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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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次定期大會開議，

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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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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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坡地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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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安全、方便、乾淨、生態保
育、科技及品質效率等特色的健康城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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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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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 7 月底，本市合法登記工廠計
1,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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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6 家，占 70.06％，為本市現有工業主要類別。依
行政區分布以內湖區 457 家最多，南港區 364 家居
次，合計 821 家，共占 66.42％。
２、工廠管理
截至本（100）年 7 月底，本市列管之未登記工
廠計 531 家，其中金屬製品製造業、印刷及資料儲
存媒體業合計 304 家，占 57.25％；依使用分區分
布，以住宅區 490 家最多，占 9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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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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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家經
查證已歇業或他遷不明，如未自行辦理歇業登記，
將於本（100）年 12 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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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6

家數

33

28
77

2.68%
百分比

16

2.27%

1,233

1.30%

93.75%

100%
6.25%

(二)協助產業及中小企業升級轉型
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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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年度共提供 300 餘家次專業
諮詢服務，已成功協助 75 家中小企業申請經濟部專
案補助，申獲補助款共 1 億 6,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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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99 及 100 年每年辦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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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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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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理輔導中

受理輔導中

41 家/2,900 萬元

100

２、辦理「臺北市產業發展自治條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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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年編列約 1.2 億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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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協助投資人申請獎助，特成立「臺
北市產業獎勵補助專案辦公室」
，迄今已辦理 8 場次說
明會共計 368 家次、530 人次廠商參與、發送 6,534 份
申請意向調查表，截至 8 月 15 日約有 100 家廠商表達
有意願申請，其中已受理申請 50 件，完成審議 16 件，
通過 8 件，累計獎勵補助金額約 563 萬元，本（100）
年度預計受理補助 200 家。
３、推動創意設計，活絡設計產業發展
「創意暨設計產業發展計畫」於 99 及 100 年度分
別以「臺北好設計、共居心生活」及「臺北好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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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心世紀 」為主題，辦理「臺北設計月」
、「臺北工
業設計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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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項系列活動，導入綠色設計、提升原創品牌形
象與設計力、推展創意設計、形塑創意設計聚落等，
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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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成果

100 年度成果

創意好點攝影比賽

報名參加 471 件

報名參加 716 件

臺北好設計展

參觀人數 5,000 餘人

參觀人數 8260 餘人

臺北工業設計獎競賽

報名參加 1,191 件

報名參加 1,576 件

臺北工業設計獎作品商 已創造 429 萬餘元銷 媒合洽談中
機媒合

售額

店面微型改造輔導

輔導 9 家廠商

臺北好站示範商家評選 診斷輔導 30 家廠商

輔導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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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意好點攝影比賽金獎作品-飛躍天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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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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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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策略性貸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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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塑本市成為企
業投資及青年創業的首選之都。截至今(100)年 8 月 31
日為止，各策略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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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0

99.5.1

10 億元

110

80

8,900 萬元

73%

6 億元

44

37

2,555 萬元

84%

100.4.26

1466 12 億 6,277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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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掌握 ECFA 簽署後之商機，本府於 99 年 7 月 2 日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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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陸資企業已有 63 家進駐本市，占全國 40.38
％（全國 156 家）核准投資金額為 6,460 萬美元，占全國
42.09％（全國 1 億 5,349 萬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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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在外資企業投資方面，今（100）年累計至第 2 季，
本市外資投資案有 832 件，占全國 79.09％（全國 1052
件）
，金額達 15.51 億美元，占全國 68.39％（全國 22.68
億）。
又為促進本市與亞太城市交流，活絡本市經濟，及提
升國際競爭力，本年度推動辦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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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藉由研擬本市產業招商之策
略建議及創新行動方案、赴亞太或大陸地區辦理 3 場招商
活動、3 場參展拓銷、與 8 個城市進行經貿交流、辦理 6
場次國內經貿、商機、論壇等活動，達成 10 家企業進駐
本市之目標。
（二）形塑內湖科技園區產業聚落，打造臺北科技走廊
１、擴大產業園區發展效應，提昇產業發展動能
為擴大內湖科技園區發展效應，已優先將大彎南
段工業區與內湖五期重劃區工商混合特定專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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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南港軟體工業園區第 3 期開發，預估可容納
140 家廠商、4,000 員工，目前進駐率已達 9 成 6。並
持續配合南港鐵路沿線更新發展與中研院園家生技
研究園區開發，提供產業所需支援及協助，擴大南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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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貿園區發展動能。
２、規劃建構北投士林科技園區
為延伸科技產業廊帶發展，規劃建構中的北投士
林科技園區，是繼內科及南軟後第 3 個以「科技產業
專用區」為其發展核心的產業園區，成為結合生產、
生活、生態之知識密集型園區，面積約 29.96 公頃，
預計引進生物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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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園
區是以區段徵收方式進行開發，預計於 103 年 7 月及
106 年 8 月完成第 1 期及第 2 期區段徵收並點交發還
抵價地。此外，本府規劃取得該區 T16、T17、T18 等
3 街廓之科技產業專用區用地（面積 8.4 公頃）作為
本市科技產業示範開發區用地，辦理相關招商作業，
以加速該園區發展並達成開發目標，屆時將可串聯三
大產業園區，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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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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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正進行各階段審查作業，預定於 100 年 9 月 15
7

