本府持續列管巡查，地下油行
已無蹤跡。

２、配合環保政策推動油氣雙燃料車，本府積極推展增設
加氣站計畫，本市現有 8 家加氣站，內湖區、中山區、
松山區、北投區各 2 家。100 年已輔導設置增設 2 站
（北投區）
，本市瓦斯車輛截至 100 年 12 月底為 7,420
輛，平均約 2 天加氣 1 次（1 天約 3,800 輛車需加氣）
，
如以每站每天至少可服務 1,200 車輛，現有 8 站至少
可提供 9,600 輛車輛加氣之服務能量，將可大幅提升
本市瓦斯車輛加氣供給之便利，預計 101 年可望增設
1 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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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推動工商業節約能源及再生能源設置運用
１、工商節能自治條例宣導與查核
100 年 5－10 月間針對用電契約容量 300kW 以上之
用電大戶進行宣導及查核作業，截至 100 年底共查核
272 家，合格率達 87%。另宣導自治條例相關規定共 102
棟商辦大樓計宣導 262 家，其中有 230 家（占 88%）落
實節能措施。
經統計本自治條例公布實施後，台電公司提供用電
資料顯示 99 年下半年至 100 年上半年本市 300kW 以上
之工商用電大戶用電量較前年度同期節電 1,558 萬度、
減碳 9,533 公噸，已具體展現節能成效。
針對不合格業者，本局已行文限期改善，並進行後
續輔導與複查作業，截至 101 年 2 月底已複查 26 家，
廠商均已改善完成

現場查核作業

２、工商業節能評估及輔導
提供本市用電契約容量 300kW 以上工商業用戶免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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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能評估輔導，針對其營業或辦公場所之電力、空調、
照明系統等進行診斷分析，提供具體節能改善建議，引
介能源技術服務業協助落實節能措施，100 年完成輔導
25 家，預估節電 430 萬度，減碳 2,632 公噸。

測試冷卻水塔溫度

調查空調主機設備

３、再生能源設置運用
（１）100 年度有芳和國中等 13 個機關學校完成 249 瓩太
陽光電發電系統之建置，預計每年可發電 24.5 萬
度，減碳 150 公噸，截至 100 年底本府共 26 個機
關及 38 所學校設置完成。
（２）101 年協助木柵動物園、麗湖國小等 6 個機關學校
編列 101 年太陽光電發電系統建造費預算約 4,000
萬元，預計 101 年可完成設置 200 瓩以上，每年可
減碳 121 公噸。
（３）為尋求本市替代能源，委託專業機構完成本市發展
地熱發電潛力地點與可應用之地熱技術評估。未來
將積極推動地熱發電系統運轉計畫，減少本市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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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化石能源的依賴，達節能減碳目的。

大同區公所太陽光電發電系統

專家實地勘查水力發電場址

（五）溫泉資源管理
１、落實溫泉取用費徵收專款專用：100 年徵收溫泉取用
費收入總金額為 1,020 萬 3,279 元整，收繳率連續 4
年達 100％，101 年度徵收溫泉取用費收入總金額預
計 1,030 萬 7,317 元，將依法於 3 月底完成徵收事宜。
２、輔導溫泉取供事業設置：配合本市溫泉區管理計畫，
輔導溫泉取供事業設立，成立「臺北市溫泉開發及經
營許可申請案審議委員會」，辦理溫泉取供事業開發
許可及經營許可審查事宜。
３、北投區泉源公園溫泉泡腳池園區：於北投泉源 48 號
公園內設置「溫泉泡腳園區」
，供民眾休憩泡腳之用，
寓教於樂。本局於 100 年 6 月針對現場泡湯民眾進行
滿意度問卷調查，統計結果顯示有 97.3%民眾感到滿
意與認同。另於 100 年 10 月辦理改善工程，11 月 1
日重新開幕，開放時間延長為週一至週六，每日平均
人數為 400 人，週六平均人數可達 500 人。
16

