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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載

澎湖縣議會第 19 屆第 2 次定期會澎湖縣政府施政報告
壹、前言
劉陳議長、陳副議長、各位議員女士、先生：
欣逢貴會第 19 屆第 2 次定期會開議，峰偉應邀向貴會提出施政報告，至感
榮幸。首先，謹對貴會上次會期給予諸多支持與督促，協助各項縣政工作順利
推動，表達最高謝意。
峰偉

接任縣政將屆 1 年，兢兢業業推動除弊興利，未有一刻鬆懈。今年 9 月

《天下雜誌》公布民調，
「施政滿意度」排名全國第 15 名，對比去年前任縣長，
排名上升 5 名；「縣市競爭力總排名」，澎湖在非 6 都以外的 16 縣市排名第 9
名，較去年第 13 名進步 4 名，顯示在縣府團隊齊心努力下，縣政已脫離谷底，
逐漸展現成效。
去年 12 月 25 日，承蒙鄉親支持，峰偉再度膺任澎湖縣長。以「重返榮耀」
自許，重返榮耀的第一步，須除亂象，導之以正。市區違停嚴重，縣府團隊大
力整頓停車秩序，設立租車專區，市區 38 家租車業者全數進駐，另調降路外
及地下停車場收費，提高停車場使用率。多管齊下，如今市區路好開、車好停、
人好行。
燒烤業者長年排放油煙，荼害民眾健康，居民苦不堪言，縣府嚴格取締，
並輔導業者裝設除油煙設備，全縣 20 家業者，13 家通過空汙檢測，4 家地目
不符禁止營業，1 家自行停業，2 家轉型。縣府成功引導澎湖進入業者安心、
民眾放心、人民對政府有信心的新局面。
海洋生態瀕危，漁業資源枯竭，今年縣府發出海洋活化 12 箭，從「管制
內海汙染源」
、
「維持漁業秩序」
、
「復育海洋資源」三大面向著手，力圖再現海
洋生機。
澎湖擁有世界最美麗的海灣，但海岸線滿布垃圾，美麗海灣蒙羞。因此，
縣府動員全縣 96 個村里社區及 32 個機關，國軍、海巡、自來水公司都主動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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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淨灘。今年 1 月至 10 月止，全縣共辦理 120 場次淨灘，動員 1 萬 5,161 人次，
清除 298 噸海廢，清除海岸線長度達 207 公里。
淨灘只是治標，唯有源頭減量，才能治本。因此，縣府發出「減塑雙箭」，
從「撿塑」邁向「減塑」，減少使用塑膠製品，避免塑料垃圾入海。
首先箭由縣府帶頭減塑，要求所轄各機關、學校，並協請各級駐縣單位，
全面減用塑膠製品，鼓勵改用環保餐具，避免提供瓶裝水及一次性餐具，並鼓
勵全民響應。
第 2 支箭輔導縣內 9 家外燴業者簽訂環保協議，承諾不再使用塑膠桌巾、
碗盤、免洗筷、塑膠杯等一次性塑膠製品，全面採用環保餐具。
再者，公園綠地可美化環境、淨化空氣、創造幸福感，是城市進步指標。
縣府主動活化荒廢空間，將雜亂點變成美麗的休憩園區，目前已將明遠路馬公
高中校長舊宿舍闢為街角公園，並持續拆除治平路兩處老舊建築、
「勵志二村」
稅務局員工宿舍等，市區將新增千餘坪的「青青草園」。
今後，縣府將延伸「青青草園」的概念，以「不髒、不亂、不破、不爛」
及「小就是美」的方向，打造「青青社區」，美化社區空間。
今年澎湖觀光大放異彩，花火節引進無人機，結合科技水幕、燈光造景，
70 天 22 場的花火節，湧入近 51 萬人次，創造 25 億產值，旅宿業訂房率成長
2 成，租車業業績成長 5 成，總觀光人次成長 3 成。
近年大陸抽砂船肆無忌憚在澎湖最重要的傳統漁場「臺灣淺堆」盜採砂
石，嚴重破壞海洋環境，造成生態浩劫。為確保國土安全及海洋資源，本府對
越界抽砂大陸船隻，強力執行取締。上(10)月 24 日凌晨本府會同海巡署、內政
部空中勤務總隊等單位聯合執行取締，扣留 2 船 28 位船員。縣府對大陸抽砂
船裁處將採高額罰鍰，以杜絕此不法行為。
以下謹就近期施政重點及成果簡要報告，敬請各位議員女士、先生惠予支
持指正。

貳、籌編 109 年度總預算
本縣 109 年度總預算案依據施政計畫及地方實際需要，審酌財政狀況，權
衡輕重緩急，本開源節流並重妥慎籌編。歲入預算數 94 億 3,607 萬 1,000 元，
較上年度預算數 93 億 8,667 萬 4,000 元，增加 4,939 萬 7,000 元，增加比率為
0.53%；歲出編列 101 億 7,215 萬 2,000 元，較上年度法定預算數 100 億 7,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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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 9,000 元，增加 9,794 萬 3,000 元，增加比率為 0.97%，歲入、歲出相抵差短
7 億 3,608 萬 1,000 元，尚須融資調度方能維持收支平衡。
ㄧ、歲入部分編列情形：
（一）補助及協助收入 65 億 7,097 萬 3,000 元，占歲入預算總額 69.64%。
（二）稅課收入 23 億 5,119 萬 8,000 元，占歲入預算總額 24.92%。
（三）其他收入 2 億 2,109 萬 4,000 元，占歲入預算總額 2.34%。
（四）規費收入 1 億 8,872 萬 4,000 元，占歲入預算總額 2.00%。
（五）財產收入 6,313 萬 2,000 元，占歲入預算總額 0.67%。
（六）罰款及賠償收入 1,878 萬 4,000 元，占歲入預算總額 0.20%。
（七）捐獻及贈與收入 1,716 萬 6,000 元，占歲入預算總額 0.18%。
（八）營業盈餘及事業收入 500 萬元，占歲入預算總額 0.05%。
二、歲出部分編列情形：
（一）一般政務支出 25 億 506 萬 8,000 元，占歲出預算總額 24.63%。
（二）教育科學文化支出 24 億 8,172 萬 4,000 元，占歲出預算總額 24.40%。
（三）社會福利支出 18 億 4,709 萬 6,000 元，占歲出預算總額 18.16%。
（四）經濟發展支出 17 億 5,770 萬 9,000 元，占歲出預算總額 17.28%。
（五）退休撫卹支出 8 億 2,525 萬 2,000 元，占歲出預算總額 8.11%。
（六）社區發展及環境保護支出 4 億 3,736 萬 1,000 元，占歲出預算總額
4.30%。
（七）補助及其他支出 3 億 120 萬 2,000 元，占歲出預算總額 2.96%。
（八）債務支出 1,674 萬元，占歲出預算總額 0.16%。
上述 109 年度總預算案，敬請鼎力支持，期使縣政建設能按計畫順利推動。

參、重要施政成果
一、推展觀光

菊島躍進

（一）澎湖花火轉型創新
1. 今(108)年花火節以科技創意為主軸，並調整煙火施放時間，以無
人機燈光秀增加活動內容豐富性，以及璀璨煙火在浪漫虹橋揮
灑，搭配聲光視覺效果，並且打造大型科技水幕、景觀燈廊、投
影燈區等，營造觀音亭園區花火氛圍，成功創造春夏觀光旅遊話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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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花火節從 4 月 18 日到 6 月 27 日總計 22 場次，活動期間共計吸
引 50 萬 9,732 人次蒞澎，5、6 月接連創下歷年單月旅遊人次新
高，以每人消費 5,000 元計，共計創造約 25 億觀光產值。
3. 配合花火節開發多項文創商品，如紀念 T 恤、環保提袋等，廣受
歡迎，販售收入達 30 萬元，並且招募企業、公司行號及公協會
贊助，募集現金、物資總額超過 364 萬元。
4. 縣府目前正積極策辦明年度花火節，將引進更多國際團隊參與花
火表演賽，並研議其他創意措施及行銷話題，期讓澎湖花火節有
更廣闊的發展空間，發揮國際品牌價值。
（二）行銷推展觀光
1. 宗教直航：108 年 7 月 3 日至 7 月 6 日補助澎湖天后宮辦理「2019
兩岸媽祖會香暨回訪活動」
，500 餘信眾由澎湖馬公直航泉州石井
港，重啟中斷 17 年之宗教直航交流。108 年 7 月 6 日至 8 日泉州
天上聖母及泉州貴賓一行並回訪澎湖，兩地媽祖信眾共迎宗教盛
事。
2. 觀光直航：針對中國大陸限縮陸客赴臺自由行，峰偉於本(108)年 8
月與金門縣長楊鎮浯、連江縣長劉增應聯合至北京拜會國臺辦，
爭取金馬澎三離島維持陸客自由行，獲得陸方正面回應。108 年
9 月 20 日起，福建福州、廈門、漳州、泉州、龍岩、平潭恢復受
理赴金馬澎自由行簽注業務。未來將持續爭取與福建晉江市商談
包機直航及中遠之星、海峽號等泊靠澎湖，期待開拓更多遊客市
場，帶動地方產業繁榮發展。除了加強兩岸交流，同時也將積極
拓展亞洲如日、韓、港、澳等地之國際遊客市場，加強國際交流
合作，提升澎湖國際能見度。
3. 金龍頭國際郵輪碼頭開發持續推動發展：交通部航港局將辦理馬
公港 1 號郵輪碼頭擴建，規劃可容納約 12 萬噸級郵輪泊靠，預
計 109 年第 2 季通過核定，109 年第 3 季啟動規劃設計、110 年
工程發包施工、112 年底完成。
另金龍頭園區，航港局已於今(108)年 7 月 10 日提送都市計畫變
更申請，本府於 9 月 10 日辦理公開展覽；另為保存文化建物，
本府依文資法審議營區內澎湖金龍頭青年活動中心，決議登錄為
歷史建築，後續港務公司將進行文資調查、環境影響差異分析等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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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前置作業，完成後將可與澎防部遷建案，共同打造新活動園
區，活絡產業發展。
4. 為推動自由行旅客出遊之風氣，本府藉臺灣好行品牌，貼心且深
度的路線規劃，鼓勵民眾搭乘「台灣好行」等公共運具出遊，提
升「台灣好行」搭乘人次。另為加深遊程之豐富性，本（108）
年 7 月 1 日起加入「專人專車導覽」故事性行銷北環線，藉以加
深乘客印象，民眾可於好行官網預約訂票及劃位，或至 7-11
ibon、萊爾富、OK 超商等據點購票;並引進低底盤公車及 RK39
人座新車以擴大服務友善性。
5. 為輔導餐飲業者提升飲食品質、提供舒適用餐環境，本府辦理「澎
湖美食推廣計畫」，並包裝「戀戀海味‧澎湖美食假期」行銷活動
帶動淡季旅遊推廣，規劃美食資源盤點、餐飲品質提升及改善策
略，年度內成立輔導小組，並徵選 10 家餐廳，協助改善環境衛
生、服務品質，以及客製化中英日語菜單、制服或餐具設計等。
（三）四季主題觀光活動
1. 今(108)年舉辦首屆「澎湖海洋派對嘉年華」，活動自 7 月至 9 月
為期 3 個月，包含「菊島水樂園」
、
「海島愛之旅」
、
「野餐音樂派
對」
、
「比基尼派對」
、
「遊艇單身派對」及「情定澎湖灣」等 6 大
主題。
2. 延伸情定澎湖灣愛情主題規劃設立「婚紗體驗館」，以澎湖海洋
沙灘多元資源，和海島浪漫愛情為主題，成功創造旅遊話題，形
塑澎湖浪漫愛情島形象和海島祕境。
3. 今(108)年秋冬從 9 月至 12 月，辦理「戀戀海味‧澎湖美食」假期，
以美食為主題的行銷活動，推廣並深化澎湖美食文化，規劃包含
「菊島好食光」美食護照、
「澎湖故事菜」
、
「美食主題旅遊」
、
「土
魠魚創意料理競賽」、「土魠魚宴競賽」及「作伙來呷辦桌」等。
4. 以澎湖特有的無形文化資產「蒙面」推動農漁村體驗旅遊，從今
(108)年 11 月至明(109)年 1 月策辦蒙面主題「旅遊－迎風嬉遊趣‧
尋寶在冬季」，結合湖西鄉南寮村的地區亮點，以輕旅行的概念
打造一日遊程。
5. 推展風帆船旅遊賽事活動：
(1) 為長期培訓風帆船選手及發展帆船運動，本府向體育署爭取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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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增建觀音亭水域運動園區艇庫建置計畫核定經費 6,000
萬元，目前工程進度已在規劃設計監造階段，預計 109 年 12
月底完工。
(2) 108 年 7 月 11-14 日於觀音亭海域舉行「臺灣盃全國帆船錦標
賽」
、10 月 24-27 日舉辦「2019 第三屆澎湖國際風箏邀請賽」、
11 月 8-15 日舉辦「2019 RSX 風浪板亞洲錦標賽」及 11 月 15-18
日「2019 澎湖國際風浪板錦標賽」等一系列活動。
（四）空間亮點營造
1. 為打造景區新亮點，吸引遊客休憩旅遊，持續開發新景點，並加
強景點藝術裝置，於山水 30 高地增置地景藝術照明，並於湖西
林投村增置愛情意象裝置藝術，配合 108 年 9 月 28 日沙灘婚禮
活動，創造亮點，均成為本縣新熱門打卡景點。
2. 龍門閉鎖陣地地下坑道已於之前年度完成坑道內部清理、照明設
備，及周邊環境停車空間、公廁及環境綠美化，今年度將增添坑
道內部互動效果、佈展設施、安全防護設備等，外部則將設置攤
商販售區，造景意象設施，期增加遊憩據點內涵，以利後續開放
參觀。
3. 西嶼咾咕石公園後續建置工程改善登山步道方便遊客行走、增設
停車空間、涼亭設施、咾咕石門樓、牆面意象、導覽牌、植栽綠
化等設施，提供遊客便利性停車空間。
4. 本(108)年度向交通部觀光局申請「經典小鎮觀光環境整備計畫」
及「體驗觀光-地方旅遊環境營造計畫」共 4 案計 3,170 萬元整。
將執行南寮社區特色營造、山水上帝廟前設置公廁服務設施、30
高地木棧道修繕、員貝國小校區改造及大倉遊客中心周邊環境改
善，提升各景區服務品質。
（五）推動招商
1. 縣府近年陸續招商吸引國際觀光度假旅遊飯店投資活化閒置公
有土地，包括澎湖福朋喜來登酒店、澎澄飯店等相繼投入本地營
運，結合免稅購物中心、景觀客房、國際會議室等多功能大型觀
光旅館，提供國際及國內高端旅客來澎湖住宿新選擇，並創造至
少 1 千個就業機會。
2. 建置完備的遊艇靠泊及補給服務，引入民間投資於馬公第一漁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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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建遊艇港，提供船席泊位共 55 席，打造從陸域生活往海洋延
伸的新型態海洋產業網絡。投資廠商亞澎遊艇開發股份有限公
司，均按規定履約營運，108 年營運績效評估獲評定為「良好」。
3. 推動篤行十村眷村文化保存園區整建營運移轉案，廠商於古意盎
然的眷村導入現代化設備打造 15 間客房之文創旅店及文創商
店，已成功活化該園區，成為來澎遊客必遊景點與文創體驗旅
遊。營運廠商沐聯構海灣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於 108 年之營運
績效評估獲評定為「良好」。
4. 持續積極朝向公、私合作，將管理據點及場館委託經營或管理，
導入民間創新及經營，目前刻正規劃第一漁港舊製冰廠用地轉型
活化及再利用計畫，期待透過促進民間參與投資與開發，帶動地
區產業提升發展。
二、活化海洋 資源永續
（一）推動海洋活化 12 箭
1. 第 1 箭：加快建置汙水下水道、汙水處理廠，減少廢水入海。馬
公污水下水道系統建設計畫總計分三期三區辦理，目前本府正辦
理第 1 期實施計畫（104 年~109 年），工程經費為 8 億元，辦理
雙湖園區與光榮區污水處理系統，預計 2022 年污水工程完成率
達 60%，將污水處理後的回收水加以運用，降低對內海的衝擊。
2. 第 2 箭：油水截流改善，目前將油水管制分前端源頭管制及後端
污染源管制兩管制面向進行。自 108 年 8 月 1 日起，針對本縣 400
多家餐飲業者，以輔導方式協請業者配合裝設油水分離槽，確實
回收廢食用油及廚餘菜渣。聯合稽查小組共稽查 230 家餐飲業
者，有設置油水分離槽之店家計 60 家，無設置之店家計 170 家，
將持續清查本縣小型餐飲業裝設油脂截留器情形，並輔導未安裝
之業者改善。
3. 第 3 箭：監督海上平臺業者，廢棄物零入海、水肥零排放。本(108)
年 4-9 月進行內灣海上平臺聯合稽查共 10 次，無違規情形，並
委託馬公市公所清潔隊配合辦理水肥清運計 75 次，共 110 噸。
4. 第 4 箭：輔導箱網養殖業者改善投放方式，減少養殖殘餌、避免
內灣優養化。截至 108 年 10 月已稽查箱網業者作業狀況及拍照
計 10 次(針對縣內全數 8 家業者，每 2 週 1 次)，皆符合規定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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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投餵率。
5. 第 5 箭：輔導箱網養殖業者改用防彈纖維網，減少藻類吸附，截
至 108 年 10 月已稽查箱網業者作業狀況及拍照計 10 次(針對縣
內全數 8 家業者，每 2 週 1 次)，業者均用淡水強力水柱沖洗，
或以海水滾筒式洗網機洗滌，皆無使用化學洗網劑。
6. 第 6 箭：限期禁捕距岸線 1 海浬內，每年 1、2、7、8 月禁止底
刺網具捕撈作業，其餘月份開放未滿 10 噸漁船使用網目 3 公分
以上底刺網、10 噸以上漁船使用網目 7 公分以上底刺網作業。
7. 第 7 箭：刺網、定置網實名制，隨意棄置網具，將追查使用者，
並要求「網在、船在」
，禁止佔據漁場。108 年 7 月 30 日公告「澎
湖縣所轄海域刺網漁業漁船(筏)作業使用刺網漁具限制事項」，
109 年 1 月 1 日正式實施。
8. 第 8 箭：管理立竿網具，為維漁業秩序，確保潮間帶漁船航行及
漁民作業之安全，漁民申請漁權後，允許每年 10 月 15 日至隔年
2 月 28 日作業，逾期將強行拆除，以維護航行安全及漁業永續發
展。截至本(108)年 10 月止總計清除約 9,000 支。
9. 第 9 箭：無籍船合法化，輔導船主申請遊艇執照，109 年 1 月起，
無籍船禁止泊港、出海。截至本(108)年 10 月航港局表示目前回
籍辦理達 100 艘、取得遊艇證書 5 艘，驗證機構總收 208 件次，
另尚有 50 艘已取得船舶編號等待驗證中，本府並刻正增訂澎湖
縣海上休閒用筏（載）具管理辦法。多數無籍船主已開始配合政
策推動，在 109 年 1 月 1 日前完成合法。
10. 第 10 箭：潛水器、空氣軟管搭配魚槍打魚改刑事罰，自 108 年
8 月中旬起，本府與第八海巡、第七岸巡隊、十三巡防區、國家
公園警察等共同執行南海海域潛水器漁業查緝專案，每日由雷
達監控目標船隻進出港情形並發動查緝，迄今成功查獲 3 起案
件，並發現受監控目標船隻有減少出海之情形，期能逐步瓦解
違法情事。
11. 第 11 箭：每年清除 6 萬公尺海底覆網，3 年 18 萬公尺，108 年
包含回收陸上廢網及海底覆網，鼓勵民間具潛水技能之民眾共
襄盛舉，截至本(108)年 10 月陸上廢網已回收約 77 公噸，海底
覆網清除 11 萬 7,300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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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第 12 箭：棲地復育及種苗放流，選擇經濟價值高，適合在地環
境的種苗（沙蝦、沙蟹等）放流，創造產值。截至 108 年 10 月
完成辦理放流黃錫鯛、嘉鱲、青嘴龍、燕魚、沙蟹、馬蹄鐘螺、
銀塔鐘螺、海膽、斑節蝦、水晶鳳凰螺等各式種苗 12 種，總計
47 場次約 664 萬餘尾(粒、隻)。
（二）查緝非法漁業
1. 查緝非法捕魚：本(108)年 4-10 月，計查獲 15 件(違規使用二層
刺網 3 件、非法採捕珊瑚礁貝類 2 件、盜採馬糞海膽 4 件、盜採
殼徑長未滿 8 公分海膽 2 件、進入禁漁區採捕 1 件、違規從事潛
水器漁業 3 件)、至魚(菜)市場執行查察有無違法販售珊瑚礁貝
類、體長 9 公分以下魚類、甲殼寬 8 公分以下及甲殼長 6 公分以
下之蟳蟹類計 70 餘次。
2. 處置越界捕魚：108 年 4-10 月持續辦理大陸漁船沒入漁機(具)及
網具銷毀工作，該其間海巡單位累計扣留越界大陸漁船 11 艘，
共核處罰鍰計 10 艘次，待裁處 1 艘，罰鍰累計 2,085 萬元。
3. 大陸漁船越界抽砂
(1) 縣府團隊 108 年 7 月 5 日於泉州市與福建省官方代表召開座
談會，針對陸船進入澎湖限制海域捕魚以及台灣淺堆抽海砂，
雙方建立兩岸聯絡機制，未來互相通報違規船籍，並發動海
上聯合打擊行動，斷絕非法捕魚、抽砂行為，共同維護漁場
秩序。
(2) 目前我方以廣播及噴水驅離大陸抽砂船為原則，為強化嚇阻
效果，本府於 108 年 7 月 31 日與海洋委員會海巡署艦隊分署
第八海巡隊召開會議，達成共同執法之共識，決議由該隊取
締扣留大陸抽砂船，帶案後移請本府依土石採取法等相關規
定裁罰。
(3) 為維護澎湖海域生態環境與漁業資源永續經營，保障漁民權
益，本府於 108 年 9 月 17 日函請海委會海巡署同意派遣大型
艦取締扣留大陸抽砂船。
(4) 108 年 10 月 15 日本府至行政院商討海委會海巡署針對臺灣灘
大陸抽砂船取締專案執行計畫草案會議，縣府與海巡單位持
續對任務執行分工協商並加強取締。上(10)月 24 日凌晨本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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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同海巡署、內政部空中勤務總隊等單位聯合執行取締，共
扣留 2 艘大陸抽砂船及 28 位船員。
（三）海洋資源復育及保育
1. 推動活力海洋與綠色港灣計畫：核定經費 138 萬 6,000 元，稽核
巡查轄區各類港口運送油料船舶及港區環境，辦理海洋污染應變
設備器材教育訓練宣導、法規說明會及緊急應變兵棋推演。目前
執行進度已完成運送油料船舶稽巡查 30 船次、港區環境稽巡查
364 次，外籍漁工宣導垃圾不落海活動 6 場次，海洋油污染應變
器材教育訓練 1 場次，海洋油污染緊急應變兵棋推演 1 場次。
2. 海龜救傷野放產卵：108 年海龜救護收容工作於嵵裡海灘辦理 1
次海龜野放，共計野放傷癒海龜 18 隻，學生、民眾等計約 750
人參加。108 年 1-10 月計接獲 32 案次海龜救援通報及鯨豚 12 案
次通報，暨收容活體海龜 5 隻。賡續辦理海龜及鯨豚擱淺及救傷
資料登錄及回報。
（四）海域環境垃圾清除
1. 107 年核定經費 1 億元，預定執行至 108 年 12 月，針對海漂垃圾
進行收集清運，減少海岸沙灘海漂垃圾問題；辦理海漂垃圾回收
再利用，本(108)年 4-10 月，清除一般垃圾約 133 噸、資源回收
約 53 噸、海漂竹木約 21 噸、漁網具約 23 噸；運用無人機至白
沙赤崁牛罩尾海域及湖西龍門後援港沙灘拍攝，調查海漂垃圾分
布情形及分析形成原因，瞭解海漂垃圾受季風及潮汐影響情形，
同時進行海廢監測。
2. 辦理海漂垃圾回收再利用活動，將垃圾變成藝術品，藉以改變民
眾對海漂垃圾的觀感；舉辦淨灘清理，淨灘人員分組清理海岸線
及民眾陳情髒亂海岸，並配合春、秋兩季擴大淨灘活動，宣導民
眾主動認養沙灘。
（五）推動環境教育
1. 本(108)年 6 月 15 日與澎湖水族館共同辦理「海洋無塑、生活減
塑」海洋日活動，計有 500 人參加，主要藉由澎湖水族館獨有的
特色與故事以及專業導覽員的解說，讓民眾體會澎湖海洋生態遭
受污染情形，以及海洋生態危害之嚴重性，另結合淨灘、海洋環
境教育宣導，讓民眾了解海洋廢棄物對海洋生態、人類所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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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促使民眾自發性的從生活源頭減少垃圾，提昇民眾重視海
洋環境保護之使命，而達到全民「減塑、限塑、無塑」之目標。
2. 辦理「珊瑚體檢-保護海洋生物棲地你我都可以」國際生物多樣
性日活動 2 梯次，總計 80 人參加，邀請不同專業領域職人以「海
洋污染」、「友善漁法」、「食魚教育」三大主題，於本(108)年 4-9
月辦理「愛海職人講座」4 場次，約 650 人參加。
三、整頓交通 市容轉型
（一）市區整體停車秩序，管理改善提升
1. 108 年 1 月起執行馬公市區「違規停車勸離實施計畫」
：以柔性執
法方式，適時勸離暫停車輛，並透過停車勸離管制登錄系統列
管，達到減少道路違規停車目標，逐步改變用路人行車習慣。108
年 4-9 月路邊違規停車（汽車）計勸離 10,742 件(1-3 月為宣導期，
計勸導 10,131 件，4 月開始即針對嚴重違停進行舉發；1-9 月共
計勸離 20,873 件)。
2. 108 年 3 月起執行「租賃機車違規停車整理」勤務：針對蛋黃區
租賃機車業者所在重點路段人行道（以中正路、仁愛路、臨海路、
民福路、中山路、光明路及中興路等 7 條路段為主），機車未依
規定停放於機車格（區）加強執法，並道德勸說租賃業者進駐「機
車租賃停放專區」
，勿占用停車格，影響大眾權益。108 年 4 至 9
月人行道違規停車計舉發 34 件、勸離（機車）1,254 件。
3. 108 年 4-9 月執行「觀光季期間市區蛋黃區交通秩序整理」勤務：
統合警力採機巡方式，每日 8 至 22 時規劃專責警力，提高見警
率，以改善停車秩序。執法重點包括：紅線停車、汽車占用機車
停車格、汽車占用人行道停車等 3 項是絕對不容許，一定開單舉
發；發現有黃線停車時，則應先鳴笛警告驅離、勸離，若有閃燈
光方允許臨停 3 分鐘，對上下客、貨完成後，請駕駛立即駛離。
108 年 4-9 月路邊違規停車計舉發 1,869 件、勸離 10,563 件(本案
勸離已包含在路邊違規停車勸離 20,873 件內)。
4. 108 年 4-9 月執行「觀光季交通安全維護執行計畫」
，加強觀光客
交通違規執法，108 年 4 至 9 月計舉發 3,606 件。
（二）交通安全維護與違規查處
為維護本縣縣民的行車安全，提供順暢安全的用路空間，持續針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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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交通違規執行稽查取締，統計 108 年 4 月 1 日起至 108 年 9 月
30 日止，全縣各項交通違規舉發計 9,375 件(108 年 1-9 月路邊及人
行道違規舉發 6,304 件)，未來仍以宣(勸)導、執法並行，持續加強
交通秩序維護。
（三）交通號誌系統維護運作
1. 本年度增設縣道 205 線菜園岔路口交通號誌，並開啟三色號誌管
制運作，以供人車通行之遵循。為提升該路口人車通行安全，路
口號誌開啟運作初期，不定時派員加強執行交通疏導與執法勤
務，以維交通順暢與人車安全。
2. 增設馬公市區民生與民族路口等校園周邊 13 處 LED 倒數計時行
人號誌燈，共計 101 組。更換馬公市區中正與樹德路口、中華與
朝陽路口、縣道 202 線成功國小路口、東衛里路口、縣道 203 線
講美村路口、縣道 203 線與澎 7 號路口、縣道 203 縣白沙國中路
口、縣道 204 線與澎 23 號路口等 8 處 LED 倒數計時行人號誌燈，
共計 21 組。
3. 強化交通工程管理：辦理「縣內部分路口號誌，民眾不易明確辨
識，易造成混淆研提改善方案」，針對本縣目前設置路口號誌共
177 處全面現地清查，計有中華與六合路口、新生與民生路口、
縣道 205 線與新生路口、縣道 202 縣成功路口、朝陽與文林路口
等 5 處不對稱路口可能造成民眾較不易辨識，進而邀集相關單位
辦理會勘，共同研議改善工程，業於 108 年 8 月全面改善完竣。
另持續針對轄內號誌，可能因受風力或人為影響產生偏移、歪
斜，造成用路人視角辨識困難，隨時查報檢視調整。
（四）加強遊覽車及大型車輛行車管理作為
1. 協請本縣遊覽車客運商業同業公會，宣導駕駛人遵守相關規定，
約制駕駛人守法並於餐廳及旅館周邊道路停車上下乘客時，應慎
選臨停地點、時段及注意交通安全。
2. 針對大型車輛駕駛員開車時，使用手持式行動電話進行撥接或通
話、無照駕駛、酒後駕駛、超速及闖紅燈等行為加強取締，以強
力執法作為直接導正駕駛行為，進而保障乘客的安全。
3. 每月結合澎湖監理站 11 次，動用服勤人數 22 人，實施監警路邊
攔檢稽查勤務，以遏止營業大客車駕駛違規。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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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環境保護 樂活宜居
（一）查緝取締不法案件
1. 燒烤業空污取締及管理：縣府為解決燒烤衍生的空氣污染問題，
決定採源頭管制、末端加強管控的方式，於 108 年 3 月 19 日縣
府成立「營業場所公共安全聯合稽查」小組。現階段列管 20 家
燒烤業，自 108 年 4 月 4 日起，聯合稽查各家燒烤業者從土地地
目、建築物使用、消防、衛生、勞工等分別檢視應符合項目。未
符合各項規範前而營業者，將依各局處權責進行輔導、處分。統
計目前合法營業中共計 13 家，4 家地目不合停止營業，1 家自行
停業，2 家轉型營業。接續仍將不定期抽測，維護空氣品質。
2. 環保聯合查察：為打擊危害環境不法行為，成立「環保案件聯合
查察小組」，由專責警力配合縣府相關單位執行查察取締工作，
本(108)年 4-10 月，共計查獲環保案件 10 件 12 人，其中刑事移
送案件計 7 件 9 人、行政裁罰案件計 3 件 3 人，非法捕魚計 14
件 17 人。
3. 重大案件查緝：本(108)年 4-10 月，已偵破本轄重大刑案發生殺
人案 3 件、強制性交案 3 件、強盜案 2 件。查獲毒品案件 78 件
72 人，其中第一級毒品 11 件 9 人、第二級毒品 68 件 63 人、第
三級毒品 1 件 1 人。
4. 建立友善通報網：由派出所與轄內各大樓管理委員會、保全、社
區發展協會、守望相助隊等，建立聯繫窗口，目前建立通訊軟體
line 群組計 23 個、成員 217 名，反毒通報網絡人員 361 名。
（二）減塑政策
1. 辦理 108 年度澎湖縣促進垃圾減量回收補助計畫，總經費 250 萬
元，藉由推動一次用產品源頭減量及資源再使用，延長產品生命
週期，達到減少垃圾清運量及降低產生量的目標。
2. 本(108)年 8 月 1 日起辦理「就是要你帶杯來」活動，結合 13 間
飲料商家攜帶環保杯可享現金折價 7 元起活動，截至 9 月 30 日
累計 8,234 折抵杯數。另於 8 月 23 日起辦理南海遊客中心及機場
服務台提供環保杯租賃站，截至 9 月 30 日共計租借 174 人次，
透過杯子租賃服務推動，加深民眾愛護地球、保護海洋及塑膠垃
圾減量的環保觀念。
13