日辦理頒獎典禮暨成果發表會。
又為提昇本市績優生技廠商國際能見度，引領企
業打進國際市場，100 年共補助新臺幣 95 萬元予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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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臺北市生技大師圓桌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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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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100 年 7 月底，本市天然瓦斯用戶共 64 萬
2,174 戶，較 99 年增加 5,410 戶，普及率約為 65 %，
年供氣量約 3 億 7,500 萬立方公尺。
２、督導瓦斯公司加強安全維護措施
為確保天然瓦斯設施安全及防止災害，邀集專家
及消防、勞檢相關單位組成公用天然氣事業安全查核
小組，抽測瓦斯公司管線設施設置及維護情形。100
年度已於 6 月份分別辦理陽明山瓦斯、欣湖天然氣、
欣欣天然氣及大台北區瓦斯公司等 4 家公司公用天然
氣事業安全查核，查核情形大致良好，並已函請 4 家
瓦斯公司依委員及相關單位查核建議改進事項進行
改善。

委員查核瓦斯公司管線搶修作業情形

委員查核瓦斯公司儲槽設備維護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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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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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維護消費者權益，100 年上半年本局會同消防
局針對本市 127 家瓦斯行及 3 家分裝場辦理桶裝液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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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辦理情形如下：
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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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初查及複查宣
導後計有 123 家瓦斯行願配合採行，比率高達 97%，
對採行定型化契約之瓦斯行名稱，已一併公布於本
局網站供用戶參考選擇。
２、灌裝量查核成效：
100 年桶裝液化石油氣灌裝量查核辦理成效表
初查(100 年 3 月 8 日至 4 月 7 日)
抽查桶數

重量不足（逾 1%）桶數

重量不足桶數百分比

143

26.05%

誤差範圍內桶數(1%以內) 誤差範圍內桶數百分比
549

136

24.77%

重量超過桶數

重量超過桶數百分比

270

49.18%

複查(100 年 6 月 17 日至 6 月 29 日)
抽查桶數

重量不足桶數

重量不足桶數百分比

249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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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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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家加油站及 8 家加氣站進行不
定期查察，100 年上半年共計不定期查察 50 家次，
皆無發現缺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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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4

99

3

100

0

取締成果
查扣各式塑膠桶 675 個(油品約 5.8
公秉)，裁罰新臺幣 300 萬並移送法
務部行政執行署強制執行。
查扣各式塑膠桶 103 個(油品約 1.25
公秉)，裁罰新臺幣 100 萬並移送法
務部行政執行署強制執行。

２、本市現有 8 家加氣站，內湖區、中山區、松山區、北
投區各 2 家。今(100)年經本府輔導設置，已完成新
增開業 2 站（北投區）
，另預計 101 年可再增設 3 站，
詳如下表。
站名
階段

土地用

籌建

建照及使

經營

地許可

許可

用執照

許可

百齡四路加氣站

ˇ（100 年開業）

溫馨加氣站

ˇ（100 年開業）

麗馳加氣站

ˇ

台和加氣站

ˇ

大直加氣站

ˇ

３、推動工商業節約能源：本府創全國之先制定「臺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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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業節能減碳輔導管理自治條例」，並於法令宣導
期已完成 700 餘家首波管制對象實地宣導作業，並舉
辦 4 場查核說明會。今(100)年 5 月起正式啟動查核
機制，截至 100 年 6 月底已查核 189 家，合格 153 家，
合格率達 8 成，針對不合格業者，已行文限期改善，
並進行後續輔導與複查作業。

現場查核作業

於查核前舉辦說明會

４、再生能源設置運用
（１）本府 100 年計有芳和國中等 12 所機關學校編列
3,691 萬元預算，預計年底前將增設至少 200 瓩
太陽光電發電系統。
（２）截至 100 年 6 月底，本市共有太陽光電發光系統
1,944 瓩參與運轉，預估每年發電量 191.6 萬
度、減碳 1,173 公噸。

大同區公所太陽光電發電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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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安區公所太陽光電發電系統

５、溫泉資源管理
(１)落實溫泉取用費徵收專款專用：100 年度徵收溫泉
取用費收入總金額為 1,020 萬 371 元整，達成率
9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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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用：於北投泉源
48 號公園內設置「溫泉泡腳園區」，開放至今每日
平均有 300 人次以上民眾入園。

泡腳池使用情形

四、農業行政
（一）本市整體農業概況
目前本市農戶數為 8,727 戶，約 35,745 人，農業用
地面積約為 3,311.33 公頃，佔全市行政區總面積 12%。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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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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在地特色農產品，辦理展售及產業季系列活動，
如：春季優良木柵鐵觀音茶及南港包種茶比賽、竹子
湖海芋季、臺北市綠竹筍季、內湖草莓季、北投水稻
文化活動等，輔導在地農產品行銷推廣工作，塑造本
市特色農業形象。

竹子湖海芋季

臺北市綠竹筍季

木柵春茶頒獎

南港春茶頒獎及展售

２、辦理農業推廣護照活動，針對本市各季節特色農產品，
設計「行動酷卡九宮格」集章抽獎活動。引導本市農業
發展兼具生產、生活、生態之三生農業，提高農業附加
價值及創造農村就業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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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推廣護照活動網站