北投區泉源公園泡腳池

４、溫泉資源多元應用，全臺首創研發溫泉皂：為增進溫
泉資源之多元應用，促進溫泉產業發展，本局與臺北
科技大學合作將溫泉池的沈澱物，處理成溫泉湯花，
並添加於肥皂內試作溫泉皂，獲民眾熱烈迴響，其中
配 100 年臺北溫泉季活動，製成新北投溫泉區特有之
湯花溫泉皂禮盒限量 2,500 盒，於新北投溫泉區溫泉
飯店銷售，廣受民眾好評，目前已全數販售完畢。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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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2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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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銷在地農業，形塑特色農產品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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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展售及產業季系列活動，如：竹子湖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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芋季、春季優良木柵鐵觀音茶及南港包種茶比賽、臺
北市綠竹筍季、內湖草莓季、北投水稻文化活動等，
總計辦理展售活動計 55 場次，較 99 年度增加農民收
益增 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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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山」包種茶等 5 種在地特色品牌及包裝，以臺北心好
茶及臺北珍情土肉桂商品榮獲農委會百大精品。

關渡水稻文化季活動

臺北市綠竹筍季

木柵冬茶比賽

南港春茶頒獎及展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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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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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積輔導農民次數達 600 次，相
較於 98 年輔導次數(189 次)增加 217 %，同時架設「臺
北市有機農業資訊網」提供技術及產銷資訊交流。另
100 年本局輔導有機生產戶數達 52 戶(面積 24.45 公
頃)，較 98 年(12 戶)輔導生產戶數提高 333%(面積增
加 216%)，其中 33 戶通過驗證進入有機轉型期(面積
16.07 公頃)。
有機農業輔導一覽表
加入有機生

加入有機生產

通過有機驗

通過有機驗

產戶數

面積(公頃)

證戶數

證面積

98

12

7.72

-

-

99

28

11.07

12

7.72

100

12

5.66

21

8.35

總計

52

24.45

33

16.07

年度

２、針對本市市售農畜水產品抽驗，至 101 年 2 月底辦理
產銷履歷農產品抽檢 150 件，合格率 98.1%；有機農
糧(加工)產品及蔬果查驗 1,315 件，合格率 97.4%；
CAS 優良農產品查驗 75 件，合格率 100%。對於不合
格案件已依法查處，共計罰鍰 232.5 萬元，相較 99
年度裁罰總計 444 萬元已大幅下降，整體合格率亦顯
著提升。
３、輔導本市各農會成立「農藥殘留生化檢測站」
，至 101
年 2 月底共抽樣（蔬果農藥殘留）3,576 件，合格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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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8%，不合格者已要求農民延遲採收或銷毀。

有機農場輔導

臺大有機農夫市集稽查

（四）推廣休閒農業
本市計有休閒農場 10 處，農場平均規模 0.8 公頃，
每月平均消費人次約達 1,500~3,000 人。為積極推動本
市產業、休閒農業及生態保育宣導教育，於七、八月辦
理「2011 親一下台北暑期系列活動」，總計參加人次約
達 8,150 人；另持續輔導休閒農場（園）辦理體驗觀摩
研習活動，建置「E 化休閒農業查詢系統」方便民眾查
詢。