澎湖縣政府公報 108 年第 12 期

3. 試辦 1 場次大型活動杯子租賃服務，於 108 年 9 月 29 日國際鐵
人三項賽事中，路跑競賽中 R3 補給站及會場觀賽區提供參賽者
及民眾免費環保杯、茶飲服務，吸引民眾自備環保杯或使用重複
性環保杯，藉以建立民眾使用重複清洗材質環保杯行為，養成良
好觀念和習慣，本次活動期間共減少 1,600 個一次用紙杯及 160
個 2 公升塑膠瓶裝水數量，以降低環境負荷。
4. 輔導縣內 30 處商家取得減塑認證，不主動提供一次性用品(筷、
叉、匙、吸管、袋)、有償提供購物用塑膠袋、不主動提供外帶
式餐具、內用汰換成重複清洗餐具等減塑評量指標，不定期前往
商家抽查，是否符合減塑評量指標，評估通過後予以業者減塑認
證。透過認證商家的推動，改變消費行為對一次性用品及商品包
裝使用習慣，鼓勵店家及民眾響應，養成良好消費習慣維護地球
美好環境。
5. 縣府推動減塑政策，與 9 家外燴業者於 108 年 9 月 27 日完成簽
署響應減塑政策儀式，將自 108 年 10 月 15 日起，辦理外燴餐飲
營業行為時，不再使用塑膠桌巾、一次性免洗餐具(包含杯、碗、
盤、碟、筷、湯匙、餐盒及餐盒內盛裝食物之內盤)，改用可以
重複使用的餐具。
（三）推動淨灘
1. 108 年度自 4 月起，共辦理 113 場次淨灘活動，共計 14,259 人參
與，總計清理海漂垃圾約 276 噸，除機關單位及村里外，學校及
軍人團體亦一同響應。
2. 本年度為海廢清理重點年，除政府機關外，各村里社區、民間團
體皆響應淨灘活動，且全縣 96 村里已有 96 村參與，參與率到達
100%。
3. 推動海岸認養，鼓勵民眾自主清理，目前已有興仁國小等 18 所
學校認養海岸線外，尖山電廠亦認養本縣海岸線。此外，另有山
水衝浪餐廳等 10 家業者承諾認養本縣海岸環境，共同維護本縣
海岸線環境。
(四)廢棄物處理再利用
1. 建構自主垃圾處理能力：整體考量本縣一般垃圾及事業垃圾與其
他廢棄物全面在地化處理，以達在地化自主處理長期目標，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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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規劃建設評估過渡期，仍以垃圾轉運為主。目前垃圾自主處理
設施以規劃整合環保循環處理專區並具備環保教育功能，後續作
業包含土地開發許可、環境影響評估及促參招商規劃等。
2. 焚化底渣委託處理計畫：核定經費 2,670 萬元，目前已清運完 107
年度焚化底渣量，並已處理 17,800 公噸焚化底渣，產生 17,800
公噸再生粒料，持續處理暫置在廠區內之焚化底渣。
3. 垃圾焚化再生粒料再利用推廣計畫：核定經費 1,530 萬元，針對
一般垃圾焚化再生粒料再利用推廣，確保焚化底渣處理作業不受
去化管道影響，提高焚化再生粒料再利用成效，後續將研議申請
基地填築及路堤填築等工程去化再生粒料。
4. 一般廢棄物資源永續循環再利用：辦理垃圾轉運高雄焚化 14,358
公噸，破碎廠破碎樹枝、漂流木 307 噸作為廚餘堆肥副資材木屑，
回收廢傢俱修繕成再生傢俱 309 件，辦理拍賣活動 2 場次，處理
廚餘廠廚餘堆肥 3,536 公噸，並補助各鄉市公所垃圾轉運相關車
輛油料維修費用、補助馬公市、湖西鄉及白沙鄉公所廚餘回收車
採購、賡續每季採樣檢測公有掩埋場地下水。
（五）水資源改善再利用與排水整治
1. 增建海水淡化廠：為因應本縣未來供水需求，本府積極爭取增建
海水淡化廠並由中央納入離島地區供水改善計畫辦理，本案已由
經濟部編列特別預算並責由自來水公司負責執行。本案興建位置
位於既有烏崁海水淡化廠東側，已取得可興建 1 萬噸之海淡廠用
地，目前計畫先行興建 4,000 噸海淡廠，預定將於 108 年 12 月底
完工營運；另 6,000 噸海淡廠已列入離島二期供水改善計畫辦
理，預定 113 年前辦理完成。有關七美及吉貝海水淡化廠已列入
離島供水改善計畫第二期辦理，並於 108 年開始辦理規劃及用地
取得作業。
2. 排水整治、雨水下水道工程、流域綜合治理：
(1) 「108 年白沙及西嶼排水改善工程」預計辦理白沙鄉赤崁及通
梁排水工程，西嶼鄉內垵、池西等地區排水修繕工程，已於
108 年 6 月 20 日決標，預定 108 年 11 月完工。
(2) 「108 年馬公及湖西排水改善工程」預計辦理湖西鄉成功、林
投及沙港等地區排水工程，馬公市烏崁、風櫃及東衛等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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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水修繕工程，已於 108 年 7 月 2 日決標，預定 108 年 11 月
完工。
(3) 「108 年度排水改善工程」預定辦理城北、林投、重光、尖山、
隘門等排水路改善，目前辦理細部設計作業，預定 108 年 11
月辦理工程發包作業。
(4) 為澈底改善尖山地區排水問題，經向經濟部水利署爭取前瞻
計畫相關經費辦理「尖山 2 號排水整治工程」及「尖山地區
排水整治工程」，目前均施工中，預定 108 年 10 月完工。
(5) 105 年度 內政部 營建 署補助 辦理「 流域綜 合治理 計畫」
(105~106 年)第 2 階段縱走契約擴充業已完成簽約並開始執行
辦理，目前已完成外業驗收，預定 108 年 11 月結案。
(6) 107 年度營建署補助辦理鎖港地區 2F 幹線雨水下水道分流工
程，已於 108 年 9 月完工使用。
3. 汙水下水道系統、雨汙水分流、地下水保育管理：
(1) 為改善「成功水庫」及「興仁水庫」優養化問題，提升水庫
水量，本府預定於 109 年度辦理「興仁及成功水庫周邊地區
雨汙分流改善工程委託規劃設計監造服務」
，利用集水區內之
雨汙分流整體規畫，使水庫水量得以增加，水源品質得以改
善。
(2) 為改善澎湖內灣水質，本府積極爭取內政部營建署「前瞻建
設計畫-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補助辦理「內灣水質水量調查
及水質改善第一期工程」委託規劃設計監造技術服務，經評
估馬公市前寮里、石泉里及菜園里家戶汙水量佔內灣 8 里汙
水量 60%，故列為第一期改善工程，採汙水截流方式，於石
泉里興建水資源再利用中心，預定 108 年 12 月完成設計作業，
後續工程將持續爭取中央經費補助辦理。
(3) 為保育澎湖縣地下水資源，促進水資源永續使用，本府爭取
中央補助辦理「澎湖縣地下水保育實施計畫」
，預期透過地下
水觀測站網、澎湖縣抽水地圖的建置，達到長期觀測澎湖縣
地下水位及水量之目的，做為地下水減抽及管制之依據，本
計畫預計於 4 年內(108~111 年)鑿設 150 米之觀測井共 12 座，
並利用自來水公司停用水井作為輔助觀測井共 11 座，做為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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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站網，目前已完成志清國中觀測井 1 座，後續將持續辦理。
（六）推動再生能源與節約能源
1. 太陽光電設置輔導：經濟部委託本府辦理太陽光電發電設備認定
業務，截至本(108)年 9 月底，同意備案核准 3 件、裝置容量 3100
瓩，設備登記核准 6 件、裝置容量 542 瓩。
2. 縣市共推住商節電行動計畫：中央補助 1,147 萬元，進行轄區用
電盤查，並針對服務業、機關部門節電，辦理汰換老舊空調、電
冰箱、照明設備及轄內各宗教場所將傳統照明、祈福或祭祀用燈
具汰換為 LED 節電燈具等節能措施進行補助，截至本(108)年 9
月底，申請受理燈具汰換 978 具、受理無風管空氣調節機
543kW(100 台)、電冰箱 6,313 公升(18 台)、宗教場所燈具汰換 545
具(10 處)。
（七）保育工作
1. 重要濕地保育：辦理青螺（國家級）重要濕地基礎調查、生物資
源調查及環境監測、植群監測及紅樹林族群動態調查、青螺濕地
日常管理工作等。
2. 澎湖縣國土綠網地質公園推動計畫：辦理澎湖海洋地質推行計
畫、澎湖特殊地景調查監測計畫勞務委託及成立澎湖縣自然地景
及自然紀念物審議會。
3. 野生動物合理利用之管理：配合全國野生動物查緝，於 108 年 7
月 9-14 日配合警察單位進行轄內相關店家查緝，計出勤 8 人次
查察 12 家次，無違法情事。
五、強化運能 交通便利
（一）公共車船汰舊換新
1. 臺華輪汰舊換新，交回中央統籌規劃：考量全案複雜度過高，後
續營運不易，且橫跨兩縣市屬國道性質，建議仍由中央收回建造
營運。經蔡總統於 8 月 26 日蒞臨本府座談會，決議全案納歸中
央規劃建造營運，併入藍色公路 10 年計畫，本府刻正函報航港
局辦理撤案，並請交通部確保目前臺華輪安穩營運，並提升服務
品質，直至新船建造營運。
2. 「107 年公路公共運輸多元推升計畫」辦理公車限齡汰舊換新，
獲得交通部核定補助打造 10 輛大型公車，目前平均車齡已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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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年，10 輛公車 108 年 9 月 17 日完成驗收後現已上路營運。
3. 108 年獲交通部同意核定補助款 4,765 萬 8,000 元，辦理 11 輛公
車汰舊換新，預期 109 年 4 月完工交車驗收後將可加速降低本縣
公車老舊車齡至 3.7 年，將有助於提升友善乘車服務，強化身障
者公共運輸之便利性。
4. 108 年度興建嵵裡海水浴場站及赤崁碼頭站等 2 座候車亭，向交
通部公路總局申請核定補助新臺幣 50 萬，預計年度內完工，提
供民眾舒適之候車環境。
5. 為求資訊提供之整體性，今(108)年規劃以單一標案方式，全面更
新馬公總站轉運中心、候車亭與站牌之澎湖市區客運候車資訊，
並淘汰老舊公車站牌，設置新型抗強風集中式站牌。
6. 各離島交通船汰舊換新計畫推動情形，日前該計畫綜合規劃階段
之成果報告書，獲得行政院 108 年 5 月 16 日同意辦理。將由本
府分別辦理委託專案管理（含監造）及造船統包案，本案白沙鄉
3 艘（20 噸級以下）、望安鄉 1 艘（100 噸級以下），預定於 110
年 3 月完工結案。
（二）陸海空便捷服務
重大連續假日航空服務能量提升：澎湖鄉親返鄉著重空運，往昔為
了在連續假日及重要節日往返，需至航空公司前漏夜排隊，但求一
機位，目前本府除機位需求登記、現場派員設立櫃檯協助加班機開
航等既有措施外，更廣增各種宣傳管道，提醒鄉親儘早購票或於離
峰時間往返，減少候補時間。本（108）年端午節、中秋節共計提
供 1,478 架次班機，較 107 年增加 12%，疏運順遂，無加開包機；
而雙十連假共 4 日，機位需求申請共計收受需求近 1,300 位，加開
共 9 班加班機，提供 1,416 座位數，配合海運運能完成疏運任務。
（三）廣場、道路、漁港環境改善工程
1. 開闢國際廣場：營建署補助 2 億元，規劃馬公新生路及新店路間、
馬公都市計畫廣場兼停車場用地「廣（停）七」及公園用地，進
行整體景觀改善。第一期工程於本(108)年 4 月施工完成，第二期
工程於本(108)年 3 月開工，預訂 109 年 8 月完工。
2. 縣、鄉道改善工程：
(1) 「澎 8 號、澎 23 號及澎 31 號鄉道改善工程」
，目前完工驗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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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2) 「澎 35 號線照明工程」已於 108 年 7 月 7 日開工，目前施工
中，預計 108 年 12 月底完工。
(3) 「澎湖縣主要道路路廊景觀改善工程(203 縣道)」，路燈、景
觀工程及跨海大橋段景觀及照明改善工程均施工中，預計本
(108)年 12 月完工。
(4) 205 縣道改善工程部分改善 3K+700~4K+200 路段，預計 108
年 12 月完工。
(5) 中央前瞻計畫提升道路品質計畫補助 7,500 萬元，其中澎 42
鄉道改善工程獲中央補助 3,000 萬，目前辦理設計中，後續將
委由七美鄉公所辦理工程施工管理；202 號縣道(東衛-成功橋)
路段及縣道植栽總體檢獲中央補助 4,500 萬元，目前辦理設計
中。
3. 澎湖生活圈道路（市區道路）系統建設：核定經費 1 億 6,476 萬
2,000 元，辦理「鎖港工業區周邊計畫道路開闢工程」及「金龍
頭營區聯外 12 米計畫道路開闢工程」，預計本(108)年 8 月及 12
月完工；馬公都市計畫春暉公園周邊計畫道路開闢工程、鎖港都
市計畫海堤段周邊計畫道路開闢工程、公 5、公 6 周邊 4 米計畫
道路開闢工程、綜合體育館周邊 8 米都市計畫道路開闢工程等道
路用地取得案，預計本(108)年 12 月用地取得程序完備。
「馬公都
市計畫案山工業區周邊道路新建工程」，業於 108 年 9 月完工。
4. 道路景觀改善及指標系統建置：營建署補助 1 億 6,000 萬元，辦
理「新店路共同管溝暨道路改善景觀改善計畫」，預計本(108)年
12 月完工，另「澎湖道路指標系統建置計畫」第一、二期計畫已
於 108 年 7 月結案。
（四）港灣設施改善與漁業公共設施興建
1. 核定經費 3,850 萬元，辦理將軍北漁具整補場、鎖港漁具整補場、
內垵北漁具整補場工程、七美漁港西外離岸基本設施改善工程、
沙港中及沙港東漁港基本設施改善、通梁漁港疏濬及嵵裡漁港疏
濬工程等案。其中內垵北漁具整補場工程及通梁漁港疏濬已完
工，其餘各案預計本(108)年底完工。
2. 核定經費 400 萬元，辦理吉貝漁港交通船碼頭設施改善工程，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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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本(108)年完工。
3. 縣府自籌 3,000 萬元，辦理本島漁港基本設施改善工程；風櫃西
曳船道風櫃東修復工程、興仁海堤修復工程、山水漁港防碰墊工
程、後寮漁港疏濬工程、七美雙心石滬舊防波堤整修等工程，其
中山水漁港防碰墊工程及後寮漁港疏濬工程已完工，其餘工程預
計本(108)年底完工。
4. 海洋委員會補助 170 萬元辦理規劃研究，改善鳥嶼漁港長年淤砂
問題，業於 108 年 9 月 20 日辦理地方說明會，預計本(108)年底
完成規劃案。
5. 向中央爭取 1 億 1,500 萬元經費建置改善碼頭設施，以維居民及
旅客上下船之安全。目前已完成赤崁、岐頭漁港無障礙岸接設施
新建工程，另潭門、虎井、桶盤及員貝刻正施工中，預計 109 年
上旬完工。另目前正規劃設計於東吉、花嶼及鳥嶼等港興建無障
礙設施，108 年 9 月 3 日於望安鄉西安社區活動中心召開東吉、
花嶼港新建浮動碼頭地方說明會，東吉漁港已取得地方共識，目
前進行初步設計。另鳥嶼交通船碼頭部分已於日前辦理會勘，目
前委託顧問公司規劃設計中。
六、貼心建設 友善城市
（一）停車貼心收費與友善空間
1. 因民眾使用者付費習慣未建立，長久以來車輛停放於店家門口之
心態仍存在，以及違規停車取締力道不足等因素，造成停車場及
停車格停車率並不理想。且違停占用現象仍普遍發生，因此縣府
以滾動式調整停車收費制度，以「路外為主、路邊為輔」原則，
將停車費率調整為每小時 20 元；路外停車場每格每日停車收費
上限為 60 元，路邊停車格上限為 160 元，縣府廣場、文光國中
及中正國小地下停車場停車收費上限每日為 80 元，藉此鼓勵使
用者將車輛停放至路外停車場及地下停車場，改善停車問題。
2. 為整頓租賃業者佔用停車格位情形，於馬公商港郵輪碼頭設置
「租車業者停車專區」，鼓勵業者進駐租車專區，並於 108 年 3
月 1 日起，針對租賃業者佔用停車格位之行為依法開罰；在本府
警察局持續安排勤務取締及柔性勸導業者進駐的努力下，租車專
區共有 42 家業者進駐，格位使用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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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馬公國小、中興國小整體規劃及可行性評估：整體規劃 480 萬元，
可行性評估 240 萬元，整體規劃於 108 年 1 月結案，排序前 3 依
序為南海立體停車場、馬公國小地下停車場、中興國小地下停車
場，惟南海立體停車場已完成 BOT 簽約，未符合補助要點，爰
刻正以馬公國小地下停車場、中興國小地下停車場執行可行性評
估，並同時提報工程案予交通部公路總局審查，於 108 年 9 月 18
日公路總局完成工程案第 1 次審查案，俟公路總局完成工程案核
定後，即辦理工程案之規劃設計招標。
（二）友善基礎建設
1. 城鎮之心計畫：內政部營建署核定 107 年度第一階段「城鎮之心
工程計畫」政策引導型案件，經費 1,000 萬元，透過社區規劃師
及地方居民的投入，改善目前缺乏妥善規劃、設計及管理之濱海
生態景觀，同時扶植及創造具備當地特色的產業，共同營造出具
澎湖地方特色之海岸生態及人文環境，為澎湖的生態永續發展建
構成長能量。
2. 漁港入口意象：內政部營建署核定 107 年度第一階段「城鎮之心
工程計畫」政策引導型案件，經費 2,590 萬元，透過東吉漁港的
入口景觀再造，改善既有之公眾服務空間，型塑生態旅遊空間，
以增進島嶼生態旅遊服務及交通船舶服務空間之使用品質，並彰
顯澎湖南海生態旅遊之特色。
3. 文化長灘黃金雙環景觀：內政部營建署核定「城鎮之心工程計畫」
政策引導型第三階段，經費 1,300 萬元，本計畫擬透過既有動線
系統（車行、人行、自行車）串連與沿線環境改善，配合黃金海
岸世界海洋故事園區與周邊景點（隘門沙灘、林投公園、龍門尖
山碼頭、觀潮亭等）
，重新規劃設計 204 號縣道通往隘門、林投、
龍門之環狀動線系統與重要節點景觀串聯與環境改善，再配合濱
海廊道服務設施與解說系統的建置，以期打造在地化、優質化、
特色化之廊道景觀，以達湖西鄉門戶意象周邊環境景觀改善目
標。
4. 危險老屋拆除及環境整理：拆除老舊房屋，施作青青草原綠美
化，有效改善景觀，讓居民感受友善居住環境。
（三）精進墓政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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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菊島福園空氣汙染防制設備更新作業：菊島福園為本縣唯一火化
場，空汙防制設施業已使用多年，因機械老舊使用效能已大幅下
降，本(108)年度編列設備更新費用 4,180 萬元，目前已完成工程
發包作業，刻正辦理規劃設計事宜，後續將增設兩套空氣汙染防
制設備，以期提升本園服務量能。
2. 本縣菊島福園冷凍櫃汰舊換新作業：有關菊島福園經管遺體冷凍
櫃業已使用多年，為保持大體冰存之效能，於本(108)年度編列更
新費用 315 萬 6,300 元，目前已完成採購作業，廠商刻正備料製
作中，後續將於櫃體面板裝貼彩繪圖樣，以期增加設施使用之溫
馨感。
（四）推動植栽造林綠美化
1. 108 年加強澎湖造林景觀多樣性及城市綠廊景觀營造計畫，於 108
年 6 月 12 日經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核定，現辦理墊付作業中。
2. 108 年澎湖縣平地景觀造林及林相更新營造工作，本(108)年度預
計新植造林地點有白沙鄉鎮海講美至鎮海道路西側，面積約 0.8
公頃；馬公市鐵線，面積約 1 公頃；林相更新地點預計為竹灣，
面積約 3 公頃。目前辦理鎮海新段 640、677、714 地號植苗及防
風網施作，已完成進度約 90%，預計可新植 1,000 株小葉南洋杉。
3. 辦理 108 年澎湖縣重要景點及道路景觀營造維護及休憩園區花海
營造工作，提升澎湖觀光友善及景觀多樣性，強化澎湖休憩園區
環境教育及生態功能，並帶動澎湖冬季旅遊的風潮。
（五）動物照護
1. 野生動植物合理利用之管理：為保護青螺沙嘴小燕鷗繁殖，設置
警戒範圍；108 年 1-10 月累計收容黑翅鳶 2 隻，及其他鳥類 3 隻
次，烏龜 1 隻次。
2. 流浪動物收容中心新建工程：因應動保法零撲殺政策，改善現有
收容中心收容能力及品質，新建後可容納 250 隻流浪犬貓，預定
本(108)年底完工。
3. 設置小型動物焚化爐：於馬公市光華段 237-11(分割後)地號設置
動物焚化爐，以提供民眾寵物屍體個別火化服務，目前刻正辦理
園區圍牆及爐體附屬設施設計中。
（六）提升救災救護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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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提升本縣緊急醫療救護裝備器材計畫：核定經費 50 萬元，依本
縣緊急救護實際需求，規劃採購「擔架床」7 組及自動心肺復甦
機充電座，提升本縣緊急救護服務品質，掌握黃金搶救時間，發
揮緊急救護服務最大成效。
2. 充實緊急救災救護通訊設備計畫：經費 400 萬元，建構數位無線
電通訊聯網，強化緊急救災救護指揮、派遣、調度、聯繫，及即
時災情查報傳遞作業，以確保民眾生命財產安全。
3. 充實本縣離島消防救災能力計畫：經費 304 萬元，採購移動式消
防幫浦機組 3 組、消防勤務機車 10 輛、環場式照明燈 5 組，強
化救災效能。
4. 消防車輛汰購計畫：經費 1,950 萬元，購置消防水箱車 3 輛、有
效提升消防救災戰力，保障民眾生命財產安全。
（七）協助鄉市公所爭取前瞻基礎建設
1. 馬公市興仁鄰里空間療癒綠地改善計畫：核定經費 367 萬元，改
善原有荒地景觀、結合既有水岸環境形塑具示範性療癒綠地空間
及增加綠化空間。
2. 湖西村童軍營步道圍牆工程：核定經費 333 萬元，重整綠地及人
行徒步空間，重塑道路環境，提供民眾休憩空間。
3. 白沙鄉員貝嶼生活環境整備計畫：核定經費 500 萬元，打造員貝
嶼多元農漁業傳統聚落文化，配合解說體驗活動，傳承在地文化
並吸引遊客駐足。
七、產業加值 振興經濟
（一）優質農漁業行銷輔導：
1. 整合推動海洋生物技術產業化-強化檢疫及促進行銷經營管理：
輔導 31 家養殖戶認證澎湖優鮮產地證明標章，辦理澎湖優鮮教
育訓練講習 12 場次、溯源水產品加強推廣講習 2 場次，提升本
縣漁民對於認證水產品之認識及行銷推廣手段之瞭解。
2. 澎湖縣土魠魚、海菜、紫菜三金產業行銷輔導計畫：經費 900 萬
元，以產業共識會議持續凝聚業者共識，教育培力在地產業業者
持續成長經濟提升，以研發三金特色餐飲產品提供企業永續推動
的動力，透過產業串連，觀光整合帶動企業整體成長與活動，提
升產業形象，深耕品牌發展與完善消費旅遊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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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推動海洋科技產業
1. 本年度本縣水產種苗繁殖場已輔導 5 家養殖場完成第 1 階段海葡
萄量產養殖輔導測試，包含 3 家箱網養殖場及 2 家陸上魚塭養殖
場，總累計收成量約 150 公斤，本府亦輔導業者與餐廳合作推出
海葡萄料理，及請相關單位團體協助進行包裝及推廣行銷。目前
正進行第 2 階段養殖輔導，海上吊掛養殖的部分正輔導業者自行
生產吊掛所需海葡萄種苗，陸上魚塭養殖的部分正輔導業者建立
海葡萄量化標準作業流程。
2. 設置海洋科技園區：鼓勵業者在澎湖設立海水淡化技術輸出中
心，就地生產機組設備，藉由海水淡化產業技術發展，推動海事
科技製造業人才優勢，提高就業機會，吸引青年返鄉，目前勘選
合適的公有土地，刻正辦理研議土地容許使用及公私有地交換整
合。
（三）地方產業推動
1. 108 年地方產業創新研發推動計畫(地方型 SBIR) ：為鼓勵中小
企業進行產業技術及產品之創新研究，特依據「經濟部配合協助
直轄市、市（縣）政府辦理地方產業創新研發推動計畫（地方型
SBIR），由縣府匡列經費並申請經濟部相對補助款，提供轄內廠
商創新研發補助，以加速提升澎湖縣中小企業之產業競爭力，促
進產業發展。經濟部中小企業處補助經費為 795 萬 8,150 元，縣
府縣籌款為 238 萬 7,850 元，共 1,034 萬 6,000 元，核定補助廠商
為 13 家中小企業。
2. 以鎖港觀光漁市為核心促進整體觀光及發展，重新塑造漁業產業
發展價值，重塑漁業觀光新定位，本計畫縣籌款 3,650 萬元，縣
府前已多次邀集議員、代表、地方人士召開協調會議及說明會，
目前本案細部設計階段配合都市計畫變更期程先予暫緩辦理，另
請鎖港里辦公處及鎖港社區發展協會，協助本案於都市計畫變更
審議期間協助了解潛在廠商投資經營之意願及需求。
八、實踐青創 活化土地
（一）輔導青年創業
設立青年創業孵化器：建立本縣青創基地，選定石泉糧秣庫做為本
縣青創基地，已於 108 年 9 月 17 日完成建築物耐震能力詳細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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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 8 月 7、8 日辦理完成新北市、桃園市青創基地考察觀摩，作
為日後本縣青年創業孵化器之借鏡。
（二）莒光營區遷建
澎防部（莒光營區）位處馬公「媽宮歷史文化街區」
、
「濱海生態觀
光廊道」、「澎湖新灣區-水岸遊憩門戶」等軸帶中心，成為串聯觀
光產業發展之不可或缺重要拼圖。本案經縣府及議會共同努力下，
取得中央承諾補助並辦理遷建，降低縣府財政壓力，待遷建完成後
將可串聯西營區-中正堂-莒光、篤行十村-金龍頭等據點，對馬公市
區都市發展及旅遊將有極大助益。
（三）都更計畫、公共設施用地規劃
1. 台電舊發電廠周邊地區公共設施工程：主要內容為闢建由新村路
貫穿至海埔路之人車通行動線，拆除與通行動線牴觸建物(台電
舊電廠部分廠房)，通行動線東西向連通涵洞，東側植栽綠化以
及廣場停車場格位繪製。
2. 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內政部補助經費 510 萬元辦理本次
專案通盤檢討，旨為精確掌握現有澎湖縣各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
地之現況，研提解決方案及策略，建立公設保留地檢討變更原
則，研擬公辦整體開發等用地取得具體方式，以加速開發，減輕
政府財政負擔。
3. 鎖港工業區縣有土地開發計畫：為輔導有投資意願之廠商於本縣
設立工廠，促進產業活絡及提升，故開發縣有工業區土地，透過
設定地上權供民間廠商投標設立工廠。
（四）鼓勵民眾遷葬獎勵計畫
1. 精進墓政、持續遷墓：自 108 年 4-9 月底止，撿骨進塔補助案件
共計 490 件，每一墓基面積以 16 平方公尺估算，約有 7,840 平方
公尺土地可供釋出，後續將持續推廣撿骨進塔政策，並透過宣傳
單張、有線電視跑馬燈、新聞報導等方式，加強政策宣導力道，
並請各戶政事務所協助宣導，以期增加民眾遷葬意願。
2. 依需求擴建納骨塔：目前各鄉市公所所經管納骨堂(塔)現有櫃位
尚足提供申請使用，惟西嶼鄉公所鄉內唯一納骨堂開辦使用已屆
14 年，堂內納骨(灰)櫃即將飽和，目前該案業已取得國發會同意
補助，計畫總經費為 8,883 萬 4,000 元，後續將請公所儘速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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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植樹造林、青青草原
1. 植樹造林：委由林務局澎湖造林工作隊造林：新植造林部分，本
(108)年度總計已完成尖山發電廠、澎科大、東衛、龍門、後寮約
5 公頃，造林數量喬、灌木共計 43,511 株。補植造林部分，本年
度總計已完成澎科大、合界橫礁遊憩區約 2 公頃，造林數量共