行動酷卡九宮格

３、積極推動有機農業，99 年創立「有機農業專業技術顧
問團隊」實地輔導農戶，截至 100 年 7 月底止，投入
有機生產戶數達 66 戶，土地面積約 30.72 公頃；目
前輔導 15 戶通過有機驗證進入有機轉型期，面積約
8.48 公頃。
（三）落實農產品安全機制
１、輔導本市各農會成立「農藥殘留生化檢測站」
，100 年
截至 7 月底止，共抽樣（蔬果）1,940 件，其中有 23
件不合格，合格率 98.81%，不合格者已要求農民延遲
採收或銷毀。
２、針對本市市售農畜水產品抽驗，至 100 年 7 月止產銷
履歷農產品抽檢 114 件，合格率 98.2%；有機農糧(加
工)產品及蔬果查驗 912 件查驗，合格率 97.8%；有機
畜產品抽查 8 件，合格率 75%；CAS 優良農產品查驗 56
件，合格率 100%；水產品查驗 13 件，合格率 100%。
對於不合格案件已依法查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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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藥殘留複驗及用藥教育

市售農產品稽查

（四）推廣休閒農業
本市計有休閒農場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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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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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綠化，持續推動城市綠化與景觀改善，並辦理綠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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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推廣活動。
１、閒置空地綠化改造
至 100 年 8 月底止，完成 8 件閒置空地綠化，施
作中 4 件，設計中 21 件，合計已錄案 33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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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臺北國際花卉博覽會暨花博公園
（一）2010 臺北國際花卉博覽會
2010 臺北國際花卉博覽會已於 100 年 4 月 25 日圓
滿閉幕，花博營運 171 天，不僅創下將近 900 萬參觀
人次的佳績，更在國際上獲得「影響世界華人大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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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公共事務領域獎」
，以及加拿大花卉園藝協會(CBHS)
所評選 2011 全球最佳國際庭園觀光活動，另外，AIPH
主席 Dr.Faber 稱讚說：
「臺北花博是我過去 50 年來看
過最好、最棒的一次」
。以下說明臺北國際花卉博覽會
各項工作辦理情形：
１、參觀人數及售票情形：參觀人數達 896 萬 3,666 人次，
平均每日約 5 萬 2,419 人次，單日最高為 100 年 4 月
24 日之 18 萬 3,774 人次。
２、商業銷售：包含餐飲、花博紀念品、主題商店、花卉
及農特產品、自動販賣機等，共計 12 億 6,142 萬 9,781
元。
３、志工參與：報名人數總計 2 萬 8,230 人，服勤已超過
41 萬 3,916 班次，營運期間平均每天約 2,400 班次。
４、交通服務：為維護花博展區週邊交通秩序，佈設 161
處崗位，委請義交進行交通管制疏導勤務，計有 670
多位義交投入，並規劃五條路線之免費接駁車，總計
已行駛 48 萬 5,852 班次，共接駁 2,057 萬 4,544 人
次，平均每班次載客 42.35 人次。
５、藝文表演：設置 16 個藝術表演空間，總計演出 8,091
場次，平均每日演出約 47 場次，總參觀人次為 627
萬 2,754 人次，平均每日參觀人次為 3 萬 6,683 人次。
６、花卉植栽：花卉植栽面積 70.91 公頃，展期期間佈展
次數為 4 至 6 次，依估算結果，已使用植栽 2,706 種
類、4,538 品種及 2,376 萬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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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國際參與：共計 30 國 60 城市 92 機構參與寰宇庭園
區、國際室內花卉及洲際盃花藝等競賽；若以洲別統
計，包含亞洲 14 國、歐洲 8 國、美洲 5 國、非洲 1
國及大洋洲 2 國。
（二）花博公園
花博展場涵蓋圓山、美術、新生及大佳河濱公園
區，為使市民朋友有更多休閒活動空間，本府於花博會
後將圓山、美術、新生三個園區設置為「花博公園」，
而大佳河濱公園區因屬於行水區，恢復原河濱公園，不
納入花博公園範圍。
「花博公園」內除遠東企業贊助之流行館將依其意
願展覽及養生館歸還公園處作為辦公用途外，其餘展館
及園區將陸續整理完成後重新開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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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花博公園內各展館及園區規劃暨
營運情形如下表：
園區 性質
圓
山
公 舊館
園
區 改建

項目

營運情形

爭艷館

1. 規劃為會展中心，定期舉辦大型展覽，
並提供政府部門及民間團體租借。
2. 自 5 月 26 日起舉辦「第三屆世界廚王
臺北爭霸賽」等活動及展覽，並已排定
檔期至今年 12 月。

19

園區 性質

圓
山
公
園
區

美
術
公
園
區

項目

營運情形

真相館

歸還兒童育樂中心營運，至下半年仍以播
放「面對臺灣的真相」3D 影片為主。

文化館

歸還兒童育樂中心營運，其中 A 館為民俗
文物展示，B 館規劃展示偶戲天地，文化
館名稱取消，並於 7 月 1 日開展。

名人館

歸還兒童育樂中心營運，規劃為蒙藏文物
展示，名人館名稱取消，並於 7 月 1 日開
展。

地景花海、
精緻花卉
園藝 區、造型花 持續維護為花園綠地。
牆區、七道
彩虹等
活動 迎賓廣場、
酒泉街、玉門街維持廣場空間使用。
廣場 入口廣場
1. 供政府部門及民間團體租借，為文化活
動場地。
2. 100 年下半年已有 11 檔活動提出申請
舞蝶館
使用，如「爵士音樂節、兒童藝術節及
新建
戴佩妮佛跳牆演唱會」。
展館
3. 票價由活動策展單位制定。

舊館

風味館

由原民會接管營運，規劃為原住民手工藝
品展售中心，發展為原住民文化產業平
臺，並於 8 月 6 日開館。

美術館

會後回歸美術館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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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區 性質
改建