2011 親一夏台北開幕園遊會

清香休閒農場

（五）執行臺北城市花園推動計畫
本計畫除維護歷年本局綠化改造輔導成果，100
年度配合「臺北好好看系列計畫－系列六」之閒置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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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綠化，持續推動城市綠化與景觀改善，並辦理綠化
相關推廣活動。
１、閒置空地綠化改造
100 年度接受 39 件綠化改造輔導案，已完成 20 案，
其餘 19 案辦理中。
２、綠化改造點後續維護
針對歷年綠化改造點進行綠美化設施調整，卸除
花博宣傳用之裝置，保留綠化部分。有 250 處仍由本
局持續巡查及維護，部分地點則交回原權管單位管
理。
３、綠化相關宣傳推廣活動
（１）開辦「市民綠化講座」
、
「建國花市植物診所」服
務市民。並舉辦「暑期親子綠化體驗營」
、
「綠牆
與綠屋頂節能實務技術產官學研討會」以及「社
區綠美化競賽」。
（２）辦理綠化志工培訓，提供社區綠化志工綠化諮詢
及現場綠美化輔導，本年度輔導社區達 100 處。
（３）辦理「綠化療癒」服務本市安養中心老人 360 人
次。
五、花博公園暨會展產業發展基金會
（一）花博公園
「2010 臺北國際花卉博覽會」是臺灣第一次獲得國際
授權舉辦的世界級博覽會，在民眾的熱情參與及支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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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 171 天創下 896 萬 3,666 參觀人次的佳績，在國際上
獲得多項肯定，其中 AIPH 會長 Dr. Faber 更曾對外表示，
臺北花博會是 AIPH 舉辦花博 50 年以來，最嶄新、革新、
最有創意的一次，並認為臺北花博為未來 10 年的花博立下
了一個最好的典範。
為延續花博的成果，並應市民的期待、參考國際經驗，
本府將圓山、美術、新生公園劃為花博公園，面積 40 多公
頃、保留 13 座展館繼續營運，提供市民優質之休憩場所，
其中部分展館為維持良好參觀秩序及觀賞品質，酌採收費
管制外，園區戶外空間免費開放。
各展館自 100 年 5 月底起陸續開放，截至 101 年 2 月
底止，總參觀人次共 386 萬多人次，平均每月近 44 多萬人
次。
（二）會展產業發展基金會
為傳承花博的經驗及肩負花博公園營運重任，設置「臺
北市會展產業發展基金會」(以下簡稱會展基金會)經營花
博公園，並協助本市推展包括會展與設計產業、爭取國際
性設計產業相關活動(如設計之都) 、大型國際賽會(世大
運…)在本市舉辦等；會展基金會 101 年預算業於 100 年 12
月 28 日經市議會審議通過，並於 101 年 1 月 1 日對外公告
成立，人員任用委託勞工局就業服務處辦理公開甄試，自
101 年 3 月 1 起花博公園由會展基金會負責管理。
未來會展基金會將以「花博公園未來 3 年每年 300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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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次」及「第一代夢想館繼續活化策展」等為營運目標，
提供市民更優質的休閒空間，讓「美麗的力量」繼續在臺
北的土地上滋長。
六、市場營運
本府管轄市場範圍主要包含提供農漁畜產及花卉重要來
源的 10 處批發市場、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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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工作目的以提供
市民優質購物環境，再造市場新風貌為首要重點，其內容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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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各項業務
執行情形如下：
（一）傳統零售市場營運管理
１、提升傳統市集公廁品質：100 年度 7 至 12 月完成 3
處市集 57 座公廁整修(吉利、東門、士東)，藉由公
廁整修工程改善老舊公廁，提供市民更舒適之購物環
境，另市場處所轄列管公廁清潔評分，優等及特優級
為 50.07%，共計 375 座。
２、推動傳統市集活禽屠宰減量政策：100 年度 7 至 12
月共辦理 22 次列管活禽攤商（販）作業檢視聯合稽
查，稽查 70 場次市集、210 個攤位。
３、光華數位新天地 3 周年慶：光華數位新天地於 100 年
7 月 16 日辦理 3 周年慶開幕儀式，7 月 16 日至 8 月
28 日藉由周年慶活動搭配暑假檔期，吸引消費民眾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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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光華慶祝 3 歲生日。

光華數位新天地 3 周年慶

４、士林市場搬遷：士林市場自 100 年 12 月 15 日起自舊
址搬遷至新址，12 月 25 日完成進駐，完工後的士林
市場，地上一樓白天作為傳統市場，夜間作為夜市百
貨，地下一樓則提供夜市美食，本局將持續輔導，以
帶給消費者現代化管理之全國性示範級國際觀光市
場。