2,729 株。
2. 公園新闢：
(1) 108 年繼光及生明營區設施改善工程：108 年 5 月 27 日開標，
並於同年 6 月 17 日開工，已完成新設休憩長廊、木桌及木座
椅現場組立，預計 108 年 11 月底完工。
(2) 明遠公園新建工程：已於 108 年 6 月 25 日決標，7 月 2 日開
工，8 月 28 日驗收完成，計完成步道約 16 公尺、3 人座座椅
2 座、公園面積計 371 平方公尺。
(3) 勵志二村公園：108 年 10 月 15 日拆除舊宿舍後，進場完成鐵
皮(含鐵絲網)圍牆拆除、修剪樹木雜枝，並派駐怪手進場整地
中，預計於年底前完工。
3. 青青草園新植：辦理「108 年環境綠化植生工作」業於 108 年 4
月 22 日開工，截至目前完成 37 處綠地，面積約 2 公頃，108 年
10 月完成後續擴充，本(108)年度預計施作約 3 公頃。有關治平
路南北兩側老舊房屋(惠民醫院北側)拆除後，業已完成整地、填
客土整平，後續將進場進行景觀植栽及草皮鋪設作業；另安一飯
店西北側，業已派駐怪手初步整地並種植羅漢松，後續將進場客
土及鋪設草皮。
4. 銀合歡林地剷除活化再利用:108 年澎湖縣銀合歡剷除活化作業
目前已完成馬公市公所 62 筆土地(面積 5.4 公頃)、西嶼鄉公所 10
筆土地(面積 0.91 公頃)、湖西鄉公所 87 筆土地(面積約 6.04 公
頃)、白沙鄉公所 3 筆土地(面積約 0.38 公頃)申請案書面審核作
業，第一階段剷除面積預計 1 公頃，目前已完成 0.6 公頃，本(108)
年度預計可剷除 5 公頃銀合歡。
（六）土地開發利用
1. 縣有不動產為改良或開發利用:
(1) 馬公市馬公段 2666-92、2666-93 地號縣有土地，依縣有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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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條例第 45 條及促參法第 42 條，規劃「澎湖縣休閒漁業
區(馬公段 2666-92)興建營運移轉案」及「澎湖縣休閒漁業區
(馬公段 2666-93)興建營運移轉案」。
(2) 依促參法 46 條民間自行規劃及同法第 42 條規劃案件計「鎖
港觀光漁市場召開公開徵求其他民間申請人作業服務案」及
「馬公市馬公段 2663 地號部分基地開發案計畫」2 案，刻正
向財政部申請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前置作業補助費用。
(3) 為促進工業發展，由工業主管機關擬具海堤段 1200 地號及案
山段 882 地號等 8 筆工業區土地設定地上權 2 案，將依土地
法 25 條程序提案送縣議會審議及行政院核准後辦理，俾活化
資產運用帶動商業動能。
2. 馬公市光榮(公五、公六)地區區段徵收：透過整體開發之方式將
原為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公五、公六部分土地規劃為住宅區及公共
設施，提供都市發展所需之土地空間及公共設施。本案業經內政
部核准徵收並完成徵收程序，並已完成工程規劃設計，辦理發包
作業中，工程期預定為 540 日。另為利土地所有權人知悉後續區
段徵收抵價地抽籤及配地作業，於本(108)年 10 月辦理抵價地抽
籤及配地說明會，同年 12 月辦理抽籤配地作業。於完成土地處
分及點交後，始得辦理標售剩餘可供建築土地。
3. 馬公市司法新村都市更新計畫：依據土地權屬及建築物使用向
度，選擇其中更新單元 2 及更新單元 4(司法新村範圍)進行委託
招商，針對市場、容積獎勵及 2 處更新單元，進行財務模擬及相
關敏感度分析，已完成底價分析作業，供後續附款式標售底價參
考，刻正積極與澎湖地方法院及檢察署召開協調會，協調院、檢
宿舍安置搬遷地點。
4. 老舊宿舍活化利用﹕馬公段 1713、1713-1 地號縣有地，於民國
65 年建築作校長宿舍使用，該建物已老舊且長期閒置荒廢，本府
與馬公高中幾經溝通及協調後，該校爰同意辦理廢止撥用並歸還
本府接管。業於本年（108）6 月 13 日拆除舊校長宿舍完竣，闢
建小公園 1 座，寬廣的視野加上拆除時保留生長良好之樹木，輔
以泥作石椅，現況已可供民眾於樹蔭下休憩及散步使用。另 108
年 6 月 30 日收回馬公市陽明里水源路宿舍，108 年 9 月 11 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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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後，確定不適合居住且環境髒亂，已列入待拆除項目，並俟拆
除完成後辦理整地及綠美化事宜。
九、優質福利 公平正義
（一）享居社福養生園區
結合廢棄營區活化計畫，規劃於鼎灣廢棄營區設置結合長期照顧服
務、身心障礙福利服務、托育資源服務、社會救助等融合多功能綜
合型長照社福場館，促進代間交流、提高場館服務使用率，提供實
質性長期照顧服務、公共托育服務等，內部規劃設置住宿式長照服
務機構、日間照顧中心、銀髮運動中心、社區公共托育家園、輔具
服務、社區日間作業設施服務及附設咖啡廳、失智症團體家屋、實
物銀行等服務。
（二）澎湖縣社會住宅興辦計畫
為落實提供中低收入、弱勢、相對弱勢及受薪階級居住需求協助，
並配合中央政策 8 年 20 萬戶社會住宅興辦計畫之目標，內政部核
定補助 300 萬元辦理馬公市案山段 197 地號及中衛段 1488 地號共 2
筆土地先期規劃；目前中衛段 1488 地號刻正辦理土地變更編定為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程序；為加速流程，同時進行先期規劃發包作業
相關程序中，預計完成後，可提供 100-120 戶符合條件並有居住需
求者使用。
（三）多元福利服務
1. 就讀幼兒園補助暨增設公立幼兒園：
(1) 維持現行就讀公私立幼兒園 5 歲幼兒免學費機制，補助就讀
公立幼兒園幼兒每學期最高 7,000 元，補助就讀私立幼兒園之
幼兒每學期最高 1 萬 5,000 元。就讀公立幼兒園且當學年度 9
月 1 日前滿 2 歲至 4 歲之幼兒，入學免繳學費，低收入戶及
中低收入戶家庭子女免繳費用。
(2) 增設公立幼兒園-中正國小及馬公國小附設幼兒園各增 1 班，
已於 108 年 9 月開學正式啟用。
2. 佈建公共托育中心：依縣內 0-2 歲幼兒托育需求，持續佈建公共
化托育空間(公共托育家園及公私協力托嬰中心)，本(108)年 1 月
於光榮社區設置本縣第 1 處公私協力托嬰中心，可收托 25 位幼
兒，及規劃於前寮社區設置本縣第 2 處公私協力托嬰中心，預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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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收托 30 位幼兒。另經中央核定 108 年度前瞻計畫補助，規劃
於馬公市五德里、湖西鄉湖西村、白沙鄉港子村設置公共托育家
園，預計每處家園可收托 12 位幼兒。後續將規劃於鄰近學校、
住宅區及社區居民的生活圈 5 處公共托育空間，預計可收托 91
位幼兒，提供家長便利的托育服務。
3. 身障照顧服務：社區日間作業設施（小型作業所），結合民間設
置 3 處社區日間作業設施據點(魔豆手作工房、集愛工坊及應許
之地)，本(108)年 4-10 月，服務 45 名身心障礙者；於馬公市興
建身心障礙全日型照顧機構(樂朋家園)，以紓解本縣心智障礙家
庭長期照顧壓力，截至本(108)年 10 月，已安置 22 名身心障礙者；
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中心，本(108)年 4-10 月計服務 3,654 人次，
服務內容包含課後照顧、玩膳食堂(備餐課程)22 場次、支持團體
30 場次、據點紓壓活動 37 場次、照顧技巧訓練 11 場次及喘息服
務(臨時替代服務)；身心障礙者復康巴士交通服務，本縣復康巴
士已達 15 部，提供身心障礙者及行動不便者就醫交通服務，本
(108)年 4-10 月止計服務 1 萬 9,440 人次，服務需求逐年攀升；輔
具資源中心及輔具行動服務專車，為改善身心障礙者生活品質，
提升獨立生活功能，本(108)年 4-10 月計服務 4,600 人次。
4. 新住民關懷與照顧：本縣共設置 6 處新住民整合型社區服務據
點，本(108)年度持續辦理運作中，截至 10 月已辦理服務方案 15
場次，共計 574 人次參加。另結合各網絡單位，共同規劃辦理「新
住民就業服務學習計畫」，本(108)年 4-10 月止計辦理 3 場次 145
人次。
5. 弱勢兒少照顧：協助弱勢家庭兒少免於社會排除，運用社區志工
人力，投入關懷與陪伴，本(108)年 4-10 月提供個案關懷訪視計
71 戶 166 名兒少，辦理兒童少年課業輔導、親職教育推廣及親子
活動計 633 人次；弱勢兒少緊急生活扶助，補助 11 萬 1,000 元，
計 37 人次受益；弱勢兒童課後照顧服務，補助 7 萬 2,000 元，計
24 人次受益；協助低收入戶及弱勢家庭，減輕家庭負擔。
6. 婦女權益照顧：辦理偏鄉婦女培力支持；規劃藝術深耕師資自學
種子補給站，創立弱勢暨身障婦女支持培力及孵夢工廠計畫，辦
理特境家庭扶助、家訪關懷與心靈救援等服務，成立菊島她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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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輔導特境、中低收、身障、新(原)住民、中高齡、失業、二
度就業等婦女及其家庭等學習創業。積極推廣性別平等，本(108)
年推動菊島跨世代性平扎根計畫、辦理性別主流化、消除對婦女
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系列課程及社區性別意識培力。
7. 社照關懷共食服務：普設社區照顧關懷據點，提供長者可近性服
務，使長者留在熟悉的社區中生活，亦提供家庭照顧者適當喘
息，目前已設置 45 據點，提供長者初級預防服務，本(108)年 4-9
月計提供 13 萬 7,160 服務人次；長者共食服務，鼓勵長者多與人
互動，目前全縣計 22 處定點共餐據點，其中 16 處提供週一至週
五共餐，藉由共食，結交朋友、分享美食，促進長者身心健康。
8. 實物銀行服務：連結企業、民眾等慈善資源，提供實(食)物、經
濟扶助、關懷訪視及轉介等，適時提供最基本生存需求，本(108)
年 4-9 月止共計結合 31 家次民間善心企業、團體、個人等，媒
合金額（含物資市值）57 萬 838 元，總扶助 1,302 人次。
9. 生育補助 357 計畫：為因應少子化，鼓勵婦女生育，減輕家庭經
濟負擔，編列婦女生育補助費用，第 1 胎 3 萬元、第 2 胎 5 萬元、
第 3 胎以上 7 萬元，截至本(108)年 9 月底，共補助 764 人，核發
3,280 萬元。
10. 設籍本縣 2 至 11 歲兒童搭機 5 折優惠：落實愛幼政策，今年持
續辦理設籍本縣的 2 至 11 歲兒童，搭乘國內定期航線之空運航
班往返於戶籍地與臺灣本島之間者，比照 65 歲以上老人享有 5
折票價。108 年 1 至 9 月底止，計補助 1 萬 2,376 人次，補貼金
額為 448 萬 6,924 元，補貼款逐年成長，有效降低本縣居民交通
需求之負擔，後續將好上加好，預定自 109 年起，實施為 3.5
折優惠，並推廣至 65 歲以上老人一併適用，照顧本縣居民。
（四）長期照顧十年計畫
1. 以「澎湖縣長期照顧管理中心」為單一窗口，推展項目包含：喘
息服務、專業服務(包含復能照護、營養照護、困擾行為照護、
進食與吞嚥照護等 12 項服務)，本(108)年 4-9 月底，共協助 456
位失能長者及家庭獲得長照相關服務，其中喘息服務 1,220 人
次，專業服務 501 人次，並完成外籍看護申審與國內照顧服務接
軌共 371 案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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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長期照顧創新服務：積極培育及招募長照志願服務人員，共計 13
位；失智症照護服務：佈建共照中心 1 處、社區服務據點 6 處。
108 年 4-9 月共照中心新收案量 68 案，協助就醫新確診個案 24
位；社區服務據點服務失智個案 72 位，個案家屬 49 位。銜接長
照 2.0 出院準備友善醫院服務共計 98 人。
3. 建置澎湖菓葉健康園區：爭取「公共服務據點整備之整建長照衛
服據點計畫」，補助經費共計 1,218 萬 2,650 元，預計 108 年 12
月完工驗收。
4. 鳥嶼舊衛生室重建鳥嶼村長照衛生福利館：爭取「公共服務據點
整備之整建長照衛服據點第二期計畫」，補助經費共計 1,280 萬
9,000 元，預計 108 年 12 月 15 日完成規劃設計(工程)核定。
5. 擴增長期照顧管理分站:爭取衛生福利部-「公共服務據點整備之
整建長照衛福據點第二期計畫-馬公市第二衛生所、湖西鄉衛生
所、西嶼鄉衛生所、望安鄉衛生所、七美鄉衛生所等 5 處衛生所
照管分站修繕」案，補助經費共計 975 萬元整，預計 108 年 12
月底完工驗收。
6. 落實社區銀髮長期照顧：建構長照 2.0 服務體系，推動社區整體
照顧模式，因地制宜發展在地化長照服務，提供在地、即時、便
利的社區照顧，本(108)年 4-10 月，共計服務 9 萬 6,772 人次。
7. 居家服務：由社團法人澎湖縣照顧服務協會、有限責任高雄市安
祥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社團法人澎湖縣社會扶助關懷協會承
辦，共聘有 12 位居家服務督導員及 115 位照顧服務員，包括家
事服務、文書服務、醫務服務、休閒服務、精神支持服務及餐食
服務等，本(108)年 4-10 月提供服務 892 人，累計服務 10 萬 7,944
人次。
8. 日間照顧中心：本縣共設置 7 處日間照顧中心（含失智），以全
人照顧、在地老化、多元連續服務為長期照顧服務推動方針，落
實在地老化目標，本(108)年 4-10 月提供服務 104 人，累計服務
8,234 次。
9. 家庭托顧：將家中老人送到照顧服務員溫馨的家裡，於白天在就
近的社區裡接受照顧，晚上又可回到家中享受天倫之樂，並視失
能者的需要，提供身體照顧服務、日常生活照顧服務、文書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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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餐服務、陪同或代購生活必需品、聯絡醫療機構、文康休閒及
協助參與社區活動等服務至本(108)年 10 月已申請特約一處，可
提供 4 位失能長者家庭托顧服務。
10. 輔具購(租)及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經評估符合服務需求者，將
優先連結使用本縣輔具資源中心資源，提供輔具及居家無障礙
環境評估服務，並協助民眾申請相關補助或輔具租借使用，本
(108)年 4-10 月提供服務共 126 人次。
11. 長期照顧機構服務：將家庭總收入未達社會救助法規定最低生
活費 1.5 倍之重度及中度失能長者安養、養護轉介收容服務，本
(108)年 4-10 月提供服務共 73 人。
12. 中低收入獨居長者扶助餐食服務：為加強照顧本縣中低收入獨
居長者，減少高齡長者炊食之危險及購物之不便，本(108)年 4-10
月提供服務共 756 人，累計服務 25 萬 8,827 人次。
13. 到宅沐浴車服務：協助老人及身心障礙者得以在家中獲得適當
照顧，以維護生活品質，本(108)年 4-10 月提供服務 526 人次。
14. 鼓勵銀髮族社會參與：發揮「活到老，學到老」的終身學習精
神，辦理長青學苑，提供多元進修管道，招募長者志工，投入
志願服務，豐富其精采生活。
15. 保障長者經濟安全：發放春節平安敬老禮金，年滿 65 歲以上長
者每人 5,000 元，受益人數 1 萬 6,735 人，發放金額 8,367 萬 5,000
元；發放重陽敬老禮金，預計受益人數 1 萬 7,595 人，預計發放
金額 9,514 萬 7,000 元；發放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針對未接
受公費安置之中低收入老人，依家庭經濟狀況，每月發給 7,463
元或 3,731 元生活津貼，本(108)年 4-10 月，共發放 4,381 人次，
共 3,050 萬 8,447 元。
16. 獨老關懷及保護服務：以系統化雲端平臺勾稽所轄獨居老人服
務概況，以完整分析長者的服務情況，確保福利服務資源平均
分配，截至本(108)年 10 月止，已建置獨老基本資料 1,415 人及
公私部門共 12 單位共同運作登打服務狀況；辦理獨老緊急救援
連線系統：於獨居長者家中裝設「長者平安機」
，以提供獨居長
者遭受緊急危難必要之援助，本(108)年 4-10 月計服務 617 人
次；老人保護服務：對於老人有疏於照料、虐待、遺棄等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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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本府社會處保護性社工辦理老人保護工作，本(108)年 4-10 月
受理通報 16 件。
17. 關懷失智老人服務-預防走失•愛的手鍊:提供失智長者配戴，供
走失時相關問題之處理，本(108)年 4-10 月，服務 31 人；設置 1
處失智老人日間照顧中心，提供失智長者日間照顧服務，減輕
家庭照顧者負擔，本(108)年 4-10 月，服務 1,726 人次。
（五）社福前瞻建設
1. 長照衛福據點：盤點本縣長照資源不足區域，媒合現有老舊社區
活動中心、閒置空間等，落實福利社區化，經審查後核定補助 1
件新建案(七美鄉多功能長照衛福據點)及 8 件修繕案(長青活動中
心及菜園、五德、嵵裡、赤崁、小赤、城前及吉貝等共 8 間社區
活動中心)，核定經費 5,176 萬 9,000 元，分 3 期(107 年至 110 年
8 月)執行。
2. 少子化友善育兒空間建設-建構零至二歲兒童社區公共托育計
畫：核定補助 2,531 萬元，第一期辦理修繕婦女福利服務中心、
區域型家庭福利服務中心，另將於五德及湖西國小興設社區公共
托育家園；第二期於白沙鄉興設社區公共托育家園，並規劃興建
望安社會福利館。
十、強化醫療 照護升級
（一）在地醫療深根
1.醫療在地化：
(1) 策略聯盟醫院支援特別門診：持續邀請高知名度醫師至本縣
醫院及衛生所室開設專科門診，108 年 4-9 月共提供 201 診次，
計服務 3,893 人次；與臺南市醫師公會以「釣遊並醫療」模式，
持續合作至七美鄉、望安鄉提供專科診服務，108 年 4-9 月共
提供 28 診次，計服務 274 人次，落實提供民眾在地化醫療。
(2) 醫療團隊義診：由義大醫院、高雄榮民總醫院、中國醫藥大
學中醫學系校友會上醫療服務隊、亞太口腔臨床醫學會
（APACD）及臺北醫學大學「楓杏社會醫療暨醫學知識推廣
服務隊」等義診團隊，於本縣各鄉市進行義診活動，計服務
約 2,839 人次。
2. 提升急重症處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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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擴大爭取醫學中心支援本縣 2 家醫院，專科醫師由原支援 10
名增至 16 名，提升醫院急重症處理能力。
(2) 提報中央「建立優質之緊急醫療救護體系計畫」辦理採購無
線電固定臺、生理監視器、多功能急診推床及自動體外心臟
去顫器等急救醫療設備，共計 132 萬元。
3. 充實醫療專業醫師及護理人力：辦理衛生福利部原住民族及離島
地區醫事人員計畫，截至 107 學年度，養成公費生就學及接受訓
練計 80 名、108 學年度核定培育醫事人員計 15 名，並持續提報
109 學年度各類醫事人員需求數計 36 名，期望培育在地子弟，深
耕本縣醫療及滿足人力需求。
4. 改善醫療設備，加強二、三級離島醫療服務：
(1) 自 108 年起輔導 2 家醫院引進核磁造影儀器正式營運，三軍
總醫院澎湖分院於 108 年 1 月 23 日、衛生福部澎湖醫院於 108
年 3 月 12 日順利完成揭牌儀式，有效充實在地醫療設備，嘉
惠鄉親，目前服務量共計 1,862 人次。
(2) 提升各鄉市衛生所(室)醫療相關設備，爭取購置一般醫療儀器
設備計 11 項，補助經費計 81 萬 8,900 元；購置巡迴醫療車 1
輛，提供西嶼鄉親巡迴醫療服務設備，補助經費計 74 萬 6,316
元。
5. 辦理遠距醫療視訊及會診作業計畫：持續執行遠距醫療視訊會診
服務，108 年 4 月至 9 月服務 887 人次，提升醫療保健服務可近
性，縮小城鄉之間醫療品質之差距。
6. 家庭藥師計畫：由藥師親自訪視獨居失能長者或有多重藥物使用
的民眾，並利用雲端藥歷結合「社區藥師到我家」服務，創造在
地可近性的專業服務，輔導建立正確用藥觀念，目前已輔導本縣
藥局 7 家、醫院 3 家，共計藥師 17 人。社區關懷據點 12 處，共
服務 125 人，需持續追蹤收案者 119 人；服務家庭持續追蹤訪視
78 人；服務安養機構長者持續追蹤訪視共 41 人；全年用藥指導
共計 221 人次。
（二）完善轉診後送服務
1. 醫療後送服務：直昇機駐地備勤，守護鄉親健康，本(108)年度累
計執行轉診後送任務 75 趟 75 人次、病危返鄉行 19 趟 19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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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計執行經費計 8,265 萬 5,810 元。
2. 轉診交通費補助：補助本縣居民轉診赴臺就醫交通費，自 108 年
6 月 1 日放寬不限次數及陪同補助嘉惠鄉親，108 年 4-9 月共補
助 1 萬 1,389 人次，補助經費 2,292 萬 8,245 元。
3. 澎湖縣民眾醫療照護交通費補助:依補助由臺灣本島搭乘交通工
具返鄉醫療照護之交通費標準額度，本(108)年度累計執行 2 趟 2
人次，累計執行經費計 10 萬 1,946 元。
4. 協助本縣空中後送暨轉診病人掛號諮詢、住院訪視、出院、轉院
及安寧返鄉等服務，於臺北三總、高雄長庚、高雄榮總及高雄醫
學大學附設醫院等 4 處設置本縣醫療服務窗口，108 年 4-9 月共
計服務 2,625 人次；另目前與臺大醫院洽談規劃設置中。
（三）健康促進與防疫
1. 長者健康與營養促進：設立「社區營養推廣中心」，於社區中導
入衛生教育，並設置 5 處營養團體衛教示範點(馬公市興仁社區、
光明社區和五德社區、湖西鄉湖西社區及白沙鄉後寮社區)，並
為了偏鄉長者在白沙鄉成立「社區營養推廣分中心」，辦理團體
營養教育 27 場次，參與人數 523 人，個別營養教育 7 人。
2. 防疫整備：流感防治，108 年 4-10 月，本縣通報流感併發重症
10 例、確診 5 例。持續每日監測醫療院所通報流感及學校請假情
形，公開有關流感疫情訊息，讓民眾注意防範；建立本縣「公費
流感抗病毒藥劑合約機構」配置共計 33 家合約機構，提供符合
公費流感抗病毒藥劑條件之民眾藥物使用；協調教育處因應季節
性流感，建議訂定停課標準，降低流感病毒傳播風險。腸病毒防
治，查核轄內教托育機構洗手設備共 63 家次，加強本縣醫院、
托嬰中心、婦產科及小兒科診所訪查與輔導，共計 10 家次，108
年 4-10 月共計 59 班級達停課標準。結核病防治，108 年 4-10 月
通報件數 19 人，確診 15 人，總管理案件 18 人。登革熱防治，
進行登革熱病媒蚊密度調查，共計家戶訪查 992 村里次、5 萬 247
戶次，辦理孳生源清除 1 萬 983 戶次。恙蟲病防治，於 108 年 4-10
月共計通報 110 件，檢驗結果為 59 件陽性，藉由各管道辦理衛
教宣導 59 場次，邀集各村長幹事召開恙蟲防治研討會研討因應
對策，請各村協助懸掛恙蟲紅布條提醒民眾注意防範，並加強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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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院所恙蟲病通報。
（四）強化食安稽查
1. 辦理「108 年獎勵地方政府落實推動食安五環改革政策計畫」地
方產業亮點食安管理推動計畫聯繫會報 1 場次；聯合建設處查核
食品工廠 12 家次;辦理海上平臺查核計 10 次;配合行政院農委會
動植物防疫檢疫局屠體運輸車輛聯合查核 3 次。
2. 108 年度檢驗市售蔬果農產品之農藥殘留量、市售禽畜水產品動
物用藥殘留及市售食品中重金屬含量、真菌毒素污染量、食品添
加物等已執行 68 項專案，抽驗 563 件產品，檢驗結果與規定不
相符有 16 件，合格率為 97%。配合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稽查抽驗市售農產品農藥殘留專案計畫生鮮蔬果抽驗計 120 件，
檢出農藥殘留 14 件與規定不相符，依規定下架不得販售，經查
來源屬外縣市者移送所轄機關後續處辦落實源頭管理。
3. 辦理監測電視及網路，食品、藥品、化粧品、醫療器材及中藥誇
大不實違規廣告計 466 件，均移送他縣市轄區衛生局依法查處。
4. 稽查本縣食品餐飲業者(食品良好衛生規範準則 GHP)共 1,231 家
次，限期改善 66 家次並依法複查；食品市售標示查核 9,745 件，
均依食安法規定，予以行政輔導至改善完成。
5. 維護民眾飲用水安全，辦理路邊加水站查核 20 家次，並研擬本
縣加水站衛生管理自治條例，以確保本縣加水站飲用水之品質與
衛生。
6. 爭取 108 年度食品安全建設-強化衛生單位食安稽查及檢驗量能
計畫，經費計 567 萬 9,000 元整(中央補助：511 萬 1,000 元、縣
配合款：56 萬 8,000 元)；辦理實驗室廢棄試液儲存環境改善和
充實儀器設備，以及各項食品衛生檢驗、後市場農藥殘留及動物
用藥殘留監測，自 108 年 4 月至 10 月，完成共計 390 件，並完
成國內外能力試驗 5 場次，提升檢驗技能。
（五）強化社區心理衛生
1. 社區心理衛生業務：辦理社區老人憂鬱量表檢測 2,228 人次，達
轉介標準 5 人；辦理社區心理衛生心理諮詢 328 人次，服務預約
諮商 26 人次；辦理兒童青少年、婦女、男性、老人、身心障礙、
家庭照顧者心理衛生推廣與自殺防治活動，計 122 場，共 6,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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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次。
2. 自殺防治業務：接獲通報自殺個案 98 案，訪視 517 人次並教導
學習主動求助，降低自殺再發生率。
3. 精神疾病防治：依據「精神疾病患者社區家訪要點」，落實個案
分級照護，列冊照護精神病人 615 人；追蹤訪視 2,144 人次。辦
理精神病社區關懷照顧計畫，受理轉介個案評估及追蹤訪視，照
護個案 65 案，關懷訪視 403 人次；追蹤照護出院個案計 125 人
次；公告指定精神醫療機構、強制住院機構 1 家及精神專科醫師
2 人。
4. 性侵害暨家暴業務：辦理家暴加害人社區處遇計畫共收案 4 人，
輔導教育 15 人次，結案 3 人；性侵害加害人社區處遇計畫共收
案 4 人，輔導教育 15 人次，結案 1 人。
5. 受理審核身心障礙鑑定申請，核辦 910 案；辦理身心障礙者到宅
鑑定服務 15 案，完成 15 案，完成率 100%
十一、深耕文化