園藝
展示

新建
展館

項目
故事館

會後回歸故事館營運。

寰宇庭
園區

1.保留部分較耐久之庭園，如了匈牙利、
新加坡、中華民國、荷蘭、英國、日本
等 6 個國家之庭園展位。
2.其餘拆除另規劃設計為公園樣貌，並於
8 月 24 日開放民眾進入。

天使
生活館

會後將賡續營運 9 年，並負責營運維管費。

未來館

夢想館

舊館
改建

新
生
公
園
區

營運情形

1.1 樓維持目前植物展出型態
，於 8 月 1 日開館。
2.2 樓規劃「上海世博臺北館」移展，預
計 10 月 8 日開館。
原內容持續展覽，部分設施經休館維修
後，於 8 月 1 日開館。

養生館

歸還公園處為辦公處所。

花茶殿

歸還民政局持續營運，命名林安泰古厝民
俗文物館及閩式庭園，於 7 月 23 日開館。

林下花圃
花海區、怡
園藝
持續維護管理。
情園、迷宮
花園等
活動
花夢廣場 保留並持續使用為活動場地。
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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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區 性質

園藝
大 展示
佳
河
濱
公
園
活動
場地

項目

營運情形

入口建物

原地保留，因考量夏季颱風因素，屋頂盆
栽移除，並加強穩固屋頂。

大地花
海、花卉景
因屬行水區，回復為河濱公園，會後換植
觀佈置
為草地。
區、花圃競
賽區
生態劇場
(希望噴 文化局依合約拆除租賃設備並恢復為河
泉)、行動 濱公園。
巨蛋
嘉年華
保留為防汛道路、自行車道路使用。
大道
園區周邊交通連結規劃情形如下表

連結區域或項目

規劃情形

全區接駁車

花博一號線規劃為正式營運公車紅 50
線。其餘會展期間內之接駁車全數停駛，
區內、區外接駁車站體及車道將進行復舊
工程。

濱江街
圓山入口

已於 5 月 21 日恢復通車。
酒泉街、玉門街維持步行空間使用，以交
通管制方式處理。

圓山和美術園區
之間

保留中山北路人行陸橋。

美術和新生園區
之間

保留部分花之隧道，新生北路段拆除後動
線復舊，加設人行通行之交管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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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夢想及未來館門票銷售情形
「花博公園」各展館為提供民眾方便之購票途徑
及維持良好參觀品質，部分展館採預售收費管制，並
於每月第一天可於年代售票系統、全國 7-11 等超商
門市，預購下個月門票。「夢想館」每月預售第一天
之銷售即達三至四成，夢想館 8 月份門票銷售 42,584
張，銷售率達百分之百，另未來館門票銷售 32,102
張，顯示民眾相當踴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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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目的為提供市民優質購物環境，再造市場新風貌為首
要重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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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至 6 月完成 7 處
市集公廁整修(直興、幸安、木新、大龍、自強、南
門、麗山臨時攤販集中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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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年 1
至 6 月市場處所轄列管公廁清潔評分，優等及特優級
為 86.64%，共計 240 座。
２、推動傳統市集活禽屠宰減量政策：100 年度 1 至 6 月
共辦理 22 次列管活禽攤商（販）作業檢視聯合稽查，
稽查 64 處市集 206 個攤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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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臺北市傳統市場節：「好市貨!100 年臺北市傳統市場
節」以建國百年為主題，100 年 3 月 3 日盛大啟動，3
月於永春、安東等 6 處市場以各市場特色打造專屬行
銷活動，3 月 26、27 日更在臺北希望廣場辦理為期兩
天的主場活動，成功活絡傳統市場商機並建立傳統市
場之新形象，進而達到提升各公有零售市場業績之目
標。

100 年臺北市傳統市場節

100 年臺北市傳統市場節

（二）批發市場營運管理
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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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年 8 月 8 日止，施工
進度為 70.25％。
２、家禽批發市場遷建工程：建築部分業已於 99 年 8 月
底完工，機電部分已於 99 年 5 月底完工，屠宰標部
分已於 100 年 2 月 18 日完成正式驗收。另於 100 年 3
月 13 日舊場址停止使用，並於 100 年 3 月 15 日遷入
新場址營運。
（三）士林市場主體改建工程：截至 100 年 8 月 31 日止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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築標施工進度為 100%、水電標為 99.9%、空調標為
99.8%，預計 100 年 9 月完工。
（四）攤販集中場營運管理
１、士林夜市周邊路段營業秩序整頓與商圈輔導：為維持
士林市場及士林夜市周邊道路整潔與營業攤商秩
序，輔導當地攤商成立自治會以利自我管理，並由警
察局持續取締道路中間攤販，以維用路人權益。
２、協助攤販集中場硬體改善工程：為處理攤販營業廢水
問題，達成推動環保概念夜市之目的，委請本府衛工
處施作寧夏路油脂截留器，業於 99 年 11 月竣工，並
於 100 年 2 月 11 日將寧夏路夜市油脂截留器系統點
交予寧夏夜市觀光協會接管維護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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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上半年評
鑑，攤販臨時集中場前三名為中華玉器、臺北玉石文
物協會及福華廣場列管攤販集中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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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攤販集中場促銷活動：為行銷夜市獨特魅力，「夜市
好味 乎你呷百百」100 年攤販集中場促銷活動於 4
月份正式展開，自 4 月 11 日起陸續辦理「夜市福氣
人名募集活動」及記者會，且 5 月份於饒河街、雙城
街等 7 處夜市辦理促銷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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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市好味乎你呷百百」記者會