士林市場新風貌

５、雙連市場新亮點－青年旅館：本市雙連市場 2 樓規劃
為國際青年旅館，業於 100 年 12 月 15 日完成公開招
標作業，預計於 101 年 12 月底開始營運，本府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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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也配合進行 B1、1F 攤位整併作業，收回 111 個攤
位，騰餘後之地下 1 樓空間作為機車停車位、1 樓空
間再行規劃與青年旅館連結使用。
（二）花卉批發市場遷建計畫：小基地部分業於 99 年 9 月
28 日完工；大基地部分截至 101 年 2 月 29 日止，施
工進度為 88.20％。
（三）攤販集中場營運管理
１、士林夜市周邊路段營業秩序整頓：配合士林市場搬遷
開幕，為維持該市場周邊道路整潔與交通秩序，邀集
本府各局處研商整頓原則，並由警察局持續維持士林
市場周邊道路全天候淨空、大東路及大東路 15 巷早
市淨空及取締夜市道路中間攤販，以維用路人權益。
２、辦理夜市景觀改造計畫與推動「臺北市臨時攤販集中
場友善店家廁所推廣計畫」
：100 年完成寧夏夜市、華
西街夜市及饒河街夜市改造計畫，改造重點為設置導
引指示標誌、編印華西街夜市及饒河街夜市 DM、製作
寧夏夜市攤招與工作服，以有效行銷地區性夜市特色
並吸引人潮。另為解決夜市廁所不足的問題，於 101
年度推動試辦「臺北市臨時攤販集中場友善店家廁所
推廣計畫」，已募集 4 處夜間攤販集中場共計 8 間店
家參與計畫，未來仍將持續鼓勵攤販集中場周邊店家
參與，以提供良好的友善購物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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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西街改造前

華西街改造後（公共設施指引標誌）

設計製作統一工作服

製作雙語文宣品

３、建立市集考評機制：完成「臺北市公有市場暨列管攤
販集中場營業秩序維護評鑑計畫」100 年度下半年評
鑑，攤販臨時集中場前三名為中華玉器、臺北玉石文
物協會及華西街列管攤販集中場。另攤販集中場外流
動攤販密集度大多屬優等級以上，僅東門外列管攤販
集中場列加強級，後續由相關單位依評鑑結果進行改
善。
４、市集行銷活動：為整合本市夜市旅遊資源與資訊，並
配合觀光旅遊業務對外宣導，於 100 年 9 月出版臺北
市夜市導覽手冊(含中、英、日、韓版本)計 5,500 冊。
另 100 年 9 月 24 日辦理大龍夜市促銷活動，推出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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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限量美食套餐福袋，吸引民眾熱情參與；101 年 1
月 14 日至 22 日辦理「2012 濱江年貨大街」，提供民
眾農曆春節前採買生鮮年貨的好去處。
（五）提升地下街及建成圓環商場營運績效
１、辦理地下街行銷活動：輔導台北及站前地下街舉辦促
銷活動，以提升地下街之集客力，增加商家營業額。
２、龍山寺地下街活化：100 年 6 至 9 月份於龍山寺地下
街商場與 B1、B2 業者共同舉辦推廣活動，結合 2 階
段集點摸彩抽獎及 4 場次主題活動，吸引人潮活絡商
場商機。
３、建成圓環商場再造：本府委託台北圓環股份有限公司
已於 101 年 3 月 6 日提送「2012 年營運計劃書」草案
予本局市場處，並已請該公司就相關內容儘速修正後
提送正式計畫書至本局市場處進行審核；後續營運方
向將結合建物、地方人文及商圈特色，預計於 4 月起
陸續展開相關營運作業。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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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與江南開發
聯盟完成投資契約簽訂，並於 100 年 11 月 30 日完
成辦理攤商臨時安置，於 101 年 2 月底進行動工拆
除作業，101 年 3 月 1 日召開第 9 次攤商說明會，確
認改建後市場圖面，並需再行檢討無障礙廁所空間
設置。投資人甲山林公司刻正辦理圖面修正事宜並
經本局市場處審查後，再行辦理建築執照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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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公有中崙市場 BOT 案於 99 年 12 月 1 日簽訂設定地
上權契約及辦理地上權設定事宜，並於 100 年 4 月
10 日完成原市場建物拆除清運事宜，投資人馥霖公
司刻正辦理建築配置圖面修正事宜，其後取得攤