多元教育

（一）打造澎湖藝術村
規劃本縣湖西鄉鼎灣營區為澎湖藝術村，刻正辦理軍方土地撥用程
序；園區預定建置「享居社福養生園區」及規劃衛生室與文創園區
等用途。本案分為 3 期，第 1 期藉由環境整理及綠美化，初步整理
環境空間，於 108 年度完成；接著第 2 期開始改善園區空間，並進
行園區整體規劃，完成全區發展定位及空間發展計畫；第 3 期成立
文創園區藝術村，建築整建、綜合廣場興設、海廢藝術改造工坊及
活動導入等，落實文創藝術村之設置啟用。
（二）推動教育年
1. 心靈提升化：進行一系列親師生心靈提升計畫，開辦關愛教育培
力營，培植種子教師與家長，導入校園和家庭，共同關愛學生的
成長與學習，促進學生人格正向發展，並透過美感跨領域課程培
養學生視覺藝術、表演藝術與傳統藝術及加強各校藝文教育之實
施。
2. 在地國際化：於本縣小將成立全國首座國際禮儀雙語教學中心，
做為發展澎湖國際教育的基地，並積極充實英語教學設備，及申
請國際學伴計畫進行雙向交流，連結在地與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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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環保生活化：辦理淨灘活動、社區環境清潔工作、海漂廢棄物再
利用教學、減塑及資源回收活動、食農體驗活動與海洋保育宣
導，並由學校自主發起每月聯合淨灘活動，透過基層學校從點線
面的各項環境守護活動，培養學生減塑淨塑習慣。
4. 閱讀深耕化：辦理多元閱讀活動、營造豐富閱讀環境、形塑書香
社會及充實閱讀資源設備。
5. 運動樂活化：辦理 SH150 計畫(推廣學生每週在校運動 150 分
鐘)，除體育課外，使用晨間時間、大課間或課後運動，規劃學
生運動，包含跑走、樂樂棒、樂樂足、跳繩、呼拉圈、樂活舞蹈、
直排輪、跆拳道、健康操等，並搭配體育署辦理全縣普及化運動
競賽。
（三）文化資產修復活化
1. 媽宮舊城區再造歷史現場計畫：核定經費 7,150 萬元，辦理媽宮
舊城區再造歷史現場綜合發展、媽宮生活民俗傳承與藝文環境提
升、媽宮舊城區文化資產活化與經營管理評估、媽宮舊城區專案
暨風險管理、點亮順承門-夜間照明、澎湖縣歷史建築澎湖廳憲
兵隊第二期修復工程、「國定古蹟澎湖天后宮屋頂及壁面修繕工
程規劃設計」
、
「縣定古蹟媽宮城隍廟損壞調查及修復工程規劃設
計」、「歷史建築澎湖防衛部建築群調查研究暨修復計畫」。
2. 重要國定古蹟與縣定古蹟修復：國定古蹟西嶼西臺損壞調查研究
及修復工程規劃設計，核定經費 240 萬元，目前期末報告修正中；
縣定古蹟漁翁島稅關監視署調查研究暨修復計畫，核定經費 75
萬元，刻正辦理期末審查；縣定古蹟馬公觀音亭損壞調查及修復
工程規劃設計及縣定古蹟臺廈郊會館損壞調查及修復工程規劃
設計，核定經費各 98 萬元，皆刻正辦理期末審查；縣定古蹟乾
益堂中藥行損壞調查及修復工程規劃設計，核定經費 98 萬元，
期末審查通過，刻正辦理結案。
3. 篤行十村時光迴廊修復工程：核定經費 1 億 40 萬元，包括新復
路、復國路共 9 棟眷舍，目前修復部分已完成基礎及土台作業，
2 棟已初步完成屋架，預定 109 年 8 月完工。
4. 重要聚落(望安花宅)修復及再利用：
(1) 望安花宅聚落建築群活化再利用計畫：核定經費 45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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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志工精進課程、口述歷史訪談、草鞋學習課程、AR 製作
等，目前期末報告書審查中。
(2) 望安花宅 2、103 與 136 號古厝修復工程：核定經費 2,147 萬
元，持續進行古厝修復，花宅 136 號業已辦理上樑儀式，預
定本(108)年 12 月完工。
(3) 望安花宅 4、5、119 與 137 號古厝修復修復工程：核定經費
2,977 萬元，持續進行古厝修復，花宅 5 號業已辦理上樑儀式，
預定本(108)年 12 月完工。
(4) 望安花宅基礎設施改善工程：核定經費 4,459 萬元，目前已完
成路面挖除工作，並進行管溝施工作業，預定本(108)年 12
月完工。
(5) 望安花宅聚落活動中心整修工程規劃設計監造案：核定經費
200 萬元，目前期中報告書審查中。
5. 西嶼彈藥本庫修復及活化：西嶼彈藥本庫-土窟式清涼彈藥庫及
洞窟式彈藥庫修復工程，相關主體修復工程皆已完成驗收並結
案，考量未來開放參觀動線，本區聯外參訪步道工程已協請澎管
處先行施作完成；西嶼彈藥本庫修復及再利用後續工程，總經費
1,785 萬 7,000 元，包含服務中心、參訪動線、景觀及導覽解說、
軍管圍界、排水設施等，108 年 9 月 24 日文化部文化資產局召開
第 2 次審查會議，俟核定後辦理後續修復事宜。
6. 歷史建築修護及再利用：辦理「歷史建築西安許真古宅規劃設
計」
、
「歷史建築尖山顯濟殿修復及再利用計畫」
、
「歷史建築小赤
呂石硓古宅修復工程」
、
「歷史建築馬公武德騎尉項得生古宅調查
研究暨修復計畫」
、
「澎湖縣歷史建築（傳統古厝）維護及再利用
獎助計畫－澎湖縣歷史建築烏崁洪辛任古宅」等案，總經費共計
1,117 萬元。
7. 七美石器工場推動：「七美石器工場」經調查結果共有 4 處，包
括「南港史前聚落遺址」
、
「南港史前石器製造場遺址」
、
「東湖史
前石器製造場遺址」、「西北灣史前石器製造場遺址」，已研議先
就公有土地進行遺址指定之可行性，並經澎湖縣文化資產審議會
(遺址及古物類)小組初勘，依初勘結果，將先列冊追蹤；並依文
化資產保存法程序，賡續辦理鑑界等事宜。本案俟鑑界完成後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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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公告事宜。
8. 澎湖世界遺產潛力點跨域整合：澎湖石滬文化景觀-吉貝石滬群
管理維護，核定經費 160 萬元，辦理輔導吉貝石滬保滬隊及結合
當地具傳統石滬技能的漁民執行本縣石滬文化景觀保存維護工
作，配合季節、潮汐及傳統作業歷程進行相關檢修維護作業。
9. 社區營造三期及村落文化發展：為厚植多元文化能量，擴大民間
參與，文化部補助本府辦理「107 年-108 年社區營造三期及村落
文化發展計畫」
，經費 453 萬 4,000 元，辦理社區營造點輔導工作、
社區人才影像培育課程、媒合第二部門參與、公民審議及社區營
造成果展等。
（四）公共圖書館合作推動知識島嶼創新計畫
108 年度本縣各公共圖書館辦理閱讀推廣活動及充實館藏，獲教育
部核定經費 198 萬 8,765 元。公共圖書館資源整合發展計畫獲教育
部核定 35 萬元。申請文化部經費補助辦理世界閱讀日活動，獲核
定並補助 28 萬元。申請公共圖書館設備升級計畫獲教育部核定 86
萬 2,360 元，配合節慶及不同閱讀族群的閱讀需求，培養閱讀習慣，
改善圖書館設備與設施，營造書香社會氛圍。
（五）推動國家文化記憶庫計畫
1. 為厚植地方知識學，保存常民文化記憶，文化部自 107 年起，採
競爭型計畫的方式，補助各縣市辦理國家文化記憶庫計畫，107
年補助 100 萬元辦理文化資源盤點。
2. 108 年補助本縣經費 400 萬元，執行包含澎湖地方志書、王爺信
仰記憶、王船工藝紀錄、歲時祭儀裡的冬至飲食、陰廟信仰與祭
拜行為等主題所累積的地方知識徵集、數位典藏與利用，希望以
收藏、儲存、取用的方式，建立研究飽含地方文化記憶的資料庫，
以作為知識研究、教育推廣、產業運用及觀光體驗持續發展之基
礎。
（六）友善校園
1. 友善校園建置計畫：核定經費 243 萬元，辦理推動友善校園學生
事務與輔導、生命教育、性別平等教育等。
2. 活化校園空間：核定經費 1,986 萬元，辦理改善校內圖書室空間
及設備，設置學校社區共讀站，本案工程各校續行施作中，預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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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108)年年底完工。
（七）體育場館暨校舍整建
1. 澎湖縣多功能綜合體育館興建工程：核定經費3億1,000萬元，含
綜合球場(2面籃球場或排球場)、韻律教室、體適能中心及跆拳道室
等空間，預計於109年1月完工。
2. 澎湖縣立體育場所屬棒壘球場整修及友善設施改善工程：核定
855 萬元，本案已於 108 年 7 月 19 日竣工，並於 108 年 7 月 23
日辦理驗收完畢。
3. 鳥嶼國中老舊校舍拆除重建工程：核定 3,500 萬元，目前已完成
主體結構工程，周邊無障礙樓梯、周邊樓梯、花圃及景觀、排水
系統等相關工程續行施工中，預計本(108)年 11 月完工。
（八）重大體育賽事與人才培育
1. 基層運動選手訓練站：為積極輔導發掘培育具發展潛力之基層運
動選手，本(108)年度核定經費 875 萬元，辦理本縣國中小學校發
展田徑、桌球、羽球、游泳、籃球、跆拳道、排球、帆船等 8 項
運動種類，另增加田徑、桌球、羽球、籃球及排球精進培訓中心，
共計 33 校、72 站申請。
2. 改善基層運動選手訓練站運動設施設備:為提供選手更完善訓練
環境，本(108)年度體育署核定經費 299 萬 8,900 元整，補助本縣
18 校、21 站購置訓練器材設備及簡易修繕工程支出總計畫經費。
3. 運動 i 臺灣計畫：為推動全民運動，教育部補助 1,132 萬 3,000
元，辦理 108 年運動 i 臺灣計畫－運動文化扎根專案、運動知識
擴增專案、運動種子傳遞專案及運動城市推展專案共計 4 大專
案、47 項活動，活動持續辦理中。
4. IRONMAN Taiwan2019 國際鐵人三項賽：澎湖賽事於 108 年 9
月 29 日舉行，共 29 國約 700 鐵人選手參加，透過國際賽事的規
格融入本縣，讓世界各地選手及本縣縣民同享國際級鐵人三項盛
會。
5. 泳渡澎湖灣海上長泳活動：結合海上花火節，108 年泳渡澎湖灣
於 6 月 15 日舉行，組別包括 500 公尺、2,000 公尺、5,000 公尺，
前總統馬英九亦特別蒞臨本縣共襄盛舉；本次活動報名人數
1,520 人(其中國際人士 132 人)，為配合主活動，於觀音亭水域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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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 i 台灣水上嘉年華活動辦理水域活動體驗，參與人數共計
3,000 人次。
6. 2019「菊島盃」棒球錦標賽：從本(108)年 8 月 9 日起陸續登場，
全國青少年硬式棒球錦標賽、國際少年軟式棒球及全國慢速壘球
等賽事，共有來自國外 6 隊及國內 110 隊參賽，為本地帶來了近
3,000 萬元運動賽事觀光產值。
（九）推展多元化教育
1. 海洋教育：
(1) 食魚教育計畫，經費 15 萬 4,000 元，將選定 60-80 種澎湖常
見的經濟性漁獲編印成教材，發送各校實施食魚教育，期許
學童能珍惜澎湖獨有的海洋資源。
(2) 海洋種子教師培訓計畫，經費 4 萬 6,000 元，經由海洋保育教
材研習，引導教師認識 5 鄉 1 市在地化的海洋相關資源、海
洋環境變遷，進而推動海洋保育、珍惜海洋資源。
2. 資訊教育推動：教育部核定補助本縣 108 年「前瞻基礎建設計畫
-國民中小學校園數位建設計畫」經費 2,061 萬 4,000 元，辦理建
置各校無線網路、無線投影設備及建置各校行動載具等。
3. 技藝教育推動：教育部補助 522 萬 2,900 元執行 108 學年度技藝
教育課程計畫，補助本縣各國中辦理技藝教育課程，相關計畫經
費目前核定中。
4. 樂齡教育推動：本縣五鄉一市皆設置樂齡學習中心，結合各鄉特
色，發展在地課程，積極推動樂齡學習活動，鼓勵年長者終身學
習。
（十）推動教育特殊作為
1. 本縣 108 學年度國中小本土教育整體推動方案：核定經費 175 萬
2,200 元，用於學校規劃課程、編輯教材、辦理培訓、推動本土
語文及落實本土教育各項活動等。
2. 世界母語日慶祝暨表揚活動實施計畫：辦理世界母語日慶祝活
動，凝聚民眾對母語傳承的共識，透過慶祝與展覽活動，激發學
生及民眾對母語的認同，讓各界人士了解本縣國中小推動母語的
成效。
3. 奬勵教師、學生通過本土語言（閩客原）語言能力認證實施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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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提升教師本土語言師資專業素養，針對通過本土語言能力認證
之所轄公立高中以下學校（含公立幼稚園）現職校長、現職編制
內正式教師予以獎勵。
4. 本縣 108 年度夏日樂學計畫：核定經費 149 萬 4,000 元，秉持「暑
期增能，做中學習」宗旨，鼓勵各校採活動式課程，以沉浸式、
生活化教學方法，激發學習的樂趣與成效。
十二、行政革新