「夜市好味 乎你呷百百」活動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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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銷活動輔導 2 地下街辦理各項促銷及週年慶等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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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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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龍山寺地下街促銷活動

龍山寺地下街促銷活動

３、建成圓環商場再造：本府委託台北圓環股份有限公司
於 100 年 7 月完成「台北圓環商場未來營業規劃」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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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內容，營運方向將結合建物、地方人文及商圈特
色，預計於 9 月起陸續展開相關招商及營運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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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計至 100 年 6 月 30 日共
召開 5 次攤商說明會，期老舊市場得以嶄新面貌提
供符合市民需求之購物環境，並積極輔導攤商朝現
代化方式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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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年 4 月 10 日
完成原市場建物拆除清運事宜。
３、私有碧湖市場已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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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於 100 年 5 月 4 日
召開工作小組第 1 次會議，刻正提請審核委員會召
開會議審核。
４、私有古亭市場已於 100 年 2 月 11 日及 100 年 6 月 15
日召開審核委員會會議審核，申請人刻正依審核委
員會意見修正投資計畫書內容，俟完成修正後再提
送委員會審核。
七、商業行政
（一）本市公司行號登記概況
截至100年7月底止，本市公司行號登記家數達21萬
2,950家，較99年12月底增加7百多家；100年1至7月投資新
設立家數計8,920家，較去年同期增加2.7％，本市仍為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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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投資的首選，天下雜誌2010年公布全國經濟力排名，臺
北市排名第1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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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94年1月起迄今，開辦公司登記申請案隨到隨辦服務措
施，速件櫃檯已陸續推出包括影印最新公司登記表、證明
書、有限公司設立登記(現金岀資為限)、股份有限公司設
立登記(現金岀資為限)、停業登記、復業登記、解散登記、
公司及分公司經理人變更登記、統一編號變更、印鑑變更
核備及門牌整編等申請案隨到隨辦服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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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100)年度截至7月公司行號登記受理件數達2萬
5,750件。
（三）行銷商圈，發展城市品牌特色
透過「魅力商圈營造」、「商業價值開發」及「城市主
題行銷」策略，進行商圈、產業輔導及行銷議題推廣，達
到提高店家營業額、消費者滿意度以及城市品牌行銷三大
目標。
１、魅力商圈營造
（１）商業主軸帶輔導計畫
今(100)年 4 月前完成 8 商圈盤點共計 4,317 間
店家，將主軸帶商圈定位為到臺北必來一遊的「旗艦
商圈」，整合大龍峒、吉林路、晴光、中山北路婚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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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條通、花博徒步大道、四平及晶華欣欣共 8 處商
圈，6 月份透過現地評分及消費者票選，評選 60 家商
圈中具代表性的「旗艦店家」代表，規劃於 8 月份起
以「臺北旗艦幸福季」活動，以愛慕幸福、發現幸福、
賞味幸福三主軸串連周邊人文地產景，以不同行銷議
題推廣中山北路沿線特色商圈給民眾。7 月 23 日起聯
合商圈內 100 家以上店家響應「食在好商圈:主廚精
選 follow 米」
，各店家推出主廚推薦米食料理及各式
優惠，以推廣特色米食。
（２）樞紐商圈整合拓展計畫
以捷運、交通節點商圈定位為樞紐商圈，包含艋
舺、臺大公館、師大、八德、城內、後車站及西門町
等 7 處，6 月底前已完成盤點共計 4366 間店家，以服
飾精品、美食餐飲業為最大宗。100 年度整體行銷部
分聯合 7 商圈共 300 家以上店家以「超人氣學園 開
學大集合」添新物、集好運主題，祭出開學好店三部
曲優惠方案，包含開學前相關用具整備、開學生活用
品專賣、開學後迎新優惠活動，分三波段依商圈特性
推出主打商品，滿足學子們採購需求，於 8 月 13 日
起為期二個月舉辦。
（３）地區性商圈魅力營造輔導計畫
針對天母商圈、民權東路水族街、五分埔及貓空等單
點特色商圈，結合當地商業資源及區域特色進行輔
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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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貓空七夕情人節活動」記者會