商大會同意後辦理後續事宜。
３、私有碧湖市場案已於 100 年 2 月 18 日於本府及工程
會網站公告申請投資開發訊息，業於 10 月 11 日第 2
次審核會議通過，案俟核定投資計畫書及投資契約
後，即可進行議約及簽約程序。
４、私有古亭市場案已於 100 年 6 月 15 日召開第 2 次審
核委員會會議審核，申請人已依審核委員會意見修
正投資計畫書內容，並於 3 月 5 日召開審核委員會
議通過，案俟核定投資計畫書及投資契約後，再辦
理議約及簽約程序。
七、商業行政
（一）本市公司行號登記概況
截至101年2月底止，本市公司行號登記家數達21萬
3,518家，較100年6月底增加5百多家，主要產業別為批發
及零售業(占34％)、製造業(占12％)及營造業(占10％)；
另依天下雜誌2010年公布全國經濟力排名，臺北市排名第1
名，本市仍為企業投資的首選。
（二）簡化登記作業行政程序
為落實簡政便民服務宗旨，增進為民服務行政效能，
28

自94年1月迄今，開辦公司登記申請案隨到隨辦服務措施。
另商業登記案件審理則全面以「隨到隨辦，立等可取」為
目標，於完成收件後30分鐘內完成准駁，大幅降低民眾申
辦案件時間成本，截至101年2月底止，公司行號登記受理
件數達2萬2,560件。
(三) 設置「營業場所審查與查詢服務櫃檯」
為落實商業營業地址管理，以減少新設商號不符土地
使用分區管制及建築物使用用途之情事，本局商業處於100
年12月1日設置「營業場所審查與查詢服務櫃檯」，由都市
發展局、建築管理工程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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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年2月底止，公司行號申請案需審查者計6,315件，經櫃檯
審查服務者計4,250件，接受服務比率67.3%。
（四）發掘商圈魅力，輔導發展品牌特色
以「輔導」形塑商圈魅力，以「主題」串聯商圈整合
行銷，推動優質商圈選拔機制並依需求改善基礎設施以美
化商圈環境景觀，共計推動43處商圈綠美化及景觀設施建
置、20處以上商圈輔導、超過2萬家店家參與，帶動整體商
圈業務營收成長約2成。
（五）開發臺北伴手禮、建立特色產業品牌
舉辦包括中秋好禮名店展售會及鳳梨酥大賽，成功帶
動糕餅業產值，建立本市特色產業品牌，並以鳳梨酥、茶、
肉乾、綠豆椪四大臺北名品結合永樂市場布藝，開發專屬
臺北意象之「臺北禮好」名品，成為遊客來臺北必買的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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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禮。

中秋好禮名店展售會

（六）運用商業主題推廣商業活動
舉辦包括臺北牛肉麵節、臺北購物饗宴、臺北國際食
尚秀、來臺北過好年及臺北米食大賞等塑造臺北商業主題
氛圍、有效帶動商機並進行各項市政行銷，每年皆創造億
元以上消費金額，帶動千家以上店家參與。

臺北國際食尚秀

臺北購物饗宴

第一屆臺北米食大賞

臺北國際牛肉麵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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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動物保護與疫病防治
動物保護業務主要任務包括提昇寵物登記及強化寵物繁
殖買賣業等源頭管理、強化動物救援管制及動物虐待查察取締
任務、寵物食品衛生管理、寵物新興產業輔導發展，並聯合全
國動物防疫體系，執行動物疾病防治計畫，定期監測與防治禽
流感及狂犬病等人畜共通傳染疾病，維護市民及動物健康與安
全。
（一）寵物登記與寵物業管理：100 年 7 至 12 月止，本市家
犬貓完成寵物登記數 8,357 隻，登記數量持續居全國
首位。歷年登記數量扣除已登記死亡之寵物，在養數
量仍有 18 萬 8,361 隻。截至 101 年 2 月底止，合法
領有本市特定寵物業許可證之業者共有 48 家。
（二）動物保護教育推廣工作
１、飼主責任教育推廣計畫：100 年 7 月至 12 月止，建置
「飼主責任教育推廣計畫」專屬網站，編纂「飼主責
任教育-貓貓篇」教材，並舉辦「飼主責任教育」種
子教師研習營 4 梯次，期將生命教育帶入校園。
２、愛心犬家庭教育課程：為減少愛心犬後續認養問題的
衍生，動保處開辦「愛心犬家庭教育課程」，使飼主
可學習了解正確的訓練犬隻基礎方法，截至 100 年 12
月底止開課 7 梯次，計 64 組飼主與犬隻參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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飼主責任教育種子教師研習營