簡政便民

（一）建立效率政府，提升服務效能
1. 推動服務旅外鄉親設立臺北辦公室：臺北辦公室扮演縣府與行政
院、立法院之間即時聯繫、遊說、協調的重要樞紐，同時也是鄉
親就醫、就學、交通、招商、行銷的服務平臺，截至本（108）
年 9 月底，共協助本府聯繫、協調中央各部會爭取補助等計畫計
6 件、行銷本縣並推展產業招商等活動計 20 件、協助本府提供澎
湖旅臺鄉親就醫、交通、就學、陳情等服務計 93 件，合計 119
件。
2. 1999 縣民服務專線：落實「百姓的小事，是政府的大事」，讓民
眾有便捷反映管道，以最短的時間迅速處理民眾反映案件，加速
行政效率，並定期召開工作檢討會議審視成效，截至本（108）
年 9 月底，共受理諮詢 2,566 件、轉接 1,960 件、陳情 465 件、
派工 737 件，合計 4,728 件，民眾平均滿意度為 92%。
3. 澎湖縣政府第一棟辦公大樓補強整修工程：本府第一棟辦公廳舍
屋齡老舊、年久失修，經結構鑑定結果顯示耐震能力不足，為營
造優質洽公及辦公環境，107 年爭取前瞻基礎建設補助 1,722 萬
元，委託規劃設計監造業於 107 年 11 月 5 日決標，業已完成細
部設計，刻正辦理工程上網招標程序。
（二）精簡人事，開源節流
1. 本府及所屬機關學校精簡臨時人員實施計畫﹕自 108 至 111 年 4
年內精簡本府及所屬機關學校縣籌款臨時人員 25%，計 148 人。
2. 本府警察局預算員額 798 人，歷年均未能足額派補，無超額進用
警（人）力之情形，並依實際員額(784 人)，針對治安狀況及勤(業)
務需要，彈性調整現有人力，108 年度計節省人事經費 1 億 1,436
萬 1,808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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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澎湖海洋教案體驗計畫：由財團法人旺旺文教基金會自 108 年 9
月起至 111 年 8 月底止，每年捐贈縣府 100 萬元，3 年共計 300
萬元，協助本縣辦理海洋產業行銷及海洋教育推廣。
（三）加速行政資訊 e 化建構
1. 辦理強化政府基層機關資安防護及區域聯防計畫，含「基層機關
個人電腦汰換」
、
「本府防火牆升級汰換」
、
「建構基層機關高安全
性的網路連線環境及技術支援服務」、「擴大 SOC（Security
Operation Center）7*24 資訊安全監控至基層機關」
、
「本府及基層
機關導入政府組態基準(GCB)」、「基層機關導入 AD 帳號目錄服
務系統與環境建置」、「強化雲端資料中心資料傳輸安全防護機
制」等工作，總計畫經費 2,522 萬 3,000 元，目前各項工作已陸
續完成驗收作業，有效提升整體資安防護環境與相關機制。
2. 運用公文電子化功能，落實節能減碳政策：自本(108)年度 10 月
起，有關本府預備金、超支併決算及工程管理費之核定，由過去
附件均以紙本方式夾帶改採用掃描影像檔案方式附文，變革後可
大量減少紙本用印數量，增加公文收納空間，兼收環保及提升行
政效率之效。
3. 建置視覺化互動式統計圖表查詢平臺，便利民眾判讀統計資訊：
於 108 年 5 月份起陸續採用具有視覺效果的互動式資料軟體工具
Power BI，建置可讀性及互動性較佳的「視覺化互動式統計圖」
查詢平臺，將 12 類重要統計主題資訊，以視覺化統計圖呈現於
網頁，展現生動活潑的互動功能，直覺掌握統計資料變化趨勢，
在同時兼顧統計資料的專業及易讀性中，拉近統計數據與民眾間
距離，提升統計資料應用效益。
（四）行政創新作為
1. 本府稅務局為體恤民眾洽公時間上的不便，提供民眾更優質暖
心、省時便利的服務，特跨科室調整人力予以支援，並自 108 年
10 月 1 日起實施中午不打烊及稅務案件預約取件兩項便民措
施。另外使用牌照稅、房屋稅、地價稅各服務櫃臺亦分別於開徵
期前 5 日開始至開徵結束後 10 日內，中午不打烊受理民眾有關
各稅補單、更改投遞地址及稅務諮詢等 5 項服務。
2. 為便利本縣納稅義務人房屋典賣、移轉時，釐清其移轉年度應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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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之房屋稅，自 108 年 7 月 16 日起，於納稅義務人辦理契稅申
報時，主動按移轉雙方持有房屋月份予以核計應納稅額，辦理房
屋稅即予開徵作業，以保障房屋移轉雙方之權益及有效確保稅
收。
3. 為照顧身心障礙者，讓身心障礙者享受免稅優惠更便利，依財政
部新頒函釋，身心障礙者所有且供其使用車輛，每人一輛享有免
稅，由稽徵機關主動通知免稅，民眾免出門、免申辦、直接享優
惠。

肆、結語
今年 9 月「臺灣世界新聞傳播協會」公布最新民調，澎湖縣幸福感第 2、
環境保護第 2、治安第 3、經濟第 3、社會福利第 3、交通第 6，滿意度名列前
茅，證明縣府團隊與民眾已建立互信基礎，施政逐獲肯定。
峰偉

持續秉持不畏困難的精神，帶領縣府團隊，戮力推動各項縣政。期盼劉

陳議長、陳副議長及各位議員女士、先生繼續給予鼓勵與支持，提供寶貴建言，
共同開創美好未來。
最後敬祝
劉陳議長、陳副議長、各位議員女士、先生
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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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澎湖縣政府

告

函

受 文 者：如正、副本行文單位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8 年 11 月 7 日
發文字號：府民殯字第 10800668511 號
附

件：

主

旨：檢送本縣「馬公市馬公段 2661-1 地號土地範圍內有（無）主墳墓
遷葬公告 1 份」，請惠予張貼公告周知，請查照。

說

明：依據殯葬管理條例第 30 條、第 39 條、第 41 條及本縣殯葬管理自
治條例第 14 條及第 15 條規定辦理。

正

本：臺北市政府、新北市政府、臺中市政府、臺南市政府、高雄市政
府、桃園市政府、新竹縣政府、苗栗縣政府、南投縣政府、彰化
縣政府、雲林縣政府、嘉義縣政府、屏東縣政府、宜蘭縣政府、
花蓮縣政府、臺東縣政府、金門縣政府、連江縣政府、基隆市政
府、新竹市政府、嘉義市政府、澎湖縣馬公市公所、澎湖縣湖西
鄉公所、澎湖縣白沙鄉公所、澎湖縣西嶼鄉公所、澎湖縣望安鄉
公所、澎湖縣七美鄉公所

副

本：澎湖縣政府行政處（刊登公報）
、澎湖縣政府行政處（張貼公告）、
國防部軍備局工程營產中心中部地區工程營產處、澎湖縣政府民
政處

縣

長

賴

峰

偉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處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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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8 年 11 月 7 日
發文字號：府民殯字第 10800668512 號
附
件：
主
旨：公告遷葬國防部軍備局管理之本縣「馬公市馬公段 2661-1 地號乙
筆土地範圍內有（無）主墳墓遷葬公告事宜」。
依
據：
一、依據殯葬管理條例第 30 條、第 39 條、第 41 條及本縣殯葬管
理自治條例第 14 條及第 15 條規定辦理。
二、依據國防部軍備局工程營產中心中部地區工程營產處 108 年
10 月 24 日備中工營字第 1080005330 號函。
公告事項：
一、遷葬地點：馬公市馬公段 2661-1 地號土地。
二、遷葬原因：遷葬地點係為「莒光營地」軍事用地，遭占葬墳
墓致有妨礙軍事設施之虞，有遷葬之必要。
三、遷葬期限：自公告日起至三個月。
四、前揭地號土地範圍內之墳墓所有人、管理人或關係人，請逕
向國防部軍備局工程營產中心中部地區工程營產處辦理認領
登記或遷葬事宜，逾期未遷之墳墓，視同無主墳墓，由國防
部軍備局工程營產中心中部地區工程營產處完成法定程序後，
委請本縣馬公市公所核發起掘證明，逕為起掘遷葬至指定地
點，不得異議。
五、爾後如於本次公告範圍內或施工中再發現應遷墳墓或骨骸未
列入墳墓遷移清冊公告者，由國防部軍備局工程營產中心中
部地區工程營產處相關人員現場查定後補列入清冊，皆依據
本公告辦理遷葬，不再另行公告。
六、檢附應遷葬墳墓清冊及現況照片、地點位置圖各乙份。
七、本案如有洽詢事項，請接洽國防部軍備局工程營產中心中部
地區工程營產處，聯絡電話：（06）9270835，承辦人：吳佩
芬小姐。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處長決行

47

澎湖縣政府公報 108 年第 12 期

48

澎湖縣政府公報 108 年第 12 期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書函
受 文 者：澎湖縣政府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8 年 9 月 12 日
發文字號：農林務字第 1081701362C 號
附

件：公告 pdf 檔、公告附件 odf 檔

主

旨：
「非經主管機關同意，不得買賣或在公共場所陳列、展示之保育類
野生動物及其產製品之種類」修正為「非經主管機關同意，不得
買賣或在公共場所陳列、展示之陸域保育類野生動物及其產製品
之種類」並修正全部規定，業經本會於中華民國 108 年 9 月 12 日
以農林務字第 1081701362 號公告修正，茲檢送公告（含公告附件）
1 份，請查照。

正

本：行政院公報編印中心（附公告 pdf 檔，請刊登公報）
、行政院秘書
處、內政部、外交部、國防部、教育部、法務部、經濟部、交通
部、衛生福利部、科技部、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國家發展委員會、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中央研究院、海洋委員會、內政部
警政署、內政部營建署、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七總隊、財政
部關務署、財政部關務署基隆關、財政部關務署臺北關、財政部
關務署臺中關、財政部關務署高雄關、經濟部國際貿易局、臺灣
省政府、福建省政府、最高法院、最高行政法院、臺灣高等法院、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臺中高等行政法院、高雄高等行政法院、臺
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臺灣高等法院高
雄分院、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福建高等法院金門分院、臺灣
臺北地方法院、臺灣新北地方法院、臺灣士林地方法院、臺灣桃
園地方法院、臺灣新竹地方法院、臺灣苗栗地方法院、臺灣臺中
地方法院、臺灣南投地方法院、臺灣彰化地方法院、臺灣雲林地
方法院、臺灣嘉義地方法院、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臺灣高雄地方
法院、臺灣屏東地方法院、臺灣臺東地方法院、臺灣花蓮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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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臺灣宜蘭地方法院、臺灣基隆地方法院、臺灣澎湖地方法院、
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福建金門地方法院、福建連江地方法
院、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國立臺灣博物館、國立海洋生物博物
館、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玉山國家公園
管理處、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雪霸
國家公園管理處、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海洋國家公園管理處、
各縣市政府（含各直轄市及金門、連江兩縣）
、海洋委員會海巡署、
海洋委員會海洋保育署
副

本：行政院法規會、本會法規會、本會資訊中心（附公告 odf 檔，請
刊登網站）
、本會畜牧處、本會國際處、本會輔導處、本會漁業署、
本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本會林業試驗所、本會農業試驗所、本
會水產試驗所、本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本會畜產試驗所、
本會農糧署、本會家畜衛生試驗所、本會林務局、本會林務局羅
東林區管理處、本會林務局新竹林區管理處、本會林務局東勢林
區管理處、本會林務局南投林區管理處、本會林務局嘉義林區管
理處、本會林務局屏東林區管理處、本會林務局臺東林區管理處、
本會林務局花蓮林區管理處（均含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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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8 年 9 月 12 日
發文字號：農林務字第 1081701362 號
主

旨：修正「非經主管機關同意，不得買賣或在公共場所陳列、展示之
保育類野生動物及其產製品之種類」
，名稱並修正為「非經主管機
關同意，不得買賣或在公共場所陳列、展示之陸域保育類野生動
物及其產製品之種類」
，並自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十月一日生效。

依

據：野生動物保育法第三十五條第二項。

公告事項：附修正「非經主管機關同意，不得買賣或在公共場所陳列、展示
之陸域保育類野生動物及其產製品之種類」1 份。
主任委員

陳

吉

仲

非經主管機關同意，不得買賣或在公共場所陳列、展示之陸域保育
類野生動物及其產製品之種類
依據野生動物保育法第三十五條第二項
一、陸域（含淡水域）哺乳類
學

名

中文名稱

P H Y L U M C H O R D A T A 脊索動物門
CLASS MAMMALIA (MAMMALS) 哺乳綱
ARTIODACTYLA 偶蹄目
Antilocapridae 叉角羚科 Pronghorn
Antilocapra americana
(Only the population of
北美叉角羚(僅墨西哥族群)
Mexico; no other population
is included in this list)
Bovidae 牛科 Antelopes, cattle, duikers, gazelles, goats,
sheep, etc.
Addax nasomaculatus

弓角羚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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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motragus lervia
Bos gaurus
(Excludes the domesticated
form, which is referenced as
Bos frontalis)
Bos mutus
(Excludes the domesticated
form, which is referenced as
Bos grunniens)

髯羊
牛曷牛
(家畜型除外)

犛牛
(家畜型除外)

Bos sauveli

考布利牛

Bubalus depressicornis

矮水牛

Bubalus mindorensis

菲律賓水牛

Bubalus quarlesi

山地矮野水牛

Budorcas taxicolor

扭角羚

Capra falconeri

螺角山羊

Capricornis milneedwardsii

中華鬣羚

Capricornis rubidus

紅鬣羚

Capricornis sumatraensis

蘇門達臘鬣羚

Capricornis swinhoei

臺灣野山羊(臺灣長鬃山羊)

Capricornis thar

喜馬拉雅鬣羚

Cephalophus brookei

布魯克遁羚

Cephalophus dorsalis

海灣遁羚

Cephalophus jentinki

珍氏遁羚

Cephalophus ogilbyi

奧吉碧遁羚

Cephalophus silvicultor

黃背遁羚

Cephalophus zebra

斑紋遁羚

Damaliscus pygargus
pygargus

白臀白面狷羚

Gazella cuvieri

奎氏瞪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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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zella leptoceros

細角瞪羚

Hippotragus niger variani

馬羚

Kobus leche

紅水羚

Naemorhedus baileyi

紅山羚

Naemorhedus caudatus

華北山羚

Naemorhedus goral

喀什米爾山羚

Naemorhedus griseus

華南山羚

Nanger dama

鹿羚

Oryx dammah

彎角羚

Oryx leucoryx

阿拉伯羚

Ovis ammon

盤羊

Ovis canadensis(Only the
population of Mexico; no
other population is included
in this list)
Ovis aries ophion(Synonym :
Ovis orientalis ophion)
Ovis aries vignei (Synonym :
Ovis vignei)

大角羊(僅墨西哥族群)

塞普路斯赤羊
沙寶赤羊

Pantholops hodgsonii

藏羚

Philantomba monticola

藍遁羚

Pseudoryx nghetinhensis

武廣牛

Rupicapra pyrenaica ornate

阿伯魯玆雪米羚

Saiga borealis

蒙古賽加羚羊

Saiga tatarica

大鼻羚

Camelidae 駱駝科 Guanaco, vicuna
Lama guanicoe

原駝

Vicugna vicugna

南美駝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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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rvidae 鹿科 Deer, guemals, muntjacs, pudus
Axis calamianensis

喀拉米豚鹿

Axis kuhlii

印度豚鹿

Axis porcinus annamiticus

恆河豚鹿

Blastocerus dichotomus

沼澤鹿

Cervus elaphus bactrianus

中亞紅鹿

Cervus elaphus hanglu

喀什米爾馬鹿

Dama dama mesopotamica

波斯鹿

Hippocamelus spp.

駱鹿屬所有種

Muntiacus crinifrons

黑麂

Muntiacus vuquangensis

越南大麂

Ozotoceros bezoarticus

南美草原鹿

Pudu mephistophiles

北方普度鹿

Pudu puda

智利巴鹿

Rucervus duvaucelii

沼鹿

Rucervus eldii

坡鹿

Rusa unicolor swinhoii
(Synonym : Rusa unicolor
swinhoei)

臺灣水鹿

Hippopotamidae 河馬科 Hippopotamuses
Hexaprotodon liberiensis

侏儒河馬

Hippopotamus amphibious

河馬

Moschidae 麝鹿科 Musk deer
Moschus spp.

麝鹿屬所有種

Suidae 豬科 Babirusa, pygmy hog
Babyrousa babyrussa

西里伯斯鹿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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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byrousa bolabatuensis

伯拉貝塔鹿豚

Babyrousa celebensis

北方蘇來威斯鹿豚

Babyrousa togeanensis

馬倫蓋鹿豚

Sus salvanius

姬豬

Tayassuidae 猯豬科 Peccaries
Tayassuidae spp.

猯豬科所有種

CARNIVORA 食肉目
Ailuridae 小貓熊科 Red panda
Ailurus fulgens

小貓熊

Canidae 犬科 Bush dog, foxes, wolves
Canis lupus

狼

Cerdocyon thous

食蟹狐

Chrysocyon brachyurus

鬃狼

Cuon alpinus

亞洲豺犬

Lycalopex culpaeus

寇巴俄狐

Lycalopex fulvipes

達爾文狐

Lycalopex griseus

阿根廷灰狐

Lycalopex gymnocercus

巴拉圭狐

Speothos venaticus

叢林犬

Vulpes cana

阿富汗狐

Vulpes zerda

耳郭狐

Eupleridae 馬島靈貓科 Fossa, falanouc, Malagasy civet
Cryptoprocta ferox

馬島長尾狸貓

Eupleres goudotii

小齒獴

Fossa fossana

馬島麝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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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lidae 貓科 Cats
Felidae spp.(Except the
domesticated form, which is
referenced as Felis catus)

貓科所有種(家貓除外)

Herpestidae 獴科 Mongooses
Herpestes urva

棕簑貓(食蟹獴)

Mephitidae 臭鼬科 Hog-nosed skunk
Conepatus humboldtii

阿根廷臭鼬

Mustelidae 貂科 Badgers, martens, weasels, etc.
Lutrinae 水獺亞科 Otters
Aonyx spp.

無爪水獺屬所有種

Hydrictis spp.

斑頸水獺屬所有種

Lontra spp.（Except Lontra
felina)

美洲水獺屬所有種（祕魯水
獺除外）

Lutra spp.

水獺屬所有種

Lutrogale spp.

印度水獺屬所有種

Pteronura spp.

大水獺屬所有種

Mustelinae 貂亞科 Grisons, honey badger, martens, tayra,
weasels
Martes flavigula

黃喉貂

Mustela nivalis formosana
(Synonym : Mustela
formosanus)

臺灣小黃鼠狼

Mustela nigripes

黑足雪貂

Ursidae 熊科 Bears, giant panda
Ursidae spp.(Except the
species included in
熊科所有種
Endangered Species)
Viverridae 靈貓科 Binturong, civets, linsangs, otter-civet,
palm civ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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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nogale bennettii

獺狸貓

Hemigalus derbyanus

橫帶狸貓

Prionodon linsang

條紋靈貓

Prionodon pardicolor

東方蓑貓

Viverricula indica

麝香貓

CHIROPTERA 翼手目
Hipposideridae 葉鼻蝠科 Leaf-nosed bats, roundleaf bats,
trident bats
Coelops frithii

無尾葉鼻蝠

Pteropodidae 大蝙蝠科 Fruit bats, flying foxes
Acerodon spp.

果蝠屬所有種

Pteropus spp.

狐蝠屬所有種

CINGULATA 有甲亞目
Dasypodidae 犰狳科 Armadillos
Chaetophractus nationi

多毛犰狳

Priodontes maximus

大犰狳

DASYUROMORPHIA 袋鼬目
Dasyuridae 袋鼬科
Sminthopsis longicaudata

長尾袋鼩

Sminthopsis psammophila

沙漠袋鼩

DIPROTODONTIA 雙門齒目
Macropodidae 大袋鼠科 Kangaroos, wallabies
Dendrolagus inustus

灰樹袋鼠

Dendrolagus ursinus

黑樹袋鼠

Lagorchestes hirsutus

西部兔袋鼠

Lagostrophus fasciatus

條紋兔袋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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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ychogalea fraenata

尖尾兔袋鼠

Phalangeridae 袋貂科 Cuscuses
Phalanger intercastellanus

東方袋貂

Phalanger mimicus

隱斑袋貂

Phalanger orientalis

灰袋貂

Spilocuscus kraemeri

金鐘島袋貂

Spilocuscus maculatus

短尾斑袋貂

Spilocuscus papuensis

衛古島袋貂

Potoroidae 鼠袋鼠科 Rat-kangaroos
Bettongia spp.

草原袋鼠屬所有種

Vombatidae 袋熊科 Wombat
Lasiorhinus krefftii

澳洲毛鼻袋熊

LAGOMORPHA 兔形目
Leporidae 兔科 Hare, rabbit
Caprolagus hispidus

阿薩密兔

Romerolagus diazi

墨西哥兔

MONOTREMATA 單孔目
Tachyglossidae 針鼴科 Echidnas, spiny anteaters
Zaglossus spp.

長吻針鼴屬所有種

PERAMELEMORPHIA 袋狸目
Peramelidae 袋狸科 Bandicoots, echymiperas
Perameles bougainville

條紋袋狸

Thylacomyidae 兔袋狸科 Bilbies
Macrotis lagotis

兔形袋狸

PERISSODACTYLA 奇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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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quidae 馬科 Horses, wild asses, zebras
Equus africanus
(Excludes the domesticated
form, which is referenced as
Equus asinus)

非洲野驢(家畜型除外)

Equus grevyi

格利威斑馬

Equus hemionus

亞洲野驢

Equus hemionus hemionus

蒙古野驢

Equus hemionus khur

印度野驢

Equus kiang

西藏野驢

Equus przewalskii(Excludes
the domesticated form, which
is referenced as Equus
caballus)

蒙古野馬
(家畜型除外)

Equus zebra hartmannae

哈特曼山斑馬

Equus zebra zebra

南非山斑馬

Rhinocerotidae 犀牛科 Rhinoceroses
Rhinocerotidae spp.

犀牛科所有種

Tapiridae 貘科 Tapirs
Tapiridae spp.

貘科所有種

PHOLIDOTA 鱗甲目
Manidae 穿山甲科 Pangolins
Manis spp.