五分埔-Taipei Fashion Friday

(４) 商圈環境加值及美化
a.商業加值型硬體建置工程：100 年度規劃以裝飾街
景為重點，如活化閒置空間等，以舒適、優質、美
學、人性為原則規劃設計，並加入減法工程概念，
協助商圈減化及解決不必要設施，達到整齊明亮，
施作商圈計有吉林路美食商圈、民權水族商圈、南
港路汽車商圈、師大商圈、西湖商圈、文昌家具街、
臺大公館商圈、條通商圈、艋舺商圈及朝陽服飾材
料街共 10 處商圈。
b.商圈綠美化工程計畫：為營造整體區域環境意象及
優適消費環境，100 年度以吉林路美食商圈、民權
水族商圈、南港路汽車商圈、臺大公館商圈及條通
商圈等 5 處施做綠美化工程，希望藉由商圈綠美化
景觀營造，型塑煥然一新的商圈景觀。同時透過閒
置空間改造再利用、建物壁面及騎樓街道沿線綠
化、植穴花台更新帶動全市店家綠化運動，培養店
家美化空間之良好習慣，以提升商圈綠意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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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商業價值開發
彰顯臺北特色產業城市意象，打造「臺北好店」品
牌，活絡產業商機。
（１）城市代表商品推廣，型塑本市品牌形象
延續 99 年度「臺北禮好」嚴選本市好禮為民
眾送禮送到心坎裡的品牌概念，以「必買的伴手
禮」為主軸，採取臺北伴手禮連鎖店聯合行銷模
式。招募鳳梨酥、茶、綠豆椪、肉乾類型之臺北
好禮名店推出臺北四大伴手禮，要讓觀光客及市
民送禮時「面面俱到、賓賓有禮」。
本年度特別以臺北永樂布業商業布料製作布
包，作為臺北好禮的共同品牌包裝，推出鳳梨酥
黃金包、茶葉紳藍包、綠豆椪白銀包、肉乾黑爵
包等限量一款四色的「絕色好禮」
，以布包色系及
設計，搭配伴手禮調性，讓民眾送禮不僅要送到
心坎裡，還要送的尊榮有禮。
（２）推動傳統產業特色轉型，推廣新興產業創新升級
辦理傳統產業如漢方食材、手工服飾、布商
業之行銷輔導計畫，促進傳統產業轉型升級，並
針對新興特色產業如生活巧手、創意生活、咖啡
等發掘並推廣產業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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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創意咖啡上市」發表會

手工服飾-準新人們甜蜜擁吻

３、串聯商圈行銷，推廣商業活動
藉由舉辦臺北國際牛肉麵節、臺北購物饗宴、臺北
國際食尚秀等串聯商圈及相關產業行銷，建立商圈整
體意象，推廣主題商業活動，創造本市新商機。

全民推好店記者會

臺北整體造型新秀設計競賽發表會

八、山坡地安全治理
本市山坡地面積約 15,004 公頃，佔全市總面積 55%，
分布於北投、士林、內湖、中山、南港、信義、大安、文
山及中正等 9 區，主要有大屯山系、七星山系、五指山系、
南港山系及二格山系等 5 大山系；本府為建構安全永續坡
32

地環境、營造優質山林休憩空間，積極推動前瞻性、預防
性、整合性的山坡地治理政策，以達成安全、健康、永續
的坡地環境。
（一）業務執行情形-山坡地安全治理
１.登山步道改善及維護工程：本(100)年度執行登山步道
之興闢改善與設施維護業務，總計步道更新改善計 28
處，新闢步道 5 條約 1.6 公里、欄杆維護長度約 1.2
公里。另選定 31 處設置 62 座流動廁所。

貴子坑親山步道增設欄杆

白鷺鷥山親山步道環境改善

２、產業道路改善及維護工程：本(100)年度產業道路改
善及維護工程截至 6 月底辦理新設道路護欄 168 公
尺、路面銑鋪 4,346 平方公尺、擋土牆改善 123 平方
公尺、排水溝加蓋 451 公尺、新設排水溝 119 公尺、
道路沿線除草處理、排水溝清淤、路樹疏伐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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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山產業道路水溝加蓋

山豬窟產業道路新設護欄

（二）森林遊憩行政
１、苗圃管理：持續進行推動民眾森林保育、節能減碳及
重視綠能的觀念，使達到永續生活之目標。
（１）培育苗木共計生產 78,090 盆，並提供本市公共
空間綠美化及造林申請案計 24,480 盆。
（２）於內雙溪自然中心石頭厝舉辦 100 年度「溫故植
新 百年情森-樂遊臺北小溪頭」市民植樹活動，
共計植樹 1,300 株。
２、環境教育推廣
（１）辦理 100 年環境教育推廣活動共計 58 場次。
（２）辦理水土保持導覽解說共計 27,825 人次。

內溝溪生態導覽解說

貴子坑水土保持導覽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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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內雙溪自然中心管理
（１）石頭厝農村建築重塑示範工程：石頭厝建築重塑
規劃為地質教室，新增地質景觀區 1 處、涼亭 1
座及入口意象 3 處。

石頭厝重塑及地質景觀區

新建涼亭

（２）內雙溪農業體驗設施及景觀改善工程：重新設計
規劃藥用植物園 12 生肖植栽區、人體藥草園區，
新增木棧道 200m、涼亭 1 座、停車場 1 處，改善
解說教室設備 1 間。

十二生肖植栽區

人體藥草園區

（三）風景區管理：提升風景區遊憩空間品質，逐年辦理環
境改善工程，並結合當地特色營造優質景觀環境，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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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纜車及親山廊道串連周邊景點或生活圈，架構臺北
市自然休閒網絡，使民眾有良好的休憩據點，本(100)
年度風景區改善情形如下表：