「動物保護先鋒營」活動

（三）動物保護法查察取締
１、犬貓三合一專案稽查：為持續推動「提昇寵物登記、
狂犬病預防注射及犬貓絕育三合一計畫」，100 年 7
月至 12 月底止，於本市各大公園、鄰里公園及週邊
道路進行稽查 46 場次，稽查 108 隻犬隻，開立 38 件
未辦理寵物登記勸導單。
２、寵物業專案稽查：為杜絕非法寵物繁殖、買賣業者過
度飼養繁殖及虐待動物，並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訂
定之「加強查緝非法寵物繁殖買賣業者計畫」，加強
查緝本市非法寵物繁殖、買賣情事，保障合法寵物業
者及消費者權益，100 年度稽查本市寵物相關業者計
312 家，查察網路無照販犬計 75 件，取締流動攤販非
法販犬計 25 件。
３、受理民眾通報動物保護案件：100 年 7 月至 12 月期間
受理通報案件計 554 件，經查違反動物保護法計 153
件，依法開立勸導單計 103 件，開立行政處分計 37
件，行政罰鍰共計 80 萬 4,000 元，其中涉嫌虐待動
32

物致重傷或死亡移送刑事偵辦案件計有 13 件。
４、動物管制與救援案件統計：100 年 7 月至 12 月期間受
理民眾通報動物管制案件 4,631 件、動物救援案件
2,407 件，合計 7,038 件，另捕捉遊蕩動物 1,898 隻，
救援動物隻數為 1,490 隻，合計 3,388 隻。
（四）動物收容與教育宣導
１、委託動物醫院辦理流浪犬貓認養活動：委託本市 11
家動物醫院協助推廣認養，100 年 7 月至 12 月期間民
眾透過委辦動物醫院認養之愛心犬貓數計有 156 隻。
２、為積極提升收容犬貓之認養率，每週日於臺北市動物
之家辦理「幸福犬貓 VIP 認養活動」，100 年度計辦
理 41 場次，認養犬貓計 804 隻。
３、「臺北市動物之家」流浪犬貓收容：愛心犬貓於 100
年 7 月至 12 月期間總收容量計有 3,402 隻，認領養
共 1,915 隻，認領養率 56.3％。

幸福犬貓 VIP 認養活動

社群網站推廣收容動物認養

（五）街貓絕育回置（TNR）行動方案
99 年 12 月 22 日公告辦理「100 年度補助民間團
體辦理街貓絕育回置（TNR）行動方案」事項，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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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工訓練，由 6 個民間動物保護團體，於本市 186 個
里、3 個社區及 1 所學校推行 TNR，至 100 年 12 月底
止，計補助執行 2,595 隻街貓 TNR 工作，民間動保團
體自費辦理 1,901 隻，合計 4,496 隻。
（六）自然生態保育工作
１、關渡自然公園於 100 年 9 月 20 日榮獲行政院環境保
護署認證為全國第 1 處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讓關渡自
然公園長年推動環境教育之歷程邁向新的里程碑。
２、2011 年臺北國際賞鳥博覽會：於 100 年 11 月 5、6
日分別假「關渡自然公園」、「芝山文化生態綠園」、
「紅樹林展示館」舉辦，吸引國內外保育人士及民眾
約 11,000 人參與盛會。
３、2011 臺北華江雁鴨季：為發掘屬於萬華的傳統人文歷
史文化與產業活動，100 年 12 月 10 日假華江雁鴨自
然公園舉辦「2011 臺北華江雁鴨季」
，藉由生態展示、
解說與活動，讓民眾一同參與華江溼地的經營管理，
參與人數約 1,500 人。
４、入侵外來種防治：100 年 7 月至 12 月間解除 5 處紅火
蟻發生地點之列管監控工作；同期間新增之紅火蟻發
生地點 4 處，均已完成防治作業，並持續列管監控 6
個月以上，後續無再發生時始解除列管。另於 100 年
10 月完成本市士林區社子島河灘地之入侵外來種互
花米草清除工作，面積達 450 平方公尺，後續將持續
監控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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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臺北國際賞鳥博覽會

