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海洋事務
一、海洋行政事務
(一)辦理海上油污染防治緊急應變演習
本府海洋局與台灣國際造船股份有限公司於 96 年 9 月 28 日合辦「海上
油污染防治緊急應變演習」，演練貨櫃輪油艙破裂進水，艙內燃油外洩
，台船公司執行該輪緊急進塢處理油污染防治及維修作為，並加入海洋
毒化災應變程序。
(二)辦理高雄市轄海域環境背景監測
依「海洋污染防治法」辦理全年四季市轄海域環境監測，每季執行海域
環境採樣作業 1 次，全年共 4 次。96 年 7 月至 12 月計辦理 2 季海域監
測，範圍涵蓋本市港內、港外海域共 16 個監測站，監測類別項目有水質
、水文及生態等。
(三)執行市轄海域環境稽查計畫
本府海洋局建擘海、空、陸域 3 度空間海污監測稽查機制，96 年 7 月至
12 月計執行海污空域稽查 6 次、海域稽查 27 次、陸域稽查 35 次。
(四)舉辦海洋污染防治體驗營
於 96 年 9 月辦理「海洋污染防治體驗營」計 2 梯次活動，培訓 240 名市
轄小學學童組成「海污防治小尖兵」。
(五)擴大海污防治展示室元素及建置海污宣導光廊
為呈現海洋局對於海洋污染防治的應變能量及重大海洋污染應變實錄，
設置『海污防治展示室及海污宣導光廊』迄 96 年 12 月底已逾 2,000 人
次以上參訪。
(六)辦理『2007 海洋體驗營暨環港觀光船推廣』─推廣全民海洋污染防治教
育宣導
本項海洋體驗營暨環港觀光船推廣活動辦理 8 梯次 1,008 人次以上參加
，宣導主題為本局「海洋污染防治展示室」、「漁業文化館」及「水族
展示區」，使環港觀光船推廣結合漁業及海污防治意念。
(七)辦理『清淨家園、碧海藍天─彩繪漁港、任我塗鴉活動』─結合民眾維
護及美化港區環境清潔
依行政院環保署「清淨家園」政策，於 96 年 8 月辦理彩繪前鎮漁港，深
耕海洋文化教育。
(八)以『海洋污染防治』為主題之燈箱廣告宣導市民海污防治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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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高雄市 5 處重要街道據點，製作並租用以『海洋污染防治』為宣導主
題之燈箱廣告，同時將『2009 世運在高雄』之 LOGO 置入行銷，讓全體
市民感受市府團隊對於海污防治的用心及對 2009 世運在高雄的全力整
備。
(九)榮獲第八屆行政院經建會『銀斧獎』
本府海洋局以『降低海洋除污成本及提升海水品質工作圈』獲得行政院
經濟建設委員會「第八屆法制再造工作圈─金斧獎」評選為『銀斧獎』
，此工作圈運作過程最大節省油污清除費用達新台幣 1,335 萬元，最大
節省油污清除人力近 1 萬人次。

二、海洋產業輔導
(一)辦理 2007 高雄遊艇暨戶外休閒產業展
於 96 年 11 月 8 日至 11 日於本市光榮碼頭辦理，內容包括遊艇實體船展
、遊艇船舶五金設備家俱展示、遊艇人才媒合、遊艇船舶模型造型比賽
及展示、遊艇船舶設計技術展示、水上活動器具及戶外休閒用品產業展
示，以及獨木舟及風浪板動態體驗，展示活動期間共有 85 家廠商參展，
約有 6 萬人次參觀。
(二)超低溫鮪魚推廣行銷
為協助本市超低溫鮪魚業者行銷推廣國內市場，辦理超低溫推廣行銷活
動，內容包括：
1.96 年 10 月 29 日假本府勞工局針對餐廳飯店業者、餐飲觀光公會等會
員、高雄市公辦公營學校營養師等辦理超低溫鮪魚講習會。
2. 96 年 11 月 8 日假光榮碼頭「2007 高雄遊艇暨戶外休閒產業展」辦理
超低溫鮪魚講習會，並邀請餐廳飯店等共同辦理超低溫鮪魚創意料理
發表，以及邀請現場民眾品嚐超低溫鮪魚料理及生魚片。
3.96 年 11 月 8 日至 11 日配合高雄工商展覽中心「2007 年高雄食品展」
，辦理「2007 年高雄超低溫鮪魚推廣行銷活動」，活動內容有超低溫
鮪魚業者產品介紹、促銷品嚐超低溫鮪魚產業知識展示等項目。約有
58,000 人次參觀食品展。
4.製作超低溫鮪魚護照 1 萬 2,000 本（包括介紹超低溫鮪魚特色優點、
販售點資訊、超低溫鮪魚產業相關知識等），以配合活動行銷宣傳。
5.媒體宣傳部分項目有：電視、平面報紙、電台廣播、網路宣傳、印製
海報、摺頁、製作超低溫鮪魚 CF 帶、租用戶外 LED 電視廣告牆播放超
低溫鮪魚廣告，以及配合農委會計畫於電視台播映超低溫鮪魚專題報
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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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推廣本市大宗漁獲物
遴選加工廠商推出「海洋三寶禮盒」有效行銷本市大宗漁產品，目前在
全省黑橋牌門市、全省新和興海洋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5 家、台中興農超
市、台北松青超市、大潤發量販店、高雄大樂量販店、高雄河邊餐廳均
設有「海洋三寶」銷售據點。
(四)輔導水產加工廠商提昇產品競爭力
因應行政院衛生署發布實施「水產食品業實施食品安全管制系統（危害
分析重要管制點 HACCP）」，以符合「食品衛生管理法」規範。本府海
洋局會同台灣區冷凍水產工業同業公會、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水產食
品科學系於 96 年 8 月 2 至 3 日及 8 月 9 至 10 日分二梯次共同辦理訓練
，計完成 90 人次訓練。
(五)興建小港臨海新村漁港西南側遊艇下水碼頭
為解決本市遊艇業者長年無法取得港區專用下水碼頭之問題，本府海洋
局已先行完成遷移小港臨海新村漁港輪渡站並騰出碼頭空間供遊艇吊放
使用，另為降低吊放成本，經濟部工業局已委託本府辦理興建下水設施
，總計工程經費 2.11 億元，目前辦理委託規劃設計中，本工程預計 98
年 6 月 30 日完工。