風景區
圓

山

仙跡岩

指

南

面積
(ha)
103.7

10.8

33.4

規劃構想

100 年度改善設施

三好十美

泥土步道改善 100 公尺、景點營造 5

圓山十景

處、導覽及解說牌更新 11 處

呂仙傳奇
仙岩八景

步道改善 36 公尺、木棧道改善 106
公尺、景點營造 9 處、導覽及解說
牌更新 12 處

三方五地

步道改善 356 公尺、景點營造 2 處、

人生指南

導覽及解說牌更新 5 處

（四）土石流潛勢溪流及溪溝集水區防災整備暨改善維護工
程：本市土石流保全住戶清冊調查（89 戶 386 人），
並建置 100 年本市土石流疏散避難計畫，辦理完成 7
場土石流防災教育宣導及 4 場土石流防災演練；另完
成勘查本市易致災集水區溪溝及 50 條土石流潛勢溪
流及清疏工作，定期辦理本市溪溝及列管之 22 座沉
砂池清疏及清淤工程。
（五）辦理本市土石流潛勢溪流及集水區溪溝改善維護工程
１、針對本市 119 處集水區易致災溪溝及 50 條土石流潛
勢溪流，完成勘查並就需改善維護地點加強辦理清疏
工作。
２、針對本市溪溝及列管之 22 座沉砂池定期辦理清疏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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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淤工程，維持沉沙池防洪功效及溪流排水通暢，以
確保民眾生民財產安全。
（六）邊坡水土保持處理與維護
１、治山防災工作：針對本市 15 處地質敏感區邊坡完成 2
次巡勘觀測工作，並提出安全性評估及改善建議，另
完成 9 處地質敏感區保全住戶防災教育宣導。

100 年度巡勘觀測作業

地質敏感區防災宣導

２、推動山坡地農業環境改善計畫：完成全市坡地農業社
區調查，篩選出 6 處改善潛力區域，並辦理 13 場座談
會及 2 場觀摩活動，建立農友意見交流平台，將分期改
善完畢。
行政區

行政里

社區發展協會

溪山里

溪山社區發展協會

菁山里

菁山社區發展協會

湖山里

草山溫泉社區發展協會

泉源里

泉源社區發展協會

內湖區

碧山里

白石湖社區發展協會

南港區

九如里

久如社區發展協會

士林區

北投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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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林區菁山里座談會

北投區泉源里座談會

（七）山坡地住宅安全管理
１、本市山坡地住宅及老舊聚落緊急水土保持處理與維護
完成本市山坡地住宅社區及老舊聚落緊急水土保持處
理與維護共 28 處。

老舊聚落周邊擋土牆改善

坡住住宅邊坡緊急搶災

２、本市列管山坡地住宅社區安全檢查：委託 7 大公會進
行山坡地住宅周邊水土保持安全檢查，總計進行 180
次檢查，針對 22 個 B 級社區輔導改善，提供諮詢服
務，並訂於 8 月份進行複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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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路面出現裂縫

擋土排樁未設排水孔造成滲水

３、本市確認順向坡安全監測：本市山坡地範圍內有計有
201 處「確認順向坡」
，其中 129 處周邊有重要保全對
象 (涵蓋 18 個住宅社區)，為加強邊坡安全預警與管
理機制，降低坡地災害發生的風險，於 99 年 11 月委
託專業公司設置順向坡監測儀器，總計完成監測點
759 處，包括傾度盤 373 個及傾斜管 386 支，現階段
順向坡監測頻率為每個月一次，至 100 年 7 月底止，
總計完成 7,520 次數據量測，皆無明顯變異。

傾度盤觀測

傾斜管觀測

４、本市山坡地人工邊坡調查建檔：為有效管理山坡地人
工邊坡及防治坡地災害的發生，分年度針對約 2 萬 5
千筆以上之人工邊坡進行調查建檔工作。100 年度預
定完成 1 萬 1 千筆，除了將人工邊坡逐一編號建檔
外，更利用系統內環境地質資料庫與歷史災害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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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現場比對，並作目視安全評估檢查，至 100 年 7
月底止，已完成約 7,181 筆人工邊坡資料建檔。

人工邊坡現場調查

人工邊坡現場調查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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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寵物新興產業輔導發展、寵物食品衛生
管理、強化動物救援管制及動物虐待查察取締任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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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月至 7 月止，本市
家犬貓完成寵物登記數 9,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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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6 隻。另截至 100 年 7 月 31 日止，
合法領有本市特定寵物業許可證之業者共有 42 家。
（二）動物保護教育推廣工作
１、動物保護先鋒營暨寵物友善社區活動：截自今(100)
年 8 月底止，共舉辦 4 梯次營隊活動，除讓民眾實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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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流浪動物救援及收容業務，並邀請專家講解動物
與人在社區住家間相處之注意事項、禮儀，並由開業
獸醫師導覽參觀本市獸醫診療機構，讓一般民眾了解
飼養寵物及動物保護之正確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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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底止已開課 4 梯次，共有 40 組飼主與犬隻參訓。

「愛心犬家庭教育課程」

「動物保護先鋒營」活動

（三）動物保護法查察取締
１、犬貓三合一稽查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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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稽查」
， 截至
本(100)年 7 月底止，於本市各大公園、鄰里公園及
週邊道路進行稽查 33 場次，出動 95 人次，稽查 86
隻犬隻，現場查獲 17 件未於現場提供狂犬病預防注
射資料，並開立 14 件未辦理寵物登記勸導單。
２、受理民眾通報動物保護案件：100 年 1 月至 7 月期間
受理動保案件計 471 件，經查違反動物保護法計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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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依法開立勸導單計 66 件，開立行政處分計 19 件，
行政罰鍰共計 23 萬 2,500 元，其中涉嫌虐待動物致
重傷或死亡移送刑事偵辦案件計有 22 件。
３、動物管制與救援案件統計：100 年 1 月至 7 月期間受
理民眾通報動物管制案件 4,808 件、動物救援案件
2,659 件，合計 7,467 件；本府依前揭通報派員進行
動物管制或動物救援工作，計捕捉遊蕩動物 2,294
隻，救援動物隻數為 1,523 隻，合計 3,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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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100 年 1 月至 7 月期
間分送至動物醫院協助認養之愛心犬貓數計有 106
隻；100 年 1 月至 7 月期間民眾透過委辦動物醫院認
養之愛心犬貓數計有 103 隻（包含之前已送至動物醫
院協助認養之犬貓數量。）
２、「臺北市動物之家」流浪犬貓收容：愛心犬貓於 100
年 1 月至 7 月期間總收容量計有 3,997 隻，認領養共
2,094 隻，認領養率 52.4％，較去年同期提升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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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工訓練，由 6 個民間動物保護團體，於本市 169 個
里、3 個社區及 1 所學校推行 TNR，截至 100 年 7 月
底止共補助執行 1,544 隻街貓之 TNR 工作，佔本市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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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補助執行 TNR 隻數之 96.5％。
（六）2011 守護華江濕地活動
為宣導生態保育觀念，本府於 100 年 2 月 26 日
假華江雁鴨自然公園舉辦「2011 守護華江濕地活
動」，藉以推動環境教育，並讓民眾瞭解候鳥遷移路
線及行為，以獲取相關生態知識及啟發保育觀念，共
吸引約 1,800 人次參與本次活動。