清除外來入侵種-互花米草

（七）動物疾病防治
本市養畜禽戶（豬、牛、羊、鹿、馬及家禽）有 89
戶，共計飼養約 8,174 頭。100 年 7 月至 12 月間完成豬瘟
預防注射 1,813 頭次，豬口蹄疫預防注射 1,956 頭次，牛
羊鹿口蹄疫預防注射 416 頭次。
另於 100 年度委託臺灣大學獸醫專業學院於全市設置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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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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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 件次。

和平西路鳥街採集禽鳥檢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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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家犬施打狂犬病疫苗

貳、未來工作重點及展望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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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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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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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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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籌設「臺北市產業創新交流中心」
為提供本市業者具「異業合作、跨域育成」氛圍之
產業技術研發、商機交流及人力資源培訓等多元功能之
交流平臺，將積極運用內湖花卉批發市場旁 1.7 公頃之
市有土地規劃建置「臺北市產業創新交流中心」，並引
進具備「研發創新」
、
「科技應用」的生技、資通訊、數
位內容等產業，以激發產業創新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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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將「臺北工業設計獎」提升為「臺北設計獎」
，
擴大國際參與，輔導設計原創作品及作者，媒合創意
設計商機，且落實設計深化，運用設計協助本市各產
業提高產品或服務附加價值。
四、擴大「臺北市產業發展自治條例」獎勵補助誘因
為強化產業發展政策工具之彈性與多樣性，以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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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招商引資並優先照顧本市中小企業，除強化行銷「臺
北市產業發展自治條例」
，並研擬擴大獎勵補貼項目，
增訂勞工薪資補貼條款，鼓勵企業進用本市勞工，增
加就業機會，另增訂承租「私有」房地亦給與租金補
貼條款，以符合公平性原則，此外，將外國公司得為
獎勵補貼對象予以明確化，以吸引外資投資。
五、持續推動工商業節能減碳及推廣再生能源之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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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設置溫泉保育體驗設施及促進溫泉多元運用，建構溫泉
區新風貌
因應地方對溫泉體驗設施的需求，針對北投公園、
復興公園及硫磺谷等地點設置溫泉泡腳池進行規劃設
計，設置溫泉保育及體驗設施，擴大溫泉湯花相關產品
之研發行銷，促進溫泉資源多元應用，建構溫泉區新風
貌。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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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持續辦理本市綠
美化改造，預定今(101)年完成 30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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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強化市場營運輔導
持續推動傳統市集軟硬體改善計畫，改善傳統市場
及攤販集中場購物環境，全面營造整潔現代化之市集環
境，並透過軟體方面經營管理之輔導，提升傳統市集營
運績效，滿足民眾消費需求。
九、賡續推動花卉批發市場遷建及魚類批發市場設備更新
配合花卉批發市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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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遷入，新建之花
卉批發市場係以整體規劃方式，與臺灣國際花卉貿易中
心合建共構，以提升批發市場使用效率，推動國產花卉
行銷與提振國內花卉產業績效。另魚類批發市場部分，
將陸續辦理萬大路和民族魚市場內電梯更新及萬大路
地坪整修，並於 101 年度爭取到漁業署補助 2,000 萬元
於民族魚市場更新全場冷凍庫設備。
十、持續推動快捷便民的商業登記服務
除延續以往登記業務精進之作法外，將利用參加金
檔獎機會全面改造「檔案管理」的機能性，進而搭配「登
記櫃檯 Easy Go」的創新優質服務，創造招商的新紀元。
十一、推展臺北美食產業
因應臺北美食之重要性，加速美食產業化及豐富城
市內涵與生活，規劃「臺北美食饗宴推廣計畫」
、
「臺北
愛米食商品推廣及行銷計畫」及「臺北國際牛肉麵產業
行銷計畫」，提升臺北美食新文化。
38

十二、賡續深耕商業輔導行動
賡續深耕商圈及產業輔導，並強化地方自主管理提
案機制，以帶動本市商業發展動能，形塑優質商業環境。
十三、營造動物友善城市，創造動物永續生態環境
強化流浪動物管制與救援機制，落實動物保護案件
通報機制，並完成「臺北巿動物保護自治條例」修訂；
改善動物收容環境，防範重大人畜共通傳染病入侵，維
護本市自然生態保育與永續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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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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長、副議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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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