三、籌辦海洋觀光休閒遊憩活動
(一)辦理「2007 高雄海洋博覽會」
96 年 7 月 28 日至 31 日假光榮碼頭辦理「2007 高雄海洋博覽會」，活動
內容包括海洋科技文化教育展示（海洋文物、海洋生技產品、海洋生態
保育、養殖、加工及造船技術等展示）、海洋產業市集（海洋手工藝品
、漁拓教學、漁撈教學體驗、貝殼藝品創作教學、休閒產業、海洋漁產
品）、船舶展示（拉法葉艦、掃雷艦、巡防艦等）、帆船、獨木舟、風
浪板、太陽能船表演秀、2009 世運主題區、環港觀光船、娛樂漁船、漁
業文化館、水族展示與海洋污染防治科技體驗及其他配合等活動。本次
活動約有 9 萬人次蒞臨參觀。
(二)辦理西子灣海洋嘉年華活動
96 年 9 月 8 日、9 日辦理西子灣海洋嘉年華活動，內容包括免費試乘香
蕉船及獨木舟、風浪板教學及體驗、秋刀魚及魷魚品嚐、沙雕比賽、沙
灘排球比賽及海洋音樂會。活動期間約有 2 萬人次參加。
(三)推廣「高雄真愛碼頭-屏東小琉球」海上藍色公路
為結合水岸自然景觀及觀光遊憩資源，促成高高屏三縣市觀光旅遊產業
及交通運輸之發展，本府海洋局輔導海洋傳奇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於 9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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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27 日取得交通部核發之「高雄-小琉球」固定航線證書，並於 97
年 1 月 5 日辦理完成首航，促進高屏縣市觀光旅遊產業之發展。

四、推廣海洋教育及文化
(一)榮獲「優良政府出版品獎」
以宣揚海洋文化為主的『海洋高雄』期刊及『海洋薪傳』專刊於 96 年 9
月 5 日榮獲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政府出版服務評獎─「優良政府
出版品獎」。
(二)籌設「海洋文化歷史博物館」
為使博物館之籌設週延，本府海洋局於 96 年 12 月 28 日委託財團法人海
軍軍官學校校友文教基金會辦理「軍艦博物館建陽艦復原前置作業」，
透過先期規劃，探討未來軍艦博物館設置地點、規模及營運管理等課題
，為後續成立軍艦博物館預先準備。
(三)協助「陽明海運文化基金會」海洋探索館順利開館
為打造旗津漁港為海洋博物園區，陽明海運文化基金會承租海洋探索館
於 96 年 12 月 30 日開館營運，本府海洋局除加強提昇旗津漁港環境景觀
改造與清潔外，另隨時與陽明公司就旗津漁港發展洽商協助營運相關事
務，輔助海洋探索館順利經營。