2011 守護華江濕地活動-賞鴨

2011 守護華江濕地活動-社群表演

（七）自然公園清疏維護
1、華江雁鴨自然公園灘地整治：100 年 8 月底前已完成
灘地整治約 1.2 公頃、低灘地清疏 1,937 立方公
尺、土方清運 3,240 立方公尺等工作，預計於今(00)
年 10 月前完成灘地整治計畫。
２、關渡自然公園清疏作業：自 8 月 18 日起進行包括
清淤、池內小島高低莖草移除、維管道路及土堤高
莖移除、地表中耕清除、地形測量等作業，預計於
100 年 10 月前已完成清疏計畫。
（八）動物疾病防治
本市養畜禽戶（豬、牛、羊、鹿、馬及家禽）有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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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共計飼養約 8,236 頭。100 年 1 月至 7 月止豬瘟預防
注射 1,585 頭次，豬口蹄疫預防注射 1,651 頭次，牛羊鹿
口蹄疫預防注射 454 頭次。
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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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年 1 月至 7 月止採樣件數為
2,196 件，養畜禽戶禽流感等防疫訪查衛教宣導 258 件。
貳、未來工作重點及展望
一、積極推動亞太經貿事務
掌握兩岸簽署 ECFA 後之商機，推動亞太經貿商機
計畫，透過招商策略暨建置專案辦公室、經貿服務團、
海外經貿招商交流活動，積極行銷本市優質投資環境、
吸引企業來台採購或設置營運據點，增加與亞太重要城
市交流合作，促進本市經濟發展。
二、籌設「臺北市產業創新交流中心」
為結合雙北兩市之產業優勢，提供大臺北科技產業
廊帶內廠商發展支援設施暨具備產業技術研發、商機交
流、人力資源培訓和資訊產銷創意等多元功能之交流平
臺，規劃於內湖科技園區內建置「臺北市產業創新交流
中心」，以培育具「研發創新」、「科技應用」之新興產
業，強化大臺北科技產業廊帶內廠商創新能量，目前規
劃於 101-102 年度進行相關開發可行性評估、先期規劃
暨招商作業等委託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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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辦理「臺北設計獎」及「創意暨設計產業發展計畫」
為配合本府爭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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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銷優質的臺北設計，並輔導設計原創者，媒合
創意設計商機，活絡設計產業之蓬勃發展。
四、落實推動「臺北市產業發展自治條例」
提升「臺北市產業獎勵補助專案辦公室」服務機
能，提供投資人相關法令諮詢、完善審查及計畫管考
機制。另為強化產業發展自治條例效益，輔導產業升
級轉型，持續主動向有創新及投資需求之產業加強宣
導，以具體落實本府獎勵美意，嘉惠本市中小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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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增設加氣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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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置溫泉保育及體驗設施，建構溫泉區新風貌
本（100）年度預計完成「硫磺谷龍鳳谷溫泉露頭
區地質景觀保育工程」。並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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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溫泉泡腳池之可行性檢進行評估，預計 100 年 12 月底
完成評估，逐步將溫泉區昇華為「溫泉園區」，建構溫
泉區新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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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推廣有機及精緻休閒農業，活化本市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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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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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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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優質商業環境，促進商業發展
持續推動簡政便民的服務措施，增進本市經濟秩
序，營造商圈活力，輔導特色產業，推動主題行銷活動，
提高商業競爭力，形塑臺北商業魅力。
十、加強坡地整體安全治理，營造親山好環境
加強整體治山防災，落實山坡地安全管理，建置本
市山坡地人工邊坡資訊系統，確保民眾生命財產安全；
建構完善優質親山環境，改善農業環境，營造都會特色
農村風貌。
十一、強化動物保護與管理，營造動物永續生態環境
推動飼主責任教育，健全寵物產業管理與發展，保
障寵物食品衛生安全；強化動物救援機制，改善動物收
容環境，提昇流浪動物認養比率，防範狂犬病、禽流感
及外來生物物種入侵，營造動物永續生態環境。
十二、成立會展基金會，推動本市會展產業發展
本府將規劃籌設「財團法人臺北市會展產業發展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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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會」，以推展會展及設計產業發展、營運管理花博公
園場館，未來更將爭取舉辦國際大型會議、展覽及賽
會，促進本市城市行銷，預計於 100 年完成法定程序，
101 年正式成立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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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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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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