穿山甲屬所有種

PILOSA 披毛目
Bradypodidae 樹獺科 Sloth
Bradypus pygmaeus

侏儒三指樹獺

Bradypus variegatus

玻利維亞樹獺

Myrmecophagidae 食蟻獸科 American antea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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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rmecophaga tridactyla

大食蟻獸

PRIMATES 靈長目 Apes, monkeys
PRIMATES spp.
(Except Macaca cyclopis)

靈長目所有種
(臺灣獼猴除外)

PROBOSCIDEA 長鼻目
Elephantidae 象科 Elephants

Elephas maximus

亞洲象

Loxodonta africana

非洲象

本物種之產製
品，自中華民國
一百零九年一月
一日起，不得買
賣。
本物種之產製
品，自中華民國
一百零九年一月
一日起，不得買
賣。

RODENTIA 齧齒目
Chinchillidae 栗鼠科 Chinchillas
Chinchilla spp. (Excludes the
domesticated form)

栗鼠屬所有種(馴養型除外)

Muridae 鼠科 Mice, rats
Leporillus conditor

巢鼠

Pseudomys fieldi
(Synonym : Pseudomys fieldi
praeconis)

鯊灣擬鼠

Xeromys myoides

偽沼鼠

Zyzomys pedunculatus

中澳粗尾鼠

Sciuridae 松鼠科 Ground squirrels, tree squirrels
Cynomys mexicanus

墨西哥草原松鼠

Ratufa spp.

大松鼠屬所有種

SCANDENTIA 樹鼩目 Tree shr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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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ANDENTIA spp.

樹鼩目所有種

SORICOMORPHA 鼩鼱目
Soricidae 尖鼠科 Shrews
Chimarrogale himalayica

水鼩

二、陸域(含淡水域)鳥類
學

名

中文名稱

P H Y L U M C H O R D A T A 脊索動物門
CLASS AVES (BIRDS) 鳥綱
ANSERIFORMES 雁形目
Anatidae 鴨科 Ducks, geese, swans, etc.
Aix galericulata

鴛鴦

Anas aucklandica

奧克蘭鴨

Anas bernieri

馬島麻斑鴨

Anas chlorotis

紐西蘭棕鴨

Anas formosa

花臉鴨(巴鴨)

Anas laysanensis

雷仙島鴨

Anas nesiotis

坎貝爾鴨

Asarcornis scutulata
(Synonym : Cairina scutulata)

白翅棲鴨

Aythya baeri

青頭潛鴨

Branta canadensis leucopareia

阿留申黑頰黑雁

Branta ruficollis

紅胸黑雁

Branta sandvicensis

黃額黃雁

Coscoroba coscoroba

扁嘴鵝

Cygnus melancoryphus

黑頸天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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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ndrocygna arborea

黑嘴樹鴨

Oxyura leucocephala

白頭硬尾鴨

Rhodonessa caryophyllacea
(possibly extinct)

粉頭鴨(可能已滅絕)

Sarkidiornis melanotos

瘤鴨

APODIFORMES 雨燕目
Trochilidae 蜂鳥科 Hummingbirds
Trochilidae spp.

蜂鳥科所有種

CHARADRIIFORMES 鴴形目
Glareolidae 燕鴴科 Coursers, pratincoles
Glareola maldivarum

燕鴴

Jacanidae 水雉科 Jacanas
Hydrophasianus chirurgus

水雉(雉尾水雉)

Rostratulidae 彩鷸科 Painted snipe
Rostratula benghalensis

彩鷸

Scolopacidae 鷸科 Curlews, greenshanks
Calidris pygmaea(Synonym :
Eurynorhynchus pygmeus)

琵嘴鷸

Calidris canutus

紅腹濱鷸

Limosa limosa

黑尾鷸

Limnodromus semipalmatus

半蹼鷸

Numenius arquata

白腰杓鷸(大杓鷸)

Numenius madagascariensis

紅腰杓鷸

Numenius borealis

極北杓鷸

Numenius tenuirostris

細嘴杓鷸

Tringa guttifer

諾氏鷸

Calidris tenuirostris

大濱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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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rnicidae 三趾鶉科 Buttonquail, hemipodes
Turnix sylvaticus

林三趾鶉

CICONIIFORMES 鸛鷺目
Ardeidae 鷺科 Storks, relatives
Egretta eulophotes

唐白鷺

Gorsachius goisagi

麻鷺

Balaenicipitidae 鯨頭鸛科 Shoebill, whale-headed stork
Balaeniceps rex

鯨頭鸛

Ciconiidae 鸛科 Storks
Ciconia boyciana

東方白鸛

Ciconia nigra

黑鸛

Jabiru mycteria

裸頸鸛

Mycteria cinerea

南美鸛

Phoenicopteridae 紅鶴科 Flamingos
Phoenicopteridae spp.

紅鶴科所有種

Threskiornithidae 鹮科 Ibises, spoonbill
Eudocimus ruber

紅鹮

Geronticus calvus

禿鹮

Geronticus eremita

隱鹮

Nipponia nippon

朱鹮

Platalea leucorodia

白琵鷺

Platalea minor

黑面琵鷺

Threskiornis melanocephalus
(Synonym : Threskiornis
melanocepha)

黑頭白鹮

COLUMBIFORMES 鴿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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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umbidae 鳩鴿科 Doves, pigeons
Caloenas nicobarica

尼可巴鴿

Ducula mindorensis

紅喉皇鳩

Gallicolumba luzonica

呂宋雞鳩

Goura spp.

鳳冠鳩屬所有種

Treron formosae

紅頭綠鳩

Macropygia tenuirostris

長尾鳩

BUCEROTIFORMES 犀鳥目
Bucerotidae 犀鳥科 Hornbills
Aceros spp.

盔犀鳥屬所有種

Anorrhinus spp.

鳳頭犀鳥屬所有種

Anthracoceros spp.

斑犀鳥屬所有種

Berenicornis spp.

冠犀鳥屬所有種

Buceros spp.

犀鳥屬所有種

Penelopides spp.

斑嘴犀鳥屬所有種

Rhinoplax vigil

鋼盔犀鳥

Rhyticeros spp.

皺盔犀鳥屬所有種

MUSOPHAGIFORMES 蕉鵑目 (原屬 CUCULIFORMES
鵑形目)
Musophagidae 蕉鵑科 Turacos
Tauraco spp.

冠蕉鵑屬所有種

FALCONIFORMES 隼形目 Eagles, falcons, hawks, vultures
FALCONIFORMES spp.

隼形目所有種

GALLIFORMES 雞形目
Cracidae 冠雉科 Chachalacas, currassows, guans
Crax blumenbachii

紅嘴鳳冠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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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tu mitu

大刀嘴鳳冠雉

Oreophasis derbianus

角冠雉

Penelope albipennis

白翅冠雉

Pipile jacutinga

黑額鳴冠雉

Pipile pipile

鳴冠雉

Megapodiidae 塚雉科 Megapodes, scrubfowl
Macrocephalon maleo

蘇拉威西塚雉

Phasianidae 雉科 Grouse, guineafowl, partridges, pheasants,
tragopans
Arborophila crudigularis

臺灣山鷓鴣(深山竹雞)

Argusianus argus

青鸞

Catreus wallichii

彩雉

Colinus virginianus ridgwayi

山齒鶉

Coturnix chinensis(Excludes
the domesticated form)

藍胸鶉(馴養型除外)

Crossoptilon crossoptilon

藏馬雞

Crossoptilon mantchuricum

褐馬雞

Gallus sonneratii

灰原雞

Ithaginis cruentus

血雉

Lophophorus impejanus

棕尾虹雉

Lophophorus lhuysii

綠尾虹雉

Lophophorus sclateri

白尾梢虹雉

Lophura edwardsi

愛德華氏鷴

Lophura swinhoii

藍腹鷴

Pavo muticus

綠孔雀

Phasianus colchicus

環頸雉

Polyplectron bicalcaratum

灰孔雀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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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yplectron germaini

眼斑孔雀雉

Polyplectron malacense

鳳冠孔雀雉

Polyplectron napoleonis

巴拉望孔雀雉

Polyplectron schleiermacheri

婆羅洲孔雀雉

Rheinardia ocellata

鳳頭斑眼雉

Syrmaticus ellioti

白頸長尾雉

Syrmaticus humiae

黑頸長尾雉

Syrmaticus Mikado

黑長尾雉(帝雉)

Tetraogallus caspius

裡海雪雞

Tetraogallus tibetanus

藏雪雞

Tragopan blythii

灰腹角雉

Tragopan caboti

黃腹角雉

Tragopan melanocephalus

黑頭角雉

Tympanuchus cupido attwateri

草原榛雞

GRUIFORMES 鶴形目
Gruidae 鶴科 Cranes
Gruidae spp.

鶴科所有種

Otididae 鴇科 Bustards
Otididae spp.

鴇科所有種

Rallidae 秧雞科 Rail
Gallirallus sylvestris

森秧雞

Gallicrex cinerea

董雞

EURYPYGIFORMES 日鳽目 (原屬 GRUIFORMES 鶴形目)
Rhynochetidae 鷺鶴科 Kagu
Rhynochetos jubatus

鷺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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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SSERIFORMES 燕雀目
Atrichornithidae 叢鳥科 Scrub-bird
Atrichornis clamosus

嘈叢鳥

Campephagidae 山椒鳥科 Cuckoo-shrikes
Coracina macei

花翅山椒鳥

Corvidae 鴉科 Crows and jays
Urocissa caerulea

臺灣藍鵲

Cotingidae 傘鳥科 Cotingas
Cotinga maculate

帶斑傘鳥

Rupicola spp.

冠傘鳥屬所有種

Xipholena atropurpurea

白翅傘鳥

Emberizidae 鵐科 Cardinals, tanagers
Emberiza sulphurata

野鵐(繡眼鵐)

Gubernatrix cristata

黑冠黃雀

Emberiza aureola

金鵐

Paroaria capitate

黃嘴紅蠟嘴鵐

Paroaria coronate

冠紅蠟嘴鵐

Tangara fastuosa

七彩唐加拉雀

Estrildidae 梅花雀科 Mannikins, waxbills
Amandava Formosa

綠色紅梅花雀

Poephila cincta cincta

黑喉草雀

Lonchura atricapilla

黑頭文鳥

Fringillidae 雀科 Finches
Carduelis cucullata

黑頭紅金翅

Carduelis yarrellii

黃臉金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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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podacus formosanus

臺灣朱雀

Prunellidae 岩鷚科 Accentor
Prunella collaris

岩鷚

Hirundinidae 燕科 Martin
Pseudochelidon sirintarae

白眼河燕

Icteridae 擬黃鸝科 Blackbird
Xanthopsar flavus

橙頭黑鸝

Laniidae 伯勞科 Shrikes
Lanius cristatus

紅尾伯勞

Leiothrichidae 噪眉科 Laughingthrushes
Actinodura morrisoniana

紋翼畫眉

Garrulax canorus

畫眉

Garrulax taewanus

臺灣畫眉

Ianthocincla poecilorhyncha
(Synonym : Garrulax
poecilorhynchus)
Ianthocincla ruficeps
(Synonym : Garrulax
albogularis)

棕噪眉(竹鳥)

白喉噪眉(白喉笑鶇)

Liocichla omeiensis

灰胸藪鶥

Liocichla steerii

黃胸藪眉

Heterophasia auricularis

白耳畫眉

Meliphagidae 食蜜鳥科 Honeyeater
Lichenostomus melanops
cassidix

頭盔食蜜鳥

Monarchidae 王鶲科 Monarch flycatchers
Terpsiphone atrocaudata

紫壽帶(綬帶鳥)

Muscicapidae 鶲科 Old World flycat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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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iomela leucura
(Synonym : Cinclidium
leucura)

白尾鴝

Cyornis ruckii

魯克氏仙鶲

Dasyornis broadbenti litoralis
(possibly extinct)

棕色刺鳥(可能已滅絕)

Dasyornis longirostris

長尾刺鳥

Enicurus scouleri

小剪尾

Niltava vivida

黃腹琉璃

Phoenicurus fuliginosus
(Synonym : Rhyacornis
fuliginosus)

鉛色水鶇

Picathartes gymnocephalus

禿頭岩鶲

Picathartes oreas

灰頸岩鶲

Tarsiger indicus
(Synonym : Luscinia indica)

白眉林鴝

Tarsiger johnstoniae

栗背林鴝

Oriolidae 黃鸝科 Old World orioles
Oriolus chinensis

黃鸝

Oriolus traillii

朱鸝

Paradisaeidae 天堂鳥科 Birds of paradise
Paradisaeidae spp.

天堂鳥科所有種

Paridae 山雀科 Chickadees, titmice
Macholophus holsti
(Synonym : Parus holsti)

黃山雀

Parus monticolus

綠背山雀(青背山雀)

Periparus ater
(Synonym : Parus ater)
Sittiparus castaneoventris
(Synonym : Sittiparus varius)

煤山雀
赤腹山雀

Passeridae 麻雀科 Sparrows and rela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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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sser rutilans

山麻雀

Pittidae 八色鶇科 Pittas
Pitta guajana

藍尾八色鶇

Pitta gurneyi

泰國八色鶇

Pitta kochi

呂宋八色鶇

Pitta nympha

仙八色鶇(八色鳥)

Pycnonotidae 鵯科 Bulbul
Pycnonotus taivanus

烏頭翁

Pycnonotus zeylanicus

黃冠鵯

Reguliidae 戴菊科 Kinglets
Regulus goodfellowi

臺灣戴菊(火冠戴菊鳥)

Sturnidae 八哥科 Mynahs(Starlings)
Acridotheres cristatellus

八哥

Gracula religiosa

九官鳥

Leucopsar rothschildi

長冠八哥

Sylviidae 鶯科 Old World warblers
Phylloscopus ijimae

飯島柳鶯(艾吉柳鶯)

Timaliidae 畫眉科 Babblers
Leiothrix argentauris

銀耳相思鳥

Leiothrix lutea

紅嘴相思鳥

Turdidae 鶇科 Thrushes, robins, chats, and wheatears
Turdus poliocephalus

白頭鶇

Zosteropidae 繡眼科 White-eye
Yuhina brunneiceps

冠羽畫眉

Zosterops albogularis

諾福克繡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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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CIFORMES 鴷形目
Picidae 啄木鳥科 Woodpeckers
Dendrocopos leucotos

大赤啄木

Dryocopus javensis richardsi

白腹黑啄木

Picus canus

綠啄木

Ramphastidae 鵎鵼科 Toucans
Pteroglossus aracari

黑頸阿卡拉鴷

Pteroglossus viridis

綠阿卡拉鴷

Ramphastos sulfuratus

厚嘴鵎鵼

Ramphastos toco

鞭絺鵎鵼

Ramphastos tucanus

紅嘴鵎鵼

Ramphastos vitellinus

凹嘴鵎鵼

PODICIPEDIFORMES 鷿鷈目
Podicipedidae 鷿鷈科 Grebe
Podilymbus gigas

巨鷿鷈

PSITTACIFORMES 鸚形目
Cacatuidae 鳳頭鸚鵡科 Cockatoos
Cacatua alba

白鳳頭鸚鵡

Cacatua galerita

葵花鳳頭鸚鵡

Cacatua goffiniana
(Synonym : Cacatua goffini)

戈芬氏鳳頭鸚鵡

Cacatua haematuropygia

紅肛鳳頭鸚鵡

Cacatua leadbeateri

車輪冠鳳頭鸚鵡

Cacatua moluccensis

鮭冠鸚鵡

Cacatua ophthalmica

藍眼鳳頭鸚鵡

Cacatua sulphurea

小葵花鳳頭鸚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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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yptorhynchus banksii

紅尾黑巴丹鳳頭鸚鵡

Probosciger aterrimus

棕櫚美冠鸚鵡

Loriidae 吸蜜鸚鵡科 Lories, lorikeets
Chalcopsitta atra

酋長鸚鵡

Eos histrio

紅藍吸蜜鸚鵡

Vini ultramarina

深藍吸蜜鸚鵡

Psittacidae 鸚鵡科 Amazons, macaws, parakeets, parrots
Alisterus scapularis

澳洲國王鸚鵡

Amazona aestiva xanthopteryx

黃翼藍帽亞馬遜鸚鵡

Amazona albifrons

白額亞馬遜鸚鵡

Amazona amazonica

橙翅亞馬遜鸚鵡

Amazona arausiaca

紅項亞馬遜鸚哥

Amazona auropalliata

黃領帽亞馬遜鸚鵡

Amazona autumnalis

紅額亞馬遜鸚鵡

Amazona barbadensis

黃肩亞馬遜鸚哥

Amazona brasiliensis

紅尾亞馬遜鸚哥

Amazona farinosa

美麗亞馬遜鸚鵡

Amazona finschi

淡紫冠亞馬遜鸚哥

Amazona guildingii

聖文森亞馬遜鸚哥

Amazona imperialis

帝王亞馬遜鸚哥

Amazona leucocephala

古巴亞馬遜鸚哥

Amazona ochrocephala

黃帽亞馬遜鸚鵡

Amazona oratrix

黃頭亞馬遜鸚哥

Amazona pretrei

紅眼鏡亞馬遜鸚哥

Amazona rhodocorytha

紅額亞馬遜鸚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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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azona tucumana

赤楊亞馬遜鸚哥

Amazona versicolor

聖蘆亞馬遜鸚哥

Amazona vinacea

紅胸亞馬遜鸚哥

Amazona viridigenalis

紅冠亞馬遜鸚哥

Amazona vittata

波多亞馬遜鸚哥

Anodorhynchus spp.

琉璃金剛鸚鵡屬所有種

Ara ambiguous

大綠金剛鸚鵡

Ara ararauna

藍黃金剛鸚鵡

Ara chloroptera

綠翅金剛鸚鵡

Ara glaucogularis

藍喉金剛鸚鵡

Ara macao

緋紅金剛鸚鵡

Ara militaris

軍用金剛鸚鵡

Ara rubrogenys

紅額金剛鸚鵡

Aratinga weddellii

紅額亞馬遜鸚鵡

Coracopsis nigra

非洲黑鸚鵡

Coracopsis vasa

馬島鸚鵡

Cyanopsitta spixii

小藍金剛鸚鵡

Cyanoramphus cookii

諾福克紅額鸚鵡

Cyanoramphus forbesi

黃額鸚鵡

Cyanoramphus
novaezelandiae

紅額鸚鵡

Cyanoramphus saisseti

新加里東紅額鸚鵡

Cyclopsitta diophthalma
coxeni

雙眼無花果鸚鵡

Eunymphicus cornutus

角鸚鵡

Guarouba guarouba

金色鸚哥

Neophema chrysogaster

藍翅鸚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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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gnorhynchus icterotis

黃耳鸚哥

Pezoporus occidentalis
(Synonym : Geopsittacus
occidentalis; Possibly extinct)

夜鸚鵡(可能已滅絕)

Pezoporus wallicus

地棲鸚鵡

Pionites leucogaster

金頭凱克鸚鵡

Pionopsitta pileata

紅帽鸚哥

Poicephalus robustus

好望角鸚鵡

Primolius couloni

藍頭金剛鸚鵡

Primolius maracana

藍翅金剛鸚鵡

Psephotus chrysopterygius

金肩鸚鵡

Psephotus dissimilis

黃肩長尾鸚鵡

Psephotus pulcherrimus
(extinct)

樂園鸚鵡(已滅絕)

Psittacula echo

模里西斯環頸鸚鵡

Psittacus erithacus

灰鸚鵡

Pyrrhura cruentata

紅斑長尾鸚鵡

Rhynchopsitta spp.

厚嘴鸚鵡屬所有種

Strigops habroptilus

貓面鸚鵡

RHEIFORMES 美洲鴕目
Rheidae 美洲鴕科 Rheas
Rhea pennata (Synonym :
Pterocnemia pennata)

美洲小鴕

Rhea americana

美洲鴕

STRIGIFORMES 鴞形目 Owls
STRIGIFORMES spp.

鴞形目所有種

TINAMIFORMES 共鳥目
Tinamidae 共鳥科 Tinamous
74

澎湖縣政府公報 108 年第 12 期

Tinamus solitarius

孤共鳥

TROGONIFORMES 麗鵑目
Trogonidae 麗鵑科 Quetzals
Pharomachrus mocinno

綠咬鵑

三、陸域(含淡水域)爬蟲類
學

名

中文名稱

P H Y L U M C H O R D A T A 脊索動物門
CLASS REPTILIA (REPTILES) 爬蟲綱
CROCODYLIA 鱷目 Alligators, caimans, crocodiles
Alligatoridae 短吻鱷科 Alligators, caimans
Alligator sinensis

揚子鱷

Caiman crocodilus apaporiensis

眼鏡凱門鱷阿帕波里斯河亞種

Caiman latirostris
(Except the population of
Argentina)
Melanosuchus niger(Except the
population of Brazil, Ecuador)

寬吻凱門鱷(阿根廷族群除外)
黑凱門鱷(巴西及厄瓜多族群除
外)

Crocodylidae 鱷科 Crocodiles
Crocodylus acutus
(Except the population of Cuba)
Mecistops cataphractus
(Synonym :Crocodylus
cataphractus)

美洲鱷(古巴族群除外)
非洲細吻鱷

Crocodylus intermedius

奧利諾科鱷

Crocodylus mindorensis

菲律賓鱷

Crocodylus moreletii

瓜地馬拉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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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codylus niloticus(Except the
populations of Botswana,
Ethiopia, Kenya, Madagascar,
Malawi, Mozambique, Namibia,
South Africa, Uganda, the
United Republic of Tanzania,
Zambia and Zimbabwe)

尼羅鱷(波札那、衣索比亞、肯
亞、馬達加斯加、馬拉威、莫
三比克、納米比亞、南非、烏
干達、坦尚尼亞、尚比亞和辛
巴威之族群除外)

Crocodylus palustris

沼澤鱷

Crocodylus porosus(Except the
populations of Australia,
Indonesia and Papua New
Guinea)

河口鱷(澳大利亞、印尼和巴布
亞紐幾內亞之族群除外)

Crocodylus rhombifer

古巴鱷

Crocodylus siamensis

暹羅鱷

Osteolaemus tetraspis

侏儒鱷

Tomistoma schlegelii

馬來長嘴鱷

Gavialidae 恆河鱷科 Gavial
Gavialis gangeticus

恆河鱷

RHYNCHOCEPHALIA 喙頭蜥目
Sphenodontidae 鱷蜥科 Tuatara
Sphenodon spp.

刺背鱷蜥屬所有種

SQUAMATA 有鱗目
SAURIA 蜥蜴亞目
Agamidae 飛蜥科 Agamas, mastigures
Japalura luei

呂氏攀蜥

Japalura makii

牧氏攀蜥

Anguidae 蛇蜥科 Alligator lizards, glass lizards, lateral fold lizards
Dopasia harti
(Synonym : Ophisaurus harti)

哈特氏蛇蜥(蛇蜥、臺灣蛇蜥)

Abronia anzuetoi

安氏樹鱷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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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ronia campbelli

坎氏樹鱷蜥

Abronia fimbriata

飾緣樹鱷蜥

Abronia frosti

弗氏樹鱷蜥

Abronia meledona

聖山樹鱷蜥

Chamaeleonidae 變色龍科 Chameleons
Archaius spp.

賽席爾變色龍屬所有種

Bradypodion spp.

侏儒變色龍屬所有種

Brookesia spp.

枯葉變色龍屬所有種

Calumma spp.

瘤冠變色龍屬所有種

Chamaeleo spp.
(Except Chamaeleo calyptratus)

變色龍屬所有種(高冠變色龍
Chamaeleo calyptratus 除外)

Furcifer spp.

馬達加斯加變色龍屬所有種

Kinyongia spp.

非洲變色龍屬所有種

Nadzikambia spp.

木蘭吉山變色龍屬所有種

Trioceros spp.

三角變色龍亞屬所有種

Cordylidae 環尾蜥科 Spiny-tailed lizards
Cordylus spp.

環尾蜥屬所有種

Gekkonidae 壁虎科 Geckos
Cnemaspis psychedelica

幻彩壁虎

Gekko kikuchii

菊池氏壁虎(蘭嶼守宮、菊池氏
蚧蛤)

Lepidodactylus yami

雅美鱗趾虎(雅美鱗趾蝎虎)

Lygodactylus williamsi

鈷藍日守宮

Nactus serpensinsula

蛇島弓趾虎

Naultinus spp.

紐西蘭壁虎屬所有種

Uroplatus spp.

馬達加斯加葉尾壁虎屬所有種

Helodermatidae 毒蜥科 Beaded lizard, gila mon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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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loderma spp.

毒蜥屬所有種

Iguanidae 鬣蜥科 Iguanas
Brachylophus spp.

斐濟鬣蜥屬所有種

Conolophus spp.

陸鬣蜥屬所有種

Ctenosaura bakeri

烏提拉刺尾鬣蜥

Ctenosaura melanosterna

阿關刺尾鬣蜥

Ctenosaura oedirhina

羅騰刺尾鬣蜥

Ctenosaura palearis

拉刺尾鬣蜥

Cyclura spp.

圓尾鬣蜥屬所有種

Iguana spp.
(Except Iguana iguana)

美洲鬣蜥屬所有種
(綠鬣蜥 Iguana iguana 除外)

Phrynosoma blainvillii

布蘭維爾斯角蜥

Phrynosoma cerroense

島角蜥

Phrynosoma coronatum

海岸角蜥

Phrynosoma wigginsi

海灣角蜥

Sauromalus varius

變色斑紋鬣蜥

Lacertidae 蜥蜴科 Lizards
Gallotia simonyi

西氏加納利群島蜥

Podarcis lilfordi

利氏壁蜥

Podarcis pityusensis

依比茲壁蜥

Takydromus sauteri

梭德氏草蜥(南臺草蜥)

Lanthanotidae 婆羅蜥科(無耳巨蜥科) Earless monitor lizards
Lanthanotidae spp.