五、漁業輔導
(一)辦理獎勵休漁計畫
96 年度配合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辦理獎勵休漁計畫，完成核發休漁
獎勵金 416 艘，總金額計 807 萬 2000 元。
(二)辦理漁船收購
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訂頒「96 年度漁船（筏）收購及處理作業
程序」，辦理收購老舊漁船計 11 艘，總金額共 2390 萬元。另依據「96
至 98 年度 100 噸以上拖網漁船及 20 噸以上未滿 100 噸延繩釣漁船漁業
結購調整作業程序」收購 100 噸以上拖網漁船及 20 噸以上未滿 100 噸延
繩釣漁船計 2 艘，總金額共 1689 萬 6000 元。
(三)加強對外漁業合作
依「對外漁業合作辦法」，輔導本市籍漁船參加國外漁業合作，拓展作
業漁場，96 年度至 12 月 31 日止，協助本市籍漁船受理對外漁業合作計
20 國，取得入漁執照計有 291 艘次。
(四)查緝漁船油流用
為加強查緝漁船油流用，96 年至 12 月 31 日止，派員搭乘海巡署巡防艇
出海查緝 5 航次及會同岸巡、港警單位進行岸際巡查計 73 次，共查獲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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艘漁船非法流用漁船油，均依法處分在案。
(五)大陸船員管理
受理遠洋漁船僱用之大陸船員申請進入境內水域及出港 349 艘次，核准
大陸船員進、出港人數計 3,469 人次。為避免隨船進港大陸船員超過現
有岸置處所容量，本府海洋局除協調屏東縣東港大陸船員岸置處所協助
安置外，並輔導各漁業公司辦理專案搭機離境計有 70 艘 207 人次，96
年度至 12 月 31 日止，本市計安置 212 艘漁船（含近海作業）所僱大陸
船員 1,709 人次。
(六)外籍船員管理
96 年度至 12 月 31 日止，受理遠洋漁船僱用外籍船員報備 294 艘次，僱
用外籍船員計 3,586 人次。
(七)辦理秋刀魚饗宴記者會及推廣行銷活動
為讓國人對本市大宗漁獲秋刀魚之特色及營養價值有進一步認識，本府
海洋局接受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之委託於 96 年 12 月 14、15 日及
22、23 日分別於台北及高雄辦理「秋刀魚饗宴」記者會及相關推廣行銷
活動，有效推廣秋刀魚行銷。
(八)辦理「海洋多樣性與鹽．DIY」活動
本府海洋局與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於 96 年 7 月 10 日共同辦理「海洋多
樣性與鹽．DIY」活動，計有高雄區及小港區漁會四健、家政班員計 126
人參加。
(九)辦理「奇鳞魔法之 DIY」活動
本府海洋局與屏東海生館於 96 年 8 月 29 日辦理「奇鳞魔法之 DIY」活
動。利用魚之盔甲（魚鱗）運用染料製造出色彩繽紛的染色魚鱗，經由
創新製作帶動地方特色，期能藉以增加家庭副業之商機。活動計 71 人參
加。

六、漁港建設
(一)辦理前鎮漁港景觀再造
1.為改善修護碼頭區環境髒亂及停車亂象，已完成增設阻車緣石、隔離
修護碼頭與道路，並協調交通局劃設停車格 93 格位，另請警察局嚴格
執行違規停車取締。
2.完成魚市場老舊遮陽棚修繕及道路整建工程。
3.完成前鎮漁港漁民服務中心男女廁所整修工程。
4.完成前鎮漁港漁民服務中心前庭景觀整建工程。
5.完成前鎮漁港魚市場及北岸道路整建工程，俾利魚貨交易及車輛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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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線整修，提昇魚市場服務效能。
6.辦理前鎮漁港南、北碼頭照明設施興建工程，將新設碼頭路燈 53 座，
其造型將搭配本市重要道路之景觀路燈造型，以共同營造本市特有之
夜間景緻。
(二)鳳鼻頭漁港內凸堤碼頭修護等工程
修護鳳鼻頭漁港內凸堤及上竹里漁港西側碼頭破損，有效維護漁船靠泊
及航行安全。
(三)辦理柴山漁筏泊靠處南堤消波塊延伸工程
延伸南堤消波塊 30 公尺，有效維護漁筏進出港及泊靠安全。

七、漁民福利
(一)辦理「海上作業漁船船員緊急醫療救護諮詢服務」計畫
為使海上作業漁民實施正確緊急救護措施，續請高雄市立聯合醫院大同
院區辦理「海上作業漁船船員緊急醫療救護諮詢服務」計畫，96 年度至
12 月 31 日止計受理海上作業漁船船員緊急醫療救護諮詢服務 23 人次。
(二)辦理高雄市現職漁船船員訓練
委託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遠洋漁業開發中心辦理「高雄市現職漁船
船員訓練」， 96 年度計辦理 13 期，受訓船員共 208 人。
(三)補助漁船定期檢查規費
為減輕漁民負擔，本府海洋局補助漁船定期檢查，96 年度至 12 月 31 日
計補助 903 艘漁船定檢費 43 萬 1000 元整。
(四)依據「高雄市動力漁船保險補助自治條例」規定，辦理本市籍未滿 100
噸漁船保險補助，96 年 7 月至 12 月止計 218 艘次，補助保險費共計 806
萬 1354 元。
(五)依據「高雄市漁業災害救助自治條例」規定，辦理漁業災害救助，96 年
7 月至 12 月止，共發放救助金 122 萬 5000 元。
(六)依據「老年農民福利津貼暫行條例」規定，輔導漁會辦理該項津貼發放
作業，96 年 7 月至 12 月止本府海洋局核發金額約 2780 萬元。

．7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