婆羅蜥科(無耳巨蜥科)所有種

Scincidae 石龍子科 Skinks
Corucia zebrata

所羅門蜥

Teiidae 美洲蜥蜴科 Caiman lizards, tegu liz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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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codilurus amazonicus

鱷尾蜥

Dracaena spp.

閃光蜥屬所有種

Varanidae 巨蜥科 Monitor lizards
Varanus spp.

巨蜥屬所有種

Xenosauridae 異蜥科 Chinese crocodile lizard
Shinisaurus crocodilurus

瑤山鱷蜥

SERPENTES 蛇亞目 Snakes
Boidae 蚺科 Boas
Acrantophis spp.

馬達加斯加地蚺屬所有種

Boa constrictor occidentalis

虹尾蚺阿根廷亞種

Epicrates inornatus

波多黎各虹蚺

Epicrates monensis

莫島虹蚺

Epicrates subflavus

牙買加虹蚺

Sanzinia madagascariensis

馬達加斯加樹蚺

Bolyeriidae 雷蛇科 Round Island boas
Bolyeriidae spp.

雷蛇科所有種

Colubridae 黃頜蛇科 Typical snakes, water snakes, whipsnakes
Amphiesma miyajimae

金絲蛇

Clelia clelia

擬蚺蛇

Cyclagras gigas

南美水蛇

Elachistodon westermanni

印度食卵蛇

Hypsiscopus plumbea
(Synonym : Enhydris plumbea)
Euprepiophis mandarinus
(Synonym : Elaphe mandarina)
Myrrophis chinensis
(Synonym : Enhydris chinensis)

鉛色水蛇
高砂蛇
唐水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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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aphe taeniura
(Synonym : Orthriophis
taeniurus)

黑眉錦蛇(錦蛇)

Rhabdophis swinhonis

斯文豪氏游蛇

Sinonatrix annularis

赤腹游蛇

Xenochrophis piscator

草花蛇

Elapidae 蝙蝠蛇科 Cobras, coral snakes
Hoplocephalus bungaroides

寬盔頭蛇

Naja kaouthia

單眼紋眼鏡蛇

Naja mandalayensis

緬甸眼鏡蛇

Naja naja

印度眼鏡蛇

Naja oxiana

中亞眼鏡蛇

Naja philippinensis

菲律賓眼鏡蛇

Naja sagittifera

安達曼眼鏡蛇

Naja samarensis

菲南眼鏡蛇

Naja siamensis

暹羅眼鏡蛇

Naja sputatrix

印尼噴毒眼鏡蛇

Naja sumatrana

蘇門答臘噴毒眼鏡蛇

Ophiophagus hannah

眼鏡王蛇

Sinomicrurus hatori

羽鳥氏帶紋赤蛇

Sinomicrurus macclellandi

環紋赤蛇

Sinomicrurus sauteri

梭德氏帶紋赤蛇(帶紋赤蛇)

Pythonidae 蟒科 Pythons
Python molurus molurus

亞洲岩蟒指名亞種

Python reticulatus

網紋蟒

Tropidophiidae 林蚺科 Wood bo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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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opidophiidae spp.

林蚺科所有種

Viperidae 蝮蛇科 Vipers
Atheris desaixi

肯亞樹蝰

Bitis worthingtoni

肯亞角蝰(肯亞噝蝰)

Daboia siamensis
(Synonym : Daboia russelii)

鎖蛇

Deinagkistrodon acutus

百步蛇

Ovophis monticola

瑪家山龜殼花(阿里山龜殼花)

Protobothrops mangshanensis
(Synonym : Trimeresurus
mangshanensis)

莽山烙鐵頭蛇

Trimeresurus gracilis

菊池氏龜殼花

Vipera ursinii

草原蝰

Montivipera wagneri
(Synonym : Vipera wagneri)

魏氏蝮蛇

TESTUDINES 龜鱉目
Carettochelyidae 豬鼻龜科 Pig-nosed turtles
Carettochelys insculpta

豬鼻龜

Chelidae 蛇頸龜科 Austro-American side-necked turtles
Chelodina mccordi

羅地島蛇頸龜

Pseudemydura umbrina

澳洲短頸龜

Dermatemydidae 泥龜科 Central American river turtle
Dermatemys mawii

泥龜

Emydidae 澤龜科 Box turtles, freshwater turtles
Glyptemys muhlenbergii

牟氏水龜

Terrapene coahuila

沼澤箱龜

Geoemydidae 地龜科 Box turtles, freshwater turtles
Batagur affinis

馬來潮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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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tagur baska

潮龜

Batagur borneoensis

三線潮龜

Batagur dhongoka

三線菱背龜

Batagur kachuga

紅額潮龜

Batagur trivittata

緬甸菱背龜

Cuora spp.

閉殼龜屬所有種

Cyclemys spp.

攝龜屬所有種

Geoclemys hamiltonii

斑點池龜

Geoemyda japonica

琉球地龜

Geoemyda spengleri

黑胸葉龜

Hardella thurjii

冠背龜

Heosemys annandalii

黃頭廟龜

Heosemys depressa

亞洲山龜

Heosemys grandis

亞洲巨龜

Heosemys spinosa

太陽龜

Leucocephalon yuwonoi

蘇拉維西葉龜

Malayemys macrocephala

泰國食螺龜

Malayemys subtrijuga

馬來食蝸龜

Mauremys annamensis

安南擬水龜

Mauremys japonica

日本石龜

Mauremys mutica

柴棺龜

Mauremys nigricans

黑頸烏龜

Mauremys reevesii
(Synonym : Chinemys reevesii)

金龜

Melanochelys tricarinata

三龍骨龜

Melanochelys trijuga

印度黑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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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enia ocellata

緬甸眼斑沼龜

Morenia petersi

印度眼斑沼龜

Notochelys platynota

六板龜

Orlitia borneensis

婆羅洲河龜

Pangshura spp.

小棱背龜屬所有種

Sacalia bealei

眼斑龜

Sacalia quadriocellata

四眼龜

Siebenrockiella crassicollis

粗頸龜

Siebenrockiella leytensis

菲律賓粗頸龜

Vijayachelys silvatica

蔗林龜

Platysternidae 大頭龜科 Big-headed turtle
Platysternidae spp.

大頭龜科所有種

Podocnemididae 側頸龜科 Afro-American side-necked turtles
Erymnochelys madagascariensis 馬達加斯加大頭側頸龜
Peltocephalus dumerilianus

亞馬遜大頭側頸龜

Podocnemis spp.(Except
Podocnemis unifilis)

南美側頸龜屬所有種(黃頭側頸
龜 Podocnemis unifilis 除外)

Testudinidae 陸龜科 Tortoises
Testudinidae spp.

陸龜科所有種

Trionychidae 鱉科 Softshell turtles, terrapins
Amyda cartilaginea

亞洲鱉

Apalone spinifera atra

黑棘鱉

Chitra spp.

小頭鱉屬所有種

Dogania subplana

馬來鱉

Lissemys ceylonensis

斯里蘭卡緣板鱉

Lissemys punctata

印度緣板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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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ssemys scutata

緬甸緣板鱉

Nilssonia formosa

緬甸孔雀鱉

Nilssonia gangetica
(Synonym : Aspideretes
gangeticus)
Nilssonia hurum
(Synonym : Aspideretes hurum)

印度鱉
孔雀鱉

Nilssonia leithii

萊氏鱉

Nilssonia nigricans
(Synonym : Aspideretes
nigricans)

黑鱉

Palea steindachneri

山瑞鱉

Pelochelys spp.

巨鱉屬所有種

Pelodiscus axenaria

砂鱉

Pelodiscus maackii

東北鱉

Pelodiscus parviformis

小鱉

Rafetus swinhoei

斑鱉

四、陸域(含淡水域)兩棲類
學

名

中文名稱

P H Y L U M C H O R D A T A 脊索動物門
CLASS AMPHIBIA (AMPHIBIANS) 兩棲綱
ANURA 無尾目
Aromobatidae 隱林蛙科 Fragrant frogs
Allobates femoralis

紅腿異箭毒蛙

Allobates hodli

哈氏異箭毒蛙

Allobates myersi

麥氏異箭毒蛙

Allobates rufulus

席拉異箭毒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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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obates zaparo

紅背異箭毒蛙

Bufonidae 蟾蜍科 Toads
Amietophrynus superciliaris
(Synonym : Bufo superciliaris)
Altiphrynoides spp.
(Synonym : Spinophrynoides
spp.)

睫眉蟾蜍
衣索匹亞蟾蜍屬所有種

Atelopus zeteki

澤氏斑蟾

Incilius periglenes
(Synonym : Bufo periglenes)

金色蟾蜍

Nectophrynoides spp.

非洲胎生蟾蜍屬所有種

Nimbaphrynoides spp.

寧巴山胎生蟾蜍屬所有種

Dendrobatidae 箭毒蛙科 Poison frogs
Adelphobates spp.

巴西果箭毒蛙屬所有種

Ameerega spp.

彩腹箭毒蛙屬所有種

Andrinobates spp.

紅寶石箭毒蛙屬所有種

Dendrobates spp.

箭毒蛙屬所有種

Epipedobates spp.

幽靈箭毒蛙屬所有種

Excidobates spp.

斑點箭毒蛙屬所有種

Hyloxalus azureiventris
(Synonym : Cryptophyllobates
azureiventris)

天藍箭毒蛙

Minyobates spp.

侏儒箭毒蛙屬所有種

Oophaga spp.

食卵箭毒蛙屬所有種

Phyllobates spp.

葉箭毒蛙屬所有種

Ranitomeya spp.

拇指箭毒蛙屬所有種

Mantellidae 曼蛙科 Mantellas
Mantella spp.

曼蛙屬所有種

Ceratophryidae 花角蟾科 Common horned fro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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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matobius culeus

的的喀喀湖蛙

Microhylidae 狹口蛙科 Red rain frogs, tomato frogs
Dyscophus antongilii

安東吉利紅蛙

Ranidae 赤蛙科 Riparian frogs and true frogs
Babina okinavana
(Synonym : Rana okinavana)
Hylarana taipehensis
(Synonym : Rana taipehensis)
Pelophylax fukienensis
(Synonym : Rana plancyi)

豎琴蛙
臺北赤蛙
金線蛙

Rhacophoridae 樹蛙科 Old world tree frogs
Rhacophorus arvalis

諸羅樹蛙

Rhacophorus aurantiventris

橙腹樹蛙

Rhacophorus prasinatus

翡翠樹蛙

Rhacophorus taipeianus

臺北樹蛙

CAUDATA 有尾目
Cryptobranchidae 隱鰓鯢科 Hellbender and giant salamanders
Andrias spp.

大鯢屬所有種

Hynobiidae 山椒魚科 Asiatic salamanders
Hynobius arisanensis

阿里山山椒魚

Hynobius formosanus

臺灣山椒魚

Hynobius fuca

觀霧山椒魚

Hynobius glacialis

南湖山椒魚

Hynobius sonani

楚南氏山椒魚

Salamandridae 蠑螈科 Newts and salamanders
Neurergus kaiseri

帝王蠑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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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陸域(含淡水)魚類
學

名

中文名稱

P H Y L U M C H O R D A T A 脊索動物門
CLASS ACTINOPTERYGII (FISHES) 輻鰭魚綱
CYPRINIFORMES 鯉目
Balitoridae 爬鰍科 River loaches
Hemimyzon taitungensis

臺東間爬岩鰍

Sinogastromyzon nantaiensis

南臺中華爬岩鰍

Sinogastromyzon puliensis

埔里中華爬岩鰍

Catostomidae 亞口魚科 Suckers
Chasmistes cujus

貴玉屈魚

Cyprinidae 鯉科 Carps
Metzia formosae

臺灣梅氏鯿(臺灣細鯿)

Metzia mesembrinum
大鱗梅氏鯿
(Synonym : Metzia mesembrina)
Pararasbora moltrechti

臺灣副細鯽(臺灣白魚)

Probarbus jullieni

穗鬚原鯉

Squalidus banarescui

巴氏銀鮈

Squalidus iijimae

飯島氏銀鮈

OSTEOGLOSSIFORMES 骨舌魚目
Osteoglossidae 骨舌魚科 Bonytongue
Scleropages formosus

龍魚

SALMONIFORMES 鮭目
Salmonidae 鮭科 Salmons, salmonids, and trouts
Oncorhynchus masou

櫻花鉤吻鮭

SILURIFORMES 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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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blycipitidae 鮰科 Torrent catfishes
Liobagrus formosanus

臺灣鮰

Pangasiidae 魚芒鯰科 Pangasid catfish
Pangasianodon gigas

湄公河大鯰

六、陸域(含淡水域)昆蟲類
學

名

中文名稱

P H Y L U M A R T H R O P O D A 節肢動物門
CLASS INSECTA (INSECTS) 昆蟲綱
COLEOPTERA 鞘翅目
Buprestidae 吉丁蟲科 Metallic wood-boring beetle
Buprestis mirabilis

妖艷吉丁蟲

Cerambycidae 天牛科 Long-horned beetles and sawyer beetles
Hemadius oenochrous
(Synonym : Aeolesthes
oenochrous)

霧社血斑天牛

Curculionidae 象鼻蟲科 Snout and bark beetles
Eupyrgops
waltonianus(Synonym :
Kashotonus multipunctatus)
Pachyrhynchus
chlorites(Synonym :
Pachyrrhynchus insularis)
Pachyrhynchus nobilis yamianus
(Synonym : Pachyrrhynchus
yamianus)
Pachyrhynchus sarcitis kotoensis
(Synonym : Pachyrrhynchus
kotoensis)
Pachyrhynchus sonani
(Synonym : Pachyrrhynchus
sonani)

碎斑硬象鼻蟲

白點球背象鼻蟲

斷紋球背象鼻蟲

大圓斑球背象鼻蟲

條紋球背象鼻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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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chyrhynchus
tobafolius(Synonym :
Pachyrrhynchus tobafolius)

小圓斑球背象鼻蟲

Elateridae 叩頭蟲科 Click beetles
Campsosternus watanabei

虹彩叩頭蟲(彩虹叩頭蟲)

Lampyridae 螢科 Fireflies and glow-worm beetles
Aquatica hydrophila
(Synonym : Luciola hydrophila)

黃胸黑翅螢

Pristolycus kanoi

鹿野氏黑脈螢

Lucanidae 鍬形蟲科 Cape stag beetles
Dorcus curvidens formosanus
臺灣大鍬形蟲
(Synonym : Dorcus formosanus)
Dorcus schenklingi

長角大鍬形蟲

Scarabaeidae 金龜蟲科 Scarab beetles
Cheirotonus formosanus
(Synonym : Cheirotonus
macleayi)

臺灣長臂金龜

HEMIPTERA 半翅目
Cicadidae 蟬科 Cicadas
Formotosena seebohmi

臺灣爺蟬

LEPIDOPTERA 鱗翅目
Nymphalidae 蛺蝶科 Brush-footed butterflies
Sasakia charonda

大紫蛺蝶

Papilionidae 鳳蝶科 Birdwing butterflies, swallowtail butterflies
Papilio maraho
(Synonym : Agehana maraho)

寬尾鳳蝶

Atrophaneura horishana

曙鳳蝶

Ornithoptera alexandrae

雅麗珊卓女王鳥翼蝶
(女王亞歷山大巨鳳蝶)

Papilio chikae

呂宋鳳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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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pilio homerus

荷馬鳳蝶(荷西鳳蝶)

Troides aeacus

黃裳鳳蝶

Troides magellanus

珠光鳳蝶

ODONATA 蜻蛉目
Cordulegasteridae 勾蜓科 Biddies
Anotogaster klossi
(Synonym : Anotogaster
sieboldii)

無霸勾蜓

ORTHOPTERA 直翅目
Tettigoniidae 螽蟴科 Katydids and long-horned grasshoppers
Phyllophorina kotoshoensis

蘭嶼大葉螽蟴

PHASMIDA 竹節蟲目
Phasmatidae 竹節蟲科 Common walkingsticks and walking sticks
津田氏大頭竹節蟲

Megacrania tsudai

七、陸域(含淡水域)其他種類之動物
學

名

中文名稱

P H Y L U M A R T H R O P O D A 節肢動物門
CLASS CRUSTACEA (CRUSTACEANS) 甲殼綱
DECAPODA 十足目
Coenobitidae 陸寄居蟹科 Land hermit crabs
Birgus latro

椰子蟹(八卦蟹)

P H Y L U M M O L L U S C A 軟體動物門
CLASS BIVALVIA (CLAMS, MUSSELS) 雙殼綱,斧足綱
UNIONOIDA 珠蚌目
Unionidae 蚌科 Freshwater mussels, pearly mussels
Conradilla caelata

鳥翼真珠蚌

Dromus dromas

單峰駱駝真珠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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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ioblasma curtisi

短真珠蚌

Epioblasma florentina

黃花真珠蚌

Epioblasma sampsonii

辛布森氏真珠蚌

Epioblasma sulcata perobliqua
Epioblasma torulosa
gubernaculum
Epioblasma torulosa torulosa

白貓爪真珠蚌

Epioblasma turgidula

大花真珠蚌

Epioblasma walkeri

棕花真珠蚌

Fusconaia cuneolus

細線豬趾真珠蚌

Fusconaia edgariana

閃爍豬趾真珠蚌

Lampsilis higginsii

何金氏真珠蚌

Lampsilis orbiculata orbiculata

粉紅真珠蚌

Lampsilis satur

素袖珍真珠蚌

Lampsilis virescens

阿拉巴馬真珠蚌

Plethobasus cicatricosus

白疙瘩真珠蚌

Plethobasus cooperianus

橘足疙瘩真珠蚌

Pleurobema plenum

粗豬趾真珠蚌

Potamilus capax

肥袖珍真珠蚌

Quadrula intermedia

康布蘭德猴面真珠蚌

Quadrula sparsa

阿帕拉契山猴面真珠蚌

Toxolasma cylindrella

侏儒真珠蚌

Unio nickliniana

尼克林氏真珠蚌

Unio tampicoensis tecomatensis

墨西哥真珠蚌

Villosa trabalis

康布蘭德豆真珠蚌

綠花真珠蚌
瘤花真珠蚌

CLASS GASTROPODA (SNAILS AND CONCHES) 腹足綱
STYLOMMATOPHORA 柄眼目
Achatinellidae 小瑪瑙螺科 Agate snails, oahu tree snails
Achatinella spp.

小瑪瑙螺屬所有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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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委員會

函

受 文 者：澎湖縣政府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8 年 10 月 8 日
發文字號：海保字第 10800059514 號
附

件：公告 pdf 檔、總說明及逐條說明

主

旨：
「非經主管機關同意，不得買賣或在公共場所陳列、展示之海洋保
育類野生動物及其產製品之種類」，業經本會於 108 年 10 月 8 日
以海保字第 10800059511 號公告訂定，並自 108 年 10 月 1 日生效，
茲檢送公告影本（含附件）
、總說明及逐條說明各 1 份，請查照。

正

本：行政院秘書處、內政部、外交部、國防部、教育部、法務部、經
濟部、交通部、衛生福利部、科技部、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國家
發展委員會、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中央研究院、內政部
警政署、內政部營建署、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七總隊、財政
部關務署、財政部關務署基隆關、財政部關務署臺北關、財政部
關務署臺中關、財政部關務署高雄關、經濟部國際貿易局、臺灣
省政府、福建省政府、最高法院、最高行政法院、臺灣高等法院、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臺中高等行政法院、高雄高等行政法院、臺
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臺灣高等法院高
雄分院、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福建高等法院金門分院、臺灣
臺北地方法院、臺灣新北地方法院、臺灣士林地方法院、臺灣桃
園地方法院、臺灣新竹地方法院、臺灣苗栗地方法院、臺灣臺中
地方法院、臺灣南投地方法院、臺灣彰化地方法院、臺灣雲林地
方法院、臺灣嘉義地方法院、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臺灣高雄地方
法院、臺灣屏東地方法院、臺灣臺東地方法院、臺灣花蓮地方法
院、臺灣宜蘭地方法院、臺灣基隆地方法院、臺灣澎湖地方法院、
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福建金門地方法院、福建連江地方法
院、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國立臺灣博物館、國立海洋生物博物
館、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玉山國家公園
管理處、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雪霸
國家公園管理處、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海洋國家公園管理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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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各直轄市暨縣市政府、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國
際處、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
檢疫局、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產試驗所、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特有
生物研究保育中心、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家畜衛生試驗所、行政院
農業委員會林務局、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羅東林區管理處、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新竹林區管理處、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
務局東勢林區管理處、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南投林區管理處、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嘉義林區管理處、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
務局屏東林區管理處、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臺東林區管理處、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花蓮林區管理處
副本：本會海巡署、本會資訊室（請刊登網站）
、本會綜合規劃處、本會海洋
資源處、本會海域安全處、本會國際發展處、本會科技文教處、
本會海洋保育署
主任委員

李

海洋委員會

仲

威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8 年 10 月 8 日
發文字號：海保字第 10800059511 號
主

旨：訂定「非經主管機關同意，不得買賣或在公共場所陳列、展示之
海洋保育類野生動物及其產製品之種類」
，並自一百零八年十月一
日生效。

依

據：野生動物保育法第三十五條第二項。

公告事項：
「非經主管機關同意，不得買賣或在公共場所陳列、展示之海洋保
育類野生動物及其產製品之種類」如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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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經主管機關同意，不得買賣或在公共場所陳列、展示之海洋保育
類野生動物及其產製品之種類
一、海洋哺乳類
學

名

中文名稱

PHYLUM
C H O R DATA
脊索動物門
CLASS MAMMALIA (MAMMALS) 哺乳綱
CARNIVORA 食肉目
Lutrinae 水獺亞科 Otters
Enhydra spp.

海獺屬所有種

Lontra felina

秘魯水獺(貓獺、海獺)

Otariidae 海獅科 Fur seals, sealions
南方海獅屬所有種

Arctocephalus spp.
Phocidae 海豹科 Seals
Mirounga leonine

象鼻海豹

Monachus spp.

僧侶海豹屬所有種

CETACEA 鯨目 Dolphins, porpoises, whales
CETACEA spp.

鯨目所有種

SIRENIA 海牛目
Dugongidae 儒艮科 Dugong
Dugong dugon

印度太平洋儒艮

Trichechidae 海牛科 Manatees
Trichechus inunguis

亞馬遜海牛

Trichechus manatus

北美海牛

Trichechus senegalensis

非洲海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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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海洋鳥類
學

名

中文名稱

PHYLUM
C H O R DATA
脊索動物門
CLASS AVES (BIRDS)
鳥綱
CHARADRIIFORMES 鴴形目
Laridae 鷗科 Gull
Anous stolidus

玄燕鷗

Larus relictus

遺鷗

Onychoprion anaethetus
(Synonym : Sterna anaethetus)
Saundersilarus saundersi
(Synonym : Larus saundersi)

白眉燕鷗
黑嘴鷗

Sterna dougallii

紅燕鷗(粉紅燕鷗)

Sterna sumatrana

蒼燕鷗

Sternula albifrons
(Synonym : Sterna albifrons)
Thalasseus bergii
(Synonym : Sterna bergii)
Thalasseus bernsteini
(Synonym : Sterna bernsteini)

小燕鷗
鳳頭燕鷗
黑嘴端鳳頭燕鷗

PELECANIFORMES 鵜形目
Fregatidae 軍艦鳥科 Frigatebird
Fregata andrewsi

白腹軍艦鳥

Sulidae 鰹鳥科 Booby
Papasula abbotti

粉嘴鰹鳥

PELECANIFORMES 鵜形目
Pelecanidae 鵜鶘科 Pelican
Pelecanus crispus

卷羽鵜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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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CELLARIIFORMES 鸌形目
Diomedeidae 信天翁科 Albatross
Phoebastria albatrus

短尾信天翁

Phoebastria nigripes

黑腳信天翁

SPHENISCIFORMES 企鵝目
Spheniscidae 企鵝科 Penguins
Spheniscus demersus

斑嘴環企鵝

Spheniscus humboldti

洪氏環企鵝

三、海洋爬蟲類
學

名

中文名稱

PHYLUM
C H O R DATA
脊索動物門
CLASS REPTILIA (REPTILES) 爬蟲綱
SQUAMATA 有鱗目
SAURIA 蜥蜴亞目
Iguanidae 鬣蜥科 Iguanas
海鬣蜥

Amblyrhynchus cristatus
TESTUDINES 龜鱉目
Cheloniidae 蠵龜科 Marine turtles

蠵龜科所有種

Cheloniidae spp.

Dermochelyidae 革龜科 Leatherback turtle
革龜(稜皮龜)

Dermochelys coriac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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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海洋魚類
學

名

PHYLUM

中文名稱
C H O R D A T A 脊索動物門

CLASS ELASMOBRANCHII (SHARKS) 板鰓魚綱
PRISTIFORMES 鋸鰩目
Pristidae 鋸鰩科 Sawfishes
Pristidae spp.

鋸鰩科所有種

CLASS ACTINOPTERYGII (FISHES) 輻鰭魚綱
ACIPENSERIFORMES 鱘目 Paddlefish, sturgeons
Acipenseridae 鱘科 Sturgeons
Acipenser brevirostrum

短吻鱘

Acipenser sturio

斑點鱘

PERCIFORMES 鱸形目
Labridae 隆頭魚科 Wrasses
Cheilinus undulatus

曲紋唇魚(波紋唇魚、龍王鯛、蘇眉魚)

Scaridae 鸚哥魚科 Parrotfishes
Bolbometopon muricatum

隆頭鸚哥魚(駝峰大鸚嘴魚)

Sciaenidae 石首魚科 Drums, croakers
Totoaba macdonaldi

加州犬形黃花魚

CLASS SARCOPTERYGII (LUNGFISHES) 肉鰭魚綱
COELACANTHIFORMES 腔棘魚目
Latimeriidae 腔棘魚科 Coelacanths
Latimeria spp.

腔棘魚屬所有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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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種類之物種
學

名

中文名稱

PHYLUM
C N I DAR IA
刺胞動物門
CLASS ANTHOZOA(CORALS AND SEA ANEMONES)
珊瑚蟲綱
SCLERACTINIA 石珊瑚目
Caryophylliidae 葵珊瑚科
Polycyathus chaishanensis

柴山多杯孔珊瑚

Siderastreidae 絲珊瑚科
Pseudosiderastrea formosa

福爾摩沙偽絲珊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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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經主管機關同意，不得買賣或在公共場所陳列、展示之海洋保育
類野生動物及其產製品之種類總說明
野生動物保育法（以下簡稱本法）於七十八年六月二十三日公布施行，經
行政院於一百零七年四月二十七日以院臺規字第一○七○一七二五七四號公告
自一百零七年四月二十八日起，本法有關海洋野生動物保育之主管機關變更為
海洋委員會管轄。
依野生動物保育法第三十五條規定，保育類野生動物及其產製品，非經主
管機關之同意，不得買賣或在公共場所陳列、展示；前項保育類野生動物及其
產製品之種類，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爰此，參照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一百零
六年八月九日公告修正生效之「非經主管機關同意，不得買賣或在公共場所陳
列、展示之保育類野生動物及其產製品之種類」，及本會一百零八年一月九日
海洋字第一○八○○○○○七二一號公告訂定「海洋保育類野生動物名錄」，
製作「非經主管機關同意，不得買賣或在公共場所陳列、展示之海洋保育類野
生動物及其產製品之種類」，其要點如下：
一、依據動物種類分為：海洋哺乳類、海洋鳥類、海洋爬蟲類、海洋魚類及其
他種類之動物等五點，以便於民眾查閱。
二、第一點海洋哺乳類物種種類有海獺屬所有種、秘魯水獺(貓獺、海獺)、南
方海獅屬所有種、象鼻海豹、僧侶海豹屬所有種、鯨目所有種、印度太平
洋儒艮、亞馬遜海牛、北美海牛、非洲海牛。
三、第二點海洋鳥類物種種類有玄燕鷗、遺鷗、白眉燕鷗、黑嘴鷗、紅燕鷗(粉
紅燕鷗)、蒼燕鷗、小燕鷗、鳳頭燕鷗、黑嘴端鳳頭燕鷗、白腹軍艦鳥、
粉嘴鰹鳥、卷羽鵜鶘、短尾信天翁、黑腳信天翁、斑嘴環企鵝、洪氏環企
鵝。
四、第三點海洋爬蟲類物種種類有海鬣蜥、蠵龜科所有種、革龜(稜皮龜)。
五、第四點海洋魚類物種種類有鋸鰩科所有種、短吻鱘、斑點鱘、曲紋唇魚(波
紋唇魚、龍王鯛、蘇眉魚)、隆頭鸚哥魚(駝峰大鸚嘴魚)、加州犬形黃花魚、
腔棘魚屬所有種。
六、第五點其他種類之物種種類有柴山多杯孔珊瑚、福爾摩沙偽絲珊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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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經主管機關同意，不得買賣或在公共場所陳列、展示之海洋保育
類野生動物及其產製品之種類
規定
一、海洋哺乳類
學

名

中文名稱

PHYLU M C H O R DATA
脊索動物門
CLASS MAMMALIA (MAMMALS) 哺乳綱
CARNIVORA 食肉目
Lutrinae 水獺亞科 Otters
Enhydra spp.

海獺屬所有種

Lontra felina

秘魯水獺(貓獺、海獺)

Otariidae 海獅科 Fur seals, sealions
Arctocephalus spp.

南方海獅屬所有種

Phocidae 海豹科 Seals
Mirounga leonine

象鼻海豹

Monachus spp.

僧侶海豹屬所有種

CETACEA 鯨目 Dolphins, porpoises, whales
CETACEA spp.

鯨目所有種

SIRENIA 海牛目
Dugongidae 儒艮科 Dugong
Dugong dugon

印度太平洋儒艮

Trichechidae 海牛科 Manatees
Trichechus inunguis

亞馬遜海牛

Trichechus manatus

北美海牛

Trichechus senegalensis

非洲海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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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 配合政府組織改造作
業，一百零七年四月二
十八日海洋委員會成
立，涉及海洋野生動物
保育之中央主管機關
掌理事項改由海洋委
員會管轄，爰依野生動
物保育法第三十五條
第二項規定公告「非經
主管機關同意，不得買
賣或在公共場所陳
列、展示之海洋保育類
野生動物及其產製品
之種類」
。
二、 參照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一百零六年八月九
日公告生效「非經主管
機關同意，不得買賣或
在公共場所陳列、展示
之保育類野生動物及
其產製品之種類」，及
本會一百零八年一月
九日海洋字第一○八
○○○○○ 七 二 一 號
公告訂定「海洋保育類
野生動物名錄」，有關
「非經主管機關同
意，不得買賣或在公共
場所陳列、展示之海洋
保育類野生動物及其
產製品」之保育類海洋
哺乳類物種如下：
(一) 海獺屬所有種。
(二) 秘 魯 水 獺 ( 貓 獺
、海獺)
(二) 南方海獅屬所有
種。
(三) 象鼻海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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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僧侶海豹屬所有
種。
(五) 鯨目所有種。
(六) 印度太平洋儒艮
。
(七) 亞馬遜海牛。
(八) 北美海牛。
(九) 非洲海牛。

二、海洋鳥類
學

名

中文名稱

PHYLU M C H O R DATA
脊索動物門
CLASS AVES (BIRDS)
鳥綱
CHARADRIIFORMES 鴴形目
Laridae 鷗科 Gull
Anous stolidus

玄燕鷗

Larus relictus

遺鷗

Onychoprion anaethetus
(Synonym : Sterna
白眉燕鷗
anaethetus)
Saundersilarus saundersi
黑嘴鷗
(Synonym : Larus saundersi)
Sterna dougallii

紅燕鷗(粉紅燕鷗)

Sterna sumatrana

蒼燕鷗

Sternula albifrons
小燕鷗
(Synonym : Sterna albifrons)
Thalasseus bergii
鳳頭燕鷗
(Synonym : Sterna bergii)
Thalasseus bernsteini
(Synonym : Sterna
黑嘴端鳳頭燕鷗
bernsteini)
PELECANIFORMES 鵜形目
Fregatidae 軍艦鳥科 Frigatebird
Fregata andrewsi

白腹軍艦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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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配合政府組織改造
作業，一百零七年
四月二十八日海洋
委員會成立，涉及
海洋野生動物保育
之中央主管機關掌
理事項改由海洋委
員會管轄，爰依野
生動物保育法第三
十五條第二項規定
公告「非經主管機
關同意，不得買賣
或在公共場所陳
列、展示之海洋保
育類野生動物及其
產製品之種類」。
二、 參照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一百零六年八
月九日公告生效
「非經主管機關同
意，不得買賣或在
公共場所陳列、展
示之保育類野生動
物及其產製品之種
類」
，及本會一百零
八年一月九日海洋
字 第 一 ○ 八
○○○○○ 七 二 一
號公告訂定「海洋
保育類野生動物名
錄」
，有關「非經主
管機關同意，不得
買賣或在公共場所
陳列、展示之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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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育類野生動物及
其產製品」之保育
類海洋鳥類物種如
下：
(一) 玄燕鷗。
(二) 遺鷗。
(三) 白眉燕鷗。
(四) 黑嘴鷗。
(五) 紅燕鷗。
(六) 蒼燕鷗。
(七) 小燕鷗。
(八) 鳳頭燕鷗。
(九) 黑嘴端鳳頭燕
鷗。
(十) 白腹軍艦鳥。
(十一)粉嘴鰹鳥。
(十二)卷羽鵜鶘。
(十三)短尾信天翁。
(十四)黑腳信天翁。
(十五)斑嘴環企鵝。
(十六)洪氏環企鵝。

Sulidae 鰹鳥科 Booby
Papasula abbotti

粉嘴鰹鳥

PELECANIFORMES 鵜形目
Pelecanidae 鵜鶘科 Pelican
Pelecanus crispus

卷羽鵜鶘

PROCELLARIIFORMES 鸌形目
Diomedeidae 信天翁科 Albatross
Phoebastria albatrus

短尾信天翁

Phoebastria nigripes

黑腳信天翁

SPHENISCIFORMES 企鵝目
Spheniscidae 企鵝科 Penguins
Spheniscus demersus

斑嘴環企鵝

Spheniscus humboldti

洪氏環企鵝

三、海洋爬蟲類
學

名

中文名稱

PHYLU M C H O R DATA
脊索動物門
CLASS REPTILIA (REPTILES) 爬蟲綱
SQUAMATA 有鱗目
SAURIA 蜥蜴亞目
Iguanidae 鬣蜥科 Iguanas
Amblyrhynchus cristatus

海鬣蜥

TESTUDINES 龜鱉目
Cheloniidae 蠵龜科 Marine turtles
Cheloniidae spp.

蠵龜科所有種

Dermochelyidae 革龜科 Leatherback tur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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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配合政府組織改造
作業，一百零七年
四月二十八日海洋
委員會成立，涉及
海洋野生動物保育
之中央主管機關掌
理事項改由海洋委
員會管轄，爰依野
生動物保育法第三
十五條第二項規定
公告「非經主管機
關同意，不得買賣
或在公共場所陳
列、展示之海洋保
育類野生動物及其
產製品之種類」。
二、參照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一百零六年八月
九日公告生效「非
經主管機關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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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龜(稜皮龜)

Dermochelys coriacea

四、海洋魚類
學

名

PHYLUM

中文名稱
C H O R D A T A 脊索動物門

CLASS ELASMOBRANCHII (SHARKS) 板鰓魚綱
PRISTIFORMES 鋸鰩目
Pristidae 鋸鰩科 Sawfishes
Pristidae spp.

鋸鰩科所有種

CLASS ACTINOPTERYGII (FISHES) 輻鰭魚綱
ACIPENSERIFORMES 鱘目 Paddlefish, sturgeons
Acipenseridae 鱘科 Sturgeons
Acipenser brevirostrum

短吻鱘

Acipenser sturio

斑點鱘

PERCIFORMES 鱸形目
103

不得買賣或在公共
場所陳列、展示之
保育類野生動物及
其 產 製 品 之 種
類」
，及本會一百零
八年一月九日海洋
字 第 一 ○ 八
○○○○○ 七 二 一
號公告訂定「海洋
保育類野生動物名
錄」
，有關「非經主
管機關同意，不得
買賣或在公共場所
陳列、展示之海洋
保育類野生動物及
其產製品」之保育
類海洋爬蟲類物種
如下：
(一)海鬣蜥。
(二)蠵龜科所有種。
(三)革龜(稜皮龜)。
一、 配合政府組織改造
作業，一百零七年
四月二十八日海洋
委員會成立，涉及
海洋野生動物保育
之中央主管機關掌
理事項改由海洋委
員會管轄，爰依野
生動物保育法第三
十五條第二項規定
公告「非經主管機
關同意，不得買賣
或在公共場所陳
列、展示之海洋保
育類野生動物及其
產製品之種類」。
二、 參照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一百零六年八
月九日公告生效
「非經主管機關同
意，不得買賣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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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bridae 隆頭魚科 Wrasses
Cheilinus undulatus

曲紋唇魚(波紋唇魚、龍王
鯛、蘇眉魚)

Scaridae 鸚哥魚科 Parrotfishes
Bolbometopon muricatum

隆頭鸚哥魚(駝峰大鸚嘴魚)

Sciaenidae 石首魚科 Drums, croakers
Totoaba macdonaldi

加州犬形黃花魚

CLASS SARCOPTERYGII (LUNGFISHES) 肉鰭魚綱
COELACANTHIFORMES 腔棘魚目
Latimeriidae 腔棘魚科 Coelacanths
腔棘魚屬所有種

Latimeria spp.

五、其他種類之物種
學

名

中文名稱

PHYLU M C N I DAR IA
刺胞動物門
CLASS ANTHOZOA(CORALS AND SEA ANEMONES)
珊瑚蟲綱
SCLERACTINIA 石珊瑚目
Caryophylliidae 葵珊瑚科
Polycyathus chaishanensis

柴山多杯孔珊瑚

Siderastreidae 絲珊瑚科
Pseudosiderastrea formosa

福爾摩沙偽絲珊瑚
104

公共場所陳列、展
示之保育類野生動
物及其產製品之種
類」
，及本會一百零
八年一月九日海洋
字 第 一 ○ 八
○○○○○ 七 二 一
號公告訂定「海洋
保育類野生動物名
錄」
，有關「非經主
管機關同意，不得
買賣或在公共場所
陳列、展示之海洋
保育類野生動物及
其產製品」之保育
類海洋魚類物種如
下：
(一) 鋸鰩科所有種
。
(二) 短吻鱘。
(三) 斑點鱘。
(四) 曲紋唇魚。
(五) 隆頭鸚哥魚。
(六) 加州犬形黃花
魚。
(七) 腔棘魚屬所有
種。
一、 配合政府組織改造
作業，一百零七年
四月二十八日海洋
委員會成立，涉及
海洋野生動物保育
之中央主管機關掌
理事項改由海洋委
員會管轄，爰依野
生動物保育法第三
十五條第二項規定
公告「非經主管機
關同意，不得買賣
或在公共場所陳
列、展示之海洋保
育類野生動物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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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製品之種類」。
二、 參照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一百零六年八
月九日公告生效
「非經主管機關同
意，不得買賣或在
公共場所陳列、展
示之保育類野生動
物及其產製品之種
類」
，及本會一百零
八年一月九日海洋
字 第 一 ○ 八
○○○○○ 七 二 一
號公告訂定「海洋
保育類野生動物名
錄」
，有關「非經主
管機關同意，不得
買賣或在公共場所
陳列、展示之海洋
保育類野生動物及
其產製品」之保育
類其他種類之物種
如下：
(一) 柴山多杯孔珊
瑚。
(二) 福爾摩沙偽絲
珊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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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中華民國 108 年 11 月份）
108 年 11 月 1 日
縣長賴峰偉出席「西嶼鄉國中小藝術聯展」，肯定學生藝術創作努力與天
份，期許透過海廢環保藝術創作，喚醒更多人重視海洋環保議題，減少使用一
次性塑膠用品，守護地球環境。
108 年 11 月 2 日
縣長賴峰偉前往鎮海國中參加學校暨社區聯合運動會開幕，他勉勵孩子學
習風中的跑者，不畏逆境，以恆心毅力挑戰自我，向上提升。
國立中山大學舉辦「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澎湖班 20 周年」紀念論壇，縣
長賴峰偉出席會議時表示，澎湖跨越地理困境，培訓公共事務人才，豐富行政
理論基礎，培植具備新視野的公共事務領導人才，讓澎湖大幅進步。
縣長賴峰偉出席「南海立體停車場開工動土」典禮，祈願工程平安順利，
並期許停車場完工後，提供充足停車位，舒解馬公市區停車問題，提升澎湖市
區生活機能及商業活動，帶動週邊觀光發展。
108 年 11 月 3 日
尖山顯濟殿重建入火慶成 3 週年，廟方舉行繞境祈安大典，縣長賴峰偉到
場祈福，同時為 204 縣道及尖山社區老人活動中心圍牆工程竣工揭牌。
108 年 11 月 4 日
中屯國小社區共讀站成立啟用，縣長賴峰偉出席揭牌儀式時表示，知識追
求沒有止境，他鼓勵學生善加利用社區共讀站，多閱讀課外讀物，充實經驗知
識，培養語言表達能力，表現更落落大方。
108 年 11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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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榮水資源中心新建工程舉行開工動土典禮，預計 110 年 6 月完工，日後
將處理馬公市區約 2,300 噸家庭污水。縣長賴峰偉出席動土典禮時表示，污水
處理好，海洋活化就成功一半，目前澎湖污水處理工程總進度僅達 30％，他期
許向台北市 90％看齊，大幅減少污水排放入海，打造乾淨清澈海洋環境。
108 年 11 月 6 日
縣長賴峰偉出席澎湖「前寮公私協力托嬰中心」及「白沙社區公共托育家
園」揭牌典禮時表示，現代社會家長生育小孩經濟壓力繁重，縣府提供育兒家
庭價格合宜、安全無虞的平價公共化托育服務，減輕經濟負擔，鼓勵青年生育，
營造安心養育環境。
澎湖縣醫師公會舉辦「第 72 屆醫師節大會暨資深醫師表揚頒獎典禮」
，縣
長賴峰偉頒發書寫「功在澎湖」獎狀贈予衛福部澎湖醫院院長郭泰宏及 2 位年
資 40 年的醫師。他感謝醫界人員對人民健康的無私奉獻與照護，並表示政府
會與醫界攜手合作，做好醫療照顧服務，共同為守護民眾健康而努力。
108 年 11 月 7 日
縣長賴峰偉出席「文光國中 108 學年度全校運動大會暨 21 週年校慶活動」
，
祝福文光國中生日快樂，也勉勵學子培養運動好習慣，擁有高 EQ，做好時間
管理，課業一定蒸蒸日上。
縣長賴峰偉出席「蔡元在水漾魚夢繪畫展」時表示，過去澎湖海洋資源豐
富，現在面臨漁業枯竭，漁業產值下滑，希望透過畫展啟發人們海洋保育觀念，
漁業興盛夢想能早日實現。
縣長賴峰偉表揚「2019 年澎湖縣教育盃圍棋賽」榮獲各組成績第一名績優
選手，頒贈親筆書寫「優質」書法墨寶，肯定高超棋技戰勝對手，期許不斷求
取進步，有朝一日為澎爭光。
108 年 11 月 8 日
縣長賴峰偉出席「108 年社區發展工作人員示範觀摩活動」
，他肯定所有社
區工作夥伴付出的心力與貢獻，讓社區發展工作可以順利推動，期許社區未來
演進和福利社區化推動是互助、自主、創新，讓澎湖福利社區化工作在全國 22
縣市能抬頭挺胸。
108 年 11 月 10 日
響應臺灣女孩日，縣府舉辦「女孩向前進‧美麗新勢力」知能成長營。縣
長賴峰偉表示，女性能力絕對不輸男性，許多女性都有傑出表現，展現女性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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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特質，只要肯努力下功夫，揮灑自信專業，一定有專屬自己的一片天。
108 年 11 月 11 日
縣府縣務會議決議於大倉島續建媽祖文化園區，縣長賴峰偉表示，縣府衡
量多處場址，一致認為在大倉島設置媽祖文化園區，可創造最大觀光效益，並
採登島人數總量管制、不浚挖航道、不擴建港口等措施顧及兼顧環保。
108 年 11 月 12 日
縣長賴峰偉前往望安、七美鄉視察國中小學與地方建設，並與鄉親召開座
談會。他重視地方建設需求，多次下鄉聽取人民心聲，也以高效率完成鄉親建
議事項，此次所提出的問題縣府盡力協助，並安排相關局處實地勘查商討解決
方法。
108 年 11 月 14 日
澎湖縣議會第 19 屆第 2 次定期會 14 日開議，縣長賴峰偉施政報告表示，
大倉居民當初都同意興建媽祖文化園區，但先前的主政者突然宣布停工，後續
對大倉的發展也置之不理，導致居民不信任縣府，他保證任內一定認真完成興
建，促進大倉繁榮，活化內海觀光。
108 年 11 月 15 日
縣長賴峰偉聘請台東大學幼教系主任陳淑芳擔任縣政顧問，期許借重幼兒
教育豐富資歷與專業經驗，持續為澎湖培訓幼兒保育專業人才，並提供幼兒照
顧領域諮詢意見與施政建言。
縣長賴峰偉出席三軍總醫院澎湖分院
「脊椎微創手術發表記者會」
時表示，
三軍總醫院骨科團隊跨海完成澎湖首例「微創脊椎手術」，是在地醫療的一大
進步，他期盼在各界的努力下，持續提升澎湖醫療品質。
108 年 11 月 16 日
縣長賴峰偉出席「龍門國小運動會暨社區共讀站啟用」及「隘門國小社區
運動會」時表示，健康是人生無價的財富，他鼓勵孩子們多運動、多流汗，養
成運動好習慣，贏得亮麗美好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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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 11 月 18 日
奇美醫院麻醉科醫師將支援澎湖醫院駐診，縣長賴峰偉會見奇美醫院副院
長林宏榮教授時表示，澎湖醫療日益進步，他期盼有更多醫師加入澎湖醫療行
列，提升澎湖醫療品質，實現醫療在地化目標。
縣長賴峰偉表揚 5 家通過澎湖優良水產品產地認證合格養殖業者，並頒贈
「澎湖優鮮」認證標章證書，他感謝業者及澎湖區漁會的努力，為澎湖優質、
鮮美水產品開創行銷新契機。
108 年 11 月 20 日
縣長賴峰偉出席「迎風而行師生油畫寫作聯展」時表示，聯展作品以澎湖
在地元素，創造澎湖意象畫作，展現畫者對家鄉的情懷與感觸，他期盼透過藝
術創作，帶動在地藝文風氣。
108 年 11 月 22 日
縣長賴峰偉勘察勵志二村最後一戶拆除作業，他期許加速綠美化工程，在
年底前為市民新闢 916 坪公園綠地，提供運動休閒場域，營造充滿綠意盎然的
景觀風貌。
澎湖縣政府規劃「戀戀海味‧澎湖美食假期」
，輔導 10 家餐飲業者提升餐
飲品質，縣長賴峰偉頒贈獎牌鼓勵業者，期許在產、官、學的合作下，運用在
地食材，全面提升食品安全、餐飲品質，創造飲食商機。
108 年 11 月 23 日
縣長賴峰偉參加興仁國小學校暨社區聯合運動會時表示，
「凡揮汗耕耘者，
必含笑收割」，他勉勵學生多下苦功，腳踏實地辛勤耕耘，日積月累，必定有
豐盛收穫。
108 年 11 月 25 日
縣議會第 19 屆第 2 次定期會進行縣政總質詢，議員胡松榮安排考察篤行
十村文化園區及金龍頭 12 米聯外道路。縣長賴峰偉表示，篤行十村文化園區
是澎湖早期精華地區，擁有豐富文化資產與歷史人文古蹟，應妥善保存與修復，
再現眷村文化建築風華，帶動區域觀光發展。
縣長賴峰偉會見美國在台協會高雄分處長歐雨修時表示，澎湖與美國德州
特拉維斯郡締結國際姊妹城市，雙方人民建立良好友誼關係，期許深化雙方合
作關係，推動交換學生互訪，提高學生對於兩地文化的體認以及多元化的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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賞。
108 年 11 月 26 日
縣長賴峰偉頒發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建築系副教授邵文政、馬公國中主任莊
浩志縣政顧問聘書，期盼兩人可提供貝殼磚發展技術建言，解決長久堆積廢棄
蚵殼問題，推動永續循環經濟。
縣長賴峰偉表揚澎湖縣參加「108 年全國民俗體育競賽」表現優異師生，
肯定澎湖孩子在全國各項競賽頭角崢嶸，期許東北季風下的澎湖子弟，挺著堅
毅不拔的精神，持續進步。
108 年 11 月 27 日
縣議會第 19 屆第 2 次定期會議員蔡清續縣政總質詢，安排考察湖西地方
建設，爭取濱海黃金海岸聯外道路、修復白坑漁灶。縣長賴峰偉表示，湖西海
岸線風光明媚，是遊客來澎湖必遊景點，縣府將協助規劃，打造「湖西濱海黃
金海岸公路」。
澎湖縣代表隊參加 108 年全國運動會成績亮眼，縣長賴峰偉頒發獎金給得
獎選手及教練，他感謝大家的努力及付出，並勉勵繼續爭取佳績，為澎湖爭光。
108 年 11 月 28 日
內垵、池東國小社區共讀站揭牌，縣長賴峰偉出席啟用典禮時表示，推動
閱讀深耕化目的在於深植下一代軟實力，期許共讀站能帶動社區學習的風潮，
擴大社區居民可就近借閱圖書的機會，提升學生、社區民眾及家長參與閱讀的
意願。
108 年 11 月 30 日
縣長賴峰偉出席「外垵國小運動會暨社區共讀站啟用」儀式時表示，閱讀
力決定孩子未來的競爭力，他鼓勵學生培養閱讀習慣，享受閱讀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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